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说：“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

这一点对我们读书治学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其实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学问的进步也主要体现在这两

个方面，“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

解”②。党史研究者也不例外。因为我们作一篇文章或论著，不仅要靠片段的“精勤的功力”，而且还要靠

全面的“综合的理解”。否则，单有精勤的搜集、精密的考证，而没有综合理解，不能融会贯通，对于中共

党史来说，它也只是零碎的推敲，不能算是有系统的研究。事实上，近年来党史研究中，一些不实甚至错

误结论的产生，也的确是由于误读史料而造成的。这表明掌握解读史料的方法十分重要。有鉴于此，本

文试图针对这个问题作一探讨，以为党史研究者提供参考。

一、一般方法

一般说来，人的正确认识总是要经历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指

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

作者简介：周良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10087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高校党的建设历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9ZDA012） 阶段性成果。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3页。
②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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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解读史料是历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功。党史研究者不仅要学会运用“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等一般方法，而且还需把握以下三种特殊方法。一是“历史钩

沉法”，即重新寻出业已沉没的史实；二是“剥茧抽丝法”，即通过一层层剥茧，一根根抽丝，以发

掘史料的意义；三是“通盘联络法”，即将同类分散的史料联络起来，以显现其意义。除此之外，

还应关注史料生成的特殊背景。因为只有将史料置于特定“语境”中，才能理解它的确切含义；

同时掌握必要的“社会常识”也至关重要，否则很难从史料中获得准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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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①。这里说的虽是马克思主

义认识论的一般原理，但同样也是我们在解读史料中所要遵循的重要方法。

第一，“去粗取精”。就历史研究而言，史料是形成问题、提炼观点、建构解释的基本素材，但在我们

所搜集的史料中，最后被作为“证据”使用的材料，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司马光在作《资治通鉴》前，先

写一个长编，据说他的底稿，就曾堆满十九间屋。他要是把十九间屋的底稿全印出来，一定不会有人看。

所以如何由十九间屋的底稿做成长编，然后再由长编做成后来的《资治通鉴》，就有一个材料取舍的问

题。梁启超说：“普通有一种毛病，就是多多的搜集资料，不肯割爱。但欲有好的著作，却非割爱不可。

我们要去其渣滓，留其菁华。”②

可见，解读史料首先要学会“去粗取精”。在一组同类的材料中，我们要选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

材料，而那些与主题关系不大或全然无关的材料，无论它本身如何珍贵，都必须舍弃。此外，我们还应关

注两种情况：一是材料虽然典型，但是独一无二。对此，我们需谨慎使用。因为“孤证”不能成其为“证

据”，“只有根据大量的相同事例才能得出结论”③。二是材料虽然丰富，但是自相矛盾。对此，我们也不

可一意孤行。因为不同的记载，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若是单用其中一种，容易产生片面性。郑天挺说：

“对于记载矛盾的材料，则应有交代。交代材料对不对和自己取舍的理由。要多闻阙疑，择善而从。”④

第二，“去伪存真”。这既是考证史料的基本要求，也是解读史料的必要方法。但“解读”与“考证”毕

竟不同。一般说来，考证史料的真伪，只是完成任务的一半，还有一半则属于解读工作，如分析作伪者的

动机，以及真伪之间的内部联系，等等。梁启超说：“伪事与伪书异，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事也。事

之伪者与误者又异，误者无意失误，伪者有意虚构也”⑤。比如，陈公博、张国焘、王明等一些党史人物的

回忆录，一般被视为“伪书”，但其中也不乏“真事”；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般被视为“真书”，但其中也

有不实记载。例如书中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边界的茶陵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

