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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锡瑞：用社会史方法研究中国

在2021年10月18日开幕的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美国加州大
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荣休教授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获
得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周锡瑞曾师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
德，也是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周锡瑞教
授著有《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叶：
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意外的圣地：陕甘革命的起源》等。
其中《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曾获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

自1990年开始，周锡瑞教授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任
教。在这期间，他与毕克伟（Paul Pickowicz）教授通力合作，使得
UCSD的中国历史研究项目成为美国的学术机构里研究近现代中
国的另一个重要阵地。

退休之后，周锡瑞教授回到他当年求学的伯克利居住，至今仍笔耕
不辍。

以下是UCSD 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李菁（记者，前三联生
活周刊副主编）对周锡瑞教授进行的访谈。

采访： 李菁 ｜ 回答：周锡瑞

“意外的”圣地

问：周教授好！在谈您的新著之前，能说说 “周锡瑞”这个名字的来历吗？是在哈佛读书时取的吗？

答：我在哈佛毕业之后，到了香港，在新亚书院学中文，学国语。新亚书院的中文课需要取中文名字。因为我
姓Esherick,通常来说，要姓“艾”，但我一想到“艾”，就想到“艾森豪威尔”，他是共和党，是保守派，对中国
不友好，所以我不想姓艾。

老师想来想去，“反正你的英文名字叫Joe，也是先读名字，所以我们就把你的名改为姓，就姓周吧”，我说“
好的，我跟周总理同姓，要比和艾森豪威尔同姓好”。这个名字比较有中国味，很多人以为我是美籍华人。

（摄影 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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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名字取得确实地道。现在我想聊聊您的新著， 
《意外的圣地——陕甘革命的起源》（Accidental 

Holy Land）。这本书最近在香港出版，可否解释一
下这个书名的含义？怎么理解“意外”？

答：“Accidental”在这里的意思是“意外”，不是“偶
然”。我在中国做报告的时候经常遇到个问题，就是
在解释 “accidental”这个英文词时有一些麻烦。学
生都问：你是不是说革命是“偶然的”？我的回答是：“
不是‘偶然的’，是有原因的，不过不是像帝国主义或
者民族矛盾或是封建主义……这一类的大原因，是
各种各样的小原因。”

“意外的圣地”原来是我书中一章的题目。后来一位
同事说：你应该把它作为这部书的书名，我听从了他
的建议。这本书基本上就是围绕这个问题来写的，针
对的也是这个问题。

这一章主要就是讨论党中央究竟怎么样选择到陕北
去的？那是因为毛泽东看报纸的时候发现陕北有根
据地。我们基本上能确定这个事实，它要么是根据《
大公报》当时的一个报道，要么是地方报纸转载的《
大公报》报道阎锡山的一个讲话。

不过最主要的是，毛泽东和张国焘在甘南分裂之后，
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究竟该到哪儿去。毛泽东很明
确地说：我们要到苏联边界去休养，要不然我们一辈
子打游击战，没有一个休养休整的地方，到苏联边界
还可以得到苏联红军军事、政治上的指导和援助。

不过当毛泽东看到《大公报》的消息后就改变主意：
不到苏联那边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注解“意外的”
很好的一个例子。要是长征没有到陕北，而是到苏联
那边去，那以后可能就像朝鲜金日成的路子，而根本
谈不上后来什么“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或者“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以这个决定是很重要的，属
于“意外”，但不是“偶然”，因为它是有原因的。

第二，从我掌握的材料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毛泽东
从来不想呆在陕北，离开陕北的时候也从来没回去
过。毛泽东先是东征到山西，然后希望从山西转到察
哈尔前往苏联边界，但被阎锡山和蒋介石挡住了，没
有成功。再后来当陕北革命又面临危险，要失去瓦窑
堡，他就跑到宝安（注：现陕西省志丹县）去了。宝安
那个时候特别小，是个可能不到1000人的小县城，
那个时候又准备经过宁夏到苏联。

