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院 考据学在中国科学发展中
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钥 由此给中国近代
科学带来了哪些变化 袁 这些变化的深
层原因是什么 钥

艾尔曼院 考据学是一种很有意思
的现象袁它要求利用文献分析问题 遥在
经典研究的问题上 袁 考据学对证据的
要求很严遥考据学也重视天文学 尧算学
等袁将之列入研究范围之内 袁认为这可
以辅助经学研究 袁 这一点与程朱观念
有所不同遥明末清初袁西方传教士给中
国带来了西方天文学 袁 也丰富了考据
学的素材遥

考据学对很多领域都产生了重大

影响遥例如袁当李时珍发现很多关于中
药材的资料十分混乱甚至有很多是错

误的袁于是就重新整理出版了叶本草纲
目曳遥 很多人与李时珍的想法相似 袁面
对中医的很多资料如 叶黄帝内经 曳尧
叶伤寒论曳等袁都发现它们存在一些版
本尧 来历上的问题袁 如发现 叶黄帝内
经曳是汉朝写的医书袁并不是出自黄帝
之手遥 我认为袁18 世纪佛教尧道教提倡
整理自己的宗教经典袁 也是受了考据
学的影响遥迄今为止袁还没有人很好地
了解考据学与佛学尧道学之间的关系袁
我想他们之间是相关的袁 因为这是那
个时代的潮流袁 不仅是儒学自身的一
种现象遥

考据学可以说是一种方法上的革

命遥人们用这个方法来整理资料袁追溯
以前的思想遥 考据学最初的出发点和
后来的结果不一样袁 学者本来是希望
借此来恢复经典材料的真面目袁 但是
从宋朝追溯到汉朝袁汉朝追溯到周朝袁
最终追溯到哪里钥 圣人吗钥 问题是袁圣
人就是圣人尧叶五经曳就是叶五经曳吗钥大
家想恢复历史真面目袁 但这一目的真
的能实现吗钥考据学分析是要复古袁后
来到了 19尧20 世纪态度不一样了袁不
是复古而是疑古了遥从复古到疑古袁在
内容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袁 但是从方法
上是延续的遥中国的顾颉刚等学者袁虽
然是近代的知识分子尧历史学家袁但他
们受考据思想的影响很大 遥 我们要了
解袁18 世纪的考据学是为了复古而非
疑古袁但问题是结果出乎意料袁他们没
有预料到袁 用他们的方法发现经不再
是经袁圣人不再是圣人遥这一点我们现
在用野后见之明冶是可以理解的袁但他
们当时并不理解遥

记者院刚才您提到了西方传教士 袁
很多学者认为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 袁
带来了近代西方科学 袁 这对中国近代
科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遥 但是从您
的上面对考据学的看法可以看出 袁您
是提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近代科

学发展这个问题 袁 把中国近代科学发
展史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 袁 认为考据

学的兴起尧研究方法的革新 袁是中国近
代科学发展的真正原动力 袁 而西方近
代科学对其影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袁
是一个催化剂 遥

艾尔曼院 对袁 科学在中国自古有
之袁 后来受到西方影响并与西方科学
结合起来遥西方的自然科学袁中国人解
读为格物致知袁 认为西方人的格致与
中国人的格致是一样的遥 那个时候西
方传教士是天主教的袁 他们的知识还
不是近代科学袁而是用 12 世纪的希腊
哲学来分析一些问题遥 例如他们有四
元性的看法袁 用四元性来分析一些现
象袁这与中国的五行说有相似之处袁因
此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中西科学体系

是可以协调的遥中国人认为金尧火是可
靠的袁西方人则认为水比较重要袁对此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学术争辩遥当然袁我
们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争论袁知
道他们其实都错了遥 但是我们要看到
的是两者之间的沟通袁 他们探讨的不
是近代科学而是当代科学袁 他们的教
训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科学遥 我们现
在对科学的定义袁 可能会在 100 年或
者 200 年后被再次否定 袁 每个时代都
有其局限性遥

天主教传教士之所以提倡与天文

学尧医学有关系的新学问袁是因为他们
知道这些知识在中国会受到欢迎遥 他
们也曾到过其他的一些地方如日本袁
发现那里的人对这些知识不感兴趣 遥
于是他们就想把这些知识教给中国

