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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由小见大，由微知著，这是田余庆先生的典型风

格。故他的文章，罕见浮辞空论，以精炼见长。是所谓“牖中窥日”、“得其英华”，

暗合着魏晋史学的简约崇尚。 
 
  2015 年到来之前，田余庆先生溘然长逝。亲友为之悲痛，同仁、学生和读

者表达了深切哀思。一直到临终的前夜，年届九十的田先生仍保持着温厚含蓄的

风度、清晰的思维和体察情感的能力。生理的老迈，未曾磨损其生命的品质与尊

严。其史学成就和富有特色的治学风格，赢得了赞佩敬仰。当然学者术业各有专

攻，对田先生的评价肯定见仁见智、取其所需；而读者口味各异，也将乐山乐水、

各有所好。作为田先生的学生，此时只是就一己之所得，向一般读者择要略述先

生的成就，以及对我个人研究教学的启迪。写作时仍带哀思，笔下难免感情色彩，

希望没有溢美之辞，因为那不合于田先生一贯的淡泊品格。 
 
  《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初版）一书，被视为田余庆先生

的代表作。此书以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为研究对象。秦汉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主要是功臣、外戚、宦官、儒生、文吏等。而至魏晋南北朝，中国政治史出现了

一个重大变迁，一个被称为“士族门阀”的阶层崛起了。对这个阶层的政治权势、

经济基础、文化特征，对其在汉唐间的兴衰，以往中国学者如陈寅恪、周一良、

唐长孺等，以及日本、西方的相关学者，提供了各种论述。田先生的这部新著，

又获得了较大推进。 
 
  《东晋门阀政治》的不少章节，都曾以单篇论文先行发表。在它们汇为一书

后，其对中古门阀政治的观照，就更富整体感了。东晋江左几个侨姓大士族的沉

浮兴衰，是考察的主线。晋元帝与琅邪王导的合作开创了东晋朝廷。“王与马，

共天下”的谣谚，其背景就是士族与皇权的分享政权。继琅邪王氏之后，颍川庾

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家族的头面人物，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先后与司马氏皇

