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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近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 进步, 特 别是社会 化趋势、内蒙古王 公、
清 末内蒙

古地区的新政和边疆危机等方面的研究硕果累 累, 出版了 大量书籍 和研究成果。就 此进行梳 理, 指出 目前国
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若干特点、趋势, 将会有助于今后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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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 学术界对于蒙古史的研究虽然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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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由来已久, 但是对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兴起和发
展则是建国以后的事。在 20 世纪 50 ) 80 年代, 国
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刚刚起步, 并取得了一
些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在论文方面, 黄时

一、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状况
近三十年来, 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进
入全面开展时期, 主要表现在: 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

鉴5日本帝国主义的/ 满蒙政策0 和内蒙古反动封建
上层的/ 自治0/ 独 立0 运动6 ( 5内 蒙古 大学学 报6,

社会化趋势加强、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论文和著作

1963 年第 1 期) , 通过大量史实的阐述, 揭示出日本

面, 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对国内近三十年来的内蒙

是把勾结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进行民族分裂主义的
活动作为实现其/ 满蒙政策0的重要手段的, 而投靠

古近代史研究作一总结。

大量问世及其内蒙古近代资料的整理出版等三个方

日本帝国主义的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 自治0、
/独

( 一) 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社会化趋势加强。近三
十年来, 内蒙古近代史研究已经不再是某个研究者

立0运动则恰恰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 满蒙政策0 的

的个人行为, 社会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增强, 新的研究

表现形式; 在专著方面, 余元庵的5内蒙古历史概要6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 论述了鸦片 战争至

团体或机构产生并逐渐发展壮大。有关内蒙古近代

五四运动时期的内蒙古历史, 是研究内蒙古近代史

古近现代史研究所, 成立于 1982 年, 这是一个专门

必不可少的著作; 在资料整理方面, 中国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了5锡良遗稿6( 中华书 局, 1959

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机构。它成立后, 发表专著近

年 4 月第 1 版) , 在5锡良遗稿6中的5奏稿6第一册卷

会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研究团体。中国蒙古

四, 收录了锡良在任热河 都统期间的从 光绪 28 年

史学会于 1979 年 8 月在呼和浩特市成立, 这是一个

11 月到光绪 29 年 5 月奏稿 53 件, 这些奏稿是研究
清末新政期间热河地区社会变化的重要资料。总的

全国性的研究蒙古史的学术团体, 到 2005 年止共召
开了 8 次学术研讨会。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后, 将

来看, 这一时期国内在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取

历届研讨会论文, 编辑出版了一系列5中国蒙古史学

得的成果不多, 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仍然是蒙古史
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

会论文选集6。此外, 蒙古史学会还编印了5蒙古史

近三十年来, 国内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全面展

史料选编6 等。1985 年 9 月, 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刊

*

史研究的主要团体或机构主要有内蒙古大学的内蒙

10 部, 专业论文近 200 篇。此外还有中国蒙古史学

研究参考资料6( 外国研究蒙古史情况) 、
5 巴布扎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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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蒙古史研究6正式出刊。这是我国第一个蒙古史

报6( 人文社会科学版) , 1997 年第 4 期) 、华国梁、
戴

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 它的问世, 引起国内外学术界

峰的5民国初年蒙古王公对/ 五族共和0 政策的民族

的普遍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是以中国边疆为研 究对象的专门 研究机构。早在

认同6( 5徐 州师范 大学 学报6 ( 哲 学社 会科 学版) ,
2003 年第 2 期) 、
卢明辉的5辛亥革命与蒙古封建王

1982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提出要开展中国边疆史

公6( 5内蒙古社会科学6, 1992 年第 2 期) 等。以上

地研究, 为此, 在 1983 年 3 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

这些文章分别考察了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 内蒙古

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7 年, 中国边疆史地
研究中心在5西北史地6开辟了/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

