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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胡适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耿云志 

五十年前的 2月 24 日下午 6时 35 分，胡适先生倒在他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再也没有起来。那一天，他在中央研究院的招待酒会上，很兴奋地讲过话，当

与各位院士握别之际，忽然心脏病发作，猝不及救，永远离 了他的工作岗位，

离 了他的学生和朋友们。 

胡适先生逝世五十年了，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我们今天

读胡适先生的书，却没有隔世的感觉。他思考的问题，人们仍在思考着。有人

喜欢他，有人反对他，好像他仍然活着一样。 

胡适主要是一位思想家和学者，但常有不得不谈谈政治的冲动。三十年代

以后，还不同程度地卷入实际政治。但就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而言，还是他作

为思想家和学者的一面为大而深远。 

胡适受人喜欢，遭人反对，都与他身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地位有关。

陈独秀曾概括《新青年》（实即新文化运动）有两大罪案，一是提倡科学，一是

提倡民主。胡适当时与陈独秀齐名，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两个负有 主要责任

的人。所以，这两项罪名，胡适都逃不过。 

先说第一项罪案，提倡科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科学，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有鉴于中国

科学和科学事业不发达，有意提倡和推动科学与科学事业的发展。另一个，而

且是更重要的含义是，有鉴于国人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常犯迷信、武断、

笼统、虚伪、矫饰的毛病；提倡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有助于克服这

些毛病，使大多数人养成一种重证据、重实验（或实践），实事求是地处理一切

问题的态度。胡适说，这是一种“常识的态度”，也就是说，科学的态度没有

一丝玄虚与神秘，只是跟着事实走，跟着证据走；不相信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

有了证据，分析这些证据，提出假设，再用证据来验证。这种思想的方法，这

种处理问题的方法，本质上与科学家做实验的科学方法是一致的。 

反对胡适的人，排斥科学思想和科学态度的人，从两个方面指责胡适。第

一个方面，说胡适不是科学家，故没有资格谈论科学。我们上面所说的已足以

驳斥这种指责。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实际是一种常识的方法，只不过普通人因

为种种原因，常常不能严格地一贯地按常识的态度办事，常常陷入迷信、武断、

笼统、虚伪、矫饰。科学家不过是严格地按照常识的态度，跟着证据走，跟着

事实所揭示的逻辑走。因此，不是只有科学家才可以按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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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其他的人，只要他希望取得成功，他也必须按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办事。

胡适提倡科学，就是希望人们都能按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办事。如此而已！ 

第二个方面的指责更有严重意义。反对胡适，反对新文化的人们说，胡适

等人提倡科学，把科学当成一种新的主义，即“科学主义”。这种科学主义成

了一种新的信仰，新的宗教，使人们误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从而陷入

新的迷信和武断之中。这项指责确实相当严重，值得认真作一番分析 

胡适等人从不曾有“科学主义”的说法，也没有把科学当成一种新的宗

教。那么，何以反对者们要给他们冠以“科学主义”的帽子呢？人们知道，胡

适是不赞成动辄就谈什么主义，他要人们更多地注意实际问题，少谈些主义。

这可以说是贯彻胡适一生的思想主张。但在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中，胡适和他

的朋友们，确有说得不够清楚，容易引人误解的地方。 

胡适在总结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论战的文章（《科学与人生观序》）里曾责

备他的朋友们在讨论中偏离了主题，没有说清楚科学应用到人生观的领域，会

产生出怎样的人生观。他很佩服吴稚晖所讲述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

观”，一个“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但他显然并不满足吴老先生的说法。

他提出：“我们以后的作战计划是宣传我们的新信仰，是宣传我们信仰的新人

生观。”又说：“这种新人生观，我们也许可以给他加上‘科学的人生观’的

尊号。但为避免无谓的争论起见，我主张叫他做‘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这

里，胡适接连用到“新信仰”，——“信仰的新人生观”——“科学的人生

观”。大概，批判他的人就是抓住这里表述得不很精确的说法，引申出“科学

主义”的罪案来。 

就我个人的想法，把科学说成一种新的信仰，把人生观冠以科学的名号，

确实是不妥当和不必要的。质直一点说，应当说是科学可以帮助我们形成比较

健全的人生观。“科学的人生观”容易使人理解为，科学已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现有的人生观，只能是在我们现有的对世界、人

生的认识的基础上所能得到的一种总的看法。我们的认识始终是有限的，未知

的事物总是比我们所已知的事物要多得多。我们在理论上不承认“不可知

论”，但同样地，在理论上，我们也不能认为我们有穷尽世界、宇宙一切知识，

一切真理的那一天。有人把这叫做“悲观主义的认识论”。实际上，当时科学

派的主将们，如丁文江等，也包括胡适，他们都是悲观主义认识论的拥护者。

后来，陈独秀批评他们，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不过，陈独秀的批评并不准确。 

所以，我说胡适、丁文江等人被批为科学主义者，是含有很大误解的成分。

他们真正要坚持的，只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而已。这对于科

学不发达，科学精神缺乏，迷信、武断、笼统、虚伪、矫饰等等坏毛病特别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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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中国是十分必要的。人们知道，胡适在逝世前两个月，还曾因为提倡科学

精神与科学方法，批评种种反科学的旧传统旧习惯而引发一轮保守主义者对他

的猛烈攻击。而就在胡适先生逝世那一天的酒会上，胡适先生和他的弟子们又

再度谈起科学在中国仍然缺乏生根发展的环境，我们可以说，这是胡适先生的

临终关切。所以，似乎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科学精神的殉道者。 

再说第二项罪案，提倡民主。 

胡适一生追求民主、自由，这是举世公认的。在五四时期，胡适更多地从

个人独立自由，个性解放的角度来提倡民主。许多讲论民主政治的人，往往都

把民主理解为一套制度安排，以为只要掌握到权力，按这些安排做去，民主制

度就实现了。绝大多数革命党人都是这么想的。实际上远不是这么回事。没有

个人的解放，没有个人的独立自由，没有基于个人自觉自愿的联合、自治的基

础。民主是不可能真实地确立起来的。民国成立后几年的实际经验，使一部分

先觉者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新青年》的主要作者们，差不多都是从这一点出

发，来启发青年和人民，要他们自立、自主，解放个人，解放个性，真正认识

自居于国家主人的地位。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被誉为“个性解放”的宣言。

他指出：“社会 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他提

出：“发展个人的个性，须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

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他说“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奴

隶一样”。而“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陈独秀也说：

“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

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条件”。其他如高一涵等人，也都是从个人地位，个人权

力的角度来阐释民主的真义。 

中国历代君主及其亲贵集团，根本不承认黎民百姓有什么独立性，视他们

如群羊，如草芥。所以把治理民众说成是“牧民”。近代以来似乎人们都承认

人民，承认群众。但“人民”、“群众”都只是抽象的名词。有人尽可以说“为

人民服务”，“为群众办事”，但他却可以随便拿出一个理由，拒绝为某一个

具体的个人服务，为某一个具体的个人办事。试想想，如果可以拒绝为任何一

个具体的个人服务，办事，那么，为人民服务，为群众办事岂不是成了一句空

话？关键是政府的官员须是由人民出于自由意志推选出来的，他们须接受选民

的有效监督；如果他们辜负推选他们的人民的愿望，人民可以罢免他们。选举、

监督、罢免，都须人民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的前提条件，就是每一个个人都

须是独立的。所以我们说，没有个人，就没有民主。每个个人都拥有自由意志，

这是专制独裁者 大的威胁。因此，提倡个性主义，提倡个人意志自由的胡适，

便成了一切专制独裁者 不喜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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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有第三桩罪案，即所谓“全盘西化”。 

