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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中求突破──我的學思歷程 

   徐少華（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口述 

   蔡佩玲（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整理 
 

編按：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徐少華教授應邀於

2011 年 9-12 月在本系擔任客座教授，開設

「楚文化探索」、「先秦南方民族與文化概

論」二門課程。徐老師在離臺前，特別接受

本系專訪，分享他的求學與治學經驗，發人

深省。 

一 

我出生於 1955 年，與我的同齡人一

樣，經歷過大陸的各種政治運動。 

因母親在區鎮工作，我從小由住在農村

的外婆帶大。1959-1961 年，大陸發生嚴重

的自然災害，糧食不夠，很多人吃野菜，不

少人餓死。記得當時各地興辦人民公社，農

村以生產隊為單位辦食堂，吃大鍋飯。大人

都下地幹農活，吃飯時間到了就敲鈴，家戶

裡老人或小孩端著瓦盆或提著小木桶去打

米飯或稀飯。 

1961 年 9 月，我剛滿六歲上小學，農

村裡稱為「發蒙」。外婆家附近的幾個村子，

多是姓徐的人家，有一個徐家祠堂，我們就

在祠堂裡上課，正殿與兩邊廂房裡各有一個

班，大約二三十人，從家裡帶來長板凳當桌

子，環境很艱苦。那時候上學，天不亮就要

起來，準備上早自習，從外婆家到徐家祠堂

不太遠，大約兩里路，我和鄰居的孩子們一

起走，天朦未亮開始走，到祠堂剛好天亮。

早自習大約一小時，然後放學回家吃早飯。

那時候農村裡的大人，天未亮就要起來種

地，勞動一陣子後回家吃早飯，所以我們也

就先上早自習再回家吃飯，吃完早飯，再去

上課。上午一般是四節課，一節課四十至五

十分鐘，中午回家吃飯，飯後再回學校睡午

覺。下午一般是三節課，包括課外活動。放

學回家都要列隊一起走。因為大人從農地裡

回來都已經天黑了，吃晚飯一般都很晚，所

以我們（多數孩子都是這樣）放學之後，要

幫家裡做事，或下地做農活，如收割莊稼、

除草，或撿麥子、摘棉花、打牧草、餵養牲

畜（牛、羊、豬），還要幫忙家裡打柴火、

洗菜、洗衣服等等。 

我在徐家祠堂讀了三年的書，四年級以

後，就轉到生產大隊辦的完全小學。我們那

個生產大隊很大，有十三個小隊，一個小隊

約四十戶，有兩三百人，十三個小隊有兩千▲徐少華老師「先秦南方民族與文化概論」上課

實況（攝於臺大文學院文十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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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所以完小規模就大得多，應該有三五

