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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中國明清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徐凱*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團歷時十年的文化革命結束了自多年沉悶無聲息的學術園地
開始復甦，歷史科學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在十年1告劫荒蕪的土地上，呈現出一派
生機，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史學工作者總結過去史學研究的經驗教
訓，批判景三射史學，肅清極「左」思潮對歷史學的影響，對錯誤的定論撥亂反正，不

同的意見可以百家爭鴨.尤其是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針鼓舞下，打破了「四
人幫」時斯設置的各種「禁區 J ，探索新的問題，形成一種求實的生動活潑的研究風

氣.中圍的學術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榮的新局面，為史學的發展繁榮，開闡
了廣闊的前景.

明清史研究近十年來發展迅速，成績突出，是新中國建國四十五年中最好的時期，
最繁榮的階段.

1.十年來明清史研究概況

總的概括十年來明清史研究的狀況是學術研究空氣活躍，涉及的領域寬闊，出了

成果，培養了人才.具體分析有三個特點.
(1) 成立了專門的明清史研究機構，擴大研究人員隊伍，出版明清史專刊
在全國高等學校.中央和省市社會科學院中，

有的在文革前就設有明清史研究室，

為數槽少，規模小.在近十年裹，犬學和科學院集中間清史研究的專門人員，成立了
一批從事明清史教學和研究的研究所.研究室研究組.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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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立將原明清史研究室一分為二，即明史研究室，請史研究室;中國人民夫學在

原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基礎上擴大為清史研究所;東北師範大學將明清史研究室擴

充為明清研究所;遼寧夫學成立清史研究所;還有南開犬學.南京大學都充實明清
史研究室等.直轄市.各省社會科學院粘合本地的特點，也成立研究室，研究地方明
清史.像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設有清史研究室，吉林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則有明清

史研究室等.這些研究所﹒室都有研究規劃，推出了一批科研成果.其他高校沒有
成立專門的明清史研究機構的人，在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中都有專攻明清史的教授和

學者，少則二﹒三人，多則五﹒六人.
目前中國的學術界的教學和研究人員正處在野跑交替時機.五十﹒六卡年代高等

學校畢業的教授.研究員等面臨退休.十年動亂又沒有好地培養人才，出現了「斷
層 j ，或說「青黃不接」﹒文革結束時，國家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大力地培養碩士
﹒博士研究生，有的派出到外國學習深造.車直由十年的培養，一批中育學者已經成

長起來，明清史也是這樣，每年全國培養上百名考攻明清史的研究生.現在已有一
批年輕有爵的史學人才加入明清史研究的行列，

基本上形成了一直以老年.中年.青

年學者組成的「三結合」的教學和科研的隊伍，較好地完成了野花人員的過渡.
為了適應明清史研究蓬勃發展的形勢，專門發表明清史論文化學術動態的刊物也
如雨後的春勢破土而出.諸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明史研究室﹒清史研究室分

別編輯出版的刊「明史研究論叢 J (l 982 年創于 1]) ，

r清史諭叢 J (l 980年創刊)，明史

學會編輯的會刊『明史研究 J (l 991 年出版)，中國人民犬學清史研究所編輯的「清史

研究集4 年刊，1981 年出版第 1 輯)和「清史研究 J( 原名「清史研究通迅 J ，季刊).當
然全國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刊物，

包括大學校的學報.中央和地方科學院的院

刊，數量很犬，經常刊登明清史的論著.眾多的學術刊物出現，反映了輛脂研究的繁
榮，為明清史成果的發表開拓園地，同時也促進了明清史研究向縱深發展.

(2) 明清史研究氣氛濃鬱，大小規模的學術研討會年年舉行，拓寬明清史研究的
領坡，促進了問題探討的深入
明清史學術空氣活躍的標古之-~p是定期或不定期的規模犬小不等的學術研討會

的舉行，切差軒E論戚，交流展示研究成果，相互學習，共同扭高.規模大的是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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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兩年南汰的明史討論會和清史討論會暨國際學術會議.一九八三年在無錯首次

召開全國明史學術討論會，

研討明代經濟問題.

一九八五年在黃山召開明史年會，

正式邀請香港.臺灣和外國的明史專家學者出席會議，將年會同國際學術討論會相結

合，使中國的明史研究向外國的明史研究接軌，有利於中外學術交流.一九八九年
在太原舉行的問史年會上，阻釀巳久的問史學會宣告成立.現在明史已舉辦五屆年
會.一九九五4年在朱元璋的故鄉安徽鳳陽，將召開第六次全國明史學術討論會暨國
際明史討論會.首屆全國情史討論會是一九八二年秋在北戴河召開的，會 r.f~肯定了

編華大型「清史」的工作，經過十年的努力，王戒生主持的『清代全史 dj-I.卷本全部完

成，一九九三年已由遼寧人民出版社印行， rj青代人物傳稿」已出版十幾卷，也是大
型『清史』的 4部分，今年還將出版 b偏的七﹒八卷.清史會也是兩年一次.一九八
七年在深圳召開的會議匕邀請了香港.臺灣和外國的清史專家學者參加會議，從
此清史年會與國際清史討論會同時并舉

j'青史年會現巳召開七屆，每一次會都擬定

一個中心議題，就清史界共同關心的問題展開研討，已討論過的問題有﹒

(E) 如何評價清朝的歷史人物?諸如明清之際的j共存羽菁.范丈程.吳三桂等人志報
評論，

<2.:1

清代區域經濟問題，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黃河流誠﹒東南沿海等

經濟的發展.@康熙.乾隆六次 N~3盟與「康乾盛世」﹒@清代邊疆的開發問題，包括
對邊唱的管理.邊區經濟發展.文化教育事業興起，以及清政府的邊聽政策.

