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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對學術論文寫作的基本規範進行探討。認為學術論文可分為兩類，一是

以“述”為主一是以“作”為主。這兩類論文有相關性和承繼性。總的趨勢是“由

述到作”。學術論文寫作的思辨力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能發現有價值的論

題，能提出問題，能形成獨到的論點；一是能抓住問題的要害，作邏輯謹嚴的推

理。猜想與反駁，批判與證偽，較之於經驗主義的立論與在既有範式下的證明，

在科學進步與學術繁榮的進程中，具有更強大的推動力。要使假設與猜想具有較

高的逼真度，唯有在“學識”二字上下功夫。既要“博學”，且能“述學”。命

意要求“新”和“深”，淺俗之見，務加摒絕。 

 

關鍵字    學術論文；類別；方法；學識 

 

 

 

學生在進入大學之後會發現，除了要對付各科的教材外，還要求涉獵大量的

學術性論著；“學術論文”這種文體名稱，在課內外出現的次數逐漸增加，學年

論文、畢業論文的寫作，隨之無可回避地被提上了學習日程。“學術論文”是什

麽，如何寫作學術論文，這也許是不少學生在大學期間最感困惑的問題之一。 

 

一個人進入了大學，便意味他不是要“裝”學問，而是要“求”學問、

“做”學問，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進入研究的領域。對此，每一位學生是必須

要有深刻的體認的。梁啓超當年曾對“清華同學諸君”說：“學生做課外學問，

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講堂上功課及格，便算完事，那麽，你進學校，只是求文憑，

並不是求學問。你的人格，先已不可問了。再者，此類人一定沒有‘自發’的能

力，不特不能成為一個學者，亦斷不能成為社會上治事領袖人才。”i美國當代著

名的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對他的研究生們的要求就更高了，他鼓勵研究生

們把奮鬥目標定得很高。他會問他們準備寫出什麽樣的偉大著作，或完成什麽樣

的偉大任務。這類問題往往會使學生們發窘，他們想回避這樣的問題，但馬斯洛

問道：“假如你打算做個心理學家，那麽是做一個積極進取的心理學家呢，還是

做一個消極被動的心理學家？是做一個好的心理學家呢，還是做一個差的心理學

家？假如你不渴望寫出偉大的新的第一流作品來，那麽誰來寫呢？假如你故意想

偷懶，少花點力氣，那麽，我警告你，你今後的一生都會不幸。”
ii二位學者的這

些苦心孤詣的教誨，想必對認識求學問與高標準做學問的重要性，會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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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述可作與由述到作 
 

求學問、做學問的方法很多，但就其主要的方法而言，離不開讀書和寫作；

而讀書如果不是滿足於當一個“兩腳書櫥”或“人形鸚鵡”的話，那他就一定有

思考、有心得，這些思想的成果最終總是要體現在著述中。從另一個方面說，著

述也能增進人的學問，提高學習的效率。梁啓超說：“青年學生‘斐然有述作之

志’也是實際上鞭考學問的一種妙用。譬如同是讀《文獻通考》的《錢幣考》和

各史《食貨志》中錢幣項下各文，泛泛讀去，沒有什麽所得。倘若你一面讀一面

便打主意做一篇中國貨幣沿革考，這篇考做得好不好另一問題，你所讀的自然加

幾倍受用。譬如同讀一部《荀子》，某甲泛泛讀去，某乙一面讀，一面打主意做部

荀子學案，讀過之後，兩個人的印象深淺，自然不同，所以我很獎勸青年好著書

的習慣。”可見，一個人只要想做學問，就離不開研究性寫作的。真正的學問是

在閱讀、思考和寫作中培育出來的。 

 

要說一個人有沒有學問和思想，根據是什麽呢？當然首要的便是看他有多少

學術著述和這些學術著述的質量如何。學術著述的主要體裁，便是學術專著和學

術論文。對於剛剛起步的研究者來說，由於他們的思想成果還不足於建構一個宏

篇巨制，因而，較為適合的寫作體載不是學術專著，而是學術論文。學術論文與

學術專著的區別，不是研究質量的高低，只是篇幅容量上的大小。同時，學術論

文是一種基礎性的訓練和研究，是一個人的學識修養和思想能力的具體表徵。沒

有這種基礎性的訓練和研究，是難以寫出有分量的學術專著的。就是勉強去寫，

也是言之無物，沒有什麽質量可言。 

 