百個學生。完小建在第九小隊，離外婆家比

較遠，有兩公里多，每天來回要花不少時

間，所以經常有學生在路上打架，或躲在河

邊蘆葦裡玩耍逃課。因為外婆家家教很嚴，

我從來不敢做這樣的事，甚至連想都不敢

想，當然也不會告發那些逃課的同學，怕惹

來麻煩。 

我在完小讀到五年級，文化大革命就開

始了。那時候高年級的學生都出去串連，我

剛上六年級，還太小，就待在家裡。文化大

革命開始後，學校停課兩年，之後就復課鬧

革命。1969 年初，我們這所完小加辦了初

中班，我們就地跟著上了兩年初中。文革期

間學了一點語文、數學，外語完全取消，另

外要學工、農，參加各種生產勞動，比如修

水利等，因為那時大陸農村開始推廣一些小

型機械，我們還學修理拖拉機、柴油機、電

燈等，基本上是半農半讀，即上半天讀書、

下半天勞動。 

初中學校的校長和部分老師受過四五

十年代的教育，因而我在語文和數學上還保

持了基本的學習進度，外語、物理、化學完

全不學。1971 年，我又上了我們公社裡的

高中（當時每個公社──現在改為鄉鎮──

可以辦一所高中），一個班大約 50 多人。這

所高中較遠，有十幾里路，必須住校，禮拜

六下午可返家，禮拜天下午回學校報到。那

時要自己帶被子、衣服、米，有時候還帶些

鹹菜，如辣醬、泡菜、蘿蔔乾之類。 

暑假一般從 7 月 20 號到 9 月 1 號，共

有 40 天左右，同時要留幾位同學看守學校

的財物和農場的幾畝稻田。1971 年暑假，

我參加留守，和我一起留守的一位同學拼音

字母學得不錯，而我小學拼音字母學得不好

（當時在祠堂上初小沒人教），於是利用勞

動和休息時跟著那位同學學習中文拼音，至

今受益匪淺，是難得的機遇。 

從小學到高中，我的成績一直是班上最

好的，雖然文革期間耽誤了幾年，但基本的

文史學得還可以。當時我最喜歡的是數學，

往往老師教前幾章時，我已經把後面的都算

完了。數學之外，次喜歡的是語文，這兩科

為當時的主課，也是我最好的兩科。我讀高

中時，已經是文革中後期，學校恢復學外

語，所以老師教我們一些簡單的語法和句

子，如 Long live Chairman Mao; Never forget 

class struggle 等。 

文革期間，小學變成五年、初中變兩

年、高中為兩年，總共九年，1978 年之後

又恢復成十二年制。我讀初中的時候還沒改

制，同時因為文革初期停課鬧革命，總共算

起來有三年半，高中就只讀了兩年，最後半

年在母親工作的小鎮上讀。 

雖然我從小跟著外婆在農村長大，但我

的戶籍一直跟著母親（當時的戶籍一般都是

跟著母親的），算是城鎮戶口。依據當時的

政策，高中畢業後，農村的子弟回家種地，

城鎮裡的孩子要上山下鄉，所以我畢業後，

就和最後半年的幾個同學一起下到小鎮附

近的生產隊勞動。因為我長期生活在農村

裡，一般農活我都會做，對我來說沒有什麼

困難，只不過是從一個村子轉到數十里開外

的另一個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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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畢業後一起下鄉的同學有二三十

