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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不该消失的学科

——论陈垣先生创建的史源学

刘重来 

摘  要：史源学是著名史学大师陈垣先生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大学历史系开创的一门新学科。其

特点是重在实践，重在启迪思维、培养人才、训练基本功，是一门将学与思、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树立

严谨学风的学科。此课开设以来，培养了大批文史英才。本文从史源学的特点、内涵、弟子们的亲身感受

等，阐明史源学应在推陈出新的基础上，在大学历史系教学中发挥其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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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大师陈垣先生在北平师范

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先后 设了一门重在实践，

重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以寻考史料来源为主的新学科

——史源学。这是陈垣先生“结合自己从事史学研究的

经验，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新设的一门课程”[1]。 

陈垣先生之所以 设这门课，是他认为研究、整理

历史文献，必须认真寻考其所依据的史料来源。他常说：

“史源不清，浊流靡己。”强调“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出”，

必须“一一追寻其史源，考证其讹误”[2]。为了强调探

寻史源的重要性，陈垣先生甚至告诫学生“毋信人之言，

人实诳汝”，这并非耸人听闻之语。

这门课的 大特点，就是在老师的指导下，让学生

自己动手，找资料、查目录，在独立思考、追本穷源中

分析、整理、研究历史文献，以提高学生鉴别史料、运

用史料的能力，并从中体味史学著作的精蕴，树立正确

的治学态度。诚如学者徐梓所言：

在搜集史料阶段，除了要求完备之外，陈垣所强调

一个最高原则，是必须采择第一手材料。为此，他在中

国历史教学活动中，首创史源学一课，教育学生通过考

察前贤论著中，因为轻信辗转稗贩的材料而致误，总结

其教训，警惕著作之轻心，……史源学要教给学生的是，

不要停留于现有的结论，而必须通过追寻得出现有结论

的原因，找到最基本的生长点即第一手材料上去[3]。 

然而正是因为史源学是一门重在训练学生动手能力

的学科，陈垣先生在通过一段教学实践后，深感“空言

不能举例，讲授不便，贵乎实习。孔子曰：‘我欲托之空

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古人有言：临渊羡鱼，

不如退而结网”[4]。为此，陈垣对这门课定下一个更为

贴切的名称。他说：“史源学一名，系理论，恐怕无多讲

法，如果名‘史源学实习’，则教者可以讲，学者可以实

习。”[5]自此以后，陈垣先生就把史源学这门课，根据其

特点改称为“史源学实习”。

一、一门重在培养人才的学科

我首先要列出一个名单：白寿彝、邓广铭、郑天挺、

柴德赓、启功、蔡尚思、邵循正、周祖谟、齐思和、翁

独健、史念海、赵光贤、史树青、陈述、单士元、牟润

孙、方国瑜、韩儒林、刘乃和、郭预衡、姚从吾、来新

夏、杨殿珣、赵守俨、李瑚等等[6]。看到这一长串名字，

相信大家都不会太陌生，因为他们都是活跃在 20 世纪中

国文史学界能独当一面的著名学者。其中不少人，是一

生都在高校从事中国文史教学与研究的名师大家。他们

德高望重，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桃李满天下。

然而谁能想到，这些文史英才，当初都是在陈垣先

生指导下才步入文史殿堂，才登上高校讲台的。中国古

代教育大家孔子相传有弟子三千，据说其中还出了精通

六艺的 72 贤人。但所谓 72 贤人究竟是哪些人？至今我

们也不很清楚，只知道有名有姓的不过是子路、子夏、

子张、子贡、子游、颜回等不多几个人，而且这几个人

到底有多大学问，多大成就，至今也知之不详。而陈垣

先生却实实在在培养出如此众多、有名有姓、世所公认，

有突出成就的文史英杰。这实在可称得上是中国近代教

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但这个奇迹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与陈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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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精深的学问，严谨的治学、教学态度是分不 的，

更是和他一生注重实践的教育思想是分不 的。而体现

得 典型的莫过于他首创的史源学这门学科。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门培养了那么多文史英才的

学科，自陈垣先生之后，似乎再没有人 设过（牟润孙

先生在港、台用史源学之法教过学生，但似乎并未专门

设这门课——笔者）。特别是以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的

历史文献学，竟也把史源学排除在外。据笔者不完全统

计，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已出版的 20 余种《中

国历史文献学》中，仅有一二部如杨燕起、高国抗主编

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初版，

2003 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增订版）才将《史源学》

置入其中，独成一章（此章为笔者所写）。而目前所有

设中国历史专业的高校，似乎也没有一所 过“史源学”

