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件是如何生成的？

—道光的日常与“鸦片战争”作为事件的形成

侯 旭 东

摘    要    借助相对更接近历史现场的《起居注》，从道光十二年闰九月观察道光十八年到二十二年，看这

几年的经历如何生成为“鸦片战争”的“历史叙述”。拉长镜头，尽可能贴近其中一个现场，顺时而观，从

经历，到散落在时序中的记录，到秘密编纂的分类事务（夷务），到事件，再到划时代的事件。对照清朝自

身的“事件”生产机制，可以看清在不同目的的驱使下，时人的经历与处置、事后诸人的思考、外人的叙述

如何交汇，时人如何“失语”，后人如何控制了历史叙述，“事件”如何从经历中脱颖而出、意义又是如何

被不断增添、改变与筛减的，“事件”形成后又如何变为重返历史现场的一层障碍。了解这些，我们便有可

能从更多的角度去重新发现这段历史，并对“事件史”的意义与局限有更真切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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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中向有“史，记事者也”的说法，“记事”乃史学的重要内容，宋代以后，随着纪事本末体

的出现，其中的“事”更是几乎等同于史上的“事件”①，不夸张地讲，这一体裁便是围绕事件史展开

的。西方近代史学传统中亦有可堪一比的现象。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也聚焦于政治史、外交史，

不外乎英雄人物与重大事件，20 世纪以来，受到来自不同领域的批评，很长一段时间内颇受冷遇，近来略

见转机②。中国的情形也类似，只是总要慢上几拍。中国学界对于“事件史”的反思只能说是刚刚开始③，还

 

①李纪祥：《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与“纪事本末体”》，《时间·历史·叙事−史学传统与历史理论再思》，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 年，

第 266−278 页，特别是第 273−274 页。

②有关批评既见于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从历史哲学角度对实证主义以及德国史家迈耶（E. Meyer）的批评，《历史的观念》

 （1946 年初刊，增补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26−132、174−179 页；又见于美国史家鲁滨逊（J. H.
Robinson）对传统史学的批评，见所著《新史学》（1922 年初刊）第 1 章，齐思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年，第 3−20 页；复见

于法国年鉴学派的抨击，有关概述，可见彼得·伯克（Peter Burke）：《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1999 年初刊）第 1 章，

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6 页；近年的复兴，见该书第 4 章三，第 80−87 页。后现代史学则对历史叙述本身做了

深入的批判，亦涉及事件问题。

③20 多年前柯文出版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1997 年

初刊，杜继东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开启了这方面的反思，不过，在中国似乎没有引进多大反响。李里峰则倡导的“事件

路径”研究，参见《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2003 年初刊，以及《新政治史的视野与方法》，2009 年初刊，均收入李里

峰：《中国政治的历史向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20−38、43−47 页。关于“事”“事件”与“事件史”的含义，详见

 《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书稿，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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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工作要做。

古代史遗存史料有限，开展相关研究不易，笔者借撰写《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之机，以清代道光朝为

例，从最接近日常的《起居注》入手，对照各种资料，梳理一下当时道光帝的生活/工作，并考察“鸦片战

争”这种表述的来历，相互对照，看看产生这一概念之前的状态如何，以及这一概念流行后如何切割史

料，制约了我们对那段往事的认识，对于反思“事件史”的研究，或不无裨益。

鸦片战争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无需赘述，概况与进展可见学者们的综述①。值得注意的是，相关

研究虽多，但未见有人将这一概念的来历与时人的经历放在一起并观的研究，也就没人关注其间的差别，

这种差别恰好可成为推进这段历史研究的一个可能增长点。

一、道光帝的日常②

不妨用清朝道光十二年（1832）闰九月作为例子。这一年与这一月，都是历史上的庸常日子，没有什

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清史稿·宣宗纪二》“道光十二年闰九月”条：

　　闰九月丁亥，上简阅健锐营兵（14 日辛亥）。壬寅，以朝鲜国王李玜却英吉利贸易，下诏褒奖之

 （29 日壬申）。是月，赈直隶阜平等十州县灾民（13 日丙戌）。贷河南祥符等七州县（7 日庚辰）、陕西兴

安府水灾口粮（17 日庚寅）。贷齐齐哈尔等处被旱兵丁银谷（18 日辛卯）。③

收入道光帝本纪中的这六件事，除了朝鲜国王拒绝英国贸易一事，可以和数年后的鸦片战争有些缥缈的关

联，其余五件都是些日常琐务，尤其是四件给州县赈灾与贷粮，更是每个月都少不了的事务。这几件细碎

的事务不过是民国初年修撰《清史稿》时本纪的纂修者们从“道光朝的起居注”“宣宗实录”，还有可能

包括了内阁档案中摘录出来的。后者的记载则要详细很多。

当然，无论是《起居注》还是《实录》，抄录的道光谕旨也是有选择的，更完整的当属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收藏的档案了。已出版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逐日抄录的奏折、谕旨收发登记簿，类似中央办公厅

机要局秘书处的文件收发与处理情况记录）可以做个索引，不过，登记档只抄录军机处收到的奏折，那些

京内部院衙门的奏折，如果皇帝意见仅是“知道了”或“依议”的，会由奏事处口传谕旨，由各衙门将奏

折带回执行，军机处不会得到副本，亦不会抄录到随手登记档中④，内阁上呈的题本亦未收入，引见与秋

审之类的文书也没登记，覆盖的也不是全部。

 《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 46 册收录了道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至闰九月二十九日的登记档，统计

该月道光帝批阅的各类奏折（含折片、单。总督巡抚及将军以及京内的六部、都察院、宗人府、御史），

一共有 449 通，下发的谕旨共 126 道⑤。

目前一史馆的档案目录检索只涵盖了内阁全宗、军机处全宗与宫中档案全宗三类。道光十二年闰九月

内，内阁档案全宗有 153 笔，军机处 389 笔，宫中档案 284 笔。后两者中有相当多是重复的，以直隶总督

琦善所上奏折来看，军机处录副奏折有 20 笔，宫中档的朱批奏折 16 笔，其中 12 笔属同一事由，其余不

同。整个闰九月，琦善给道光帝的上书一共 25 通（内阁档案中有一通）。由此推算，道光帝该月看过的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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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鸦片战争研究的回顾，可参见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研究备览》，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271、472−643 页；

任智勇：《第一次鸦片战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检讨：问题与前

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167−190 页；葛夫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鸦片战争史研究》，《史林》2016 年第 5 期。

最近英文研究的反思，参见黄宇和：《21 世纪初西方鸦片战争研究反映的重大问题−从近年所见的三部鸦片战争史研究著作说起》，

 《清华大学学报》2013 年第 1 期，感谢顾涛兄惠示此文。

②中古以降出现的“日常”一词，来自佛教，与每天反复进行的修行有关，用来修饰带有目的性的人的例行化行动，并非简单的“过日

子”，亦与英语中的 day to day，daily，everyday，diurnal 和 quotidian 不同，这些词均源自不同语言中表示时间的词“day”，侧重逐日而反

复进行的活动，尤指寻常且无意识的活动。“日常”含义的梳理，参见《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书稿。

③《清史稿》卷 18《宣宗纪二》，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656−657 页。括号中的日期与干支据《宣宗起居注》，二处干支不

同用斜体表示。

④参见李文杰：《清代同光年间的早朝》，《文史》2018 年第 2 辑，第 252、255、257−258 页。

⑤据该月随手登记档统计，详见李国荣主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 46 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第 618−6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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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当在 500 通左右，加上内阁收到的题本之类，650 通上下应该不算离谱。这中间记入《起居注》和《实

录》不过是少数，还举琦善为例，《起居注》中不过提到了 11 次而已，其中还有几通奏折不见于一史馆的

档案①。相互比较，不难发现《起居注》的取舍程度。道光帝此月平均每天要看 20 多通大臣的奏折与题

本，应该是常态。

除了批阅奏章，从《起居注》看，皇帝理政另一频频要做的工作是“引见”要升迁的中下级官员。此

制雍正朝执行得颇为严格，他不止是面见各类候选官员，还会在官员的“履历片”上写下批语，最为认

真②。后来诸帝很少写朱批，“引见”还是一直在进行，道光朝亦然。据《起居注》，闰九月 29 天中，

十四天中有相关记载③，倒是《实录》将此等内容一律删去不录。兹举一例：

　　（闰九月初一）是日，吏部将协办大学士、云贵总督阮元等题请升补景东直隶厅同知之丽江府通判陈桐

生带领引见，奉谕旨，陈桐生准其升补云南景东直隶厅同知。又将病痊起复之原任福建建宁府知府珠庆带领

引见，奉谕旨珠庆著照例坐补原缺。又将病痊起复之原任奉天铁岭县知县富显带领引见，奉谕旨富显著照例

坐补原缺。④

此外，九月和闰九月还是皇帝秋审勾决情实人犯的月份。道光帝已在九月勾决了部分人犯，闰九月又分别

在八日、十三日、十七日、二十三日与二十六日五次将内阁刑科覆奏的十四个省待决死刑犯一一审理，决

定是杀还是留，这一工作在圆明园中正大光明殿东侧的洞明堂进行，道光本人勾决之前，已有多位朝臣进

行了会审，确定了各省“应勾决”的人犯，口请道光最后定夺。道光则“命大学士曹振镛秉笔，将刑部诏

册详勘审定”，逐省分别进行，每次都会有若干人“情有可原”或“情稍可原”而“著牢固监候”，其余

则是“情罪重大，法无可宽”，而“均予勾决”。《起居注》按照皇帝的勾决结果，分类抄录了所有人犯

的姓名，也算是青史留名了。这是行使皇帝最高审判之职的体现。

除了看上去乏味的文书批阅与人命关天的勾决，本月还有几次难得的外出：

　　诣阅武楼检阅宗室，挑选侍卫马步射（初九、初十、十六、十八日）

　　诣香山演武厅阅健锐营操演（十四日）

　　诣绮春园向皇太后请安（初七、十三、二十二日）

　　诣大高元（玄）殿拈香，驾进宫……上以孟冬时享太庙，先期御斋宫致斋三日（二十七日）

　　御斋宫（二十八日）

　　御中和殿视孟冬时享太庙祝版……上御斋宫（二十九日）

　　诣太庙行孟冬时享礼，礼成驾还宫（十月初一日）

　　驾幸圆明园，上诣绮春园请皇太后安（十月初二日）

阅武楼在圆明园西侧的西苑，香山演武厅位于香山正东的团城内，绮春园在圆明园的东南，接近今天的南

门处；大高玄殿在紫禁城北，景山西侧。道光十一年以后，道光平时居住在圆明园九洲清晏西侧的慎德

堂⑤。即便这些外出或请安的日子，除了二十二日随手登记档是空白外，其余诸日都多少要批阅奏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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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道光十二年闰九月初二日上谕旨“琦善奏拣员调补沿河要缺知县一折”，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整理：《清代起居注册·道光

朝》，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85 年，第 27 册，第 15856−15857 页；同日上谕旨“琦善奏查明天津海口无庸复设水师一

折”，参见《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第 15857−15858 页。

②相关研究可参见王志明：《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第 27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20−66 页。

③没有“带领引进”活动有闰九月初五日、初七、初八、初九、初十、十三、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

七、二十八日，参见《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第 27 册，第 15847−16123 页。

④《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第 27 册，第 15851−15852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的《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7 年）中没有道光十二年闰九月的履历折，只有该年九月内发往江苏江宁府遗缺知府的苏良贵履历片一份（第 2 册，第 630 页

上）；另外，有蒋祥苓、张青选、洪锡光三位的引进履历折（第 29 册，第 441 页）。张国相的履历片中注明“道光十二年闰九月内召

见”，朱批“尚未衰”（第 2 册，第 662 页下）。

⑤郭黛姮等根据《起居注册》和《穿戴档》等档案文献统计，以下摘录自该书“五朝皇帝园居概况及规律”道光帝于道光三年正月十二日首

次驻园，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在圆明园驾崩。道光年间秋狝礼废，皇帝较少巡幸别处，从三年至二十九年间平均每年驻园时间达

260.1 天，道光二十九年有 355 天驻跸圆明园，是五朝中最长的；而同期平均一年住紫禁城的时间只有 90.9 天，仅为驻园时间的三分之一略

强。参见郭黛姮：《远逝的辉煌：圆明园建筑园林研究与保护》第 2 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 年，第 7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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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谕旨。最多的十三日，除了向太后请安，还批了至少 35 份奏折（含折片、单），写了谕旨 15 道，最少