一般人的研究總是先從微觀研究入手，從寫作單篇論文開始的。對剛剛進入

到某一學術領域的研究者來說，單靠聰明是不可能發聵震聾、一鳴驚人的。他必

須沈下心來，老老實實、最大限度地瞭解該領域的基本情況，盡可能全面地佔有

相關的原始資料。先搞清楚一個個具體問題，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逐步形成自

己初步的觀點，並對資料和觀點進行不斷地梳理和思考，逐漸上升到對該領域有

一個中觀、宏觀的把握，不斷深化、發展自己的獨創性見解。這是學術研究的一

個必經的過程，沒有什麽捷徑可走。任何的投機取巧，都將影響到研究成果的質

量，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與此相應的，學術論文的性質可分為兩類，一是以“述”為主，在廣泛涉獵、

充分瞭解的基礎上，對某領域的研究情況、現象或問題，進行整理和歸納，闡明

該論題的基本研究狀況，或擺出、揭示尚存在的問題；一是以“作”為主，在新

的認知背景和參照系下，找到自己的新的切入點，不但對研究物件提出有意義的

問題，而且能加以深入地分析、探討，試圖闡明解決問題的思路或方法。前者是

在瞭解、佔有、梳理資料的過程中寫出的學術論文，是以轉“述”闡發為主；後

者是在有了較為豐厚的資料積累和長期思考的基礎上寫出的有創見的學術論文，

以獨立創“作”為主。後者是前者的自然的延伸，後者是前者的目標和導引。這

兩種論文相輔相成，對於個人學術上的成長都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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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在談到漢語史研究的時候，就曾對這兩種性質的論文作了區分。他說：

“一種是解決漢語史中的某一個問題，另一種是提出問題，綜合前人研究的結論。

最近我看見一篇文章，一個日本人寫的，他講到中國音韻學家對上古聲調的看法，

到底先秦有幾個聲調，是段玉裁所謂上古沒有去聲呢？還是江有浩所謂上古實在

有四聲呢？還是王國維所謂上古有五聲、黃侃所謂上古只有二聲呢？他把各種說

法都講得很清楚，自己並沒有提出一個結論，這樣做我看也很好，把問題提出來

了，說明漢語史上這麽個問題，需要我們研究解決。這種文章也是可以做的。”iii 

 

就初涉研究領域的同學來說，從科研能力訓練的漸進性程式看，不妨從做以

“述”為主的論文入手，以期對學科研究狀況和有關資料先有一個面上的瞭解，

培養對資料的搜集、梳理、辨證分析和概括的能力。親自進行對學術資源第一手

的梳理，是一項極其重要、繁重的工作，也許要花上好幾年的時間才能瞭解個大

概，但是，無論花多少時間都是值得的。因為這件工作是他人無法取代的。是為

學術研究打基礎的功夫，也是學術研究能力的基本訓練。對相關學術資源瞭解和

掌握的狀況，在極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人將來科研上的進展。“磨刀不誤砍柴工”

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不少人搞研究想走捷徑，忽視對原始資料的積累，對研究素

材的爬梳，借助的是輾轉了好幾手的材料，其結果往往反而事倍功半。在對學術

資源作第一手梳理的基礎上，嘗試從中發現並提出有價值的問題，逐步提高分析

和論證能力，再轉入寫以“作”為主的論文。 

 

文學史家遊國恩的治學方法和途徑可資借鑒：首先儘量述而不作，其次以述

為作，最後水到渠成，創為新解；而這些新解卻是在祖述前人的深厚基礎上開花

結果的。因此，本固根深，枝榮葉茂，既不會風一吹就倒，更不是曇花一現，昨

是今非。所謂述而不作，就是指研究一個問題、一個作家、一篇作品或一部著作，

首先掌握盡可能找到一切材料，不厭其多，力求其全。這是第一步。但材料到手，

並非萬事大吉，還要加以抉擇鑒別，力求去偽存真，汰粗存精，刪繁就簡，愜心

貴當，對前人的成果進行衡量取捨。這就是以述為作。如果步前賢之踵武而猶不

能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就要根據自己的學識和經驗，加以分析研究，最後得出

自己的結論，這就成為個人的創見新解。iv 

 