人，都是基層幹部或職員的子女。我們「金

沙大隊」有四個生產小隊，每四、五人下到

一個小隊，我們初始在生產小隊幹了一年農

活，第二年大隊辦了一個農場，種棉花、稻

穀、茶葉、桑樹等，還養了幾匹馬做副業（跑

運輸），所以春天就採桑養蠶、採茶製茶；

夏秋收麥子、種水稻等，冬天平整土地、修

水利或做一些雜事。當時生產大隊辦農場，

將知青集中起來管理，主要是因為有人向國

家主席毛澤東上了一封信，說自己的兒子下

鄉之後，連吃穿都沒辦法自足，於是中央政

府改變政策，把知青集中起來，辦林場、農

場等，彼此照應。我們下鄉的第一年還沒有

這樣的政策，第二年就開始了。農場的工作

比生產隊裡輕鬆一些，二三十個年輕人生活

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也比較有生氣。 

我們在農場裡什麼都學，什麼都做，我

還當了一年的出納。年終結帳，全公社裡上

百出納、會計人人都差帳（欠款），唯獨我

的帳上還多出幾塊錢（可能是我把自己的錢

放在裡面稀裡糊塗沒有弄清楚），得了表

揚。另外還放了近半年的馬，有一次騎馬差

點摔成殘疾，幸虧當時年輕。這都是一生難

忘的經歷。 

我到生產隊時近十八歲，待了兩年多，

1975 年──文革結束的前一年，生產隊開

始推薦我們這一屆上大學。雖然是推薦，還

是規規矩矩地走過考場考筆試，但不公佈分

數，由內部掌握。我因為家裡沒有過硬的關

係，未能錄取，被分配去縣裡的師範學校。

當時很氣憤，因而沒有去那間學校，留在農

場繼續勞動、上山伐木等，又做了半年。 

1975 年底，我被招到縣裡的國營小機

械廠，只有家裡背景不好的人被分去。之後

一年內，周恩來、毛澤東等人相繼過世，文

革結束，大陸全面發展經濟、工業，我們的

廠雖小，工作量卻迅速增加。廠裡的一臺核

心機器是 50 年代從匈牙利進口的數字銑

床，需用對數來算齒輪掛合，因為我的數學

不錯，所以廠裡派我去跟著師傅學操作，學

了約半年差不多出師。因師傅年紀大退下來

做產品檢驗，就把銑床的主要工作交給我；

不久，場裡又要我帶了一個徒弟一起做。

1977-1978 年，上級對工業生產要求高，任

務很重，我們的機床在廠裡舉足輕重，所以

很長一段時間都是 24 小時不停機。我和徒

弟輪班，我從晚上八點上到早上八點，徒弟

從早上八點上到晚上八點，當時年輕，這樣

的工作還撐得住。 

一直這樣上班到高考前兩天的晚上，主

管生產的副廠長對我說：「徐少華，你後天

考試，明天放你一天假複習」，我才有了一

天的緩衝時間。在這之前，我都是八點下班

後先吃早點、洗澡，大約九點睡到下午兩三

點，起床複習功課，其間還常常被中午下班

的同事吵醒，下午七點四十左右就要去交接

班，只有千方百計地爭取時間讀書。我從小

就不愛四處晃，在工廠的近三年，有時間就

看書，還訂了幾本文學雜誌，累積了一點基

礎，加上有同學找了一些相關的複習資料兩

人輪流用。因環境不允許，沒法找老師補

習。1978 年高考科目似為四門：政治、語

文、數學，還有歷史和地理的綜合。我是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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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文科第一名，分數能上武漢大學；同時也

非常慚愧，數學是我的強項，但考得太差，

至今耿耿於懷。 

與中小學同學相比，我算是幸運，24

歲趕上了大學的末班車。我過去的同學當時

年齡偏大，絕大多數都沒能上大學──我那

一屆幾百位同學只有零星幾位考上，其餘的

現在或在農村種地，或在外地打工，或已經

退休養老，兒孫滿堂，其中不乏成績優異

者，但錯過了上大學的機遇，真的很殘酷。 

多年的農村、工廠生活，確實耽誤了大

量可貴的時間甚至青春，但從另一方面講，

又是一種特別的經歷，鍛鍊了我們這一代人

的社會能力和意志，同時也是一股動力。後

來我在國內、國外長期的學習、工作中，不

管是在大陸還是港、臺，在西洋還是東洋，

每當遇到困難時，想起當初那種環境，就感

到有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在支撐自己去勇

敢面對和拚搏，真還沒有過不去的河。我經

常戲言，現在的獨生子女應該要像他們的爸

媽或爺爺奶奶那樣到農村、工廠去鍛鍊，不

然多是「八旗子弟」。 

二 

上大學時，有個口號：「科學的春天來

到了，大家要努力學習，為建設祖國的現代

化，貢獻自己的光和熱。」那時學習的熱情

前所未有，社會條件也逐漸變好，大家都拼

命唸書；尤其當時大陸一大批學界老先生還

健在，給了我們很多提攜和幫助，也是我們

比較幸運的地方。我讀大學期間，每個假期

都會在學校裡多留一段時間，寒假一直到春

節前幾天才回家，過完年馬上又回學校。有

一個暑假（大約四十天）沒回家，留在學校

多學點東西；有一個寒假則是準備考研究

所，沒有回家過年。 

大學四年學得還不錯，我們愛學，老師

們也愛教，學風非常好，沒有任何做假的風

氣，大家都一心一意讀書，同學間互相幫

助。那時的政策也比較好，學生不用繳學

費、住宿費和生活費，完全是公有制。公有

制現在看起來不太好，但人要吃得飽穿得

暖，才能用心讀書。很多農村的同學說，學

校生活比起家裡要好得多。在那樣的風氣

下，大家都是拼命學習，哪能不出人才呢！ 

大學期間，因為我身體不太好，平時都

是早上六點半左右起床，去跑步，在標準四

百米的操場跑四到八圈。學校也鼓勵學生積

極運動，每個系裡都派體育老師指導，督促

學生早上做早操、跑步。跑步之後就到山上

或樹下（武漢大學在珞珈山上，到處有樹林）

讀外語，然後回宿舍洗把臉，再到食堂打飯

吃，基本每天如此。下午五點鐘就不再讀

書，參加課外活動，或跑步、打球，最常打

羽毛球、排球，也打籃球。每天鍛鍊兩次，

▲徐少華老師與「楚文化探索」修課同學合影 



 

 

 

 

