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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義丘山重信史：
王天有教授學術貢獻概述
王門生

＊

恩師王天有教授，因病醫治無效，於2012年12月8日17時12分不幸於北
京逝世，享年68歲。王門弟子簡撮王師生平、學術，謹奉學界。
王天有教授原籍山西臨汾，1944年10月13日生於上海。1956年起先後就
讀於北京普勵小學、北京九十五中、北京十四中，期間曾兩度患重病，休學
一年。1963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1968年畢業，先後在蘭州軍區8039部
隊57分隊農場（寧夏銀川）、甘肅山丹煤廠工作，餐風宿露，艱辛備嚐。1970
年起任甘肅九條嶺煤廠職工子弟學校副校長、校長，在祁連山的崇山深谷中
蟄居九年。1979年再次考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師從著名歷史學家許大齡
（1922-1996）教授，攻讀中國古代史專業明史方向研究生。1982年研究生畢業，

獲歷史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83年被評為講師，1989年晉升為副教授，
1992年晉升為教授，2007年退休。其間，於1991至1995年任歷史學系副主任，
1995至2002年任歷史學系主任，並曾兼任國家教委歷史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
委員、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評審委員會中國史評審組成員、中國歷史學會理
事、北京市歷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北京市滿學會副會長、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兼職教授、故宮博物院明清宮廷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
員、河南師範大學兼職教授、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和學術顧問、
《中國史研究》編委會副主任、
《明清論叢》主編、
《國學研究》編委等職務。
王師師從許大齡先生，從事明史研究三十餘年，始終以明代政治體制為
核心，形成了鮮明的研究風格，取得了獨到的研究成果。
早在攻讀碩士研究生期間，王師即完成了專著《晚明東林黨議》，是為
＊

本文由王天有教授門下弟子群策群力而成，包師卿、黨寶海、何朝暉、馬順平、
葉群英、張晗、王寶傑貢獻了珍貴材料與建議，由李新峰、潘星輝執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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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來系統研究該問題的開拓之作。圍繞著「東林黨議」，王師對明末
的黨爭及與政治軍事進程、社會關係的互動，進行了空前詳贍的考辨與分
析，通過考察萬曆（1573-1620） 、天啟（1621-1627） 間歷次京察，精闢地指出
萬曆二十一年（1593）癸巳京察是東林黨形成的發端事件，「東林黨人是在整
飭吏治中集合起來的」。文章全面梳理了黨爭與張居正改革、市民鬥爭、吏
治、遼東戰局及「三案」的關係；將「東林黨議」分為三個階段，萬曆朝為
醞釀、產生和發展時期，泰昌、天啟朝為決戰時期，崇禎和南明政權時期為
尾聲和餘波；通過統計東林黨人的出身與籍貫狀況，提出東林黨是代表中小
地主階層利益的集團。本書至今仍為治晚明政治史者所參考。
從八十年代末開始，王師轉向對明代官制演變的系統研究，對體現明代
政治體制獨特性的京營、督撫、言官和「大禮議」、「三案」等進行了深入而
新穎的探討，代表作有專著《明代國家機構研究》與論文〈論明代的科道官〉
、
〈試論穆宗大閱與俺答封貢〉等。特別是《明代國家機構研究》一書，高屋
建瓴，綱舉目張，全面論述了明代國家機構的組成與運作，上至皇帝、下至
吏胥，包舉無遺；對反映明代特色的內閣制度、宦官機構、兩京制度重點論
列，詳加探討，突出了明代制度的特點；將中央機構分為禁直機構和行政機
構，頗具新意。本書對皇權的理論分析多發前人所未發，將皇權歸納為「大
位、大權、大政」
，分為創制立法、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五個方面；
提出加強皇權的五項措施：嚴宮閫之政、定儲君之權、申宗藩之禁、罷宰相
之位、行特務之政；將明代皇帝分為開創、守成、更易、腐敗四型；揭示內
閣制下的中樞權力構成與制衡機制，指出原來宰相的權力為內閣、司禮監、
六部所分割，諸多論斷對後來的研究極具啟發意義。
進入二十一世紀，王師對明朝政治運行機制進行了全新的解讀，集中體
現在〈明代政制論綱〉與〈有關明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等長篇論文之中，
產生了較大影響。在〈明代政制論綱〉中，他提出：明代的政治體制，無論
中央還是地方，都體現出多元制衡的特點；總體設計高度成熟，以致於在皇
帝多年怠政的情況下，政府機構仍能基本保持有序運轉。同時，他延續了自
《晚明東林黨議》以來對晚明「政治—社會轉型」的關注，對明朝歷史發展
特點進行了更開闊的思考，對其歷史地位給予了更積極的評價，認為明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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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經濟繁榮發展，思想文化開放活躍，社會充滿活力，在當時的世界上擁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近代化之路已開始起步。
王師始終堅持傳統、正規的制度史研究路徑，並對此抱有樂觀的態度。
在培養碩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的二十年裡，他胸有成竹，因材施教，推動
學生們就明代政治體制的各個方面與層面展開系列研究，通過提綱挈領的提
示、耐心細緻的引導，在幫助學生們完成各自課題的同時，初步實現了他對
明代政治體制加以立體化、多元化把握的規劃。如果假以時日，可以想見，
王師會在《明代國家機構研究》和〈明代政制論綱〉之上，寫出更為完整、
深刻、神完氣足的新著。
與明代政治體制相關聯，王師對宮廷制度也長期關注，提出了若干極具
原創性的理論或觀點，足以衍生出一系列研究課題。例如王師提出，宮廷史
研究的核心是「前朝」和「後寢」的關係，秦始皇因未立皇后，導致沒有太
子，長子扶蘇的地位並不穩固，所以導致二世篡位。這一「後寢」影響「前
朝」的生動概括為宮廷史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
王師是較早提出明朝應為十七帝的學者。他在上課時就曾提到：明初建
都南京，直到永樂十八年遷都北京，正統年間始最終確定北京為京師。但明
朝遷都北京以後，一直實行獨特的兩京制度，即以北京為京師的同時，南京
仍為陪都，且設有一整套與北京相對應的官僚體系，仍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政
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因此，北京陷落以後，明朝的大臣們、尤其是南京
的文武大臣們可以在南京迅速擁立宗室朱由崧（1607-1646）為帝，建立了明朝
各派勢力和各宗室都承認的正統的中央政權。所以，王師認為，從嚴格意義
上講，到弘光政權結束、即1645年，明朝才算真正滅亡，明朝經歷了十七帝、
共277年（1368-1645）的歷史。
此外，王師雖然專攻明史，但也非常重視清史，而且對以往學者視明、
清為一體的說法不太滿意，認為明、清之間有承繼，也有斷裂。王師對明代
政治體制諸多問題的探討，或許背後皆有此一層關懷，可惜他沒來得及充分
闡發。
王師在教書育人方面堅持言傳身教，經世致用。對待學生既和藹可親，
又一絲不苟，外圓內方，師道昭昭，為所有的學生樹立了「道德文章」的楷