中央当时写了几个报告给共产国际，询问他们的意
见，比如“我们到宁夏可以得到多少援助……”这一
类往来的信件很多，所以整体来说毛泽东没有想呆
在陕北。“西安事变”之前，毛泽东又派徐海东到陕
南。林彪也想到陕南去——陕南离湖北很近，也比陕
北富裕多了。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呆在陕北是完全偶然的。“西安
事变”之后，蒋介石也不让他们到别的地方去：我们
可以让你呆在陕北，尽管国民政府没有正式承认陕
甘宁边区。所以这中间充满了很多意外。

但是我说的“意外”的意思不是“偶然”。意外是有原
因的，只不过不是一个什么大的原因，而是因为无可
奈何，才跑到陕北去。陕西那边走不通，宁夏那边也
走不通……这些都是有原因的，有具体的政治、军
事上的原因。再之后就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开
始允许有一个特区，于是就诞生了这个政权……这
些都是有原因的。

我说的原因，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种
宏大叙事里提到的原因，而是各种小原因的累积。所
以我强调研究历史，要从真实的、扎实的地方史出

从我掌握的材料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来不想呆在陕北，离开陕北的时候也从来没回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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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一步一步地探讨发生的原因，不能只有一个大而
空的理论框架。

（上图为周锡瑞在陕北农村调查）

问：我们学历史，通常强调“历史必然性”，比如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怎么理解你
这个accidental，偶然也好，意外也好，与所谓历史
必然性的关系？

答：我一直认为应该强调“意外”，反对“必然”。革命
为什么能成功是有原因的，不是偶然的，同时又是意
外的。在书里我着重说明了各种小原因。

《意外的圣地》最后这一段提到，在共产党掌权、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为什么发展到以后的
道路？好多方面是外在因素使然，包括经济发展、国
际影响等。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国家领导人所做
的选择。但是国家领导人的各个重大决策背后所起
的作用，恰恰是我最无法说明的，因为我没有资料，
比如到底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什么样的辩论，有没有
记录留下？

Stephen Kotkin 2014年写了一个三卷本的斯大林
传记，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他为什么能写得特别好？
因为他看到了斯大林的信件、会议记录、每天见了什
么人、谈了什么话……这些都有记录。他的资料丰
富极了，就是因为前苏联的档案开放了。但中国没有
这些资料,如果我们有了这些资料，我们就可能写“
大跃进”为什么发展成后来的状况？或者之前的“百
花齐放”、“反右”是不是“引蛇出洞”？……如果有党
内的资料，我们或许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其实我跟沈志华谈过，我们俩在这方面的观点比较
一致：“引蛇出洞”是假的，是后来编的一个故事，因
为不能承认毛泽东预料错了，所以党就说毛的决策
都是故意的。我觉得“引蛇出洞”这个看法不对，不符
合我们所知道的事实。

不过这方面的材料我获得的还不够——对于很多历
史事件，我们的资料还不够完整。国民党时期的还好
一点，蒋介石日记是个大突破，杨天石等历史学家看
过之后都有启发；台湾方面的档案也越来越开放，我
们开始能比较理解国民党的历史。但中共这一面是
不一样的。

再具体地讲，比如说建国后的历史，我们也有相当一
部分的回忆录，不过这些回忆录都是有限的，个人所

知道的也不见得是全面的情况，况且内容还是经过
选择的。真正知道内情的人，都要经过一层一层的审
查才能发表出来。比如之前我没有注意到，连薄一波
的《若干重大决策和历史事件的回顾》，最初和后来
的版本都不一样，很多部分被删掉了。我们都觉得这
本书出版了能说明好多问题，很有用，但它也有被删
掉的经历。