今年是「甲中之變」三百五卡年，也是清兵入關三百五十年，九月初，在沈|場召開
的第七次年會暨團際學會tlT討論會，集中研討清朝入關前的政治﹒軍事﹒經i齊﹒外交
等狀況和滿洲貴族如柯定鼎中原的?清史年會和國際學q~可會過向專題化，圍繞著某

一方面的問題展開討論，更有利於研究的深入.此外還有→九八六年在大連召開的
國際清史學術討論會.

九九 0 年在長春舉行的國際清史學術討論會，一九九一年

南開大學主辦了第二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大連和南開大學召開的討論會後都
出版了會議論文集.目前所描史的國際交流和剖科i甘活動也較迅速地閉關旦來.

小型的明清史專題討論在地方幾乎每年都舉行，有的一年中有幾汰，內容廣泛，
題日頑童寓，帶有明顯的地方特色.例如，一九入三年一月，在廣州召開廣東問清經
濟史學術討論會;八月.紀念避暑山莊二百八卡間主持三術討論會在承德舉行;卡月，

紀念iE玉裁.王念孫.王引之學術討論會在揚州召開一九八五年五月，黃宗羲學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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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會在寧波召開;乾嘉苗民起義一百九十周年紀念會暨學術討論會在湖南鳳凰縣和

貴州、|松桃縣舉行;六月，揚州舉辦紀念史可法殉難三百四十周年F朝前討論會;七月，
明清賣學思潮史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召開;劉基學術討論會在斯江文成縣舉行等.這
些由地方學術國體組織發起，邀請有關專家學者參加，針對明清時期當地發生的歷

史事件和出現的傑出人物等，以紀念會和學術討論會相結合的方式，開展明清史研

究，發揮地方優勢.
(3) 研究成果卓著，眾多的論文和著作相繼發表出版
十年來

I~月清史研究和教學工作全面展開，涉及明清史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

軍事﹒經濟﹒思想文化﹒民族﹒人物﹒中外關係﹒社會生活﹒風俗民情等等.

每

年平均有四百餘篇明清史的論文在全團報#氏和期刊上發表，七﹒八部明清史的專著
出版.有不少的論著在觀點上和史料的發掘 t都有新的創建和突啦，明清史不少的

「處女地」正被拓荒者開墾起來，這樣，已經發表的論著無論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
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下面以明清史專著略作分析:

1)明清斷代史出版多部

j嘉網﹒南炳文合著「明史.J]，一九八五年出版 iff，一九4九一年發行下即;李向﹒
薛虹主蝙「明清史」一九八五年出版;傅衣凌主編『明史新編」一九九二年出版;戴

逸主編「簡明清史.J]，一九八 0 年出版上珊，八五年，發行下朋;鄭天挺主編『清史」上
加一九入六年出版;王我生主持『清代全史』十卷本，犬型「;青史』主體部分，一九九
三年出版;孟昭信﹒梁希哲合著「明清政治制度述略」一九九一年出版.

南炳文著

「南明史』一九九二年出版.
2) 經濟和文化史的專著增多.
較有影響的著作有唐文基的「明代賦役制度史.J]，

享1~蘊靜的「清村社會經濟史簡

編.J]，吳量愷的「搞的社會經濟研究.J]，陳鋒的「清代社會經濟研究.J]，劉秀生的「清代
社會與商品輯齊的發展.J]，張學君等的內月清四川井鹽史稿.11，楊國頓的「明;有土地契
約文書研究.JI，獎樹志的「明清江南市鎮探微」等.

明清社會風俗﹒生活的著作也令

人囑日，如馮天瑜的「明清文化史散諭.J]，王俊義等的『清代學術與文化.J]，陳祖武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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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學術思辯豈知，馮爾康等的『清入社會生活，ß，陳支平的「近五百年來福建的家族
社會與文化.1.其依等的「清代宮廷史.Ih 林永匡等的「清代飲食文化研究

美食﹒美

味﹒美器 .!h 楊永杰的「清代滿族風俗史」等.拓寬明清史研究的領域.

3) 人物評傳，夫面積里富，
明清人物評傳近年數量大增，特點是以皇帝干肘薑臣為主，學術專著與通俗讀物并
舉.如許大齡.王天有主編「明朝十六向. ，ß.左步青主編「清代皇帝傳略」﹒吉林丈史出

版祉於一九九三年推出一套「清朝皇帝叢書.0.清代十三帝和慈禧太后每人一傳，明
年將出版「明朝皇帝叢書 .10

為十六位各立一傳.

