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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寰教授与新中国世界中古史学科构建与发展述论

王晋新 王云龙

翻开新中国的学术史, 一个高度概括了 1949年以来

的世界中古史中国学派发生、发展历程的名字 朱

寰, 不可绕过地矗立于学统之脉的山巅。朱寰先生出生

于 1926年 1月, 祖籍山东文登, 世居枕千山余脉、襟渤

海宏泓、滨复州河艮的辽南瓦房店市。在 春江潮水连

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的秀丽家乡, 朱寰先生度过了

艰辛早慧的童年, 稚齿丧父, 孤儿寡母依托祖、叔为

生。祖父是乡村私塾教师, 叔父亦执教于乡间小学, 收

入微薄, 而家庭人口众多, 生活拮据, 有时甚至无隔宿

之粮。祖、叔的国学功底深厚, 对孩子们施教严格。先

生自幼看着母亲的眼泪成长, 弱冠之年, 昼读史诵经,

间以劳作贴补家用; 夜秉烛苦读, 领经典之真谛, 悟圣

贤之大道。先生在接受 四书 、 五经 、 左传 、

史记 等家学的开蒙后, 随叔父去复州城高小就读,

幸得学识渊博的姜云霞 (字彩桥 ) 先生的悉心教诲, 文

理诸科精进, 含英咀华, 孜孜以耕读, 佼佼于同侪。高

小结束, 朱寰先生考取张学良将军创设的、当时东北基

础教育的第一名校、坐落于盛京八景之魁的万泉河畔

沈阳第二工科; 中学未毕业即考取大学。东北光复

后先入国立长春大学外语系, 后转入东北大学 ( 1951年

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 ) , 学习历史。 1951年毕业留校任

教, 历任历史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世界古典文明史

研究所所长和世界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现为东北师范大

学荣誉教授, 博士生导师,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

学科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历史学科评审委员。

在社会上兼任中国世界上古中古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等

职。

几十年来, 朱寰先生矢志史学, 淡泊名利, 潜心求

索, 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特别是世界中古史学科建设与

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世界中古史学科的双子星座

建国初期, 百废待兴, 世界史学科建设提上了日

程。建国至今, 全国性世界史教材编写有两次。朱寰先

生全程参与了这两次世界史教材编写工作, 并且是世界

中古史部分的主持者。这两部世界通史是新中国世界史

学科体系的两座彪炳青史的里程碑, 其中由朱寰先生主

持的世界中古史 , 被誉为新中国世界中古史学科的 双

子星座 , 是新中国世界中古史学科由凿空肇基到学派

黉宇的学术路标。新中国建国初期, 我国刚刚取得全国

革命的胜利, 建设事业从头开始。国家总的方针是 向

苏联学习 。在建国后最初 10年间, 世界史学科的创建

自然走学习苏联的道路。首先, 就是翻译苏联的教材和

参考资料。因为我国在这个学科领域没有系统研究, 加

之帝国主义实行全面封锁, 主客观两方面条件使得新中

国在世界历史的教学方面只能从翻译苏联教材和教学参

考资料做起。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学科建设状况与现

在无法同日而语。

高校教材是本学科学术水平的载体, 是学科建设的

基础, 也是培养专业人才的依据。但是在 1949年以前的

旧中国, 所谓历史学, 主要是指中国史, 至多不过扩及

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 世界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未

形成, 根本谈不到我国自己的世界史教材。正如吴于廑

先生所说, 世界历史学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 而是从西

方引进的。大约在 1840年前后, 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将西

方世界历史学断断续续地介绍到中国来, 经过一个世纪

的移植和培育 , 世界历史学才具有雏形。新中国建立

后, 始获得蓬勃发展。朱先生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

代世界史学工作者。他在老一代世界历史学家的精心培

养教育下, 逐步成长。与同事们合作, 他先后翻译苏联

著名史学家科斯敏斯基的 中世纪史 、斯卡兹金的

中世纪史 (第二卷 )、谢缅诺夫的 世界中世纪史

等专著和大学教材, 同时翻译许多历史文献资料和历史

地图等。其中有的通过学术交流, 介绍给国内其他高等

院校和历史学界 ,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教学与研究的

急需。此后, 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 结合本国的教学与

研究实践, 编写出了本国的教材。

建国 10周年之际, 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总结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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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教育改革和课程建设的经验, 加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建设, 以提高教学质量。重点是集中国内史学界的优势

