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岁时，杨宽写成《中国上古史
导论》，提出神话分化说，后来被收入
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七册
上编。此本书让年纪轻轻的杨宽在史
学界一举成名，被顾颉刚、童书业看
作“古史辨派”的生力军、集“疑古”的
古史学大成之人。

而后，从上古史到战国史，从度
量衡史到中国古代科技史，从文物考
古到对陵寝都城制度的探索，杨宽把
一生交付史学研究，70 多年的学术
生涯留下了 300多篇论文和 10多部
学术著作。 涉及领域看似驳杂，但华
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王家范
有这样一番评价：看杨宽的书，有一
条内在的、清晰的治学思路，始终不
离史学的本体精神和史家的职业精
神。所谓史学家的精神就是尊重客观
事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而体现
在杨宽身上，就是他对历史链条上每
一个关节的细致锤锻。但他并没有陷
于细节、耽于过程，他的视野里始终
有着整根链条，“虽然他没有写通史，

但体现出一种通史的精神”。

早慧学者 ：以
墨学入手 ，16 岁首
作学术论文

《中国上古史导论》并非杨宽最
早的学术文章。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是 16岁读高中时写成的 《墨经校勘
研究》。 文章投寄当时著名学术刊物
《燕京学报》， 曾得到主编容庚的赞
许。 杨宽的学术生涯始于墨子研究，

初一时， 他的历史老师讲到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称其用新方
法和新观点分析古代哲学，墨子部分
尤其出彩； 同时也介绍了孙诒让的
《墨子间诂》和梁启超的《墨经校释》。

这些都令杨宽印象深刻，课后便购得
相关书籍，初中三年反复翻阅，为他
进入高中后对《墨经》及《墨子》全书
进行系统探索作了铺垫。

杨宽做学问很有天分。他生于青
浦白鹤江镇一个传统的旧式家庭，父
亲在当地行医，母亲操持家庭。 杨宽
5 岁多进入附近的新式学堂学习，小
学时已自我摸索出一些稚嫩的学习
心得：“凡是经我自己思考和整理而
成系统的知识， 容易使自己掌握；如
果后来发现自己整理的系统有什么
错误，往往可以提高自己的认识。 因
此我不但要把书本上读到的知识系
统化，也还想把看到的知识系统化。 ”

所谓“看到的知识”，就是杨宽从小耳
濡目染的农业、渔业及手工业的生产
场景，这些得自乡野间的观察，在他
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遥遥地观照着他
后来的研究，“我童年所熟悉的一些
有关农业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生
产过程的知识，对于我后来进行古代
史的研究有一定的用处”———他晚年
所作《西周史》，其中就涉及西周时代
的土地制度、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
等内容，有他童年观察到的这些农耕
知识的印痕。

系统性是杨宽治学的一大特色，

在这一点上，甚至超越了同辈的许多
学者。 他研究的领域无论是上古史、

战国史这样庞大的主题还是古代都
城、帝王陵寝这样专精的领域，都有
一套逻辑自洽的体系，杨宽对此非常
看重。 在《中国上古史导论》的自序
中，杨宽就指出，他写作此书的目的
在于探索传说演变分化之系统，为古
史传说还其本来面目。而之所以选择
墨学叩门学术领域， 是因为在他看
来，《墨子》是“百家争鸣”中第一部有
系统的一家之作， 有完整的思想体
系，应该作进一步探索。 晚年说起当
年为什么想把看到的知识系统化，杨
宽的理解是，那“出于我童年的一种
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他说，这种求
知的欲望成为他后来系统地进一步
摸索和探讨的动力。

10 岁时，被战争殃及，杨宽家中
遭难，家财几乎罄尽，他的父母更是
下定决心培养好下一代，经济不宽裕
也要送孩子出去读书，杨宽为此也更
加用功，后来考取了学费住宿费全免
的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后改为苏州中
学）。苏州求学的 6年，是杨宽亲自认
证的一生中 “重要的关键时刻”，“它
决定了我的前程”。 旧书店、书场、古
典园林、古玩铺……历史名城俯拾皆
是的传统文化引起了杨宽的兴趣 ，

“我在这样一个富有精致传统文化的
环境中生活和学习，日积月累，感到
此中大有学问，值得努力去钻研”。求

学第一年， 杨宽便养成了两种嗜好：

逛旧书店与习民间乐器，“常常沿着
护龙街，逛一家家的旧书店，随手翻
阅，选择我想要的古书”，对于当时手
头紧张的杨宽来说， 这样的沿路访
书，对他学习研究很有帮助。