王公提出的振兴蒙古、图强变革的思想主张及其活
动和辛亥革命 后内蒙古王公的政治活 动和政治态

学术专 栏, 并 创 办了5 中 国边 疆 史地 研 究 报告6。

度。此外, 佟佳江的5清末民初东北蒙古王公传略6

1991 年 创办 期刊 5中 国边 疆 史地 研 究6。另 外 从
1988 开始, 边疆史地 研究中心 组织 出版了 5 套 丛

( 5黑龙江 民族 丛刊6, 1994 年 第 4 期) 利 用5 清实
录6、
5清史稿6以及民国建立后历届政府的5政府公

书、
丛刊, 其中涉及到内蒙古近代史的有: 马汝珩、马

报6等, 将清末 民初内蒙古东三盟( 即哲里 木、卓索

大正主编的5清代的边疆政策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图、
昭乌达三盟) 一些王公事迹整理成文, 便利了对

社, 1994 年) 、
5清代边疆开发研究6(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1990 年 11 月) , 赵云田主编的5北疆通史6

这一时期内蒙古王公的研究。汪炳明的5 咸丰朝担
任/ 公职0 的 几位 蒙古王 公贵 族6 ( 5蒙 古学 信息6,

(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等。中国

2001 年第 3 期) 介绍了几位担任公职的蒙古王公贵

蒙古史学会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虽然不是专门

族的事迹, 丰富了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的研究。金海

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团体, 但他们对内蒙古近代史
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这无疑促进了内蒙古近代史

的5民国时期伊克昭盟王公统治的衰落6( 5蒙古史研
究6第 4 辑,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从一个新

研究的发展。

的角度剖析了伊克昭盟社会政治变迁, 拓宽了内蒙

( 二) 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论文, 无论
是在数量, 还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 比以前都有

古近代史研究的视角。
其次是对内蒙古王公个体的研究。近三十年来

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些论文的内容总起来看主要有

对内蒙古王公个体研究成果最多的是贡桑诺尔布。

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贡王的研究成果有: 居特固勒、
阿云嘎的5 贡桑

1. 对内蒙古王公的研究
内蒙古王公是内蒙古盟旗制度的代表人物, 他

诺尔布的改革图强及其与日本的关系6 ( 5 内蒙古师
范大学学报6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 年第 1 期) 、

们依附于清王朝, 既是/ 外藩王公世爵0, 又是内蒙古

张国强的5贡桑诺 尔布对赤峰地区近代化的贡献6

地区的实际统治者。终清之世, 内蒙古地区有数以
千计的王公, 其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 他们位尊

( 5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6 (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0 第 5 期) 、陈亚洲的5 论喀喇沁亲王 贡桑诺尔

权重, 声名显赫, 参与了当时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

布6( 5西北民族大 学学报6 (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05

活动, 对蒙古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三十

年第 3 期) 、周靖程的5 贡桑诺尔布民族意识的困惑

年以来, 对近代内蒙古王公的研究已经成为内蒙古
近代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对近代内蒙古

与沉浮6( 5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6( 汉文哲学社会科
学版) , 2004 第 2 期) 、
白拉都格其的5贡桑诺尔布生

王公的研究角度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内蒙古

卒日期考6( 5内蒙古社会科学6( 汉文版) , 2002 年第

王公群体的研究。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有, 何金山、
特木尔巴根纳的5试析清末蒙古王公兴办实业的新

6 期) 等, 以上这些论文分别对贡桑诺尔布在内蒙古
实行的新政改革、辛亥革命后领导的内蒙古独立以

思想6( 5内蒙古大学学报6 (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3

及他的民族意识和生卒年份进行了考察, 并对他的

年第 5 期) 、
汪炳明的5内蒙古实业公司始末6( 5内蒙

政治活动作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除了贡桑诺尔布

古社会科学6, 1984 年第 3 期) 、
5关于民国初年表示
归顺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政权的 内蒙古盟旗、王公6

