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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下移”构建有血有肉的“大历史”
———读《清朝大历史》

万 桐

历史研究要关
注 到 国 家 管 理 与

民生

谈到 “大历史 ”的问题 ，不

禁让人联想到赵世瑜教授在

《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

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一书

中所谈到的：“以往我们的传统

史学对大历史的研究， 取得了

许多重大成果， 但问题出在人

们用某种绝对化的、 单一化的

宏大叙事模式去研究这些问

题，抽去了这个 ‘大历史 ’的生

活基础。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

这个生活基础还给 ‘大历史’，

这个生活基础就是我们所谓的

‘小历史’。 ”这里的“小历史”指

的是局部的历史、常态的历史，

自然包括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史。 赵教授呼吁将“小历史”还

给 “大历史 ”，提醒了我们日常

生活史对于整体史研究的必要

性，《清朝大历史》 一书则做了

一次很好的示范。 作者在 “后

记”中说道：“‘大历史’，一个响

亮的名字， 令人联想到黄仁宇

先生的名著《中国大历史》。 黄

先生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

料高度压缩， 先构成一个简明

而前后连贯的纲领， 然后在与

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

究。 《中国大历史》是从技术的

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 ，着

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

传统社会所不容， 以及是何契

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作

者认为黄仁宇先生所言的 “大

历史” 主要是专注于中国历史

的整体进程 ，而 《清朝大历史 》

立意国家认同， 关注国家管理

与民生问题， 这也是该书称为

“大历史”的关键点所在。

《清朝大历史 》之谓 “大历

史”有三“大”：

第一，视野大。 传统上所说

的“大历史 ”观 ，主要指的是秉

持一种整体化的文明思维与历

史意识 , 在回顾往昔、 直面现

在、开创未来的维度上 ,在立足

中国、环顾世界、纵贯古今的视

野中 , 考察关乎国家发展进程

的重大事件。 《清朝大历史》在

谈论到清朝的政治 、 经济 、文

化、 外交等传统的研究领域的

同时， 更是将目光转移到了基

层社会， 使得研究的视野进一

步扩大， 由此也更能让读者窥

探到清朝历史的全貌。 作者对

于基层社会的治理以及人们的

日常生活的描述所占的比例并

不小。在第十章《宗族、保甲、乡

约与基层社会的新建构》中，探

讨了宗族制度对于地方社会的

影响以及保甲、 乡约引发的基

层社会多方面的变化； 在第十

一章《清中叶山西的日常生活》

和第十二章 《清中叶江西的日

常生活》中，作者深入到普通人

的日常生活， 尽可能地还原了

当时这两个地区人们的生活面

貌和生活习惯。不仅如此，第十

三章《宗教政策与民间信仰》中

对于清代的民间信仰与人们的

日常生活也有较为详细的介

绍， 如民间的鬼神信仰就表现

在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方方

面面；在第十五章《宫墙内外的

演戏与京剧的形成》中，我们不

仅能看到清朝时期中国的戏剧

文化， 也能看到戏剧与人们娱

乐生活的联系性。

第二，叙事大。 作者对于人

们日常生活的叙述十分细致 、

全面，且视角独特。作者分析了

山西、 江西地区人们的婚姻与

家庭， 对于早婚问题、 再婚问

题、生育状况、婚后生育子女的

情况、过继问题、父母赡养问题

等各个方面都做了细致的介

绍。 同时通过对于山西人经营

店铺的考察， 介绍了山西地区

人们的衣食住行； 通过描述江

西人从事农、 工、 商等多种经

营，介绍了其日常生计。作者有

两处描写视角独特， 也十分生

动有趣。 通过列举大量的因吵

架骂人而引发的刑事案件 ，介

绍了其中所映射的山西地区人

们的生活特性与价值观念。 在

描述江西人的生产生活时 ，作

者将其与生态环境结合在了一

起， 所谓 “靠山吃山， 靠水吃

水”，人们的生活得益于丰厚的

自然资源， 但同时却也因为自

然资源的争夺引发了矛盾和纠

纷。可以说，作者对于人们日常

生活的描写， 绝不是简单的泛

泛而谈， 而是深入到日常生活

的方方面面， 展现了普通百姓

生活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

第三，史料大。 正是由于作

者的目光不是一直向上， 所以

在史料的选择运用上， 与其他

介绍清朝历史的著述也有一些

区别， 其使用的史料范围更加

全面、宽泛。除了实录、起居注、

正史等资料外， 作者对于档案

资料 、文人笔记 、地方志 、碑刻

资料等的使用也驾轻就熟 ，特

别是对于清代刑科题本的使

用， 构建了普通人的集体群像

和生活状态。

综合以上，我认同作者所秉

持的“大历史 ”观 ，历史研究要

关注到国家管理与民生。历史终

究是“人”的历史，在对宏大叙事

的反思与批判中， 历史研究应

当将目光投向普通百姓的日常

生活， 不断从具体而微观的视

角重新审视和理解人们日常生

活的各个方面，这样才能构建出

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历史”。

处理好 “向上 ”