在杨宽的成长中，苏州中学是难
以忘怀的。 “我探讨学问的基础是那
时打好的，钻研学问的方向是那时决
定的，探索学问的门径也是那时开辟
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是从那时开
始写作的，可以说，都是出于教师们
教导和栽培的结果。 ”当时的苏州中
学正处于黄金时期，校长汪懋祖是著
名的教育家， 提倡教师从事学术研
究，教研相长。延聘的教师有吴梅、钱
穆、吕叔湘……都有着大学教授的才
能。 除此以外，学校还常常邀请学者
前来演讲，有章太炎、胡适、顾颉刚、

欧阳予倩……这些学者观点异趣、思
想不同，杨宽不囿于门户之见的学术
品格正是在这期间潜移默化形成的。

1932 年， 杨宽考入上海私立光
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原因是得知学校
有几位讲授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的
著名教授，除了正常讲课外，常开课
指导学生读一部专书。这样的课在杨
宽看来比较切实，对以后做研究很有
帮助。 而那几位著名教授就是吕思
勉、蒋维乔、钱基博，对杨宽后来的学
术研究影响很大。

穿越三次古史
大辩论，博采众长，

成一家之言

“我向来看重学术上的辩论，认
为辩论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动力，战国
时代的‘百家争鸣’创造了灿烂的古
代学术文化，这是很明显的例子。 ”这
是杨宽的亲身所感。 1920年到 1940

年的 20年间， 正是古史研究的新学
派蓬勃成长的时期，这中间二三十年
代有关古代史的三次令人瞩目的大
辩论：井田制度有无、古史传说的真
伪、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无疑推动了
史学研究的新发展。这段时间也是杨
宽从懵懂稚童到学术青年的成长时
期，三次古史大辩论的启示和新学派
兴起的影响，使得他很早就进入研究
古代文化历史的门径，也很早参与到
学术界的讨论。进入大学的第二个学
期，杨宽就开始对中国古史传说进行
系统探索，目的是“在古史辨讨论的
基础上，发挥他们的长处、改正他们
的短处，进一步对古史传说作一次全
面的、有系统的考察，从而彻底解决
这个争论的重大问题”， 这里足见杨
宽的抱负。 1933年起，杨宽开始分别
以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人物为中心，对
其神话来源及其分化演变进行整理，

陆陆续续写成系列论文，最后汇集成
《中国上古史导论》一书。

参与古史辩论的各方都是当时
的大家，杨宽年纪虽轻，却不迷信名
家，敢于提出质疑。 通过通读双方辩
论，他认识到当时历史学家还囿于过
去经学界家派成见，这会严重妨碍历
史研究的发展。如疑古学派虽注意到
中国古史中古代神话传说的研究以
及神话的演变过程，但他们研究的重
点仍停留在“疑古”和“辩伪”。而杨宽
迈出的那一步，就是以民俗学、神话
学的方法对古代神话进行全面剖析。

对于学派从属，杨宽说过，“其实我既
不是什么疑古派， 更不是什么释古
派， 只是初步把一系列的古史传说，

分别还原为古代神话，把所有古代圣
贤帝王的传说，分别还原为上天下地
的神物……”经过这番还原，杨宽得
出一个结论：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部
出自殷商时代的神话，这些神话按其
来源可以分为东（殷人—东夷）西（周
人—西戎）两大系统，经过各自长期
分化演变，最后逐渐混合重组，在商
周时代形成上自黄帝下至夏代的古
史传说系统。这种对古代创世神话的
梳理，在当时具有开创性意义。

杨宽是位高产学者，高产与他看
重辩论有关。 “他主张学者要尽快将
研究心得转化为论著公开发表，通过
这样的抛砖引玉，求得交流、批评与
争鸣，从而推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

杨宽的关门弟子高智群在回忆文章
中提到，杨先生不少学术性很强的论
文，如西周农业中的“菑新畲”，西六
师和殷八师的性质，周代是否存在墓
祭等等， 就是在学术争论中撰写的，

对很多历史问题的认识，也是在相互
诘辩中得到升华的。

“历史研究工
作必须与考古、文物
工作相结合，才能取
得进步”

提到上海博物馆，就不能绕开杨
宽。 在“上博”的创设及发展中，杨宽
不仅是参与者，更是核心人员。

读大四时，杨宽面前摆着两个就
业方向：到附属中学当教师；参与上
海市博物馆的筹备工作。他选择了后
者，理由是“这项博物馆工作与我想
要发扬祖国传统文化的志愿相结合，

也有助于我想从事的以考古文物资
料结合的古文献的研究工作”。 大学
还未毕业，杨宽就在筹建中的上海市
博物馆担任艺术部研究干事，艺术部
主要陈列中国古代青铜器、绘画及陶
瓷等艺术品，杨宽的工作就是负责陈
列布置和编写说明， 为给文物定名、

考定年代， 他常常深夜还在查阅图

书。 然而开馆不到一年，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 “八一三”淞沪会战前，杨宽
挑选馆内比较重要的文物，与时任馆
长胡肇椿一同送往震旦博物馆寄存。