这门课。不少史学工作者甚至不知“史源学”是怎么回

事。

难道“史源学”真是一门应该消失的学科吗？

二、“史源学”的内涵

“史源学”就是一门专事寻考史料来源的学问。陈垣

先生认为，研究史著，考证史实，首先应该寻考其所依

据的史料来源，以判断其根据是否可靠，引证是否正确，

叙述是否周密。可以说，史源学是陈垣先生在他长期治

史和教学中总结出来的一门学科，是中国 20 世纪历史学

研究和教学的一大创新。

“史源学实习”课的具体内容和讲授、实习方法是： 
（1）选定教材：陈垣先生认为用作“史源学实习”

课的教材必须是史学名著。这有两点好处：一是使学生

在阅读教材中领会名家大师的学术精蕴；二是可使学生

既钦佩名家大师，又不迷信名家大师。特别是学生如果

能在寻考史源中发现名家大师在引证史料上的疏漏讹

误，则会大大激发他们的研究兴趣，增强他们研究的自

信心，树立正确学风，并体会到即使是名家大师之作，

也不可盲目轻信。

陈垣先生所选的主要是清代的史学名著，如赵翼的

《廿二史札记》，全祖望的《鲒埼亭集》，顾炎武的《日知

录》，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等。这些史著，都是名家

大师治史的精心之作，涉及面很广。然而智者千虑，必

有一失。故这些名家之作，自然也有疏漏讹误之处，因

而正十分适合作“史源学实习”的教材。

（2）寻根溯源：陈垣先生每次上课，都要从这些名

著中抽出一二篇来，要求学生将选定的教材“端楷抄之”，

即便有的学生有这些书，也必须抄写规定的内容。“抄好

后即自点句，将文中人名、故事考出：晦者释之，误者

正之。隔一星期将所考出者缀拾为文，如《某某文考释》

或《书某某文后》等”[7]。他要求学生从四方面来寻求

史源：“一、看其根据是否正确：版本异同，记载先后，

征引繁简。二、看其引证是否充分。三、看其叙述有无

错误：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四、看其判断

是否正确：计算、比例、推理”[8]。 
然而寻考史源，并非易事，必须经过尽多搜集证据，

查询史料，反复考核鉴别，特别是要结合版本、目录、

校勘、辨伪、辑佚、传注等有关知识，才能寻其根源，

以辨明正误。正如陈垣先生所说：“非逐一根寻其出处，

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亦无由知其致误之原”[9]。 
如陈垣先生在一次“史源学实习”课时，要求学生

对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所引证史料进行认真寻考史源，

并得出六点心得体会：“一、读书不统观首尾，不可妄下

批评。二、读史不知人论世，不能妄相比较。三、读书

不点句分段，则上下文易混。四、读书不细心寻绎，则

甲乙事易淆。五、引书不论朝代，则因果每倒置。六、

引书不注卷数，则证据嫌浮泛。”[10]这就是陈垣先生通

过寻考赵翼《廿二史札记》史源中得到的深刻认识。

“史源学实习”是一门重在实践，重在培养学生动手

能力，重在独立思考的课程。无怪曾受教于陈垣先生“史

源学实习”课的著名学者赵守俨说：

学自然科学的，都要在实验室做实验，那么学历史

的，是否也能够做实验呢？这门课对此做了肯定的回答。

因为是实验性质，所以不重在讲，而重在练习[11]。 
更有学者认为陈垣先生“早年学医，后来又发表过

众多有关医学方面的文章，掌握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

与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对他从事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无

疑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他把史源学课 成‘史源学实

习’课，就是将学习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的

学习之证。”[12] 

三、陈垣弟子对史源学的亲身体会

耐人寻味的是，陈垣先生的弟子们在回顾自己的学

术生涯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陈垣先生在大学为他们

设的史源学课，并交口称赞这门课让他们终身受益。

不仅使他们从这门课中掌握探寻史源的基本功，为他们

一生树立了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为他们日后在文史学

界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不少弟子从自己亲身体会

中，对这门课的 设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誉。

为了说明问题，在这里我不厌其烦地一一举出陈垣

弟子们对史源学的评价和感受，以飨读者和研究者：

（一）来新夏

史源学的创立，尤见陈垣老师的卓识。这是陈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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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创立的新学科。它一则训练初学者治学要谨严缜密，