胡适确是用过“全盘西化”的提法。但在中文世界里，胡适不是第一个使

用这个提法的人。据 坚持“全盘西化”主张的陈序经先生说，他在 1928 年在

中山大学的讲演时就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而胡适则是在 1929 年为上海的

《基督教年鉴》写的一篇讨论中西文化问题的英文文章里使用了 Wholesale  

westernization 这个英文词，这个词可以译成“全盘西化”。直到 1935 年因

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宣言，引起讨论，胡适才在《独立评论》

的《编后记》中明确说，他是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但不久，

胡适就发现，“全盘西化”的提法，有语病，很容易遭误解。所以他建议不采

用“全盘西化”的提法，而采用“充分世界化”的提法。用世界化的提法，肯

定要比“全盘西化”的提法要好得多。（不过，“充分的”三个字，有些多余。

因为无法界定怎样是“充分”，怎样是“不充分”。）世界化就是向世界 放。

放的文化观念，就是近代的文化观念。因为近代与古代 大的不同，就是各

个国家由原来相对封闭和各自孤立的国家，都变成相互并立，相互关联的“世

界的国家”（梁启超语）。 

中国历史悠久，幅员广大。中国人完全不知道，也不相信，在这个范围以

外，还有可以与中华文化相比美，甚至超过中华文化的存在。直到鸦片战争之

后，中国被迫 放口岸，才渐渐地知道一些中国以外的文化存在，并且逐渐承

认中国以外的文化也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但这始终只是少数人的认

识。长时期里，有相当多的人，拒绝承认中国以外的文化（主要是指较早进入

近代发展历程的西方国家的文化），有值得中国人学习借鉴的地方。但形势比人

强，事实迫使那些人一步一步退却，先是不得不承认西方的科学、工艺值得学

习，后来又不得不承认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可以借鉴，再后来，随着科学、工艺、

政治学说的传入，西方的人文精神，道德理念也慢慢地传入中国。这时，中华

文化真正遭遇到挑战，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有时甚至是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感

到不舒服，感到难以容忍。所谓“全盘西化”，是在这种情形下，才被提出来

的。它的意思是说，进入世界化的近代发展历程，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借鉴，

不应主观的，人为的预先设置界限。凡是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

活质量的东西，都是可以学习借鉴的。我们仔细分析那些反对西化，反对“全

盘西化”的人们的主张，他们都希望设定出界限，在超出界限范围以外的领域，

不能学习借鉴西方的东西。所谓“全盘西化论”者，就是不赞成这种主观的，

人为的设定界限的做法。他们主张中西文化自由接触，相互琢磨，相互了解，

由人民的生活实践去决定去取。胡适对这一点说得 清楚。胡适说，对于中西

文化，“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怎样才能以 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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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这里丝毫没有什么崇洋

媚外，蔑视传统或弃绝传统文化的意思。那么，怎样来实现固有文化与世界现

代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的目标呢？胡适的主张是：“让那个世界文化

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

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

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

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

而格外发辉光大的。”可见，胡适关于中西文化的主张，决不能归结为所谓“全

盘西化”。况且，所谓“全盘西化”，也根本不是批判者所赋予的那种意义（他

们指责“全盘西化”是想全部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的固有文化。）。 

正因为胡适的中西文化主张与批判者的“入罪之辞”毫不相干，所以胡适

先生的文化实践是那些仿佛是中国文化的护法者们完全不能理解的。 

胡适先生终生致力于中西文化结合的大事业。他为此而整理国故，为此而

组织系统翻译西书，为此而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向西方人介

绍中国文化。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胡适先生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时，只讲它

的好处；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时，也只讲它的好处。这是真正对中国文化的

现代化负有使命感的人才能做到的。 

今天是胡适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只捡出 重要的几点来说说，

让我们记住胡适先生的主要思想遗产，继续努力工作，用我们每个人实际所能，

尽一点微力，推动中国走向进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因《王道诗话》而引起的话旧 

——以瞿秋白和胡适为中心 

陈漱渝 

一、解题 

乍一看，本文的题目似乎有些别扭。但这并非我的原创，而是套用鲁迅夫

人许广平的一篇文章：《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话旧》。“话旧”即“旧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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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在湖南方言中亦称“翻古”，就是以一件事、几个人或某些诗文为引

子，挖掘出蕴藏在其中历史掌故。叙述掌故应求原汁原味，不能当做橡皮泥随

意搓捏。读完本文，读者的评价肯定见仁见智；但也会有一点共识，那就是：

历史的原生态是复杂的，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这就有助于我们对历

史问题进行多视角的观照，多层次的思考。“话旧”是为了“谋新”，经过缜

密思考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对未来的历史必然会有引领作用。 

二、作为话题的四首七绝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 
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肉食远庖厨。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以上四首七言绝句，录自鲁迅《伪自由书》中的一篇杂文《王道诗话》。本

篇作于 1933 年 3 月 5 日，发表于同年 3月 6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实际上，本篇和同一时期的 12 篇文章，都是出自瞿秋白的手笔，但其中也吸纳

了鲁迅的意见，或鲁迅作过文字方面的润饰。鲁迅认同这些文章的观点，协同

瞿秋白进行笔战，故以自己的笔名发表于报刊，事后又分别收入自己的杂文集。

这表明鲁迅作为著作权人之一，也同时主动承担一部分文责。 

瞿秋白是在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 的中共六届四中扩大会议上被“共

产国际”支持的教条主义者逐出中央政治局的。此后，一条新的“左倾”路线

取代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所谓“调和路线”。瞿秋白拒绝再做政治工作，又没

有获得到苏联治病的机会，便避居上海，重返文学战线。他跟鲁迅、茅盾、冯

雪峰等一起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并撰写了一批战斗的杂文和论文。《王道诗话》

的矛头就是直指当时中国人权运动的倡导者、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胡

适。 

在鲁迅和瞿秋白的杂文中，《王道诗话》是十分锋利的一篇。然而，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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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文的批判对象胡适却并非始终处于“冰炭不同炉”的敌对状态。 

三、烟霞洞旁相聚首，瞿胡原有一段情 

单从《王道诗话》来看，瞿秋白与胡适的对立势同水火，但在实际生活中，

两人其实有一段充满温情的交往。在胡适遗物中，保存了一封瞿秋白 1923 年 7

月 30 日致胡适的亲笔信，现全文引录于下： 

 

适之先生： 
前日寄上两本书（《新青年》及《前锋》），想来已经到了，——先生暇

时，还请赐以批评。 
我从烟霞洞与先生别后，留西湖上还有七八日；虽然这是对于“西子”

留恋，而家事牵绊亦是一种原因。自从回国之后，东奔西走，“家里”捉不
住我，直到最近回到“故乡”，就不了了。一“家”——伯叔姑婶兄弟姊妹都引
颈而望，好像巢中雏燕似的，殊不知道衔泥结草来去飞翔的辛苦。“大家”
看着这种“外国回来的人”不知道当做什么，——宗法社会的旧观念和大家
庭真叫我苦死。先生以为这并不是仅仅我个人的事，而是现在社会问题中
之一吗？——大家庭崩坏而小家庭的社会基础还没有。 

到上海也已有十天，单为着琐事忙碌。商务方面，却因先生之嘱，已
经答应我：“容纳（各杂志）稿子并编小百科丛书以及译著。”假使为我个
人生活，那正可以借此静心研究翻译，一则养了身体，二则事专而供献于
社会的东西可以精密谨慎些。无奈此等入款“远不济近”，又未必够“家”里的
用，因此我又就了上海大学的教务，——其实薪俸是极薄的，取其按时可
以“伸手”罢了。 

虽然如此，既就了上大的事，便要用些精神，负些责任。我有一点意
见，已经做了一篇文章寄给平伯。平伯见先生时，想必要谈起的。我们和
平伯都希望“上大”能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我以一个青年浅学，又是病体，要担任学术的译著和上大教务两种重
任，自己很担心的，请先生常常指教。谨祝康健精进。 

瞿秋白 1923 年 7 月 30 日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有关历史背景，需要对此信作一番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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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寄给胡适的这期《新青年》，已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刊物，于 1923

年 6 月改为季刊出版。这一期即为“共产国际号”，瞿秋白等人编译了有关共

产国际的党纲、策略问题以及对东方问题的议决案。专号还发表了瞿秋白翻译

的《国际歌》和创作的《赤潮曲》。在该期的 15 篇文章和诗歌中，瞿秋白的作

品就有 6篇。《前锋》是继《共产党》（月刊）和《向导周报》之后中共中央的

又一份机关刊物，月刊，1923 年 7 月 1 日创刊于广州。瞿秋白为主编。创刊号

的封面和装帧也由瞿秋白设计。该期发表了毛泽东化名“石山”撰写的《省宪

下之湖南》一文。其时瞿秋白不仅经张太雷介绍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而且参加了共产国际四大，聆听过列宁的报告。1923 年 1 月 13 日，瞿秋白从