权分享政权。门阀与皇权“共天下”，是东晋最基本的政治特征。 
 
  按，传统的士族研究中曾流行“婚宦”模式，由婚姻制度或选官制度切入。

前一个是社会史的，探讨封闭的通婚圈如何维系了士族高贵身份；后一个是制度

史的，探讨选官特权怎样保证了士族对高级官职的独占。《东晋门阀政治》则在

通婚、仕宦之外，从动态的政治斗争中，揭示了门阀是如何凭藉其政治军事实力，

具体说是对主力军队和军事重镇的控制，而得以与皇权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皇权

的。军政实权是“门阀政治”的基本条件，“士族专兵”是东晋政治的重头戏。

故军权与要藩的历次争夺，得到了浓墨重彩的阐述。 
 
  田先生又用了很大篇幅考察流民武装。仅凭文化士族不足以支撑政权。北方

士民在南迁中形成了流民武装，江左朝廷加以吸纳，让他们承担江北防务，用作



抵御少数族的军事屏障。如京口重镇的北府兵和襄阳重镇之兵，皆是。田先生指

出，东晋一朝政争，往往跟流民武装、流民帅相关。东晋政治的基本特点，被概

括为“皇帝垂拱，门阀当权，流民出力”，流民武装问题，由此就跟与门阀政治

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了。而且流民武装后来又成了门阀政治的终结者。由北府兵将

领起家的次等士族刘裕，凭武力、军功攘夺皇位，不仅终结了司马氏统治，也终

结了门阀政治。正如胡宝国的评述：“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

朝的历史之门。”（胡宝国：《我读〈东晋门阀政治〉》）以往学界对北府兵的讨论，

大多不出军事、战争本身；而田先生拓宽视野，视之为门阀政治的必要组成部分，

后来又成了门阀政治的异化因素。这是一个重大创获。 
 
  面对纷纭史料，田先生展示了其考索、辨析与剪裁、提炼的卓越能力。例如

全书以“王与马，共天下”一句谣谚始，通过西晋末东海王司马越与琅邪王衍的

结合，进及东晋初琅邪王司马睿与琅邪王导的结合，由此打通了两晋间皇权与门

阀的合作过程。其笔法兼精微、恢弘之致，谋篇布局匠心独具。由“王与马，共

天下”一语破题，这让人不禁联想到陈寅恪，由《梁书》“江陵素畏襄阳人”一

语，而引申出了“上层士族”与“次等士族”的精彩讨论（见陈寅恪：《论东晋

王导之功业》）。记得一位研究生曾感叹，陈寅恪、田余庆，都能从一句话发挥出

一段大文章。二例有异曲同工之妙。魏晋南北朝的史料远不如后世丰富，这个局

限性，反而促使人们努力发掘史料意义，名家由此展示了其出色的思辨。甚至神

异传奇亦可证史，只要善加利用，巧妙阐释。田先生论东晋初年东海王冲之封，

引《搜神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将分之象”之谶，其评述是“颇疑时人

观察形势……托物妖以为警诫”。这个分析入情入理。又论晋末高雅之，又利用

《搜神后记》故事为旁证：“此则故事虽似小说家言，但是去其伪而存其真，颇

可以补史籍之不足。”不禁又联想到唐长孺了，唐先生曾用陆机（或陆云）路遇

王弼之鬼的“鬼话”，以证“二陆在入洛之前……为了适应京洛谈玄之风可能加

以学习”（见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宛如名医手下，牛溲马

渤皆可入药。 
 
  《东晋门阀政治》采用的是经典的政治史方法，即围绕人物、集团、事件等

等而切入展开。这样的方法，在传统史学中已有丰富积累。然而在人文领域中，

传统方法并不因现代化而丧失价值，正如使用毛笔的传统书画艺术，不会因电脑

的普及而丧失价值一样。而且田先生的论述中又灌注了现代史学意识。此书不同

于家族研究，其中贯穿了一条鲜明的主线：其与皇权的关系。记得我写察举制的

毕业论文时，打算写皇权兴衰与察举盛衰的关系，田先生表示赞成，说“就是要

抓住‘皇权’这个核心问题”。家族、集团的具体考察，由此升华为一个结构性、

体制性的问题。既就政治学而言，政治集团的结构也是政体要素之一。在孟德斯

鸠的政体理论中，判断“专制”与否，其标准有二：第一是政治制度的结构，例

如是否存在三权分立；第二就是政治集团的结构，如果存在强大的“中间阶层”，

如贵族、教会等，君主就难以专制。士族门阀，便是一种销蚀皇权的势力，与皇

权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田先生用“门阀政治”概念，特指“门阀与皇权的共

治”。在他看来，东晋的门阀政治，只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

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地回归于皇权政治”。在这

样的阐述中，不但中古时期的皇权传统变得更鲜明、更浓重了，而且向人们展示

了一个“变态-回归”的历史观照。这个“变态-回归”的史观，可以为魏晋南北



朝史的解释拓展出新的空间。 
 
  上个世纪采用“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学者中，郭沫若等，把战国至清两千

年，视为地主阶级所支配的“封建社会”， “魏晋封建”论者则认为秦汉是奴隶

社会，封建社会始于魏晋。但两者都把魏晋南北朝看作是“士族地主阶级”支配

的时代。这种认识可以说是“经济史观”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

则把中国史分为古代、中世、近世三大阶段。“中世”即六朝，这是一个“贵族

政治”的时代。贵族政治据称终结于唐宋之间，此时由“唐宋变革”而进入近世。

这个“三段论”的分期，系比照西欧史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阶段而来。无论

用“五种生产方式”解释中国史，以及用“三段论”解释中国史，都在相当程度

上借鉴、比照了西欧的历史经历。 
 
  除此之外，在上世纪初，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在其名作《中国专

制政治进化史论》中，把秦以下两千年都断定为专制集权时代。那么如何看待六

朝呢？梁氏的看法，首先是“惟六朝时代，颇有贵族阶级”，然而“六朝时代，

可谓之有贵族，而不可谓之有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体之进化，毫无损也”。这

个看法，既不同于“经济史观”，尤其不同于“六朝贵族论”。梁启超的“专制政

治论”，运用了现代政体理论，又立足于本土史书史料，而非以西欧史剪裁中国

史。田先生的视线聚焦于政治体制，把门阀政治看成是皇权政治的“变态”，与

梁氏的看法，一百年间遥相辉映，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近年学者对“唐宋变革论”有不少讨论，但六朝的问题往往被忽略了：如果

