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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人物点评

9 月的南京，尚未入秋，小雨
过后郁郁葱葱。穿过百年南京大
学旁的青岛路，拐进一个小院，里
面绿树成荫，有几栋公寓楼。其
中一栋，就住着茅家琦。

从 1947 年考入中央大学至
今，91岁的茅家琦绕着南大,与历
史结下了大半个世纪的缘分。他
至今共出版重要学术专著 20 余
部，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涵盖
晚清史、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
史、当代台湾史等领域，是国内太
平天国史研究名副其实的“泰山
北斗”，也是台湾当代史研究当之
无愧的“拓荒者”。

这位江苏土生土长的历史学
家、南京大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史学。“我
在工作上主要做了三件事，一个
是早期的太平天国研究；一个是
开展当代台湾史研究，填补中国
近代史研究的空白；还有就是毕
生对人文精神的弘扬以及历史真
相的求索。”茅家琦说，自己是工
作上求突破，人生里求安稳，“一
辈子住在南大的这个小楼里，最
近更是不太出去了”。

治学之路：一个学经济
的“历史学家”的诞生

茅家琦走上历史之路有些偶
然。1946 年底，19 岁的少年茅家
琦从泰州老家来到南京，顺利地
考上中国银行，当上了一名检券
生。第二年春天，不安分的他分
别参加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招
生考试，结果陷入幸福的烦恼：他
同时被两所顶级大学录取。

茅家琦选择了中大的经济
系。但很快，那个风云变幻的大
时代就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茅
家琦入学的时候，国共内战全面
爆发，一年多以后，学校给学生放
了长假。1949年，南京解放，中央
大学改名南京大学。1951 年，茅
家琦毕业留校，并于 1953 年成为
政治经济学教师。1956 年，茅家
琦申请调到历史系。

因为学经济出身，茅家琦在
转系申请中表示单纯的经济理论
很难解释经济问题，必须把经济
问题置于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
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个
理由似乎过于抽象，但是茅家琦
用它成功地说服了历史系的领
导，成功转系。

1956 年年底，他正式到了历
史系，从此再没有离开南京大学
研究历史的岗位。六十年弹指一
挥间，他历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历史研
究所所长、台湾研究所所长等职
务，并获南京大学终身成就奖，都
因为这一历史的机缘。

刚跨入历史之门，茅家琦研
究的是经济史。很快，他便发现
经济史这个课题太广、太泛，很难
抓住重点和核心。“刚开始研究，
对象应该集中一点、小一点。”茅
家琦决心调整方向。当时国内太
平天国史很热门，加上国内最顶
尖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
在南京搞研究，并在南大历史系
兼课，茅家琦决定把研究方向转
向这一领域。

日后再看，这是一个在正确
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出的一个
正确的决定。不久，茅家琦独立
完成的一篇关于杨秀清的论文得
到罗尔纲的肯定，这个可贵的肯
定，成了国内两位顶级太平天国
史研究专家几十年友谊的开端。

不久，茅家琦又结合自己的
经济学知识，写了《太平天国失败
后的江南农村》，因为视点独特，
此文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那
时，他白天在系里担任主任助理，
处理繁杂的行政工作，晚上回家
看书，每天基本上都看到十一二
点。就这么一边看，一边查字典，
一边翻译，一边记录，他抄了满满
6 抽屉的卡片，最终出版了《太平
天国兴亡史》《太平天国对外关系
史》等一系列标志性著作，成为史
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游在真理的长河：研究
历史要“四根拐棍”

1964 年 8 月 7 日，上海 《文
汇报》 发表了茅家琦的一篇论文

《论李秀成》，在全国史学界引起
了轩然大波，也引发了一场对他
的“大批判”。就是由于这一篇
文章，茅家琦成了“江苏省第一
号叛徒辩护士”。这期间，茅家
琦一直默默做着研究，加强人文
精神与思辨能力的训练，丝毫未
停下追求真理的脚步，直到2012
年 ， 他 才 发 表 一 篇 答 辩 文 章 ：
《“忠王不忠”辨析》，其学术
追求的“韧性”可见一斑。