政府选举出来了。主席是杜修经。”⑥但杜修经证实，他当时并未做过苏维埃主席一事。⑦

因此，“去伪存真”也需辩证分析，加以区别对待。尤其是那些被证明是“伪书”的党史材料，也要努力

发掘它的史料价值。陈寅恪说：“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

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

为一真材料矣。”⑧陈氏此论，可为我们在更高层次上运用“去伪存真”方法来解读党史资料打开方便之门。

第三，“由此及彼”。即由这一现象联系到那一现象，这种方法要求我们不能孤立地看一种史料，而

应把一类史料联系起来做全面考察。正如梁启超指出的，在人类的史迹中，“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时代之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1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华书局，2015年，第248页。
③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97页。
④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学史入门》，中华书局，1988年，第9页。
⑤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华书局，2015年，第113页。
⑥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42～143页。
⑦ 杜修经说：“实际上没有那回事……我没当过苏维埃主席，也不知道是毛泽东同志说错了，还是斯诺访问时记错

了。”参见杜修经：《征集资料编写党史必须实事求是》，《党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⑧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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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①。但历史的记录却往往杂

乱无章，有时甚至是“一孔之见”。因此，只有深入到史实的内部，才能把那些杂乱无章的记载和“一孔之

见”的观察勾连起来。否则，我们得到的将永远是知识的碎片，而不是整体的历史。

在党史研究中，运用“由此及彼”方法解读史料，关键是要找出不同史料间的相同点、联系点和差异

点。找出相同点，可以通过不同史料互相印证，来增强我们认识问题的准确性；找出联系点，可以帮助我们

理解史事演化的过程，以及历史的各个侧面；找出差异点，则可以提示我们更深入地研究问题。比如，关于

陈独秀的生年，起初大家的说法就不一致。1979年版《辞海》中的“陈独秀”辞条说是 1880年，1980年版

《周恩来选集》上卷和1981年版《刘少奇选集》上卷也持这一说法。②而1980年出版的《后期的陈独秀及其

文章选编》一书则说是“一八七九年阴历八月生”③。后来研究者查阅《陈氏宗谱》，才知其生于清光绪五年

（1879年），这也与1937年陈独秀写的《实庵自传》说法一致。④这样陈独秀的确切生年才真相大白。

第四，“由表及里”。即从现象看本质，要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捉住其内部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毛泽东说：“我们看事物必须要看它的实质，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

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⑤就历史研究而言，运用“由表及里”的方法，就是要从众多资料中抽

出历史理论来。但这种工作只有借助逻辑思辨力，并在辩证法的指导下才能完成。对此，翦伯赞曾有过

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最初，是把各组史料加以提炼，由一千条史料中抽出一百条，一百条中抽出十

条，十条中抽出一条，这一条，就是一千条史料中提炼出来的精髓。再把这一条史料的精髓放在科学高

温之下加以蒸发便汽化为历史原理。”⑥

在人类发展史上，达尔文就做过类似的工作。梁启超说：“达尔文养鸽莳果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

结果不过诒吾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大字而已。然而试思十九世纪学界中，若少却此八个大

字，则其情状为何如者？”⑦而在中共党史上，邓小平也做过这样的工作。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

它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⑧

二、特殊方法

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学固然要遵循认识论的一般原理，但也需有自己的“门规戒律”。否则在人

类的知识谱系中，它便失去了单独存在的必要。也就是说，“历史学家有权利并且有义务，以他自己的科

学所固有的方法来下决心去追求在那门科学的过程中向他所呈现的各个问题的正确答案”⑨。而这种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华书局，2015年，第184页。
② 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70条注释和《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14条注释。但在 1984年出版《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0条注释和1985年出版《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18条注释中，已将陈独秀的生年改为1879年。

③ 张永通、刘传学编：《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前言第1页。
④《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557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9页。
⑥ 翦伯赞：《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上海《中华论坛》第2卷第3期，1946年10月1日。
⑦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华书局，2015年，第86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126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⑨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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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的方法”，也体现在史家对历史资料的解读上，其目的就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

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①。因此，就党史研究而言，我们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和方法论。除此之外，还应当重点把握以下三种方法。

