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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日记研究大约一个世纪前在国内肇始， 并先后经历了从日记文学、 日

记教学研究到日记文献考证及历史学研究， 再到人类学、 社会学取向研究的学科框

架转换。 同时， 日记研究的理论视角， 也经历了从文体学范式、 历史考证范式到社

会史、 行动研究等范式的更新。 而研究者所采用的资料搜集及分析方法则日趋多

元， 逐步引入了日记卡调查、 网络痕迹数据抓取等日记资料搜集方法， 以及内容分

析、 符号分析、 话语分析等资料分析方法。 在日益延展个人表达空间、 打通私人和

公共领域的互联网时代， 在急剧转型并遭遇压缩现代性、 多重现代性问题的当下中

国， 日记这种私人书写和公共叙事的混合体具有独特研究资料价值， 而日记研究也

有着不同于欧美的特殊性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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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与思路

通常， 日记被定义为属于个人使用的、 以个体经历及体会为主要内容、 以日期

为排列顺序的一种连续型记述文本， 而其文体功能与其他记体文一样， 以叙事为本。

基于自身在叙事方面的高度个体化和私密性， 日记还往往与书信、 回忆录、 传记等

并列， 被统称为私人文献或个人记录资料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具有典型的私人书

写及非公共传播特征。 不过， 正如哈布瓦赫所言， 作为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形式，

０１２

① 本文为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北京市突发性事件的网络舆论博弈与社会治理研究” （主持人： 李先知， 项目

编号： １５ＺＨＣ０２５）、 中央民族大学 “优秀青年人才” 支持项目 （主持人： 王旭辉， 项目编号： ２０１７ＭＤＹＱ１１） 的

阶段性成果。 同时， 本文部分内容曾在 “东亚个人记录资料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比较视野下的压缩现代性” 国际

会议上宣读， 并得到朴光星、 李正勋、 苏淳烈等多位中韩学者的批评指正， 在此深表感谢。 文责自负。

∗



任何个体化叙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 ‘社会文本’ 的痕迹 （哈布瓦赫， ２００２： ２８３—

２８４）。 日记还有着回应特定人群所遭遇结构性社会力量及历史进程的另一面， 并因

为记述历史进程、 社会变迁及公共事件的丰富细节而具备公共叙事属性 （邹振环，

２００５： ３０７—３４４）。 事实上， 在 “家国皆有史” 的史学传统下， 中国古代日记书写

的最初形态与后世有着很大不同， 多以官修日历为范本———撰述日记以 “叙家史、

备史乘”， 其文学属性和自我倾诉的个体化写作取向自然也就不太明显 （邓建，

２０１４）。 而且， 自古以来， 由于书写者的身份、 立场、 写作动机、 记述手法及内容

偏重多种多样， 日记文本的丰富性及差异性突出， 这既是梳理日记研究的重要线索，

也是日记研究类型多样的基本前提 （於贤德， ２０１２）。

这一意义上， 日记作为一种特殊的定期书写及叙事形式， 就同时具有私人事务

记录、 个体情绪抒发、 自我反省、 文学创作以及历史文献资料参考等多重价值。 同

时， 日记还被视为不同于宏大历史叙事的一种生活世界化、 大众化叙事形式， 从而

具有非常独特的文学欣赏、 历史记录和研究资料价值 （拉波特、 奥费林， ２００５：

２４５—２４７）。 而且， 与并不刻意强调私人密藏、 而是要 “传诸其人” 的日记书写传

统一致， 一篇或一本日记既可能是仅为自己或有限几个读者而写， 也可以在将来被

出版或在更大范围内被传阅， 甚至被作为重要历史记录资料而被搜集和留存， 从而

获得更广泛的传阅空间 （戴维、 萨顿， ２００８： １２２）。 如此一来， 在勾连私人书写与

公共叙事的意义上， 日记在社会变迁、 个人与社会关系等问题研究方面就具有独特

的视角及资料价值。

世界范围内，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 得益于日记资料可及性和覆盖性的不断提

高， 也基于新史学主义、 追踪式日记调查、 大数据分析等研究范式或方法的更新，

日记研究在历史学、 社会学、 人类学、 教育学、 心理学等众多学科领域逐渐受到重

视， 并引发了有关日记研究信度、 效度以及可推论性等方法论层面的讨论

（Ａｌａｓｚｅｗｓｋｉ， ２００６； Ｃａｒｐ ＆ Ｃａｒｐ， １９８１）。 进而， 国际范围内日记资料的发掘、 日记

研究方法的扩散以及日记研究的快速增长， 以日记从研究视野之外的私人生活记录

向自然而细节丰富的研究资料属性定位转变为前提 （Ｃｏｒｔｉ， １９９３）， 也与社会科学界

日益关注生活世界、 生命意义的微观叙事及现象学分析密切关联 （Ｂｏｌｇ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同时还是研究者聚焦宏大历史进程、 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领域、 差异化行

动者及其行动之间交交互作用的产物 （Ｍｉｚｕｔａｎｉ， ２０１４）。 很大程度上， 中国日记研

究的兴起和发展， 既是上述学术关注和趋势的一部分， 还基于中国社会在近现代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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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的急剧转型而具有更为丰富的现实基础。 当然， 这也是本文展开国内日记研究