人袁以便赢得他们的尊敬袁为传教活动
创造便利遥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战略遥虽
然传教士认为中国人对五行尧阴阳尧无
极和太极的看法是不对的 袁 但是他们
也认为袁为了与中国人交流尧沟通袁就
要和他们辩论袁 并向他们传授西方的
自然科学遥 所以当时西学与中学之 间
并不缺乏沟通遥 当时西方在政治军事
方面并不强大袁 所以这种学术上的沟
通是非常必要的遥 如果西方人不和中
国人讨论尧争辩袁这些传教士就会被赶
走袁这与 19 世纪完全不一样遥 因此可
以说袁面对最先传到中国的西方科学袁
中国是可以说不的袁 是有选择要或不
要的自由的遥

19 世纪袁这一状况被改变了袁那时
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是在工业革命

之后袁当时的西学已是另一种西学遥而
18 世纪耶稣会士与中国讨论的东西并
不是现代科学袁 而是近代的自然学 遥
当时西方也还没有科学 袁他们称作
野 scientia 冶 袁 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综合的产物 遥 中国人翻译成格致 袁
认为这与中国的传统一样 袁 是对
野理 冶的认识 遥 因此 袁耶稣会士与中
国人的沟通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很有

意义的事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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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窑艾尔曼简介 院
本杰明窑艾尔曼渊Benjamin Elman 冤现为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系双聘教
授袁同时还担任普林斯顿东亚研究项目主任 袁
主要教学及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思想文化史

渊1000要1900冤尧 中 国 科 学 史 渊1600要
1930冤尧 中 华帝 国 晚期 教 育 史 渊1600要
1850冤等遥他的主要著作有 院叶从理学到朴学 院
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 曳
渊

冤渊1984曰
1990曰2001冤曰叶经学尧政治和宗教 院中华帝国
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 曳 渊

冤渊1990冤曰
叶晚清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 曳渊

冤渊2000冤曰叶自我主
张院 中国的科学 袁1550要1900曳渊

,
冤渊2005冤曰叶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 曳渊

冤渊2006冤袁该书中文版于今
年 8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遥 艾尔曼教授
还与他人合著了一本世界史教科书 叶分分合
合 曳 渊

冤渊2008冤袁并编辑了一部在线的中国经
典文献工具书录渊Classical Historiog 鄄
raphy for Chinese History 渊网址为院
http://www.princeton.edu/-class 鄄
bib/right.htm) 遥

记者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袁中国科举考试
制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制度中妨碍

进步的一种袁您是否赞同这种解读钥
艾尔曼院 虽然中国的科举制度在 1905 年

被废除了袁这种传统却以另一种方式被传承下
来遥 如今各个国家普遍设立考试制度袁这是从
以前的中国科举制度转变而来的遥尽管其内容
改变了袁但它的技术尧方法和规制都被延续了
下来遥 从这个方面看袁我不赞同科举制度是落
后的这种观点 袁我认为它是进步的袁只是到了
清朝末年袁 大家都把它与清政府联系在一起袁
因为清政府是腐败的袁所以与之有关的东西都
要废除遥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袁在科举考试被废
除后袁考试制度还是得到了继承袁如孙中山时
期的考试院袁 实际上是把科举制度现代化了遥
以科举为主的考试制度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

的遥 我们要多了解其作用袁并给出它一个新的
评论袁而不是全盘否定袁认定它没有价值遥

中国在隋唐时期就开创性地设立了科举

制度袁当时考点仅设在洛阳和长安袁所有的考
生袁 不论贵族和平民都要去首都参加考试曰在
宋朝袁考点的分布范围扩大到各省曰到了明朝袁
又进一步扩大到每个县袁 当时中国共有 1500
个县设有考点曰到了清朝袁科举考试已经非常
有影响力了遥 所以说袁科举考试长期以来一直
在发展遥 中国在很早就开始通过考试广纳人
才袁这用英文说是非常野precocious 冶渊较早具备
某种能力的冤的袁中国之外的学者们也很清楚
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遥

记者院您认为中国科举考试最大的积极意
义是什么钥

艾尔曼院 科举考试的目的是选拔人才袁为

政府筛选出最优秀的人来担任官职遥但是到了
宋明时期袁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袁即参加考试的
人数太多袁最后被选上的人非常少袁后来甚至
有 90%以上的考生会被淘汰遥一个淘汰率如此
之高的制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袁因为大部分参
加考试的人都失败了袁这事实上说明了其制度
本身也是失败的遥