話叢書.110 現已發行「嘉靖皇帝朱厚，ß，

陳梧桐的『 i 共武皇帝犬{缸，

「努爾哈赤{恥，

北京肅山出版vfr士了『卡三陵帝王史

11 萬歷皇帝朱翊鈞」等.其他出版社還發行了

商傳的「永樂皇帝，ß，

見中辰的「明成祖(缸，

闇崇年的

紹踐的「努爾哈赤言刊屯，孫文良，李治亭的「清太宗全1\1î .1，孟兆信

自守「康熙夫帝 .!h {;~í:爾康的「雍正傳.J，周遠廉的「乾陸皇帝大傳，ß，自新良的均由主f專，ß，
關文發的「嘉慶帝評傳 .!h 孫孝恩的「光褚吉利站等.一些權臣和影響較大的有爭議的

人物也紛為立傅，主~1江西社科院歷史所等編「嚴嵩與明仰自缸，張顯清的「嚴嵩傳.，!，
王去志的「洪法疇傳.Il，

李?台亭的「吳三桂犬{恥，

左書諱的「吳三桂傳.1，

周遠廉等

「皇父攝玫王多爾哀f專.JJ， {開左哲的『大貪污犯和坤傳』等.綜合性的人物傳略則有多
卷本的『清代人物傳稿.Il，這是集全國清史專家學者共同編寫自己].明清人物評傳編寫

仍在*Iü車賣.
4) 老一代的明 M史專家畢生研究成果陸噴出版
近十年來老一代史學家留下的學術成果逐漸地整理准蹦出版，這是學術界非常
珍貴的文化遺產.例如，孟森的門前洲開國史，ß，

11 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h黃云屑的

「日月史考證.Il 8珊，謝國頓的「明末清初的學風 .!]，商鴻遠的「明清史論著合于Ij .!]，王鍾
翰的lI i青史新:考.1，

r 清史績考.1，韋慶遠的「明清史考辨.1，秦佩!fJ 的『明清社會經j齊

史謝缸，黃冕堂的「明史管窺.1， 11清史治要』等.
5)

明清史研究工具書的編藥和圖書資料的整理出版.

工具書的編輯有. ，近八十年來中國明史論文索i] 1 .Il,

IF清史論文索引.1，

11 中國歷

史大辭典.清史卷」士:1'珊1"明史卷」即將出版，有李小林等主編的「明史研究備覺 J ，

陳生軍等主編的「清史研究概要」等，為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明清資料出版數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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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廣，種類多，有政書﹒叢書﹒文集﹒筆記﹒小說﹒方志﹒碑帖﹒契約﹒檔案

等.尤其是清代檔案的出版 71 人注意，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影印出版了「康熙朝漢

文碌批奏折編 "h

r 雍正朝漢文蛛批奏折編.J}，

r 乾隆朝上議檔.，!J，

r康熙起居j主.J}，

「雍正起居住冊.，!J， r新譯滿文老檔.J}(中文本)等多卷本，為清史研究提供了極珍貴的
資料i"中國民間秘密宗教寶卷.J}(影印本) .主要是明清和近代的經卷，也即將出版.

II. 十年來明清史研究的「熱點」問題

所謂「熱點」問題就是史學界同仁關性較多，論爭較多的一些歷史眉目.十年來明
清史論文每年的發表四百餘篇，討論的問題較多，有些問題是五十﹒六十年代爭論
的，老題新論，有的則是新提出的，而涉及的範間很廣， ì函括了明清時期的社會政治
﹒經濟﹒思想文化﹒歷史人物等方面.而每一方面又分為幾額問題，自且有看法的不

同，又有史實考訂.如政治方面有:朱元璋政權的性質，建丈新政評價

r 堉難」之

役的性質，遷都北京，關於耶穌會士來華的歷史作用，關tF流民問題，東林黨的政治

經濟主張，關於明末農民起義諸問題(包括「昀田免糗」口號，早晨鷹在忠降明，大}JI頁蹦擎
的性質，榮陽夫會，李巖其人，李白成之死等)等.經濟方面有:明代土地刷度諸闇
題(包括官回﹒莊田﹒皇莊﹒寺間所有制和性質，

寄莊﹒火 1æ ﹒葫屯的有無等)，

賦役制度問題(包括魚、鱗冊始編時間，一條鞭法始#刊可時，三輛力ui底數額等)，清朝「
丁入敵」評價，明清高品經濟與資本主義萌芽(包括產生時間，萌芽，程度，農業.手工

業中資本主義萌芽，雇用勞動，商業資本流向，葫芽緩慢發展的原因等)等.思想文
化發展有: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潮的評價，乾嘉學派產生的社會根源及其作用的評論

等.

歷史人物的研究面較覽，有帝王.文武夫回﹒宜官﹒思想、學術名人﹒農民起義

首領.少數民族首領等，論述內容有人物的事述歷史作用，特別是所謂「貳臣」功過是

非的評論，如洪承疇 z 范文程，吳三桂等，人物的生卒年月等.所爭論的人物有:
明代的朱元璋.朱允﹒朱﹒鄭和﹒劉基﹒劉瑾﹒海瑞﹒王陽明﹒王民﹒李賀﹒李

白成﹒牛金星﹒李巖﹒達延汗等.