．14．王門生等

明代研究 第十九期

模。他長期堅持開設「明史專題」、「中國通史」等本科生課程和「明清史研
究」、「明史研究」等研究生課程，培養博士十餘人、碩士二十餘人。即便擔
任系主任期間政務繁忙，王師仍盡力撥冗賜教，卸任之後，為指導學生付出
了更多的心血。他以廣闊的胸懷鼓勵學生自由成長，對入學時基礎不太好的
學生循循善誘，對博士生更是以「你能寫這個領域的博士論文，就意味著你
在這個領域比我強」相期許。王師以鼓勵為主的育人作風及他那要言不煩、
委婉而中肯的點評方式，給學生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王師更進一步認為，
教育旨在幫助學生找到適合各人的成才之路，不必拘泥一種類型，無論何種
事業，都有著廣闊的成才空間。在王師的諄諄教化和悉心扶持之下，幾十名
學生在學術研究、出版傳媒、政策研究等各領域均有突出表現。
王師一直希望「歷史學家如果行有餘力，也可以寫點通俗讀物，做些普
及工作」，並身體力行，除主編《明朝十六帝》等書外，還積極扶持有關明
史的宣傳活動。例如數年前「孟席斯熱」的時候，不少人盲目迎合，王師雖
不以孟氏為然，但始終言不及惡；因為他認為大眾對歷史的關注和熱情需要
專業史學的培育和引導，而非指責和打壓。他晚年高度重視把治史所得和當
代社會實踐相結合，嘗試賦予歷史經驗新的詮釋，針對不同受眾，從內容到
表達都推陳出新，延伸了教學領域，提升了教學境界。
今年四月，王師因住房裝修，對藏書作了認真整理，並在煥然一新的書
房內，逐一將圖書上架，系統總結治史成果之意躍然可見，不料遽歸道山，
未能如願，令人不勝唏噓。
王師治學嚴謹，視野開闊，對待學生寬嚴相濟，傾囊以授，堪稱當代明
史界的典範。全體王門弟子謹以這篇短文概述他的學術貢獻，用誌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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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有教授著作目錄
一、 主撰
1.