征引史料要探本寻源，对被忽视的史源要提倡开发。如

对《册府元龟》的史源价值便重予评价。陈垣老师还躬

身实践，亲自撰写范文，使后学对考求史源，从无本可

依到有本可据。二则陈垣老师不满足于已有史料范围而

力求扩大史源。他提出为一般学者所忽视的笔记之整理，

他开发佛教的应用，而使“初学习此，不啻得一新园地

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13]。 
（二）刘乃和

尤其值得提到的是，他（指陈垣先生——笔者）教

课不仅教给学生知识，而且注意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

他曾创设过一门选修课“史源学实习”，办法是以一种史

学名著为底本，一一追寻其史源，考订其讹误，以练习

同学的读史能力。鼓励同学自己动手查书、找材料、作

文章，每隔一星期做练习一次，课卷他总是仔细批改圈

阅，从作业的内容到字句，从作法好坏到材料正误，无

不在课卷上详细注明，课卷上有眉批、有总批，俾便同

学得以遵循，经过这样的严格训练，同学进步提高很快，

而且对读书、查书、考证、写作都发生了兴趣[14]。 
刘乃和先生本人就是“史源学实习”课的受益者，

其学术成就和治学之道，都能看到“史源学”对她的影

响。她曾在自己的小传中写道：

做研究生时，指导教师陈垣命写《三国演义史徵》

论文，实即作“史源学”实习工作。演义中，凡史书文

献上有记载的，皆寻其本源，核其同异。后乃至历史文

献学研究，对目录、版本、校勘有所注意。[15] 
（三）牟润孙

先师教学生做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寻求史源，如

果研究唐以前的历史，学生引了《资治通鉴》，他一定要

问为什么不引正史，是否只见于《资治通鉴》而正史中

没有？或者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引用《南北史》而

不检对八书，他一定不通过。即使研究唐史，引《通鉴》

而不检寻两《唐书》及别的书，又不说明那段材料确不

见于两《唐书》、《唐会要》、《唐大诏令》、《册府元龟》

等书，也不能通过。先师曾多次讲《廿二史札记》，要学

生们用正史去核对，结果找出不少引书之误。先师盛赞

冯桂芬的《说文段注考证》，认为冯氏能追根寻源，核对

原书，找出段玉裁引书无心之误，以及段氏有意的改古

书以就已说之谬，认为冯氏之作，大可为考证史源的人

作示范之用。……他从不空谈史学方法，只教人追寻史

源，比对史书，其用意即在于使学生通过实践去了解治

历史的各种途径和方法[16]。 
牟润孙先生也运用了陈垣先生史源学方法来教授自

己的学生，效果颇佳。他说：

我学了先师的方法，以正史与《通鉴》相比对，不

仅了解了《通鉴》的史源，更进一步认识清楚司马温公

如何剪裁史料，如何安排史料，如何组织成书，同时也

了解了他的史料取舍标准。我之能窥见涑水史学之堂奥，

实在是基于陈先生的启发。我运用先师的方法，在台湾、

香港教了若干学生，有些人因而进入史学之门。他们的

成就纵有高低不同，甚或他们不提个人治学渊源于励耘

书屋，而他们之受援庵先师影响，则是无法涂饰或擦掉

的[17]。 
（四）李瑚

史源学是陈先生首先开创的学科，根寻史源是考证

的重要环节之一。如果对前人著作或资料加以审订，必

须查出它们的根据，然后才能稽考史事，订正讹误。如

陈先生所说：“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密，

亦无由知其致误之原。”为了对学生进行考证方法的训

练，特开“史源学实习”这门课。在他的家书中说：‘关

于汝所担任功课，我想《鲒　亭集》可以开。不管用什

么名目，但以此书为一底本，加以研诵及讲授，于教者

学者均有裨益’。我已试验两年，课名是“史源学实习”，

即以此书为实习……抄好后即自点句，将文中人名、故

事、出处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隔一星期将所考

出者缀拾为文，如《某某文考释》或《书某某文后》等

等。如是则可以知谢山（全祖望被学者称为谢山先生—

—笔者）文组织之方法及美恶……“学者（习）时可正

其谬误，则将来自己作文精细也。”正是指此事。从陈先

生讲授这门课和平时的谈话来看，陈先生是非常重视探

本寻源的工作的。他把那种随便抄录几条资料，对所研

究的问题，并不“沿流溯源，究其首尾”的作法，叫做

“无本之学”。从这种无本之学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

可信的。针对这种情况，陈先生在讲课中常提到他的两

句名言，即“竭泽而渔”和“打破砂锅问到底”[18]。 
李瑚先生是得到陈垣先生《史源学实习》亲授的学

生之一，他回忆陈先生是怎样给他们上这门课的：

在“史源学实习”中使用的课本，也曾多次换过，

如《二十二史札记》、《鲒　亭集》和《日知录》等。我

学习的那年是用《日知录》。陈先生教课时，一方面讲授

考史方法，一方面叫我们写文章练习。他常说：“我是陪

你们读书的。”确实如此。在讲《史源学实习》时，他和

我们一样，查《日知录》史源；出题目练习写作时，他

也要先考证出结果来。这时他所出的题目有：“《日知录》

考证法”、“述月来检书之兴趣”、“《日知录》引唐割属东

川六州制考”、“《日知录》卷八停年格条注引辛王叔考”、

“《日知录》九部刺史条唐置采访使原委”、“《日知录》九

封驳条唐故事考”、“读《日知录》卷十漕程条考”、“《周

书·韦孝宽传》百里种五树解”、“《日知录》十四像设条

注引汉文翁成都石室设孔子像考”等。题目有大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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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得可深可浅[19]。 
李瑚先生从“史源学实习”这门课中体尝到了它的

