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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上起鸦片战争， 下讫新中国成
立， 中国近代公文即为 1840 年—1949 年 110
年的中国公文， 包括清末公文（时段为 1840

年—1911 年，含太平天国公文）和民国时期公
文（时段为 1912 年—1949 年， 含南京临时政
府、北洋军阀、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中共苏区和革

【摘 要】近代公文处于公文由“古代系统”向“现代系统”转变的
过渡地带，呈现出鲜明的特征。 原始档案、文献汇编为近代公文研究
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晚清、民国、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重要历史阶
段的公文研究，太平天国运动、行政效率改革、洋务运动等“热点事
件”相关公文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近代公文研究既具有
多学科交叉、学术布点的阶段性等重要特点，也具有系统性不强、深
度不够等缺点。 该领域的研究正朝着逐步系统化和多学科联合的趋
势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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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持人按语：民国及之前的传统公文，历经数千年，凝结着前人的心血、智慧、经验和教
训，值得尊重和潜心研究，扬其精华，弃其糟粕，服务当下。《近代公文研究述评》紧扣“传统
公文系统”向“现代公文系统”转变这一核心，全视角审视了近代公文研究的现状、成绩、不
足和趋势。《蒲松龄文书工作述略》别开生面，展示了擅于描狐画鬼的蒲松龄关心庶务、精
于政事的另一面。《元代圣旨开读和传输》以丰赡的史料和坚实的考证，描述了元代诏令的
传输过程，借以论证权力运作和公文流转的密切关系。 三篇文章，有点有面，由近及远，虽未
成体系，但足以窥见传统公文及文书工作魅力之一斑。 ———胡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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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根据地公文）。
中国公文自先秦延续至今日， 呈现出前后

相继但又迥然不同的两个系统， 一是为专制王
权服务的“古代系统”，一是为民众服务的“现代
系统”，两个系统的转换恰恰发生于近代。 公文
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波澜壮阔、悲壮艰难的中
国近代历史，赋予中国近代公文以变革急遽、新
旧更替等既不同于古代公文， 也迥异于现代公
文的鲜明特色。

与古代公文和现代公文相比， 近代公文的
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漠视，成绩算不上辉煌。
但是，它如同一条四季常流的小溪，虽不滂沛，
却从未中断， 进入新世纪以来还呈现出逐渐蓬
勃的气势。

一、研究概况及特色

近代公文研究的基本态势可以概括为三个
方面：一是相关文献资料的汇编整理；二是特定
时段公文的研究； 三是重大历史事件关联公文
的研究。

（一）公文文献资料的汇编整理
由于时代比较晚近的原因， 供近代研究的

文献史料非常丰富，既有清廷、民国政府和共产
党早期机关保存下来的原始档案， 也有现代学
者对历史资料的汇编。

1.原始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了清代中央档案

近千万件，其中不少是晚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保存近代档案最为丰富， 藏有 3个全宗
的南京临时政府档案、 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档
案 600 多卷，70 多个全宗的北京政府档案 15
万卷， 近 700 个全宗的南京国民政府档案 130
万卷，102 个全宗的汪伪档案 12 万卷； 另有缩
微胶片，其中，国民政府行政院 19380 卷，国民
政府（总统府）11584 卷等。 中央档案馆集中保
管自“五四”运动以来的，具有全国意义的革命
历史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中
央机关的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档案。 该馆馆藏

档案 80余万件，资料 80余万册，其中相当部分
属于近代档案。

2.文献汇编
近代历史文献资料的汇编成果显著， 重要

的有晚清时期的《邸抄》《京报》《官报》，民国时
期的《临时政府公报》（1912.1—1912.4）、北洋政
府的《政府公报》（1912.5—1928.6）、国民政府的
《国民政府公报》（1925.7—1948.5）、《总统府公
报》（1948.5—1949）等。 这些官方公文汇编中所
载训令、布告、咨文、公函、电文等各种文体皆是
研究公文的一手文献。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汇编的与公文相关的
资料有《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 1995 年
版）、《清末各地开设文报局史料》（《历史档案》
1999 年第 2 期）、《光绪年间江南织造驻京人员
呈堂禀稿》（《历史档案》1998 年第三、第四期）、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清代文书档案图
鉴》（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4 年版）、《清
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等。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曾挑选一
批民国时期的重要档案汇编成《中华民国史档
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共
五辑 90册。这是国内目前最庞大的一套档案史
料汇编。此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还编有《中华
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
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等。 中
央档案馆汇编的文献资料有《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1921～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
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1931～
1945）》（中华书局 1990年版）等，还有与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合办的以公布档案资料为主的刊
物《党的文献》。