回顾与梳理的重要学术背景和参照。

正如程韶荣先生曾言， 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写作和保存日记的传统源远流

长， 大致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 （陈左高， ２００４： 导言）。 同时， 不同

历史时期存留下来的日记资料也十分丰富， 无疑是非常值得挖掘的文献宝藏。 那么，

中国日记研究的进展如何？ 总体上， 相对于悠久日记写作传统和丰富日记资料累积

而言， 国内日记研究肇始于大约一个世纪之前， 并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之后才获得

建制化发展 （解亚珠， ２０１６ａ）。 一方面， 宋代以来， 中国日记写作和保存进入繁荣

发展阶段， 日记的形式及类型也丰富多样①， 并在中西文化交融、 民族主义上升的

清代以及民国时期达至创作和保存的一次顶峰。 而且， 辛亥革命以及新中国的先后

成立， 还将日记写作逐步带入常规化、 体制化阶段， 大量青年学生以及接受过教育

的普通民众被动员加入日记书写行列， 而日记写作也被视为国民教育尤其是国文或

外语教育的重要手段 （张剑， ２０１４）。 但另一方面， 由于日记的私密性、 正统史观

的限制以及书写过程中人为 “加工” 等因素的制约， 基于国内日记资料的相关学术

成果仍较为有限。 实际上， 辛亥革命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 甚至是在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

放之前， 尽管一些学者也曾偶尔论及日记这一独特的文本或文献类型， 但大多也只

是将其视为一种文学作品形式、 语言教育方式而非历史文献资料或者更为广义的研

究资料， 少数一些日记研究也多停留于文献考证及个人书写行为、 创作艺术的分析

层面。

不过， 在 １００ 年左右的演进历程中， 国内日记研究却也有其值得探讨的发展脉

络， 并大致呈现出三个不同的演进阶段。 在不同演进阶段， 基于资料基础以及研究

范式上的差异性， 日记研究不仅呈现出研究议题、 理论视角及研究方法的不同， 还

经历了研究焦点及分析框架的明显变化， 便于本文回顾及梳理， 也是本文内容展开

的外显框架。 而且， 尽管影响日记研究的因素众多， 难以一一赘述， 但我们除了考

虑日记资料的私密性、 细节性、 重复性、 反思性等一般特征之外 （陈左高， １９９０：

８６）， 还从日记书写的人群、 日记书写的形式及载体、 日记书写的内容以及研究者

的研究旨趣等几个方面， 尝试讨论国内日记研究的演进历程及学科分野， 这也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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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回顾与反思展开的内隐框架。①

进而， 在这 １００ 年左右的研究演进历程中， 国内日记研究的资料基础及其可用

性前后有所不同， 研究者对日记研究的性质与范畴、 日记研究适用的研究议题及分

析视角等方面的认知也存在明显差异， 而这正是本文展开国内日记研究回顾和反思

的基本线索。 当然， 本文还将考虑日记书写者的人群范围及特征、 日记资料的载体

及形式、 国家对个人日记书写行为的建构等因素的影响， 将日记书写及研究置入更

大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加以分析。 基于此， 本文将以研究议题、 视角及方法转换为

线索， 梳理中国日记研究的演进历程， 并从私人书写与公共叙事之间辩证关系角度，

反思日记文本作为研究资料的总体特征、 价值及未来趋势。

二、 日记研究的主要议题及其学科脉络

（一） 日记研究的典型议题

我们以 “日记” “日记研究” 为篇名或关键词， 检索中国期刊网， 共搜索到包

括期刊论文、 学术会议论文以及硕博学位论文在内的近 ６００ 篇较高关联度研究成

果。② 当然， 除了这些学术论文之外， 目前还可查询到已经公开出版的中文日记研

究专著则为 ３０ 本左右。③ 其中， 在这些中文研究成果中， 出现频次、 比重较高的研

究议题主要涉及以下六个方面， 也可视为国内日记研究的典型议题：

第一， 日记资料的文献考证、 整理及汇编， 以及日记文献分布、 主题和日记书

写特征研究， 例如吴承学等人关于日记由日历及官方史传文体逐渐演变而来的澄清

（吴承学、 刘湘兰， ２０１０）。 第二， 基于日记在文学创作及表达方式等方面的特殊

性， 研究者对日记文学作品展开的发掘、 鉴赏、 创作人群及写作特征分析， 例如邓

建等人关于明清以来日记体小说和著述类日记这一类 “私密性” 文学作品独特艺术

价值的剖析。 第三， 宏大历史进程、 制度变迁中的个体或群体处境及主体应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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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梳理日记研究： 首先， 日记的书写者及其特征 （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其次， 日记的载体、 形式及内容 （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ａｒｉｅｓ）； 最后， 日记资料的研究者

及其研究取向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通过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０ 日在中国期刊网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的搜索， 得到这一研究文献积累和分布情况。
通过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文图书检索系统我们发现， 已经公开出版的个人日记或者日记选编数量已经相对

可观， 但基于日记文献资料而完成的中文专著数量却非常有限。



研究， 例如科举制度改革与清末 “读书人” 命运的关系研究 （关晓红， ２００５）， 又

或者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体卷入和参与研究 （胡鸣， ２０１２）。 进而， 此类研究还牵连