力量, 编撰一部适合需要的 世界通史 教材。中央宣

传部周扬副部长亲自挂帅, 抓高校文科教材建设工作。

中央委任周一良教授、吴于廑教授两位史学泰斗任 世

界通史 主编, 在周、吴二位世界史元戎主持下, 分卷

组成编写班子。朱寰教授分担主持中古史分册的编写工

作。在 20世纪 60年代初国家经济社会极端困难的情况

下, 经过国内世界史领域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集体

艰辛努力, 历经两个寒暑, 终于完成 世界通史 (四

卷集 ) 初稿。后经过认真修改定稿, 始正式付梓。

这部自编 世界通史 教材的诞生, 是我国世界历

史学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世界史学科开

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同时也是新中国世界中古史学

科的肇基之作。 1962年 世界通史 中古分册 问世以

后,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采访本卷主编朱寰先生时,

请他谈谈新教材的特色。朱先生从总体上比较了新编教

材与苏联原有教材的异同。新编教材的社会分期 (与上

古史和近代史的分期 )及中古史内部的阶段分期, 采用了

苏联教材的说法, 但在内容体例方面 , 却有许多重大改

革,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 1)在体例上给予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以应有的地位; ( 2)在论点

上基本克服了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尽量做到平等、公正地

说明大小、贫富、强弱不同国家的历史贡献; ( 3)在内容上

注意到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分散闭塞状态的逐步克服,

增补了国家间、地区间交往和交流的历史。对于中国与

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史, 则重彩浓墨, 给予充分地说

明。这一切都表明新编 世界通史 中古分册 是当时史

学界一部承上启下的科学著作。

这部 世界通史 的问世, 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被誉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