太平天国方面的资料汇编成果也很多，比
如，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写、中华书局出版的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1963 年版）、《太平
天国文书汇编》（1979 年版）和《太平天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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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1980 年）， 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所
编《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1 年
版），王庆成编注的《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
出版社 1986年版）， 萧一山所编《太平天国诏
谕》（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 1912 年
印行），余炳坤所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
史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静吾、
仲丁所编《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
（三联书店 1958 年版），茅家琦所编《太平天国
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 等，其
中有不少史料直接涉及公文和文书制度。 这些
汇编资料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公文原件， 还包含
与公文内容相关的背景性史料， 为认识公文与
社会活动的关系提供了便利。

3.文书工作资料汇编
除了上述文献资料， 学界还专门汇编了与

文书工作相关的资料集。 一是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的《民国时期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资料选
编》（档案出版社 1987年版）， 主要搜罗民国时
期的法令性文件。二是中央档案馆的《中共文书
档案工作文件选编（1923～1949）》（中国档案出
版社 1991年版），主要收录 1949 年前我党在文
书、档案工作方面的一些历史文件，还有一部分
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红军、八路军、新四军
以及人民解放军、人民团体有关的文件。三是北
京市档案馆的《民国时期北京文书档案工作史
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 2012 年版）。 这些汇
编集中了公文方面的法规文件， 对近代公文的
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是研究者不可或缺
的文献资料。

（二）对特定时段公文的研究
特定时段是指在中国近代先后出现的晚

清、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南京国民政府等
几个历史阶段， 可以概括为晚清和民国（包括
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两个时段。

1.对晚清公文的研究
除后面言及的太平天国公文外， 专门针对

晚清公文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学术布点也较

零散，相对集中的研究话题是晚清的政治、文化
新格局与公文的关系， 检索到的论文有侯吉永
的《简述晚清立宪运动下封建公文的新变化》
（《档案》2013 年第 2 期）和《晚清电报的引入之
于公文现代化的意义》（《历史档案》2010 年第 4
期），丁清的《晚清外交文书变化再审视》（《兰台
世界》2013 年第 22 期），郑明浩的《试析晚清时
期中朝间公文的传达体系———以天津海关为中
心》（《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 5期）。

但在围绕晚清的某种公文文体所作的专门
研究方面，成果却很丰富，最有影响的是李育民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于 2010 年—2011 年出
版的“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包括《近
代中外条约研究综述》《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
《近代中外条约关系刍议论》《基督教与近代中
国的不平等条约》《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
业： 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1835—1937）》
《列强在华租借地特权制度研究》《不平等条约
与中国近代领水主权问题研究》《李鸿章与晚清
中外条约研究》《晚清中英条约关系研究》《不平
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冲突》《废约运动与民国
政治（1919—1931）》《晚清中国与国际公约》等
12 本。 另有金玲的《明清邸报研究》（云南师范
大学 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樊晓宇的《咸丰朝
“邸抄” 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2013 年硕士学位
论文）。

2.对民国公文的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文书学发端。这一时期出现

了很多公文研究方面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有
100 多种），但其编著目的大多是为参加文官考
试的人员和新入机关人员普及文书知识， 内容
偏重于公文程式、公文作法、公文用语。 比如王
尹孚所编《国民政府现行公文程式详解》（上海
法学编译社 1930年版），法政研究社所编《最新
标准公文程式》（新亚书店 1940 年版）， 段世源
编著的《新公文程式大全》（华星书局 1944 年
版）， 孔仲文所编《现代公文程式》（光明书局
1946 年版），朱翊新所编《现行公文程式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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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书局 1946年版），等等。 这些著作类似现
在的公文写作教材， 学术价值不高。 只有徐望
之编著的《公牍通论》（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
对民国公文的类别、体例、结构、叙法、用语、程
式等方面的演变情况作了一定程度的学理探
讨，并附录了一些当时的公文，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只是其研究范围仅限于民国前期的公文。