特定个体或群体生命历程及反思性发展的一系列研究 （王挺之， ２００２）。 第四， 重

大历史事件的关键参与主体、 决策过程及其前因后果研究， 尤以重大政治事件中的

关键主体参与、 决策过程及相关影响因素研究居多 （杨天石， ２００１）。 第五， 中国

基层社会的秩序、 运转及治理机制研究， 研究者倾向于以微观叙事方式， 揭示宏大

制度系统之下的现实社会秩序及关系格局 （张研， ２０１１）。 第六， 中外或跨族群交

流互动及相互间认知、 态度研究， 例如， 基于 《赫德日记》 《郭嵩焘日记》 等出使、

交流日记所展开的相关研究 （陈嘉梦， ２０１０）。

不过， 需要说明的是， 尽管上述六类典型议题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国内日记研

究的主要焦点， 并折射出研究者的学术关注及分析视角， 但本文接下来并不打算以

此为框架展开进一步的文献梳理， 而是借助于另外一个简化但却更适用的梳理框架。

为呈现国内日记研究的阶段性变化， 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探讨不同阶段日记研究的

学科及社会文化背景， 下文将转而从三类研究议题及其对应三个研究演进阶段出发，

进一步阐述日记研究的议题转换及其学科框架。

（二） 议题转换及其学科脉络

１ 日记文学及日记教学研究

整体而言， 在国内日记研究领域， 占比最大、 同时又能反映新中国成立之前甚

至成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１９７８ 年之前） 主线的一类研究， 则是日记文学及日

记教学研究。 在这一类研究中， 作为教育方式及载体的日记， 对应的则是日记写作、

批阅及其在教育尤其是语文、 外语、 数学等门类知识学习中角色的相关研究。 很大

程度上， 辛亥革命之后， 日记研究开始在中国发轫之时， 就首先以追求鲜活个性及

内心世界展现的日记文学， 以及文字写作能力及语文学习效果提升的日记教学为线

索， 带动了关于日记这一独特文学形式、 教育及学习手段的一系列学术探讨， 并构

成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日记研究的焦点。

在这一类研究中， 研究者的着眼点多是日记这一独特文体的特征及功能， 并主

要从日记的写作形式、 文体规范、 教育功能及教学实践方式等层面， 展开具体的经

验研究。 相应地， 此阶段日记研究就具有比较多的文体学、 修辞学及文学批评研究

属性， 并带有一定的教育行动研究痕迹， 与后续以历史发现、 社会现象阐释以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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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生产为目的日记研究有着很大不同。 某种意义上， 我们甚至可以据此将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之后基于反思性日记写作的教育行动研究， 视为此类研究的变体或延续：

教育行动研究者往往将学生或教师日记撰写， 尤其是反思性日记的记录、 陈述， 视

为提高学生或教师认知、 反思及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 以及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

径之一 （仇晓春、 甄丽娜， ２０１１）。

实际上， 除专攻古代日记资料搜集、 整理和分析的陈左高先生等一少部分学者

之外， 这一阶段的日记研究者很少从历史文献考证和文献资料分析角度， 重新整理

和使用中国历史上的日记文献资料， 而是从日记体文学写作以及日记辅助教学角度展

开研究 （乐秀良、 程韶荣， １９９１）。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虽然进入 ２０ 世纪以来， 日

记写作、 日记文学的发展势头良好， 日记写作的人群范围和规模也不断扩展， 但中国

日记研究很大一段时间内却相对滞后， 其研究焦点也多指向日记这一独特的写作或教

学形式本身， 而非以日记资料为基础的历史事实发现、 社会现象或问题探析。

２ 日记文献的考证及历史学研究

毋庸置疑， 日记文献留下了许多历史事件发生过程及细节的记录， 既可补充正

史记载的不足， 也可作为一类私人 “真实记录” 的文献资料与官方史料相互佐证。

相应地， 不少历史研究者就尝试将日记作为考证历史事件发生时间、 诱因及影响的

重要资料基础 （黄仁宇， １９９８）。 进而， 研究者还倾向于将其与官方正史资料相对

照， 以修正某些判断或观点， 并补充和丰富有关历史事件、 历史进程的细节 （解亚

珠， ２０１６ｂ）。

实际上，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来， 不少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前人日记对历史

研究的文献价值， 并开始系统搜集和使用包含政治、 经济、 社会生活及文化科技等

方面内容的日记资料， 并将之作为重要史学资料： 一方面， 研究者会从文献考证角

度， 对这些日记资料的真实性、 历史背景、 主题、 书写者特征、 版本及其引用等诸

多方面展开系统考证， 进而还探讨日记的时代、 地域或人群分布及特征。 当然， 此

类研究还会追溯日记文体的源头及形式演变， 并概括不同时代或群体的日记文体特

征 （解亚珠， ２０１６ｃ）。 另一方面， 研究者还会将这些经过考证的日记资料与官方正

史资料相互对照， 厘清某些历史事实及其细节， 尤其是探明宏大历史进程和社会变

迁在基层社会及个体层面的具体影响。 例如， 国内不少学者就以蒋介石等民国时期

军政名人日记为基础， 对国民党高层对日关系及战略决策等问题上的过程及诸多细

节展开考证和澄清 （吴景平，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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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 对于上述两方面研究而言， 研究者都主张将日记作为重要史料基础和一