历史著作。 (它 )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的世界史的认

识和研究水平 。 1979年, 香港文化资料供应社将这部

书重新排版发行, 并向读者评介道: 世界通史 系中共

建国后, 集中了当时的著名历史学家 编撰出来的巨

著。这样规模的世界历史著述, 在中文出版物中, 诚属罕

见。此书在 1972、1980年先后两度修订再版,发行数十万

册。它对我国一代学子和史学工作者产生了意义深远的

影响。还被排成大字本, 供中央领导审阅。

十年内乱期间, 教学和科学研究完全陷入停顿状

态。 1976年粉碎 四人帮 以后 , 国内局势才逐渐好

转。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拨乱反正, 确立了

改革开放、建设 四化 的正确路线。我国的史学界也

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经过几年的努力, 史学观念发生了

深刻变革, 研究领域日益拓宽。伴随着世界历史研究工

作的不断深入, 吴于廑教授提出了世界历史的宏观研究

理论。他认为世界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 向

全世界密切联系, 形成一个整体的过程。世界历史学科

的任务在于对这一过程进行系统、全面地探讨, 综合考

察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发展, 阐明人类历史

的演变, 揭示其规律和格局。吴先生的观点得到学界同

仁的认同。宏观史学理论的确立和发展, 表明我国史学

界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更加理论化。为了总结几十年来世

界历史学的发展、成果和经验, 为了培养跨世纪的史学

人才, 国家教委在 80年代末, 委托吴于廑教授和齐世荣

教授主持编撰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 反映中国当代最高

学术水平的 世界史 。全书共分古代、近代、现代三

编, 每编分为上下两卷, 共 6卷。古代史编下卷 (即世

界中古史部分 ) 由朱寰、马克垚两位先生共同主持。经

过几年的努力, 中古史分卷脱稿, 于 1994年 5月由高等

教育出版社刊行问世。

世界史 古代史编 下卷 是中国世界中古史学

科在 20世纪 90年代学术发展成果的集大成之作, 是国

际学术界中国学派的扛鼎之作, 无论是体例, 还是内

容, 都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宏观史学理论和观点。这部著

作凝结了朱寰先生等为杰出代表的中国世界中古史学者

在 20世纪 90年代所达到的具有国际水平的学术成果的

精华, 注重探索人类封建文明发展的规律性; 正确阐述

了封建时代人类的和平交往、战争冲突、宗教扩张等因

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吴齐本六卷集 世界史 , 堪

称我国世界历史学科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从周吴本四卷集 世界通史 的问世, 到吴齐本六

卷集 世界史 的编撰出版, 风雨漫漫 30年。它凝聚

了中国整个世界历史学界同仁的智慧, 体现了中国世界

历史学科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水平, 是我国世界历史学科

独立发展过程中的两座丰碑。朱寰先生先后参加了两座

碑铭的镌刻工作 , 为中国特色的世界中古史学科体系建

设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从中古国别到社会转型的多领域开创性研究

专其所及而及之, 则其及必精 , 朱寰先生不仅

长于学科体系的构建, 而且在世界历史发展重大问题的

专题性研究方面, 也做出了启领学科、导引后学的开创

性研究。他不仅以恢宏的视野将中古时代的人类文明作

全面地考察, 从而把握世界历史的总体性和联系性, 而

且还对某些特定的国家和地区、特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

人物进行专题研究的个案考察。 览古玩青简, 寻幽穷

翠微 , 朱寰先生的研究成果具有拓荒识标、敏锐深邃、

论见真灼、钩沉辑佚、探微烛幽的特质。

15~ 18世纪大航海时代和哥伦布远航是中古社会向

现代世界转型的关键时段和重大事件, 是世界历史承前

启后的变迁轴心 , 也是朱寰先生数十年来始终关注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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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课题之一。早在 1958年, 朱寰先生发表了 哥伦布