清代的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窒﹒鄭成功﹒

整日永福﹒王聰兒等.
下面舉幾個有代表性的問題m剖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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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於土地所有制問題

王毓銓在(Ii"明史研究』發刊祝辭>.

(戶役田述目各 )(r 明史研究』第 1 輯 1991 年)和

〈明朝的配戶當差制)(Ii"中國史研究.J] 1991 年1 期)論文中以為，編戶不具有對土地的
所有權，土地不能自由買賣，甚至不準典賣.他通過在土地買賣中因推收過割形成

的赤契，論誼自己的觀點.并用戶投田和配戶當差制說明封建國家為了保誼搖泣的
供給，而結各色役戶以田地.這些因并非商品，而是驅使個種者(占有昔)供辦勞役

的起經濟強制手段.他在文章中列舉了朝廷和內府系統的 87 種役戶， ;'主 8)': 差1史性質
和管理機關，指出配戶當差制作為役法，是僅次於ftX#幸福目的原始制度，迫使服役者

與改使者居於對抗地位.

在「明史研究.J] 1991 年第 1 輯上還刊載了李文治的〈論明代

封建土地關系一從產品分配和集國考察明代封建所有制中的兩個問題)-~文，

統銓觀點不同，

以為封藍色社會時期土地國有或私有問題，

與王

首先應從產品分配看芋，

最能反喚問題的實質.地主戶月，有的土地，主要采取土地出租制，個農向地主交納地
祖.主個之間無論從產品分配，或封建依附關系及超經情強制關系方面分析，地主

私有制性質十分清楚.自耕農向國家交納的日賦，一般占產量的 10% ，只占農民剩
餘產品的一部分，主要部分歸農民所有.自耕農占有的土地是以個體勞動為基礎的
小士地私有制.勛貴在自具有國有制的某些特點，但從產品對配和封建附屬鴨系上
看，仍屬私有制.國家通過屯凹(民屯.軍屯)占有全部剩餘勞動，屯因為國家所有自

(2) 關於流民問題

八十年代初期，討論資本主義葫芽時又同日月中葉「流民」問題相關聯.李拘發表了

〈試諭明代流民問題 )(r社會科學輯干1j.J] 1980 年第 3 期)一文，認為在十五世紀三十年
代開始的明代流民運動，從其出現的爆發性﹒迅速性和以貴族園地運動剝奪農民土

地，造成直接生產者與土地上分離等等些主要特徵看，明代流民問題無疑帶有資本
主義原始積累過程的特徵.流民運動具有資本原始積累的性質，應被視為中國資本
主義萌芽的開端.

張~'每誠的〈試論明代流民問題的社會性質

與李向先生商 )(r 北

京師範學院學報.J] 1981 年第 3 期)認為，明代的流民問題同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是沒
有關系的.流民問題是由於殘酷的封建剝削干1]壓迫引起的.它的出現，是封建通治

走向危機的徵兆，而不是資本主義來臨的曙光.流民中施對多數人并未成為雇 1fn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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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者，一部分人雖然成了商人，手工業者，仍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尚未完成向雇
勞動者的車車化過程.

(3) 關於耶穌會士來華的歷史作用問題

對於十六，十七世紀耶穌會士來華活動的評價，從五十年起，史學界有不同的看

法，否定的多，認為是「文化侵略」，「殖民主義的先遣隊~，完全是為殖民主義服務
的.傳播文化積極作用肯定的少.八十年代中期就此題又有學者發表論文探討.張
繼華.孫西的〈十六世紀耶穌會士在華傳教政策的演變>([1文史哲d1 1985 年第 1 期)仍
認為，當時來華的耶穌會士所進行的活動并不是散漫的個人宗教活動，而是根據殖
民者的命令進行的有組織.有計劃的價略活動.是當時資本主義活動的-部分.耶穌

會士實行知識傳教，主觀動機要從思想上征服中國人，客觀效果，幫助殖民主義是
主要的.

林金水自古〈干IJ瑪竇輸入地圓說的影響與意義 )(IF 文史哲d1 1985 年第 1 期)指

出，在明末中西天文學比較相形見拙的情況下，耶穌會士輸入了地圓說，對中國傳
統的宇宙理論是一次衝擊，對重新發展展沒巳久的傳統天文學必將起一個良好的推

動作用.耶穌會士為了傳教的需要，輸入西洋的科學文明，闖闖了中國人的眼界，在
客觀上起到了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作用.
(4) 關於李白成的歸宿問題

李白成死別咱也?

金毓敝在五十年代發表論文〈關於卅l領軍領袖李白成被害地點

的考證)(n'"歷史研究d1 1956 年第 6 期 )，認為李白成死於湖北通 LLi縣九宮山.

沫若也I司韋此說，

并改正-了原為湖北通城縣「李白成墓」所作的題詞.