六朝不能认定为“贵族政治”，那么唐宋间的政治变迁幅度，就没有“唐宋变革

论”所夸张得那么大，并没有大到体制根本性转型的程度、“唐宋变革论”的一

个主要论点，即唐宋间君主独裁取代了贵族政治，这个比照欧洲近代史而来的论

点，就大可怀疑了。 
 
  对国外的各种“六朝贵族制”论者，《东晋门阀政治》只说了一句他们“一

般不太重视中国古代久已形成的皇权政治传统这一历史背景”，虽申明异议，但

不做详论。2013 年初，田先生在接受访谈时，被正面问以这样的问题： 
 
  最近一些魏晋史学者在一些场合谈到，日本的中国六朝史研究的核心思想是

贵族制理论，而中国学术界在实证研究与理论总结两个层面所作出的唯一回应，

迄今为止只有《东晋门阀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魏晋

史学界在重大理论问题上与日本学术传统的一次对话。可是，仅仅从字面上看，

《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并没有提到贵族制问题，也没有摆出理论探讨的姿态，因

此史学界对此书与日本学术传统对话的性质似乎理解不足。请问这一描述是否准

确？您强调门阀政治是汉唐皇权政治之间的一个变态，一个短暂的插曲，而且本

质上并不是对皇权政治的否定，显然是为了回应贵族制社会的学说。您对东晋政

治的分析，是不是基于这种对汉唐社会与政治的连续性的理解呢？如果魏晋以降

的社会与政治并没有真正偏离皇权政治传统，那么，是不是说，汉晋之际的变局，

尚不足以使中国社会走向一个新方向？甚至可以说，皇权政治与制度仍然富有生

机？ 
 



  田先生的回答是： 
 
  我觉得迄今所知国外学者关于贵族政治的论说，……用中国古史套用西欧历

史框架，因而难于使历史上通下串，左右关联。……千百年相沿的专制皇权思想

和制度可能更换表现形式，却会在不同的外壳下继续存在，或者是继续被利用。

把皇权这个因素过度淡化，看重几家门阀、几个人物在舞台上的活动，而抹煞其

与皇权的互动，抹煞其假皇权以行事的实际，这样就出现了中西无别的所谓贵族

政治。……中国古史中始终是皇权至上，皇权专制制度是运转历史的枢纽。尽管

朝代变了，制度的外观有异，甚至后来皇帝居位制度也被推倒了，但皇权统治思

想和某些机制实际上是保存在社会躯体的骨髓里面，可以说形成历史的遗传基因。

（钟鑫整理：《田余庆谈门阀政治与皇权》，《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 年 1 月

6 日） 
 
  从世界史的范围看，数千年中国史进程的连续性，是举世无双、无与伦比的。

甚至帝制终结之后，皇权思想和集权体制依然长期保存在社会的骨髓里面。近代

之初的历史剧变，一度催生了纷繁多样的未来愿景；而二十一世纪以来集权体制

的历史走向，却令人们产生了新的观感，比如：“我们最可能拥有的就是历史和

文化中曾经有过的，最不可能拥有的就是历史和文化中没有过的。”（李银河：《中

国政治改革的前提、目标和可能性》）中国会变、而且在变，但它有自己的历史

逻辑，源于自己的“历史的遗传基因”。“中国古史中始终是皇权至上，皇权专制

制度是运转历史的枢纽。”那么在经济史观、文化史观之外，“制度史观”再度显

示了对于中国史的重大认知价值。进而为“变态-回归”模式，进而为认识其历

史连续性，提供了一种基本思想方法：中国政治体制不是静态的，也不是直线发

展的，它经常上下波动、左右摇摆，出现各种“变态”，甚至升级转型。然而那

些波动与摇摆，又不断地趋向于一条“中轴线”，包括专制皇权、中央集权、官

僚政治、儒家意识形态等等。不妨说这条“中轴线”就是“常态”。 
 
  面对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时代，人们往往聚焦于它的特殊性，政治的、经济

的、文化的、民族的，等等。汉唐间的连续性，有时就被忽略了。“变态-回归”

的解释模式，则将这样提出问题： 
 
  一、“变态”原因是什么？ 
 
  二、“变态”的幅度有多大？ 
 
  三、“回归”的动力是什么？ 
 
  在此书的《后论》中，田先生做出了推论：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