生平及其远航 一文。指出哥伦布横渡大西洋, 开辟从

欧洲直达美洲的新航路, 是人类历史上震古撼今的创

举, 也是世界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它标志中古历史

的终结和近代历史的开端。其代价是航队在所达地区的

烧杀抢掠, 带给土著居民的灾难。后来, 我国学界一位

名宿, 发表文章, 提出不同论点。他认为哥伦布是世界

上殖民主义灾祸的元凶, 他的远航给美洲印第安人带来

灾难, 因而把哥伦布全盘否定。朱先生撰写 应当怎样

评价哥伦布 ? 一文, 与这位先生商榷。文中认为评价

历史人物, 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时代, 进行全面的考

察。将其同他以前人物相比, 看其言行对人类社会文明

发展起什么作用。哥伦布大航海的创举, 开辟了从欧洲

到美洲的新航路, 给全世界人类由分散、孤立, 走向联

系密切, 形成一个整体准备了条件, 这是其航海活动作

用影响的主流, 应予以肯定。一文激起千重浪, 从而在

史学界引发了关于资本原始积累时代哥伦布评价问题的

学术论战。应论战之需, 朱先生相继发表了 再论哥伦

布的评价问题 、 哥伦布及其时代 、 哥伦布与大

西洋航路的发现 、 哥伦布 等多篇论文, 从不同角

度、不同层面对哥伦布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评价。他

的观点得到了国内多数学者的赞同。

1992年, 在纪念哥伦布航抵美洲开辟新航路 500周

年的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朱先生再次阐述他对哥伦

布等航海家评价的基本观点, 并同参加该会议的外国学

者讨论了关于哥伦布及其远航的一些具体问题。他的论

点得到与会外国学者的关注。朱先生与王晋新博士联名

向大会提交了 略论大航海时代的西欧社会 的长篇论

文。 1993年, 又与王晋新博士联名发表了 论西欧大航

海活动的科技文化条件 。这表明朱寰先生对该问题的

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起源于中古时期的罗斯国家历史是整个世界中古史

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寰先生在这一领域从古罗斯土地制

度到法律、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学术

贡献。朱寰先生 莫斯科国家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 、

关于俄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问题 、

彼得和康熙对外政策浅论 、 略论 (罗斯法典 ) 产

生的社会条件 等论文, 并主编了 简明俄国史 一

书, 此外尚有一大批关于俄罗斯历史与世界中古史的译

文和译著。

关于古罗斯国的起源问题, 是世界中古史的重大问

题, 国际学术界历来有不同说法。前苏联某些历史学

者, 为了避开诺曼人的一支瓦里亚格人建国说 (即 诺

曼起源说 ), 只说古罗斯是东斯拉夫人的国家, 以强调

斯拉夫人在建国中的作用。为此甚至有的学者将古罗斯

建国的时间提前 300多年 , 编造了一个 基伊建国

的神话, 并在 l 955年罗马第 1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

发表。我国史学界过去一直沿用前苏联的东斯拉夫人国

家说。朱先生自 20世纪 60~ 70年代以来 , 即关注这一

问题, 仔细地研究古罗斯和拜占庭的文献资料、东欧的

考古资料和语言学资料, 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国际学术界

的最新研究成果 , 撰写了 论古代罗斯国家的起源 一

文, 提出古罗斯国家起源于诺曼人的一支瓦里亚格人征

服的观点。他进一步指出: 一个国家的建立, 通过外

来征服战争这一特殊的交往途径而出现, 是历史上一种

屡见不鲜的常例。 西欧日耳曼诸国的历史可为佐证。

这篇论文史料翔实, 逻辑严密,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是我国俄罗斯史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

朱先生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 深切地体会到

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论的重要性。朱先生曾与学生谈及

撰写史学论文的三要素 (理论分析深刻; 资料翔实可

靠; 文字通顺典雅 ) 时, 将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放在首

位。 木受绳则直, 金就砺则厉 , 他说: 一本著作和

一篇文章的质量, 关键在于理论正确和观点深刻新颖,

如果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没有对问题的深刻分析, 没

有区别于前人的新意, 好比大厦建立在沙滩上, 不摧自

垮。但是理论不是空泛的议论, 更不是教条地罗列, 而

是文章的灵魂, 文章的指导思想。有了灵魂再以充分的

资料作为根据, 正确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和语言文字通

畅、典雅, 自然会写出优秀的论文。

朱先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自觉以唯物史观观

察问题, 以唯物辩证法研究问题, 同时也注意考察现代

西方的史学流派, 吸收其合理部分。历史的比较研究方

法, 自 80年代初在我国兴起。朱先生对此十分重视、提

倡。 1983年春, 他曾邀请国内数十名中外历史学专家会

集长春, 讨论历史学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他在

大会上, 做了长篇发言, 系统地论证了比较研究的定

义、内涵、特征和意义, 以及运用这一方法的局限性和

应注意的问题, 开我国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讨论之先

河。这次会议推进了我国世界中古史研究方法的变革。

后来, 朱先生发表了 世界历史与比较研究之我见 一

文, 文中对历史比较研究的目的、类型以及方法、条件

等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这篇论文立论高远, 分析深

刻, 说理清晰, 是我国史学界在史学方法论探索方面的

一篇力作。

封建土地制度是中古世界的经济基础, 是封建经济

形态的集中体现 , 而各个封建国家的土地制度具体形态

则是千差万别的。只有对建立于封建土地制度基础上的

不同形态的封建经济体做具体的分析, 才能对整个中古

世界的封建经济做出条分缕析的比较研究。朱寰先生在

平时的教学与科研中, 对于这一重大问题有意识地运用

比较研究手段, 取得了成效显著, 先后发表了 论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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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国有制的性质问题 、 莫斯科国家封建土地制度

