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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研究历史: 历史研究的根本价值取向
周一平，钱崇君

( 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树立为人民研究历史的理想，站在人民立场上以人民为中心研究历史，这应是历史研究工作者的一种内心的自觉，一

种时时肩负的责任。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内在规律决定了必须这样去做，历史研究才能实现科学性、客观性，才能被人民认可、
接受，被社会、被历史认可、接受。为人民写历史，应该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角、以人民为主题，应该建设人民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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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上讲话强调，“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1］。
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民( 群众) 史观，是中共一切从

人民利益出发、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

人民的根本政治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

认识路线，在工作导向上的体现。这里所说的“工作”，
包含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历史研究工作。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专门针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强调，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

学问的理想”［2］。这是直接对哲学社会科学包含历史

研究工作提出了前进方向、实践坐标和价值取向。以

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做学问，为人民研究历史，这应是

历史研究最根本的永恒价值取向。
对于历史研究工作者来说，树立为人民研究历史

的理想，站在人民立场上以人民为中心研究历史，这不

应由他人来提醒，不应是一种他律，应是历史研究工作

者一走上治史道路就应有的一种内心的自觉及良知，

一种时时事事肩负的责任及使命。历史研究的基本原

则、内在规律决定了必须这样做，历史研究者及其研究

才能被人民认可、接受，亦即被社会、被历史认可、接
受。拙文《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中立问题》(《河北学刊》
2007 年第 5 期)、《关于撰写人民史的几点思考》(《南

开学报》2014 年第 4 期) 对以上问题已略有涉及，如今

又有了更深、更新的认识，申论如下。

一

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内在规律是求真求信，真实

地反映、描( 记) 述、论述历史，实现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一种科学的理论

和方法，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学) 者

的主张，也被西方马克思主义( 学) 者及一些非马克思

主义( 学) 者认同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指

导历史研究，有助于实现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而历史

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

( 群众) 史观———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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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 赞成与反对》中表示，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

前景，必须向马克思求教，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 2016 年 5 月 19 日《人民日报》)。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 赞成

与反对》一书中还指出，马克思的贡献是:“他发现了隐藏在历史表象之下的、之前未被发现的深层次现实。”“马克思首创的是一种考察模式，用以研究

隐蔽的真实。”“我认为，我们不仅要以批判和质疑的态度，而且要以肯定和认同的态度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因为，我与让
－保罗·萨特一样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必要的’哲学。我的意思是它为我们生活的历史和社会难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加拿大学者

杰拉德·柯亨( 在美国、英国任教) 是西方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其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一个辩护》用某些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和

概念分析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原理作了新的严密论证，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是一种“功能的解释”，从而维护了生产力的首要性、经济的

首要性。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也赞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其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对十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一予以批驳。



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力量，或者说是根本动

力。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

本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

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但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

量是掌握和发展生产工具的人，是人民。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①，其中决定性的因素也是掌握和发展科学

技术的人，是人民。无论是社会生产，还是代表历史发

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变革，其主体都是人民。正是作为

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力量的人民，创造了人类社会

文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正是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

的人民的社会革命、社会改革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

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新陈代谢、科

学技术新陈代谢、生产关系新陈代谢、社会新陈代谢都

是通过创新实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新认识、新发

展。而人民的需要、追求是创新的原动力，人民是创新

的实践者，是创新的主体，人民是创新的根本推动力

量。完整地说，人民的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人民是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主体、根本力量，是