的是十日，只写了 1 道谕旨①。

闰九月里，道光帝除了去绮春园向皇太后问安属于私事，余下的无论是祭祀、阅兵还是批阅奏折、勾

决、引见官员，均属理政。当然，从保存下来的奏章与题本还是《起居注》或《实录》抄录的谕旨看，都

是些细碎琐屑的小事，包括诸多例行公务，当然，重复的频率不同，引进，全月中一半的天数都有，有的

是以季度或年为单位循环，如斋戒，准备孟冬太庙的时享与勾决人犯。

道光十二年闰九月平淡如水，在旻宁三十年的皇帝生涯中毫不起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清史

稿·宣宗纪》本月所录只是从整月逐日活动中拣选了六事，并将其转述为国家的活动。更为例行化的事

务，如引进、祭祀与勾决之类，就更没有出现，仿佛不曾发生。六事中，除了“简阅健锐营兵”，要离开

圆明园实地检阅外，其余五件都是借助批阅奏折来完成的。赈灾与贷粮都有具体的日期，亦是如此。

关于赈贷，《清史稿》所录十分简略，《起居注》中的“谕旨”则极为详尽，逐县罗列了遭受不同程

度灾情（如成灾五分、成灾八分到成灾九分，或歉收三分）的村庄数量，以及如何区分成灾情况采取不同

的办法来应对：成灾六分以上的，要求“各就地方情形，分别银米，酌量搭放”，“其应放折色，仍照成

案，每米一石，旗民折给银一两四钱”，成灾五分及歉收三四分的村庄，则不给赈济，而是缓征粮租到次

年秋后启征，等等。有的一道谕旨足足抄写了 17 页之多，2100 多字②。每年全国总会有不同州县遭灾，

朝廷按什么标准赈济，早有成例可循③。

尽管平淡单调，又何尝不是道光在位三十年理政生涯的常态？人从生到死无不是一天天度过的，每一

天都构成其中的一环，环环相连，个人不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三餐中吸收营养，逐渐成长与衰老？头脑中印

象深刻的恐怕只是那样不同寻常的聚会或偶尔品尝到的美食，却无法分辨哪顿饭发挥了多少作用，没有成

年累月的积累，我们无法从婴儿长到成年，再最终走到死亡。人生史也是在一天天累积而成的岁月中铸造

的，纵有人生的节点，耀眼的光辉，更多的却是平凡岁月，重重复复的活动。作为基调，常常被遗忘，却

低沉地展开的便是这些。王朝的历史亦然，在如此平凡的日子的反反复复中，王朝从立国走到覆灭，其间

穿插着一些时人或许有意识，但更多的是因结果而事后被时人或后人视为“重大事件”的经历，让王朝的

生命史显得不那么乏味沉闷。

二、“鸦片战争”作为事件的产生

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到道光十八年（1838）到二十二年（1842），今天归纳到“鸦片战争”这一重大事

件下的那些众多事件，按照它们发生的日期，镶嵌在时序中，散落在《宣宗纪二》与《宣宗纪三》逐年逐

月的叙述中，与其他事件穿插交织。抄录二段以为例，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九月：

　　八月癸未，以桂轮为热河都统。丁亥，英人寇浙江。庚寅，以朱襄为河东河道总督。辛卯，万寿节，上

诣皇太后宫行礼。御正大光明殿，皇子及王以下文武大臣，蒙古使臣、外藩王公行庆贺礼。褫文冲职，枷号

河干。以王鼎署河东河道总督。英人去厦门。丁酉，英人寇浙江双澳、石浦等处，裕谦督兵击走之。命怡良

赴福建查办军务。以梁宝常署广东巡抚。庚子，以赵炳言为湖北巡抚。辛丑，英人复大举寇浙江。戊申，英

人再陷定海，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等死之。裕谦、余步云下部严议。是月，免陕西华州、大荔二州

县，河南睢州等八州厅县水灾额赋。

事件是如何生成的？

 

①《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 46 册，第 639、643−649 页。清朝皇帝处理政务的一般情况，可参见李文杰：《清代的“早朝”−御门听

政的发展及其衰微》，《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 年第 1 期；《清代同光年间的早朝》，第 245−259 页。

②如闰九月十三日对“琦善奏查明各州县被旱被水情形恳请分别蠲缓赈济一折”的谕旨，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

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7 册，第 534 页下−537 页下；又见《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第 27 册，第 15929−
15947 页。

③相关规定参见托津等：《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 12“户部·户部侍郎职掌三”，影印本，《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632 册，

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 年，第 639−640 页；研究可参见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18 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Bureaucratie
et famine en Chine au 18e siècle）第二部分“六、勘灾”“七、赈济”“八、供给：1743−1744 年的实例”，1980 年初刊，徐建青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79−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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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乙卯，英人陷镇海，钦差大臣裕谦死之，提督余步云遁。命奕经为扬威将军，哈哴阿、胡超为参赞

大臣，督办浙江海防。命怡良为钦差大臣，会同颜伯焘、刘鸿翱督办浙江海防。以牛鉴署两江总督，鄂顺安

署河南巡抚。丁巳，命文蔚为参赞大臣，赴浙江，胡超仍驻天津。命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赴浙江，哈哴阿仍

驻山海关。命祁寯藻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授牛鉴两江总督。辛酉，英人陷浙江宁波府。己巳，上阅火器营

兵。是月，赈奉天辽阳等六州县水灾。①

这两段中用“楷体字”表示的便是中英交战或与此相关的内容，属于后人所说的“鸦片战争”，而“仿宋

体字”记述的，则是与此无关的事情，包括官职任免、节庆活动、检阅军队和赈灾，和战前、战后其他年

份的记事类型一致。从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辛巳，“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将内地吸食鸦片者俱罪

死”开始，到二十三年（1843）十月己酉，“耆英奏通商事竣，命回两江总督任，办善后及上海通商事

宜，祁等办粤省未尽事宜”为止，前后五年多，均是如此。

后人所谓的鸦片战争，不过是将与鸦片贸易、销烟、东南沿海发生的多次战事，以及此前朝廷中关于

弛禁与严禁的讨论、战后双方议和，达成协议，并具体落实等等，从按照时序发生的无数事件、事务中抽

取出来，聚拢在一个名为“鸦片战争”的巨伞之下，并进一步从后代历史演进中发现（“发明”）其意

义，探究与此相关的方方面面，构成近代史叙述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不仅如此，还将整个清朝近三百年的

历史切分为两段：前期归入古代史与后期归入近代史，许多论著据此来做起止的分水岭，甚至成为机构设

置的分界线（如“中研院”的史语所和近史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古代史所与近代史所）②。

尽管亲历、亲见与亲闻这场战争的中外人士留下了不少记载③，清廷在咸丰六年（1856）利用内阁、

军机处等处保存的臣下奏章、道光的谕旨以及中外交涉的照会、书札等编成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

朝）》八十卷，围绕的中心实际就是后来被称为“鸦片战争”的这场中英战争。不过，那时称为“夷

务”，在咸丰与大臣心目中，与祖先乃至前朝处理的外夷交涉并无根本的区别，只是王朝面临的一类事务。

目前所知，“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这个说法，至晚 1840 年 1 月 1 日英国的报刊已在使用，

此后见于多家报刊④，1844 年日本人斋藤竹堂就撰写《鸦片始末》向日本国内介绍战争的原因和具体过

程，流传颇广。1885 年日本翻译出版的《大英今代史》里第八章便是“鸦片战争”，此书是英人 Justin
Mccarthy（1830−1912）所著 A History of  Our Own Times 的日译本，此书的前四卷 1879−1880 年出版。

1894 年的《绘入万国历史》中也有《英清の阿片戦争》一章⑤。1903 年，英国爱特华斯著，史悠明、程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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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史稿》卷 19《宣宗纪三》，第 684 页。

②两者之间的壁垒，至今依然存在，可参见张海鹏：《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检讨：问题与前瞻》，第

1 页；崔志海：《晚清史研究百年回眸与反思》，《史学月刊》2017 年第 8 期。这样一种思考方式，用海登·怀特的话来表述，就是将一

系列事件（incidents）赋予情节来故事化（成为“events”，虽然他原文中，前者用的是“events”，后者是“story”或“narrative”）和意

义，并给予种种不同的解释的过程，见所著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5-42. 中文版见《元史学：19 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导论，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年，特别是

第 6 页以下。亦如沃尔什（W. H. Walsh）所说的“每个历史学家所寻求的都不是赤裸裸地复述各种不相联系的事实，而是一种流畅的叙

述，每一桩事件在其中都仿佛是放在它的自然位置上并且属于一个可以理解的整体”，“历史学家的目的乃是要从他所研究的时间中构成

一个一贯的整体”，“历史的思维由于历史学家的题材的性质的缘故，常常是以目的论的术语来进行的”。“鸦片战争”亦成为他所说的

 “在‘适当的概念’之下‘综合’各种事件的这一过程”的一个例子，而这种过程，他认为“确实形成了历史思维的一个重要部分”，参

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Philosophy of History: an Introduction），1967 年修订版，何兆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27−28、58、57 页。

③英方亲历者的著作见蓝诗玲（Julia Lovell）《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 and the making of China）所列，2011 年初刊，刘悦

斌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 年，第 464−466 页。

④据关世杰《英国大众反对政府进行鸦片战争》（《世界历史》1990 年第 4 期）一文，1840 年 2 月 15 日的《北极星报》上就开始用了此说

法，参见 The Northern Star and Leeds General Advertiser. Saturday, Feb. 15, 1840，上面的确有一文，名为“The Opium War”。更早在 1840 年

1 月 1 日的 The Standard 上的文章中就出现了“the opium war against China”的说法。感谢梅雪芹教授及陈鸣悦同学费心查找上述资料。

⑤关于日本方面对“鸦片战争”的介绍，承蒙中央大学文学部阿部幸信教授提供，提醒我注意此问题的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安泰教授，谨

此一并致谢！后两部在日本国会图书馆的链接地址如下：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776735；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919310 关于鸦

片战争中有关战事消息如何传到日本，可参见王晓秋：《鸦片战争在日本的反响》，《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日本方面的新近研

究，可参见岸本美绪：《鸦片战争情报和德川末期的日本：〈夷匪犯境录〉的形成与传播》，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第

九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269−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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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译《中国六十年战史》第四章为“论中英战事”，第一目为“鸦片战事”，云：

　　一千八百四十年之战，由于一千八百三十九年英人居住广州者尽被中国大吏拘入囹圄，又派钦差大臣林

则徐至广东查禁鸦片，逼令缴出充公，故西人名此为鸦片战事。①

出现了“鸦片战事”一说。而 1903 年开始出版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也已开始论及此役，有的称为“鸦片

之役”或“中英战争”，更多的是“鸦片战争”②，这些教科书有移译自日本人的著作，也有自行编写

的。至晚，1907 年在日本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鸦片战争”这一说法③，中国最早将“鸦片战争”作为

独立对象纳入系统的历史论述的，目前见到的是郭希仁在《国华》1910 年 12 月 3 日、4 日、6 日第 5 版

 “警世钟”栏目连载的文章《鸦片战争 六十年交涉史略》与 1911 年出版的刘彦著《中国近时外交史》第

一章“鸦片战争”④，1929 年武堉幹亦出版过《鸦片战争史》（商务印书馆），此后，以“鸦片战争”作

为对象的论文著作、资料集可谓层出不穷，难计其数，1930 年代以后，各种《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世

史》大都将“鸦片战争”作为开篇⑤，直至今天。后人颇有微词的关于鸦片战争史“三段论式”体系：战

前的世界与中国、战争经过、战败原因及后果⑥，实际自 1911 年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开始便是如

此。此书第一章鸦片战争，其下三节标题如下：

　　第一节　中西国际交通之起源

　　第二节　英商鸦片贸易之情状与开战之原因

　　第三节　中英战况及南京条约

应该说，今天对鸦片战争的叙述结构，与一百年前刘彦的著作并无根本的差别，只是具体问题上的认识有

不同。

毋庸讳言，当我们目光仅仅停留在《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围记》《中西纪事》以及《筹办夷务始

末》《鸦片战争》与《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等主题集中于这场战争的各种著作或中外史料集，思考的焦点

自然不会脱离战争的前因后果与过程，无论关注的是多么具体而微的问题，无论如何跳出善恶忠奸的道德

评价。因为自入手处便已被决定了，被这个概念以及概念指导下选取、编辑的资料所划定的范围所限定

了⑦。这种做法的结果便是将当时丰富的历史实在削减到只是围绕鸦片这一轴心旋转的历史表现，自然，

事件是如何生成的？

 

①《中国六十年战史》第 4 章，上海：美华书馆，1903 年，第 1 页上。有关信息承蒙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任平老师惠示，谨此致谢。