的变革 、 高丽王朝田柴科土地制度研究 、 略论

日耳曼人的农村公社制度 、 罗马与汉代的农业政

策 等论文。从 1983年起, 他同其他学者合作, 承担

国家 六 五 重点课题, 联袂撰写了 亚欧封建经济

形态比较研究 的专著, 书中对中、日、英、俄四国的

经济形态的不同类型进行比较研究, 既分述各国封建经

济形态的演变, 又对各国的经济领域作出综合比较, 从

封建土地制度、阶级结构和城市经济等三大方面 9个问

题中, 揭示各国封建经济形态所具有的特殊性 ; 在个性

基础上, 再总结出各国封建经济形态发展的共同规律。

这是一部在世界历史恢宏的视野中, 展开深邃的理性思

考的硕果。它既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又体现出鲜明的

时代特性。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朱寰先生在中古世界向现代社

会转型方面倾注了极大的学术热情, 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

果,以史论结合的严谨体系, 令人信服地回答了现代化之

所以发生只能在西欧而不是其他地区这一困扰当代世界

史学界的重大课题 。朱寰先生主持的 八 五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亚欧十国社会转型比较研究 ,是朱寰先生关

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学术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朱寰先生不仅是国内史学界所公认的著名学者和权

威, 在国际学术界也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著名的美国

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一家刊物曾刊发专文详细介绍

朱先生的学术成就。在学术上, 他与各国史学界有着相

当广泛的联系。已故的美国中世纪学权威、依阿华大学

教授萨特兰特先生生前与朱寰先生交往甚密。 1988年 5

月, 应美国西密西根大学中世纪研究所所长奥托 格朗

德勒教授的邀请, 朱寰先生赴美参加 中世纪学第 23

届国际年会 , 并在会上作了 中世纪史研究在中国

的专题报告, 介绍了中国学者中世纪史研究的发展状

况, 受到与会的外国同行的欢迎。而后又应邀赴依阿华

大学, 与该校历史系部分教授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他向

美方学者介绍了自己在俄国史研究上的进展及成就, 并

就如何评价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王公等历史人物发表了即

席演讲, 受到美方学者的高度评价。 1990年 11月, 他

应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小玉新次郎教授和日本东方学会理

事长护雅夫教授的邀请, 东渡扶桑, 参加了在京都召开

的东方学会第 40届年会, 并前往关西学院大学讲学。

1995年秋, 朱寰先生作为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成员, 赴

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第 1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会

上介绍了中国史学界在经济史研究方面的现状及所遇到

的问题, 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目前, 朱寰先生创立的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已与美、英、法、德、

荷、比、加、塞、波、俄等 10余个国家的史学机构建立

了相当紧密的学术联系。

三、呕心沥血 培育芳华

朱寰先生出身于教师世家, 自幼在祖、叔从事教育

的耳濡目染中, 对教师工作怀有深厚感情。从教 55年

来, 一直壁立于教学前沿。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乃

人生一大乐事, 朱先生既是这样说的, 更是这样做的。

朱先生把为国家培养人才视为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 坚

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认真培养每一个学生, 40余年,

乐此不疲。他培养的本科生难以数计。自 1978年以来,

培养研究生 62名。其中硕士生 35名, 博士生 27名。他

们的工作岗位, 分布在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 遍及全国

各地; 还有的学生负笈海外, 历欧风美雨, 卓而有成。

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成为高校或科研单位的学术骨干。许

多人已拥有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职称, 成

为国家的高级专门人才。朱寰先生不但言传身教, 而且

全力以赴地为后学搭建施展才华的学术平台。由于朱寰

先生和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 1988年东北师大世界上

古、中古史被评为这一学科领域国家唯一重点学科,

2001年东北师大历史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2002年

东北师大世界史学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

在近 30年的研究生教学中, 朱先生一向以 高目

标, 精培养, 严要求 为准则。他要求学生树立高目

标, 成大业, 即在学好本专业的基础上, 向老一辈史学

大师们学习, 博古通今, 学贯中西。常言道: 志乎上

者得乎中。 他说: 瞄准太阳总比瞄准树梢打得高 ,

没有高目标, 不立大志, 就成不了大业。根深才能叶

茂, 具有深厚的功底和广博的知识、才能有高精尖的作

品。实现高目标虽然要经过长期的努力, 但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 3年学习应是良好的开端。为此, 他精心设计