學人專訪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3∕2012 年 10 月 6 

早上半小時跑步，晚上一小時運動。四年的

大學過得緊張而有秩序，生活還不錯，身高

還長了一點。以前讀高中學的英語很少，大

學拼命補了一些。 

大學畢業的時候要考研究所，現在研究

所有推薦和考試兩種入學辦法，那時候只有

考試。我的年紀在班上中等，有些同學因為

文革時沒辦法學習，上大學都已經三十歲。

其中有些人功課比我還好，因為年齡、家庭

的關係都不想或不能再繼續唸了。我相對年

輕一點，還沒成家立業，就考了研究所。當

時大學畢業生工作很好找，尤其像武漢大學

這樣的好大學，所以有些同學年齡雖然不太

大，但也想出去工作。當時我們班上有二十

個同學，報考研究生的只有兩個；我考上武

漢大學，另外一位考到北京大學。 

我的本科學考古，當時本專業沒有碩士

班和博士班，不能招研究生，所以我報考了

歷史地理專業，導師是石泉先生（1918- 

2005）。石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歷史地

理，重點是先秦到漢魏六朝的荊楚地理。石

先生早年跟著陳寅恪、洪煨蓮讀書，後來這

些老先生受到批判，他也受到一些影響，所

以想盡量和政治隔得遠一些，躲避政治風浪

的衝擊，於是選擇了中國史早期的歷史地理

研究，在這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

果。當時石先生想招幾個學考古的學生，利

用出土材料解決先秦歷史地理的有關問題。 

碩士讀了三年，一方面有老師的認真指

導，自己也下了一點苦功。老師的指導主要

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方法上的指導，二是

學風上的要求，再是言傳身教，這幾點使我

們受益終身。方法上的指導，就是訓練我們

如何讀書，如何理解、怎樣思考問題，有些

問題平常不明白，老師指點後恍然大悟。學

風方面，有些人盲目讀書，或是讀一些不好

的書，或隨意寫文章，不求創新，老師們很

嚴格，甚至是「苛刻」，導正我們的學風。

大學的時候奠定了學術的基礎，後又跟著石

泉先生讀了三年碩士、五年博士，才真正進

入研究的領域，漸漸懂得如何選題、如何認

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如何找材料、

分析材料、如何運用材料解決問題。研究時

代較晚的歷史，材料比較多，要注意的是如

何選擇材料、解讀材料、運用材料；做上古

史，材料本來就不多，還涉及到材料的真偽

辨析，有些材料非常難懂，涉及到正確理解

的問題；理解之後還要知道如何運用。在這

些方面，老師都是親自指導，一個字一個字

地批改作業，有時弄得我們這些「大」學生

滿臉通紅、無地自容，但又不得不敬佩先生

的良苦用心，此情此境，至今歷歷在目。那

時除了指導老師外，系上不少老師都有很深

的學術根底，學風相當嚴謹，修他們的課也

▲徐少華老師與「先秦南方民族與文化概論」修課

同學合影於臺大文學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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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到很多其他方面的知識。 

遺憾的是，現在的學生少了我們當年那

份「殘酷」，也少了我們那樣的「福分」。就

我自己而言，也沒法像當年老師對待我們那

樣對待自己的學生了，所以培養出來的學生

平庸者多，成材者少，也不知道日後如何去

面見我們的先生。 

雖然我們在學校裡學了很多書本知

識，但還需要實地摸索，比如從事田野調

查，把握地理環境的變化；又如認器物、認

陶片等，都不是短時間、或書中可以學會

的，因此在碩士班和博士班階段一有機會就

到考古工地或田野鍛鍊。一般而言，碩一博

一因為有很多基礎課程，沒辦法離開學校；

課修完之後，在寫論文前，只要有適當的考

古工地，老師就要求我們去實習。我研究所

時攻讀歷史地理，但大學時學考古，研究應

該按照早年王國維先生提出的「二重證據

法」，將考古材料和傳世文獻相結合，才能

取得一定的成就。當然，要把考古材料研究

得很詳細、準確相當困難，所以需要時常關

注考古資訊，把握新材料。在剛出版的一部

文集（《荆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的後記

裡，我提到這些年來的研究，都是在二重證

據法的指導下進行的。我對自己的要求是盡

可能準確把握考古材料和傳世文獻，不做簡

單的拼接附會。如果我這些年能有一點成

果，就是因為一直密切關注考古的新發掘成

果。在文獻方面，先秦兩漢所有文獻都認認

真真讀過一遍，一些較重要的文獻如《左

傳》，則從頭到尾細讀過兩遍，做了不少讀

書筆記。因在文獻方面下過功夫，一旦有

什麼考古新發現，我就可以連繫到相關的

文獻記載，將這些材料綜合起來辨析、梳

理。 

我的碩士論文寫的是周代南陽盆地諸

侯列國的歷史地理和文化，當時美國學者蒲

百瑞（Barry Burden Blakley）和武漢大學的

老師有較多的交往與合作，來做過多次訪

問、演講，看了我的論文感到興趣。1980

年代後期，他們組織了幾位美國學者，計畫

合寫一本研究楚文化的書，希望我 1990 年

赴美參與這個計畫，在楚文化與考古的部分

給予幫助。1989 年六四事件發生後，大陸和

美國的關係比較緊張，對赴美人員的審核步

調放慢了一些，所以我直到博士畢業後才去

美國，待了一年，即 1992 年秋到 1993 年秋。

研究小組除了我之外，另外八、九位執筆人

都是西方學者，每個人負責一章，我負責寫

第二章「楚文化的考古學分析」。這本書就

是 Defining Chu: 