的研究外, 对内蒙古王公阿穆尔灵圭和乌泰的研究
也有所涉及。乌力吉套格套的5辛亥革命时期阿穆

( 5蒙古学信息61996 年第 1 期) 、5清朝覆亡之际驻

尔灵圭的政治活动6( 5内蒙古社会科学6( 汉文版) ,

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6( 5内蒙古近代史论丛6 第 3
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第 1 版) 、白拉

2002 年第 4 期) 对阿穆尔灵圭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
治活动作了考察, 认为他的政治活动影响了袁世凯

都格其的5清末蒙古王公图强奏议6( 5内蒙古大学学

政府政策的制定, 对维护蒙古民族的利益起到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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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在民国 初年乌泰/ 独立0 事件的外援 问题

地区的垦 务6 ( 5内蒙 古师 大学 报6 ( 哲学 社会 科学

上, 以往的研究成果存在着语焉不详的问题, 汪炳明

版) , 1998 年第 1 期) 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二

的5民国初年乌泰/ 独立0事件的外援背景再探6( 5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6, 2004 年第 1 期) 通过对各种史料

是关于清末蒙垦、移民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探讨, 认为
清末大规模蒙垦和移民使生态平衡受到破坏, 引起

的认真辨析, 认为民国初年乌泰/ 独立0并未实际得

以后环境的恶化, 这充分体现了史学研究的时代精

到俄国或外蒙古的武器和兵力援助。薛衔天的5沙

神。韩晓莉的5浅析清末山西北部蒙垦区的人口变

俄政府对乌泰叛乱之态度6( 5中国边疆史地研究6,
1993 年第 2 期) 对俄国出自种种原因并未直接支援

迁6( 5沧桑6, 2001 年第 3 期) 、肖瑞玲的5明清内蒙
古西部地区土地开发的环境脆弱性机制分析6( 5内

和参与乌泰/ 独立0事件进行了考证论述。

蒙古师范大学学报6(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 年第 4

2. 对清末内蒙古新政的研究
清朝建立之初, 在内蒙古地区采取/ 因俗而治0

期) 和5清末放垦与鄂尔多斯东南缘土地沙化问题6
( 5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6 ( 哲 学社会科学版) , 2004

的办法, 实行盟旗制度。中央虽然在内蒙古派驻将

年第 1 期) 、于永的5明清内蒙古西部土地开发与沙

军、
都统和办事大臣, 但主要还是通过内蒙古王公贵

化的历史借鉴6( 5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6( 哲学社会

族进行统治。与此同时, 清政府还实行蒙禁政策, 尤
其是禁止内地的汉 人出口开垦蒙 荒。到了近 代以

科学版) , 2004 年第 1 期) 、
赵之恒的5清末内蒙古西
部地区的放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6 ( 5 内蒙古师

后, 随着俄国势力不断南下从北向内蒙古渗透, 日本

范大学学报6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 年第 4 期) 、

的势力从东向西向内蒙古渗透, 内蒙古地区的危机

乌兰图雅的5清代科尔沁的垦殖及其环境效应6( 5干

日益加重。在这种情况下, 清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
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治蒙政策, 在内蒙古地区实行所

旱区资源与环境6, 1999 年增刊) 等都是研究此问题
的有关论文。

谓新政。对于清末内蒙古的新政研究主要集中在以

再次, 关于清末新政中筹蒙改制的研究。政治

下三个方面:
首先, 关于清末新政和移民实边的关系。存在

上的筹蒙改制是清政府在内蒙古实行新政的又一个
具体体现, 在这方面取得的研 究成果有: 赵云田的

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是以邢亦尘为代表, 认为清末新

5清末新政期间 的/ 筹 蒙改制06 ( 5民族研究6, 2002

政和移民实边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和政治事件,

年第 5 期) 、乌云格日勒的5清末内蒙古的地方建置

并对二者从施政背景、
施政目的、
施政方法和性质上
加以比较, 否定新政的 主要内容是移民实 边( 邢亦

与筹划建省/ 实边06 ( 5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6 1998 年
第 1 期) 、
李细珠的5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