然而袁 我们也不能这么简单地看这一问
题遥 因为这一制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袁虽然这
些人才最后能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的为数不多袁
但是客观上却在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遥参加
科举考试的人懂语言尧懂古文袁能读会写袁虽然
很多人最终不能做官袁但是还可以有很多其他
的选择遥 比如李时珍成了著名的中医袁还有人
当了教师袁甚至还有很多人否认当初是为了科
举而学习袁最终研习佛学袁皈依佛门袁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遥即使在元朝没有科举考试的时
期袁他们依然可以写戏剧和小说袁在文学方面
有所成就遥

记者院也就是说袁社会向这些人传递了这
么一个信息院 即虽然参加科举考试失败了袁但
还有很多其他出路袁 因此这些人的自由度尧活
动空间和选择范围也就变得相当大遥科举时代
参加考试的人数占社会总人数的比重有多大钥

艾尔曼院明朝的考生总共大概有 200 万袁到
了清朝增长了约一倍袁达 400 万左右遥虽然就全
国总人数而言还是少数袁但如果与其他国家比
起来袁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了遥 在这
些考生中袁明朝总共有 25000 人中了进士袁清朝
考中进士的人数与明朝差不多遥 最后被选中的
不超过候选人数的 5%袁其他 95%以上都要另谋
出路袁这是很有意思的 遥

中国的科举制度是有价值的

考据学
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引擎

记者院总体上袁科学在科举制度中
占有什么地位钥

艾尔曼院 科举制度的内容是不断
变化的遥宋朝时候袁虽然它是以程朱思
想为主袁但仍有很多算学方面的东西遥
但是到了明朝袁 在策论里面有很多内
容与数学天文学等有关遥为什么呢钥因
为到明朝末年发现日历不对袁 差了一
两天袁这样吉凶就都不准了袁所以从策
论中我们发现科举制度还是保留了

自然科学的一些问题 遥 这在清朝被
延续下来了 遥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洋务运动时期 袁科举制度开始受到
西方的影响 袁这时是可以把科学的
内容放在科举考试里面的遥 到了义
和团运动之后 袁即 1901 年后 袁科举
制度又有了很大的改革袁甚至可以说
义和团前后的科目发生了很大改变袁
此后科目新增了很多格致学方面的内

容遥因此袁科目要是能被进一步改革的
话袁科学不但会被放进去袁还会占很大

比重遥
1901 年到 1904 年的科举有很多

问题是与国家尧世界政治有关的袁最后
才是叶四书曳尧叶五经曳的问题袁这时的科
举已经被改良了袁但是太晚了袁那时大
家觉得要全部废除遥 后来上海有格致
书院袁其考试都与科学有关遥当时有很
多人在江南制造局工作袁 他们利用格
致书院的考试袁 通过文章比赛等写一
些科学方面的东西袁 这些清朝末年的
人中有很多在后来影响了学术界遥 但
从总体上来说袁 科学在科举里处于二
流尧三流的地位袁是不受重视甚至被边
缘化的袁 虽然到了清朝末年忽然发生
了很大改观袁但为时已晚遥历史的潮流
发展到这个阶段袁已经无可扭转遥我认
为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对的袁但
是革命家希望利用这一潮流袁 改革一
切东西袁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遥革命的
逻辑压倒了改良的方案袁 这是当时历
史的必然遥

记者院 谈到中西文化的碰撞 袁明
清之际的 野西学中源 冶提出的背景
是什么钥

艾尔曼院野西学中源冶是指袁有很多
东西是从汉唐传到西域去的袁如火药尧
指南针和造纸术都是通过阿拉伯传到

西方袁 但西方人却不知道这些东西是
从中国来的遥后来耶稣会士来到中国袁
中国人发现他们带来的很多东西是中

国很早就有的袁只是以前没有注意遥于
是一些中国人提出袁 可以把他们再次
恢复起来遥比如钱大昕尧戴震他们看了
传教士的数学袁 发现这与中国的天文
书等有关系遥 他们这种野恢复以前的冶
提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遥

另一方面袁 当新生事物来到一个
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袁 必然面临一
个问题院 中国人会接受吗钥 那么通过
野西学中源冶袁接受起来就相对容易了遥
中国人需要改革袁 但是通过直接否认
自己来学习西方的这条路径是走不通