Image and Reality in 

Ancient China，1999

年 由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出版。 

 

 

在 美 國 的 一 年 ， 由 於 Seton Hall 

University 的圖書館資料不夠多，所以我們

時常到普林斯頓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圖書館

查資料，也和兩所大學的學者們有些往來。

工作小組裡，有來自賓州大學、哈佛大學的

 ►Defining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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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他們出席會議時也會帶著我一起參

加，因而接觸到一些歐洲、澳大利亞、紐西

蘭、日本等地的學者。在回大陸前，還利用

開會的機會，特地到哈佛大學拜訪張光直先

生。這一年間，對美國學界在中國上古史和

考古方面的研究情況有了更多的認識，也和

歐洲、日本的學者有了初步聯繫。 

我去美國時是講師，1993 年回大陸，

那一年 6 月升了副教授，1997 年 3 月晉升

教授，同年 7 月得到哈佛燕京學社訪學的機

會，在那裡受到較多的鍛鍊，尤其是許多世

界知名的學者到哈佛去演講，趁這個機會和

他們有了往來。我在哈佛的那一年，《郭店

楚簡》出版，哈佛燕京學社的負責人杜維明

教授組織一個研讀班，我因此多待半年，還

應邀到耶魯、芝加哥、達慕思等學校演講。

後來受耶魯大學之邀，又在那裡住了兩個多

月，於 1999 年初回到武漢。2003 年秋，應

耶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計畫之邀，又到耶

魯大學將近一年，待到 2004 年夏天，其間

先後訪問過哈佛、普林斯頓、哥倫比亞、賓

大、康乃爾、洛杉磯、柏克萊、史丹佛等大

學。在外面訪學的幾年間，確實少了一些時

間專注在我的研究上，不過除了在英語上有

較大的進步外，在視野上也開闊許多，知道

哪些學者從事與本領域相關的研究，也見識

到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學術路徑，可以互相取

長補短，對日後的教學、研究，以及指導學

生方面都有很多幫助。 

四 

經過了反覆考慮，決定在 2011 年 9 月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來臺大歷史系任

教。這學期裡，和臺大的師生有一些交流，

也看到了兩岸之間同行的差異和互補。 

在臺灣待了四個月，感覺臺灣整體的發

展和生活水準比大陸領先一、二十年，如師

資、老師和學生的待遇、軟硬體設施、社會

保障等。臺灣學界做研究的人數比大陸少，

但環境條件較好，也較開放，與國際的聯繫

多，國際化趨勢比較明顯。我剛到海外時，

看到不少知名學者多是早年從臺灣過去

的，引領著整個華人世界的主流，他們對兩

岸中國上古史學研究做出了很多貢獻，如張

光直先生、許倬雲先生等，為兩岸培養了不

少學者，並引進西方一些進步的方法。大陸

近三十年來追趕的腳步比較快，大約還要

一、二十年的發展，兩岸的學術研究水準當

會比較接近。 

臺大的老師很多都有海外的學歷或經

歷，是很好的事。臺大身為臺灣第一學府，

設備條件比武漢大學、甚至許多大陸大學都

▲徐少華老師應邀於「中國古代文明新探索系列演

講」主講「安徽蚌埠雙墩與鳳陽卞莊兩墓銅器及

文化特徵──關於年代與史實的再認識」（2011

年 12 月 10 日攝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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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好，這對臺大老師在教學、研究等方面都