尘: 5略论清末内蒙古地区的/ 新政06, 5内蒙古社会

几个问题6( 5近代史研究6, 2003 年第 2 期) 等。赵

科学( 汉文版) 6, 1986 年第 3 期) 。一是以赵云田和
白拉都格其为代表, 把移民实边看作是清末新政的

云田通过考察清政府如何在内蒙古地区实施新政、
调整统治机制、
在内蒙古设立府州县以及在内蒙古

一部分。赵云田认为新政除了政治上的筹蒙改制、

地区建立行省的讨论等问题, 认为清末的筹蒙改制

军事上的编练新军、文化上办学堂, 还包括经济上的

一方面有利于新政在内蒙古的推行, 另一方面维护

移民实边( 赵云田: 5清末边疆地区新政举要6, 5中国
边疆史地研究6, 1996 年第 4 期) 。白拉都格其则认

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乌云格日勒通过考察清末
新政期间清政府筹划在内蒙古建立行省和内蒙古新

为移民实边是清末新政的最主要的内容, 是清末新

的地方建制即设置新的府州县, 认为这些措施加强

政在内蒙古的具体体现( 5关于清末对蒙新政同移民
实边的关系问题6, 5内蒙古大学学报6 ( 人文社会科

了对内蒙古的直接控制, 为以后内蒙古地区的特别
行政区和行省的设立奠定了基础。李细珠在其文章

学版) 1988 年第 2 期) 。

的第二部分重点考察了开发蒙疆与察哈尔、
热河和

其次, 关于清末新政中蒙垦和移民的研究。研

绥远建省的问题, 并对这一时期察哈尔、
热河和绥远

究的重点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对蒙垦与移民政策的
评价, 认为清末蒙垦实质是对蒙汉人民的一次掠夺。

行省未实现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研究, 认为其原因除
了内蒙古王 公的 抵制外, 主 要还在 于政 府财 政的

王卫东的5鄂尔多斯地区近代移民研究6( 5中国边疆

困难。

史地研究6, 2000 年第 4 期) 、
李玉伟的5略论清末绥
远地区 的蒙垦6 ( 5 内蒙 古社会 科学6, 2001 年 第 3

3. 内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
内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也是近代内蒙古史研究

期) 、李晓霞、
呼格吉勒的5清末新政与归化城土默特

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对内蒙古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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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危机的研究, 总起来看主要围绕这样两个方面

献和考古资料及蒙文史料外, 还充分利用了国外学

进行: 第一, 西方势力对内蒙古地区的侵略。如白拉

者用蒙文、英文、俄文、波斯文、
日文、
西班牙文等文

都格其的5阜海与清末民初内蒙古东部政局的变化6
( 5内蒙古大学学报6(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7 年第 1

字撰写的史著、
传记、
游记、调查报告、
考古资料等史
料, 同时此书的作者还对史料的真伪和价值进行了

期) 通过阜海及其父亲的复杂经历, 揭示出了清末民

认真的甄别和考辨, 择善而从, 对蒙古史上一些重要

初俄国在内蒙古东部的侵略活动。李国栋的5清末

问题做出了科学合理的解释。5蒙古民族通史6的出

民初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6( 5历史教学问题6, 2003
年第 4 期)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

版充分反映出上世纪末国内蒙古史学界在该领域研
究中的学术水平, 此书出版后, 在蒙古史学界引起较

产生的原因和过程, 揭露了沙俄对蒙古的侵略。此

大反响。以上三部著作虽然是关于蒙古族研究的,

外, 石楠的5辛亥革命前沙俄对 蒙古地区的经 济扩
张6( 5西北史地6, 1988 年第 3 期) 考察了辛亥革命

但内蒙古近代史的探讨也占了比较大的分量。专门
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是郝维民主编的5内蒙古近代