类特殊历史记录方式， 从而可以为缺乏史料基础或者需要不同来源史料的研究议题

提供有价值的资料支持。 相应地， 研究者的主要出发点要么是日记资料可靠性及其

文本属性、 记述方式的考证， 要么则是基于日记资料而对于历史事实的进一步判定

或澄清， 进而链接微观史实与宏观历史进程。 也就是说， 这一类研究者追求的是日

记文本真实性及其史料价值的考证， 以及相关历史事实的重新检视， 这也是其与下

文基于日记资料的社会学、 人类学研究的最大区别。

３ 基于日记文献的社会学、 人类学研究

社会学及人类学取向的日记研究， 则倾向于将日记资料作为社会文化现象或问

题分析的经验资料基础， 并据此展开静态的社会关系结构、 秩序或动态的社会变迁

分析， 进而探讨宏大社会结构、 社会变迁与个体命运、 特定人群发展之间具体关联，

这也是笔者将此阶段研究宽泛地归入社会学、 人类学研究范畴的基本前提。 在研究

者看来， 日记作为对个体日常生活细节的 “复制性” 记述， 既具有再现真实生活经

历的 “客观性”， 又具有表述形式及内容上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特征， 这也正是社会

学、 人类学日记研究的重要前提 （Ｂｏｌｇ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某种意义上， 这一类研究首先由做中国研究、 汉学研究的一部分国外学者倡导、

推动， 并受到包括社会史、 生活史在内的新历史主义、 新微观史学范式影响 （柯

文， ２０００： １—１２）。 而国内研究者则大致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之后， 才系统关注包

括日记在内的个人记录资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独特分析价值， 并将其作为探讨静

态社会结构、 社会秩序与动态社会变迁问题的重要资料基础。

相应地， 尽管已有个别研究者在国内日记研究肇始后就零星关注上述问题， 但其

作为一种研究类型的出现及发展， 很大程度上却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的事情。 同时，

这也意味着以社会学、 人类学为代表的更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 开始进入以文学、 教

育学以及历史学研究者为主导的日记研究者队伍， 并将其专业研究议题、 方法及理论

视角带入日记研究领域。 当然， 结合目前这一类研究的实际情况， 与其他领域研究类

似， 具体某项日记研究的资料基础同样可以是多元的， 而并非仅仅局限于日记资料本身。

如此一来， 日记资料的应用价值以及日记研究的概念范畴实际上都相对弹性， 其在其他

来源或性质资料为主的研究中的辅助价值也越来越被重视和挖掘 （刘杨， ２０１３）。

而且， 不少研究者认为， 基于中国社会的整体复杂性、 区域社会文化的多元性、

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独特性， 以及中国的 “双轨治理” “简约治理” 模式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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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传统， 日记资料对于中国社会学、 人类学的基层社会、 区域社会文化秩序及

变迁、 个体或群体的反思性发展等相关主题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王东杰， ２０１３）。

日记资料作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记录， 成为社会学叙事分析的故事来源， 以对生活

历史和生活片段进行研究， 寻求一种对社会现象和个人生活史进行叙事解说的方法

（应星， ２００６）。 学者应星在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中围绕移民精英和地方政府展

开， 通过对一些无名者出于偶然而存留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文本进行分析， 呈现出故

事中所要努力捕捉的理论味之外的叙事效果 （应星， ２００１）。 在形形色色的故事中

读出普通人于日常生活所体验到的意义与价值， 在日常表达和叙述中把握住一种处

在溶解状态的、 当下中国人的普遍感受和社会心理 （刘子曦， ２０１８）。 与之相应，

日记研究有助于回应宏大国家制度、 历史进程与微观社会、 具体人群之间关系等议

题， 描述和分析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秩序， 以阐释个体或群体发展与宏大制度、 历

史进程以及社会结构变迁之间关系， 并揭示中国区域社会、 多元族群的文化多样性

及交融性。 例如， 学者邱捷就以同治、 光绪年间在广东任州县官的杜凤治所留一部

记录详尽的日记为基础， 对基层社会中的官、 绅、 民角色及相互关系， 以及基层政

府官员工作方式展开了细致分析 （邱捷， ２００８）。

同时， 这一类研究还从资料搜集及分析方法层面， 进一步扩展了日记研究的内

涵及范畴。 一方面， 研究者在社会学的实地研究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过程中， 为充

分占有地方社会文化的细节资料， 常常挖掘非公开出版的个人日记资料， 甚至借助

于自我填答日记卡追踪式搜集个人日记资料， 极大地扩充了既有日记资料， 并弥补

了其偏重于历史文献的不足。 而伴随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 博客 （Ｂｌｏｇ） 及微

博 （Ｗｅｉｂｏ） 等日记形式逐渐兴起①， 使得 “隐秘” 的日记本很大程度上转变为

“非私” 的交流空间、 自媒体平台， 其公共叙事属性则无疑得以强化； 同时， 日记

书写也突破单纯的书面文字方式， 涵盖图像、 音频及视频等多样化方式 （徐帆，

２００７）。 这无疑为研究者开辟了一个新的、 丰富的日记资料来源， 并推动研究者借

助网络爬虫等技术工具， 搜集和使用互联网空间中的海量日记资料。

另一方面， 研究者还采用话语分析、 符号分析、 内容分析以及大数据分析等新

的资料分析方法， 并借助于定性数据的量化处理等手段， 对日记资料进行更为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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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挖掘和分析 （赵勇、 杨·朴罗格， ２００９）。 同时， 基于日记所具有的自我宣泄、