莫斯科返回北京，寄居在堂兄瞿纯白的家中。1923 年 5 月下旬，瞿秋白又南下

广州，参加了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作为一位成熟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将自己

主编的刊物寄赠胡适，至少表明瞿秋白当时并未将胡适视为政敌。瞿秋白之所

以跟胡适在杭州见面，应该说是一种机缘巧合。1923 年 4 月底，胡适因患糖尿

病、痔疮到杭州烟霞洞疗养，由表妹曹诚英陪侍，度过了一段神仙般的日子。

瞿秋白到杭州，除 为召集浙江省党团会议，传达中共三大会议决议之外，还

要跟阔别已久的妹妹轶群，弟弟景白、坚白团聚。此时，应聘为上海大学中国

文学系教授的俞平伯也在杭州。俞跟胡适有师生之谊，跟瞿又是文学研究会的

同人，所以，由俞作陪，瞿秋白在 7月中旬专程到烟霞洞拜访了胡适。 

烟霞洞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在南高峰之下，毗邻翁家山，地势约二百多

米高。这里有一个石洞，内有石刻佛像，造型精美。登上山峰，蜿蜒曲折的钱

塘江尽收眼底。登上南高峰看日出，霞光里奇景变幻，更令人心旷神怡。胡适

有一首题为《烟霞洞》的白话诗：“我来正碰着黄梅雨，/天天在楼上看山雾。

/刚才看白云遮没了玉皇山，/我回头已不见了楼前的一排大树！” 

关于瞿秋白来访的情况，胡适在《山中杂记》中有一段记载：“有一天，

瞿秋白从广州来看我，谈及广东近状，有一句话 中肯：‘沈、陈败了，广东

是杨希闵的；沈、陈胜了，固不消说。’我问他道：‘你们（仲甫们）究竟能

不能说话？’他说：‘可以说百分之一的话。这回中山对我们宣言，说再等一

个月；无论胜败，他总是要走的，广东他不要了。’且看此言能否实行。” 

当今的读者对于以上这段文字已觉难懂，必须稍加解释方能明白：胡适跟

瞿秋白谈话的中心内容是孙中山在广东的境遇。鉴于北洋军阀的嚣张跋扈，恣

意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于 1917 年 7 月 17 日南下广州，组织护

法军政府，就任大元帅，希望凭借西南六省的力量谋求全国统一。但实际上两

广是桂系的地盘，他们藐视军政府的存在，孙中山由此感到南北军阀如同一丘

之貉。1920 年秋，陈炯明率领的粤军在孙中山支持下将桂系逐出广东。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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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广州，出任非常大总统。但是，陈炯明是个地方主义者，强烈反对孙中山

的北伐主张。双方矛盾逐渐激化，陈炯明于 1922 年 6 月 16 日发动兵变，孙中

山被迫逃往上海。孙中山在处于人生低谷之时遇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并于 1923 年初 始谋求第一次国共合作。“可以说百分之一的话”，反映出

国共合作初期孙中山对共产党的态度。这种状况直到 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

一大期间才发生根本改变。胡适文章中提到的“沈”指桂系将领沈鸿英，

“陈”指陈炯明。孙中山利用沈鸿英的部队和滇军总司令杨希闵的部队驱逐陈

炯明残部。 

1923 年 2 月 21 日，孙中山由上海重返广州，出任陆海军大元帅。不久，

沈鸿英又在北洋军阀曹锟的支持煽动下叛变，桂军与滇军在广东 战。孙中山

被军阀赶来赶去，他在极度灰心的情况下说，广东他不要了。胡适对孙中山的

学说和革命策略一直有保留和异议。当孙中山与陈炯明发生冲突时，胡适的立

场明显倾向陈炯明一边。 

瞿秋白跟胡适见面的第二个话题，是托胡适帮助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谋些

差事。胡适为此给他的好友、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写信，推荐出版瞿秋白的

著作《赤都心史》。商务同意接受瞿秋白的文稿和译著，并让他参与编辑《小

百科丛书》。只是因为“远水难解近渴”，瞿秋白又参与筹办一所新型的上海

大学，起初担任学务长，后来担任社会学系主任。他写信将此事告诉胡适，表

示希望上海大学能够成为南方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说明瞿秋白当时对胡适在

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充分肯定的，跟后来说胡适“滴水微功漫自夸”

截然不同。瞿和胡当时尽管在政治上存在分歧，但仍然保持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四、在人权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人权问题是一个看似单纯其实复杂而又回避不了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人权虽然是人类的普遍追求，但必须跟各个国家的国情

相结合，而且有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生存权

和发展权是中国人民首先要争取实现的基本人权。当这种基本人权被摧残和蹂

躏的时候，革命就成为了争取人权的正义行动。而胡适为代表的某些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则认为，把人权完全看做政治问题，而不首先看做法律问题，这是错

误的。只有在法律立场上谋求人权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律轨道，所以法治

是永久普遍的民权保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过程中，

胡适把旧中国的法律视为争取人权的前提，当然就会在实践中把维护政府权放

在了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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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瞿秋白公 撰文对胡适的人权观进行批判，始于他于 1931 年

11 月 10 日撰写的《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一文，载《布尔什维克》杂志第 4

卷第 9期。瞿秋白反对的“中国人权派”是指上世纪 20 年代末期和 30 年代初

期以《新月》杂志为舆论阵地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就是胡适

与罗隆基。在蒋介石政权以“党治”取代法治、把孙中山的“训政”变成个人

独裁的特定历史时期，“人权派”呼吁“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

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当时全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

的迫切要求。特别是“人权派”中的政论家罗隆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盟友，

曾遭受国民党当局的逮捕拘留和变相软禁。不过，“人权派”要求保障的人权，

实际上侧重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相对忽视了中国人

民大众更为重要的生存、温饱和发展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胡适，从来就鼓吹改

良和渐进，反对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必然跟正在为夺取政权而浴血奋斗的中

国共产党人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 

在我接触过的批判胡适人权观的文章中，只有瞿秋白的文章立论 为特

别。他认为： 

 

中国人权派表面上反对摧残人权，要求保障自由，实际上却并不是反对什
么国民党，并不是反对什么压迫和剥削，而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压迫剥
削的不得法”。“中国人权派的立场，根本上是和国民党完全相同的。他们之所
以反对国民党和政府，原来是只因为‘国民党采用共产党的制度’。他们说：‘如
今国民党的组织，他的党治的策略，他的由党而产生出来的政府，哪一项，不
是师法共产党，抄袭共产党，整个的模仿共产党？’所以如果国民党放弃这些‘师
法’共产党的地方，人权派一定不但不反对他，而且要竭力拥护他。”文章指出
中国人权派的理想，“充其量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民治’——国会制度，带上一层
民选的假面具的资产阶级独裁，更聪明更敏捷的剥削劳动者的政治制度。”（《中
国人权派的真面目》） 

 
瞿秋白这篇文章观点的偏激是十分明显的，但却道出了一个史实：在第一

次国共合作的初期，孙中山提出了“以俄为师”的主张，因此国共两党的确都

沿袭了当时苏联的一些体制和做法。胡适的观点之所以处于左右夹攻的境遇，

既受到国民党人的警告又受到共产党人的批判，也许跟瞿秋白分析的这种原因

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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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适为什么又“说王权”？ 

《王道诗话》可以视为《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一文的姊妹篇。区别仅仅

在于，前者是杂文，文艺色彩较浓；后者是政论，理论色彩较浓。但观点犀利，

言词辛辣，则是两文的共同点。由于文中这四首七律中涉及的典故太多，为今

人所不熟悉，故择出数句加以笺释。 

“文化班头博士衔”。“班头”原是旧时戏班子的“头头”，亦称“班

主”。把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称为“文化班头”，是对胡适的一

种公然蔑视。至于“博士”，在有些人口中是对胡适的敬称，在瞿秋白和鲁迅

口中则是对胡适的谑称。 

胡适博士学位问题，是一个至今仍有争议的问题。通常的说法是：胡适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题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1917 年 5 月 22