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方，并没有出现

过门阀政治。而东晋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条件，是由于“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

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的存

在”，以及“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外部原因。这三个条件中任意一个的变化，

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 
 



  对第一个条件，即汉晋间士族已发展为一个有力量有影响的存在，本书的《后

论》部分提供了多方面的评述。在概述中，有一节对“由儒入玄”现象的阐述，

颇可注意：几家大门阀在崛起过程中，其家族学术，都曾经历了由儒学转向玄学

的历程。“两晋时期，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

而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这个论断是发人深思的：一个阶层的兴

起，竟然与一种新兴哲学思潮“玄学”息息相关。 
 
  而门阀政治的终结者是军人阶层，是北府兵，是流民帅与流民武装。那么我

们来看，门阀形成中发生过“由儒入玄”，门阀衰落则来自军人的推动，“文”、

“武”因素相映成趣，发人深思。罗素曾指出：“战争对于王权的加强一定起过

很大的作用，因为战争显然需要统一的指挥。”梁启超论中国专制进化史：“专制

权稍薄弱，则有分裂，有分裂则有力征，有力征则有兼并，兼并多一次，则专制

权高一度，愈积愈进。”李开元也曾指出，中国王朝的来源是“马上天下”，政治

权力和政权机构起源于战争和军事。王朝衰败，以崩溃、战乱告终；此后则通过

军人群体、军事活动与军事编制恢复了秩序，迎来了一个更强悍的皇权。然而在

此之后，又将逐渐地回归于文官政治、回归于“士大夫政治”。这是否可以视为

一个周期性现象呢。 
 
  第二个条件，即一度低落但依然存在的皇统——还应加上秦汉所留下来的集

权行政体制的因素——预示着未来皇权的复兴可能。进入南朝，皇权复兴的可能

性现实化了，门阀政治终结。 
 
  第三个条件，即“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意味着门阀政治的出现，外因也起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的理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假若没有外部少数民族的冲

击，华夏政权按照其自身逻辑前行，则秦汉集权体制的那些基本特征，将在更大

程度上维持下来。换言之，假设不存在外部民族矛盾，门阀政治就不是必然现象。 
 
  而且“民族矛盾”的历史影响也是因时而异的。在全书收束之处，田先生又

提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

北而不在南。”这个论断，不妨称之为“北朝主流论”。 虽仅一语而已，但仍来

自数十年在魏晋南北朝领域的治史体察。异族的外部冲击促成了东晋门阀政治，

但历史又是在北朝走向隋唐的。由此给后学留下了又一个问题：为何北朝成为南

北朝的政治主流，成为通向隋唐帝国的历史出口呢？在南朝是北府军人、“次等

士族”终结了门阀政治，北朝则是鲜卑军功贵族构成政权主体，他们振作皇权的

动量，比南朝的次等士族更大。进而，历次北方少数族入主强化了集权专制这个

重大问题，也就可以纳入视野了。 
 
  总的说来，《东晋门阀政治》包含着若干结构性、系统化的历史思考，由之

可以引申出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其优点并不仅仅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娴熟运用。