②如丁保书编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八篇“我朝与外国交涉时代”，第三节“鸦片之役及江宁条约”，上海：文明书局，1903 年，第

61 页；吴葆诚编译：《东西洋历史教科书》“近世史”第三篇“欧人东略”第三章“鸦片战争”，上海：文明书局，1904 年，第

116−117 页。两书的内容均很简单。1910 年代以后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设有“鸦片战争”或“中英鸦片战争”章节的，更多，不赘举。

③参见铁生《敬告我汉族大军人书》云“第三，断送时代：自鸦片战争，旻宁贬我伟人林则徐，割香港于英，是为满人转贩吾土地之始”，

 《汉帜》第 2 期（1907 年 2 月），第 80−81 页。此杂志创办于日本东京。前一年，1906 年 7 月，汪精卫《民报》第六号发表《驳革命可以

召瓜分说》，其中有“道光之际有鸦片之役，咸丰之际有联军之役，光绪之际有甲午之役，中更丧乱，贱外之心，变而为畏外仇外”，第

19 页。出现了“鸦片之役”的说法。

④前者承胡恒兄示知。此章似乎出版过单行本，见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1953 年初版，重印本，上海：上海书店，2003 年，第

111 页。感谢王彬君检示此资料，但单行本迄今尚未检得，即便是各大图书馆馆藏目录，亦未发现。

⑤1940 年代，金毓黻便注意到“近贤研究国史者，多谓近代史应自鸦片战争叙起”，见所著《中国史学史》，1944 年初刊，石家庄：河北教

育出版社，2000 年，第 433 页。当然也有少数持不同意见的，关于近代史开端问题的不同见解的梳理，参见王也扬、赵庆云《当代中国近

代史理论研究》第 1 章第 1 节“中国近代史学科及其理论溯源”“一、历史分期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16 年，第 1−10 页。据作者梳理，近代史开端主要有两说，一为“明清之际说”，一为“鸦片战争说”，后者在 1930 年代成为主

流，参见第 5−6 页。

⑥参见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研究备览》，第 14 页。

⑦这样一种“事件”其实是被赋予的概念所指涉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建构的，源于记录者与研究者的发明与使用，以及读者的接受与认可，

这种概念即是沃尔什所说的“总括性概念”（colligatory concepts），安克斯密特将其发展为“叙事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参见彭刚：

 《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第 2 章，第 2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55−64 页。何为“事件”，参见上田

信：《被展示的尸体》，收入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15−116 页。“现实是一组连续事

态的组合。事态本身是一个连续的、没有分断的整体，中间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分界，当我们试图理解它时，‘事件’被切分出来，并被赋

予一种完整性。而‘理解’这个行为本身是从混沌的、连续的事态中选出我们认为有关联的事件，并使之具有一贯性，从而产生出一个固

有的‘事件’。因此，析出‘事件’本身的过程，也就是明确要理解的对象的过程。在这里，理解这个行为或过程导致了客体‘事件’的

产生，而被构成的‘事件’则是被理解的方法和范围所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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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画面只是那几年交错重叠的众多画面中一幅而已，如果仅仅用这一幅来涵盖 1838−1842 年的历史，

失真与狭隘在所难免。

三、事件与日常

当我们跳出事件史为中心的窠臼，再去看看《起居注》《实录》《上谕档》以及一档馆保存下来的档

案，本月中，道光批阅过的与这一战事相关的奏折的确不少，尤其据《实录》①。军机处录副奏折中保存

下 来 的 倒 是 不 多 ， 只 有 3 件 （ 03-2986-046、 03-2986-052、 03-2986-053）， 可 以 肯 定 ， 遗 失 了 很 多 。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收录了 2719 件，一档馆编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七册内容更为丰富，更接

近原貌。不过，即便补充上这些，即便相关档案全部保存下来，也只是当时道光所处理的奏折的一部分，

绝非全部。现在能看到的各类奏折、题本中占绝对多数的都是和其他承平岁月一样的各种日常琐事。即便

是虎门销烟的主持者林则徐，在钦差大臣任上的三道奏折与鸦片有关外（04-01-30-0513-047、049、

051），随后转任两广总督，保留下来的奏折涉及鸦片问题奏折虽多，依然是与人事、治安、漕运、钱粮等

日常事务交织并存②，自然也没法收纳到“鸦片战争”巨伞之下。

不断爆发的沿海战事的确带来不少变动：与军务相关的奏章、谕旨比平时陡增，相应的官员奖惩、调

遣与安排急剧增多③。

但还有不少工作与安排雷打不动：隔几天便要去绮春园向皇太后请安、九月初四那天太常寺便上了题

本，提醒皇帝十月一日孟冬时享太庙，道光谕旨“朕亲诣行礼后殿”④，于是乎要按部就班地准备时享，

二十七日便要“御斋宫致斋三日”到十月一日，二十九日还要先到中和殿“视孟冬时享太庙祝版”，这套

节奏与安排几乎是道光十二年时享的重演，就连二十七日自圆明园返回紫禁城时要到大高元（玄）殿拈

香，日期也丝毫不差，稍有变化的是太常寺上题本的日期，道光十二年在闰九月初七日，二十一年是九月

初四日⑤。另外，因十二年闰九月，这些均推迟到闰月来进行。频繁的带领引见亦照旧进行，阅兵亦按时

开展，不时上报的灾情亦需要道光批准才能赈济或缓征。

即便发生了后人与今人眼中划时代的大事，在道光的生活与理政中，不过是投入平静池水的几块碎

石，一时激起浪花，随着石头的下沉，很快也就风平浪静，岁月如常了。即便是在浪花四溅时，循规蹈矩

的生活与理政仍然依序展开。该年八月二十六日（丁未）英军攻占浙江镇海，钦差大臣裕谦投水而亡，九

月乙卯（四日），道光收到杭州将军奇明保的加急奏报，得知镇海失守，但裕谦下落，多日不明⑥，四天

后（九月八日巳未）收到浙江巡抚刘韵珂的奏折，才得到确切消息，当日，道光专门下了一道明发谕旨，

其文云：

　　两江总督裕谦，功臣后裔，世笃忠贞，经朕擢任，封圻适当。逆夷滋事，特派为钦差大臣，办理浙江军

务。该督锐意图功，方资倚畀，兹以镇海县城失陷，投水殉节，为国捐躯，深堪悯恻。著加恩赠太子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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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起居注》与《实录》完成的时间有先后，内容取舍上便可以看出差别。《起居注》逐日记录，积累而成，更体现当时的想法，其中抄录

鸦片战争中各处战事的谕旨很少，多是与承平时期相类的日常事务，而《实录》完成于咸丰六年（1856 年），外患已成为清朝面临的重大

问题，抄录与战事相关谕旨就相当多。两相对照，可见微妙变化。

②可参见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卷”，第 671 件“报抵粤日期并体察洋面堵截趸船情形折”道光十九年正

月二十七日（1839 年 3 月 12 日）以下到第 846 件“出洋潜买鸦片烟犯陈亚幅等审明定拟折”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1840 年 10 月

18 日），一共 176 件奏折类文书，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年，第 127−498 页。

③每年九月惯常的“朝审”“秋审”，二十一年取消，改到了二十二年进行，参见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八日上谕，《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

46 册，第 180 页；《清宣宗实录》卷三五三“六月庚寅”条，《清实录》第 38 册，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67 页上。据

 《翁心存日记》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廿七日，可知停勾是因为“本年六旬万寿，百官仍穿蟒七日，秋审停勾”，第 2 册，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第 461 页，是因为皇太后六十大寿，与战事无关。

④《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第 64 册，第 37587−37588 页。

⑤这套斋戒仪的详细内容，可参见《国朝宫史》卷五“典礼·斋戒仪”，《摛藻堂四库全书萃要》史部，第六−七页。

⑥《清宣宗实录》卷 357，《清实录》第 38 册，第 445 页上、第 450 页下−451 页上。详细考证，可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

研究》（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 365−3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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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照尚书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伊祖班第于乾隆年间在伊犁殉节，入祀昭忠祠，令该督临危致

命，不忝前人，著附祀昭忠祠，并俟军务完竣后，再于镇海县建立专祠，以彰尽节。其灵柩回京时著沿途地

方官妥为照料，并著伊弟裕恒前赴江苏迎接。到京时准其入城治丧。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①

除了表达自己的哀悯之外，指示将此事纳入各种“例”来应对，即将参照之前的规定与先例做“例行化”

处理②。二十六日丁丑又针对礼部上奏的裕谦殉节如何赐恤下发谕旨，除了照部议办理外，“并著加恩与

谥，用示朕悯节褒忠至意”③，增加些额外的恩赐褒奖。道光在谕旨批示“深堪悯恻”属于针对阵亡将领

的套话，九月初二癸丑那天，针对葛云飞、郑国鸿与王锡朋阵亡所下的第二道谕旨中也使用了④。

同在九月八日己未这一天，道光先是“诣绮春园请皇太后安”，然后又看了不少奏折，做了批示。与

裕谦殉国善后事宜一道，同一天处理的还有若干人事调动、军事部署，涉及浙江前线颇多−与裕谦多少

有些关系，如浙江巡抚刘韵珂的奏折、折片与奏单；也有与战事无关的奏折，如湖广总督裕泰的奏折

 （片、单）；也有朝廷内部事务−谕旨户部尚书祁寯藻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谕旨肃亲王敬敏补进内大臣

班、文蔚、端华现俱出差，所有正黄旗护军统领事务著关圣保署理，镶白旗护军统领事务著恩华署理；还

有多道奏折谕旨涉及顺天府武举乡试中发生的车夫刘六滋事一案⑤。据军机处录副奏折以及内阁全宗，当

日还有其他录副奏折与题本⑥，换言之，尽管道光对于镇海失守以及裕谦下落的确颇为揪心，裕谦殉国一

事不过是和其他相关、不相关且不期然碰到一起的奏折、题本等一道被送上了道光的书案，当日经道光批

阅而作为谕旨发布，令有关部门办理。

无论大事小事，按照《会典》《事例》等规定需要奏请皇帝的，都会送到道光那里，请他批阅。该去

绮春园向太后问安也照旧进行，并未因镇海失守、裕谦下落不明而受到影响。对道光而言，每天总是会有

各种事务摆上案头，千头万绪，沿海战事只是一端而已，究竟会蔓延到何处，他心中亦无从了解，只好沿

海全线戒备，尤其是毗邻北京的天津与山海关。

次日，又会有众多的奏折、题本等通过不同渠道堆上几案。转录该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如下：

　　　　初九日　　吴庄

　　朱批朱襄折

　　　　一遵旨赴任由　　实心力祛积习勉之慎之

　　朱批刘韵珂折

　　　　一请以颜正杰升补黄岩令用　　另有旨　　随/旨交

　　　　一委珠？员署衢州守等由　　　览　　　　　　　交

　　　　一旱未收成由　　　　　　　　览

　　　单一收成分数　　　　　　　　     知道了

　　　　一雨水粮价情形由　　　　　　知道了

　　　片一监银　　　　　　　　　　    户部知道　　　交

　　　单一粮价　　　　　　　　　　    览

　　　　一动项修筑海塘各工　　　　   另有旨　　　随/旨交

事件是如何生成的？

 

①《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第 64 册，第 37606−37607 页。

②具体规定，参见《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 30“礼部·祠祭清吏司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634 册，第 1339−1341 页。

 《会典》此处规定“若柩回京，不准入城。系二品以上大臣，由部专奏请旨”，裕谦丧事办理便是如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

朝）》卷 388“礼部·恤典”，专门有“王公大臣官员恤典”，多处涉及对阵亡官员的抚恤办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667 册，

第 7611−7634 页，文繁不录。

③《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第 64 册，第 37691−37692 页。

④《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第 64 册，第 37569 页，又见《清宣宗实录》卷 357“二十一年九月癸丑”，《清实录》第 38 册，第 439 页下−440 页上。

⑤参见《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 60 册，第 31−37 页；《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第 64 册，第 37605−37611 页；《嘉庆道光两朝上谕

档》第 46 册，第 1177 号“车夫刘六著交刑部讯办，至恩桂失察家人滋事自请议处之处，著交都察院议处，钦此”，第 270 页。

⑥此外还有广东巡抚怡良奏报遵旨驰赴福建交卸启程日期事（03-2712-041）、福州将军保昌奏为秋贡应进燕窝不及采办事（03-2828-046）以

及湖广总督裕泰奏为拿获湖南浏阳县逃军盗犯张显扬事（03-4002-028）等，内阁题本中有大学士署理工部事务穆彰阿为核议广西巡抚题请

核销左江镇标中左右三营及南宁城守营补制年久帐房等项用过工料银两事（02-01-008-004033-0014）等两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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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一两塘柴埽各工丈尺由　    　　览