遊國恩的“以述為作”，說的就是“以‘述’為主”的論文的寫法；他的“創

為新解”，也就是“以‘作’為主”的論文的寫法。可見，這兩類論文雖有性質

上的差異，但又有相關性和承繼性。總的趨勢是“由述到作”，學問積累到一定

的時候，“作”也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但是，這不是說，兩種類型的論文之間

有什麽嚴格的界限，“述”與“作”只是一種大致上的區分；也不是說一個人一

旦擁有了較強的研究能力，他就從此不再寫“以‘述’為主”的論文。由於一個

人的學術研究領域總是在不斷拓展的，當他在原來的學術領域已擁有了發言權，

已有了很多的創新性的成果，其學術地位得到了同行的承認和尊重，而在他新拓

展的某一領域中，或在某一邊緣性、交叉性的研究中，他也還得充實自己，還要

重新著手對該領域資料的佔有和梳理，進行新一輪的從“述”到“作”的努力。

學問是無止境的，因而，一個人的學術之路，往往是“述”與“作”的交替並進、

迴圈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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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注猜想與反駁 

 
不論是“ 以述為主”還是“以作為主”的論文寫作，所憑依的，首要的都是

邏輯思辨力，即整理思想和思考辯析的能力。往更高一點的要求說，是善於運用

邏輯推導進行的理論性的思考。需要強大的直覺力、想象力和形而上的智性和理

性。 

 

學術論文的寫作，其邏輯思辨力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眼光，有思想，

有見解，能發現有價值的論題，能提出問題，能形成獨到的論點；一是能抓住問

題的要害，作邏輯謹嚴的推理、分析和綜合，論證有力，思路條暢，機智雄辯，

無懈可擊。胡適所說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兩個方

面的要求。 

 

“大膽假設”，倡導的是論題、論點的確立，應有膽有識，體現出特立獨行

的學術人格。要做到這一點，批判性，是必備的思維品格。“小心求證”，說的

是對觀點的論證應取嚴肅謹慎的態度，既要有批判性又要有科學性、實證性。從

傳統的研究方法來看，立論或提出問題，較為倚重“師承”，較為依賴現有的理

論範式和主流話語，繼承性多於批判性，其邏輯起點是“證明”。不論是演繹還

是歸納，都是為了“證明”。所“證明”的往往不是自己的觀點，而是實際上根

本就無須證明的結論——已有的他人的結論。不太注重理論和觀念的更新和啟

動，忽略新的參照系的介入和思維方法的改變，缺乏理性批判精神，更沒有注意

到科學革命和知識增長的進程中“證偽”的重要性，缺乏理論創新的意識。胡適

的注重實用、工具和自身經驗的方法論，雖然是繼承了20世紀初美國哲學家杜威

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打上了實用主義哲學的印記，體現了較強的主觀性和功利

性，但是，這一方法強調超越和顛覆的思想內核，體現出的強盛的言語生命意識

和創造活力，則有著推動認知發展的積極意義。與當代著名的英國科學哲學家卡

爾·波普爾的“知識是假說”的反歸納主義——證偽主義的方法論有某種程度的相

似性，可彌補上述注重“證明”的思想方法的不足。波普爾認為，現代自然科學

革命表明，科學的精神是批判，是不斷推翻舊理論，不斷作出新發現，就是說，

科學是理性不斷作出的假說，而這假說不斷遭到批判，即被證偽。因此，他提出

科學和非科學的劃界標準不是邏輯實證主義的“可證實性”判據，而應當是“可

證偽性”判據。“可證實性”判據不僅不合理，而且不可能，因為它的工具即歸

納法是無效的。相反，“可證偽性”判據不但合理，而且可能。它的工具是否定

式假言直言三段論這種演繹法，據之可借助“判決性實驗”，從單稱陳述的真論

證作為科學知識的全稱陳述的“假”，即可實現證偽。科學陳述的可證偽度越高，

即它禁止得越多，它的經驗含量也就越多，也即知識含量越多。他把科學看做是

知識增長的動態過程，他把這一過程描述為四段圖式：“問題→嘗試性解決→排

除錯誤→新的問題。” 