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根本力量。在社会历史发展长

河中，人民是永恒的主体性力量。在以往、现今、未来

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个历史时代、每一个社会领域

中、每一种社会活动中，人民永远是主体性力量。这是

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一切社会发展问题、认识和掌握社

会发展规律的基本立足点及出发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有发展规律和方向的。

而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方

向是一致的。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就是社会发展的内驱

力，人民的利益、追求、意志、活动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

趋势，体现着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发展规律从本质上

说就是人民的活动规律。
以上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也是人民史观的基本

原则、原理，已被历史及其经验证实是正确、科学的。
历史研究只有与以上原则、原理相一致、相近，即与人

民史观相一致、相近，或者说用人民史观指导历史研

究，才能实现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反之，历史研究与

以上原则、原理不相一致，或相悖，不反映或反对反映

人民的生产实践、科学实践、创新实践，不反映或反对

反映人民的革命和改革，不反映或反对反映人民的活

动规律、历史发展方向，即与人民史观、与历史唯物主

义背道而驰，就会脱离科学性，或者说就难以体现科

学性。
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史观与研究历史，必须有以

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必须有为人民研究历史的理

念，必须站在人民立场上研究历史，这是有内在联系

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要做到、做好为人民研究

历史，就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就须以人民为

中心用人民史观研究历史。否则，不以人民为中心，

不用人民史观记述、论述历史，而以英雄为中心，用英

雄史观记述、论述历史，就走向为英雄研究历史，就不

可能做到更不用说做好为人民研究历史，就难以实现

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历史研究没有科学性，就会被历

史科学、历史学界淘汰，更不用说会被人民和历史淘

汰了。

二

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内在规律要求客观地反映、
描( 记) 述、论述历史，呈现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历史研

究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科学性是一致的、相辅相成的。
为人民研究历史，站在人民立场上研究历史，有助

于实现历史研究的客观性。
“人民”，有抽象和具体之分。抽象地看，可以是各

种不同时间、空间人民的总汇，是各种不同民族、不同

国家、不同社会等人民的总汇。可以指全世界人民，可

以指历史长河中有人类以来各个社会形态、各个历史

时期的人民及今后、将来社会的人民。抽象的人民无

国家之分、无民族之分、无阶级之分、无党派之分、无宗

教之分、无意识形态之分，无历史、现实、未来之分。这

就决定了为人民研究历史，可以是不为一小部分人研

究历史，不为一个时段人研究历史，而是为整个历史的

人民、为整个世界的人民研究历史。这也决定了为人

民研究历史，可以是不为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个阶

级、某个党派、某种意识形态、某种宗教等研究历史，即

淡化了或没有国家色彩、民族色彩、阶级色彩、党派色

彩、意识形态色彩、宗教色彩等，比较客观②。
人民立场是科学、正确的政治立场，也是科学、正

确的学术立场。站在人民立场上研究历史，就是站在

整个历史、整个世界的人民立场上研究历史，可以是不

站在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个阶级、某个党派、某种意

识形态、某种宗教的立场上研究历史，可以是没有时

间、空间限制的超越现实的立场，是“历史审判”型的立

场，即淡化了或没有国家色彩、民族色彩、阶级色彩、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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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国学者威廉姆·肖主张用“技术决定论”取代生产力决定论( 详见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 ，这是不妥当的。
即便是“技术”的力量重要，决定“技术”发展的力量是什么呢? 是人，是人民。

中国在外文事务、经济事务中已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写这些历史及与这些历史相关的历史，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已是必然。



派色彩、意识形态色彩、宗教色彩等，比较客观。立场，

以时间维度为标准，可分为历时性与共时性两类; 以空

间维度为基准，可分为整体性与局部性两类; 以价值维

度为标准，可分为中立与偏倚两类。故人民立场可归

于共时性、整体性、中立性立场，或曰客观性立场。
为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上，必然涉及利益、思想