许同莘的《公牍学史》（商务印书馆 1947 年
版）是民国时期水平最高的公文学著作。该书对
上古三代直至明清的历代文书及文书工作历史
进行梳理，列举各代的范文展开分析与评论；外
有两篇名为“牍髓”的专论，论述文书工作者的
修养、情操及文书撰拟技巧等；最后还附有“治
牍须知”，讲述拟写公文的注意事项。作者从“政
与学”“政事与文章”的高度，以互相贯通的观点
研究文书与文书工作，注重文书内容，考究文风
格调，将文书工作从刀笔俗吏的操业谋生、以程
式为目的等的陈旧见解中解脱出来， 把历史上
大量的或个别的文书工作经验，总结、提高为系
统的文书学理论。 虽然该书的研讨对象是近代
之前的公文，但其研究方法足资借鉴。

1949 年后的几十年间没有出现有关民国
公文研究的专门著作，进入 21世纪后情况大为
改善，首先出现的是王铭的《文种钩沉》（中国档
案出版社 2007 年版）和裴燕生主编的《历史文
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两种。 二
者虽然不专以民国公文为研究对象， 但都有大
量篇幅涉及民国公文。 前者由公文原件出发进
行细致的文本解读，介绍民国公文的文种演变、
结构程式与行款格式，有很强的说服力。后者用
了整整一编讲解民国文书工作制度的发展演
化，按专题介绍了文种、程式、撰制、处理、制度
改良等各方面情况和特点， 基本展示了封建文
书制度向现代文书制度发展的概况。 此外还有
沈蕾所著《民国时期公文程式研究》（世界图书
出版公司 2014年版），这是“我国第一部以民国
时期公文为研究对象的专门著作”，“以现存的
民国时期档案和当时出版的大量公文著作作为

主要材料依据， 并参考了大量现代学者的研究
文献，对当时公文的定义、文种、公文的署名、盖
印、编号、计时，以及公文的纸式、文体等方面的
发展变化情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研究”。 [1]

论文方面， 近年来民国公文渐为年轻学者
关注。在这些学者中，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侯
吉永是引人关注的一位。 2009年至 2015年，侯
吉永在《档案学通讯》《历史档案》《档案与建设》
《档案时空》《档案》《汉语言文学研究》《秘书之
友》等期刊上发表论文近 30篇，如《南京临时政
府档案中的公文纸式及程式变革述论》《中国公
文程式的现代化转型研究（1912—1949）》《试论
民国公文缮写程式的演进》《简论民国公文的旧
式套语及其简化进程》《简述报纸刊布公文的历
史兼论其对公文转型的意义———从唐宋邸报到
晚清官报再到民初公报》《论民国公文纸面结构
的演进》《漫谈民国公文装叙结构的演进》《民国
公文的白话化转型》《试述民国公文称谓格式的
演变》等。这些论文围绕民国公文的现代化转型
这一主线，对该时期公文的程式、格式、语言、纸
式、标点符号、印章等进行全面、深入的研讨，还
对通电、委任状、通缉令等民国文书进行研究。

王学胜的《民国时期行政公文研究》（长春
理工大学 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张敏的《北洋
政府时期文书档案制度及其实践》（扬州大学
2007 年硕士学位论文）、 聂萌的《论民国时期
（1911—1949） 机关文书档案工作的形成与发
展》（山东大学 2008 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对民
国公文有集中讨论，但基本属于概况性介绍，过
多依赖于二手文献《民国时期文书工作和档案
工作资料选编》，针对法令进行二度汇编，在深
度和新颖性方面都有待掘进和提高。

其他单篇论文约有 150篇之多， 比如董俭
的《浅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
（《档案学通讯》1989 年第 5 期），黄昆源的《略
论南京临时政府的公文改革》（《中南民族大学
学报》1992 年第 2 期），王铭的《民国公文标点、
分段的演变和意义》（《档案与建设》2002 年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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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杨璐的《简析北洋政府时期的公文管理制
度》（《山西档案》2004 年第 1 期），傅荣校的《论
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文书档案改革》（《档
案学通讯》2005 年第 1 期），丁海斌、孟晓姣的
《民国时期文档名词研究》（《档案》2015 年第 4
期），陈艺璇的《民国时期的公文盖印和署名模
式》（《秘书》2016年第 6期），等等。