 

為了使學生能打破在長期議論文寫作中形成的對現有理論（所謂“真理”）

的“證明”和“例證法”崇拜，打破建立在邏輯實證主義基礎之上的“證明”這

個單一的思維模式，更好地理解批判性的猜想與反駁(即“證偽”)在理論思維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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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增長中的作用，我們認為，將在當代科學哲學中有較大影響的波普爾的觀點，

作為同學們建構學術寫作的思維圖式的“參照物”加以強調，是十分必要的。波

普爾在《猜想與反駁》一書的“序言”中說： 

 

知識，特別是我們的科學知識，是通過未證明(和不可證明)的預言，通過

猜測，通過對我們問題的嘗試性解決，通過猜想進步的。⋯⋯對一個理論的反

駁——即對問題的任何認真的嘗試性解決的反駁——始終是使我們接近真理

的前進的一步。正是這樣我們能夠從我們的錯誤中學習。 

 

在我們的理論中，那些證明對於批判有強大的抵抗力的理論，以及那些在

某一時刻在我們看來比其他已知理論更接近真理的理論，連同這些理論的檢驗

的報道，可以描述為那個時代的“科學”。既然沒有一個理論能肯定地得到證

明，所以實質是它們的批判性和不斷進步性——對它們聲稱比各個競爭的理論

更好地解決我們的問題我們可進行辯論這個事實——構成了科學的合理性。 

 

波普爾認為他的上述基本論點，適用於從哲學問題、自然科學史和社會科學史

到歷史和政治問題。波普爾的論點，也許不無“唯心論”之嫌，但其批判性、證

偽理論和把科學看作知識增長的動態過程等的合理性，則是毋庸置疑的。實際上，

他的“證偽”理論，與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的“辨偽”的方法，懷疑、質疑和批判

的方法，與馬克思主義“否定之否定”的原理也不無相通之處。只是由於他特別

強調科學發現是理性的活動，強調科學革命、假說、證偽、反駁、批判的作用，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邏輯實證主義方法的合理性，忽視了科學建構正常時期

的建設性活動，這使他的方法論暴露出了矯枉過正的缺陷。 

 

如果我們能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指導下，高張理性批判的精

神，對現有的理論成果加以檢驗，在新的視野下，提出自己的猜想和反駁，既注

意到“可證偽性”判據的價值，也注意到“可證實性”的歸納法、例證法的合理

運用，使批判和建構成為學術研究的互補的兩翼，這樣，從事科研和學術論文寫

作，可望更具科學性。 

 

但是，相對而言，對於任何研究者來說，批判和證偽都是一種最重要的學術

意識和人格意識。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學術史、科學史，就是一部批判史、證

偽史和解構史。絕大多數重要的學者和科學家都是靠批判起家的，沒有批判，就

沒有建設；沒有證偽，就沒有證明；沒有解構，就沒有建構。從荀子、墨子到王

充、李贄，從亞裏士多德、黑格爾、馬克思到康得、尼采，從哥白尼、達爾文到

愛因斯坦、霍金，概莫能外。猜想與反駁，批判與證偽，解構與顛覆，較之於證

明主義、歸納主義和經驗主義，對科學進步與學術繁榮具有更強大的推動力。權

威膜拜和理性缺席，基本觀點和基本概念的失語，言語生命意識和獨立學術人格

的迷失，是學術研究和科學進步的死敵。 

 

從中國哲學史上來看，作為儒家思想的創始人的孔子，儘管自我標榜為“述

而不作”，而實際上則是在“述”的同時，作出了自己的猜測和解釋，即“以述

為作”的。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v這其中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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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他的道德價值觀。而儒家的後學，也都是在對孔子思想的否定與超越中，確