意义，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

写这些考证文章，是很有兴趣的事。如在《日知录》

卷八停年格条，顾炎武注中说：“辛王叔为吏部尚书上

言，……书奏不报”。考之史传，并无辛王叔之名。《通考》

和《通典》的记载是：“薛淑为吏部郎中上言”，惟《通

志》作薛王叔。《通鉴》作：“洛阳令代人薛王叔上书”。《北

齐书》与《北史》均有薛王叔传，《北史》作吏部郎中，

《北齐书》作吏部尚书。实际上，当时的吏部尚书是崔亮。

于是知《日知录》中的辛王叔为薛王叔之误（淑又为王叔之

误），吏部尚书为吏部郎中之误（洛阳令亦误）。除了《北

史》和《通志》以外，几种书，有的错了姓名，有的错

了官职，《日知录》则把姓名和官职都弄错了。如果不是

这样寻根追源，怎么能发现这些错误呢？这样就逐渐引

起了学生们的兴趣[20]。 
（五）赵守俨

我认为，这门课程除陈垣校长已指出的作用外，还

兼有下列效果：①通过史料溯源，顺着前代学者的足迹

踏查一遍，可以了解前辈治学所走的道路和运用史料的

方法。②逐渐培养学生做研究工作的兴趣。③锻炼思维

的逻辑性、条理性，学会怎样写考据文章。任何理论观

点都不能不结合历史实际，都脱离不了翔实准确的史料

依据。因此，史料的考证毫无疑问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

作[21]。 
（六）赵光贤

先生教我们读《日知录》，逐条查出处，起初不知用

意何在。心想有的出自正史，何必逐条查呢?查出处就是

考证法吗？后来慢慢体会出来，查出处正是作考证工作

的最起码的基本功，没有这个基本训练，就谈不上考证。

从《日知录》（用其他的书也可以）里找材料的出处，首

先可以接触到平常不易接触到的材料。比如方志，除非

是找什么地方的材料，一般是不会去读方志的。方志里

究竟有什么东西，不知道。只有在查出处时会查到方志。

然后才会知道方志有些什么，将来在研究什么问题时就

会知道去到方志里找材料。古代引用材料或发什么议论，

也不能保证必不出错。如果对某书不熟悉，只有查对原

书才能发觉其错误。先生有一次在课堂上说：王西庄（王

鸣盛字——笔者）好骂人，但他著书往往开口便错。例

如《十七史商榷》开卷第一条就有四个错误（后来先生

写过一篇批评《十七史商榷》的短文，载一九四六年十

月《大公报》《文史周刊》第一期）。先生曾给本科学生

开过‘史源学实习’一课，教同学普遍把《二十二史札

记》查对一次，并写出校记，发现错误不少。这两部书

为读史的入门书，名气不小，尚有错误，何况其他？当

然对同学们不可能要求每读一本书，必须对其中所用材

料一一查对原书，但他们应该懂得，书上的东西不是条

条都没有错误的，有疑问时就要查书，怕麻烦是不行

的。……我感到遗憾的是，像我这样亲受业于先生之门

的人，自己下的工夫既不深，没有作出成绩，更未能将

薪火传给下一代，真是太愧对先生了[22]！ 
（七）史树青

先生讲授的“史源学实习”，是历史系三、四年级及

研究所史学组研究生的选修课，每周二小时，隔年开课

一次。每逢开课，都有很多学生听讲。此课的讲授方法

有时是以清代史学家全祖望《鲒　亭集》为课本，每周

选讲文章一篇，讲前各生需手抄原文，自行标点断句，

并找出文章的史料来源，逐条考证，然后由先生主持课

堂讨论。各生每次考证原稿，交先生批改，下周上课发

还。先生对各生标点的原文和考证的文字，一一认真修

改。通过修改，对学生研究历史以及撰写论文的方法都

有很大帮助[23]。 
仅从以上陈垣先生 7 位弟子对史源学课的亲身体会

和赞誉，我们就可以看出，这门课为他们一生的学术成

就树立良好学风，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四、值得深思的问题

研究历史，寻考史源应该是首要问题。因为不少史

料在长期流传中，经过辗转传抄，自然会出现疏漏讹误。

因此，寻求 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就相当重要。应该说，

在陈垣先生之前，人们也重视探求史源，认识到探求史

源的重要意义，故有寻求史源之举，但却无上升至理论，

总结其方法，传授给学生的探寻史源之学。史源学的是

陈垣先生在总结前人重视史源的优良传统基础上，首先

提出的一门新学科。这是陈垣先生对历史学，特别是历

史文献学的又一重大贡献。

陈垣先生 设史源学课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一