这是我个人的阅读心得。田先生通过各集团与皇权的关系变迁，细腻勾画出了一

条“变态-回归”的轨迹。在田先生的启发之下，我尝试在政治制度的变迁方面，

继续证成这种“变态-回归”。除了我个人的一得之见，读者还可以在专业书评中，

看到对《东晋门阀政治》更全面的评述。如：“它是田先生多方面造诣的结晶，

标志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所达到的新的深度和高度”（陈苏镇：《东晋门阀史研究



的新成就──读〈东晋门阀政治〉》，《史学史研究》1989 年第 4 期）；“标志着国

内对门阀政治的研究朝着系统化、理论化的方向迈进”（《〈东晋门阀政治〉介评》，

《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 年第 2 期）；“本书超越以往以婚宦论士族的方式，从

动态发展的角度，以细密的考证、精辟的见解为士族研究另开新局，是近年士族

研究中难得一见的好书”，是理论创造和细致考订“两者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祝总斌：《评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历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台湾

学者刘增贵有《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予以好评（《新史学》第 1 卷第 2
期，1990 年 6 月，台北）。日本的学术期刊《东方》，以《划时期的东晋政治史

研究》（1992 年 10 月，第 139 号。作者川合安）为题，对此书作了介绍。 
 
  《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 年初版）一书，汇集了田先生在 1979
年至 1989 间的另外一批论文，共十九篇。这些论文涉及了秦汉魏晋史上的一些

重大问题，提出了个人的新见解。《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

一文，由秦汉之际的楚地反秦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通过了秦政权、陈胜政

权与汉政权之间关系，展示此期的政治发展的宏观趋势。《论轮台诏》一文，考

证汉武帝由帝国扩张政策向“守文”政策的转变，对以卫太子为首的“守文”势

力与另一派用法兴功势力的矛盾，是其中心线索，尤有新意。《秦汉魏晋南北朝

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一文，得出了如下推论：“在人身依附关系开始出现

的阶段，专制政权的干预所导致的依附关系发展的迟缓，也是影响中国封建社会

的长期性的诸多原因之一。”这是一个涉及了古代社会性质以及历史分期的论断，

其中对专制政治与经济依附关系的分析，可与“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之

论点相呼应。《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曹袁斗争与世家大族》等文，揭示了曹氏

政权的草创期，与世家大族、黄巾余部、地方豪强等政治势力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斗争。《〈隆中对〉的再认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蜀史四题》等考察蜀国政

治史。对千古闻名的《隆中对》的战略思想的根据、来源和可行性重新评析，指

出诸葛亮“跨有荆、益”的战略缺乏可行性。通过对大臣李严的兴废，展示了诸

葛亮用人政策之实质，即如何处理刘备荆楚势力、刘璋势力和本土势力几个集团

的关系。这个着眼点，显然高于“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的泛泛之论。以往孙

吴史的研究者，大抵把这个政权视为孙氏集团与江东大族的结合产物。而此书所

收的《孙吴建国的道路》《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兼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等文，