培养规划, 并为研究生创造好的学习条件。朱先生有针

对性地设计每个学生的专业方向、外语语种。例如, 一

位回族研究生, 其父是伊斯兰教的著名大阿訇, 本人对

阿拉伯史、伊斯兰教史非常感兴趣, 即确定他以阿拉伯

史为研究方向 , 送北京语言学院学习阿拉伯语、波斯

语, 经国家教委批准, 送往伊朗德黑兰大学留学一年,

回国后答辩取得博士学位。其他博士生, 也都按照本人

的特点, 分别确定英国史、德国史、法国史、日本史、

拜占庭史等为研究方向, 并根据研究方向之需要, 选学

第一、第二外国语。有的在校学习, 有的送外国语学院

学习, 然后出国留学或与相应国家的学者联合培养, 既

提高了学生的外语水平, 又有机会搜集资料, 为完成毕

业论文及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朱寰先生把培养研究生看作是教书育人的系统工

程。在学习期间, 不仅让研究生掌握专业及独立进行研

究的能力, 而且也重视学生如何做人, 努力使其灵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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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升华。他向学生提出 三严 要求, 即在政治理论上

要严格, 不能出差错, 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在治学方

面要严谨, 追求真理应实事求是, 不可随波逐流, 人云

亦云; 在史学教育方面要严肃认真, 敬业执著, 不能沽

名钓誉, 哗众取宠。有一位研究生喜作翻案文章, 又不

能自圆其说。朱先生要求他严肃地对待科学和事业。他

说: 如果经过缜密研究, 有理有据, 不仅可在课堂上

翻案, 还可以在刊物上发表。如果是没有根据的胡思乱

想就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

朱寰先生经常以 天才出于勤奋 这一名言鼓励、

鞭策学生。他说: 就人的资质而言, 绝顶聪明的天才

是极少数, 生性愚钝, 冥顽不灵的蠢材也为数不多; 绝

大多数人都是中才。若勤奋努力, 中才可以升为天才;