當時郭

1982 年『求

索』第 3 期-上刊登韓長耕.兩祥海的〈李白成未死通山iJj證〉一文，根據柯磷〈書二李白成
傳後〉及湖南石門縣、夾山寺發現的奉天玉和尚墓葬和如l頃政權的鋼等文物，認鳴李

白)或晚年ijJ'單曙夾 111 為僧， ~IJ奉天玉和俏，并證明李白!有未死通山，根本就未到通 IlJ.
從此，

李白成之死又引起討論.

毛彥斗﹒童，曾真的〈李自成殉難過 111 九宮山新證〉

(IF 江漢考古d1 1984 年第 2 期)和〈九宮山犧牲與「夾山為僧」辨證 )(F 武漢師院學報」

1984 年第 6 期)，

眺雪垠的〈李白成的歸宿問題〉(『湖北犬學學報d1 1986 年 2~3 期)，

用在通山發現的李自成殉難史料和對清初費密「荒書』記載李白成死難史實考誼，認

為李自成死於通山，織證如山，無可辨駁

r 出家說」是荒唐附會，并據「闖志』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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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犧牲於順治乙西(二年 .1645 年)五月初二日.

這時，

原被否定的「通域說 J ，

也重新接起.張瑞潔的〈夾山.通山.通城一李自成究竟終於何處?近年來關於李白成
歸宿問題研究述評 >(f 求索.1 1985 年第 4 期)記述了黎時忠等人民駁「通 l 句話」的論店，

認為至遲在明 1- ë晚期，通城已有九宮心之名稱，大}I頃軍從蒲士斤進入通城，和I騰版的
〈闖蛾伏誅疏〉提到的九官山是指通城九官山，結論是李白成死於通城九宮山.堅持

「出家說」的還有穆長青的〈試描李白 }ZX; 時終夾山之之 >(11 映西師犬學報J] 1984 年 2~
3 期)，車道榮的〈李白成的歸宿問題 >(W'學j柯月刊.l 1986 年第 5 期).今年春季在湖南

省石門縣召開了李白成學術研討會，會J::展示了 1980 年石門縣維修夾山寺大雄實殿
及發掘奉天玉大和尚墓葬峙，發現了李白成所寫的〈梅花百詠詩〉木刻殘版與李白成
家鄉鄉間米脂縣葬俗相同的葬物.不久又拉掘出一座地下宮殿，出土一了許多皇帝所
用的物品.這都為李白成歸隱并圓寂於夾山寺接供了物證.與會專家基本以定「李白

成禪隱夾 LU J 說.
(5)

關於清史分期問題

近年來對清史的研究學者者逐漸主張研討有清一代史，從努爾哈亦建國到海儀逝

世，打破以道光二十年 (1840 年)鴉片戰爭為界劃分為古代和近代的作法.對清史分

期，包括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大體有五種分期法:
1)兩期三f'S前去

李翔的「明清史J](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認為，

應當從十七世紀四十年代至十八

世紀八十年代作為一個時期(即順治元年到建睡中期)，其中分為三個階段

CD

1644年至 1683 年為民族戰爭時期

(ì)

1684 年至 1722 年搞清朝統治的鞏固期

(著 1722 年至 1785 年社會經濟繁榮，民族問題進入新的階段時期
從卡八世紀八才半年代至卡九世紀團十年代(郎建隆中期到道光中期)作為一個時
期，是清朝自盛轉衰時期，

2) 三期間f'Stì法

鄭天挺ht青史簡述.l (r+l 華書)可 1980年版)將清朝入關以後，

到辛亥革命分為三個

時期.前期(l 644~1723) ， ~n }lj頁治之年到雍正元年，分兩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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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1644~ 1681 年，清入關到統一

@ 1681~1723 年 1是統一到攤 r 入敵
中期(1 723~1840 年)， M 雍正至道光二十年，世分兩個階段.

CD

1723~1796 年，從攤T入做到白蓮教起義

@ 1796~1840年，白蓮教起義到鴉片戰爭.
後期(1 840~ 1911) ，即道光二十年到宣統三年，此時期為晚清\
3) 兩期六段法
夏棋愛的「清史分期管見.o(1F清史研究通訊.0 1983 年第 1 期)主張分前﹒後珊，以道

光二十年 (1 840 年)鴉片戰爭爆發為界，前期基本是清朝的上昇期{;是期則是的衰
落.滅亡期.前後期內又可各分三個階段.

4) 五段法
戴逸的「談清史研院J(IF文史知識.0 1983 年第 37 J)挂出，清朝雁史可以分成丑個段落.

CD

第一段落:從 1583 年(明萬歷卡一年)努爾哈赤起兵至111644年(順治元

年)清兵入嘯， ì兩族的形成發展，以奴隸制進入封建制.

@

第二段落:從 1644 年至IJl 683 年(康熙二卜二年)修復臺稽，

清朝頻年征

服，建立和鞏固全國統治.

@第三段落:從 1683 年到 1774 年(乾隆三十九年)，清朝統治穩定，經濟繁
榮，文化鼎盛.