　　　图一未 发下

　　朱批惟勤果陞阿折

　　　　一革员四幅侵欺银两追缴全完由　　刑部议奏　　交

　　　　一审拟监守印库之官兵委无知情等由　　刑部议奏　　交

　　　　一请将擅自回家之佐领奎福严议由　　　另有旨　　随/旨交

　　朱批胡超折 报　　九月初七日拜发/马递发回

　　　　一谢授参赞大臣 恩由　　朕因浙省立时兵将①不能到齐汝先赶到亦碍难剿②而天津一带口岸

　　　　　　　　　　　　　　　距京不远最关紧要虽经督臣讷尔经额布置周安但后路一无

　　　　　　　　　　　　　　　接应陈金绶石生玉又不克分朕十分放心不下知汝忠勇自

　　　　　　　　　　　　　　　矢又率本省之兵于天津迆北或一处二三处择要屯驻既可沿海

　　　　　　　　　　　　　　　接应又为京师屏障甚属有裨汝其尽心尽力慎防守③如有动作务要

　　　　　　　　　　　　　　　如有动作务要计出万全勇加百倍朕实有厚望于汝但切忌恃勇轻率

　　　　　　　　　　　　　　　毋忽

　　谕旨　道

　　　　一吉林伯都讷佐领奎海交部严议由　　　　 全折交

　　　　一浙江黄岩令准颜正杰升补由　　　　 全折交

　　　　一浙江海塘准动顷修筑由　　　　 全折交

　　　　一奕纪改发浙江效力由　　　　 交

　　　　钞递颜伯焘折两件七月十二日/八月二十二日④

和战事有关的不过是朱批胡超折，以及下谕旨要求奕纪由浙江改发到天津效力，外加颜伯焘的两道奏折，

据《起居注》和《实录》，还可补充对奕经等人的恩赏⑤，亦是对参战官员的奖励。余下的均与战事无

关。特别是浙江巡抚刘韵珂，身处与英军作战的第一线，自道光二十年七月迁任浙江巡抚，直至道光二十

三年五月升任闽浙总督，第一次定海之战之后，他就任浙抚，此后中英在浙江沿海的所有战事，均发生在

他任内。即便如此，战事亦非他工作的全部，官缺推荐人选、粮价、雨水、收成、银价等均需照常上奏。

道光昨天看到的刘韵珂用六百里马递火速传来的奏折（及折片、单），全部都与战事相关，无论是关于裕

谦殉节的善后，还是建议防守天津⑥，今天则都是些日常的琐事。事与事之间相互浸润、弥散，没有截然

的边界。如岸边的海浪，一浪推着一浪，前后相连，有别又无别。日起日落，浪涛绵延不绝，日子便在反

复的浪涛中一天一天度过。

日复一日，一个月如此，一年亦复如此，连绵不绝，生命的持续、时间的延展、事务的处理、周而复

始的祭祀、检阅军队、向太后问安，旻宁三十年的皇帝生涯就是这样从即位走到去世。不仅如此，背后还

有众多官民，无论在场不在场、现身不现身：从起草奏折的官吏、上奏的官员、沿途传递奏折的众多驿站

的官吏、内阁票拟题本的官吏、军机处登记奏折、抄录谕旨的官吏、奏折涉及的官民、传递谕旨的官吏、

服侍皇帝的太监宫女，等等，因皇帝的生活/理政而牵动、交织、展开自己的生命，不但是清朝皇帝生活的

主旋律，同样也是古代中国皇帝生活的基调。就此而言，裕谦的死，以及围绕鸦片产生的众多军务，不过

是漫长皇帝生活与王朝运转中无数细务汇集成的水流中的一滴。纵然一时战事奏报频频，前方大臣谎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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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立时兵将”，《清宣宗实录》卷 357“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庚申”条作“兵将立时”，《清实录》第 38 册，第 455 页下。

②“亦碍难剿”，《清宣宗实录》卷 357“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庚申”条作“亦碍难进剿”，同上，第 455 页下。

③“慎防守”，《清宣宗实录》卷 357“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庚申”条作“慎勉防守”，同上，第 455 页下。

④《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 60 册，第 37−39 页。

⑤《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第 64 册，第 37611−37613 页，《清宣宗实录》卷 357“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庚申”,《清实录》第 38 册，第

455 页下。

⑥《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 60 册，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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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让道光振奋不已，随之而来的各处失利让道光焦躁不安，应对之策亦反复变动，全国调兵遣将沿海布

防，前线督抚不断奏请调拨军需银两，令国库吃紧，也让道光忧虑，其他事务照旧要处理，请安、祭祀、

阅兵循例进行。岁月流逝，细务带来的变化一点点积累扩大，加上后来君臣不断处置失当，转机与新的可

能逐渐流失。戊戌失败，八国联军入京，庚子割地赔款，朝廷的新政被认为是敷衍应付，最终让读书人忍

无可忍，革命呼声战胜了立宪，武昌起义的隆隆炮声将清王朝送上了不归路。

道光十八年以来围绕鸦片弛、禁萌生的许许多多的事务，从大臣们的讨论到派遣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

去禁烟，到英国兵舰开始不断地在沿海各地骚扰进犯，甚至攻陷了若干炮台、港口与城池，最后兵临江宁

城下，道光帝也在不断调兵遣将，对付来犯的英人。这一系列逆夷的骚扰，如同不断向人体进攻的蚊子，

躯体巨大，运转迟缓，消灭不了小小的蚊子，反而不时遭到叮咬，奇痒无比。

鸦片困扰清朝，并非始于道光朝。清廷最早一次下谕旨禁鸦片，要追溯到雍正七年（1729 年），嘉庆

朝更是不时下谕旨查禁①。道光从其登基之初就不断为鸦片所困扰②，隔几年便下谕旨禁止吸食与种植买

卖③。官民吸食鸦片与官府查禁并非一个突如其来的新现象，而是持续甚久的拉锯战，日益蔓延，且屡禁

不止④。当然，与鸦片有关的奏折一定是和其他事务的奏折一道送到道光案头的，对他而言，此起彼伏的

鸦片吸食与买卖，让他每隔数月便要重述一次严禁的谕旨，不知反复发生过多少次，严词背衬的是收效甚

微，愈演愈烈，这种态势积淀成道光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目的论史观的观照下，这些或许可算作“鸦片战争”的前史。换个角度观察，这不过是皇帝理政中令

他蹙眉疾首的众多难题中的一道，相似的还有各地的灾荒，以及几乎年年出现的黄河水患。不必查看档

案，翻翻《清史稿》本纪部分每月下的记录，便一目了然。不同之处只是年份与地点、灾情的轻重，性质

并没有多大差别。嘉庆二十年（1815）三月，清廷根据两广总督的建议，颁布了《查禁鸦片烟章程》⑤，将

处罚贩卖鸦片制度化，道光三年（1822）八月戊戌，清廷又根据吏兵二部奏，制定了《失察鸦片烟条

例》，进一步确立了处理洋船夹带鸦片、奸民种植罂粟以及开设烟馆，按照鸦片斤数，惩罚失察官员的处

分标准⑥。这应是嘉庆二十年颁布的《查禁鸦片烟章程》的补充规定。谕旨提到“向来地方官，祗有严参

贿纵之例，并无议处失察之条。且止查禁海口洋船，而于民间私熬烟斤，未经议及，条例尚未周备”，两

次明言“仍照旧例革职”“均著照旧例行”，旧例当指此。

 《章程》与《条例》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既表达了朝廷的关注与决心，同时将处理纳入日常管

理，显示朝廷分明意识到仅靠不断下发的谕旨难以剿灭吸食鸦片，不得不准备持久作战，君臣上下已经觉

察问题严重且棘手⑦。

检索嘉庆朝《大清会典》与《会典事例》，涉及鸦片的记载不过五处，案例仅一件。最早的规定颁布

于雍正七年（1729），但尚无专门的处罚规定，只是参照其他律例来惩处，如“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

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如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

事件是如何生成的？

 

①参见《清史稿》卷 16《仁宗纪》，嘉庆十五年二月丙子、十八年七月甲戌、二十年三月己酉，第 598、603、606 页。若据《清仁宗实

录》，提到鸦片的谕旨，自嘉庆十二年十月甲午到二十五年二月壬子，至少有十五处之多，从禁烟条例到禁止侍卫、太监买食鸦片，乃至

对携带鸦片案件的处理，等等，不一一胪列。

②道光元年二月丁未，就曾给内阁下谕旨，针对御史郭泰成上奏要求严禁晋省私贩鸦片烟一折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参见《清宣宗实录》卷

13，《清实录》第 33 册，第 265 页下。又见同年九月丙子、十一月丙寅，分见《实录》卷 23、26，同上，第 426 页上、468 页上−下。

③道光十八年之前至少有三次，分见《清史稿》卷 18《宣宗纪二》，道光十一年二月戊戌、六月丙申、以及十四年五月丙戌，第 651、652、

662 页。《清宣宗实录》中的相关资料更多，不详举。

④鸦片在中国历史上输入与传播、使用，以及清廷态度演变的扼要概括，参见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9−13 页。

⑤《清仁宗实录》卷 304“嘉庆二十年三月己酉”，《清实录》第 32 册，第 38 页上。

⑥《清宣宗实录》卷 56“道光三年八月戊戌”，《清实录》第 33 册，第 993 页上−下。

⑦关于清朝《会典》与《则例》的编撰与作用，参郭松义《清朝的会典和则例》，《清史研究通讯》1985 年第 4 期，后收入所著《清代政治

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58−267 页。感谢王彬君检示此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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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一百，流三千里”①。面对日益泛滥的鸦片贸易、携带、吸食以及官员的纵容等等，上述律与例已无法

震慑，嘉庆与道光根据大臣的建议，制定专门的《章程》与《条例》来处理，只能算是亡羊补牢了。

 “鸦片战争”硝烟散去多年，咸丰即位之后，清廷君臣方逐渐意识到这英吉利人绝非内地一般可以轻

易荡平的蛮夷，所以专门编写了《筹办夷务始末》，到了同治朝又设立了总理衙门，甚至开始学习西方的

技术。但在当初，除了魏源、徐继畬、梁廷枏等个别人，包括道光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对此都浑然无感。

应对之策，多捡拾前代用来对付各种动乱时惯用的套路②，只不过这些战事主要发生在沿海。即便是阵亡

的总兵、钦差大臣，祖先早就留下了各种成规，大臣们也很清楚该如何抚恤③。

大清王朝已经在这块大陆的东端屹立了近二百年，什么样的风浪没有碰到过？祖先经历的困局、遭遇

的险境不都挺过来了？《会典》《则例》（《事例》）中分门别类记载的祖先如何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

成为子孙们可以仰仗的靠山、吸取力量的宝藏，诚如嘉庆在《大清会典》“序”中所言：“（会典）著奕

祀之法程，为亿龄之典则，后嗣恪遵勿替”。几个远来的毛贼蚍蜉撼树，如何能奈何我大清？

当然，如我们所知，一旦海开，时局便并非清朝君臣自己所能独立左右的，后来历史的走向完全超出

了他们的预想。这次来犯的逆夷不是三藩，不是蒙古，不是金川土司，不是苗猺，而是挟坚船利炮的西方

资本主义列强，一系列的碰撞，结局亦如我们所知，开启了中国三千年未曾有之变局。这些自然都是道光

帝等绝大多数时人想象不到的，亦是那些参与过鸦片战争的清朝军政大员们所想象不到的。④

这些社会学家墨顿所说的“未预期结果”⑤是人生与历史中反复出现的，只是当我们利用“后见之

明”去观察过去时⑥，常常会将这些误以为是时人所能体会到的，以致产生很多非历史主义的“辉格解释”。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去观察，清朝的统治，具体说来，道光帝治下，尽管发生了后来称为“鸦片战

争”的一系列战事，并遭到失败，被迫开放口岸通商并割地赔款，运行了近二百年的大清王朝，历经风

雨，已经磨合为一个按照固定程序运转、沿着既定轨道前进的机器人，因过于庞大，部件繁多，组合在一

起，运转不那么敏捷，时常需要添加些润滑油，皇帝既是孔飞力所说的其中镶钻的齿轮，也是最终扳动开

关决定如何运转、朝哪个方向前进，以及是否该加油的人。机器人已经成熟到如此程度，通常，不分大事

小事，均有惯例可依。不论是沿海的战事、还是某地的歉收、四时的祭祀、先帝的忌辰、太后的万寿圣

节，引见官员等等，都有规章可循。各种事情，哪怕是前所未有的难关，也会纳入既有的惯例中去处理，

皇帝无需多动脑筋，王朝也能运转如常。这是一个有条不紊的世界。是一个将所有发生的事情构成事务转

述为文字，并在文字与以往的文字之间建立联系，求得对策的机制，处理过程中将当下与未来全部打包装

入过去，装入几乎一成不变的“词汇”编制的应对方案中。二百年的历史实在悠久，列祖列宗经历过各种

大风大浪，积累的成例太丰富，以致几乎无需思考，只要查查《方略》《会典》与《则例》，读读《实

录》，就能找到现成的对策。那些文字一如所有的汉语，在时态的表达上颇为模糊，只要去读，就仿佛是

Academic  Monthly 第 51 卷 11 Nov  2019

 