问：您做了很多地方史的研究，也做了像义和团和辛

我一直认为应该强调“意外”，反对“必然”。革命为什么能成功是有原因的，不是偶然的，同时又是意
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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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革命这样的大题目，现在又在《意外的圣地》写了
陕甘。这些地方史是否为您下一部大作的“前奏”，您
有计划之后要完成一个相对宏观、关于中国历史或
中国革命或中国近代史这样一本通识性的书吗？

答：之前有这么一个想法，不过大概不会实现。因为
知道的不够，还不能下结论。

（在陕北做田野调查的周锡瑞）

二 治史渊源：由地方史研究大问题 - 辛亥革命和义
和团运动

问：您在作博士论文时，选择了“辛亥革命”这个大题
目，但同时您又从地方史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能谈谈
当时学术上的考虑吗？

答：当时有关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完全是一个国民党
系统的历史，孙中山的系统，比如兴中会、同盟会的
历史；是各个起义，比如广州起义、镇南关起义……
的历史。总而言之，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是围绕着孙中
山和国民党系统讲述革命的发展。

那个时候耶鲁的 Mary Wright就辛亥革命的研究提
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当时已经可以看出来，完全从孙
中山的系统出发讲述辛亥革命是有问题的，学者们
开始讨论它是不是绅士阶层（gentry）、小资产阶级
为主的那种民族主义革命。所以我选择做辛亥革命
这个课题的时候，大家已经不是国民党的以孙中山

与同盟会为主的视角，而是要探讨辛亥革命的国内
社会基础究竟在哪儿。

我这样考虑，一方面是受到整个历史学领域的社会
学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受魏斐德地方史研究
的影响。其实一开始我还没选定到底关注哪一点，但
开始读文献的时候，我就发现武昌首义其实挺重要：
武昌首义就在武昌，为什么没人写为什么发生在武
昌？然后我就发现，武昌不光有湖北人，湖南人也挺
多，所以最后决定从地方史的方法进入，就从湖南湖
北开始写。

至于我为什么要回避以孙中山为主的革命史的叙
述，主要也是因为当时看文献的时候，根本没有同盟
会的活动，有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所以我觉
得以同盟会为主、以孙中山为主的革命史叙述，至少
在武昌首义时不能成立。不过我觉得不能出于要反
对传统说法就写不一样的文章，所以我尽量多看资
料，看资料多了就感觉孙中山的那条线怕是不能成
立的。

问：可能很多大陆读者和我一样，关于辛亥革命，我
们接受的历史教育都是从孙中山或者他领导的同盟
会的叙事角度。而在您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
在两湖》书里，孙中山的部分提及得非常少，甚至完
全被淡化了。有没有学者质疑您对孙中山在辛亥革
命中所起作用的淡化、回避或者是不重视？

答：这种意见也有。不过一方面，国外的学者都普遍
认识到，以孙中山为主的辛亥革命叙事，主要是出于
政治目的，比如说在大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
关于孙中山地位的讨论太政治化，政治因素太多。辛
亥革命90周年还是100周年的时候，已经有国内学
者发表文章，开始注意到预备立宪、清末新政这一类
内容。还在研究孙中山的都是些上一辈的历史学家，
他们很少有新的观点了。

问：义和团的研究是怎么开始的？

答：我当时到了山东，本意是想搞华北平原农村经济
的研究，不过主要资料或是我们能看到的资料，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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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当年做农村惯行调查留下来的，太敏感了。而义
和团在1979年前后，已经宣布要开大会庆祝，它被
定性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是毛泽东肯定的一个
农民运动，所以我觉得义和团这个题目能被当局接
受。

另外，当时《文物》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到山东大
学在1960年做了一些关于义和团的调查。那是我第
一次知道有这么一笔材料，但能不能看到它们就不
知道了。所以我选山东大学、选义和团主要是这两个
原因。

问： 在您去做义和团研究之前，关于义和团已经有
一些定论，比如说它是“反帝反封建”运动，也有一些
西方学者认为是“反清”运动，但是您在书里明确提
出，义和团其实是“扶清”运动。您是在什么时候形成
这个观点的？