有很多助益。臺大學生也是如此，學習的條

件比起大陸很多學生要好一些，視野比較開

闊，適應社會的能力也比較強，這可能與學

生們參與老師的研究計畫、教學助理有一定

關係。大陸目前在文科方面還不能做到這

點，尤其老師們的海外經歷相對較少，但這

幾年逐漸改變，到海外訪學的機會和經費越

來越多，學生們亦是。 

臺大的學生在視野和訊息量上雖比大

陸的學生略勝一籌，但每個人還是要有自己

專心的領域，因為每個人的精力有限，要在

自己的領域做出好成果，需要比較堅實的基

礎。我們比起老師那一輩，做研究的難度更

高，因為研究的人比較多，更需要總結前人

的成果；而且資料太多，關注點更加廣泛。

一個學者要有創新，必須在某個領域做得精

深，沒有長期的專注和積累不容易有深的見

解。以我自己為例，我研究上古中國南方，

尤其是長江中游地區的考古、歷史地理和文

化，三十年來從不敢懈怠，包括逢年過節，

沒有一時敢放鬆；即使親朋好友來訪，結束

後也立刻回到書房，唯恐打亂我的思路，忽

略了哪個方面。當然其中有我的興趣，也有

學術責任感。我的老師總是說，學術是一輩

子的事，不能三心二意，否則永遠做不出像

樣的成績。同時還要注意海內外學術的發

展，並妥善利用現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

法。現在很多人希望在短期內有成果，但要

做出比較大、比較好的成果，需要長期的累

積，才可能有較大的創新與突破。 

我這次在臺大，感覺臺大確實有一批學

生相當優秀，基礎好，很用功，思想又比較

成熟；但在大陸，學生和老師的交流似乎比

較多一些，包含文章的討論和修改，學生時

常和老師討論論文，這對一位學生成為學者

有相當大的幫助。臺灣的一些大學，重視研

究的量化，對於培養學生沒有明顯的著墨；

有些學校的老師過於注重自己的研究，對培

養學生沒有太多的投入。在大陸不少學校也

▲徐少華老師於臺大歷史系演講「春秋時期漢淮地區青銅器分期與墓葬斷代概述」 

（2011 年 12 月 27 日攝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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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類似的狀況。 

在課程方面，臺大在中國考古、上古文

明和原典導讀上需要更多的規劃和安排。大

陸學界一般認為，研究先秦兩漢史地如果不

注重考古材料，不熟悉文獻典籍，比較不

利；同時現在每年都有許多考古新發現，如

果沒有充分的鑒別、判斷能力，跟著考古簡

報和報告走，當然也不行。早些年有一批從

大陸來臺的學者在古代史領域有相當大的

貢獻，雖然我沒有向他們問學請益的機會，

但時常讀他們的文章，像傅斯年、李濟、董

作賓、陳槃、勞榦、嚴耕望等老先生，他們

也培養出一批知名的學者，如張光直、許倬

雲、邢義田諸先生，都是我所敬仰的前輩大

師。就我坐井觀天地看臺大，中古以下發展

得比較好，而上古方面相對欠缺，可能不僅

臺大如此，臺灣其他學校也面臨同樣問題。

一方面是學生興趣的問題，因為牽涉到日後

的就業；同時研究上古史要學文獻、考古，

甲骨、金文、簡帛等都要懂一些，使許多學

生望而生畏。 

現在兩岸交流頻繁，來往很方便，要看

資料不是太困難，如有新材料出土，這裡的

同行隨時都可以看到；加上前輩學者留下的

豐厚精神遺產和學術積累，以及臺灣有利的

軟硬體條件，絕對能有出色的成就。臺灣與

大陸沒有語言障礙，也沒有文化、宗教差

異，研究中華上古文明不盡量接觸新材料，

不時地感受、領略，難免有落伍和閉門造車

之嫌。只要兩岸師生共同協作，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和研究能力，我覺得十年八年就可

以改變目前臺灣上古史學生和老師相對缺

乏的問題。 

這幾年，在大陸雖然讀到碩、博士的人

較多，但比例還是相對較低，政府提供相當

多補助，對博士生的培養基本上是全額資

助，而臺灣的學生反而沒有這樣的優勢。當

然，對臺灣的學生來說，進行各種助學活動

鍛鍊比較多，但壓力相對大，讀書時間長了

些，容易拖得精疲力盡，而且在成家立業方

面有些實際困難。大陸的學生畢業較快，但

急於求成，追求短、平、快，碩士兩年、博

士三年未免太快了，碩士讀三年、博士四到

五年是比較合理的。因為讀書時間太少，學

術研究的基礎不夠紮實，將來出不了好成

果；時間太長，又面臨經濟壓力、求職成家

等一系列問題。兩岸在這些方面都有進一步

調整、提升的空間，使整體人才培養機制向

更貼近學術規律和社會現實的方面快速發

展。 

 ▲徐少華老師演講後和與會者合影，左起：呂世浩

老師、閻鴻中老師、甘懷真老師、陳昭容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