前俄国对内蒙古地区的经济侵略。

简史6 ( 内 蒙古 大 学出 版社, 1990 年 出版) 叙 述了

第二, 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满蒙政策的研究。满

1840 年 ) 1949 年期间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内蒙古地

蒙政策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指导方针, 是为其侵占中
国、
称霸亚洲的侵略行动服务的。在侵略中国的过

区的历史, 在资料的运用、
史实的揭示和分析评价方
面, 均比以前有所突破。卢明辉的5清代蒙古史6( 天

程中, 日本的满蒙政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

津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第 1 版) 全书共 9 章,

和具体目标。近年来中国的学者就这一问题作了研

其中近代部分占 6 章, 作者在学界既有成果的基础

究, 取得的成果有: 金海的5从地域概念看日本/ 满蒙
政策0的演变及其实质6( 5内蒙古大学学报6( 人文社

上, 对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进一步拓展, 论述更为详
细具体。

会科学版) , 1997 年第 2 期) 、
薛子奇、于春梅的5 近

专题性的著作有: 田志和、
冯学忠著5民国初年

代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6( 5北方论丛6, 2003 年第 1
期) 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蒙旗/ 独立0事件研究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 , 这是一部研究内蒙古东部地区蒙旗独立事

( 三) 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著作

件的史学专著。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充分运用档案资

近三十年来, 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 数量之

料和历史文献, 较为翔实地叙述了民国初内蒙古东

多、
涉及面之广, 均前所未有。既有从民族史角度研
究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 也有专门探讨内蒙古近代

部蒙旗动乱的背景、
过程和结局。梁冰著5伊克昭盟
的土地开垦6 ( 内蒙古大学出版的, 1991 年) 探讨了

史的著作, 还有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专题性的

开垦蒙荒对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的影响。阎天灵著

著作。其中从民族史角度研究的主要有: 国家民委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 一5蒙古族简 史6( 5蒙古 族简

5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6( 民族出版
社,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 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

史6编写组编写,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

以汉族移民统领全局, 将传统的正史、
实录、
奏议、
方

记述了该民族进入近代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

志和游记、
笔记、报刊等资料相结合, 注重个案研究

等情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的5蒙古族通
史( 下) 6( 民族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以 8 章约 30 万

和比较研究, 展现了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
迁的比较真实的面貌。牛敬忠著5近代绥远地区的

字的篇幅, 记述了 1840 ) 1919 年蒙古族的历史, 在

社会变迁6 ( 内蒙 古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第 2

外国侵略、人民的反侵 略反压迫和王公上 层的/ 独
立0运动等方面的叙述较同类著作翔实具体。伊克

版) , 运用社会史方法, 从政治沿革、
农垦、人口、社会
阶级结构、
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社会问题等方面, 对

昭盟5蒙古民族通史6 编委会编5蒙古民族通史6( 内

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政治变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

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1 月出版) 是目前国内出

究。此外, 内蒙古档案局和档案馆合编的5内蒙古垦

版的同类著作中篇幅最长, 内容最全 面, 结构 最完
善, 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一部蒙古民族通史, 全书五

务研究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 收录各方面
作者的论文 20 余篇, 除叙述清末以来各盟旗的垦务

卷六册, 二百万言, 详尽地描述了蒙古民族形成和发

外, 还专门探讨了垦务带来的土地关系、
阶级关系、

展的历史进程。此书在写作过程中除了吸收中外蒙
古史学界研究成果和广泛地运用汉文的正史、
野史、

民族 关系 和生 态 环境 的 改变 所 引起 的 各 种社 会
矛盾。

杂史、
实录、会要、会典、
笔记、
碑刻、
题记、档案等文

( 四) 关于内蒙古近代史历史资料的整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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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必须要依据扎实的第一手资料, 因此