与“向下”的关系

“目光下移”绝不是说历史

研究者的目光只应该盯着下层

群众看， 相比于只关注上层的

政治 、经济 、文化 ，历史研究者

更应该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 ，

因为其生活也是历史的侧面反

映。 学者连玲玲在《典范抑或危

机：“日常生活” 在中国近代史

研究的应用及其问题》中指出：

“如果日常生活研究只专注于

描写中下阶层的生活细节,殊难

超越原有的研究框架 , 形成一

个新的典范……它使研究者的

眼光日益狭窄,不厌其烦地详细

叙述各种琐碎事物， 却不能从

中说明其历史意义， 历史学家

的工作只剩下在旧报纸杂志堆

里寻找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 ，

再将之拼凑成小市民的日常生

活史。 ”对此观点我十分认同，

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不应该是孤

芳自赏，画地为牢，它必须要打

破一种束缚， 找到与传统史学

的联系。 传统史学研究更为注

重宏大历史进程、重大事件，日

常生活史的研究肯定无法替代

传统史学的地位， 这就要求我

们必须在日常生活史研究和传

统史学研究两者之间找到一座

沟通的桥梁。 所以，历史研究者

在目光下移关注到普通百姓的

日常生活的同时， 不能忘记目

光也要 “向上 ”，要清楚日常生

活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

不是互相隔离的， 要努力建立

起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时代的历

史背景之间的关联， 这样的日

常生活史研究才有意义。

本书作者在写作中就注意

到了这一点， 比如在谈到清代

的佛教信仰深入民间的时候 ，

不仅考虑到群众的心理， 更是

从大的方面， 即国家的宗教政

策角度去阐释。 虽然从顺治朝

到乾隆朝 ，僧道整体上受到了

压抑 ，但是乾隆帝 “还认为僧

道已经成为清代民众谋生的

手段 ，尽驱还俗将造成失业无

依的社会问题 ， 难以尽遣为

民 ”， 所以佛教信仰在民间并

没有因为限制僧道而消失 ，它

成为了人们民俗生活的一部

分 。 再比如 ，谈到民间的演戏

活动 ，作者介绍了清朝对于演

戏活动做出的限制和规定 ，清

朝在戏曲的内容 、 演戏的时

间 、观戏的人群方面都有严格

的规定。 这些规定自然反映在

了人们日常看戏活动的过程

当中 ，人们看到的多是表现爱

情 、家庭生活的文戏 ，丧期和

斋戒期不能看戏 ，有些地方规

定妇女不得入场看戏……这

些就是国家的政策在人们日

常生活中所刻下的烙印。

总的来说，日常生活史的研

究应该注意与政治史、 经济史、

文化史的互动，不能将其割裂开

来。要把基层社会的研究对象融

入宏观的历史背景之中，否则其

研究意义便值得商榷。

“史海 ”中寻觅
“人”的踪影

在介绍清中叶山西的日常

生活时，作者开篇就说“历史文

献往往缺乏普通人的资料”。的

确， 特别是有关普通人的社会

史、生活史的史料更为零散，搜

集起来需要耗费极大的时间和

精力。 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大大

拓宽了史料的范围， 地方志及

政府公文档案、文人笔记、民间

契约文书、 碑刻等资料也日益

纳入日常生活史研究者的视

野， 这里要特别提到常建华教

授近年来利用较多的清朝刑科

题本。 目前可以使用到的刑科

题本资料集有：《清代地租剥削

形态》《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

农抗租斗争 》《清代 “服制 ”命

案———刑科题本档案选编》《清

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

刊》。常建华教授除了利用清代

刑科题本研究了清中叶山西 、

江西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之

外， 还利用它研究过清中叶东

北奉天地区的移民与日常生

活、人与动物之间的关联、各地

方的社会职役等问题。 在谈论

到清代刑科题本的史料价值

时， 他认为：“清代刑科题本中

的供词记载了事主的生命史资

料与亲属关系， 还有案件发生

的场景，有意无意留下了时空、

社会、生态的记载。 ”所以说，清

代刑科题本是研究清代日常生

活史的重要史料来源。

史料的多元化对于历史研

究者来说既是机遇， 也是挑战。

对庞杂的史料进行整合，并以新

的视角和理念来解读，这点十分

重要。 就有关清中叶山西、江西

的人口、婚姻、家庭的分析来说，

作者对于史料的研读分析能力

以及思考问题的角度令人叹服。

《清代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

辑刊》中的档案资料记录了案件

事主所交代的家庭亲属年龄及

基本情况，作者仔细统计了事主

父母长辈的年龄，发现清中叶山

西、江西女性活到六七十岁是普

遍现象，与我们习惯的认知“古

人寿短”是不一样的，这点令人

印象深刻。所以，对于零散史料

的细致整理与分析， 带着问题

意识去思考其与人们日常生活

的联系， 这是研究者需要特别

注意的地方。

历史应该是立体的、多维的，只关注上层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精
英社会的研究范式已经被很多学者所诟病。 《清朝大历史》在“大历
史”的写作手法之下，特别突出了下层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让人觉
得“历史”离我们很近，近到事关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同时，也让人
产生一种敬畏感，原来普通百姓的生活也是历史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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