则揭示了孙氏的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还曾有过尖锐对立、相互敌视的阶段，两个

势力的最终合作，乃形势所迫，并非自初如此。 
 
 
  把视线转向北朝，转向拓跋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并陆续发表论文，是在上世

纪九十年代中期。相关论文，汇总为《拓跋史探》一书（三联书店，2003 年初

版）。这时候田余庆已值耄耋，竟能完成一部考索之作，殊属难能。北魏史的研

究，汉化、改制、均田、士族、六镇起义等向为热点，研究者众多。但拓跋史的

研究，尤其是拓跋族由部落向国家政权发展的早期历程，则因资料奇缺，相关研

究相对薄弱。就是在这个资料奇缺之处，田先生又有新论。 
 
  田先生从一个具体细节，也就是“子贵母死”制度开始，由此牵引出了一系

列论题，如“离散部落”等问题。它们都围绕这一主题：拓跋集团由草原部落联

盟向中央集权专制国家过渡时，拓跋族面对着什么问题、如何解决那些问题，进



而发掘草原部落向国家转化时的规律性现象。 
 
  对北魏“子贵母死”制度——或称“立子杀母”，以往讨论不算太少，但并

不是都注意到了这样一点：拓跋早期史上存在着若干强势的母后。道武帝的母后

出自贺兰部，道武帝之后出自独孤部。拓跋族与其姻族组成了部落联盟，来自贺

兰部、独孤部的母后与妻后，可以支持其领袖地位；而要建立集权体制，向专制

君主发展，就要剥夺母后、母族干预拓跋事务，特别是干预君位继承的权势。道

武帝赐独孤部刘贵人死，目的是抑制“外家为乱”。这就是“子贵母死”之制的

实质和渊源。这是从部落联盟到国家的特定阶段的特殊问题。 
 
  在北魏国家形成过程中，道武帝还有过“离散部落”之举。学界的一个通行

思路，就是从“分土定居”来认识“离散部落”，认为其目的是打破氏族纽带，

把其部众纳入行政编制，制造编民齐民。本书则指出，“离散部落”与“子贵母

死”二者背景相同，因为除了窟咄之外，离散对象几乎都是拓跋族的外家部族，

如道武帝的妻族独孤刘氏诸部，母族贺兰贺氏诸部，祖母族慕容诸部。“子贵母

死”是为避免后族干政的论断，就因“离散部落”的考察而强化了。田先生还把

更多现象，例如乌桓族的“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则无

相仇报故也”的风俗，史官记述早期拓跋史迹时的直笔与曲笔纠葛，北魏中后期

的母后专权等问题等，跟“子贵母死”联系起来了。 
 
  《东晋门阀政治》的政治史方法，即考察集团、事件、人物的方法，被继续

用于北朝民族史上来了。也如对东晋门阀家族的研究，最终归结到“门阀政治”