第一，“历史钩沉法”，即重新寻出业已沉没的史实。

许多史实，我们若不尽早将它钩起来，及时问个明白，便永远石沉大海了。比如，在中共党史上，萧

三曾留下许多珍贵史料。他写了几十本日记，从延安时期起就写，日记里有许多重要的事情，有些地方

他用了一些符号，也有一些别人认不清的字。后来胡耀邦批示，成立了一个班子，先将符号和认不清的

字搞清楚。可惜这个班子成立不久，萧三就去世了，而这些符号和认不清的字，别人就很难搞清楚了。②

但“历史钩沉法”也不同于一般的史实考证，它更类似于胡适所说的“实验的方法”。其实质是依据

新问题，查找新证据。对此，胡适也有一段精彩论述。他说：旧方法好比法官判案，坐在堂上静听双方律

师的证词，然后提笔宣判：某方证据不充足，败诉了；某方证据充足，胜诉了。其职责只在评判现成的证

据，但不能跳出现成的证据之外。而新方法则如同福尔摩斯访案：他必须改装微行，出外探险，造出种种

机会来，使当事人不能不呈献真凭实据。③

比如，1949年云南金平县发生过一次暴动，但关于它的日期却有两种观点，一说是建国以前，一说

是建国以后。最初查到一份证据支持后一种观点，这就是金平一名地下党员当年写的报告，说明暴动时

间是 10月 15日。但持前一观点的人并不认可，因为这名地下党员没有参加暴动，日期不可靠。有人回

忆暴动当晚县里有个张姓人家孩子满月（其实是满周岁），并有地下党员前往参加酒会，时间是 11月 15
日。经过继续找线索，发现一个镇长是在暴动这天被杀的。而研究者又在旧档案中查到一份镇长签发

的公文表格，时间是 11月 8日，上面还有镇长盖的印章，证明在 11月 8日以前他并没有死。究竟是哪一

天，他们又找到镇长的墓碑，记载其死于农历九月二十五日，即公历 1949年 11月 15日。④由此可见，只

有通过这种福尔摩斯式的“访案”，才能寻得多条线索证实，这次暴动的确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第二，“剥茧抽丝法”，即通过一层层剥茧，一根根抽丝，以发掘史料的意义。

首先是“剥茧”。在这个环节中，一定要摒弃已有的成见。倘若发现前人记载有误，我们不但不可盲

从，而且应当改正。其实，在党史资料中，这种不实记载也在所难免。比如，讲成功，好像就没有失误；讲

错误，好像就没有成绩；讲英雄，好像就没有缺点；讲坏人，好像一直就是坏；或是根据“需要”，伴随政治

气候的变化，任意拔高或贬低。先是“任性”地评判，然后又“任性”地翻案，这样只会使党史学蒙上一层

反复无常的外表。对此，我们是需要引以为戒的。事实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还是

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 30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

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⑤“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

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
② 刘汝宁：《关于党史资料工作的几个问题》，《北京党史》1986年第1期。
③ 胡适：《读书与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68～269页。
④ 刘汝宁：《关于党史资料工作的几个问题》，《北京党史》1986年第1期。
⑤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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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①这是中共对待历史的态度，它也应当成为我们解读史料所要坚持的立场。

但是说来易做来难。因为在精密的考证以外，我们还需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善于怀疑的

精神。坚信所有人都要接受历史的裁判，所以他们的“证词”也只是一种陈述，不能理所当然地成为“证

据”。二是要有放下主观臆断的勇气。正如朱子所说：学者观书，“大概病在执着，不肯放下。正如听讼：

先有主张乙底意思，便只寻甲底不是，先有主张甲底意思，便只见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说，徐徐观

之，方能辩其曲直”②。

其次是“抽丝”。在这个环节中，一定要摒弃思维的定式。尤其对一些史家向来不大关注的材料，我

们不但不可忽视，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它。因为一个时代也如同一个人，并不愿把自己及祖先的隐私全部