认知调节等潜在功能， 心理学、 社会工作、 教育学以及医学等学科领域的一部分研

究者还将日记书写作为自我反思及行动干预的重要手段， 以达至自我表达、 纾解和

激发， 并实现教育、 家庭、 工作等领域的行为或关系优化 （杨心德， ２００２）。

三、 日记研究演进的理论范式及研究视角转向

无疑， 上文所述日记研究议题、 学科脉络的更新， 与研究的理论范式及研究视

角转向紧密相关。 整体而言， 如果不考虑时间先后意义上的范式转换问题， 我们可

以将中国日记研究的主要理论范式大致概括为如下三类：

第一类， 历史考证范式， 偏重于日记文本、 日记书写及其所记载历史事实的考

证， 并与其他史实资料相互佐证。 第二类， 新史学主义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ｍ） 下的社会

史、 生活史范式， 聚焦分析日记所记述对象的生命历程与宏大历史、 国家制度以及

特定组织之间密切关系， 并凸显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建构性。 第三类， 行动研究范式，

研究者的主要目标不是指向日记资料的考证或分析， 而是将日记书写和分析作为个

体反思、 自我调整乃至外部干预的重要手段， 具有明显的治疗或发展取向。

而在研究视角转换或更新层面，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 特别是最近 ３０ 年左右，

由于对 “新史学主义” 的逐步接纳和倡导， 研究者们日益意识到以往 “自上而下”

历史观以及宏大、 精英叙事的局限性， 从而越来越重视发掘日记、 口述、 地方志等

新型史料 （Ｌｕｏ， ２００９）。 研究者们从社会建构论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视域， 基于

社会史、 生活史视域， 以及能动性个体反思、 回应视角和日记书写行为层面， 来重

新审视、 整理和分析不同类型的日记资料， 并回答更为社会学、 人类学学科取向的

研究问题。 具体而言，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展开研究视角转换的进一步讨论：

首先， 是历史观以及历史研究视角的转变。 研究者基于历史及社会现实的建构

性， 既关注宏大历史影响下的差异化微观历史进程， 又聚焦分析个人或群体在历史

进程中的主体参与及建构的另一面。①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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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亲历者， 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者、 亲历者， 政治、 经济以及社会文化领域的领袖或杰出人物， 重要官僚

部门、 社会组织、 社会群体的领袖或关键成员。



在新史学主义的影响下， 以从传统汉学研究脱身而出的欧美 “中国学” 研究为代

表， 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从宏观转向微观、 从客观历史规律揭示转向日常生活逻辑及

意义阐释。① 与之相应， 基于官方文本的历史记录和解读被解构， 排他性的正统史

观在国内也遭遇挑战， 而更为接近基层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史、 生活史

观则日益受到重视。 同时， 研究者在考察权力精英群体的同时， 也更为关注下层人

士及普通人群， 并在差异化社会文化体系中， 展开具体的社会关系、 制度规范及主

体行动分析。 如此一来， 对稗史、 民间叙述以及私人历史文献资料的发掘就大大拓

宽了史料范围和证据链条， 使得日记等个人记录资料更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并成

为重要经验证据基础。

其次， 是能动性个体反思及回应视角的凸显。 研究者不仅关注宏大历史在个人、

家庭及基层社会等层面的具体影响， 还从意义阐释角度， 探询微观行动主体对于社

会变迁及国家制度的认知和理解， 关注个人、 家庭等主体在历史进程中的认知、 情

绪、 态度等社会心理状态。 在中文语境下， 日记不仅以鲜活的日常叙事， 直观而丰

富地记录个体经历、 感知及反省， 还将历史记述从官方文献中解放出来， 内含官方

文献资料所未充分涉及的微观历史进程、 事件细节及个体心理、 行为动态变化信息，

充分展现个体所遭受的制度压力及自我应对。 基于此， 既不同于排除国家政策、 宏

观历史进程等外部因素影响的封闭分析视角， 也不同于过分偏重甚至夸大国家政策、

文化传统等因素压倒性、 一致性影响的宏大分析框架， 能动性个体反思及回应视角

将个体发展与宏大历史进程、 结构性条件以及国家政策相关联， 并将分析焦点拉向

微观生活世界， 更加关注个人意志、 策略性行动在历史事件、 生活历程中的影响，

以凸显个体或群体在外部约束面前的能动性和建构性 （徐雁平， ２０１５）。 从而， 日

记研究就以被裹挟进特定历史进程、 国家制度的人群为对象， 借用精神分析理论、

生命历程理论、 生活世界理论等更加强调主体能动性及意义阐释的理论视角， 重点

分析行动者的认知、 态度及行动策略， 进而洞察个体生存境遇、 能动反应及其与国

家制度、 社会文化系统之间互构 （杨秀丽， ２０１１）。

再者， 则是日记文本书写行为的研究视角。 鉴于日记的私密性、 个人中心性以

及叙写方式的自由性， 以及国家或社会力量对于日记写作方式及内容的建构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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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多从国家权力、 文化传统、 叙事人群对于日记书写、 保存及传播的塑造角度，