立了其學術地位並豐富了儒家思想的。“孟子代表儒家的理想主義的一翼，稍晚

的荀子代表儒家的現實主義一翼。”vi如在人性論上，孟子的“性善”說與荀子的

“性惡”說，既相互對立，又都與孔子的看法相異。孔子不太注重人的“本性”，

更關注的是後天環境的作用，認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vii。孟子則說：“仁義

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而矣。”viii認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他不僅認為人有本性，而且認定本性為“善”。這種見解實

際上是對孔子看法的否定。與孟子同樣肯定人有“本性”的荀子，又認為“人之

性惡，其善者偽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

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ix。就是說，人的本性是惡的，一切的善都是人為的，是

通過後天的學習和修煉而成的。儒家學者內部的觀點尚且不一致，更不用說與儒

家在基本觀點上相左的道家、墨家學派了。人們的認識，正是由各學派內部的自

我否定和證偽，得以豐富和發展；由各學派之間的相互批判、詰難、辯駁，得以

深入和全面，從而形成了學術繁榮的局面。在各學派中，由於儒家思想在這兩千

年中成為我國的主流文化，不斷地受到來自內部與外部的“反駁”、“證偽”，

它的證偽度是最高的，因而相對于其他學派而言，它的經驗含量與知識含量也就

更多些。 

 

人類的一切知識，恐怕都難逃被反駁，以至被證偽的結局。再拿現代學術中

的一門顯學——“紅學”來說吧。著名學者察元培在1915年出版了《〈石頭記〉索

隱》，開紅學情節考證方法之先河，認為：“《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

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

寓痛惜之意。”x這一觀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當時頗為轟動，被稱為“索

隱派”。而到1921年，胡適就作了《紅樓夢考證》一書，對蔡元培的研究方法批

判說：“向來研究這部書(指《紅樓夢》)的人，都走錯了道路，⋯⋯不去搜求那些

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

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的情節。”並“大膽假設”說：“我們只鬚根據可靠的

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迹、家世，著書的時代，

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

的正當範圍。”胡適“考證”的結論便是認為《紅樓夢》是作者曹雪芹的“自敍

傳”。這麽一來，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研究便成了“舊紅學”，胡適為代

表的“考證派”研究便成了“新紅學”，大有以“新”代“舊”之勢。在此後的

相當長的時間內，“新紅學”陣營內部的二位大將顧頡剛與俞平伯，一方面在胡

適設定的理論的框架下，去證明其基本觀點的正確性，另一方面，在考證過程中，

也不無困惑。如他們都曾對胡適《紅樓夢考證》引用的第一條重要材料《隨園詩

話》所用刊本的不可靠提出質疑，發現了不少的疑點，顧頡剛認為胡適寫了《紅

樓夢考證》不到三個月，“已覺得各項推斷援據打得七穿八洞”。俞平伯也說：

“適之所做的《考證》現在看來的確是‘七穿八洞’了！這就是進步底證據。”

在“新紅學”陣營外部，也不斷有人對其發表歧見，進行批駁，其代表性人物有

近年來在紅學論壇崛起的歐陽健。他的猜想與反駁的鋒芒直指胡適的“自傳說”

的根本——作者考證與版本考證。他斷言胡適認為《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所

根據的《隨園詩話》有關內容作出的三點判斷，現在看來都是錯誤的。“他作出

的關於《紅樓夢》作者和版本的結論，恰恰都是缺乏實證的，因而是完全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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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xi歐陽健對胡適研究成果的辨偽與證偽，鞭辟入裏、言之鑿鑿，極大地動搖

了“新紅學”體系的兩大支柱(作者、版本考證)，“考證派”傾數十年之功精心築

就的“紅學”大廈，也跟當年“索隱派”的一樣岌岌可危。 

 