答：我觉得那个结论得出的比较早，当时“山大”做的
口述调查出来了——口述调查我觉得挺有意思、挺
有用。

口述调查一般是先有提问，后有回答，但写下来的文
字，有时候却不记录问题，只写回答。不过从回答能
看出来提问是什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经常有这
么一个记录：“不，信教的不都是富农地主”；“义和团
不见得都是穷人”……所以很容易看出，60年代的
调查显然是有目的的，是要找出信教的都是地主富
农，然后要把他们跟中共当时的“地富反坏右”评价
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从农民的回答中也可以看
出，他们是比较实在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另外，我看完各个村的材料之后，发现义和团并没
有“反清”，相反是“扶清灭洋”。山东方面在1962年
又做了调查——那个时候国内已经在进行“社会主
义教育”活动，在临近大城市，像济南附近的农村，农

民们已经接受“社教”了，他们的回答经常是：“我们
这儿教民都是地主，义和团都是反清复明，”或者类
似的回答。比较偏僻的农村的农民还没有收到这种
信息，或者说还没有被洗脑。

问：所以您那时候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要辨别出他们
的回答，哪一些是受到外来的影响，哪一些是他自己
真正所知道的？

答：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面对的每一份资料都有它的
来源和目的。所以要常常想：这是谁写的，为什么要
这样回忆？对待任何一份材料我们都要保持一种怀
疑的态度。没有一种历史材料我们会从头到尾、毫无
保留地相信。

另外，我在看那些材料的时侯，知道这是60年代做
的调查，能看出他们的调查提纲是什么思路。像我刚
说的50来岁的这些人，很容易听出来他们受教科书
结论的影响，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想法。所以对哪一份
材料我们都要有稍微怀疑的态度。我教研究生也是
同样的态度，他们给我发来一个稿子，然后引用某材
料，我就问：“这个材料可信吗？你信这个我不信，你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信这个？”

问：您刚才也讲到山东大学最初做了一个基础性的
调查，您在此基础上继续做研究。我好奇的是，您和
国内学者方法有什么不一样，得出的结论有什么不
一样？

答：我跟中国学者观点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是对“组
织源流”的看法。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尽管表面
上看名字都一样，都叫“义和拳”，这个词也能在嘉庆
年间的文件里，比如涉及到天理教、八卦教的这些奏
折里头能找到，不过同样的名字，是不是属于同样的
组织，同样的信仰？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面对的每一份资料都有它的来源和目的。所以要常常想：这是谁写的，为什么要
这样回忆？对待任何一份材料我们都要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没有一种历史材料我们会从头到尾、毫
无保留地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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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义和拳最基本的仪式是“降神附
体”，但没有一个材料说嘉庆年间的义和拳有“降神
附体”的，它完全是另外一个形式。所以我的看法是，
不能因为名字是一样的，或者有某种程度的类似，就
说它们是同一个社会运动。我跟山东大学的同行在
这上面的观点不一样。

山东大学的历史系教授路遥是专门做义和团研究
的，很有资历，也很聪明，后来我们越来越谈得来，但
我们的观点从来不一致。不过我一直觉得他后来多
少也受到我的影响，所以他又回去做调查。尽管我没
说服他，不过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交流的话题。

问：这么多年，中国国内对义和团的评价也在不同的
话语背景下不断变化。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答：我觉得有些遗憾。因为义和团是一次重要的民间
运动，应该好好地去研究它，去理解它。不应该让现
时的政治气氛影响我们的历史理解。