的袁因此通过承认西方是进步的袁但源
头来自中国袁 这种迂回的方式可以使
改革的阻力变小遥 所以这个说法自明
朝末年到乾隆时期一直很流行遥 到 19
世纪末袁这种说法被日益放大袁最后变
成什么都是源于中国了遥 野democracy 冶
渊民主冤是从叶周礼曳来的袁野赛先生冶和
微积分也来自中国遥 到了中日甲午战
争之后袁人们开始觉得中国的野西学中
源冶是没有道理的袁认为中国自己什么
都没有袁什么都是西方的 袁这时观点发
生了巨大的转变遥 中日甲午战争是个
转折点袁之前很多人持有野西学中源冶
的观念袁但之后的革命家尧改良家就开
始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袁 一概否定
中国文化袁认为中国从政治尧经济到文
化什么都不如西方 遥 野西学中源冶的出
现及变化都有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

景袁 反映了中国的自信心以及后来这
种自信心在遭受列强挫败之后突然丧

失的历史过程遥

考据学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原动力

科学在科举考试中不占重要地位

野西学中源冶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时代特征

记者院 结合您对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研
究袁您对当前的公务员考试有何看法钥

艾尔曼院 很多人都认为考试是一种好办
法袁这是一种新的选举方式遥 我个人不太喜欢
考试袁我自己上的课也不实行考试袁而是让学
生写文章遥我觉得考试是一种制度尧一种技术遥
为什么需要考试钥 因为参加的人太多袁必须要
有一种选拔机制袁 至于选拔的结果是否正确袁
这是另外的问题遥 在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中袁
选出来的人也不一定是最好的袁甚至可能是没
有用的袁而真正好的人却没有被选上遥 所以批
判的态度很重要遥

中国科举考试的历史很长袁里面的经验也
很丰富袁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教训 遥 美国有人
觉得大学入学考试不好 袁认为写一篇文章
即可 袁那么这种文章是八股文吗 钥 如果一
个人考上了 袁其他人是不是要模仿他的文
章钥 是不是大家都要写一样的钥 这样是不
是成了新的八股文钥 所有这些都不是新问
题 遥 还有 袁考官作出评判也不容易 袁有 10

个学生可以用考试来判断 袁 那 1000 个 尧
10000 个学生呢钥

科举在技术上非常值得称道袁虽然它不一
定完善袁 但是在选拔人才的时候需要这个制
度遥 而在教课的时候我认为不需要考试袁因为
这不是培养人才的最好方式袁考试是把人才都
当做对手袁 结果考得好的人不一定是聪明的
人袁只是他们更了解考试遥 比如有些中国人考
GRE 考得比我好袁但是他们到了美国袁在实际
学习过程中却不行遥 这就是考试制度的问题袁
中国人在历史上就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遥再比
如袁 美国发现很多出身贫穷的孩子学习不好袁
究其原因袁有家庭经济状况尧文化差异和社会
平等等因素遥 这一点袁中国人在明朝初期就已
经发现了袁他们发现北方人考试成绩没有南方
人好袁 于是就采取了配额的办法袁40%的名额
给北方人袁60%的给南方人遥 在这些方面袁中国
人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遥考试是一个国际性的
问题袁现在的考试是当代的选举制度袁但同时
也有局限性遥

记者院在清朝袁科举制度的重要性有多大袁
它是否是士人做官的唯一途径钥

艾尔曼院不是这样的遥清朝重兴科举制度袁
是基于对元明两朝历史经验的总结遥元朝统治
者一开始不愿意恢复科举袁 一直到 1313 年后
才慢慢恢复袁但规模很小遥 他们认为汉人不可
靠袁汉人可以在地方做官袁但是不需要一个全
国性的选拔制度遥 我们看一下数据就很清楚袁
元末之前 100 多年的时间里袁进士人数一共才
1100 名左右袁 而宋朝一共有 39000 名左右袁后
来明朝与清朝也各有约 25000 名进士遥到了明
朝袁汉人又恢复了科举袁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挑
选人才做官的制度很重要遥

清朝吸取了元朝和明朝的历史经验遥满洲
人认为元朝之所以没有成功尧 统治时间比较
短袁主要是由于没有和汉人合作袁汉人没有很
好地参与到国家事务中来遥 1645 年满洲人入
主中原后袁 立即继承了明朝的科举考试制度袁
他们支持与汉族合作这种观点遥 但同时袁他们
还有翻译考试袁既有满文翻译成汉文的袁也有
汉文翻译成满文的袁虽然规模不大遥

但是袁清朝最上层的官员不是通过科举入
仕的袁他们是通过宗族或者军功这些渠道遥 满
洲人自己不一定通过科举途径做官袁但是对这
一制度本身袁他们是非常支持的袁他们赞同汉
人一起参与统治遥