另外，1949 年后出版的公文史、 文书工作
史、档案史、秘书史等方面的著作中也有与民国
公文相关的内容。 比如，潘嘉的《中国文书工作
史纲要》（档案出版社 1985年版），费云东的《中
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1921～1949）》（档案出版
社 1987 年版）、闵庚尧的《中国古代公文简史》
（档案出版社 1988 年版）、吕发成的《中国公文
史》（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年版）、丁晓昌的《中
国公文发展史》（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李昌远的《中国公文发展简史》（复旦大学出版
社 2008年版）、周雪恒的《中国档案事业史》（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杨剑宇的《中国
秘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聂中东
的《中国秘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等。以上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谈古代公文
多以清代为时间下限，谈现代公文多以 1949 年
为时间上限，普遍忽视近代公文。个别著作虽然
谈及近代公文，但其内容并不作为重点章节。而
且，这些著作基本上是对历代公文的种类、公文
制度等进行描述，只完成了“历史还原”的工作，
系统深入的“逻辑论证”环节有待进一步开展。

3.对 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公文的研究
1949 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公文实践具有鲜

明的特色， 不仅在近代公文发展史中占有重要
地位，而且为新中国的公文制度奠定了基础。对
1949 年前中共公文的研究，除党史方面常常以
党的公文文献为资料对相关历史问题展开研究
外，主要涉及对文书和档案工作方面的研究。一
是对这一阶段的中共文书和档案工作进行全面
介绍和研究，代表性著作是费云东、潘合定编著
的《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1921—1949》（档案

出版社 1987年版），另有胡明波的《建国前中国
共产党文书工作的现代化进程研究》（南京师范
大学 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二是对某一具体
时期（如抗战时期）或某一具体地方政权（陕甘
宁边区）的中共文书和档案工作进行研究，如张
素慧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公文改革》（《档
案学通讯》1986 年第 3 期）、唐铨弟的《陕甘宁
边区政府的文书处理与档案工作》（《陕西档案》
1994 年 1 期）、王兰的《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的
文书工作》（《秘书之友》1996 年第 2 期）、 侯吉
永的《反思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公文改
革》（《档案》2014第 2期）。

（三）对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公文的研究
对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公文的研究主要

有太平天国公文研究、行政效率运动公文研究、
禁烟公文研究、洋务运动公文研究等几个热点。

1.对太平天国公文的研究
太平天国公文研究在近代公文研究中独树

一帜，成绩斐然，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可圈可
点。 有学者统计， 涉及太平天国公文的论文从
1963年—1991年就已达 200多篇。近年来则有
庄建平的《太平天国的路凭》（《历史教学》1987
年第 8 期）、王兴福的《太平天国门牌的若干问
题》（《浙江学刊》1989 第 5 期）、 霍应希和石巨
文的《太平天国公文概述》（《秘书之友》1992 年
第 12期）、张铁宝和吴瞻的《刘丽川上太平天国
天王奏折考》（首届“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
讨论会论文集，2006 年）、 吴善中和韩荣钧的
《刘丽川上天王奏考》（《扬州大学学报》2008 年
第 12 期）等，涉及太平天国公文的某种制度或
某一文种的研究。 此外也有学生将太平天国文
书研究作为学位论文选题，如闫晶的《太平天国
公文特点》（长春理工大学 2009 年硕士学位论
文）、胡烨晔的《太平天国宣传策略研究》（华中
科技大学 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董婷婷的《太
平天国宗教避讳词语研究》（山东师范大学
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王舒雅对太平天国公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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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除《宗教视野下的太平天国公文》（南京师
范大学 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和《太平天国公
文研究》（南京师范大学 2014 年博士学位论
文），还在相关期刊发表多篇论文，比如《太平天
国公文语言的特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
报》2013 年第 4 期）、《太平天国时期的公文写
作改革》（《写作》2017 年第 1 期）、《太平天国的
宗教仪式公文》（《兰台世界》2011 年第 8 期）、
《宗教对太平天国公文文种的影响》（《兰台世
界》2012 年第 1 期）、《太平天国公文与同时代
清朝公文的相似性》（《兰台世界》2015 年第 8
期）、《太平天国的伪造文书》（《山西档案》2015
年第 3 期）、《太平天国文书中的军粮问题考》
（《农业考古》2012年第 3期）。