到了20世纪80年代，茅家琦
感觉太平天国史研究过热，遂将
目光转向中国的近代化，而且一
转就转到了“台湾的近代化”上。

1949年以后的台湾历史是中
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空白。1980
年，茅家琦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
会的邀请去美国访问了两个多
月。在这段时间里，茅家琦看了
很多书，了解到 1949 年以后台湾
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回国后，茅家琦跟其他老师
商讨一起研究台湾史，很多人都
觉 得 这 个 问 题 太 敏 感 ，不 敢 涉
足。但茅家琦不考虑那么多。“研
究种种客观存在，取得认识，当然
需要理性——一种穷根究底的、
不受任何权威和各种功利限制的
独立研究精神。”茅家琦说。

凭 着 对 历 史 的 执 着 追 求 ，
1988年，由茅家琦主编的《台湾三
十年（1949—1979）》由河南人民
出版社出版，引起海内外学界的
强烈反响，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后
大陆首部具有开拓精神的当代台
湾 史 专 著 。 出 版 社 开 始 印 了
5000 册，后来又再版了 5 万册。
因为这本书还带有学术研究的成
分，有些高校还把它列为博士参
考书。

一从事学术研究，茅家琦就
开始了独立思考。自觉思考人生
问题的意识，是他探索研究和建
构史学思想的哲学渊源。前辈史
学家强调研究历史必须掌握“两
根拐棍”——古汉语和外语。这
是从“史学即考据学”的角度提
出来的。茅家琦认为，在现阶段
仅仅靠这“两根拐棍”已经不

够 ， 需 要 加 上 另 外 “ 两 根 拐
棍”，即弘扬人文精神与弘扬进
化认识论。

1983 年 2 月 9 日，茅家琦经
过长期思考和深入探索，在《光明
日报》发表论文《马克思主义史学
方法中“假说”的运用》。他提出，
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往往是一种
假说，是相对真理，不能视为绝对
真理；需要经过多方面的检验，逐
步修正错误，接近绝对真理。那
应当如何检验历史研究中的假说
是否是真理呢？茅家琦认为，一
要看以后陆续发现的材料，要能
继续证明已经提出的假说是正确
的；二要看人们的思想理论水平
提高以后，是否仍然认为过去提
出的假说是切合实际的。

“真理是个长河，你在真理这
个长河中游泳，你可以倾尽全力
向真理靠近，但是你永远到不了
真理的尽头。真理是个长河，你
在真理的长河中游泳，你要慢慢
向前进，一步一步前进，但是你总
到不了最终目的，因为真理是向
前发展的，没有尽头的，所以你只
能看到一个阶段，我们称之为相
对真理。你到不了绝对真理。因
此你写文章，发表你的见解，只能
是个假说，这个假说里面你要经
受住考验，要坚持真理，改正错
误，逐步前进。”这一段话，成为茅
家琦的名言，也见证着中国历史
学界的孜孜探索和求真精神。

历史哲学的形成：思想
合力构铸历史

2016 年 5 月 28 日，茅家琦先
生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
学举行，当天也是他 90 岁寿辰，
其新著《历史与思想论集》首发式
同日举行。这本被他视为从事历
史研究 60 年最大收获的著作，用
了近15年才告完工。

20 世纪 90 年代，时任南京大

学名誉校长的匡亚明邀请他担任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副主
编。其间，茅家琦认真阅读了很
多书稿，撰写了《孙中山评传》。
在《丛书》出齐以后，他又联系历
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一步思考
一个问题：思想对于历史人物和
历史事件究竟有怎样的关系？起
到什么样的作用？

茅家琦说：“在这一过程中，
我深刻地体会到思想文化与社会
历史发展存在着很大的联系。整
个思考的过程，大体经过三个发
展阶段：第一阶段，肯定人文精神
与历史发展有巨大关系；第二阶
段，肯定人文精神与思辨精神两
者都与历史发展有巨大关系；第
三阶段，形成一种理念——思想
合力构铸历史。”

为此，茅家琦先后写了三本
书：《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桑榆
读史笔记——认识论、人生论与
中国近代史》以及《历史与思想论
集》，不断深化自己的理论新见，
并在《历史与思想论集》提出了