探讨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是国家制度、 文化传统所发挥的重要影响 （吴艳红、

Ｋｎｏｔｔｎｅｒｕｓ， ２００７）。 例如， 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不仅在教育尤其是语言教育方面推

动建制化日记书写， 还通过日记的自我报告、 反思及检视功能， 强化人民群众的自

我教育和思想改造 （熊燕， ２０１２）。

四、 日记研究的主要方法及新进展

日记研究的演进与发展， 既依赖于日记资料的积累、 保存及传播， 也与日记资

料的搜集、 整理和分析方法密切相关， 这正是下文从日记研究方法及其最新进展角

度展开相关讨论的基本前提。 例如， 作为私人书写产物的日记具有很高的私密性，

如何以及多大范围内转变成具有一定公开性的研究资料， 又如何考量其真实性和可

用性， 对于日记研究而言， 就非常关键。 类似地， 面对偏重微观历史过程、 日常生

活细节和个人感受记述的日记文本， 研究者如何超越其个体化书写的局限， 并从公

共叙事角度展开宏观 －中观 －微观层次相结合的系统分析， 也同样需要研究方法上

的更多考虑。

目前， 在国内日记研究领域， 与前文所述的研究议题、 理论视角多样性相一致，

伴随日记书写人群的日益多样化、 大众化， 以及网络博客、 微信朋友圈、 日记卡式

调查等日记书写形式及内容的增加， 研究者们所采用的资料搜集及分析方法也更为

多元， 而并非仅仅局限于定性研究范畴。 实际上， 伴随日记形式、 载体、 内容及传

播方式的日趋多样， 以及研究旨趣及理论视角的不断扩展， 未来日记研究方法的多

样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基于此， 我们就可以依据现有日记资料存留及可用性、 日

记资料搜集方法、 日记资料整理及分析方法这三个基本方面， 从研究方法角度对国

内日记研究的概貌展开进一步梳理， 并延展讨论日记研究演进过程中的研究方法转

换及新进展。

对于中国日记研究而言， 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法议题就是现有日记资料基础及

其时空、 人群分布状况。 总体而言， 中国日记研究体现出从回观历史到直观当下的

关注焦点变化。 早期的研究者主要以存留下来的精英人士的日记资料展开历史比较

分析， 而随着日记写作的普及以及博客等日记载体的兴起， 日记研究的资料基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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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扩展 （孙冉， ２００６）。 而且， 如果考虑到微信朋友圈、 网络日记 Ａｐｐ 等其他类

型电子日记用户， 当前的日记研究资料来源无疑更为广泛。 不过， 目前中国日记研

究的现有资料基础整体上还是呈现出三多、 三少的格局，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既有

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以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相呼应。

首先， 现有日记资料中距离当今年代比较久远的历史类日记文献较多， 并更多

被研究者用来展开日记研究， 而当代搜集、 保存下来并被用于经验研究的日记资料

却相对不足， 研究者直接搜集和整理的日记卡式调查资料、 网络日记资料也十分有

限， 这也是日记研究中历史类研究占多数的重要原因。 其次， 政治领袖、 文化精英

等社会上层人物的日记资料相对较多， 研究者也给予了更多关注， 而普通民众、 社

会中下层的日记资料留存下来的则较少， 研究者对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

及分析也较为不足。 再者， 零散的、 短周期的日记资料十分丰富， 但完整的、 长时

段的日记资料却明显较少， 公开出版或资料库化的日记资料更是有限， 这在一定意

义上会造成研究者难以单独使用这些日记资料完成研究目标。

其次， 则是日记研究的资料收集方法。 整体而言， 按照既有研究所主要使用的

资料搜集方法， 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非介入性研究 （ｕｎｏｂｔｒｕｓ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和介入性

研究两大类。 前者， 研究者并不直接接触研究对象， 而是主要通过文献法、 网络痕

迹调查， 搜集传统日记文本或网络日记资料； 而后者则直接接触研究对象、 介入现

实生活场景， 通过追踪式日记卡调查或田野调查方法， 完成一定时段内的一手日记

资料搜集。 其中， 我们选择追踪式日记调查、 网络痕迹调查这两项较为新近出现和

使用的资料搜集方法， 作进一步讨论。

追踪式日记卡调查是近些年兴起的一种短周期、 历时性研究方法， 运用结构化

测量问卷或开放性访谈提纲， 通过小样本被研究者每日或固定时间间隔进行重复测

量的自我日记式报告， 来获得被研究者每天所记录的、 关于正在发生的经历及体验

的日记资料， 从而完成产品用户体验、 情绪或关系变化、 健康管理等关注细微变化

及反应的研究任务。 例如， 王芳、 许燕就采用追踪式日记研究方法， 对中国重点高

校教师职业枯竭的产生原因及内部关系展开了系统探讨 （王芳、 许燕， ２００７）。 目

前， 这一研究方法在国外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但在中国的应用却仍较为有限，

并主要集中在教育管理、 心理治疗、 危机应对以及个人行为方式等研究领域。

而网络痕迹调查则与网络日记平台、 网络日记资料的快速增长及可获得性有关，

研究者借助于电子日记 Ａｐｐ、 搜索引擎、 网络爬虫等技术工具， 在获得进入许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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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 就可以搜集和存储海量的网络日记资料， 并据此展开下一步的大数据分析。