頗有認識論上啓示意味的是，“索隱派”在這大半個世紀中雖屢經質疑、撻

伐，而居然，沒有因此一蹶不振，近年來在海內外學術界卻又波瀾叠興、風靡一

時。這表明了“舊紅學”在某種程度上抵抗住了“證偽”，仍有一定的確認度和

“逼真度”(波普爾用“逼真度”這個概念來取代“真理”，作為對科學進步的量

度)。從表面上看，似乎是新、舊紅學此起彼伏、交錯興替，而實際上，人們對紅

學的認識並非處於一成不變地機械地迴圈更替之中，要麽全盤肯定，要麽全盤否

定；而是在猜想與反駁，批判與證偽，當然還有檢驗與證實中，去粗取精，去偽

存真，螺旋式地上升的。這也是一切學術研究和理性思維的通則。 

 

三  由“學”進科“識” 

 
假設或猜想的提出，必然會面臨兩種情況，一是所提出的問題是符合客觀實

際的，是“真”的；一是所提出的問題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是“假”的。學術

研究和學術論文的寫作，毫無疑問，所要求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但是，悖論隨

之發生，在任何人的學術道路上，卻都難以做到這一點。如前所述，包括胡適、

波普爾也概莫能外。其實所謂的“真”，只不過是“逼真度”較高罷了(波普爾認

為逼真度是真性內容減去假性內容的差)，今天人們所認同的所謂的真理，只是相

對來說較為逼近真理，並不就是真理。要使自己的假設與猜想具有較高的逼真度，

別無捷徑，唯有在“學養”二字上老老實實地下功夫。學養包括從書本的和實踐

（實驗）中獲取的一切有價值的思想成果和理論修養。 

 

自然，這並不是說其他的寫作不需要學養上的準備，而說學術論文在這一點

上尤其重要。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說：“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
xii“夫才

須學也，學貴識也。才而不學，是為小慧；小慧無識，是為不才；不才小慧之人，

無所不至。”xiii他認為在治學上，“才”是由學識所至，光靠小聰明卻不學無識的

人，是什麽荒謬的事都做得出來的。這說得並不過分。要做學問是沒法偷懶的，

想偷懶必然要投機取巧，走到歪門邪道上去。 

 

有關學術論文寫作的方法途徑無法一一論列，這裏單就學術論文寫作中應具備

的學識修養與同學們交流一下心得。 

 

作為研究者，既要“博學”，且能“述學”。 

 

要進入任何一個學術領域，首先都要具備基本的理論知識。要做得學問，得

先有學問。因此，各專業的研究者要遍讀有關的書，這包括兩大類：一是哲學類

的，具有普遍的認識論、方法論意義的書；二是專業類的，包括與本專業相關的

重要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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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的書看來似乎與本專業研究關係不是那麽直接。但卻是帶有根本性指

導價值的，它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你能看到、讀到、想到什麽。因為人的感知往

往是在特定理論圖式支配下作出的“解釋”，單是一部《紅樓夢》的“命意”，

魯迅就說過：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

流言家看見官闈秘事。同樣以天文觀測的資料為依據，托勒密看到的是太陽繞著

地球轉的“經驗事實”，而受到古希臘自然哲學“日心說”影響的哥白尼，則試

圖以太陽為中心去說明整個太陽系。哲學修養對於研究者來說是太重要了，遺憾

的是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 

 

第二類的書，各專業雖有各自的範圍，但涉獵的面應當說也是愈廣博愈好。

古人就有文、史不分家之說，而現代人應該是文、史、哲、政、經，以至文、理

不分家。真可謂學海無涯了！相關領域的書可以量力而讀，而各個專業領域內總

有一批的書是必讀的。胡適曾給青年開具了“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185部，總卷

數達萬卷以上。史學家呂思勉在《中國史籍讀法》中，為治史的初學者指示了閱

讀的門徑，他以為應最先閱覽的有兩部書，一是《通鑒》，二是《文獻通考》。此

外兼及《文史通義》、《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經世文編》、《日知錄》、《明

夷待訪錄》、《廿二史考異》、《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劄記》等，或精研，或泛

覽，或通讀，或摘讀。所讀的書不夠，就不能在這個學術領域平等地對話。對於

一個學者來說，沒有什麽比說他連專業“門牌”都沒有摸清更令人難堪的事了。 

 