我1979年去山东农村做调查的时候，国内的研究多
多少少有点收获了，应该再继续那样做，重新做像
60年代做的农村调查，比较客观的、不带有什么目
的的实地调查。

像所有的大型运动一样，每隔十年都会有一个义和
团的学术大会。我头一次参加的就是80年纪念大
会。我记得大会之前，有一位被派到甘肃社会科学院
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反正是一个很偏僻、特别穷
的地方——的学者。他写了一篇义和团的文章，提出
义和团可能“反帝”，但绝对不是“反封建”。大家讨论
了他的文章，不过那个人没被请来开会，不被允许来
参加，因为当时官方已经决定了义和团是“反帝反封
建”的性质，所以不能有第二个声音出来。不过现在
基本不提义和团是“反封建”的运动了，而是“反帝爱
国运动”。

我其实在中文版义和团一书的序里，也提到我们做
历史研究不是为了评价。让媒体或者是政治家们去“
评价”好了，我们历史学家要实事求是，研究到底发
生了什么事。这是最重要的。

（1989年，在中国乡村走访调查，右二为周锡瑞）

三 研究范式的传承与转变：从费正清到圣地亚哥

问：在您的学术生涯当中，从师从费正清开始，其实
也是经历了一个研究范式的转变。请您具体介绍一
下历史研究范式发生了哪些改变，为什么会发生？跟
当时的社会思潮有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它又是怎么
影响您的？

答：当然历史或者学术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
比如，60年代美国派50万兵到越南去打仗，伤亡挺
重的。越南战争在老百姓那里就成为一个讨论的主
题，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战争该不该打，所以越战也变
成了一个“农民革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反抗运
动”。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命题，大家所关注的当然也
会影响到我们，“农民社会”、“农民意识”、“农民革
命”，在当时都是重要的议题。我记得当时有一本杂
志，叫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农民研究》)，所
以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另外，60年代的氛围是认
为之前太关注上层，不关注下层，所以我们需要开始
关注下层社会。美国的民权运动就是在这种思潮下
发生的。我们都觉得应该关注黑人、关注农民、关注
工人……再后来一点，由于学校里的女生越来越多
了，但女老师却依然很少，大家就在思考为什么女生
那么多但是没有女老师……所以妇女问题也变成
一个热门。历史研究也跟着这个思潮走，所有的这些
对农民、工人、妇女的关注，由社会思潮变成学术上
的专门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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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周锡瑞毕业于哈佛大学）

问：费正清被定义为第一代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
你们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他对您的影响有多
大？

答：当然影响比较大，我选“中国学”就是因为上了费
正清的课。费正清人长得高，很有权威感。他的那门
课讲得也挺有条理，让人很容易看出来他的逻辑。他
为这门课准备了很长时间。上完课之后，他还会放很
多关于中国的幻灯片。那些幻灯片是他们当年在中
国生活时收集的，不像现在的 PPT都是讲课的时候
制作的。

不过等我选了他的课，读了一些参考书目后就发现，
课本是他自己写的，参考书都是他的学生的书，都是
顺着“中国对西方的反应”这个路子写历史。等到我
博士选校的时候，我就觉得费正清的路子我是比较
懂的。他的学生选题也都顺着他的冲击—反应理论。
我如果继续做他的学生，也跳不出这个路子。

当然我个人是非常佩服费正清的。1972年，我写了
一篇批评他的文章（注：指《帝国主义的辩护士》）。现
在想起来，我的那篇文章可能有点政治化。费正清也
做了一个回应。之后我们也在会议上碰面和交谈，他
从来没有责怪我“不孝”、不听话。我们之前意见不同
也是因为学术观点不同。我出了书，收到的第一封祝
贺信就是他写的，虽然很短。之后他也一直对我挺
好，经常邀请我参加学术会议，介绍他们现在做的研

究。尽管我们在学术上的观点不一样，但我们个人关
系特别好，他去世的时候我非常难过。

问：我看您在之前的采访中谈到，对费正清后来是“
越来越佩服”，您佩服的是刚才提到的他作为一个学
者对待不同意见的学生的态度，还是指作为一个学
科的开创人的管理能力？因为我记得采访过傅高义，
他说费正清的中文其实没那么好，但是他佩服费正
清作为一个学科的开创人和组织者，认为他是一个
非常好的领导人。