后来，博物馆所处大厦在日军轰炸中
遭袭，而这批珍贵文物因为提前转移
留存了下来。 抗战胜利后，此前暂别
博物馆事业的杨宽立即从青浦返回
从事复馆工作，第一件事就是追回这
批文物。 战争中，这批文物被奸伪盗
去，杨宽用了两个多月，在警察局的
调查配合下，跑遍所有从日军和汉奸
手中接收来的仓库 ， 最终找回文
物———上海市立博物馆的陈列品就
建立在这批文物的基础上。

1946 年， 杨宽任上海市立博物
馆馆长，此后 13 年一直为“上博”的
发展奔走操劳， 直至 1959年调任上
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他多次发文阐
明博物馆的功能，认为博物馆有三大
工作：征集、陈列、研究。1946年 9月，

上海市立博物馆推出《文物周刊》———

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文物”为主要内
容的期刊，也是当时唯一探讨文物的
期刊。 在发刊词中，杨宽写道：“博物
馆的事业， 该循着二条康庄大道迈
进，一方面需要通俗化，大众化，才能
使民众了解， 达到社会教育的目的，

同时又需要学术化专门化，才能促使
学术的进步。 ”他认为，通俗化大众
化，并不是只把通俗的知识介绍给大
家，还要把高深的专门知识现代知识
“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大众，这样才能
发挥博物馆的功能。尤其是多年来传
统教育只知注重书本知识，实物教育
却不到位，更需要多量的大博物馆来
弥补这个缺陷。

博物馆传播知识给观众，杨宽也
从观众那里“领”到了新课题。 1954

年春，一位来自炼钢厂的观众在参观
后提出了一连串关于中国古代钢铁

兵器如何制造的疑问。为了答复这些
疑问，杨宽开始了冶铁技术史这个学
术处女地的开垦。他广泛搜集流传到
近代的土法炼钢炼铁技术资料，探索
其起源和流变，并把中国冶铁史与欧
洲比较。 用短短两年时间，杨宽初步
理出一条中国冶铁技术发明和发展
的线索，完成了《中国古代冶铁技术
的发明和发展》一书，这也是中国最
早的冶铁科技史专著。这本书出版后
引起了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的注
意。李约瑟访问中国时有一份希望拜
访的中国学者名单， 杨宽就在其中；

李约瑟后来在《中国古代铁和钢的工
艺学的发展》一文中论及宿铁和灌钢
冶炼法，还采用了杨宽的相关分析。

杨宽一直坚持 “历史研究工作
必须与考古、文物工作相结合，才能
取得进步”。 有学生回忆，当年向杨
先生问学， 杨先生劝他不必花死工
夫抄写， 还说研究先秦史必须要有
点考古学基础，“先生自己十分重视
运用考古资料研究历史， 他的著作
《西周史》 引用的考古资料之丰富，

令人叹为观止”。 考古学家黄宣佩曾
说自己之所以走上考古工作的道
路， 与时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杨
宽是分不开的 ，“杨宽先生极力主
张， 一个像样的博物馆应当设有考
古部门……1956 年， 上海博物馆考
古组成立，隶属研究部”。 事实上，在
此之前，“上博” 就在杨宽的带领下
做过一些考古工作，其中 1948 年杨
宽等人赴松江戚家墩文化遗址进行
的考古发掘， 是上海历史上的首次
考古发掘。 年近古稀，杨宽对田野考
察依然热情不减， 曾用近两月时间
带学生考察山东、河北、河南、陕西、

湖北等地先秦古代都城， 后来著成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国
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以 独 特 的 视
角，详细的考证完成
《战国史》《西周史》

杨宽的代表作之一 《战国史》共
有三个版本 ：1955 年初版时 20 万
字；1980 年再版时，杨宽进行了大量
补充、修订和改写，扩展到 43 万字；

上世纪 90年代末的版本又增添许多
新内容，篇幅增至 56万字。而内容修
订、篇幅增加的主因是考古工作的巨
大进展、新材料的层出不穷———杨宽
坚持在论著中大量运用新出土的考
古资料， 解决古史研究中的疑难问
题。 著名史学家王子今曾评价《战国
史》：“这部断代史研究的经典， 不仅
可以看作上一世纪古史研究高水准
成果的一个纪念，又为学界新人提供
了具有标范意义的学术样板。 ”

杨宽对战国史的研究开始于上
世纪 40年代， 当时他绝不为日本人
做事，便隐居故里整理战国史料。 这
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基础工作，战国时
代的史料主要是《史记》和《战国策》，