理论。代表一部分人利益，代表一部分思想理论，站在

一部分人利益、一部分思想理论立场上，无论是这一部

分人利益、这一部分思想理论，还是那一部分人利益、
那一部分思想理论，就难以中立、客观。而代表人民利

益，站在人民立场上，就避免了只代表某一部分人利

益，避免了只代表某一部分思想理论，或者说可代表所

有人的利益及思想理论，应该说它是较为客观、中立

的。这在某些方面可表述为类似于法律的客观、中立。
站在整个历史、整个世界人民的立场上，为整个历

史、整个世界人民研究历史，才能克服历史研究中的相

对主义。西方学者认为，历史的真实性源自于不同认

识主体之间的认同。认同若是局限在不同主体各自隶

属的小范围内部，相对主义便不可避免。所以，不断寻

求更大范围的主体间性认同，正是一种克服相对主义

的不懈努力［3］。即小范围内的认同，只具有相对的真

实性，而要克服相对主义，就必须追求更大范围的认

同。而整个历史、整个世界人民的认同是最大主体间

性的认同，就可以克服相对性，实现客观的真实性。
如果不为人民研究历史，不站在人民立场上研究

历史，仅为某一部分人研究历史，或仅站在某一部分人

的立场上研究历史，或许可以实现相对的真实性，但很

难实现客观的真实性。历史研究没有客观的真实性，

迟早也会被历史学科、历史学界淘汰，更不用说会被人

民、被历史淘汰了。

三

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内在规律，即研究什么，不

研究什么，这么研究，不那么研究，与历史研究成果的

价值、优劣、是非评判密切相关。被评判肯定的研究成

果，指示了此路可走; 被评判否定的研究成果，告诫研

究者此路不通。评判具有导向性作用。
历史及其研究成果的价值、优劣、是非，由谁评判?

一时一事的评判可能会是多元的、多主体的，但最终是

由人民评判，由人民决定存汰。进化论者说“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社会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进化何尝

不是如此? 这个“天择”，就是人民的选择，被人民选择

了的，才能“生存”。
从真理观来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真理来自于实

践，在实践中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

实践，是什么样的实践? 是什么人的实践? 我们说，这

个实践绝不是少数人的实践，或一部分人的实践，而是

人民的实践。完整地说，真理来自于人民的实践，在人

民的实践中发展，人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因而，检验真理须站在实践的、人民的立场上。也就是

说，是不是真理，须由实践和人民检验。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人民是创造真理、发展真理的主体，是检验真理

的主体及终裁者。换言之，人民也是评价历史事件、历
史人物，评判历史研究成果的价值主体及终裁者。离

开人民的立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就会出现偏

差，即使流行于一时，最终会被人民和历史所纠正。比

如，“文化大革命”史及其研究，从“文化大革命”时期被

肯定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否定;“文化大革命”人

物及其研究，有的从“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肯定到“文化

大革命”结束后被否定，有的从“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否

定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肯定，这是怎么决定的?

谁决定的? 是一部分人及其意志决定的吗? 不是。是

人民及人民的意志决定的，是人民作出的裁判。历史

会作出最终的裁判，那就是人民作出的最终裁判。俗

话说“要经得起历史检验”，“要经得起时间检验”，实质

上就是要经得起人民检验。在历史中，在社会中，在政

治中，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

背，人民的选择是决定性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及历史研

究中，人民的选择也是决定性的。
从评判标准来说，用什么样的评判标准，由谁来定

评判标准，这是评判的关键，对评判起导向作用。不同

人定的标准，会不一样，用不同的标准来评判，会有不

同的结果。人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

的选择是决定性的，这决定了由人民来定标准，用人民

定的标准来评判，是决定性的，其他的标准及评判，都

不具备决定性。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主题曲唱道: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一语中的，道出

人民心中会定出标准来评判天地间的是非，所以说，人

民心中的标准才是决定性的。
那么，人民评判是非的标准是什么? 扼要地说，就

是人民利益。符合人民利益的，人民会认同、肯定，不

符合人民利益的，人民会反对、否定。“一切从人民的

利益出发”，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去研究，

去工作，去努力，就会得到人民的认同、肯定。
历史研究及其成果，是学术精品还是学术垃圾，是

传世之作还是被淘汰，最终是由人民评判、决定。而要

得到人民认同，被人民肯定，就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最

高位置，站在人民立场上，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研究

历史，反映、表达人民的意志、愿望、心声、诉求，符合和

维护人民利益。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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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和纠正什么①。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不朽说: 立德、
立功、立言。只有为人民、为人民利益立德、立功、立
言，才能真正实践、实现三不朽，即被人民肯定、传扬。