答：我跟傅高义不同。傅高义后来一直在哈佛工作，
所以他能体会到费正清在组织中国学方面的能力和
行政上的贡献。当然这一点我们从远处也能看到，我
也很佩服他这一点。

不过我在学术上也是很佩服费正清的。我举两个例
子：现在有的学者一看文章，就知道费正清的“西方
冲击-中国反应”模式，就开始批评说：“这是一个过
时的观点，没必要看”。我不是那样，我一定要求我的
研究生看费正清本人的作品，尤其是他早年对中国
海关的研究，做得特别细致、特别严格，运用各种材
料，有中文的、也有西方的材料，他在学术上的贡献
不能被轻视。

第二就是他的包容。刚才我提到了我自己的亲身经
历。对于我的批评，他很客气地给了一个回应，他的
回应有些地方挺有道理，我后来也开始接受。再给你
举个例子，大概在70年代末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
学术会议，会上的一个报告人是年轻学者，费正清也
在那儿听。有两位中年学者很严厉地批评了这位年
轻学者，认为他太左、太亲共之类。费正清之后根本
没参加会议，到了第三天，一个朋友给我传过来一张
纸条： The King invites you to his office “大王要见
你”（他的中间名字是King,所以大家喜欢拿这个名
字开玩笑）。会议休息的时候我就去看他，问：你为什
么没再参加会议？他说：我一开始做教授时，比较年
轻，我也这样批评过一位研究生，但我一辈子都后
悔，我再也不会那样做。这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你不能那样对待年轻学生。你有不同意见，你讲出
来，但你还得鼓励他们。所以我觉得他的性格，有点
像老派的贵族，有绅士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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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那个经历给我印象很深。我也希望我对学生包
容，不过在这一方面，我有的地方继承了他，有的地
方没有。比如说，他的学生基本都跟着他的研究路子
走，我带的学生一直到最后几年才有一个选择做辛
亥革命研究。我从来不要求我的学生走我的路，所以
现在我很受益，因为他们都在做不同的研究。比如有
学生研究城市史，我从来没搞过城市史，所以我也得
学点城市史。有的搞清史，研究乾隆南巡，我也得学
一点乾隆的历史……他们走自己的路子，我也跟着
他们学，这一方面我跟费正清不一样。

问:那列文森呢？很多人提到列文森都会说他是一个
天才，您现在也会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吗？

答：我对他也还会有那么高的评价。不过因为当时资
料有限，他在写梁启超时，《梁启超年谱长编》那本书
还没出来。列文森中文口语不太好，他念古文当然可
以，不过有些地方理解错了，所以有一些中国学者看
不起他。比如萧公权写康有为，虽然没有直接批评列
文森，但他也从来没引用过他的文章。

问：您提到过读列文森的作品，您是“看了又看”。但
我好奇的是，你们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列文森有一个
大的建构，但是您注重微观，运用非常扎实、有点像
田野调查的方法，你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学者并采取
不同的研究方法。您为什么对他的作品“看了又看”，
您要在里面寻找什么样的思想资源？

答：他对我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启发的作用。他关
注的是“大问题”：比如中国儒家传统怎么会变成民
族主义，继而又变成共产主义？整个脉络是怎么样的
发展趋势？……我自己觉得，尽管我的学术研究比
较专门、比较扎实，比较地方性，我觉得我们还得考
虑那个“大问题”，不能回避“大问题”。

不过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一下子就能研究出
来的。

一是我没有列文森那么聪明。列文森的庞大的历史
观，我就跟不上，不过他所提的是我们应该提的问
题，我们应该关注。比如我的老朋友、也是研究中国
的裴宜理，前几年写了一篇文章，大概是她当选亚洲
学会主席时发表的讲话，她说：不能忘记中国革命，
不能忘记这些大题目，不能忘记中国这个大转变，到
底是怎么发生的……