@第ll!I段落:從 1774 年到 1840 年(道光二十年) ，清朝有盛轉交.
@第五段落:從 1840 年到 1911 年(宣統三年)，清朝滅亡.

5) 六期分法
許會重的「論清史分斯問題.o(1F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0 1985 年第 2 期)將

有清一代史分為六個時期.
@第一:女真各部的統一和後金時期 (1 583~1643)

@第二:清朝的建立時期(1 644~1661)

@第三:清朝的鞏固時期(1 662~1683)
@第四:清朝的發展時期(1 684~1795)
@第五:清朝的中衰期 (1796~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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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清朝的衰亡時期(l 841~1911).

(6)

關於雍正樹位問題

這是清史研究中爭論早的問題，八十年代初又討論起來，馮爾康的「康熙朝的儲
位之爭和指L色的勝判.J] (r 故宮博物館院院刊o!] 1981 年第 2 期)和閻學仁的『雍正拉非

主黨權一雍正繼位考辨.J] (r 河北大學學報.J] 1983 年第 2期)以為，

雍正繼承帝位是完全

合法的，他頓獲其父康熙的好!惑，屢力u1主用，將他而且為能對付風損第一伙拉克服皇
室分裂的唯一力量.康熙久病病驅身，

感冒引起其他病症致死，

不是雍正害死的.

薛瑞錄的引導杰關于雍正殺弟的口碑資料O!] (f 清史研究通訊o!] 1983 年第 2 期)和許會

童的『清世宗J亂色繼承皇位新探O!] C r 清史論叢』第四輯)以為，雍正奪位是事實，指 u題
是嚷熙，心目中的皇位繼承人，雍正毒死康熙，矯詔繼位.或認為雍正的皇位是通過
宮廷政變取悍的.據j專杰先生回憶，他在養，心殿東廂房的佛會裡發現過雍正殺害其
弟(指u題)的密詔，此詔用黃紙包白色，上有乾隆皇帝寫的字.這是雍正奪摘的的重要

佐證.

王鍾翰的「康熙遺詔考辨 J(II 清史新考」遼寧大學出版社 1990 年版)刊用中國

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滿漢文本檔案，考證康熙的「遺詔」是干IJ 用康熙末年的上論偽造

的，為雍正奪摘又添新證.

(7)

關於軍機處設置的年代問題

雍正朝設立軍機處的時間，官私著述乘說不一，歸納起來有，四年說 J ，

說」，

「八年說」干0' -r年~J ﹒

'七年

季士家的 rj斐論清軍機處與極權政治O!] (r清史論叢』第

五輯)認為，軍機處成立于雍正七年(1 729 年)六月初十日，當時名「軍需房 J ，次年
改為稱軍機房，

十年定為軍機處.

1990 年第 4期)一文，

趙志強的「軍機處成立時間考訂.J] (r 歷史檔案」

主要依據清代軍機處的滿文檔案對其成立的時間作了較詳細

的考誼，指出軍機處的滿文明稱吽「辦理軍機事務處 J ，簡稱「軍機處」﹒其1莫名在雍
正時混亂，有軍需房﹒軍機房﹒辦理軍需處﹒軍需處﹒判理軍務處等不同稱謂.結

論是軍機處成立時間為雍正八年十二月.俞炳坤的「軍機處初設時間新證O!] (r歷史檔

案o!] 1991 年 3-4 期)，根據史料考訂軍機處成立在雍正四年，認為此說是正確的.

(8) 明於吳三桂降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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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吳三桂的評價，史學界歷來都持否定意見

r 北方諭叢.1 1986 年第 2 期發表了左

書的「吳三桂「降清」考辨」一文，認為吳三桂是反清很明，始終未曾降清.他引清兵

入關不是求降，而是求助.吳三桂與清兵聯合，直到舉起反請復明犬旗，進行了軍事

﹒物質和政治上的準備.在康熙削藩時，打出了「皮清複明」的旗幟.此文引起了爭
諭.不少學者撰文反駁左書謂的觀點，指出吳三桂在君亡國滅的情況下，為了保存
自己，為報軍父地仇而投降清朝.也有的學者對吳三桂的評價介於否定與肯定之間.
李治亭的「歷史的回答一也辨吳三桂降清間題 .I(1r北方諭叢.1 1988 年第 1 期)提出，吳

三桂降清是歷史事實，不必諱言.吳三桂是被李白成逼得無路可走，於危機中投降
清朝的.

從清朝方面說，

吳三桂降清後為其統一全國所立下的功勛是不可磨滅的.