日通过答辩；因为没有进一步修订，也未上交 100 本附本备档，直到 1927 年才

补办正式手续，并举办授予仪式——从被称为“博士”到正式授予“哲学博

士”学位，其间相距了十年，所以曾有人把 1927 年之前的胡适视为“冒牌博

士”。但从 1935 年至 1959 年，胡适还得到了 35 个荣誉博士学位。这在中国社

会科学界是绝无仅有的，不存在任何争议。 

“人权抛却说王权”，是批评胡适由参与保障民权，转而维护镇压革命的

“政府权”。胡适 1929 年 5 月撰写过著名的《人权与约法》，1930 年 1 月出版

过他与梁实秋、罗隆基合著的《人权论集》，1933 年 1 月又筹组了中国民权（亦

称“人权”）保障同盟北平分盟并任主席，所以成了“人权派”的领军人物。

“说王权”，是指胡适 1933 年 2 月 22 日在上海《字林西报》发表的一则谈话。

瞿秋白在《胡适博士的词令》一文中写道：“胡适博士 近对《字林西报》记

者说：‘一个政府，一定要有保护它自己而镇压危害它的存在的一切运动的权

利。’胡适博士现在既然这样忠顺，不但不再讲什么‘人民的权利’，而且坚

决的拥护‘政府的权利’了。” 

胡适之所以“人权抛却说王权”，跟他在民权保障同盟的一段经历密切相

关。 

根据现在发现的档案资料，1932 年 12 月 29 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

同盟（China Leapue for Civil Rights）有着第三国际的政治背景。该组织的

宗旨虽然是“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但其营救对象主要是受到国民党

政权拘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第三国际人士，如曾经营救的黄平是中共中央委

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陈赓是中国工农红军十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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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长，罗登贤是全总上海执行局书记，廖承志是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丁

玲是左联党团书记……特别是牛兰（Hilaire Naulen）夫妇，更是第三国际派

到中国来的重要干部。牛兰夫妇被捕之后，莫斯科曾动员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国

际知名人士出面营救，并以遣归在苏联留学的蒋经国作为交换条件，但遭到蒋

介石的严词拒绝。当然，民权保障同盟也营救了其他阶层的人士，如镇江《江

声日报》经理刘煜生，北平爱国师生许德珩、侯外庐等，但营救的重点的确是

革命者。同盟的领导成员中，有左派人物胡愈之、邹韬奋、鲁迅，也有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如杨杏佛、林语堂、郁达夫等，还有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同盟的

实际领袖宋庆龄及其英文秘书史沫特莱，都有着第三国际的特殊背景。至于以

胡适为首的同盟北平分会成员，则大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胡适跟同盟的公 冲突，是由调查北平监狱引发的。当时北平西城刘兰塑

胡同有一处“北平军人反省分院”，通称“草岚子监狱”，先后关押过四百多

名政治犯，主要是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青年。1933 年 1 月 31 日，新任中国民

权保障同盟北平分盟主席的胡适陪同从上海来北平的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视察草

岚子监狱。2 月 1 日，史沫特莱提供了一份北平监狱用酷刑虐待犯人的书面材

料，交中、英文报纸发表。胡适 2月 4日致函蔡元培和林语堂，认为这个材料

是捏造的，应追查来源，消除影响。因为他去监狱调查时，“很容易和犯人谈

话”，有一次他还用英语跟犯人会谈。犯人虽说监狱待遇恶劣，但关于严刑拷

打的说法则纯属编造。他表示：“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2 月 7 日，

胡适又撰写了《民权的保障》一文，认为民权保障运动过程中，既有政治问题，

也有法律问题，两者不能完全等同。他认为同盟总会发表的宣言中要求“立即

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是“掮着人权招牌做危害国家行动”：“这不是保

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

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载 1933 年 2 月 19 日《独立评论》第

38 号）这就是胡适在《字林西报》发表谈话的背景。 

面对胡适的上述言论，民权保障同盟领导层态度不一。史沫特莱确认那份

揭露监狱黑暗状况的材料是拘禁犯人辗转传出来的，并非出于捏造；材料中揭

露的那些酷刑，其实在当时中国各监狱中普遍存在，毋庸置疑。宋庆龄等认为

作为同盟北平分会的领导人，胡适公 反对会章，批评会务，为国民党政权张

目，影响恶劣。3 月 3 日，同盟中央 会，通过了 除胡适的决议。蔡元培和

林语堂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则动摇不定，前后不一。 

1933 年 6 月 18 日，蒋介石亲自下令，由特务头子戴笠指挥，派复兴社特

务暗杀了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鲁迅闻讯万分悲痛，冒着危险出席了杨

杏佛的入殓式，并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表示哀悼：“岂有豪情似旧时，花 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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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胡适当天在日记中的反映是：

“岂民权同盟的工作招摇太甚，未能救人而先招杀身之祸耶？”“我常说杏佛

吃亏在他的麻子上，养成了一种‘麻子心理’，多疑而好炫，以摧残别人为快

意，以出风头为作事，必至无一朋友而终不自觉悟。我早料他必至于遭祸，但

不料他死的如此之早而惨。”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暴政面前，鲁迅和胡适

显示出了他们的重大区别。 

六、由一条假新闻引起的误会 

“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王道”

一词始见于《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

反无侧，王道正直。”原指夏商周时代的君主统领诸国之道。在《孟子·公孙

丑上》中，“王道”成为了与“霸道”相对立的概念，强调要以“德”治国而

不要以“力”治国，这跟孔子的仁政思想是一致的。胡适在《人权论集》的序

言中援引了一则印度寓言，说的是山林大火，一只高飞远长的鹦鹉特意飞回来，

用翅膀蘸些水灭火。天神看到此情此景说：“你虽有灭火的志向，但这点水怎

么能解决问题呢？”鹦鹉说：“我在这座山林住过，不愿见它毁于一旦，只能

尽点心意。”天神被感动，于是帮助鹦鹉灭了火。在瞿秋白和鲁迅看来，胡适

提倡人权，是为了“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就相当于像鹦鹉灭火是为了感恩

于山林一样；胡适无论是说人权，还是讲王道，翻来翻去，都是为了维护蒋介

石政权。 

“为感君恩奏圣明”，是指 1931 年 10 月 14 日《申报》上刊登的一则消

息——“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

询。”鲁迅据此曾撰写一篇杂文《知难行难》，收入《二心集》。文中设想，蒋、

胡见面时，蒋称胡为“先生”，胡称蒋为“主席”。 

然而，这条新闻完全失实。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适等人酝酿创

办一份向国家进诤言的刊物，这就是翌年 5月 22 日创刊的《独立评论》。但当

时他并没有机会晋见蒋介石。东三省沦陷之后，蒋介石的关注点是迅速消弥与

胡汉民的政治分歧，推进南京政府与广州政府的和谈，尽快把尚在幽禁中的胡

汉民释放出来，结束宁粤政权分庭抗礼的状况，“共赴国难”。也许是因为国

民政府欲聘请胡适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胡适又恰巧于当年 10 月由北平赴上海

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路过南京，于是就出现了那条查无实据的“假新闻”。 

胡适初见蒋介石，并非在 1931 年 10 月，而是在 1932 年 11 月 28 日（星期

一）晚 7时。当时胡适应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之邀在武汉一些高校讲学，而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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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正以“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的身份在武汉督师，故趁此机会请胡到他

的官邸吃晚饭。11 月 29 日和 12 月 2 日，蒋、胡还有两次餐聚。由于席间人多，

胡适并没有机会详述政见，只是谈了一些教育问题。蒋介石送胡适的一套《力

行丛书》，胡适送蒋一本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的《淮南王书》。胡适希望蒋介石读

了此书能够奉行“寂然无为”的哲学， 放视听，尊重民意与舆论，奉行“众

治众力”的政治。但蒋介石喜好的是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对胡适宣扬的老子

思想全然不感兴趣。胡适希望蒋介石“无为而治”，到头来碰了一鼻子灰。 

七、胡适向何键“卖廉耻”了吗？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侯门”泛指达官贵人之门。此