上来，《拓跋史探》的民族政治史研究，也指向了某些结构性的问题。具体说来，

就是在草原部落向国家进化的历程中，一族与其他部族的姻戚、结盟、共生等关

系，对国家形成过程的各种影响。甚至在国家、王权诞生后，这种影响还可能以

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一向是先秦史的热点之一。近几十年有

先秦研究者提出，中国学者一度以阶级斗争解释国家起源，然而夏商周的国家形

成过程中，看不到激烈的阶级斗争，反而是各部族间的联盟、对抗与征服分外活

跃。面对中国北方草原民族，人们看到这里存在着探讨国家演生规律的又一个空

间。《拓跋史探》的方法与结论，为跨入国家门槛时的相关各部族的政治关系，

提供了一种富有创意的研究范式，可以激发很多联想。 
 
  由一个“子贵母死”的历史细节而顺藤摸瓜，这种治学之法和写作笔法给人

的观感，也如《东晋门阀政治》给人的观感一样，即由“王与马，共天下”一句

谣谚而牵出一系列重大问题。“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由小见大，由微知著，

这是田先生的典型风格。他经常以“读书得间”教导我们学生，即读书治学，首

先要在字里行间细细玩味，发现微妙线索，然后努力将之深化、拓展、升华；而

不是预定纲目，照章填充。故田先生的文章，罕见浮辞空论，以精炼见长。很多

重要论断，都篇幅不长，甚至寥寥数语；引证史料亦极简洁，只截取其最核心部

分。是所谓“牖中窥日”、“得其英华”，暗合着魏晋史学的简约崇尚，与穷其枝

叶、连篇累牍、喋喋不休者有异。 
 
  《拓跋史探》的相关书评认为，“作者从他独特的思考角度出发，终于把本

来属于皇室内部的子贵母死制度与看似毫不相干的离散部落问题结合了起来。两



个问题的结合真可谓互相发明，相得益彰。”（胡宝国：《在题无剩义之处追索─

─读〈拓跋史探〉》，《读书》2004 年第 6 期）；《拓跋史探》“通过细密的思考捕

捉到看似孤立的历史现象间的密切联系，发掘出影响拓跋百年历史进程的重要线

索”，“为深入认识北魏早期历史，乃至整个北魏史开辟了新的途径”（侯旭东：

《田余庆著〈拓跋史探〉评介》，《中国学术》2005 年第 1 辑）；是一部“提出了

许多问题的著述”，展示了洞察力和举重若轻化繁为简的提炼能力（楼劲：《探讨

拓跋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一书读后》，《中国史研究》

2005 年第 2 期）。 
 
  田先生的学生罗新教授还评论说，由于是老年写作，《拓跋史探》在选题、

分析和文字上未能超越《东晋门阀政治》，然而也凝聚着深刻的时代体验和历史

反思。而且“与《东晋门阀政治》的乐观昂扬不同，《拓跋史探》浸透了对未来

的疑虑和对往昔岁月的感伤。前者表达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人的热情与希望，

后者则源于乐观情绪被打消之后的沉郁深思”（罗新：《推荐〈拓跋史探〉》，《南

方周末》2008 年 7 月 6 日）。虽然田先生的绝大多数文字都是客观的学术研讨，

但作为国人而论国史，有时也会以寥寥数语，如罗新教授所云，流露出历史反思

时的时代感受。 
 
  在《东晋门阀政治》的结尾之处，看到的是这样的论述： 
 
  不论在北方或在南方出现的这些事情，都不过是历史的表面现象。历史运动

中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的门阀士族或次等士族。历

史运动过程完结，它们也统统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

是江南的土地开发和文化创造，是北方的民族进步和民族融合。这些才是人民的

业绩和历史的核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文革”结束不久，中国学人庆幸度过了时代曲折，对

未来抱有热望。田先生的上述论述，也展现了对“历史终将克服曲折”的乐观信

心。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写作的拓跋史诸文，则不相同了。对拓跋史上那些违背

天伦人性的逼母杀妻、“子贵母死”做法，田先生多次使用“残酷”、“野蛮”之

辞，并怀着“文明孕育于野蛮”的苍凉之感，表达了这样的沉重祈望： 
 
  在野蛮孕育文明的人类进化过程中，当一个部族、一个社会群体走完了进化

过程的某一阶段而高奏凯歌之时，它们在精神上还可能承受沉重的负担，隐藏着

由于他们的残酷行为而留下的心灵痛楚。我们为拓跋的历史感到沉重，为乌桓的

历史感到沉重，也为人类历史包括我们亲历的历史感到沉重，而祈求历史的进步。 
 
  数十年来风雨波荡，田先生的所感所思，有时就会以微妙的方式，体现在古

史论述之中了。又如《论轮台诏》一文，评述汉王朝的政争几乎都伴以屠杀，汉

武帝用屠杀为政策转变开辟道路；《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评述孙吴培植受

益阶层以充实统治机构，其时选官鱼龙混杂，而主事者暨艳不识时务、不容忍腐

败，故结局悲惨。像这样的细微之处，在长篇历史考索中虽然只是偶出数语，读

来却有会心之感。附带说，田先生跟学生们的日常闲谈中，也常涉及时政，在对

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的追求上，师生的信念是共同的。 



 
  我在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师从田先生。因时代原因，起点太低；又因性格原因，

天马行空的空想太多。回想起来，专业上入门甚晚，只是在田先生的门下长期耳

濡目染，才稍知门径。曾为《拓跋史探》一书的日译本写过一篇《田余庆先生的

介绍》，今就中文原稿修改扩充，以成此文。为田先生的逝世拟了一首挽联，附

记于此： 
 
  郁郁乎文，析汉晋拓跋，穷微阐奥，著文足以不朽； 
 
  岩岩其志，宁有恨无悔，播火传薪，遗志是当长遵。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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