育、
司法、
宗教以及和北方其它民族、沙俄的关系等,

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一直是中国史学的基础工作。

反映了 19 世纪 20 年代后, 蒙古民族中发生的许多

近三十年来随着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全面展开, 对
内蒙古近代史有关资料整理的工作也日益为史学研

重大事件和清政府对蒙政策, 为深入研究内蒙古近

究者所重视,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近年来在有关

3. 5蒙荒案卷6( 张文喜等 整理, 吉 林文史出版

内蒙古近代史资料整理方面取得成绩最大的是汉文

社, 1990 年 12 月) 。这是李澍田主编的大型东北地

档案的整理出版。近三十年来, 已经整理出版的汉
文档案主要有:

方史料丛书5长白丛书6第 4 集的一种, 是编者根据

1. 5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6 ( 内蒙古档案馆

清末放垦蒙地时期哲里木盟科右三旗( 扎萨克图、
图

编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收
集了 1902 年到 1911 年间绥远和察哈尔地区的垦务

什图业、
镇国公) 垦务档案近 600 件。全书分办理扎

原始档案 1779 件。在编排体 例上, 按 历史发展 阶

图什图业蒙荒案卷三部分, 所收档案的内容涉及以

段, 结合地区特点, 将所收编的档案分为 25 类, 其中

上三旗的政治、
经济、
历史沿革、建制、
放垦、
交通、
山

绥远部分共分 18 类, 第一类, 垦务大臣综合类; 第二
类, 垦务大臣 行辕机构; 第三类, 综合开垦类; 第四

川、
地貌、民俗、
文化、
设治和人物以及中俄关系、
旗

类, 西蒙垦务总局综合类; 第五类, 乌兰察布盟开垦
类; 第六类, 清理土默特地亩; 第七类, 绥远城八旗牧
场开垦; 第八类, 杀虎口驿站的开垦; 第九类, 赔教款
及赔教地; 第十类, 经费开支类; 第十一类, 西路垦务
公司; 第十二类, 抗垦类; 第十三类, 垦务弹劾案; 第
十四类, 河套水利; 第十五类, 添厅设治; 第十六类,
开设学堂及拨留学田; 第十七类, 军事类; 第十八类,
其他事项。察哈尔部分共分七类, 第一类, 综合类;
第二类, 察哈尔左翼四旗及口北三厅的开垦; 第三类
察哈尔右翼四旗的开垦; 第四类, 王公马场的开垦;
第五类, 牧群地的开垦; 第六类, 东路垦务公司; 第七
类, 抗垦类。5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6里收集的
各类档案的排列顺序是垦务大臣及朱批在前, 其他
档案列后, 均按成文的时间先后安排。这些档案反

代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辽宁、
吉林地方档案馆所藏档案整理出版的, 收录了

萨克图蒙荒案卷、办理扎萨克镇国公蒙荒案卷、办理

县关系、
民族关系等, 是研究清朝末年哲里木盟历史
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4. 5俄国外交文书选译 ) ) ) 关于蒙古问题6 ( 陈
春华译, 黑 龙江 教育出 版社, 1991 年 3 月 ) 。收录
1911 年 7 月 ) 1916 年 3 月俄国有关蒙古问题的训
令、
电报、
密函、
会议记录等共 360 余件, 内容涉及到
俄国侵略 蒙古政 策策 略的变 化及对 内外蒙 古/ 独
立0、
/ 自治0事件的煽动、支持和控制等。这些资料
的整理出版, 为内蒙古近代史的顺利开展以及向纵
深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 除了对汉文的内蒙古近代史的资料整理
出版外, 在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蒙文资料的整理出
版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已经整理出版的蒙文
资料主要有: 金峰主编的5呼和浩特史蒙古文献资料