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她的建议，虽然我不能完全满
足她的要求。我最近也在编一个“论文集”之类的书，
我给她看了提纲，她就一直劝我：我看了你的《意外
的圣地》，你这个“大问题”没解决，中国为什么有大
革命？你要多多地、大胆地写。我回答说：我尽量考虑
大问题，不过我解决不了这个大问题。我觉得她说
的完全对，但是我写不出一个跟我的研究方法不匹
配、胡乱做结论的文章，这是个矛盾，这个矛盾我解
决不了。

问：后来很多人回忆魏斐德时也会提到他才华横溢，
有个性魅力，他和列文森像吗？

答：他们俩性格特别不一样。列文森比较温柔，说话
不是很大声，好像一直在思考问题。魏斐德喜欢大
笑，爱讲故事，他脑筋转得快，想得多，你不知道他会
想到哪里。尽管他们性格不一样，但魏斐德特别佩服
列文森，列文森去世之后，魏斐德用了很长时间，看
列文森的信件，整理他的材料。

问：因为您和魏斐德在伯克利，你们当时是否有意识
去塑造一个“伯克利学派”？如果有，是什么风格？

答：如果说伯克利有一个学派的话，那应该是80年

我从来不要求我的学生走我的路，所以现在我很受益，因为他们都在做不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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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90年代那个时候，好多学生是到上海去做研究，
什么上海的帮会、会馆……魏斐德自己写上海的
警察，叶文心写上海的学校。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伯
克利是在搞上海学、城市史，而我从来不做上海的
研究。我后来编了一本中国城市史（注：《中国城市
的重塑》），之前先开了个会，会的主题就是 Beyond 
Shanghai，上海以外的意思。当时，我个人觉得太多
人在研究上海，好像上海就代表了中国的城市，而我
觉得上海不能代表一切。

问：研究中国的不同年代的学者，用不同的方法，形
成不同的理论。简单地来讲，比如“冲击-反应”，然后
又到地方史、社会史，后来又形成了一个“中国中心
论”（China-centered approach）。柯文在介绍“中国
中心论”的时候，也把您的著作当成一个范例，但是
我注意到您其实公开表示过不同意他的观点。

答：简单地说，我不认可“中国中心”的说法，我也跟
柯文谈过这个问题。

首先，不能忽视帝国主义的影响。所以“中国中心论”
得包括帝国主义的冲击，而帝国主义是怎样改变中
国的？中国近代史和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大不一样，
完全从“中国中心论”的角度来理解是不可能的，必
须得考虑到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影响。

第二，“中国中心论”有点回避现代化理论，所以持“
中国中心论”的一些著作反对现代化理论；不过反对
现代化理论不等于是“中国中心论”。

其实我觉得像魏斐德这样的学者，他看到的欧洲的
东西比较多，社会史理论、政治史理论、新历史理
论……还有各种各样的比较，这些构成我们这一代
人的学术背景，根本不是什么“中国中心论”。比如
说，“中国中心论”提到Skinner(施坚雅)，而那个地
理理论实际上是德国人发明的，施坚雅把德国理论
移到中国，说“我这儿也能用”！这不是“中国中心论”
，他是在用另外一个非现代化理论解释中国历史。

总而言之，我们在伯克利学的有现代化理论，也有
Skinner的，布洛赫的，有年鉴学派的，也有人类学

的，也有性别研究……大都把研究别国得出的理论
框架运用在中国史的研究上，所以这些并不是“中国
中心论”。柯文自己后来也出来解释说“中国中心论”
不够全面。到底应该怎么解释，就变成多元化了。

问：现在的潮流又转向文化史，“社会史”的这种方法
论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答：有这个可能。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会很遗憾。
我自己也写过一些批评文化史的文章，我觉得有的
写得很浮浅。一方面，文化史经常是研究电影、商品
这一类的东西，都是大城市里流行的，可以到大城市
收集史料，不见得全面。