处实指何键门下。 

何键（1887—1956），湖南醴陵人，终生反共。去世时蒋介石亲题挽额：“懋

绩永昭”。瞿秋白撰写《王道诗话》时，何键的职务是湖南省主席，并自兼省

保安司令部司令。 

鲁迅有一首白话诗《公民科歌》，用漫画笔触勾勒了何键的形象：“何键将

军捏刀管教育。”“捏刀”是揭露何键在湖南实施的反革命暴政。1927 年 5 月

21 日，何键指使他的心腹许克祥等在湖南策划了“马日事变”，当晚革命群众

被屠杀者在百人以上。1929 年以后，他又多次在湖南“剿共”，每年都有 2000

余人被杀害。毛泽东夫人杨 慧就是在 1930 年 11 月的“大清剿”中牺牲的。

据说在宴会上喝葡萄酒时，何键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让我们干一杯，赤色的东

西要一口把它吞掉” 。另一方面，何键又响应蒋介石“尊孔读经”的主张，大

力宣扬儒家文化和封建伦理道德。他特别强调学校读经并主张从小学 始。他

说：“儿童心理，如素丝如白纸，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何键跟蒋介石

一样，有一定的传统文化根基，都经常登坛讲经。从 1934 年 4 月至 1937 年 6

月，何键讲经多达 39 次，创当时地方领导人讲经之 。所以，鲁迅对何键形象

的概括准确又传神。 

那么，胡适是否在何键门下“卖廉耻”了呢？ 

回答这个问题，要用史实来说话。 

胡适是 1932 年 12 月 4 日早上 7点 40 分乘火车抵达湖南省会长沙的，下榻

于位于关岳庙旁的省政府招待所，早餐后即拜见了何键，中午何键设家宴款待。

胡适对何键的印象甚佳，他在日记中写道：“何芸樵（按：何键字芸樵）没有

嗜好，不赌，不纳妾，不吸纸烟，只能喝酒。今天他喝茅台酒，一口一杯，量

甚豪。他是秀才出身，今年四十六岁，发鬓已斑白了。他著有《靖国十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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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皆亲笔书写付印，其言虽迂腐，其人似可与为善。” 

胡适在长沙的学术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一、12 月 4 日上午在湖南省教会

学校冬令会讲演，题为《宗教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二、同日下午在中山堂

讲演，题为《我们所能走的路》，中心思想是“为学而后可以为人，求学而后可

以救国”，“惟科学可以救国”，听众两千余人。三、12 月 5 日上午在中山堂

参加全省纪念周，胡适讲《中国政治的出路》，何键担任主席。胡适重复了他关

于“五鬼闹中华”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敌人是“贫、病、愚、贪、乱”，目标

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国家”。四、同日下午到

湖南大学讲演，题为《我们必认清文化的趋势》，指出中国固有文化 有意义的

目标是“正德、利用、厚生”。中西文化的区别在于科学之有无，中国文化的

发展趋势是走科学文化的路。 

由此可见，胡适在湖南发表的言论虽不无可榷商之处，但无论如何并没有

曲意迎合何键，根本谈不上是“卖廉耻”。不仅如此，胡适还是何键文化主张

的主要论敌。比如，1937 年 2 月，何键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拟

请明令学校读经案》，坚持学校读经要从小学 始。他认为，一旦全国范围读经

展，则数年之内，“民族可厚，其信可立，我民族传统之精神，与特殊之文

化，更可发扬光大，日进优良，然后三民主义之政治，与国家富强之筹策，亦

始有坚固不摇之基础也。”胡适一贯认为，读经不能救国，特别是在千疮百孔

的旧中国，应该做的是实事，安民心的事，而不是故弄玄虚。何键的提案发表

后，胡适又撰写了《读经平议》一文予以批驳。他认为，小学一律使用国语课

文是政府的法令，任何人、任何地区的任何人强迫小学用经书做教材是违法，

是破坏教育统一，应该明令禁止。胡适指出，经书难解难读，大部分不符合现

代生活需求，12 岁到 18 岁的青少年不能充分了解。胡适更特别强调，那些提

倡读经的人不仅自己要多读经，而且更应该身体力行。（载《中华教育界》）1937

年第 24 卷第 12 期）当然，胡适对何键“似可与为善”的印象并不见得正确。

作为一个洁身自好的学者，对何键一类政客还是取疏远规避的态度为妥。 

“五千一掷未为奢”，是指何键给胡适的讲学报酬。所谓“五千”是一个

被极度夸大了的数字。胡适 1932 年 12 月 6 日日记有如下记载：“他（按：指

何键）把他的著作送了我一大包，又送菊花砚一块，湘绣两幅，湖南笔两支，

我都收了，他请所中职员来说，还送我四百元旅费。我向他面辞，我去告诉他：

此次旅费已由各方面购买车票，几乎不费我一分钱，不能再受旅费了……三点

半到车站，送行者甚多。招待所中职员仍把旅费送来，我托经农及刘廷芳代辞；

后来所中职员说，今天上午特别去兑换天津、上海纸币；我也因为在车站推来

推去不像样子，所以终于收下。”总之，胡适此次两湖之行，自己承担了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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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费用，方方面面分担了一些费用，加上何键馈赠的旅费，结余部分只有两百

多元。那么，“五千一掷”的说法从何而来呢？我觉得有两点应该肯定：一、

这种说法严重失实。二、但似乎又不是瞿秋白等人的凭空编造。胡适在长沙逗

留期间，在长沙参观了一家生产玻璃和磁器的金华公司。该公司 办经费为

5300 元。胡适对陪同他参观的湖南省教育厅科员柳德海说：5300 元的 办费，

若归官办，还不够一位总办的全年薪俸呢！“五千一掷”的说法是否由此以讹

传讹，尚需进一步考证。 

八、胡适的湖南之行主要是友谊之行 

胡适去湖南讲学，既然并非去“卖廉耻”，而且在文化主张上跟何键又并

非“同调”，那么他为什么还会欣然前往呢？ 

促成这件事的有一个关键人物，他叫朱经农，是胡适的挚友。 

朱经农（1887—1951），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1905 年在日本加入同

盟会，是年冬与友人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1916 年春赴美，任留美学生监督处

书记，并就学于华盛顿大学；当时称之为“官学生”，相当于勤工俭学生。在

此期间，胡适与朱经农结成了文字之交。朱经农曾专程到纽约拜访胡适，畅谈

了三天，胡适亦曾在华盛顿的朱经农寓所留宿。虽然在文学改良的主张上两人

存在分歧（据胡适 1916 年 9 月 15 日日记：“余初作白话诗时，故人中如经农、

叔永、觐庄极力反对。”）但这无碍于他们之间与日俱增的友情。 

在现存胡适诗作中，有几首与朱经农有关，如《打油诗戏柬经农杏佛》《赠

朱经农》《答经农》《寄经农文伯》《虞美人》《戏朱经农》等。胡适归国之前写

有《朋友篇·寄怡荪经农》，抒发了他对友情的珍视：“新交遍天下，/难细数

谁某。/所 敬爱者，/乃也有八九。/学理互分剖，/过失赖弹纠。/清夜每自思，

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便即此一念，足鞭策吾后。”可见，

朱经农是胡适当时为数不多的八九个朋友当中的一个。 

在胡适留存在中国大陆的文档中，保存有朱经农致胡适函 95 封，内容除

切磋学术之外，还涉及许多家务事。比如朱经农 1920 年辞去留美学生监督处书

记一职，转到纽约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研究院就读，无收入补贴，经济状况顿时

拮据。这时胡适经常资助其家用。朱经农的母亲和小妹十分感动，写信给他说：

“胡君这个人真正不错，我们应当如何报答他才对呢？”1921 年朱经农返国，

胡适又曾帮助他出书及谋职。在胡适与朱经农往返的书信中我还发现，他们都

深受礼教束缚之害，对婚姻状况很不满意。朱经农曾译一首《德国古谣》寄赠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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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是我母亲的意思， 

我只得如此， 

凡从前的心事， 

都应当忘记， 

但哪能忘记！ 

（二） 

母亲，你对不住我， 

这件事做得不妥， 

可怜当日的光荣， 

到而今却变成罪过， 

却叫我怎样做！ 

（三） 

所有我得意的情怀， 

只赢得无穷的愁苦。 

但这着棋不曾下错， 

便做个讨饭的叫化， 

走遍穷荒又何尝不可。 

 

可以与这首诗互为参照的，是胡适 1918 年 5 月 2 日致胡近仁信，谈及他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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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命跟江冬秀结婚后内心的苦闷和纠结：“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

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如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

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

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由此可见，胡适与朱经农有共同的追求，也有共同的

苦闷。 

1932 年 8 月，朱经农出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直到 1943 年 2

月离任，长达十余年。上任伊始，他以何键名义请来老友胡适助阵，是完全可

以理解的。但朱经农跟何键的教育思想存在很大分歧。据当时在湖南省教育厅

任职的知情人回忆，朱经农表面上对何键非常客气，互相称道，两人都擅长书

法，有时互相标榜，但在思想观点、教育措施上则貌合神离，矛盾是很多的。（刘

寿祺：《朱经农与湖南教育》，《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34 辑第 159 页）所以，