映了清末清政府在绥远、察哈尔地区蒙旗土地的开

汇编6(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89 年) , 分行政建制、

垦、
添厅设治以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生产活动方式

土地问题、
阶级关系、
社会经济、诉讼案件、
宗教和文

的变化和蒙汉劳动人民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共同生
产、
生活、建设的情况。5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6

1989 年正式出版, 收录了从明末到新中国成立以前

化 6 辑, 其中后 4 辑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从 1986 )

的出版, 对探讨近代内蒙古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的

的各种文献, 其中大部分是近代的历史档案。在这

变迁, 特别是土地制度和蒙汉民族关系, 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

部档案汇编中, 所收档案不只限于呼和浩特地区, 还

2. 5清季蒙古实录6( 邢亦尘编, 内蒙古社会科学

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5 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运动

院蒙古史研究所出版, 1981 年 10 月) 。分为上( 从

资料汇编( 上) 6, 是义都合西格等编, 1981 年由5鄂

道光元年 ) ) ) 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 ) ) ) 十一年) 、
中( 从同治元年 ) ) ) 十三年) 、下( 从光绪元年 ) ) ) 三

尔多斯史稿6编审委员会编印出版的又一蒙文历史

十四年、
宣统元年 ) ) ) 三年) 三辑, 是编者从5大清历

反对出卖牧场、
反对乌审旗扎萨克运动等方面, 所收

朝实录6和5大清宣统政纪6中摘录道光初年直到清
朝覆灭, 其间九十余年, 有关蒙古民族及其地区的史

资料从时间上看都是清末民初的, 并且以乌审旗为

料汇集而成的,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

法制度的第一手资料。

包括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 是研究近代蒙古西部

资料汇编。这部资料汇编的内容涉及反洋教侵略、

主, 是研究伊克昭盟近代社会、
政治、经济、
宗教和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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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特点和趋势
以上是近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概
况, 如果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为界, 把前后这两个时期
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作一比较, 可以看出近三十
年来国内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若干特点和趋势:
第一, 以跨学科整合的角度和方法研究内蒙古
近代史成为内蒙古近代史学家的一种积极尝试。在
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中, 这种以学科整合的角度和
方法的出现以及其运用, 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
是5史学理论6的倡导。从 20 世纪下半叶起, 跨学科
研究在西方史学界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 跨学科研究在西方
史学界主要表现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 合。从 70
年代后期起以来, 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已成为西
方史学界尤其是美国史学各流 派中颇具声势 的一
派。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为西方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而在我国的历史研究中, 从建国以来, 在

模式, 一反过去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精英和政治人
物、
政治事件的做法, 倡导眼光向下, 注重社会下层
和普通民众的历史。社会史的出现改变了过去传统
史学理论与方法单一的倾向, 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提
倡多学科的交叉互补。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近
三十年来致力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们, 开始
积极尝试跨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纵观近三十年来
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了比以前更有价值
的研究成果,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采用了跨学科整合
的研究方法, 积极有效地把社会学、
民族学等学科的
研究方法运用到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中, 比较好的
处理了这些学科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如阎天灵的
5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6、牛敬忠的
5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6、
王卫东的5鄂尔多斯地
区近代移民研究6等, 都是采用这种跨学科整合研究
的典范。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这种跨学科整合研
究方法的运用, 与我国整个史学的发展走向是相吻

研究领域方面, 学界主要着力于政治史的研究, 尤其

合的, 它除了丰富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手段外, 更重
要的是拓宽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视野。

是对农民起义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关注最多的。在

第二, 对相关研究问题的讨论, 体现了一种更为

研究方法上, 基本上是就政治论政治。这种现象的
存在, 使得我国的历史研究对象单一, 研究方法、手

严谨的治学风气。毛泽东曾经指出: / 百花齐放是一
种发展艺术的方法, 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

段简单, 制约了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在

法。
0 [ 2] ( P415) 但是在目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中, 缺乏一