抖搂出来。好在有他们无意中留下的遗迹，还可以填补历史的一些空白。我们若无视这类“遗迹”，那么

当把目光转向过去之时，就难免会成为当时的偏见、禁忌和短视的牺牲品。③

一般说来，在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往往只有一种声音的记录，而另一种历史的回声却被淹没。

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强势话语下，张闻天却写出 8万多字的“肇庆文稿”，我们当然不能忽视那个时代的

这种另类“记录”。④除此之外，还有一类“遗迹”也值得关注。比如，“大跃进”中关于“放卫星”以及“粮食

亩产万斤”的报道，它虽不能用来研究中国经济史，但对于考察政治史和新闻史，却有很重要的史料价

值。因此，只要懂得“剥茧抽丝”，我们就会发现对过去的了解，要比它本身愿意告诉我们的更多。

第三，“通盘联络法”，即将同类分散的史料联络起来，以显现其意义。

许多史实在散落零乱时看不出它们的价值，但一经联络，意义便极其重大。比如，在 1928年 1月到

1930年 8月间，上海郊区一共发生六次农民暴动。若分开来看似乎没有意义，但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问

题。因为有五次省委没有批评，只有第四次遭到省委批评了，而且还特别严厉。但是比较起来，这一次

既不是“左”得最厉害的，也不是损失最惨重的，为什么上级只对它作严厉批评呢？于是再分析六次暴动

的时间和背景。前三次发生在第一次“左”倾错误时，本是由省委部署的，所以不会批评；而后两次是贯

彻“立三路线”的，所以也没批评。只有第四次发生在第一次“左”倾错误纠正后，“立三路线”尚未形成

时，因此才受到省委的严厉批评。这样一类比分析，对于我们研究中共党史意义就很大了。

运用这一方法，我们要忠于史实，切不可如文学家那样，作“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刻意安排。当

然，也许史料在联络关系上，有时显得并不十分紧密，但只要它们性质相同，这个方法也能成立。比如，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提及 1918年 5月的一次学生运动，说：“由四个代表捧着请愿书，恭而且敬的求见

总统。我们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

做甚么。”⑤这则史料初一看似无意义，但若与 1919年的五四运动联络起来，就有意义了。因为前者是传

统的，类似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而后者是现代的。倘若再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还会发现它的新意

①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②《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85～186页。
③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50页。
④“肇庆文稿”包括《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

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学习笔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4篇文稿。它是研究“文革史”和中共思想
史的重要史料，但尚未引起党史学界的足够重视。

⑤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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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因为这一现代的运动方式一直延续到 1949年，而就在中共宣告胜利的前夜，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却

突然停止。①这恰好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共在学生运动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三、语境分析

解读史料，除运用上述方法以外，我们还需考虑史料生成的特殊背景。可以说，一切史料都是历史

的产物，都打上了“占主要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印记，并背负着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包

袱’”②。因此，只有将史料置于“历史”和“史学”的双重语境中，才能理解它的确切含义。

首先，要从特定的“历史”语境来解读史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应

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③。这一点对于我们解读党史资料尤为重要。因为当史

料以文本或实物的形式留传下来时，实际上就已离开了它所产生时的“语境”。所以，解读史料的一项重

要工作，就是要从“现在”回到“过去”，重现历史的“场景”，重构历史的“话语”，这尤其表现在对书信和日

记一类史料的解读中。因为它们往往夹杂着隐语，甚至还有许多暗指和曲笔，有些内容只有接受方能意

会，其隐含之义外人无从知晓。因此解读这类材料，必须事先深入了解当事人的经历或习惯，以及通信

人之间的关系或交往等背景知识，否则就只能像看天书一样。

在党史资料中，上述情况也很突出。前文提及的萧三日记便是一例。有时，甚至中央文件都是如

此。比如，1924年 9月，中共中央制定一个党内文件，叫《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关于民

