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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纵横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正如梁启超所言：“史料

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1]，掌握准确翔实的史料是史学研究能够得出科学结论

的重要前提。 重视史料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古代史

研究如是，近代史研究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同

样如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

究逐渐在学界兴起，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指导下，
国史学科日益成为热门学科。 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国

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取得了引人瞩目的

成果，为深入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然而，由

于国史学科的特殊性， 国史史料的开发和利用仍存在

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广大国史工作者要继续加强对

国史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和利用，以推动国史研究

的深入发展。
一、 国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取得的

重要成就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

深入贯彻、学术环境的日益宽松，国史资料得以大量披

露。 经过广大国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国史资料的搜集

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成效显著。
（一）档案文献方面：一是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

研究室等中央权威部门陆续公布、整理、编辑出版了大

量的档案和文献资料。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社科院

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大型经济史料丛书 《中华人民共

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65）,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辑的多卷本《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就党的代表

大会而言，从 1956 年的八大至今的十八大都有重要文

献选编出版。 二是中央和地方研究机构编辑出版了《毛

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刘少奇年谱》、《朱德年谱》、

《邓小平年谱》、《陈云年谱》、《江泽民思想年编》、《毛泽

东传》、《刘少奇传》、《周恩来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1949-2009）》、《中华人

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等大批年谱、传记和大事记，其

资料主要来源是中央档案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

文献中的注释使用了大量档案资料， 有的文献本身就

寥寥几个字，但注释却长达几页，史料价值极高。
此外，档案文献的开放方面有了较大突破，进一步

推动了国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 一是外

交部已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外交档案逐步公开，在

其引领下，国家部委一级的档案正在考虑解密。 二是各

省市地方档案馆均已开放， 资料内容涉及整个社会的

方方面面，档案馆的服务水平也日益提高，北京市档案

馆可谓地方档案馆的优秀代表。 三是自 2008 年 5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正式实施以

来，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依照条例规定，主

动公开了大量政府信息，并重点公开行政法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有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

规划、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信息等政府文件。 [ 2 ] 这 些文件虽暂时未归档，但从文件

本身内容看，与档案并无重大区别，只是存在保存手段

和方法的差异。 四是俄、日、美、英等国部分文件和档案

逐步解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档案资料的缺憾。
如国内学者沈志华利用俄国解密档案主持翻译的 《苏

联史和中苏关系档案》（共 34 卷 36 本），对研究国史问

题起了比较积极的作用。
（二）文集文稿方面：近 30 年来，毛泽东和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稿、选集、文选、文集，第二代和第

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论述，得以大量的编辑出版，

浅谈国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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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重要

的文献价值。 主要包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建国

以来刘少奇文稿》、《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建国以来

李先念文稿》、《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

军事文选》、《毛泽东外交文选》、《刘少奇选集》、《周恩

来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朱德文选》、《邓小平文

选》、《邓小平军事文集》、《陈云文选》、《陈云文集》、《江

泽民文选》、《彭德怀军事文选》等等，其中均编入许多

有关建国以后历史的论述，值得国史研究者反复研读。
（三）史志资料方面：地方志是国史资料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研究国史时利用若干地方的典型资料，有助

于对历史问题的全面把握和深刻说明。 地方志包括地

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 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

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

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

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

度资料性文献。 ”[3] 近 30 年来，地方志编修工作成就斐

然，“截至 2010 年底，全国第二轮省、市、县三级志书规

划 5595 部， 累计出版 910.5 部， 其中省级志书 132.5
部，市级志书 67 部，县级志书 711 部”[4]，极大地丰富了

国史资料资源库，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的国史研究。 另

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宣部、中国社科院、新闻出

版总署和当代中国研究所等部门组织编写的 《当代中

国》丛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的规模最大的丛书,也是一部史志结合、包括专史和

地方史在内的科学的信史”[5]。 这套丛书的编纂工作从

1983 年启动，经过 10 余万名国史研究者和出版工作者

历时 16 年的共同努力, 到 1998 年基本完成,并于 1999
年出了电子光盘版。 丛书分部门(行业)卷、地方卷、专题

卷和综合卷,“共 150 卷，208 册， 约 1 亿字，3 万余幅图

片”[6]。 《当代中国》丛书的出版为国史研究提供了极其

丰富生动的史料。
（四）口述史料方面：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现代意义

上的口述史学方法传入我国。 近年来，在史学界新老学

者的大力推动下， 特别是 2004 年 11 月中国近代口述

史学会成立后，中国口述史学得到快速发展。 随之，口

述回忆史料得以大量问世， 成为国史研究中不可或缺

的资料来源。 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毛泽东自述》、《彭

德怀自述》、《我的父亲朱德》、《我的父亲邓小平的 “文

革” 岁月》、《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当代中国

口述史》系列丛书、《共和国要事口述史》、《安徽农村改

革口述史》等等。 这些口述回忆史料的编辑出版，在相

当程度上丰富了国史研究的史料来源， 特别是亲历者

对党和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口述回忆， 能弥补档案文

献呆板生硬的不足，使历史研究变得有血有肉，有助于

构建完整丰满的历史图景。 另外，网络、电视等媒体与

口述历史的完美结合， 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日益成

为人们可以“看”和“听”的历史。 如凤凰卫视《凤凰大视

野》栏目推出的《七千人大会始末》、《尼克松访华》、《邓

小平南巡始末》等节目，以翔实的史实和宏大的视野，
将备受关注的历史事件和家传户晓的历史人物全新展

示在观众面前，使得历史更具亲和力，触动了无数观众

的情感，带给人们以深刻的反省和思考。
二、国史史料开发和利用的不足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国史学中最年轻的一门新