而两书对战国史事的叙述很紊乱，一
些记载有错乱和失误，又夹杂虚构伪
托的作品。杨宽广泛参考了《韩非子》

《吕氏春秋》等大量古代文献，用两年
9 个月的时间完成《战国史料编年辑
证》初稿，又于半个世纪后完成全书。

谈及此书，高智群曾说，书中很多考
证解决了战国年代学中很重要的问
题，“可以这么说， 当代中国断代史，

迄今还没有一部专著，在史料的鉴别
和史实的考证方面下这么大的工
夫”。 《战国史》正是在《战国史料编年
辑证》的基础上完成。 之所以选择写
一部《战国史》，杨宽的考量是：在中
国古代社会历史进程中，春秋、战国
之际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一系
列变革，是十分重要的关键，成为秦、

汉以后两千多年经济和政治制度的
蓝本，文化学术思想上各种流派的渊
源。而先秦历史的研究必然涉及古史
分期，即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年的问
题。杨宽不满公式化地讨论社会史分
期，认为“只有深入辨明社会结构及
其重要制度才能了解一个社会的性
质”。 《战国史》出版后，杨宽开始探索
西周春秋的社会性质和结构，这就要
提到他对“礼”的研究。杨宽的角度细
致而独到，他眼中，在“古代社会”这
根链条上，“礼”就是那个需要细致敲
打的关键———这些看似毫无实用价
值的“繁文缛节”，作用正是为了维护
古代重要制度的执行，因此要对那些
维护当时社会结构的古代制度作深
入探索，就无可避免要进入“礼”的领
域。 传统礼学专重注疏考证，杨宽跳
出这一旧范式，不但采用中西古代社
会制度对比的方式开展研究，考虑到
礼制保守、变化缓慢的特性，还以建
国后西南与东北少数民族的社会调
查报告作为参考资料，用民族学的学
术成果推进研究。高智群犹记得杨老
先生当年对他们提出的学习要求：掌
握古文献、古文字、考古资料，熟悉经
典作家社会形态理论，通晓人类学知
识。 这看似简单的罗列，字字是杨宽
多年治学积累的经验，其中可见他视
角的独特，方法运用上的灵活贯通。

晚年作自传，杨宽在其中坦露初
心：我决心要为阐扬中国古代灿烂的
文化而努力，我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和
博物馆工作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历史
文化长河，悠悠而下，其间有个采撷
星光的人，就是杨宽。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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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为阐扬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而努力
■本报记者 刘力源

杨宽代表作一览

【学术档案】

【冒生命危险拦截文物外流】 【一年级新生被错认为老学者】 【家中没收藏任何一件古物】

回顾一生，杨宽身上有几个关键词：“古史传说”“上海博物

馆”“战国史”……无论是纸上对学问的精研，还是纸下为创建

一个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博物馆而殚精竭虑，从十几岁初

涉学林，杨宽就将阐扬中国古代灿烂文化作为毕生志愿。

70多年学术生涯，300多篇论文、10多部学术著作……这些

数字背后是一位史学家的勤勉思考、一位老学人的皓首穷经，更

是杨宽用一生对初心的回应。

杨宽（1914—2005），历史学家。 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

毕业于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 1936 年参与上海市博物馆筹建

工作。1946 年任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兼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一至三届副

理事长。 专于中国古代史，对先秦史及文物考古尤有研究。 著

有 《战国史》《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冶铁技术

发展史》《古史新探》等。

《战国史》
《中国古代冶铁技术

发展史》
《西周史》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

史研究》

◆与老师蒋维乔的相识， 则是开始于杨宽的几篇文

章。 大学期间，杨宽凭借高中积累，接连发表墨学研究文

章。当时开设《墨子》研究选修课的蒋维乔从刊物上看到文

章，因其“考证周详，立论精审，通条连贯，而纲举目张”，以

为是位成熟老道的考据学者，没想到是自己学校的一年级

新生。 蒋维乔对杨宽的学术研究多有褒奖，曾在日记中留

下杨宽“专力于墨学多年，极有心力，老生不如也”的称赞。

◆1948 年春，杨宽得到消息，一大批珍贵文物将被偷

运去美国，他迅速在《文物周刊 》上发文呼吁严禁文物出

口。当得知古物已运到上海海关，放行在即，他辗转取得海

关检查命令，与博物馆同事对 17 箱古物逐件清点，编造清

册， 其中就包括 1923 年山西浑源县出土的著名青铜器牛

尊。 古董被查封后，杨宽曾收到恐吓，但他不为所动。 后来

这批文物被上海博物馆收藏，“牛尊”等成为镇馆之宝。

◆为了充实博物馆馆藏，让更多代表中国优秀文化艺

术传统的历代精品被大众看到，调查和收购文物是博物馆

草创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杨宽对这项工作一直坚持

原则，从事文博工作多年，他家中从没有收藏过任何一件

古物，也从未替人代买过文物。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

一个古物工作者的优良品德，只有这样才能创建成一个代

表国家优秀文化传统的博物馆”。

书上纸下，一生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