從統一國家的意義上說，吳三桂與千百個漢官漢將一樣不應斥為「漢奸」﹒

III. 明清史研究發展趨勢的一些看法

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為哲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回顧拉

今為止中國明清的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就，隨著整個改革形勢的迅速發展，對明清
史的研究又接出新的題目，需要探討，以史為鑒.今後明清研究在原有的基礎上，將
向統深方向深入，廣角度，全方位地展開，有些重要的課題更加貼近現實.
(1)從世界史的角度研究明清史

從十六世紀中葉起，即是明朝中珊，西方殖民主義列強來到中國，此時在明代江

南地區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同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幾乎是同步的;耶
穌會士來華對中西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西學在吽f 圓的傳播，明清之際中外文化關
係 ;1) 車由全年間，西方帝國與清朝洽談貿易 ，
外關係，

~n 十八世紀的中團與世界;明清時期中

郎中國與西班牙﹒葡萄牙﹒荷﹒法國﹒英國﹒俄羅斯﹒日本﹒韓國﹒南

亞各國關f系，都是重要的課題，近年來，明清中韓關係史引起學者關注，陸續巳有專
門論述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1)以下所列課題見『國韌士科基金資助的歷史科研課題 (1886~ 1990). 參見『中國歷史

學年報..1991 年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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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清區域經濟研究將會得到加強

中 l竭古代按照幾犬水系形成了幾犬經濟區，例如，黃河中下游經濟區﹒運河拍岸
經濟區﹒長江三A 角ì.J+1 經濟區﹒珠江三三角洲經濟區等\而這些經濟區在明清時期到出
現了不同程度的發展，特別是長江珠江三角出的手工業和商業蓬勃發展，市鎮繁

榮.學者者目前正在研究的課題右:明清蘇ttl杭嘉湖地區經濟史，十六世紀以後我
國和北平原和長江三角洲地區市鎮的比較研究，明清廣東社會經濟研究，明清福建
經濟研究，歷史時期黃土高原的開發及其經驗教訓等，有論文等階級性成果發表.
(3) 明清邊疆地區開發史研究，會迅速發展
邊疆地區是中國少數民族聚居之地.過去研究成果不多.近年來，邊區開發史的

研究越來越引起學者的主義.除了邊疆省.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和高等院校研究本地區
歷史外，在北京中國社科院有民族研究所，邊疆研究所.八十年代來，又成立藏學中
心.j的學研究所.

高校歷史系又組織力量加強邊疆史研究.

對東北﹒北方﹒西北﹒

西南﹒畫，灣﹒海南到東南沿海等邊疆地區的經j齊﹒文化.行政建置﹒民族關係﹒人
口 j墨移﹒邊疆正主策等方面的問題展開研究.這方面的課題有:近何中國邊聶的開發，

近代中國邊界問題研究，清代邊疆政策研究，中 f我東段邊界研究，中國西北地1&，社
會經濟史研究，黑龍江開發史，海南史等.
(4) 明清社會生活文化史研究將進一-步展開

近年來明清社會生活史研究的專著和論文處於增長趨勢，一年比一年多.中國社
會科學院歷史所特設社會生活文化研究室，加強強方面研究.社會生活文化史的研

究包括家庭﹒宗族﹒社團﹒秘密社會﹒宗教﹒各等級﹒各階層﹒各階級及城市﹒
葫業﹒交通﹒藝術﹒風俗等方面.

研究的題日有:中國社會群體，

社會結構變遷

史，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中國秘密社會史，中國幫會史，近代中團民間秘密精祉，
理學與中國社會生活，高度發展的封建專制主義和清代社會，清代拱門會主主史等.

(5) 明清史資料整理工作將繼續進行

搜集占有史料是研究的前誌明清辭牛數量大，種無多，文獻﹒寶物﹒口碑等內
容極星富.過去的十年明清史的資料整理出版工作取拌了可喜的成績，為明清史研

東亞文化 32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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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供了方便f劇牛4:.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明史研究室.清史研究室分別編輯的

「日月史資料叢刊 J 1'O Il清史資料」選登稀見的明史及清史稿本資料，中國第一歷史檔案
館整理的「清代檔案史料叢編.!I(分專題編輯) ,

中華書局等出版史出版的「元明筆記

叢刊」﹒「清代史料筆記叢刊」等，他們將陸續出版.明清史料整理任務點巨，今後將
向專題化方面校點﹒輯遺﹒分崩印發.清朝檔案整理影印工作也會加快步伐，中國

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聽明清兩朝中央機關和部分地方機關檔案，若 74 個全宗， 1000 多

萬件，

絕對多數為 i英文本，

手'0;有不少滿文﹒蒙古文﹒藏文等少數民族文學的檔案，

整理工作正在積極的進行.這是研究明清史的寶貴材料.

1994 年 1 月

12 日於高麗犬學東洋史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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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報

研究員動靜

*金學主教授(人文大中文科)芒「哥哥五叫叫歌舞戲 .I( 甘苦斗， 1994) , r墊
﹒苦干L}吽斗歌舞斗雜戲.!(λ，i~全叫音是芋，

1994) , r才講呈 llH ♀芒漢詩」

1, 2 有(嘻嘻平立言，苦。于全尋λ于 1994) 吾莉金言t51叉， r ((資蛾冤》與《巨資搖
娘 ))J( i'河北學干 IJ .!持 70 汁，

1994. 1) ,

斗轉變 J(f 中國戲tl!I.J芳在笠，
岡外lλ'i

1993.

r 中國戲曲斗嘻嘻吾誓言H 芒中國文化
12) 哥叫:吾吾告會主強 Ol呵，日本福

7H 司電束了三/7 吾吾岳重干苛刻l 司斗斗l 智力

r 由中國戲曲的轉變所看

中國文化之劇變~ 01 件tffE甚金會豆持現啡，主 1994 廿 10 型 14 包斗] ~S注
目 7Hi立 7] \'!斗叫1 持 30 咕芒令兮告 EEZKEf-

車朴駱圭教授(人文大美學科)芒 1994 過

7墊

26 當美團許叫 cqj 置于 哩哇苛

(燕京)想干土耳導正午呈 1~ 在斗現I]A~ 吾吽文l 立卉苛責R 吽.
*本刊輯齊教授(人文大東洋史學科)毛主「後漢末﹒魏晉時代士大夫斗政治的指
向斗人物評論一
1994.