而且， 与 “带锁” 日记本中、 注重自我倾诉的高私密性日记不同， 网络日记打破了

传统纸质载体日记的自我 “独白”、 自我传播功能局限， 具有更大程度的公开性。

实际上， 由于互联网大幅提升了跨越时空的互联互通性， 书写者一旦选择网络日记

这种记述方式， 就意味着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相互关注、 内容共享和公开讨论。 这

一意义上， 网络日记将日记书写者的内向性表达扭转为内向性与外向性表达的混合

体， 从而实现了私人性和公共性的结合 （卢红敏， ２０１１）。

也就是说， 网络日记不再是封闭的、 单次性私人书写， 而是融合了个人记录、

自我反思、 人际及大众传播等多重功能， 是人内传播、 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混合

体， 并具有在网络空间交流中动态修改甚至重新书写的更大可能性。 与之对应， 有

权限的读者还可通过跟帖等方式同步参与日记话题分享及讨论。 从而， 基于写和读、

自我倾诉与人际交流、 私人书写与公共叙事之间在新技术条件下的相互链接， 日记

书写具有了更高程度的开放性、 交互性及公共参与性 （方兴东、 王俊秀， ２００３：

４７）。 那么， 网络痕迹调查就可以在互动交流、 话语权争取及公共议题讨论意义上，

搜集到除了日记书写者之外的其他参与者关注、 反馈及评论等资料， 便于展开下一

步的人际关系、 社会网络、 传播过程及机制等主题分析。

再者， 在资料分析层面， 与日记资料来源及性质的日益多样化相一致， 国内日

记研究正在逐渐走出对于文本分析等定性分析方法的单一依赖， 并在定性日记资料

的分析方面引入话语分析、 符号分析、 内容分析等更多分析策略及具体方法。 一方

面， 新近研究者在日记资料的分析层面更多地应用了话语分析、 符号分析等新的分

析策略及方法， 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定性分析路径。 例如， 郑凌霄就以德国驻华公使

夫人伊丽莎白·冯·海靖在华期间所写日记为基础， 运用话语分析法探寻公使夫人

眼中的中国形象及其背后政治及文化原因 （郑凌霄， ２０１４）。 另一方面， 对于定量

分析方法的引入和使用， 除体现在直接针对日记卡式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化和统计分

析之外， 还反映为对日记资料中财务账目等相关记录数字的摘取、 整理和分析， 以

及对于既有定性日记资料的量化处理和分析。 同时， 与前文所述网络痕迹调查相呼

应， 一部分研究者也开始使用大数据分析等方法， 对网络日记资料展开定量或定性

分析， 并综合使用社会网络分析、 语义分析等具体分析策略及方法。

最后， 对于行动研究取向的一类特殊日记研究而言， 其资料分析重点及方法又

有所不同。 行动研究将日记资料的记录、 分析与行动者的认知、 情绪及行为改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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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更为关注日记记述者的自我反思、 自我改变及其内在心理动力、 外在社会支

持系统等信息， 并将其作为进一步干预的基本指引 （宋瑛、 梁爱主， ２００２）。 目前

而言， 行动研究往往在心理咨询及干预、 健康教育及管理、 教师培养及发展等领域

有较多应用。 需要指出的是， 这一类研究和上文所提及的教育及学生培养中的日记

写作研究不同， 它的干预目标往往并不指向写作意识及能力培养本身， 而是将日记

书写视为自我意识、 社会认知和态度改变的中间机制， 通过引导行动者用日记方式

进行自我监测和反思， 带动被干预者特定认知及行动层面的重塑。

五、 结论与讨论： 日记研究的机遇及限制

尽管日记有着多样化载体、 形式及内容， 但总体上均呈现出私密性、 持续性、 细

节性和反思性等书写特征， 是一种典型的私人书写方式。 然而， 日记文献的独特价值

却又与其对宏大历史进程及社会系统因素的鲜活而细致记述紧密相关， 其作为一类研

究资料的基本价值则在于促进理解人类共同体及整体社会， 而不是呈现日常生活百态以

及个体历史本身 （Ｂｅｒｔａｕｘ， １９８１）。 那么， 如何基于日记这种独特的私人书写形式及内

容， 切入并深度发掘其公共叙事维度， 进而讨论个体经验、 个人经历与宏大历史进程及

社会系统因素之间关系， 无疑既是日记研究的焦点， 也是日记研究的机遇与限制之所在。

一方面， 日记可视为一种 “最真实而细腻” 的个体化书写形式， 还往往带有丰

富的个人经验感知、 情感介入及意义解读， 能够生动地刻画出书写者的日常生活百

态和个体生命历程。 另一方面， 日记又呈现出超越私人言说、 关联社会秩序或社会

变迁等社会性问题的公共叙事取向， 可以透过个体的经历及反思， 去了解和分析其

背后的社会文化系统、 历史进程。 也就是说， 私人书写和公共叙事是日记的一体两

面， 也是其成为独特研究资料宝藏的前提———将个体遭遇、 反应及看法的私人记述

资料作为认识和理解整体性社会的重要基础， 并从宏大历史叙事和结构性分析中

“发掘” 普通人的生活世界、 行动逻辑及意义体系 （张福萍， ２０１２）。 显然， 这既与

日记研究所适用的心态史、 个体生命历程及宏观历史进程中的个体回应等研究议题

相对应， 也意味着其在理论视角及研究方法上的某些特殊性。

与之相应， 为展开国内日记研究的回顾和反思， 本文采取了一明一暗两条相互

配合的分析线索： 一方面， 本文从研究议题、 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更新这一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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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了中国日记研究在过去 １００ 年左右内的演进脉络及三个发展阶段， 这是本文梳