①《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 615“刑部三十二”兵律关律·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682 册，第 1770 页。

②如组织征召各地乡勇团练帮助“剿灭英逆”便是过去常用的对策，“其沿海各处乡村，均宜自行团练乡勇，联络声势。上为国家杀贼，下

即自卫身家。其有奇才异能，足备御侮之用者，许赴军营自行投效，该将军等量才器使。遇有出力之处，随时保奏，候朕施恩。从前三省

敎匪滋事，尽有由义勇出身，擢至大员者。该将军等务当多方激劝”，《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第 64 册，第 37629 页；《清宣宗实录》

卷 357，“九月癸亥”，《清实录》第 38 册，第 456 页上。费正清（John K.Fairbank）亦根据傅礼初（Joseph Fleteher）的研究，指出南京

条约的各条款都有先例，主要是 1835 年和浩罕达成的协议，清人并不觉得有多少不妥，见所著《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l800−1985），1986 年初刊，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第 115−116 页，感谢郭伟涛君检示此文。新近的研

究 可 参 见 Pär  K.  Cassel, Grounds  of  Judgment: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ap. 1. 感谢严思齐（Charlie Argon）君惠示此书。

③《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 4 册收有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三日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旨议恤定海阵亡之总兵葛云飞等官兵折（军机处录副奏

折），云“查定例，殉难阵亡官兵，恤赏提督恤银八百两，总兵恤银七百两”等，吏部还有赏给勋官等定例，以及根据具体情形的变通安

排等，第 207 页。

④关于此问题，可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 8 章“历史的诉说”，第 549−570 页；以及王尔敏：《道咸两朝中国朝

野之外交知识》，收入氏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44−155 页。

⑤Robert K. Merton, “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6(Dec., 1936), pp. 894-904.

⑥关于此问题的分析，可参见彭刚：《叙事的转向》第 2 版附录“后现代视野之下的沃尔什−重读《历史哲学导论》”，第 282−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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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下提供纾解难题的办法，过去/惯例=日常，是左右现实最重要的力量。除了人事安排，一切事务与难

题都可以在建立与过去文字的联系中找到答案。

过去并非“客观化”的、与当下无关的僵尸，它借助各种“例”仍然潜在地具有活力，把握前进方向

的皇帝一次一次地谕旨“部议”或“照例”处理，连接起当下与过去，将埋入文字的过去激活，各种仪

式、形式化的词汇与表达、相袭已久的处理方式，都是如此。刊刻在典册中的文字，今人看来不过是些史

料，没有生命，但在当时，意义却非如此，相当于操作手册。一旦被援引，如枯木逢春，立即再现生机。

甚至可以说“日常”便是依附于过去词汇编织的网络而存在，一方面是单向的、朝向未来的线性时间的展

开，无数问题扑面而来，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地返回过去，将当下与过去连接，以及循环往复的成分（如每

年定期举行的各种仪式性活动）①，当下/过去的反复交织中形成了王朝统治的“实态”，构成了今人所理

解的“历史”。不理解依附于过去的复杂多向的“日常”，便无法理解当时的实态，亦无法理解为何会从

失败走向失败，如德国史家 Reinhart Koselleck 所说“早期近代之前，未来不能带来根本的新东西乃是从经

验中得出的一条普遍原则”②，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面向过去、循规蹈矩的作风，使得时人很难

正视当下，积极开动脑筋来主动思考与面对挑战，无法走出先例的羁绊。站在今人的角度指点江山，论证

清军不开战即已不敌英军，是外在于历史现实的结论③，纵然提供了众多细节，也不足以帮助我们切近地

认识那段往事。这种态度是用一种观察者同其对象之间的学究关系，代替了在行动者和实践之间存在的实

践关系。用皮埃尔·布迪厄的话，这是一种“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历史学

的一种学科无意识，必须要连根拔起④。

一旦只戴着“鸦片战争”这副滤镜反观过去，丰富的日常多半已经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剩下的只有

对后世产生特定影响的事件系列，被史家挑选出来置于时空脉络中加以叙述⑤。我们也就只能从前因后果

事件是如何生成的？

 

①关于此问题的简短说明，可参见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李

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01−102 页。当时处理政务时先例的作用，可见钱仪吉在《碑传集》“后

序”中提到的嘉庆二十一年江西漕项奏销册送到户部，其中所列名目有里民津贴银米一项，查部例没有此项开支，怀疑是小吏的“私

征”，严词追问再三，只知乾隆以来漕督上奏中曾经提到过，雍正元年的谕旨中也曾提及作答。户部商议“以他省治漕皆无是，顾行之已

久，可无罢，宜如旧征，而以其岁入解部被他用”，恰好仪吉再莅云南司，从旧牍中发现乾隆末年的报部册中已有此项，持续了几十年未

见驳诘，疑必有故，建议依旧处理为便。户部尚书遵从了仪吉的提议，更改奏稿，“解部之议寝”，便是因无部例产生的疑难问题，最终

解决还是靠从旧牍中发现了未收入部例的先例，此事发生在道光三年。数年后，钱仪吉才在《赋役全书》中找到了依据。参见所编《碑传

集》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第 2 页。

②Reinhart Koselleck, “Time and History,” in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Trans. by Todd Samuel Presner and et
a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11.

③从道光角度观察，中英战事已持续了近二年，他对英国、英军还是知之甚少，见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三月二十一日庚午（5 月 1 日）

收到奕经奏折后给军机大臣下发的谕旨，据《清宣宗实录》卷 369，《清实录》第 38 册，第 646 页下−647 页上。另外一例见吕思勉转述的

薛福成的感慨，咸丰十年（1860），僧格林沁打败了英法联军，薛福成有一篇文章记载其事，深表惋惜，说“咸丰八年，业经把英、法兵

打败了，这一次如能再打一个胜仗，则他们相去数千里，远隔重洋，不易再来第三次，时局就可望转机了。”吕氏评论说“我们在今日看

起来，可谓洞若观火，而在当日，号称开通的薛福成竟不能知，这也无怪其然。当日英、法的情形，自非薛氏所能洞悉”，吕氏所言，确

是平情之论，参见所著《历史研究法》，1945 年初刊，重印本，收入《吕著史学与史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2 页。佐藤慎一侧重于“知识分子”对此有更为充分的揭示，参见《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序章：近代中国与知识分子”，刘

岳兵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13 页。

④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Pierrw Bouedieu and Ioïc Wacquant）：《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A Invitation of Reflexive Sociology），

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第 106、102、44 页。

⑤如海登·怀特所说“史家面对一种已然构成诸事件的十足的混沌，他必须从中选取一些用来讲述故事的要素。他通过纳入一些事件，排除

另外一些，强调一些而令其他事件从属于这些来创作故事。贯彻这种排除、强调与从属的过程为的是构成一种特殊类型的故事。这即是

说，他赋予故事‘情节’”，《元史学：19 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第 7 页注释 5，译文有改动。

　　社会科学家对此有更一般性的认识，否认了近代以来长期秉持的“客观性”与“中立性”，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指出

 “我们同意，所有的学者都必须根植于一个特定的背景之中，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各种前提和偏见，而这些前提和偏见会干扰他们对

社会现实的感知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中立的’学者。我们也同意，对社会现实进行照相式的再现是不可能的。

一切数据都是从现实中挑选出来的，这种选择要以某一时代的世界观或理论模式为基础，要受到特定群体所持立场的过滤”，参见华勒斯

坦：《开放社会科学》（Open the Social Sciences），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第 98 页。当然，若用海登·怀

特的分类，“鸦片战争”的故事一定是悲剧性的。关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叙述，参见李怀印（Huaiyin Li）：《重构近代中国：

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岁有生、王传奇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10−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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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程去提供些有限的认识。要想恢复鲜活的历史，回到历史现场，回到日常世界，恐怕是不得不采取的

策略。只有这样，我们看到的才不止是几条躺在案上待人解剖的死鱼，而是流淌的活水及其中活蹦乱跳的

鲜鱼。

当然，消失的远不止是道光皇帝的生活，还有被视为与鸦片战争无甚关联的数亿百姓，以及众多未卷

入这场战争的官员、兵弁的生活。史家笔下的历史穿梭、跳跃于事件与事件之间，拾掇相关史料，编织出

种种线索，来充当种种观点的脚注。

四、事件如何形成？内部机制与后人的观察

实际上，这些被归入大事件的事务，并非与其他事务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前引《起居注》中八月

初七日关于金门镇等处阵亡将领如何抚恤的谕旨后紧接着的一道谕旨“福建金门镇总兵员缺，著詹功显补

授”，又按照出缺惯例补授，同日谕旨任命的还有两位：陈朝良补授江南苏松镇总兵、赖恩爵署理福建南

澳镇总兵①。战事造成的总兵员缺与其他情况产生的总兵员缺相互交织，并无分别，都是需要皇帝处理的

事务，无论造成员缺的原因为何，道光也循成规任命。又如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五日，道光曾下了一道明

发谕旨：“牛鉴著署理两江总督，迅速驰驿前往，毋庸来京请训。河南巡抚著鄂顺安署理。河南布政使张

晋熙前经奏准陛见，现在豫省事务殷繁，该员无论行抵何处，著即速赴新任，毋庸来京，钦此”②，牛鉴

自河南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接替阵亡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三天后，道光又下旨“牛鉴著补授两江

总督，仍迅速驰驿前往，毋庸来京请训”③，两道任命前后关联，均抄录入《清宣宗实录》卷三五七④，按

照咸丰六年（1856）九月监修总裁官大学士文庆领衔的《筹办夷务始末进书表》的表述“凡有涉于夷务而

未尽载入《实录》者，编年纪月，按日详载，期于无冗无遗”⑤，既然已入《实录》，便不应收入该书，

实则不然。《筹办夷务始末》收录了后一道上谕，今人所编的与鸦片战争有关的档案史料与大事年表亦如

此⑥。两个前后相连的任命是否与夷务/鸦片战事有关，后人眼中却颇有些矛盾与摇摆，尤其是前一道还涉

及任命新的河南巡抚与布政使。收与不收的标准既是模糊的，同时也是人为的与武断的。

这类事例不在少数，特别是有关战事的筹款，便很少收入《筹办夷务始末》⑦。按今天的想法，这些

铁定都应属于战事范畴，没收恐怕与时人对夷务的理解有关。事与事之间，形式上在奏折、上谕中日期明

确、书写载体上的物理边界分明，内容却相互牵连互渗，纠缠交叠，如同水中的水滴（water in water），

难以清晰分出彼此，汇合成事务流，齐聚皇帝案头，应该是当时的常态，各地事态亦是如此。后人则按照

特定的标准（复数的，各有各的标准），从中抽取，编织纳入各种有始有终、有边界的“事件”或“事件

序列”中（如《筹办夷务始末》、“鸦片战争”或《清代职官年表》、清代财政史的叙述，等等），并在

事件发展的序列中获得特定的位置与等级。

有了标准，于是乎按照距离标准的远近形成了核心与边缘，以及大事、细务之分，耸立背后的是“事

件等级制”的观念乃至潜意识，即将面临的各种事情以标准为中心，衡量与中心的远近区分轻重，编制成

重要程度不等的层级，这是历史研究中惯用的做法。值得追问的是，从什么角度、如何区分轻重？区分轻

重的标准是什么？标准从哪里来？为何要以此作为标准？能区分吗？有从个人角度，顺时而观做出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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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 46 册，第 242−243 页；《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第 64 册，第 37470、37473 页。

②《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 46 册，第 267 页；《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第 64 册，第 37590 页；《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 60 册，

第 19 页，谕旨文字乃摘录，不完整。

③《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第 64 册，（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八日己未，第 37609 页；《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 60 册，第 35 页；又

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五，己未（九月初八日），第 3 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 年，第 1296 页。

④分见《清宣宗实录》卷 357“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五日丙辰”与“初八日己未”，《清实录》第 38 册，第 444 页下、448 页上。

⑤《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 册，第 1 页。

⑥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 4 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238 页；萧致治编：《大事年表》，收