若怠惰懒散, 中才必堕为蠢材。 但他不主张死读书,

提倡多用脑, 多思考, 多写作, 不囿于成说, 不受条条

框框的限制。他鼓励学生参与史学界的学术争鸣, 要有

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以增长才干。

朱寰先生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极端认真、勤奋, 从

不放过讲课、讨论、批作业、指导论文等接触学生的机

会, 及时抓住学生每一智慧火花, 加以鼓励培植; 同时

也不放过学生言行中任何一点错误与不足。

四、道德立身 乐在奉献

道德当身, 故不以物惑 , 朱寰先生的治学道路

和工作经历并非一帆风顺。 50多年来, 社会动荡沉浮,

斗转星移, 人世沧桑, 经历坎坷, 但他能几十年如一

日, 对教育事业一往无前。他在大是大非面前, 旗帜鲜

明, 立场坚定; 小是小非面前, 冷静豁达, 从不计较个

人得失, 不纠缠个人恩怨。他对祖国赋予的教师使命铭

记不忘。为了当好先生, 首先当好学生。50年代, 他边

工作边学习, 学理论, 学外语, 搞研究, 写讲稿, 如饥

似渴、孜孜不倦。他为自己订下 三更入睡 的训条。

长此以往, 体力不支, 患病住院。 1961年春, 未愈出

院, 参加周吴本 世界通史 编写和修改定稿工作。任

务重, 工作紧, 身体不适, 常发低烧。又值国家三年经

济困难, 食堂伙食简单而限量, 每每以白水煮菠菜根佐

餐, 创业艰难, 可见一斑。朱先生就是在这样主客观条

件下, 坚持夜以继日的工作, 最后高质量地完成了 42万

字的 世界通史 中古分册 这一成名之作。过度的疲

劳和睡眠不足, 导致严重的神经衰弱, 双手震颤, 端

水、执笔均感困难。时年先生仅 30余岁。而且随着年龄

的增长, 病情日趋严重。然而他并未因此而减轻工作,

相反教学、科研任务却日趋繁重。在培养硕士、博士研

究生的同时, 写出大量的文章、专著、教材和教学参考

资料。另外还承担着校、省、国家的社会工作, 少有闲

暇。 业精于勤 , 朱先生的论著甚多, 弟子遍及国内

外, 所凭借的正是这种敬业乐勤的高尚精神。

古人云: 有第一等襟抱, 第一等学识, 斯有第一

等真诗。 朱寰先生在事业上的追求、成就, 正是他的

人格、情操的真实反映。他道德文章兼而有之, 而正直

朴实、谦虚谨慎恰是他人格方面的重要特点。朱先生自

工作以来, 先后担任一些行政职务和社会工作, 他都能

以事业为重, 团结同志, 一道前进。他担任历史系系主

任时, 为了便于班子内同志放手工作, 常常推功揽过。

有的老教师对于新班子一时不够理解, 不参加全系会

议, 朱先生即刻到他家去介绍会议情况, 征求对新班子

工作意见, 使其深受感动, 以后主动支持工作。 惟善

以为宝 , 朱先生为人厚道, 朴实无华, 并有一颗非常

善良的心, 但是他在处理工作时, 从不以原则做交易。

比如他多年来任系、校、省历史学科组组长, 在评定教

师高级职称时, 他内心虽然同情被评审者, 但他一贯坚

持标准, 实事求是, 不徇私情, 认真作好每次评定, 有

公平组长 之雅称。朱先生虽然在工作上有一定成绩,

学术上有相当深的造诣, 但是不居功, 不自傲, 从来都

是谦虚待人, 谨慎做学问 , 尊师重道是其所长。他先后

从师于杨公骥、郭守田、陈连庆、邹有恒等著名教授,

后有幸得到周一良、吴于廑两位史学巨擘的指教, 受益

良多。对于各位师长的指教秉承吸取, 永志不忘。他赞

赏 三人行必有我师 的观点, 并善于发现别人的优

点, 以他人之所长, 补自己之不足。他尊重同仁, 从不

议论、针砭他人。一位朱先生的大学同窗 , 与之共事几

十年的教授说: 我最佩服朱先生那种谦逊为人, 谦逊

治学的高尚品格。 这也完全可以代表我们学生的心声。

朱寰先生在事业上有理想、有抱负、有毅力, 但是

从来不追求个人名利。他无论是在履行行政职务, 或是

参加学术活动, 总是置身于群众之中, 冷静地思索, 主

动与同仁切磋, 默默无闻地作好应该作的一切。自 1978

年至今近 30年间, 没有通过自己的职权为自己呈报过

一次先进, 就是群众选他 , 也不上报, 主动把荣誉让给

别人。然而他关心群众的疾苦, 同情弱者, 捍卫正义,

仗义执言, 为别人的正当要求奔走, 不怕琐碎, 不惧辛

劳。自己经常是素衣淡食, 几十年来一直过着俭朴生

活, 但是却在经济上资助同学、同事或朋友, 并引以为

乐。 苟利国家, 不求富贵 , 朱寰先生身居斗室, 心

系天下, 在 2003年春季 非典 肆虐的时期, 人民日

报 发表了朱寰先生的一封信。这封信通过新旧社会的

对比, 表达了朱寰先生对在党和政府领导下, 战胜 非

典 的信心与乐观精神。朱寰先生在信中说: 编辑同

志: 我叫朱寰, 现任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历史系博

士生导师, 今年已经 77岁了。抗击非典的战斗打响后,

我每天都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当我看到从中央到地方,

党政领导亲临防治第一线靠前检查指挥, 看到广大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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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 看到全国人民在党和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 万众一心、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与非