胡适的湖南之行表面上应何键之邀，实际上是应朱经农之邀；目的并非攀附权

贵，而是一次与老友重聚的“友谊之行”。 

九 实证思维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这是我动笔之前并未预设的一个章节。我撰写此文的初衷是为了解 一个

困惑：像胡适这样的“爱惜羽毛”的知识分子，按说是不应该主动向何键这样

的军阀投怀送抱“卖廉耻”的，但他到湖南讲学并受到何键的礼遇又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后来在胡适 1932 年 12 月 4 日日记中看到了朱经农在长沙车站接站

的记载，便联想起了胡适留学美国期间跟朱经农的深情厚谊。再进一步查阅朱

经农的生平和有关湖南教育史料，确认朱经农当时的身份是湖南省教育厅厅

长，于是我头脑中便产生了一个假设：邀请胡适到湖南讲学的始作俑者应该是

朱经农，不会是何键。这个假设和推断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是解除我以上疑虑

的一种正确选择。文章虽然至此也可以戛然而止，但毕竟不是对问题的 为满

意的解决。我不甘心，又过细翻阅有关档案资料，终于找出了这封原本不显眼

但能够为我的假设提供确证的信件。胡适求学一直追求一个“真”字，希望自

己的文章“益人而不欺人”，这封信的发现就帮我达到了这个治学的境界。记

得余英时先生说过，“方法论虽然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价值取向，但一定条

件下它是可以转化为中立性的工具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可谓

言之不虚。这封信的原文是： 

适之兄： 

弟近赴湖南各县视察学校，昨晚始归。兄所寄快信今晨方得拜读。兄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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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无论如何必须拨冗来湘一行。兹托刘廷芳兄亲至汉口奉迓，务恳同来向湖

南青年讲演几次，不胜感盼。由汉至湘，一夜可达，夕发朝至，与往返宁沪间

无异，并不多费时间。何芸公以兄来游之意甚（以下脱落数字），亦亟思与兄一

见。公事私事均有须与兄商酌者。千万不可“临河返驾”，使弟失望，且失望者

不仅弟一人也。余托廷芳兄面陈不赘。 

                                               此请 

                       旅安 

                                   弟  经农 

                                                手上 

                                              十一月二十八日 

   

至于何键能够接受朱经农建议的原因，我以为有以下两点：一，在五四新

文化运动中，胡适已暴得大名，在湖南亦产生了广泛影响。二，胡适在湖北已

受到蒋介石表面上的礼遇，在政治上跟蒋介石保持一致的何键也会亦步亦趋，

而不会提出异议，驳朱经农厅长的面子。也许还有读者认为，胡适当时毕竟见

了何键，也曾跟这个军阀推杯换盏，虚与委蛇，这也可以算是“卖廉耻”。但

在我看来，对胡适而言，这种要求有些近乎苛刻，表现出中国人评人论事的一

种“极端性”。记得鲁迅临终前感叹道，“我这个人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了”（许

广平：《元旦忆感》）。比如，1927 年 3 月 29 日，鲁迅和后来被称为“四大家族”

之一的孔祥熙同时到广州岭南大学讲演，会后鲁迅还应孔之邀到其寓小坐。鲁

迅死后，孔祥熙送了一副挽联：“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如果

苛求严责，鲁迅岂不也会因此遭人非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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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没有结束的结语 

我赶写此文时，正值壬辰年春节。坚守岗位的邮递员在震耳的鞭炮声中，

身上带着呛鼻的硝烟味，给我送来了一份快递，是故乡湖南出版的大型刊物《文

学界》2012 年 1 月号上旬刊，上面刊登了王蒙在毛泽东文学院的讲演《文学的

悖论》。王蒙在讲演中提到，米兰·昆德拉从捷克逃到法国之后，法国人邀请他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改编成话剧，改编费不菲。米兰·昆德拉当

时尽管囊中羞涩，仍然把钱退回，没敢揽下这个一般人眼中的美差。因为米兰·

昆德拉“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人过于强烈”：“这样的人当政之后注定也

是‘独裁者’，疯子一样，人好的时候好得不得了，坏的时候觉得他死一百次

都是应该的。他所宣扬的是那种煽情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黑白分明，没有弹

性，全部肯定，或者全部否定，好的人绝对的好，坏人是杀无赦。”反思自己

的鲁迅研究，也曾有感情“过于强烈”的时候。 

鲁迅致许广平信中谈到，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因为锋芒太露，能将

‘诗美’杀掉。我想，感情正烈时恐怕也不宜写学术文章，因为能将评价的客

观性失掉。 

论者常强调鲁迅“立人”思想的重要性，但较少谈到。改变模糊、混乱、

僵化的的传统思维模式正是“立人”的重要条件。我感到，深入研究《王道诗

话》，一类的作品，对于培养科学理性的思维习惯是很有帮助的。 

 
（作者单位：鲁迅博物馆） 

 
 

从胡适藏书看胡适与海外汉学家的交往 

邹新明 

关于胡适与海外汉学家的交往的总体考察，笔者仅检索到福建师大的郭炳

通在 2011 年 9 月的《襄樊学院学报》上发表的《胡适与海外汉学家学术交游

考述》一文，该文主要参考的资料是胡适日记、书信。据该文，1949 年以前与

胡适交往的汉学家包括德国的尉礼贤、日本的青木正儿、英国的庄士敦、翟林

奈、阿瑟·韦利、俄国的钢和泰、瑞典的高本汉、法国的伯希和等。笔者粗略

搜检北大图书馆胡适藏书，发现在涉及汉学家人数和资料方面有不少可以补充

该文的内容。上引论文所涉及的汉学家，除了翟林奈、伯希和外，其他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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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赠胡适的图书我们在胡适藏书中都有所发现。此外，笔者还检索到一些上述

论文不曾提及的汉学家（1949 年以前），包括俄国的马古烈、日本的铃木大拙、

诸桥辙次、塚本善隆、高田真治、常盘大定、清水泰次、小柳司气太、德国的

傅吾康、魏特夫、福克司、法国的戴密微等。海外汉学家赠给胡适的图书近四

十种，可见胡适与海外汉学家交往的广泛。下面按汉学家将涉及的胡适藏书略

作介绍。 

一．清水泰次 

清水泰次，日本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 拓者。1925 年访问北京期间，曾

在北京大学作学术演讲。 

胡适 1920 年 9 月 6 日的日记记有“早稻田大学教授清水泰次来谈”。
1
 

胡适藏书中有清水泰次题赠本一种： 

支那の家族と村落の特质，清水泰次述，东京文明协会 1927 年出版。 

扉页有清水泰次题记：胡先生，清水泰次。 

二.铃木大拙 

铃木大拙是日本著名的禅学思想家，主要著作有《禅的研究》、《禅的诸问

题》、《禅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佛教与基督教》、《华严的研究》

等。 

胡适与铃木大拙交往始于何时，不得其详，但至少在 1934 年铃木大拙访华

期间，二人已经相识。两人因对禅宗早期历史研究的共同兴趣而交往甚密，他

们都非常重视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都出版了神会的著作，经常书信讨论。

胡适藏书中属于铃木大拙赠送的主要有以下五种： 

1.Zen Buddhism and its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The Eastern 

Buddhist Society 出版，出版年不详。 

扉页有铃木大拙题记：To Dr. Hu Hsi, with the regards of the author 

Daisetz Teitaro Suzuki, Kawahara- Ward; Showa XVI (1941) 

2.六祖坛经，慧能述，日本昭和八年铃木大拙印行 

书后有胡适题记：铃木大拙先生赠，胡适，一九三三，十一，廿三。 

按：此书题记表明，胡适与铃木大拙的交往的至迟在 1933 年。 

3.佛光圆满常照国师年表塔铭，元揭傒斯撰，日本释法颖编，日本昭和 9

年（1934）日本株式会社刻本 

书衣有胡适题记：铃木大拙赠，胡适。廿三，六，九。 

按：此当为 1934 年铃木大拙访华期间所赠。 

                                                 
1 《胡适日记全集》第 2卷，第 749 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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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燉煌出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 日本铃木贞太郎，公田连太郎校订，日本