校工作合作办法》。我们若脱离历史的“语境”，就不理解“民校”所指何物。其实，当时正处国共合作期

间，“民校”指的就是“国民党”。因为在中共话语中，“国民党是C.Y.（青年团）的预备学校，C.Y.是C.P.（共

产党）的预备学校”④。所以在革命团体内，它以国民党为第一级，称之“民校”；以青年团为第二级，称之

“中学”；以共产党为第三级，称之“大学”或“西校”。这一方面是由于党所处的特殊环境，对文件和称谓

必须“加密”处理；另一方面也因为党本出身于学校，当时还保留着浓郁的“学生”气息。⑤

离开历史“语境”，不仅不能正确解读史料，有时还会产生误会。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查出许多“假

党员”，这当然是有人别有用心，但也不排除人们认识上的原因，就是用现在的眼光看过去，如认为因在

特殊历史条件下没写入党志愿书的是“假党员”，一个人介绍的是“假党员”，年龄不够十八岁入党的也是

“假党员”。凡是不符合后来框框的都是“假党员”。⑥这也再次表明，解读史料一定要从历史条件出发，

不能脱离当时的“语境”。否则，史料不仅立不好、立不准，而且还有可能成为服务现实的虚假“证据”。

其次，要从特定的“史学”语境来解读史料。我们知道，“历史事实从来不会‘纯粹地’呈现在我们面

① 周良书：《中共高校党建史（1921-1949）》，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7页。
② [苏]茹科夫：《历史方法论大纲》，王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07页。
③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④《上海法界部委对中央扩大会议决议案的意见书》（1926年 8月 29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宣

传部组织部等文件）1925－1927》，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64页。
⑤ 据李一氓回忆，当时整个中共都还很“学生气”。党员之间互称为“大学同学”，而把团员称作“中学同学”；就连中

共中央通告的正文前，其称呼也不是“同志们”，而是“各级同学们”；而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时，则称“转发大
学讲义某某号”。参见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6页。

⑥ 刘汝宁：《关于党史资料工作的几个问题》，《北京党史》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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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它们“通常是通过记录者的心灵折射出来的”。①这如同司法审判时不会原封不动地照录被审者所

说的话，法庭的书记员甚至当场就开始整理口述的内容，使之符合语法结构，并删去一些在他看来过于

粗俗的话。②不过在这个环节上，史料尚可大体保留自己的“原生态”。但当法庭总结陈词时，“书记员”

还必须依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格式，对他的“记录”作重新加工。这时，史料就会因这种“规定格式”而失去

它的“原生态”。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书记员”，他们都会按既定格式来整理历史资料。对此，后代史家

难免会有所“抱怨”。比如，早期史书会收纳天文学和数学的基本知识，但往往强调现在很难站得住脚的

主张；史书中对无数贞洁妇女的描述，只会对研究特殊层面的社会历史学家有意义；史书中的词汇、参考

书目和时间表呈现的是古代中国学者特别形态的有条不紊。对后世史家来说，这些材料只适合参考，不

能研读，甚至有“相当部分的页数应该撕掉”。③

任何时代都有其特殊性，有些观念在当时很普遍，但在今天看来却很特殊，这是由于我们已不再具

有类似的思想了。因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要重构历史的“观念”，并在特定的“史学”语境中，打捞那

些已经被他们“格式化”的内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的成功之处，并不在于倾听前人告诉我们

什么，而在于问出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否则，我们就只能局限在前人规定的范围内，做他们希望我们

做的事。

后之观今也犹如今之视昔。我们也许没有意识到，现代的观念和禁忌，习以为常的见解乃至世俗的

偏见，都会侵入我们的大脑，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绝不像自以为是的那样毫无成见。20世纪 30年代，