典搏斗的件件感人事迹, 我的心就激动不已。我是经历

了新旧两个社会的老人, 又是一个史学工作者 , 遇事爱

作历史的比较。有文字记载以来, 灾害和疫病便不绝于

书。在世界历史上, 每次疫病的流行, 无一不大批牺牲

人的生命, 在这一点上,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1347年至

1351年的黑死病 (鼠疫 ) 传遍整个欧洲, 有 1 /3的欧洲

人死去。 15世纪末, 发生在美洲的天花, 使西印度群岛

和加勒比海地区印第安人在 50年内几乎死光。在我国,

不同历史时期, 不同的社会制度下, 防治疫病的态度和

能力大相径庭。 1945年到 1947年东北地区鼠疫流行,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无能无德, 根本不管人民死活, 根本

没有什么有效的防治。感染上了就只能坐以待毙。那时

每天都往出抬人, 死人多时就用马车往出拉, 凄惨的哭

声让人的心直发抖。当年我有个表哥住在辽源市 (那时

叫西安市 ), 有一次我去他家串门, 表嫂还给我做饭吃,

可过了十几天我再去时, 表哥伤心地告诉我, 表嫂染上

鼠疫已经死去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当非典袭来, 我们

民族蒙受灾难时, 党和政府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各地都

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防治非典的网络, 使非典疫情在

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中国的历史上, 只

有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

能做得到。在非典肆虐时, 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仍在正

常运转, 我现在每天读书、讲课, 该干啥还干啥, 心里

特别踏实。我打心里感到, 这是由于有对人民高度负责

的党和政府, 由于有值得信赖的党和政府。在我们党的

正确领导下, 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 夺取抗击非典的最

后胜利。 朱寰先生具有包容寰宇的博大仁爱之心, 视

人之国, 若己之国; 视人之家, 若己之家; 视人之身,

若己之身 , 2004年底, 印度洋发生罕见海啸, 沿岸

国家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当时, 朱寰先生正在

国外, 他老人家以耄耋之年, 积极参与住在国的赈灾救

助活动, 并给国内的同志发函, 代他向有关救助机构捐

款。这种气节在当下商潮滚滚、物欲横流的社会时尚中

是多么可贵, 多么可敬!

朱寰先生在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已经开拓、耕耘 50

多个春秋。 55年前, 当我国世界历史学科尚属初创时,

朱先生即参加了这一宏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几十年来,

筚路蓝缕, 孜孜以求, 虽然历尽坎坷, 艰辛备尝, 但却

始终无怨无悔, 矢志不渝。如今, 先生年已八旬, 却仍

然坚持工作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 为加强本学科的建设

不懈地努力着。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 我们衷心

地祝愿先生健康长寿, 同时也祝愿先生在学术领域里再

作黉宇闳开之行。

注释:

吴于廑: 世界史 ,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9页。

(宋 ) 苏洵: 嘉佑集 第 8卷, 第 10页。

 历史教学 1958年第 3期。

 世界历史 1979年第 2期。

 东北师大学报 1981年第 2期。

 世界史论集 , 东北师大丛书第 5辑, 东北师范大学

出版社, 1981年版。

 历史人物论集 ,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世界著名探险家 合订本,商务印书馆, 1991年版。

 社会科学战线 1993年第 1期。

 历史研究 1984年第 2期。

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比较研究论文集 , 南开大

学出版社, 1989年版。

社会科学战线 1987年第 3期。

求是学刊 1994年第 3期。

上海外国语教育出版社, 1987年版。

苏联学者将古罗斯建国时间从 往年纪事 记载的 9

世纪提早到 6世纪中期。

社会科学战线 1979年第 1期。

见 社会科学战线 1979年第 1期。

历史研究 1994年第 1期。

松辽学刊 1983年第 1、 2期合刊。

历史研究 1984年第 2期。

历史研究 1989年第 5期。

史学月刊 1991年第 1期。

经济 社会史评论 第 1辑, 三联书店, 2005年

版, 第 46页。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2001年被教育部选

定为研究生教材。

朱寰主编: 欧罗巴文明 序,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

孟子 尽心上 。

管子校正 。

礼记 大学 。

礼记 儒行 。

人民网 2003年 5月 19日。

墨子 兼爱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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