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人民群众的口碑”，这形象

地说明了评判是非的主体及终裁者是谁，道出了评判

应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评判导向，才能实现评判的客观、
科学。有人说“史家面前无定论”［4］，而笔者认为“人民

面前必有定论”。
还有一个问题，也应有清醒的认识: 评判的客观、

科学，也与主体间性密切相关。整个历史、整个世界人

民的认同，才能作出决定性的客观、科学的评判。比如

一项研究成果，在一个地区被认为是有原创性的、有价

值的，但在世界范围内，可能会被定为无原创性、无价

值，那它就不是原创性的成果，就是无价值的。

四

如何才能做到并做好为人民研究历史，有不少理

论与实际的问题须把握和处理好。
一要全面理解、解决为谁写历史、代表谁写历史、

写给谁看的问题。为人民写历史，就要代表人民写历

史，写给人民看，而不是为少数人或某一部分人写历

史，不是代表少数人或某一部分人写历史，不是写给少

数人或某一部分人看。中国人写历史，不应只是代表

中国人、写给中国人看，而应代表全世界人民、写给全

世界人民看，即“面向世界”。当代人写历史，不应只是

代表当代人、写给当代人看，而应代表子孙万代、写给

子孙万代看，即“面向未来”( 钱大昕治史已有这样的意

识:“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廿二史考异·
序》)。写历史绝不可仅追求让少数人或某一部分人认

同、满意，而要追求全体人民( 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全体

人民) 认同、满意。中共一贯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应是为人、做事、治学的基本准则，只有全心全

意为人民写历史、代表人民写历史，才能赢得人民的认

同、满意。有了以上意识和信念，毫不动摇，就能从历

史唯物主义出发，解放思想，迎难而上，敢于打破道道

藩篱、冲破种种禁区，为历史研究填补空白，实现突破

和创新———拿出人民欢迎的学术精品，传世精品。如

此，方能出人才，出受人民欢迎、拥护的专家、大师。
二要正确解决写什么，写谁的问题。人民是历史

的主人和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力量、根本

动力，写历史应以人民为中心、为主角、为主题。应该

写或者说聚焦人民是怎么创造历史，怎么推动历史发

展; 聚焦人民的生产实践、科学实践、创新实践、革命和

改革; 聚焦人民的活动规律、人民主导的历史发展方向

和发展规律; 聚焦人民在各种实践中创造的知识、智
慧、经验、理论; 聚焦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

方面诉求; 聚焦、解答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在各种实践

中提出的，以及关注的各类问题; 聚焦、论述与中国人

民、世界人民息息相关、时时关注的各种事和人……这

些记述、论述都应是具体、详细、生动的，而不是空洞、
点缀、一笔带过的。概括起来说，就是用人民史观以人

民为中心写具体实在的人民史。不是用英雄史观以英

雄为中心写英雄史，不是写或者说聚焦英雄及其实践、
活动、思想。在中国，英雄史的书很多，人民史的书很

少，被外国学者频频批评: 澳大利亚罗惠敏( 一作“骆惠

敏”) 批评说:“有关清朝末年的革命家、思想家，你们已

有了不少研究，但对当时老百姓在想些什么，却触及甚

少”［5］。美国 S．C．皮尔森说，不明白为什么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历史研究不注意研究“人民”的历史、“人民”
的思想［6］。有中国学者也指出:“整个毛泽东时代是一

部群众运动史，然而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几乎看不到

‘群众’，充其量‘群众’只是一个朦胧的布景。举例说，

从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到包产到户，

60 多年间，中国农村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变革，无不

关涉几亿农民的命运。然而，很少有人从农民的角度

来研究农村变革，所得出的结论也就缺乏解释力。”［7］

一个以唯物史观、人民史观为意识形态主导的国度，写

历史很少写人民群众，人民史的书难产，这是不正常

的，实应引起警觉，进行深刻反思②。
“接地气”，是当前的流行语。对于历史研究来说，

即接底气，接底层，接最广大的人民层，与人民情相亲，

心相通，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想人民所想，研究人民所

研究，说人民所说，吐人民心声，发人民诉求，即以人民

为中心、为主角、为主题研究历史。
三要着力解决用什么话语写，即建设什么样的话

语体系问题。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多次谈到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希望不断增