在基本的閱讀中，還包含著相關的訓練。如治史，就有必要對版本學、史科

學、校勘學、辨偽學等知識和技能有所瞭解，並能運用。胡適談到哲學史研究首

先應做一番根本的工夫，這叫作“述學”：“述學是用正確的手段，科學的方法，

精密的心思，從所有的史料裏面，求出各位哲學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淵源沿革和

學說的真面目。為什麽說‘學說的真面目’呢？因為古人讀書編書最不細心，往

往把不相干的人的學說並入某人的學說；或把假書作為真書；或把後人加入的篇

章，作為原有的篇章；或不懂得古人的學說，遂致埋沒了；或把古書解錯了，遂

失原意；或各用己意解古書，鬧得後來衆說紛紜，糊塗混亂。有此種種障礙，遂

把各家學說的真面目大半失掉了。”xiv他所說的“述學”，顯然不只是純技能性的

功夫，也體現了治學者的思辨力和想象力。“述學”，雖然對於治史最感需要，

就一般性的學問而言，也不同程度地需要對資料做起碼的鑒別與審訂。“博學”

只是奠基建房，有了“述學”的本領，方可以申領學術研究的“營業執照”，可

以“開業”寫論文了。 

 

在學術論文的寫作中，可以說是處處見學養，這裏只舉其中較重要的兩個方

面談談。 

 

其一是“選題”。 

 

在同學們畢業論文寫作時，“選題”是個大難題。不少同學到了寫論文的第

二周(共四周時間)還無法定下個合宜的題目，這自然主要還是因為無“學養”以致

無“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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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怎樣才能稱之為有“見識”呢？最基本的方法是既能抓住某一領域的

“問題狀況”，又能找到與衆不同的角度或切入點。在“博學”與“述學”的基

礎上，必然會發現本學科大家關注的問題，這些問題，有的經長時間的“證偽”

之後，形成較普遍認同的共識，有了較高的“逼真度”，這一般可以稱為“不成

問題”了(但只是相對而言，有時介入新的參照物和特殊和角度，又會重新發現問

題)；有的雖經“證實”與“證偽”，但結論尚莫衷一是，這就“成問題”了。一

般的論者往往就麇集在這些“成問題”的地方起哄，試圖也插上一腳、湊個熱鬧，

有時候也能出一些結果。而智慧層級較高、學養較深厚的論者，卻常常從“不成

問題”處提出新的假設和猜想，重新“發現問題”，去證偽、推翻原有的結論，

這麽一來，“不成問題”的，又變得“成問題”了，從而有可能把人們的認識推

向更深的層面。 

 

李澤厚講到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研究時，就極力倡導從各個不同角度、用不

同的方法去接近、探討、表述中國哲學史、思想史，所提出的問題，所經由的途

徑和所企圖達到的目標，可以很不相同：“可以有以搜羅整理材料見長的哲學史，

也可以有解釋闡發新意見長的哲學史；可以有偏重考證的歷史學家的思想史，也

可以有偏重義理的哲學家的思想史。在後者中，可以有以唯物論與唯心論的鬥爭

作為根本線索的研究，也可以有以認識發展進程為線索的研究，還可以有其他的

課題、途徑和線索的研究。”xv這種多樣化、多角度地拓寬思路，也勢必有助於發

現問題，深化認識，推陳出新。當然，能否打得開思路，也同樣需要學養。 

 

在選題上還需一提的是，同學們切記論題要小。語言學家王力在指導研究生

如何選題時，首先就告誡他們論文的範圍不宜太大，範圍大了，一定講得不深入、

不透徹。討論問題要深入，深入了就是好文章。好到什麽程度？就是要好到能作

為中國語言學的好文章流傳下來。這叫做小題目做大文章。他極力推崇的是王引

之《經傳釋詞》的寫法：“他拿一個虛詞來講，每個虛詞的解釋獨立出來都是一

篇論文，有幾個虛詞講得好到沒有法子形容了。比如他講‘終’字，總計不到一

千字，講得很透徹，證據確鑿。看了他的解釋，我們不但知道了虛詞‘終’是什

麽意思，而且也學到了他的科學方法。所以說小題目可以寫出大文章。”
xvi——缺

乏必要的學識修養，大題目勢必也只能做出小文章。 

 