关于太平天国文书及其制度的研究， 比较
完整和系统的专著很少，朱从兵、崔德田弥补了
这一空白。他们在《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广西人
民出版社 1993年版）中详细描述了太平天国的
办公机构和办文人员、文书的行文关系和格式、
公文的承办与运转机制以及用语特点， 并分析
了太平天国文书制度的历史作用， 勾勒出太平
天国公文制度的全貌。 朱从兵则在《太平天国
文书制度再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中用个案研究的方法详尽解读《天朝田亩
制度》和《资政新篇》，深入解析太平天国文书制
度的构建情况，分别对太平天国的文书系统、文
书人员、文书机构、文官制度、告示运用等进行
分析。 特别是将太平天国文书归纳为宗教文书
系统、军政文书系统、经济文书系统以及特殊文
书系统进行研究， 并通过告示这一文种的使用
分析太平天国的文书制度。 这些角度都很有新
意，将太平天国公文研究推向了更高水平。

2.行政效率运动公文研究
李章程的《民国时期的公文改革与行政效

率（1912～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
版）是一部特色鲜明的著作。作者认为，在“民国
时期各政权为提升行政效能所进行的各项行政
改革中，公文改革往往事涉其中”，因此在研究

中将公文改革与行政效率结合起来，“从公文机
构、公文程式、公文处理及公文人员四个维度对
民国不同时期的公文改革与行政效率进行了较
详细的梳理， 探讨公文改革在哪些方面提升或
改善了行政效率， 对行政效率的提升或改善的
程度如何”。 [2]

高燕的《“行政效率运动”与中国近代档案
学》（安徽大学 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虽然是从
档案学角度入手， 但由于公文与档案有着密切
关系，势必言及公文。文章讨论近代档案学的产
生这一特定事实对“行政效率运动”的影响，介
绍引发“行政效率运动”的内因和外因以及“行
政效率运动”的主要情况，主体内容是“行政效
率运动”与近代档案学的产生之间的相互影响。

3.洋务运动和禁烟运动公文研究
关于洋务运动公文的研究， 仅有林瑜洁的

《洋务运动时期外交公文研究》（南京师范大学
2014 年硕士学位论文）对洋务运动中使用的外
交文书的种类、语体特点、撰拟和办理、主题和
思想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对禁烟公文进行专门
研究的只有陈妙闽一人，作者在《林则徐禁烟公
文研究》（南京师范大学 2011 年硕士学位论
文）、《论林则徐谕体类禁烟公文的语用策略》
（《兰台世界》2011 年第 3 期）、《论林则徐禁烟
公文的谋篇布局之道》（《兰台世界》2014 年第 8
期） 中从文书学角度对林则徐禁烟公文的文体
种类、主题内容、文本技巧等进行探讨，并结合
社会研究对该类公文的社会影响进行评说。

（四）近代公文研究的特点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看出， 近代公文研究具

有以下鲜明特点。一是资料丰富。既有大量的历
史档案和历史文献，也有众多的专题资料汇编。
这些资料为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和良好的条件。二是多学科交叉。研究涉及历史
学、档案学、文书学、行政学、传播学等多个学
科，研究视域开阔，不同学科的学者可以互相交
流、借鉴，扬长补短。三是时段性特征明显。从民
国至今，近代公文研究有两个高潮期。第一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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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期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大量的公文
研究方面的教材和著作，更出现了《公牍通论》
和《公牍学史》这样的代表性著作。 这一时期的
繁荣一方面是受时代环境的影响， 由于服务封
建王朝的“古代公文系统”已被打破，亟需建构
一个适应新政权的现代公文系统； 另一方面则
得力于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改革运动”，这一
运动直接促使学者们关注文书和档案工作的研
究。 第二个高潮期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很多学
者尤其是一批青年学者投入近代公文的研究，
这主要得力于近二十年来我国秘书学、 档案学
等学科的蓬勃发展，一大批文书、档案专业人才
成长起来， 壮大了学术研究队伍。 其他时间阶
段，比如 1949 年后的 40多年，有关近代公文的
研究成果很少，而且多数作为秘书史、公文史、
档案工作史等著作中的部分章节， 没有取得独
立的地位。