《晚明東林黨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

《中國古代官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第一版。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7，修訂版。（《中國文化史知識叢書》之一，本叢書獲
1992 年中國圖書大獎。兩個版本均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繁體字版。）

3.

《明代國家機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4.

《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
，臺北：三民書局，2008。
（與高壽仙合著）

5.

《中國帝王的大智慧》
，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0。
（與張傳璽
等合著）

二、 參撰
1.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
（明
史部分的部分條目包括京營、總督、巡撫、京察大計、爭國本等）

2.

《中國歷史大辭典》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
（編委，明史分冊，
官制條目 418 條）

3.

《經史說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明史說略》部分，與李新峰
合作）

4.

《中國史綱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修訂本，明清部分）

三、 論文
1.

〈實錄不實的一個例證〉，《北京大學學報》，1981：1，頁 84、94-95。

2.

〈南宮復辟與景帝之死〉，《故宮博物院院刊》
，1982：2，頁 67-68。另載
《紫禁城》雜誌社編，
《故宮軼事》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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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19。
3.

〈略論明萬曆、天啟年間的黨爭對遼東戰局的影響〉
，
《歷史教學》
，1983：
5，頁 11-15。

4.

〈東林黨與張居正：兼及東林黨的發端〉，《學習與思考》，1984：2，頁
61-66。收入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
粹•史學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頁 617-623。

5.

〈萬曆天啟時期的市民鬥爭和東林黨議〉
，
《北京大學學報》
，1984：2，頁
61-71。後收入《中國歷史與文化》（首爾：高麗大學出版部，1992）。

6.

〈東林黨與袁崇煥〉
，收入廣西桂苑書林叢書編委會編，
《袁崇煥研究論文
集》（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4），頁 285-300。

7.

〈元明清官制〉，《自修大學》，1986：11，頁 39-42。

8.

〈試論穆宗大閱與俺答封貢〉，《北京大學學報》，1987：1，頁 92-100。

9.

〈試論明代的科道官〉，《北京大學學報》，1989：2，頁 36-45。

10. 〈明朝的兩京制度是怎麼回事〉
，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
《中國歷史三百
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 370-272。
11. 〈明代社會經濟初探述評〉
，
《中國史研究動態》
，1990：2，頁 27-28。
（與
毛佩琦合作）
12. 〈論清朝的統一與南明的抗清鬥爭〉，收入《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討
論會論文集》（臺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5）
，頁 233-246。
13. 〈金俊燁先生與北大歷史系〉
（與宋成有合作）
，收入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
中心編，《韓國學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 65-67。
14. 〈解放思想是學術研究不可或缺的條件〉，《中國史研究》，1998：4，頁
14-15。
15. 〈許大齡先生傳略〉
，《滿學研究》，1998，頁 345-352。
16. 〈避暑山莊〉
（與李孝聰合作）
，收入袁行霈主編，
《中華文明之光》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第 3 輯，〈明清〉，頁 308-317。後收入袁行霈
主編，
《中華文明之光》
，下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頁 543-550。
17. 〈李自成退出北京的歷史啟示〉
，《北京日報》
，1993 年 10 月 26 日，第 7
版。後收入《公案舊案疑案》（北京：同心出版社，2001），頁 80-84。
18. 〈中國歷史上的開放問題〉
，收入總政治部宣傳部編，
《歷史學習輔導講座》
（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1）
，頁 19-50。
19. 〈從孟席斯的「新發現」談談鄭和研究之我見〉
，
《鄭和研究》
，專刊（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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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51-52。
20. 〈論明朝在壬辰丁酉倭亂中的政策〉
，收入《壬辰丁酉倭亂研究》
（泗川：
泗川文化院，2003）
。
21. 〈明代政制論綱〉，收入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 5 輯（北
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頁 123-144。
22. 〈新編《明史》概說〉
，
《明史研究論叢》
，第 6 輯（合肥：黃山書社，2004）
，
頁 267-271。
23. 〈明史概論〉，收入《明史論叢》
（合肥：黃山出版社，2005）。
24. 〈明代中日韓關係〉，收入鄭培凱主編，《明代政治與文化變遷》（香港：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5），頁 233-247。
25. 〈朱載垕：被人忽略的明穆宗〉
，收入鄭培凱主編，
《明代政治與文化變遷》
（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5），頁 209-231。
26. 〈鄭和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亞太研究論叢》，2（2005），頁 65-67。
27. 〈有關明史地位的四個問題〉，《明清論叢》，第 7 輯（北京：紫禁城出版
社，2006），頁 1-15。
28. 〈鄭和下西洋與隆慶開關〉
，收入《鄭和遠航與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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