“思想合力构铸历史”，为他半个
世纪的探索做了总结。

在茅家琦看来，这一理念的
提出，是多年来学人的探索和总
结，是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的
一大成果。茅家琦进一步阐述何
为“思想构铸历史”：第一、其中所
说的“思想”是指被历史人物接
受，并作为创造历史的指导思想
的社会意识形态；第二、“思想构
铸历史”的过程中，有四个不可缺
少的环节：构铸历史的思想（系统
化的社会意识形态）、构铸历史的
主 体（包 括 人 民 群 众 和 英 雄 人
物）、构铸历史的方式（包括和平
改革和武装斗争）和最后构铸而
成的历史实际；第三、多种不同的
思想主导着创造历史的各类历史
人物的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各
种思想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最
终，某一种思想（多数的情况下是

几种思想的融合）构铸了一定的
历史实际。

茅家琦认为，“思想构铸历
史”，并不是指某一种思想构铸历
史，而是指多种思想的合力构铸
历史，不能简单地说是“思想”构
铸历史，“在一个历史时期以内，
往往有多个人以多种思想为指
导，进行创造历史的活动。各种
思想相互冲突、补充、融合，最终
形成一种合力，创建了一个新的
社会。”

历史精神的传承：在时
代的延续中闪耀

“垂暮之年，回顾我的学术道
路，最是忘记不了的，是孙副校
长、陈主任和匡校长对我的深情
帮助。”在秋天的余晖里，茅家琦
的语调沉缓，念念不忘要感谢几
个人。

时任南大副校长的孙叔平和
南大政治辅导处陈毅人主任，是
他走向历史研究的推动者；时任
校长匡亚明是他强有力的支持
者。茅家琦说，他还清晰地记得
匡亚明校长在自己最困难的时
刻，讲的一句“悄悄话”：“不要紧
张，再写文章。”

事情发生在1964年9月。那
时因为“美化叛徒李秀成”，全省正
对茅家琦进行大批判，批判他鼓吹

“叛徒哲学”。一天下午，历史系在
会议室召开批判大会。在系办公
室门口，茅 家 琦 意 外 遇 到 匡 校
长。当时距离开会还有一段时
间，系办公室门口，只有这位灰头
土脸的青年学者和校长两个人。

“我叫了一声：‘校长！’并对
他苦笑了一下。匡校长当时对我
说了两句话，八个字：不要紧张，
再写文章！这实在出乎我的意
料。我感到这是匡校长的一句安
慰话。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
是十分感激的，而且永远记住了这

八个字。”茅家琦回忆说，这件事一
直支撑着自己从事学术研究，而这
种对青年学者求真务实的保护与
鼓励也深深影响了自己。

后来，许多的年轻人，就像青
年茅家琦和匡亚明那样，在茅老
的 指 引 下 ，走 向 史 学 研 究 的 道
路。作为一个独立治学、具有很
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学者，茅家
琦一生的治学，充满了对人道的
关怀和理性的探求。在他 60 多
年的教学工作经历里，这种精神
也一以贯之，其教学与教育工作
严肃认真又细致有方，在南大师
生中有口皆碑。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教授经盛鸿 1980 年到 1982 年在
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期间，
选修了几门茅先生执教的课程。

“茅先生不仅讲课认真，而且对我
们的每份课后作业都细心批改。
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先生批改的
作业。”经盛鸿回忆，茅家琦对作
业改得十分细致，甚至将文章中
的错别字“弊足”也用红笔订正为

“蹩足”，“这给我极大的震动，使
我认识到社科工作者必须重视中
国语言文字的基本功。”

茅家琦始终认为，大至一个
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小至一个学
校、一个系科的发展，光靠一个
人、一代人的努力不行，而要靠全
民族、全学校、全系科的世世代代
的奋斗。他的一个“给一名学生
上课”的故事就广为流传。

有一年，南大太平天国史专
业只招收了一名女研究生。即使
对着这一位听课的学生，茅家琦
也如同对数百、数千人的听众一
样，一丝不苟。不少学生亲眼目
睹茅家琦先生正襟危坐，拿着教
材，极其认真地讲着，而在他的对
面，只坐着这一位学生。

就在今年 5 月份，90 多岁的
茅家琦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指导
青年史学家如何做学问：《给青年
史学家的三点意见——如何写好
博士论文》。他说，青年学者要培
养实证精神，要弘扬思辨功夫，要
提高“进化认识论”的实践能力。