其二是“命意”。 

 

命意，就是指論文寫作的論點的確立。這更是集中體現了一個人的綜合文化

修養，誠如朱光潛所言：“深人所見亦深，淺人所見亦淺。”命意要求“新”和

“深”。淺俗之見，務加摒絕。學術論文的定作，當是人的最高智慧的凝聚和“角

力”。每一篇論文的寫作，都是一場智力的搏擊、無聲的較量。思想場上的競

“智”，決不亞於運動場上的競“技”。在這思想的園地裏，一份耕耘一分收穫。

難辨是非，可見深淺；沒有裁判，自有公斷。 

 

梁啓超說：細數二千年來史家，其稍有創作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

誠史界之造物主也。其書亦常有國民思想，如項羽而列諸本紀，孔子、陳涉而列

諸世家，儒林、遊俠、刺客、貨殖而為之列傳，皆有深意存焉。二曰杜君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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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之作，不紀事而紀制度。制度于國民全體之關係，有重於事焉者也。三曰鄭

漁仲。夾漈之史識，卓絕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稱之。其《通志·二十略》，以論斷為

主，以記述為輔，實為中國史界放一光明也。四曰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

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為藍本。

五曰袁樞。今日西史，大率皆紀事本末之體也，而此體在中國，實惟袁樞創之，

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六曰黃梨洲。黃梨洲著《明儒學案》，史家未曾有之盛業也。

中國數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無所聞。梨洲乃創為學史之格，使後人能師

其意，則中國文學史可作也，中國種族史可作也，中國財富史可作也，中國宗教

史可作也。諸類此者，其數何限！夫此六君子外，則皆所謂“公等碌碌，因人成

事。”《史記》以後，而二十一部皆刻畫《史記》；《通典》之後，而八部皆摹仿

《通典》：何其奴隸性至於此甚耶！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xvii由此可見“創新”

的重要。劉熙載所言：才、學、識三長，識為尤重，豈獨作史然耶？這個“識”，

就是見識，就是“創新意識”，這確是為文之首務，不止限於“史識”。 

 

舉凡方家之論，無不重識、創識、有識。 

 

馮友蘭在《新知言·禪宗的方法》中討論禪宗“第一義不可說”的“無知之知”

的方法，不是就禪宗講禪宗、就空宗(禪宗之所由出)講禪宗，或就佛家講禪宗，而

是引入了道家的“不言之辨”、“不道之道”、“不言之教”的哲學觀，和西方

哲學維也納學派的宗師維替根斯坦的“超過命題，才有正見”的方法論等，作為

參照，在思想的領域，跨越時空，縱橫捭闔，將其歸納整合到“形上學的負的方

法”這一命題上，指出：“禪宗雖是繼承佛家的空宗，亦是繼承中國的道家。”

識見可謂不俗。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我國“文化”熱的高潮中，季羨林發表了《從

宏觀上看中國文化》一文，對當時的有關論述感言道：“討論中國文化，往往就

眼前論眼前，從幾千年的歷史上進行細緻深刻的探討不夠，從全世界範圍內進行

最廣闊的宏觀探討更不夠。⋯⋯我們必須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目光遠大，

胸襟開闊，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問題的全貌，而不至於陷入井蛙的地步，不能自拔。

總之，我們要從歷史上和地理上擴大我們的視野，才能探驪得珠。”正是站在對

東西兩大文化體系的數千年歷史的制高點上，他從東西方文化的互補中，從大量

中外史實和史家的證言中，把握到了歷史進程的脈搏，滿懷豪情與自信地預言：

“現在球已經快踢到東方文化的場地上來了，東方的綜合可以濟西方分析之窮，

這就是我的信念。”
xviii宏論更是發聵振聾。——這些遠見卓識，都是從深厚的學養

中生長出來的呀！ 

 

學識學識，沒有“學”，何言“識”呢？言而無“識”，不是“不能”，而

是“不為”。學問、學術上的修養和素養，須長期陶冶修煉。只要腳踏實地，博

學窮理，慎思明辨，竭心盡智，定能漸入學術之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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