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说服力、感染力、影响力，提升

国际学术话语权。
话语，是言语，是言语方式，是社会人沟通的工具，

是思想和著作、文章传播的工具。话语，总有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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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

么。政治的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历史研究的前途命运也取决于人心向背。也要防范和纠正人民群众所反对、痛恨的。参见新华网，2017 年 10 月

18 日。
关于写中国人民史之书难产的反思，可参见拙文《关于撰写人民史的几点思考》(《南开学报》2014 年第 4 期)。



是一种社会语境。一个人的书，要让另一人愿意读，读

得懂，读得进，读了说好、点赞，就必须有相同或相近的

话语体系作基础。为人民写历史，写历史给人民看，要

让人民看得懂，看得进，看了说好、点赞，就必须有与人

民相同或相近的话语体系作基础。要让世界人民知道

“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

的中国”、“爱好和平与友谊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

献的中国”，中国人民就必须与世界人民有相同或相近

的话语体系作基础。总之，为人民写历史，就要建设人

民的话语体系，建设最大主体间性的人民话语体系。
建设人民的话语体系，首先要使话语让中国人民

听得懂，听得进，乐于接受，让中国人民感到亲切。话

语体系要有说服力、感染力、影响力，必须首先要有亲

和力。特别是要让中国的人民大众乐于接受，而不是

仅仅让中国精英分子乐于接受。而且一些很西化的话

语，不仅在中国即使在外国也并非是大众化的，中国精

英分子津津乐道的，人民大众听不懂，不感兴趣，难以

接受，那就不可取①。要以人民大众为中心建设话语体

系，不能脱离人民大众建设话语体系。要把各种话语

体系综合到人民大众话语体系并完善之。
同时要考虑让世界人民听得懂，听得进，乐于接

受，感到亲切。为此，要善于提炼、创建让世界人民乐

于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话语。以往在中

国极“左”年代的太意识形态化的话语，大批判式的、走
极端式的、非此即彼式的、你死我活的、僵化的、机械的

话语，动辄“资本主义的”、“反动的”……中国人民都根

本不愿也听不进，世界人民就更听不进，更会反感，必

须避免。毛泽东在 1950 年代就已反对用词过于夸

大②。如果世界人民反感的，你津津乐道; 世界人民朗

朗上口的，你反感，这就难以建设中国与世界人民相同

或相近的话语体系，也难以建设中国有说服力、感染

力、影响力的话语体系，难以提升国际话语权，难以改

变“说了传不开”的窘境。努力把中华民族的话语体系

综合到世界各民族话语体系并完善之，这是全球化发

展的必然趋势。
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

不断磨合; 也不会是一劳永逸，而是不断迎合人民的需

要，顺应时代、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努力

实现话语自信，这是理论自信必须的。
总之，要做到并做好为人民研究历史，还有不少重

大的理论问题须要探讨、解决。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凭

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客观、科学解决、处理好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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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history for the people is the fundamental
value orientatio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ZHOU Yi－ping，SHI Lin－feng
( School of Marxism，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9，China)

Abstract: Set up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ideal for the people，standing on the position of the people centered on
people＇s studying history，should be a historical research workers of an inner consciousness and a shoulder re-
sponsibility．The basic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inherent law decided to have to do this，historical re-
search to realize scientific and objective，can be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by the people，accepted by society，

recognized by the history．For the people to write history，should be centered on the people，based on people，

with the people as the theme． Shoul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people．
Key Words: study of history for the people; a few question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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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很强调文件必须通俗易懂，批评有的中央文件，“最大的缺点是不通俗，只好将来再修改”。详见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册，第

475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毛泽东强调:“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 也是逻辑问

题)。废话应当尽量除去。”详见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册，第 109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