昭和 9年（1934）日本东京森江书店出版 

书衣有胡适题记：铃木大拙先生赠，胡适，廿三，六，九。 

按：此书与《佛光圆满常照国师年表塔铭》同为铃木大拙 1934 年 6 月 9

日赠送。据当日胡适日记，铃木大拙当日赠送的图书还有敦煌本《坛经》、兴圣

寺《坛经》、Essays in Zen Buddhism（Third Series）1
上述两种版本《坛经》

仍存北大馆胡适藏书中，有胡适藏书章，无铃木大拙题记。另一种英文书暂未

发现。 

5.支那佛教印象记，铃木大拙著，日本森江书店 1934 年出版 

书内夹有铃木大拙赠书签，上印：“谨呈    日本京都铃木大拙”。 

按：此书为铃木大拙 1934 年访华观感记录。 

三．青木正儿 

青木正儿是日本著名汉学家，中国文学戏剧研究家。 

据胡适往来书信，青木正儿致胡适有明确日期的书信 早为 1920 年 10 月

26 日，大致可知二人的交往至晚在 1920 年 10 月。
2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收

录青木正儿致胡适书信、明信片 18 通（原书标为 16 通，似有误），时间在 1910

至 1921 年，有互赠著作、图书，及青木代抄日本《水浒传》材料等事。 

青木正儿送给胡适的书主要有以下两种： 

1.李卓吾先生批点忠义水浒传 十回本，日本享保十三年（1728 年）京师

书房林九兵卫出版。 

序前有青木正儿题记：敬赠胡适之先生，日本青木正儿。大正十，二，三。 

按：胡适 1921 年 5 月 19 日的日记提到“此种享保十三年正月刻第一回至

第十回（此本青木先生曾送我一部）”当指此书。 

2.忠义水浒传  前编，岗岛冠山译编，东京共同出版株式会社 1913 年出版。 

扉页有青木正儿题记：胡适之先生狠热心研求《水浒》的考证，他还没见

李卓吾评点百回本，我姑寄上他这译本以做一助。正儿，十，五，四。 

按：此书胡适 1921 年 5 月 19 日的日记有记录：“青木正儿先生送我一部

冈岛璞译的《忠义水浒传》。此系根据百回本的《忠义水浒传》作底本的。百

回本既不易得，此本可以考见百回本的内容，故很可宝贵。”
3
 

另据 1921 年 5 月 30 日胡适日记，青木正儿还曾帮胡适抄录两种日本藏《水 

浒传》的序例回目。
1
结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确切日期为 1921 年 4 月 8 

                                                 
1 《胡适日记全集》第 7卷，第 128 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2 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42 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 年。青木正儿致胡适书信

情况，承耿云志先生指教，特此致谢。 

3 《胡适日记全集》第 3卷，第 46 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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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综上可知，青木正儿在帮助胡适了解收集《水浒传》版本方面出力甚多。 

四.诸桥辙次 

诸桥辙次，日本汉学家，主要贡献是编纂了《大汉和辞典》。曾任静嘉堂

文库馆长。诸桥辙次 1919 年 9 月到中国留学，1921 年 8 月回国，其间曾与康

有为、章炳麟、胡适、张元济、叶德辉等中国学者交往。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收录有诸桥辙次致胡适书信两封，第一封末署 3

月 18 号，无具体年代，主要是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提出一些疑议，从

信首有“日前叩谒，辱被引接”等语看，此信当为二人第一次见面后不久。第

二封信末所署日期为“壬戌元旦”，即 1922 年元旦，由书信中“曩者鄙人留学

贵国，荷承雅爱，时赐教诲，曷胜之感”等语
2
，以及诸桥留学中国时间推断，

第一封信的年代应为 1920 或 1921 年。 

胡适藏书中属于诸桥辙次赠送的有一种： 

静嘉堂文库图书分类目录，静嘉堂文库编纂，东京静嘉堂文库 1930 年出版 

题名页有胡适题记：诸桥辙次先生赠送的。十九，三，廿八，胡适。 

五．吉川幸次郎 

吉川幸次郎，师从著名汉学家、“京都学派”创始人狩野直喜教授。曾任

国立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东方学会会长，被誉为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第一人。

1928 年，吉川幸次郎留学北京大学，拜杨锺义为导师，师从马裕藻、钱玄同、

沈兼士，专攻中国音韵学。 

胡适日记中首次提到吉川幸次郎是 1950 年 11 月 17 日。 

胡适藏书中有吉川幸次郎题赠本一种，即吉川翻译的胡适《四十自述》： 

四十自述，胡适著，吉川幸次郎译，东京创元社 1940 年出版。 

扉页有吉川题记：适之先生正译，吉川幸次郎上。 

六．塚本善隆 

塚本善隆是日本净土宗僧侣，被日本学术界誉为研究中国佛教史首屈一指

的人。 

胡适藏书中有塚本善隆赠本一种： 

唐中期の淨土教：特に法照禪師の研究，塚本善隆著，东京：东方文化学

院京都研究所 1933 出版。 

封套书脊有胡适题记：唐中期之净土教（塚本善隆）。题名页夹有“敬赠

胡适之殿”赠书条。 

七．高田真治 

                                                                                                                                            
1 《胡适日记全集》第 3卷，第 65 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2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42 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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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田真治，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家，著有《儒教的精神》、《易经》、《诗

经》等。 

胡适藏书中有高田真治题赠本一种： 

孔子の思想・传记及年谱，高田真治，诸桥辙次，山口察常著，东京春阳堂

书店 1937 出版。 

扉页有高田真治题记：胡适之先生教正，高田真治持赠。 

八．常盘大定 

常盘大定，中国佛教研究家，1920 年以后曾先后五次到中国，研究佛教史

迹。 

胡适 1928 年 5 月 25 日的日记中录有他给单不广的信，信中提到常盘大定

的《支那佛教史迹》。这是胡适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常盘大定。 

胡适藏书中有常盘大定题赠本一种： 

支那佛教史迹评解，常盘大定，关野贞著，东京佛教史迹研究会 1925 年出

版。 

扉页有常盘大定题记：胡适教授惠存，昭和二年五月五日，常盘大定。 

按：据此题记，两人交往至晚在 1927 年，上述胡适日记中提及的常盘大定

著作，当即为此书。 

九．小柳司气太 

小柳司气太，日本佛教僧侣，中国道教研究专家，1921 年曾到中国。著有

《道教概说》、《白云观志》等。 

胡适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小柳司气太，是在 1921 年 7 月 9 日，日记中说“到

一声馆访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他是苍然老人了。”
1
1921 年 10 月 5 日的日记

又记小柳司气太赠送两本《东洋学报》。1922 年 2 月 12 日的日记又记小柳司气

太请自己吃饭。1922 年 2 月 26 日，记到东华饭店为小柳司气太饯行。综上可

知两人有一定的交往。 

胡适藏书中有小柳司气太题赠本一种： 

宋学概论，小柳司气太著，东京哲学书院 1894 年出版。 

封内有小柳司气太题记：进呈胡君，大正十年七月，著者。 

按：胡适 1921 年 7 月 9 日的日记说：“他在东京大学毕业时，当明治二十

七年，著有《宋学概论》一书。此书凡十九章，朱子占一半篇幅。此书在当年

要算一部好书。”
2
据胡适当日日记和上引小柳司气太题记，该书赠送的确切日

期当为 1921 年 7 月 9 日。 

                                                 
1  《胡适日记全集》第 3 卷，第 188 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2 《胡适日记全集》第 3卷，第 188 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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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尉礼贤 

尉礼贤（Richard Wilhelm），德国基督教同善会传教士，汉学家。早年曾

在青岛传教，创办礼贤书院。1923 年曾在北京大学任教。1924 年回德国，任法

兰克福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著有《中国文明简史》、《中国精神》、《中国的经济

心理》等。还把中国的经典著作《论语》、《道德经》、《庄子》、《孟子》、《易经》

等译成德文。 

尉礼贤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北京期间，曾与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罗振

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交往。胡适 1922 年 8 月 29 日的日记有与钢和泰、雷兴