是历史学毕竟是一门实证性科学。因此在治史中，对史

料史实的来龙去脉认真搜寻考证，特别是对原始的第一

手资料要下苦功夫来探求。惟其如此，治史者就必须甘

于寂寞，淡泊名利，挨得住寒窗岁月，要有“衣带渐宽

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精神才行。二是历史科学

固然需要理性思考和理论提升，但应该明确：翔实、精

确、可靠的史料则是理论抽象的基础，是理论抽象的支

撑。三是培养学术人才应重在培养能力和端正学风，而

史源学的 大特点就在于此。

然而不能不说，近几十年来，史学界以论代史、厚

今薄古之遗风仍在起作用，特别是近年来史学界急功近

利、浮躁空疏的不良学风更有越演越烈之势。一些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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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工夫读原文原作，仅满足二手、三手资料，拾人牙慧，

走所谓“捷径”。更有甚者，不认真寻考史料史实来源，

在真伪未辨，是非不明、史实不清的情况下就匆忙下结

论，忙于“填补空白”，忙于争当“第一”，忙于抢占“前

沿”。有的没有充足的，令人信服的真凭实据，就大言不

惭地声称要为某事件“改写历史”，制造轰动效应，急不

可待要为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翻案。无怪著名学者，

陈垣先生的学生赵光贤为此感慨万端，他说：

建国以来，在大学历史系里有几个学生受过这样（指

史源学——笔者）的基本功的训练呢？现今学生往往高

谈理论，鄙夷考证工作微不足道，写出文章，空话连篇，

或东抄西抄，错误百出，他们的水平能提高吗？”[24] 
设史源学课的教师，不但要博学多识，对古文古

史、对目录、考据、版本、辨伪、辑佚、校勘、传注等

要有深厚功底，而且对学生还要有言传身教的精神和耐

心。陈垣先生的史源学，其 大特点就是把治学方法与

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他亲自撰写范文，在《陈垣史

源学杂文》中所收考寻史源之文 30 篇，其中 22 篇就是

他在教授此课时亲自撰写的范文。在范文中，他“指出

前人史学著作的疏谬及造成疏谬的原因，用实例告诉学

生在掌握和运用史料中应使用的方法及注意的问题”。[25]

而对于学生的每篇作业，他都要详细批改。正如刘乃和

所亲见：“课卷他总是仔细批改圈阅，从作业的内容到字

句，从作法好坏到材料正误，无不在课卷上详细注明，课

卷上有眉批，有总批，俾便同学得以遵循。”试想一下，

能对学生下如此大的功夫和精力的教师，今天能有多少？

五、结语

史源学是一门启迪思维、锻炼动手能力、训练基本

功，将学与思，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树立严谨学风的

一门学科。当然，今天我们不一定要完全照搬当年陈垣

先生 设史源学课的全套做法，但如何继承和发扬，如

何推陈出新，应该是历史文献学教学与科研应该重视探

讨的问题。

何况，历史文献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无论是版本学、

目录学、校勘学、还是辨伪学、辑佚学、传注学，不仅

其学科原理和相关知识，都可成为寻考史源的重要工具

和方法，而更重要的，这些分支学科本身，都有一个寻

考史源的需要，但却又不能完全代替史源学。因此，史

源学应该成为历史文献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26]。 
当前，在高校历史系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中，

还不太可能将史源学作为一门课程单独 设，但如何把

史源学的精蕴融入到历史文献学课程中去，以提高学生

的动手能力和树立良好学风，则应是改善历史文献学的

知识构架，提高教学质量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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