兴学科，具有距离现实最近、政治敏感性最强的特点。
这一学科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约了国史史料的开

发和利用。 在国史研究当中，“存在着档案文献开放不

够的问题， 但同时也存在着已经开放或公开的档案文

献未得到充分研究和利用的问题”[7]。 主要表现在：一是

建国后档案开放步伐比较缓慢。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

法》规定，大部分档案“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

开放”，但是同时又规定“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

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 ,可
以多于三十年”， [8] 很 多 重 要 的 档 案 资 料 因 此 未 能 解

密， 导致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难以开展， 无法深

入。 二是查阅档案文献限制较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档案法实施办法》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组

织”，只要“持有介绍信或者工作证、身份 证等合法证

明”[9]， 就可以查阅和利用已开放的档案。 但实际操作

中，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如有的地方档案馆

限制查阅对象， 只允许本地研究者查阅地方档案。 此

外，对未开放档案的利用，国家有相当严格的限制性规

定，其查阅手续也极其繁琐。 这些限制致使许多重要史

料未能被充分利用。 三是资料的整理和学术性研究不

够。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时间不长，历史与现实的界限不

是很分明，许多资料未能得到及时必要的梳理,显得散

乱而不成系统。 加之，研究者对国史资料的搜集、整理、
鉴别能力参差不齐，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史资料的

有效利用率，影响了国史研究的学术水平。
三、多措并举，大力提高国史史料开发和利用的科

学化水平

国史的研究和发展离不开史料的支撑。 各级各类

国史编研机构和广大国史工作者应当积极构建国史文

献史料学，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国史史料的开发和利用，
不断推进国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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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快构建国史文献史料学。 国史研究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在搜集、整理、考证和利用文献史料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不断推进国

史研究的发展和创新， 就必须从理论和方法上对这些

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积极构建国史文献史料学。 今后，
要着力从“理论（学科性质、范围和任务）、学术史（学科

形成和学术渊源）、分类（史料类型和各自特点）、应用

（史料搜集、整理、考证和利用）”[10]等方面加强对国史

文献史料学的研究。
（二）继续深入挖掘国史史料。 要弥补国史史料中

档案文献开放的不足，就要开拓视野，创新方法，深入

挖掘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史料。 一要高度重视报刊的史

料价值。 在历史研究中,“报刊资料是一个巨大的可资

利用的史料蕴藏”[11]。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

军报》以及新华社《参考消息》、《内部参考》等重要报刊

留下了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活动的大量记载， 具有

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是仅次于档案的可利用的详细

资料。 在国史研究中对报刊史料要予以充分的挖掘、研

究和利用。 二要充分认识社会历史调查对国史史料挖

掘和运用的意义。 社会历史调查取径民间、沉潜地方，
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实地的和历史的调查，“不仅能弥补

文献资料的不足，进而丰富国史研究的史料”，而且也

有利于“更好地解读文献文本和运用文献资料”。 [12]通

过社会历史调查得到的全方位、多样性的史料，是不断

提高国史研究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支撑。
（三）大力提高编研人员对国史史料的鉴别运用能

力。一要正确认识和利用档案的两重性。档案作为历史

资料，在国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无可比拟。 然而，在运用

档案进行研究时， 要注意到档案内容真实性与历史真

实性之间的关系。 对特定的档案实体而言，有时两个真

实性完美地统一，有时则会分离。 [13]也就是说，档案本

身都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但档案本身的真实性并不一

定总是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 因此，国史工作者要通过

档案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 就应在尽可能详尽占有档

案的前提下， 对同一历史问题尤其是特别重大的历史

问题， 通过查阅多种相关档案进行多方印证。 唯有如

此，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二要仔细考辩领导人的

文集文稿和谱传。 在引用这些资料时， 需注意两个问

题：一是不少文献在发表前进行过修改，在编辑出版时

又做了删节，有的作了说明，有的就没有说明，因此，遇

到疑惑时，要尽量找到原始文件进行核查；二是有的文

献有多个版本，其中注释甚至是正文都可能有差别，因

此，在引用重要史料时，要尽可能比对不同时期出版的

不同版本。三要谨慎使用口述回忆史料。口述回忆史料

具有鲜动生活的特点，是国史研究的一个优势。 但是，
口述回忆史料也存在重大缺陷， 即 “很可能因时间久

远，记忆模糊，或受到个人情感和立场的干扰，当事人

所述情况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 ”[14]因此，在使用

口述回忆史料时，要特别小心谨慎，注意鉴别并与相关

文献史料相印证。
参引文献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第 49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9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公报》2007年第 15期。

[3]《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467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6 年第
19期。

[4]田嘉：《在第二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上的总结
讲话》，《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 12期。

[5]程中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回顾和前瞻》，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 5期。

[6]张星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现状》，《当
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 2期。

[7]张星星：《新世纪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
发展和成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 3期。

[8]《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96年 7月 5日第八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 《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决定》 修正），《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6年第 20期。

[9]《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国家档案局
令第 5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9 年第
30期。

[10]张注洪：《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 5期。

[11]李良玉：《报刊史研究与报刊资料的史学利用》，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 3期。

[12]宋月红：《社会历史调查与国史研究》，《中国社
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 10月 13日第 3版。

[13]桑毓域：《论档案与历史的关系》，《档案学通讯》
2000年第 4期。

[14]沈志华：《谨慎使用回忆录和口述史料》，《北京
日报》2013年 3月 11日第 19版。

（作者单位：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责任编辑 ／ 张 杰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