记者院您认为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与明清
时期的科举考试存在传承上的割裂吗钥

艾尔曼院科举考试不是一成不变的袁其考
试科目一直在变化遥 在宋朝以前袁隋唐时期考
试科目偏重诗赋袁可以写经义袁但是还是文学
比较多袁以文为主遥到了宋朝袁开始看重其他科
目袁以经义为主袁认为文章不应该只注重文学
性袁而更应注重经义遥在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袁
科举制度暂时被取消了袁到了 14尧15 世纪才又
恢复起来遥到了明朝袁考试开始要写八股文袁离
开了诗赋遥 考官认为士子们要做官袁其最好的
学问应该与叶四书曳尧叶五经曳有关袁要与道德学
有关袁这才是主要的遥士子们还是喜欢诗赋袁但
诗赋不再被列入科举科目中遥 到了乾隆时期袁
虽然依然考八股文袁但是开始恢复诗赋袁乾隆
中叶袁一方面要考叶四书曳尧叶五经曳袁但律诗也
成为考试的内容之一遥

此外袁科举不仅仅只考诗赋或经义袁策论
一直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袁 它与政治有关袁涉
及具体的问题如财政尧经世等遥 策论考试形式
可以追溯到汉朝袁叶汉书曳记载袁当时皇帝问了
董仲舒一些问题袁虽然这些问题没有用笔和纸
以文字的形式写下来袁只是口头问答袁但这实
际上就是策论遥这种考试形式在隋唐宋明清都
有袁在科举考试第三场中举行遥通过这些策论袁
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一些具体现象和问题遥如
章清先生与他的学生发现清朝末年的策论里

有关于对待历史态度的问题袁 里面有很多争
辩院历史是什么袁春秋是榜样吗钥还是以其他什
么作为榜样呢钥 等等遥 策论被很多研究者忽略

了袁一提科举就是八股文或者诗赋袁实际策论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遥

记者院您刚才谈到袁策论是在第三场考试
中出现的袁然而袁大家往往注重第一场袁对第
二尧第三场则不那么看重遥

艾尔曼院但问题是袁什么时候开始忽略它
的钥宋明时期袁第三场是很重要的 袁大家最后判
断第一尧二名袁主要看其策论写得好不好遥到了
清朝袁尤其是 18 世纪袁由于考生人数太多袁考
生觉得考官对策论这些文章看不过来袁而主要
看八股尧律诗这些内容袁因为它们简短袁而且以
八股和律诗来判定名次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第三
场才逐渐被忽略了遥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
看袁在汉朝的口试中以及历朝历代在首都的考
试中袁策论都是很重要的 遥宋明清都有策论袁它
是科举考试一直没有被取消的标准科目遥现在
大家发现袁科举考试的内容很丰富袁不仅仅是
八股文遥 虽然正如你所说袁清朝时策论被忽略
了袁但是一直到明朝末年袁策论还是很受重视
的袁当时考生的答卷有 4000 字左右的篇幅袁而
考官也看得非常仔细袁有很详细的评论遥

记者院您说科举考试科目从隋唐偏重文学
到后来逐渐改变袁到了乾隆中叶后又开始恢复
诗赋遥 这一系列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钥

艾尔曼院这个很难说袁一方面袁满洲人对诗
赋感兴趣曰另一方面袁从技术的角度看袁八股文
和律诗写的字不多袁这样考官容易批阅遥 还有
一点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袁清人认为宋朝以前
的隋唐诗赋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 袁提出要恢复
以前的文字袁即诗赋遥

激励人才的中国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在变化中不断丰富

科举并非唯一的入仕途径

当代的考试制度是一种新的选举方式

中国科举制度尧 考据学和近代科学发展史是海外汉学研究的
重要领域袁艾尔曼教授主张应该从文化史尧政治史和社会史综合的
角度来研究这类领域袁 他的这一研究主张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和关
注遥艾尔曼教授曾在代表作叶晚清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曳一书中袁叙
述了科举制度从创立到终止的历程袁 是西方研究中国历史上科举
制度的力作遥在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科学问题时袁艾尔曼教授避开了

通常描述现代科学兴起过程时常有的 野欧洲中心论 野袁 把 1600要
1900 年的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作为一个 连贯的整体袁 并分析了西
学进入中国所经历的传入尧调和与融合三个阶段袁详细记述了中国
近代科学的兴衰变迁遥

艾尔曼教授近日在复旦大学访问授课袁 本报记者赴上海对他
进行了专访遥 要要要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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