对青年学者，茅家琦多年来
一贯勉励。香港中文大学郑会欣
教授 1982 年从南京大学毕业之
后被分配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工作后不久偶遇茅家琦，茅老
当时就热情地鼓励他要珍惜机
会：“从事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就是
要掌握第一手资料，要甘于坐冷板
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进行研
究，由点到面，持之以恒，最终一定
会取得成绩。”“虽然这件事已经过
去近二十年，但此情此景仍历历在
目，老师的这番教诲语重心长，使
我受用不尽。”郑会欣说。

“回顾七十年的读史历程，我
永远忘不了陈主任、孙副校长、匡
校长对我的帮助教育；回顾七十
年的读史历程，我的最大体会是：
实证、思辨和进化认识论；回顾七
十年的读史历程，我还要感谢许
多青年学者和我的亲密合作。没
有这种合作，许多著作是写不出
来的。”在采访行将结束时，茅家
琦讲了这三个“回顾”，恰似与南
大古朴的校区一脉相承，诉说着
百年的人文史。

茅家琦：金陵读史七十年
本报记者 缪志聪

大
家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秋
意渐浓，像成熟的果子从母体坠落
那样，许多离别都在悄悄发生。人
之渺小最鲜明的例证，大概是无法
叫停自然法则、阻挡离别的到来。
幸运的是，我们能选择郑重、有仪式
感的道别，然后不留遗憾地向前。

陈康英

从教21年，广州市越秀区育
才学校教师陈康英有个“不起眼”
的坚守——不变的手机号码。

“如果你们哪天想老师，就给
我打电话，我会一直使用这个电话
号码！”21年，周遭世界的变化地
覆天翻，移动通信技术由2G跃升
至4G。虽然不知道还有多少学生
能记得这串数字，但陈康英一直没
有忘记自己初入职场时的承诺。

教师注定是一个留在原地、不断
目送和道别的职业。学生一茬茬离
开，好似蒲公英的种子乘风飞走，留
在泥土里的根蒂又能做些什么呢？

不换电话号码不足为奇。陈康
英言而有信、行而有恒的言传身教，
才是道别时送给学生最珍贵的礼物。

李真

“对不起，妈！我生病了。”《见
字如面》节目的录制现场，李真戴着
防护口罩，没说几句话，便手捂胸腔
喘息起来。他生病了，是白血病。

不出意外的话，这位华南农业
大学硕士生本该和同学们一样，为
课题、论文、工作操心。但近3年，
他的经历沉重得多。骨髓移植、排
异反应、数度病危⋯⋯一路走来的
疲累让昏迷也成了难得的舒适。

“生活各有际遇，命运也自有其
轨迹。若有一天，真的事不可为，希
望您能理解，那也只是一种自然法
则而已。”录制现场，母亲和姐姐在
哭，观众也在抹眼泪，但李真的表情
就像他的笔触那样克制。“愿您能收
住泪水，笑看过往。”他嘱咐母亲。

作为重病患者，如果李真选择
了恐惧与怨怼，没有人会责怪他。
但生命的价值往往彰显在不平常之
处——他选择用理性、平静的方式
道别，把感恩与希望留下。

祝福李真。

“卡西尼”

这是特别致敬。卡西尼只是个
探测器，但20年过去，在很多人
心里，它，已成她。

在长达20年离开地球的飞行
当中，卡西尼跋涉49亿公里，近300
次环绕土星，并回传45万张照片、
635GB科学数据。太阳系中，没谁
比她更懂土星。

也没谁比她更挂念地球。卡西
尼曾在土星环的缝隙中远远拍摄地
球。那张照片的左前方，土星遮挡
了太阳的光芒，呈现出一片漆黑，
而茫茫宇宙深处，太阳照射下地球
是一个淡蓝光点。那真是一个奇妙
的时刻——当人类忙于自己的鸡零
狗碎、爱恨情仇时，宇宙中曾有双
眼睛好奇地瞥过。

她的经历不断被人提起，她的
故事不断被人惦记。渐渐地，她成
为人类的女儿。她孤独地游弋在土
星轨道，人类为她赋诗，为她作
画，为她每一次成功欢呼，为她每
一次历险屏息。20年，孩童长大
成人，少年成家立业；20年，对
星空不过眨眼之间，对人生已经沧
海桑田。9月15日，当她的最后时
刻来临，当她变为火流星划破土星
天空，她的孤独达到顶点，她的传
奇成为永恒。