入所著《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研究备览》，第 303 页。

⑦如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针对裕谦奏请将部拨解闽军需改拨浙江一折的上谕，见《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 46 册，第 264 页，又见《清

代起居注册·道光朝》第 64 册，第 37573−37574 页，就没有收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与《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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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按照人生历程标记出的大事：也有站在更为宏观的角度，乃至从后见之明出发做出的划分。

这种观念乃至潜意识中的“事件等级制”，不过是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等级制”的观念映射。至

少自西周以来历朝历代，等级与阶级划分一向是构成人群的关键性方式，且扩散到各个方面，从身份地

位、礼仪宗庙，到服饰车马、死后墓地的规格，等等①。1949 年以后，只是获得了名义上的平等，现实中

各种等级差别依然随处可见：从城乡二元对立与户口制度上的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到中央与地方、城市

中工人、干部身份的不同，附着在干部等级上的待遇差别、男女退休年龄上的差别、学校、医院乃至寺庙

的对应的行政级别的差别、颜值高低与工作好坏、收入高低之间的对应关系所建立的工作等级体系（如空

姐/高铁乘务员所代表的高收入与颜值高之间的对应）。市场经济削弱了某些方面的等级制，但在另外一些

领域，等级制反而又获得了强化。这样一套既复杂又简单的逻辑随着日常生活的反复接触注入到我们的思

考中，成为关注过去时坚持“事件等级制”最隐蔽的基石。无意识中受其支配，则会不自觉地将那些等级

高的人/事视为重要的，漠视那些居于等级体系低端的人/事。

其实，清朝本身并非没有“大事件”生产机制②。立国后百余年清廷开设“方略馆”，康熙至光绪

朝，先后编纂大部头的官修方略达 25 种，且多抄录数本或公开刻印发行，几乎每一部方略记述的对象，即

是有清一代的重大军事活动，如三藩之乱（《平定三逆方略》60 卷）、郑成功和清朝收复台湾（《平定海

寇方略》4 卷）、中俄雅克萨之战（《平定罗刹方略》4 卷）、平定大小金川之战（《平定金川方略》

 《平定两金川方略》等）、太平天国（《剿平粤匪方略》420 卷，同治十一年刊）、捻军起义（《剿平捻

匪方略》320 卷，同治十一年刊）、西北回民起义和击溃阿古柏（《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320 卷，光绪

二十二年刊）等等，实际上成为一种生产重大军事事件的方式。此举始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平

定三藩之乱结束后，福建道御史戴王缙上奏，朝中大臣讨论后表示赞同，得到康熙认可，于是编纂了

 《平定三逆方略》③，到乾隆十四年（1749）正式设立“方略馆”作为常设机构，附属于军机处。按

 《钦定大清会典》（光绪朝）卷三规定：“每次军功告蒇，及遇有政事之大者，奉旨纂辑成书，纪其始

末，或曰《方略》，或曰《纪略》，皆由馆承办”，这是事后的总结。其乾隆五十三年编纂《台湾纪略》

 （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以前的 10 部方略，收入《四库全书》，只有数个抄本存世，乾隆朝刊刻过《廓尔

喀纪略》，嘉庆朝以后编纂的 9 部均有刊本，还有 5 部清代未曾刊印④。

构成 25 部方略（或纪略）记述对象的，只限于清朝获胜的战事，而像与英国的交涉和战事，尽管咸

丰朝编辑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却秘而不宣，只留在宫中备皇帝个人参考⑤。一显一隐相互映

衬，清廷在选择、编撰与刊布这类著作时“成王败寇”的事件构建意识，颇为明显⑥。20 世纪以降，将

1838−1842 年这段清廷讳莫如深的往事作为“重大事件”突显出来，已经是另外的立场在发挥作用了。

事件是如何生成的？

 

①这方面最为综合性的梳理，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三、四章“阶级”，1947 年初刊，重印本，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第 136−249 页。

②此问题得益于 2018 年 11 月 18 日清华大学召开的“古代中国国家研究的新探索”工作坊上，田耕兄的提示，谨谢！

③《清圣祖实录》卷 104“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乙酉”与“戊子”，《清实录》第 5 册，第 50 页上、51 页上−下。

④参见姚继荣：《清代方略馆与官修方略》，《山西师大学报》29 卷 2 期（2002 年 4 月），第 75−78 页；《清代档案与官修方略》，《青海

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1 期。《方略》如何编纂，可参见覃波：《〈钦定剿平粤匪方略〉编纂研究》，《历史档案》1998 年第 4 期；以

及姚继荣《清代方略研究》，北京：西苑出版社，2006 年，第 24−42 页；刻印情况，见第 76−108 页；25 种方略名称、卷数、年代、内容

等概况，见第 255−257 页。

⑤戊戌变法时期，任总理衙门章京的张元济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讨论抄写同治朝《洋务实录》一事，此应即是《筹办夷务始末》，没有提到道

光朝的，只是第 14 封信中说“《洋务实录》子培处有同治一朝，书约有百余册。咸丰朝则无，有光绪朝，子封云曾稍稍见之”，第 18 封

信中说“吾兄书到，拟往取书，而子培忽而不肯，云此书前为康先生及卓如借阅，散失不少，至今言之，为之痛心”云云，见上海图书馆

编《汪康年朋友书札》张元济致汪康年函，第 14、15、18、20、33 通，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年，第 2 册，第 1538、1541、1542、

1568 页。子培乃沈曾植，亦为总理衙门章京，子封为曾植弟曾桐，卓如为梁启超的字。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成书于光绪六年

 （1880 年），戊戌时预其事者，应有不少还在世，故可以找到原书，沈曾植处保存的，恐怕也是抄本。而道光朝与咸丰朝的恐因时代较

早，且又是秘密编撰，后人并不知晓。感谢张勇教授提示此线索。

⑥编撰方略的特点是“一事一书”，目的是“宣扬皇朝的武功，渲染皇帝的睿智谋略，总结巩固政治统一的历史经验”，参见姚继荣：《清

代方略研究》，第 109−153、210−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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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事件史的“鸦片战争”背后是整个清王朝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可以从事件/结构之间关系角度来

认识。从兰克时代一切历史都是政治史，到布罗代尔提出的著名的三个时段说，将结构与事件对立起来，

并将事件贬为“瞬间即散的尘埃”，认为“它们像极短暂的闪光那样穿过历史。它们刚刚产生，旋即返回

黑暗中，并且往往被人遗忘”，他强调是经济事件和这些事件的短期形势的链条，以及广义的政治事件、

战争、外交条约、决定和内部骚乱等的链条①，作为“结构主义者”，布罗代尔认为“在历史的分析解释

中，最后终于取得胜利的总是长节拍……这种长节拍否定大量事件，否定所有那些它不能卷进它自己的水

流中的并且被它无情地排开的事件”②。布罗代尔尽管轻视事件，但还承认一些事件可以卷进水流，不

过，事件在水流、在长节拍面前，是无力且被动的。像布罗代尔这样轻视事件的史家，在社会史流行的时

代应该很多，当然，也有史家接受了他对时间的析分，对于事件/结构的关系并没有走得那么极端，

Reinhart Koselleck 便指出“事件与结构的层次依然内在依赖”，“事件与结构内在彼此关联，但此无法还

原为彼”③，即是承认历史中两者各自的意义，无法相互取代与演绎。Koselleck 所说的“结构（structures）”

除了事件的历时性结构之外，还包括了在时间维度上的特点表现为重复的更长期的结构④，诸如作为众所

周知不断重复的统治之基础的制度形式与权力模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给定的地理与空间因素，两者长

期来看使日常生活趋于稳定或可能唤起政治冲突局势，而这些在历史过程中彼此类似或重复，还有行为的

有意识与意识模式，既为制度所决定，亦反过来形成其制度，也包括风俗与法律体系，甚至还有生殖行

为。作者强调这些结构时间维度上的特点是同一事物的重复，尽管长期或中期看，事物的变化也在不断累

积⑤。被收纳到“鸦片战争”中的那些事件散布在清王朝构造的不同部位中，与其他事务本交织共存，相

互渗透与转化。

人类学家萨林斯则提出了另外一种处理事件与结构关系的思路。他透过分析 1778、1779 年英国人库克

率领帆船两次到达夏威夷群岛的遭遇，反思西方社会科学中结构/历史的关系，发现了结构中的内在历时性

与生成性，借助这场遭遇以及库克船长被杀，揭示事件如何改造了夏威夷人传统社会的结构（惯习），实

现了文化的再生产，以及个人/集体、现实/理念、变/不变、过去/现在等等二元对立的荒谬。⑥夏威夷人拥

有国王，存在头人，是个等级分化的社会，但毕竟面积有限，库克船长率船两度抵岛，足以成为改变传统

社会构造，同时实现文化再生产的重大事件，对当时当地身处不同位置的夏威夷人而言，具有不同的意

义。1838−1842 年清朝与英国之间的一连串战事，在当时却不能说已经具备了类似的意义。这种意义的获

得，来自事后更晚时期人们的构建。缘于中国领土广袤、人口众多、信息传播渠道的限制，很多事件即便

在当时便被赋予了重大意义，亦须考虑具体的人，难以一概而论。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失败、废除科举、

清帝退位与民国建立，这些时人确能感知的重大事件，所谓“时人”所指亦需要细究，无法泛泛而谈。对

刘大鹏们、阿 Q 们的意义，与对维新派、革命派、士人、清廷大吏的意义显然有别。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

民、且高度分化的国家，再生产的机制远比夏威夷社会复杂，萨林斯的分析只是补充了一种超越对立而观

察“事件”的角度。

更为晚近的社会学家们则力图突破传统的宏观社会学/微观社会学之间、结构/个人之间的对立，将结

构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这种思路其实等于取消了传统史学眼中的“事件”。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

斯（Anthony Giddens）便提出“日常生活的结构化”的观点，强调了例行化（routinization）和形成结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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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 ’ époque de
Phillppe Ⅱ）下册，1949 年初刊，唐家龙、吴信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第 416、417 页。

②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册，第 984 页。

③Reinhart Koselleck, “Historical Time and Social History,” in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p. 125, p. 126.

④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册，第 124 页。

⑤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册，第 124−125 页。

⑥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历史之岛》（Islands of History: Hisot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lations），1985 年初刊，蓝达居等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感谢刘永华兄提醒我注意萨林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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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紧密关系①，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同样高度重视“日常生活”

的作用，提出的“惯习”概念，就包容了相当多的日常行为与知觉图式。②一方面，结构与日常、人的例

行化活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不断得到梳理与清晰化；另一方面，“事件”的内涵也在发生了转向，从“大

事件”降解为“小事件”“日常事件”，埃里克松的分析与李猛的研究，为重新理解“事件”内涵与历史

叙述提供了基础。③古人所说的“事务”就是“小事件”中的一类，亦属于吉登斯所言的“惯例”，只是

观察的角度有别。反复出现的事务连接了皇帝、官吏、百姓与规则，处理事务的过程即是几方互动的过

程，同时又通过成规将当时与过去衔接起来，这些过程不断伸展到未来，王朝因此而向前延续。将“鸦片

战争”还原为日常状态下的系列“小事件”，可以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组合方式，更加多元的角

度去观察那个时代。

现在要完全抛弃“事件”这个概念恐怕不太容易，但什么是“事件”，为何成为“事件”却不是不言

而喻的，需要先仔细考虑。是基于目的论而建构的如罗马建城这样的“大事件”，还是日常中反复出现的

 “小事件”（事务）？“事件”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等级制？“鸦片战争”何以从诸多“小事件”聚合提升

为“大事件”？成为“大事件”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去认识笼罩在“鸦片战争”下的诸多事件与其他同时

发生的事件、以及后来发生事件之间的关系？一连串的问题，都值得深思。

五、不同的记述、不同的画面

什么能成为“事件”无法脱离时人、后人看待过去的立场与角度。确如学者所指出的，不同的“事

件”观背后耸立的是不同的史观：英雄社会与英雄史观/平民社会与平民史观。④前者与中心辐射模式以及

实证史学有直接的联系，后者产生于 1750−1850 年代的苏格兰，构成欧洲历史学与社会学因果分析的基

石。回到中国历史，我们无法否认英雄人物的作用，但亦绝不能无视/轻视普通人的力量。大事件也好，小

事件也好，均需纳入视野，两者兼顾，且揭示两者之间关系的“事件”观与分析，恐怕是必须的。当下，

对学界而言，占据主流的是所谓“大事件因果关系”的分析，需要返回日常世界，发现“小事件”的意

义，并将“大事件”置入“小事件”中，同时解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此其一。

其二，另一角度观察，上述问题的出现，纵与目的论立场的观察、不自觉地陷入后见之明的诱惑有

关，同时平时接触的各类文献亦很大程度上捆住了读者头脑，不能不加以反省。无论是传世的正史中的本

纪、列传，还是出土的墓志铭，乃至个人日记，甚至包括《起居注》和《实录》，可以说都继承了《春秋

公羊传》“桓公四年”中“常事不书”的说法。《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当时春

夏秋冬四时皆有田猎，名称各不相同，《春秋》一般不记这类反复发生的活动，所以《公羊传》说“常事

不书”，接着又指出“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何休解诂说：“以其地远。礼，诸侯田狩不过