二、公文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学术趋势

（一）近代公文研究的不足
由于公文研究向来不为学界所重视， 因此

整体水平较低， 近代公文研究与较受关注的古
代公文和现代公文研究相比， 更是一个薄弱环
节。近代公文研究尚存在很多不足，需要反思和
改进。

1.系统性不强
对近代公文整体进行全程、 系统研究的成

果甚少，所见仅有周俊红的《近代中国行政公文
的演变及其规律》（河北师范大学 2004 年硕士
学位论文）。文章从时段上将近代行政公文分成
晚清的行政公文和民国时期的行政公文， 分别
从文种、公文机构及文书处理程序、书写格式及
要求、公文的稽察制度和保密制度、递送公文的
方式等方面叙述近代公文的大致演变过程，并
在此基础上归纳近代行政公文的演变规律，指
出“行政公文与国家政体是形式和内容的关
系”，二者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则存在时间切段上的

断续和关注点不均衡等问题。从时间上看，对民
国公文的关注相对较多。 晚清在时间上几乎占
据了近代的 2/3， 但学界对其公文的关注却甚
少，即使有所涉及，也仅限于太平天国运动、禁
烟运动、洋务运动等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不仅
如此，对 1949 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公文研究也很
不充分。从关注的话题看，关于民国公文的程式
和语言、民国公文法规等内容的论文数量很多，
选题雷同，内容也大同小异，而对民国公文的其
他方面，比如与文学的关系、与新媒体的关系等
关注甚少。近代公文处在由“古代系统”向“现代
系统”过渡和转化的过渡地带，只有对其进行整
体性的系统研究，才能描绘出演变过程，揭示出
演变规律。 对重要个案和节点进行研究固然重
要，但是如果没有宏阔的眼光，不是将其放置于
中国公文演变的全程中去考察，往往会“小事明
白、大事糊涂”。

2.深度不够
通观现代公文学界的各种研究，知识性、概

括式介绍和现象描述较多，深层分析较少，用于
知识和技能传授的教材较多， 综合性专题论著
较少，因此学术水平普遍较低。这一情况不仅存
在于近代公文的研究中， 在古代公文和现代公
文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 公文不仅是治理社会
的工具，还兼有文学、史料、新闻、政论等多种
属性， 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值得也有可能从文
学、语言学、历史学、管理学、传播学、信息学、哲
学等多角度对其进行多层面的挖掘和探索，通
过丰富的现象揭示出背后的规律， 展示公文的
多重价值和魅力。在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还有
很多。

（二）近代公文研究趋势
尽管近代公文研究还存在着种种不足，但

我们也应该看到，相比过去的几十年，近一二十
年来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 而且呈现出一些明
显的、值得关注的趋势。

1.系统化研究呼之欲出
近代公文的一些重要阶段和重要方面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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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渐多，民国时期公文研究成果最为丰富，
晚清公文研究也有一些成果， 尤其太平天国公
文更是备受关注， 而有关中共公文的研究也在
逐步展开。 虽然将这些成果连缀成片进行系统
化梳理和研究的成果尚未出现， 但已经具备初
步基础。

2.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尽管近代公文研究的水平还有待大幅提

升， 但一些专题性成果已经显示出深入掘进的
明确趋向，比如在公文形式、太平天国公文、公
文与行政效率改革的关系、1949 年前中国共产

党的公文等专题研究方面， 已经出现了一批颇
有分量的著作， 其他方面的专门著作也值得期
待。

3.交叉研究的趋势将继续强化
公文具有多种属性和价值， 为多学科的介

入提供了先天条件。目前，已有历史学、档案学、
文书学、管理学、文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多个学
科进入近代公文研究领域，这种“多兵种联合作
战” 的格局会随着各学科的发展以及它们之间
日益频繁的互通而得到保持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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