电影史、媒体史也是个例子。很多学者的学术方法顺
着这个思路：“我是这么看的，所以当时的观众也应
该是这么看的。”叶娃经常提到她在农村插队时的一
个例子。当时电影队到农村去放《列宁在1918》这个
电影，这当然是部政治电影。因为老乡很少有机会看
电影，村里又没电，得让一个小伙子骑自行车边发电
边放电影。结果发现，小伙子看了一遍还要看一遍、
再看一遍。为什么呢？因为电影里头有男女亲嘴的一
段镜头。对陕北老乡来说，这确实太奇怪了：外国人
是这么样谈恋爱的！连共产主义的恋人也是这样谈
的！所以他们一夜重复看，就是要看亲嘴这一段，第
二天大家都累得起不来了。

所以他们看这个电影，主要是看外国人的爱情是怎
么样的，男女关系是怎么样的，亲嘴这个习惯是怎么
样的……跟原来拍电影和放这部电影的本意距离
就太大了。所以现在的人研究这一段，说当时人们看
电影“肯定是这么一个反应”，我挺怀疑。

问：那您一以贯之的学术方法或者学术风格是什么？

答：我的学术风格就是扎实、掌握资料，看重资料，尽
可能地多收集资料，国内的、国外的；共产党的、国民
党的、地方上的、口述史、外国人的、传教士的，等等。
不过我们一面要看重资料，另一面也要警惕资料的
局限性。我为什么觉得义和团的研究那么有意思？因
为资料里互相矛盾的地方太多了。天主教，耶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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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员，中外报纸，外国使团，地方口述材料的看
法都大不一样。所以从多方面的资料中去寻求真理
很不简单，也很有启发。

（与学生们共庆60岁生日，拍摄于俄勒冈）

问：您1990年从俄勒冈大学到UCSD（加州大学圣
地亚哥分校）——当时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在
UCSD建立中国史研究学科，这一部分的工作可能
跟您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历史学家做的又不太一样。
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

答：我来UCSD主要是为了培养研究生，就是这么简
单。俄勒冈大学一是图书馆有限，二是经费有限。要
培养研究生必须得派去中国，所以必须有经费，而俄
勒冈大学给文科的经费比较少。另外，我觉得培养研
究生还必须有一个好的中国研究的大环境。关于中
国研究，UCSD有搞政治学、社会学、也有文学……
各个方面都有，这样学生们能够接受到一个比较全
面的教育培养。UCSD也给了我一笔经费，增加了图
书馆藏书，培养研究生或者送他们到中国去做研究。

我到了UCSD之后一直和毕克伟合作。我们都觉得
当时培养学生的老方法不够，我们尝试了一些新的
方法。第一，我们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学一年中国古代
史，还要求他们学日本史，这一方面是为了就业，因
为教东亚历史的话，通常也要教些日本历史，而同时
要真正理解中国，中国古代史也得学。

第二，我和毕克伟都认为，最主要的目标是培养学生
们做研究。所以我们每年都有一个研究课，研究生三
年要写三篇研究论文，最好的顺序是学生们一年研
究清代，一年研究民国，一年研究当代中国。我们希
望能有这么一个结构。

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是，本科生能看原始资料，硕士
生能看懂别人的研究成果，能够综合研究成果，形成
自己的判断，博士生必须得自己做研究，别人从来没
做过的研究，要培养这方面的能力。

问：您觉得圣地亚哥UCSD的中国史研究有什么区
别于其他学校的中国史研究？

答：最大的特点是我们两个人（我和毕克伟）能完全
合作，全心关注培养学生。我和毕克伟一直共事，系
里不要求我们完全按照系里的规定来组织我们中国
史的课程，而在其他学校，无论是哈佛、耶鲁还是斯
坦福，历史系一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选课要求，中国
史项目也必须按规执行。而我们在开设近代中国史
方面的研究课程的自由度比较大，这点很重要。

我来UCSD主要是为了培养研究生，就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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