理的外显框架。 另一方面， 本文还从日记书写者类型及其社会文化特征、 日记书写

形式及内容、 日记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及研究取向变化等几个方面， 并结合日记的多

重功能属性及其在研究资料意义上的特殊性， 进一步探讨了国内日记研究的演进历

程及学科分野， 这可视为本文回顾与反思的内隐框架。 在此， 笔者无意重述前文分

析及具体观点， 而是从中国日记研究的特殊价值、 研究限制因素以及既有研究总体

反思三个方面， 进一步延展本文相关讨论。

与韩国、 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情况类似， 中国日记研究有着不同于欧美的特殊性及

重要性， 这也是国内外研究者近些年来越来越重视日记资料搜集、 整理和分析的重要

前提 （虞坤林， ２０１４）。 而且， 识别出中国日记研究的特殊价值， 不仅促使我们深入

挖掘丰富的日记资料， 还有助于据此进一步明晰国内日记研究的议程、 理论视角及方

法， 对于特定社会研究问题的回答及澄清也将大有裨益： 一方面， 由于中国社会的急

剧转型， 以及传统农业社会、 现代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相互交叠， 压缩现代性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和多重现代性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ｉｅｓ） 问题十分突出， 而日记研究对于

关注和分析不同人群在这一进程中的处境、 心态及个体回应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Ｃｈａｎｇ， ２０１０）。 另一方面， 对于当前中国而言， 基于 “强国家、 弱社会” 以及 “简

约治理” 的历史传统 （黄宗智， ２００８）， 面对日益差异化和多样化社会发展趋势， 如

何看待和消解一元发展模式、 意识形态与多元社会、 多样化叙事之间内在张力， 无疑

是重要的现实和理论议题， 而日记研究非常适合于这一类议题的讨论。

正如前文所言， 经过三个阶段发展， 学界不但系统整理、 出版了 《古代日记选》

《知青日记选编》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等日记文献资料， 还日益关注日记研究的

独特价值及其多元分析取向， 并逐步走出早期日记文学、 教学研究范畴以及日记文献

历史考证范式的局限。 但相对于口述史研究近年来在国内的广受重视和快速发展， 日

记研究仍相对滞后， 并面临资料搜集、 整理和分析方法等层面的不少限制：

第一， 作为历史文献或研究资料而被留存或搜集、 整理的日记资料仍相对有限，

而且， 目前国内专门从事日记资料搜集和分析的研究机构或学术团队也很少， 需要

加大对于日记资料的搜集、 整理和共享， 以充分挖掘日记资料的可用性。 第二， 既

有日记资料还呈现出二手及精英人物日记多、 一手及普通人群日记少的整体格局，

研究者往往优先发掘具有更多话题性、 文学性或历史重要性的日记资料及其书写者，

这既导致研究对象及议题选择上的局限， 也容易根据精英人士日记资料而推论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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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认知及生活世界， 在这不少有关重大历史事件或进程的日记研究中可见端倪。①

第三， 作为并非研究者直接搜集的二手资料， 其客观性及可用性常常要审慎甄别，

并依赖与其他来源资料的相互佐证和整合性研究， 但这一点在不少日记研究中其实

并未做到 （吴艳红、 Ｋｎｏｔｔｎｅｒｕｓ， ２００７）。

基于此， 为了推进中国日记研究， 除了需要进一步厘清日记资料的性质、 已有

积累及其时空、 人群分布之外， 还可进一步强化日记资料的系统搜集、 整理和共享，

并关注国家制度、 地方性社会文化系统以及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对于日记书写方式及

内容的建构性影响。 同时， 研究者还须谨慎对待日记资料的客观性、 可靠性， 并避

免以个人历史叙述取代宏大历史或社会变迁本身， 而是将日记中的人物与其所处不

同层次社会系统相关联， 并注意与其他来源或性质研究资料的相互支撑， 以扩展个

案法等研究策略展开整合型日记研究 （Ｂｕｒａｗｏｙ， １９９８）。 另外， 日益广泛应用的互

联网技术以及社交媒体、 网络社群的快速崛起， 已极大地提升了个体间连通性， 并

在改变个体日记写作动机和传播受众范围的基础上， 便利于个人日记书写从私人领

域走向公共传播空间， 进而还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私人书写和公共叙事之间内在张

力 （徐帆， ２００７）。 那么， 对于网络博客、 追踪式日记卡调查等新的日记书写形式

或来源， 以及日记写作从精英专属、 私人表达向大众普及、 互动式表达的转变 （赵

高辉， ２００５）， 研究者也应给予足够关注， 并始终对谁的书写、 为谁而书写这一关

乎记述多元性的关键问题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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