历史家蒋廷黻写作《中国近代史大纲》，最后一节题为“蒋总裁贯彻总理的遗训”，不免让人联想到他身上

的“包袱”；而近 60年后重印这本书时，则以此节“所论有失公允”为由，毫不留情地予以删去。④已经写

成的史书尚且如此，那么在写作中依据现实需要来取舍和诠释，就更不足为怪了。⑤

从特定“语境”解读史料，我们还需掌握一些必要的“社会常识”，否则也难以从中获得准确信息。比

如，一些地名的古今称谓，这是我们考察党史人物活动、阅读中共文件特别是电文时需要掌握的知识；中

共早期人物常以字号代名 且彼此称兄道弟，不像后来以“同志”相谓。如果缺乏这方面知识，就无法确

知党史资料中所提到的人和事。此外，一些社会风俗，我们也要有所了解。比如，旧社会有句俗语：“穷

不离卦摊，富不离药罐，不贫不富，不离当铺。”因为卦摊、药店和当铺是社会上常见的，所以中共党员在

革命年代，常以卦摊、药店和当铺作为掩护。研究者如果缺乏这些知识，就无法“重现”一些党史事件的

历史“场景”。总之，解读史料，我们要学会“穿越”，习惯于超越时空的往来穿行。正如翦伯赞指出：“不

钻进史料中去，不能研究历史；从史料中跑不出来，也不算懂得历史。”⑥

责任编辑：毛殊凡

① [英]卡尔：《历史学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4页。
②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21页。
③ [美]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张逸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62页。
④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其删节情况，参见“本书出版说明”。
⑤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07页。
⑥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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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urden of Proof in Self-defense Cases
He Jiahong, Liang Ying

Abstract: In cases relating to the claim of self-defense, the facts for proof are often with some ambigui-
ty. Therefore the judges are facing the difficulty in finding the facts, and even resulted in divergent results in
similar case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difficulty in judicial proof,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allocation rules
for the burden of proof in self-defense, and it is a good choice to reverse the burden of proof. Specifically
speaking, when the defendant makes a self-defense claim against the prosecutor's charge of intentional inju-
ry, etc., the defendant shall bear the initial burden of proof, and then, the prosecutor shall bear the burden of
proof against the defendant's self-defense claim. If the judge finds that the facts are not clear, he or she shall
make a judgment for the defendant's self-defense.

Keywords: self-defense; factual claim; burden of proof; standard of proof

The Legislative Limitation of Abstract Dangerous Crime in Criminal Law
Jiang Tao, Bai Xuechun

Abstract: Abstract dangerous crimes have shown an increasing trend in the criminal law of various coun-
tries, which not only controls social risks and protects legal interests, but also brings some legal risks. On the
one hand, it brings doctrinal problems in the criminal law, including the lack of standards for decriminaliza-
tion, how to apply the law when the criminal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aw overlap, and the absence of subjec-
tive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crimes. Moreover, it will lead to the unjust punishment, such as questioning the
functional validity of abstract dangerous crime itself, the viola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by over criminaliza-
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strumentalism of criminal law and so on. Facing the positive trend of criminal
legislation, legislato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limitation path of abstract dangerous crime.

Keywords: abstract dangerous crime; limited legislation; social risk; illegal type; instrumentalism of
criminal law

Methods of Interpreting the Historical Data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ou Liangshu

Abstract: Interpreting historical data is a basic skill in historical research. Researchers should not only
learn to use general methods such as "remove the rough and extract the essence", "remove the false and save
the truth", "from this to the other", and "from the outside to the inside", but also to grasp the following three
special methods. The first is the "exploring method", the second is the "stripping method", and the third is
"contacting method". In addition, 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special background of historical data
generation. This is because historical materials can reflect their exact meaning only when they are placed in a
specific "contex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master the necessary "social common sense", oth-
erwise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obtain accurate information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s.

Keywords: history of the CPC; historical data; interpretation method

The Evolution of Intraparty Request and Report System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 Qi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Party has made a lot of good explora-

tion in the request and report system in the Party and state power system. With the start of reform and open-
ing up, the intraparty request and report system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perfected.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has made clearer and standardized the intraparty request and report system of major issues and mat-
ters. Now we have a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system of request and report.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
cance to have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of intraparty request and repo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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