1994.

*

‘魏哥哥人，斗形成過程斗丑草斗吽 J( I"歷史學報.!

的斗「茵魏﹒北周時代古月 2主體制斗展開 J

143,

(1"錢晉階層史研究 JI

1,

10) 主牛毛主論文金發表許強吽.

1制亡金耳教授(人文大國文科)芒「哥哥岳重干苦斗.!I(吾頃， 1994) 毛主苛刻許耳，
「于 tl] 岳重干斗

tl] JlL岳重干可咀干斗持1] J( I"二r l:l]岳重干墊子.!

1, 1994) ,

r 哥哥平7千

斗甘于 J( I"哥王哥哥]寺'd子λ}.. ，知識產草包社， 1994) , r電子牙平外斗咀羊毛尋平斗
斗 tl] JlL ~于 J( 1" 0 1 兮ql 平牛車在7lId--夸.1，有早呀， 1994) 寺全世主許5設
立叫，

1994 \1

6 告 11 型。于于 qj 詩刊 λ7 曾有空才1]37 主] ，哥?可毛干什苛岳重l

喧干

聖豆叫司，叫1λ'l r 也岳重千三三豆科2j至干岳重干啥干啥守主 JO]c十七是苦是~呈現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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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宋基豪教授(人文夫國史學科)芒「穹叫苦Z斗立甘有 J( ff'韓國佛教史斗再

照明.!l，昔立λl 叫峙，

1994) ,

，.豐古月斗主71 旦音又1 斗型主斗苟 J( ff'民族文化斗

諸問題.Jh 于江權兌;童教授停年紀念論叢，

1994) 外吽tf 芒吾金會主持旱，

「哥哥斗司朴乃斗甘朴苛.!(苛斗斗目 l 哥峙， 1994) 斗「并再苦」司主對立司，
1994 已 3 型 20 型半司 27 世扑扑 (5 斗)， 8 型 20 型平吋 27 世扑扑 (6 斗) z}z干
t'--1λ]o} 咀司1 子聖司令有時λ于量 q 1-'j按吽.

*李炳1莫教授(人文犬中文科)全 1994 哇 8 學 11 世平司 12 型吽司令墊在去
{}t:11宣千五斗lλ-l 7~ 三司過東方文學比較研究會認全世主司琪苟 7] 寺司外1λ-l J司
苟且主;zß 位司空j .:ìl， 1994 \1在哥叫王立哥詩司夸司外1λ1 平割苛豆豆 ff 甘司現

王三叫，

19941;:1

9 墊 5 包半月 10 型林又1

日本仙台東北大學斗lλl 7日持型魯迅

若有l 苛刻苛告到斗斗l 苦 7}õH ，.魯迅舊作詩初探」吽芒吾吾去世孟買1 吽.

*李永朱教授(人文夫中文科)全 1993吐 9 墊 1 世平吋

1994吐 7 墊 1 型朴A]

中國北京大學苦才叫1 吋資料調查要研究吾口十天1 .:ìl歸國現時.

*崔夢龍教授(人文夫考古美術史學科 H王「司 λ] 0}.:ìl.:ìl詩斗甘于司等斗斗湖1] J
(11"電?可甘主持重干且.1

15) ,

，.口1λ?司吾豆豆 71 斗斗守哥哥在~

JC II" j美妙、里.1) ,

「甘苦尋音量叫1 叫苛現乃又1 0] 在 J( ff'檀君.1， λ? 告叫吾吾平)告告當丘吉1 吽.

公開講演會

*甚也于三之芒公開講演會吾 1961 吐平E-j 7~ 到許0:j2-平現吽. 1 苛 71 叫i 芒 λ十
苟甘 7~ 主司詩文1

英吉于現立L午 2 司 7] 斗IH三吽告再去口] '94 \1~音 7日苦咀到吾

7H 司許 ~q.
~1 53 司當

λ]

: 1994 1;1

10 型 25 型

守主: IMC 三位哥叫世

丰

功11 :電1- .包守主干旱爵王五千于咀干斗斗旦ft 草吉祥豆

望去五 A} :任孝宰教授(人文大考古美術史學科)
司11 54 豆司

: 1994 1;1

空

λ1

11 型 23 型

苦

才二:哥o}岳重干咀于三三到斗當

平才1] :近十年來中國明清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盟主持 :f錯凡教授(北京大史學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