郊”。因为桓公当年在郎地狩猎，距离国都远，不合礼制，故史家特别记录下来，以示讥讽。依此，史书

事件是如何生成的？

 

①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第 42−43、46、102 页。如吉登斯所言“惯例（routine）（依习惯而为的任何事情）

是日常社会活动的一项基本要素”，“各种活动日复一日地以相同方式进行，它所体现出的单调重复的特点，正是我所说社会生活循环往

复的特征的实质根基”，“（日常生活的惯例与社会组织的各种制度形式）两者彼此介入对方的构成过程中，同时也都的确介入了行动中

的自我的构成过程。所有的社会系统，无论其多么宏大，都体现着日常社会生活的惯例，扮演着人的身体的物质性与感觉性的中介，而这

些惯例又反过来体现着社会系统”，“制度形式的固定性并不能脱离或外在于日常生活接触而独自存在，而是蕴含在那些日常接触本身之

中”，“在联系转瞬即逝的日常接触与社会再生产，并就此联系日常接触与表面上具有‘固定性’的制度方面，日常接触的例行化过程发

挥了重大作用”，同上，第 43、102、144、148 页。

②其观点的主要内容，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③Björn Eriksson, “Small events-big events: A note on the abstraction of causa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1.2(Dec., 1990), pp. 205−237; 李猛:
 《迈向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一个导论》，《国外社会学》1997 年第 1 期，又收入谢立中主编《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

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62−76 页。

④吕思勉便已注意到“既然偏重政治，则偏重战事和过度崇拜英雄之弊，必相因而起”，“过分偏重军事，则易把和平时代跳过了”，“过

分崇拜英雄，……大家觉得只要有一个英雄出来，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忘却自己应负的责任”，参见《历史研究法》，《吕著史学与

史籍》，第 16、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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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下的大都是各种各样的变动与异常，从人事、生平到天象。不过，最初记录的史家生活在当时，自然对

何为“常”、何为“变”了然于心，但他们记录下“变”时，是以经历或现实中的“常”为背景与衬托

的。岁月流逝，人事代谢，时代推演，特别是千百年后，生活的“常态”已悄然变化，所欲揭示的时代的

资料亦残存无几，后人已不再具备那个时代的“现场感”，只能借助多重筛选后遗留下来的资料来重建过

去，如同用同一地点、同一地层出土的碎陶片去复原陶罐。只有我们知晓了那个时代的那类陶罐形态如

何，才能根据碎片轮廓相互拼合，并用石膏填补空缺，复原出完整的陶罐。带有时代特点的陶瓶，就相当

于当时的“常态”。考古学家可以借助墓葬出土的完整陶罐获得参照，钻研故纸堆的史学家就没那么幸

运，要返回过去，重新获得历史现场感，并不容易。传世文献既是便利，又是障碍，宛如横在古今之间的

磨砂玻璃，透过它们可以看到一些过去的景象，却又模糊斑驳，有时甚至还带有一些歪曲与变形。道光帝

生活的时代并不遥远，保留至今的资料尚多，重建他的日常世界，并不困难。越邈远，越艰难。尤其在那

些可用的资料主要是传世文献的时代。

吕思勉便指出“须知‘常事不书’，为秉笔者的公例。……这是因为著书的人，总得假定若干事实为

读者所已知，而不必加以叙述，如其不然，就要千头万绪，无从下笔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在了解

 “特殊事实”之外，能再现历史上的“一般状况”，即“综合各种事情而推想出来的，并不是指某一个人

或某一件事”，所谓“重常人，重常事”，内容则分为物质状况和社会状况。①吕思勉所说的“一般状

况”有点类似于社会学统计中的“均值人”，实际带有很大的欺骗性。②

例言之，《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是今人耳熟能详的杰出史家，同时也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政治

家，更多的生平，今人恐怕就不甚了了。对不曾生活在宋代的人而言，他撰写此书时的结衔，通俗地讲，

担任的官职，就是一道复杂难解的迷局，看上去如坠五里云雾。姑且看下卷七五上所录的结衔：

　　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判尚书都省兼提举万寿观公事柱国河内郡开国侯食邑一

千三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③

结衔长达 60 字。分析具体官职最早出现时代，从战国（如柱国）到宋代（如侍读学士）皆有。性质亦颇复

杂，有差遣、有经筵官、有文散官、有本官、有内祠官、有勋官、有爵位，等等。相互叠加，表达的含义

亦相当微妙，今天即便是研究宋代以外历史的学者，若非查阅龚延明先生的《宋代官制辞典》一类的工具

书，亦无从知其底蕴。而对生活在北宋后期以降的官吏士人，胸中有官制全局，则属于“常识”，一望即

可知此人在官僚队伍中的位置、俸钱多少及与皇帝的关系。这种“现场感”是生于宋代以后直至今天的人

所缺乏的。今天即便专治宋史，不经过专门训练，也难以部分具备这种“现场感”而读懂官衔的丰富

含义。

还是来看看清代历史。经历之后，当时遗存的资料之外，剩下的便是记忆，只有书写下来，记忆才会

长久保留，书写则经历复数后人的不断筛选与编织。随着资料的加工，“日常”不断在隐没，最终出现在

后人史学叙述中的便是以“宏大叙事”为主轴的史学，人与日常都消失在黑暗之中。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及台北故宫、“中研院”史语所收藏的清宫档案，是最接近历史现场的资料。

这些原本是当时大臣上奏皇帝的文书，以及皇帝批示（谕旨），还有各个衙门工作中形成的文书。从不同

角度去观察，可以看到清朝皇帝以及朝廷诸多机构如何工作，处理过哪些事务，等等，尽管也遭受多少不

等的损失，并不完整，但因其是在历史过程中作为当事人活动痕迹而遗留下来，保存至今，未加处理，保

留原始状态最多，最接近当时的历史实态，殊为宝贵。如果说要揭示统治的实态，这中间保存的信息最直

接、最丰富。

 《起居注》由起居注官逐日记录，记录每天的主要活动，包括皇帝下发的谕旨，但抄录的并非全部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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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思勉：《历史研究法》“五、现代史学家的宗旨”，《吕著史学与史籍》，第 20、22、23 页。

②关于“中值”的反思，可参见叶启政：《实证的迷思》第 3、4 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第 143−241 页。

③《资治通鉴》卷 75，校点本，第 6 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23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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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按月装订成册（雍正后改为每月二册）。因其抄录有选择，故带有加工的成分，相对于档案，已经掺

杂了众起居注官以及负责审查的官员，乃至皇帝的取舍。据学者研究：

　　纂修起居注时，起居注官以每日侍值时所记内容为基础，然后根据各衙门的档册，按谕旨、题奏、官员

引见等顺序进行补充，编纂成草本，并书名年月日及当值官姓名。

　　清代起居注除严格记注顺序外，还对每件事载与不载、记载繁简作了专门规定。

　　起居注草本是由起居注官根据每日侍值时所记内容和各衙门的档册编纂而成，按月成册。一般是“例以

上年之事，至次年分月排纂”。然后由总办记注官逐条查核增改，送掌院学士阅定，并由编纂官中“能文

者”撰写前序后跋。草本定稿后，又须专派翰林院庶吉士缮写正本，并于册中骑缝处加盖翰林院印章，封存

铁柜，待年终呈皇帝御览后交内阁大库作为档案保存，草本仍保存在翰林院。①

不过，因其最终定稿于次年，如学者所言“记载的事实与事件发生的时间不过数月或一年左右, 基本上可以

说是当时人修当时事”②，更能体现皇帝、众起居注官以及总办记注官等对当下发生的各种事务的态度。

所有记录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日常理政的大致轮廓。更为生活化的内容，则要到内起居注中去

寻找。

 《实录》则成书于嗣君即位以后，《宣宗实录》纂成于咸丰六年（1856），《实录》修撰中会对档案

进行简化、删削与舍弃③。正如在纂修《清实录》的同时，咸丰口谕编纂《筹办夷务始末》，到了咸丰

朝，皇帝对夷务的重视程度显然要远高于道光朝，所以在编修《宣宗实录》，涉及鸦片战争那几年的记事

中，收入和战事有关的奏折谕旨占了多半的篇幅。与道光朝当时完成的《起居注》相比，变化极为明显。

仅举一例，同样取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起居注》中收录的与战事有关的奏折谕旨只有五通：

　　八月初七日，闽浙总督颜伯焘奏厦门之战金门镇等处阵亡将领如何抚恤。

　　八月十八日，关于颜伯焘收复厦门后如何处理颜伯焘。

　　八月二十四日，对裕谦上奏的二十二日英军进攻定海，葛云飞等击退英军而“我兵一无损伤”，表示嘉

奖的批示。

　　八月二十七日，裕谦奏定海失守，现先严守镇海一折的批示，裕谦交部，严加议处，阵亡总兵交部照例

赐恤。

　　同日，同意山东巡抚托浑布奏请拨海防经费 15 万两。④

仅对照一下《清宣宗实录》卷三五五“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上”，前半个月内的记事中收录和战事有关的谕

旨，粗略统计，就有 27 通之多，最多的一天记录有四通，如八月丁亥（六日）戊子（七日）与甲午（十三

日）三天。两者成书的时间前后相差不到二十年，清廷，包括皇帝：从道光到咸丰，对这场战争的关注度

却已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相较《起居注》，《实录》更突出了所谓的“大事”，上引该卷《实录》花费篇幅最多的一是与英人

交战、备战的各种事务，二是黄河水患。另外还有一些祭祀活动。而很多日常工作，如引见官员之类不见

了踪影，只保留了较高品级官员的任命。换个角度看，因编撰于咸丰朝，更多地看到了事务延展产生的后

果，更能从结果（后见之明）的角度区分出何为“大事”，何为“细务”，形成“事件等级”，进而带着

这种区分来编写前朝的《实录》，结果是更加远离了日常。

 《实录》纂修，主要是为了帮助皇帝处理政务，乾隆时修的《国朝宫史·典礼·常日视事仪》便说，

皇帝每天起床后进早膳之前，要“阅列朝《实录》、《宝训》一册”。这也是希望嗣君能不断返回祖先，

从祖先处汲取经验与力量，更好地治理天下。道光十二年九月初二日那天，《起居注》便记载道光帝恭阅

 《世宗宪皇帝实录》关于培训各部院官员熟悉河务的谕旨，感觉值得继续施行，要求“检查旧案，当时行

事件是如何生成的？

 

①夏宏图：《清代起居注的纂修》，《档案学研究》1996 年第 3 期。

②夏宏图：《清代起居注的纂修》，《档案学研究》1996 年第 3 期。

③修纂过程与如何改写档案，参见谢贵安：《清实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206−212、128−138 页。

④以上分见《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第 64 册，第 37473、37523−37524、37539−37542、37549−37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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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几年，何时停止？其现在可否循照旧章，捡员派往之处”，“著大学士会同军机大臣妥议具奏”①，即

是一例。

更为突出的变化体现在编写道光、咸丰与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上。这些应是与三朝《实录》一

道编纂的，修成后存放在宫中备皇帝阅览，秘不外传②，《文宗实录》卷二一一，咸丰六年十一月乙卯

朔，《宣宗实录》与《宝训》告成，有颇为详细的记载，包括对参与编纂的大臣的赏赐。相形之下，《文

宗实录》对于先此而完成的《筹办夷务始末》只字未提，除了参与其事的实录馆官员，获知此书存在的官

员恐怕都很少。根据《进书表》而知，杜受田“面受谕旨”纂辑此书，很可能是口谕，咸丰六年九月编

成，可见此事之低调。1930 年才第一次影印出版。其中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主要围绕“鸦片烟”来编

排，实际也包含了少量其他内容，如卷七七就有英国与清朝在西藏地区定界通商交涉的奏折与上谕。此书

实际并非“史书”，而是为后代皇帝处理夷务提供参考的档案汇编，因其主题明确，在鸦片战争成为一个

研究对象后，自然就变为备受关注的史料，很早就影印公布，且出现了多种整理本、补编本。但必须牢记

于心，这批资料不过是大臣们根据咸丰的谕旨，从朝廷收到的各种奏折、题本等等中按照特定主题（夷

务）挑选出来，按照时间汇编的资料，并非历史实态的全貌。

值得注意的是，《起居注》只收录了皇帝的谕旨，大臣的奏折或题本只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如道光十