这种情况下, 1987 年 11 月 26 日, 5 史学理论6 编辑

种争鸣的气氛, 大多数学者在论述某一问题时, 多自

部专门请几位史学家和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 就/ 历
史学跨学科研究问题0举行了座谈会。在 1988 年,

我评说, 很少有直接正面的讨论, 甚至存在人云亦云
的现象。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的这种现象, 与国

5史学理论6在第一期的5新春寄语6中提出: / 从国际

外学者相比, 缺乏一种更严谨的治学风气。对于在

史学发展的状况看, 史学的变革必须走跨学科研究
之路, 才能使史学摆脱题材狭窄、方法陈旧、门类单

中国历史研究中有争议的重大问题, 必须通过深入
开展学术讨论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在近三十年来

一的缺陷。史学通过与其它学科的相互渗透, 吸取

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

一切有用的理论和方法, 就能大大扩大自身的认识

了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的这种缺陷, 如对清末新政

能力与认识手段。
0 [ 1] 在5史学理论6的倡导下, 跨学

与移民实边的关系讨论, 就有利于内蒙古近代史研
究的纵深发展。

科整合的思潮在我国史学界迅速兴起, 从 1990 年以
后, 跨学科研究逐 渐成为我国史学 研究的新趋势。
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 转变以往的史学研究观念,

第三, 宏观研究所占比重大, 缺乏细致入微的微

更新了自己的知识结构, 提出并采用了其他一些学

观研究。通过以上的考察, 可以发现, 对于内蒙古近
代史的研究, 多把内蒙古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

科合理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积极探讨和实践跨学科

而没有注意到内蒙古地区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

的整合研究。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意义在于寻求一种

差异性。对于地域广大的近代内蒙古来说, 其内部

新的思维方式, 扩展了思维空间, 超越了趋于保守和
僵化的价值定向和思维定势, 为中国历史研究开辟

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很大, 显然这种整体的宏
观研究, 很难显示出内蒙古内部各个组成部分, 特别

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二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社

是各个旗之间的差异性。这种研究状况, 若从近代

会史研究的复兴。尽管学者对社会史的理解不同,
做出的具体研究成果和运用的理论、
方法各有差异,

内蒙古区域史研究的角度考虑, 可以理解。但是若
从近代内蒙古各个组成部分的地域差异考虑, 显然

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试图摆脱传统历史的研究

不够全面, 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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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特别是档案资料整

俄文的、
日文的、
英文的和法文的等。尽管在内蒙古

理工作滞后。金海把有关近代蒙古历史档案资料的

近代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 取得了一定成绩,

特点概括为/ 三多一少0, 即数量多、收藏地多、文种
[ 3]
多, 出版少。
有 关内蒙古近代 史的历史档案 资料

但是对于具有数量多、文种多、
收藏地多的内蒙古近
代史的资料来说, 简直是九牛一毛。档案资料虽然

也具有这种特点, 从收藏地来看, 内蒙古近代史的档

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和可靠性, 但

案资料不仅收藏在中国, 而且也收藏在蒙古、日本、

是由于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少,

俄国、
英国、
法国等国的档案馆或图书馆中。在中国
收藏内蒙古近代史档案较多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导致了在内蒙 古的近代史研究中利用 率偏低的状
况, 严重影响着内蒙古近代史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

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内蒙古档案馆和辽宁档案

以上是作者就近三十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内蒙

馆。此外还有中央档案馆、中央军委档案馆以及黑
龙江、
吉林、
河北、
陕西、
山西、宁夏、
甘肃、
新疆、
以及

古近代史的论著及其资料的整理情况, 对内蒙古近
代史的研究所做的一个粗略总结。由于能力有限,

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县的档案馆等都有收藏。从文

在本文的介绍中难免有遗漏之处, 其中有些提法难

种上看, 除了有大量的汉文的、
蒙文的档案外, 还有

免失于偏颇, 还请各位专家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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