别了，卡西尼。
本期点评 刘亦凡

离别总关情
华中科大老校长朱九思去世

后，网上悼念他的文字铺天盖
地，一条评论却独树一帜，点赞
者众——

没有九思先生，华中科技大
学的夏天温度至少高三度。

了解朱九思的人都知道，这
说的是他在华中科大种树之事，
也是他自认为一生办的“两件半”
大事中的那“半”件。他的原话
是：“我当校长时创造性的工作主
要是两件半事情：一是提出了发
展新思路，‘走综合化道路’和‘科
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二是采取
超常规的办法广揽了一大批人
才；半件事是植树造林。”

很多人把理解这段话的重点
放在“两件半”事情上，其实不
然，这段话的重点应该是那个修
饰词：创造性。朱九思别的词不

用，不说“重要工作”“主要工
作”，独独说这是“创造性”的
工作，足以说明在他心里，“两
件半”到底如何定位。

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境，方能
理解朱九思所言不虚，甚至更有
感慨：说“创造性”，那还是老
爷子客气了，较真起来，说“石
破天惊”都不为过。

比如“走综合化道路”。由
于学苏联，经历上世纪 50 年代
院系调整后的中国大学，多半成
为专一院校，要么专攻文、要么
专攻理、要么专攻工⋯⋯综合性
大学近乎成为传说。华中科技大
学原校名华中工学院，已经说明
一切。但朱九思 1979 年去国外
转了一圈，敏锐地意识到，要办
成世界一流名校，综合性大学是
大方向。他果断决策，突破历史

禁锢，在华中科大建起文科和管
理学科，独领工科大学综合性转
型潮流。

如此创举，意义怎么估量都
不为过。那次大调整，曾是多少
高校心头永远的痛。清华大学原
本文理并包，调整后不好再提，
便用“以工科著称”修饰，此后
为了修复文科传统，清华付出精
力无算。建校百年时，清华说要
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还特意强调

“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和世界一
流大学，没有文科是不行的”，
可见伤痛有多刻骨铭心。

朱九思更可贵的是，不仅眼
光放得长远，而且工作环环相
扣。要建学科就要有人才，论起
挖人，朱九思绝对是一把好手。

“文革”时，很多知识分子蹲了
牛棚，朱九思便堵在牛棚门口，

看见一位优秀教师出来，就邀请
他去华科工作。改革开放后，有
关部门要收回高校领导权，但又
尚未完全落实，结果匀出了 6 年
的“过渡”时间。朱九思抓住这个
窗口期，引进了 600 多位教师，夯
实了华中科大专业发展的根基。

这无疑是朱九思教育生涯的
得意一笔。他自己也说，这是

“采取超常规的办法广揽了一大
批人才”。所谓超常规，一是手段
超常规——“文革”时堵牛棚请

“臭老九”，可不是什么人都干得
了的；二是思路超常规——“过
渡”期间，不老老实实等上级指
示，而是抓住窗口期迅速行动。

这样的朱九思，既干得了细
活，也谋得了大略，他若引不来
人才，还有谁能？同为著名教育
家，刘道玉对朱九思佩服至极，

说他“有魄力、有远见，最先提
出要把华工建成一所文理综合的
大学，是‘文革’后在中国高教
界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人⋯⋯他
不仅在武汉、在湖北，甚至在中
国高等教育界都是一座丰碑”。

话说回来，朱九思也是人，
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华中科大
是“文革”后我国第一所实行改
革的大学，朱九思晚年时表示：

“我怕不怕？我也怕，说不怕那是
假话。但是，老怕也不行啊，责任
在身，除非我辞职不干”。

所以教育家和一般人的区别
在哪？他们有眼光，有魄力，有
行动力。办学的方向一旦确定，
就百折不挠，就千方百计要达到
目标。他们怕自己犯错误，但他
们更怕对不起学校，对不起师
生，对不起“教育”二字。

朱九思：怕并努力着
高毅哲

回望教育家

著名历史学家

、南京大学教授

茅家琦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