二年闰九月初二日，“谕旨琦善奏查明天津海口无庸复设水师一折”云云③，琦善的上奏具体意见与建议

为何，均不详，只能据标题知其主旨，无法对照了解君臣之间在处理奏折或题本呈送的事务上的互动，无

形中放大了皇帝的作用。《实录》亦是如此。当时能够读《实录》的主要就是皇帝，他所看到的也只是先

皇如何处理各种事务，而看不到大臣奏折中汇报的事务本身，尽管很多事务他也会不断遭遇，但他无从从

相对更接近原貌的往复叙述中体察先皇如何应对，捕捉其治国的智慧与失误，缺乏了细节的抽象事由与丧

失了语境的应对只会突出先皇的作用，却难以让后代君主学到如何具体处理问题。与此相反，《筹办夷务

始末》则网罗了大臣的上奏与皇帝的朱批、谕旨等，且标明了臣下奏折、折片与皇帝谕旨之间的呼应关

系，君臣之间如何讨论相关事务一目了然，谕旨如何形成可以有比较清晰的了解。

到了《清史稿》本纪，简化得更严重。皇帝的谕旨亦踪迹全无，只剩下一些大事按照时间的胪列了，

每月内所记诸事之间充满了时-空上的间隔与跳跃，只是挑选出一些编纂者认为是大事的内容编排在一起。

每件事只有短短一句话而已，当然，各种反复发生的日常活动更是蒸发得无影无踪，只是在“志”或其他

地方会提到。当然，后人编写的诸如《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清史编年》以及《中外历史年表》等等编年

类著作，会充实更多的内容，但依然属于按照一定标准择取后的作品。

清朝存留的资料丰富而多元，便于让我们贴近现场来观察过去是如何形成的，同时，通过不同史书的

对照，也可以发现各种记载是如何形成的，其中收录了什么，筛掉了什么？让我们看清“日常”如何被逐

渐从记载中刊落，“大事”又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这一问题还可从更多的角度观察。翁心存（1791−1862 年），清道咸时期的名臣，翁同龢之父，道光

二十年（1840）元旦至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廿九日，正好在江苏常熟奉亲家居，他保存下来的“日

记”中有不少涉及战事的传闻、和战事有关的人事安排、军事调动，以及英军进入长江后如何避患外逃，

记录下一位暂居乡里的官员眼中的清/英战事。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十日（1838 年 6 月 2 日），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述鸦片泛滥带来的银价上涨的危

害，建议吸食鸦片者一年后仍吸食“俱罪以死论”，道光帝下令将军及直省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

迅速具奏”④，是清朝与英国鸦片之争中的一个关键性日子。对翁心存来说，也是他仕宦中的一个拐点。

Academic  Monthly 第 51 卷 11 Nov  2019

 

①《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第 27 册，第 15853−15856 页，有清一代皇帝如何利用《清实录》进行统治，详参见谢贵安：《清实录研究》第

十一、十二章“《清实录》的经世致用（上）”与“（下）”，第 567−679 页。

②据张德泽介绍，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得之于昭仁殿，100 册；道咸二朝《筹办夷务始末》得之于景阳宫后殿学诗堂，160 册，均为硃丝

栏写本，见所著《故宫文献馆所藏之清代外交史料》，《辅仁学志》8 卷 2 期（1939 年 12 月），第 157 页。

③《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第 27 册，第 15857−15858 页；《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 37 册，第 520−521 页。

④《清宣宗实录》卷 309“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清实录》第 37 册，第 811 页下−812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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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他正任大理寺少卿，并直上书房，为道光六子，即后来的恭亲王奕䜣的老师①，每天在圆明园辅导皇

子读书。前一日决计回家奉养老母，拟好了奏折，命长子誊录，十日“丑正二刻诣宫门递折”，没想到那

天道光要去黑龙潭神祠拈香，早朝早早结束，没赶上进奏。翁心存只得十一日晨待宫门开启后再次进奏，

很快获得道光恩准，准其开缺，回籍终养。今人眼中的朝廷大事与翁心存个人生活中的转折，就如此凑巧

相遇。随后的 20 多天，到五月七日（6 月 28 日）启程南归，除了收拾行装，主要在与京城的各色官员话

别辞行。可惜，十八年六月五日（7 月 25 日），翁心存抵达江苏常熟祖居之后，到道光二十年正月旦间一

年半的《日记》不存。

道光二十年三月廿六日（1840 年 4 月 27 日）到二十二年十二月二日（1843 年 1 月 2 日）的“日记”

中，和战事有关的内容颇为不少，粗略统计，到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1842 年 6 曰 22 日）外逃避战乱前

一日，日记中至少有 128 天记录了与此役有关的内容②。听闻者居多，源于邸报的多半是官员调动的消

息、来自商人的则是广东与福建的战事，虚虚实实，翁心存只是录闻，亦半信半疑③，也不乏亲身经历，

甚至还曾向时任江苏巡抚的裕谦提出过长江防御的具体建议（道光二十年六月中，见九月朔日的“日

记”）。他还先后读过杨炳南的《海录》与《海防全图》（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廿八日“日记”）、《筹海

图编》（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六日“日记”），对英吉利略知一二，并抄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四日（1841 年

1 月 26 日）的“日记”，最后写道“向来粤东疆吏不加诇察，思患豫防，可为浩叹”。清朝与英夷的战火

从广东烧到浙江沿海，反反复复，有时甚至使他“愁绪万端，夜不得寐”（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六日“日

记”）。夷船游弋，往来倏忽，清廷疲于应付，败仗连连，终未得要领，无望与无奈不时流露，几次在

 “日记”中哀叹“然此事终不知作何了局也。忧心殷殷，愤懑欲绝”（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廿一日）、“兹

事何日是了耶”（二十一年七月廿五日）、“此事何日是了耶”（二十一年八月廿二日）。

 《翁心存日记》这几年记事中关于战事的虽多，但也不能夸大战事的影响。除了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

五日（1842 年 6 月 23 日），听说英军破宝山，将溯江而上，逼近常熟，迫使翁心存携家眷外逃避难，至

九月朔日（10 月 4 日）返城，生活丕变。此间英夷近在眼前，三个多月担心大患将至，日记中“夜不能

寐”“如何如何”“奈何奈何”频见，情绪低落。其余不过是记录听闻，示其关切。读书、访友、待客、

侍母、写家书、书信联络友朋、阅邸报了解官员迁转动态、科举乡试、会试、殿试的试题与结果等等占据

了主要篇幅，英夷来犯的传闻穿插其间，和湖北出现的“贼匪”④一道构成家居生活的记忆。

遗憾的是，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朔日至二十五年七月十日的“日记”不存。此后的日记中仅偶尔记录战

事善后产生的涟漪，引起他注意的似乎只有交纳“抚夷费”了（分见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二十六

年正月十日）。数年前困扰多时的战事，如夏季的蚊蚋，当时反复叮咬，让人痛苦难堪，秋凉之后，不再

扰人，夏日的烦恼，也就丢得一干二净。不能忘记，翁心存回乡前曾任道光六子奕䜣的老师。

清代的资料，我了解有限，应该还可以找到更多的资料，让我们切近观察时人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事的。

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此役清军不战已输无疑。做些国际比较，宿命论的乏力暴露无遗。目光往

西略转，看看几乎同时的中亚小国阿富汗，那里英军也和阿富汗人打了一场恶战，结束的时间也是

1842 年，获胜却不是头号殖民帝国−−英国，而是弱小的阿富汗！这是第一场英阿战争（1838−1842 年）。

此后数十年中，又发生过两次英阿战争（1878−1880 年，1919 年），结局相同，都是英军失败，最后承认

了阿富汗王国的独立。稍具些地理知识就清楚，阿富汗东邻英国的殖民地印度，英军到阿富汗作战，不必

扬帆渡海，劳师远顿，可比到中国要方便、迅速得多，唯一困难的就是阿富汗多山，冬季气候寒冷，英军

事件是如何生成的？

 

①《清史稿》卷 385《翁心存传》，第 11679 页。

②据《翁心存日记》第一、二册统计。

③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廿二日：粤中文报久未通，闻初已通商，因奉严旨切责，乃止，现尚未知如何，而商贾传来消息，似亦未真也。《翁心

存日记》，第 1 册，第 450 页。

④见于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日、二月六日、廿四日、廿五日、廿七日、三月朔的“日记”，《翁心存日记》，第二册，第 500、502、505、

5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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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进行山地作战。要说实力与军队，还有国家的组织化程度，阿富汗肯定赶不上大清王朝①。这一场

与鸦片战争几乎同时发生的战争，英阿对比悬殊，结果却出人意外。在阿富汗人面前，历史的必然多次失灵。

六、结 论

借助相对更接近历史现场的《起居注》，从道光十二年闰九月观察道光十八年到二十二年，看这几年

的经历如何生成为“鸦片战争”的“历史叙述”。拉长镜头，尽可能贴近其中一个现场（道光帝为中心的

现场），顺时而观，从经历，到散落在时序中的记录，到分类事务（夷务），到事件，再到划时代的事

件。对照清朝自身的“事件”生产机制，可以看到不同目的的驱使下，时人的经历与处置、事后诸人的思

考、外人的叙述如何交汇，时人如何“失语”，后人如何控制了历史叙述，“事件”如何从经历中脱颖而

出、意义又是如何被不断增添、改变与筛减的，“事件”形成后又是如何变为一层返回历史现场的障碍

的。或许尽可能地返回到现场，返回日常，在日常事务的映衬下，对照后人的叙述，才能从根基处发现更

多的声音，才能理解“事件”与“意义”是如何产生的。

鸦片战争不过是个例子，清代资料层次丰富，可以窥见事件的生成过程。此前各个朝代的大事的产

生，恐怕也类似，又该如何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值得我们继续思考。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秦汉三国时期的日常统治与国家治理”（17AZS013）的阶段性成

果，曾得到多位学者与同仁的指教，谨此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周 奇）

How an Event Was Produced
— Emperor Daoguang’s Routinized Lif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Opium War

As an Event in Narratives

HOU Xudong

Abstract:   Through  the Court  Dairies of  the  Daoguang  period,  which  is  much  more  close  to  one  of  the

original  historical  sites,  we  could  see  how  the  rich  court  affairs  between  1838  and  1842  documented  in  it

were selected and compiled as  the lean narratives tabbed as  the Opium War eventually  by taking the Court

Dairies of  the intercalary  month of  1832(Sep.) as  a  mirror.  We will  also make clear  how the ruling group’s

efforts finally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n epoch-making event through a series steps from scattered and

trivial  matters  on  Sino-British  battles  due  to  opium  trades  kept  in  archives,  then  to  the  classified  affairs

(Barbarian matters) compiled secretly in 1850’s under Xianfeng’s decree, and to an event, by returning to the

past  along  time  sequence  and  close  to  one  of  the  historical  sites  as  much  as  possible.  Comparing  to  Qing

Empire’ s  own  event-producing  mechanism,  we  could  distinguish  how  those  contemporaries’  experiences,

the  recalling  from  people  afterwards,  and  the  narratives  coming  from  later  generations  and  outsiders

combine together, how the contemporaries fall into the victim of aphasia finally, how the later generations

dominate  the  voices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how  the  event  was  made  depending  on  contemporaries

experiences, how the significances has been added, distorted, and reduced interrelatedly and constantly, and

how the event becomes a kind of hindrance for posterity if we want to return to the original historical site

after the production of the event as a story. Understanding all  of these, we could rediscover the history of

these  years  from more  diverse  perspectives,  and  know much about  the  implica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events as a way of thinking.

Key words:  Court Dairies, routinized life, Opium War, history events, historical nar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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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感谢 2018 年 11 月 18 日“古代中国国家研究的新探索”工作坊上，曹寅老师提醒我注意英阿战争。关于英阿战争，可参“伊朗百科全书”

中“英阿战争”条目，J. A. Norris, L. W. Adamec, “ANGLO-AFGHAN WARS,” Encyclopædia Iranica, II/1, pp. 37-41. 网址如下：http://www.
iranicaonline.org/articles/anglo-afghan-wars 最近出版的一部译著，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王的归程：阿富汗战纪（1839−
1842）》（Return of a King: the battle for Afghanistan），何畅炜、李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亦是描述第一次英阿战争

的。以及 Archibald Forbes, The Afghan Wars: 1839-42 and 1878-80. Luton, Bedfordshire: Andrews UK Limited,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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