讨论学术个人才性的不同，认为“尉礼贤对于中国学术，有一种心悦诚服的热

诚，故能十分奋勇，译出十几部古书，风行德国。钢、雷和我都太多批评的态

度与历史的眼光，故不能有这种盲目的热诚。然而我们三人也自有我们的奋勇

处”
1
 

胡适藏书中有两种为尉礼贤题赠： 

1. Mongdsi, 尉礼贤著，Eugen Diederichs Verlag 出版，出版年不详 

扉页有尉礼贤题记：To my friend Dr. Hu Shih. R. Wilhelm 

2. Chinesische Lebensweisheit，尉礼贤著，Otto Reichl Verlag 1922

年出版。 

扉页有尉礼贤 1922 年题记：Meinem Freund Dr. Hu ShiChih, ……Richard 

Wihelm, 1922 此德文题记与第一本书的英文题记意思大致相同。 

十一.魏特夫 

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1928

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希特勒上台后，流亡美国。先任教于哥伦比

亚大学，后到华盛顿大学，直至 1966 年退休。 

胡适 1935 年 6 月 26 日的日记中提到当日因太平洋总会 W. H. Holland 的

提及，邀请德国经济学者 Wittfogel 共餐。 

胡适藏书中有魏特夫题赠论文抽印本一种： 

   Meteorological Records from the Divination Inscriptions of Shang, by 

Karl August Wittfogel,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XXX, No.1, January, 

1940 抽印本 

扉页有作者题记：To Dr. Hu Shih,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the author, 

New York, February 28th, 1940 

按：此时魏特夫已流亡美国，加入美国籍。 

十二.傅吾康 

                                                 
1 《胡适日记全集》第 3卷，第 735 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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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汉学家，曾在北平任中德学会研究员。德国

现代中国研究的创始人之一。 

胡适藏书中有傅吾康题赠本两种： 

1. Patents for Hereditary Ranks and Honorary Titles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by Wolfgang Franke, Monvmenta Serica, Vol. VII, 1942 抽印本 

封面有傅吾康题记：To Dr. Hu Shih, respectfully presented by Wolfgang 

Franke 

2. Yü Ch'ien, Staatsmann und Kriegsminister, 1398-1457, by Wolfgang 

Franke,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Vol. XI, fasc. 1, 1946 抽印本 

    封面有傅吾康题记：(第一单词不能辨识)Prof. Dr. Hu Shih, (此处有三

个单词不能辨识)， von Wolfgang Franke。大意应为赠给胡适博士教授。 

    十三.福克司 

福克司（Walter Fuchs），德国汉学家，曾在沈阳医科大学任德文讲师十

余年，1938 年到北平，曾供职于辅仁大学和中德学会。 

胡适藏书中有福克司题赠本一种： 

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by Chu Ssu-Pen and the Kuang-Yü-T'u, by 

Walter Fuchs, Peiping: Fu Jen University, 1946 

题名页有作者题记：Prof. Hu Shih, with the author's respectful 

compliments. 

十四.庄士敦 

庄士敦（R. F. Johnston），早年任职于香港英殖民地和英国租借地威海卫，

1919 年任溥仪老师。1927 年任英国驻威海卫总督。1931 年，任伦敦大学东方

学院远东语言文化部主任。 

胡适日记中 早提及庄士敦是在 1921 年 5 月 12 日，日记中说此日“访庄

士敦先生（R. F. Johnston），参观他的藏书。他藏书极多，关于中国美术及‘神

秘主义’（Mysticism）的书尤多。他 爱山水，故游历的地方遍于中国。他是

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1
 

胡适藏书中有庄士敦题赠本一种： 

    Letters to a Missionary, by R. F. Johnston, London: Watts & Co., 1918 

    扉页有作者题记：To Dr. Hu Suh, with compliment from R. F. Johnston, 

Peking, April 24, 1919. 

按：庄士敦 1919 年到京任溥仪老师，此书表明他到北京不久即结识胡适。 

                                                 
1 《胡适日记全集》第 3卷，第 34 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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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阿瑟·韦利 

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英国汉学家，汉语、日语翻译家。 

胡适日记中第一次提及韦利是在 1926 年 8 月 16 日，当时胡适因参加中英

庚款会已到英国，这一天胡适“访 Arthur Waley，谈了一会。”
1
 8 月 19 日，

胡适日记记载“再与 Waley 谈一次。”
2
胡适日记中提及韦利有十八处，多数集

中在 1926 年胡适在英国期间，表明这一时期二人交往较密，从日记记载看，包

括互赠书文、吃饭、喝茶、谈天，听胡适演讲等。 

胡适藏书中有韦利题赠本三种： 

    1.Notes on Chinese Alchemy, A. Wale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VI, Part I, 1930 抽印本 

    封面有韦利題记：To Hu Shih, from the author, with thanks and 

admiration, Dec. 1930 

2.More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Arthur Wale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19 

    扉页有胡适题记：Hu Shih, from the author. 

    3.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 Arthur Wale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3 

扉页有胡适题记：Hu Shih, from the author. 

    4.The Sacred Tree: Being the Second Part of "The Tale of Genji ",  

by Arthur Wale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6 

扉页有胡适题记：Hu Shih, From the translator Arthur Waley, Dec.1926. 

按：胡适 1926 年 9 月 24 日的日记说当日韦利赠送给他两本书，一为韦利

著 Zen Buddhism and it’s Relation to Art，一为唐代张文成的《游仙窟》。

此两种在现存胡适藏书中均未找到。 

十六.钢和泰 

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出生于俄属爱沙尼亚，汉学家，

梵文学家。1917 年十月革命之后流亡中国，1918 年至 1929 年曾任教北京大学。 

钢和泰到北京大学讲学，源自胡适的邀请，主讲课程主要为梵文和印度古

宗教史。胡适日记中 早关于钢和泰的记载是 1920 年 6 月 8 日，为其演说“玄

奘”作翻译。
3
此后 1921 年至 1922 年的日记中提到钢和泰有 31 处，可见交往

颇密。1937 年 3 月 16 日，胡适得知钢和泰去世，很感伤。他评论说：“钢先

                                                 
1 《胡适日记全集》第 4卷，第 344 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2 《胡适日记全集》第 4卷，第 347 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3 《胡适日记全集》第 2卷，第 732 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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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一个纯粹的学人，终身寻求知识，老而不倦。……他的古宗教史是我替他

口译的，我们合作两年，我得益不少。我的 初学梵文，也是跟他学的。”
1
 

胡适藏书中钢和泰题赠和他题赠钢和泰的共有六种： 

    1.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as Practised in Indi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 by I-Tsing, translated by J. Takakusu,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96 

扉页有钢和泰题记：Presented to Dr. S. Hu, by his friend and 

collaborator A. Staël Holstein, Peking, January 1st 1922 

    2.The Emperor Ch'ien-Lung and the Larger Śūramgamasūtra, by A. von 

Staël-Holstein, 抽印本 

    封面有钢和泰题记：To Dr. Hu Shih, with Kind regards from A. 

Staël-Holstein. 

3.On a Tibetan Text Translated into Sanskrit under Ch'ien Lung (XVIII 

cent) and into Chinese under Tao Kuang (XIX cent.), by A. von 

Staël-Holstein, The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1932 

抽印本 

扉页有作者题记：To Dr. Hu Shih with kind regards from A. S. H. 

4.On a Peking, a St. Petersburg, and a Kyōto Reconstruction of a 

Sanskrit Stanza Transcrib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under the Northern 

Sung Dynasty, by A. von Staël-Holstein, Ts'ai Yüan P'ei Anniversary 

Volume 抽印本 

正文首页有作者题记：To Dr. Hu Shih, with kind regards from AVSH 

    5.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钢和泰著，上海商务印书馆 

题名页有赠书者题记：To Professor Hu Shih with many thanks and kind 

regards from AVSH 

    6.中国哲学史大纲  卷上，胡适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 年第七版。 

    封面有胡适题记：敬赠我的朋友钢和泰先生，胡适。 

十七.马古烈 

马古烈（Georges Margouliès），汉学家，原籍俄国，移居巴黎，曾任法国

国立东方语言学校东方图书馆馆长,1930 年曾到中国讲学。 

胡适日记两处提到两次见马古烈，都是他 1926 年在法国抄录禅宗资料期

间。第一次是 9月 16 日，日记中说：“晚上与 M. Margonlies（《日记全集》

中 Margouliès 误作 Margonlies）同饭；他是 M. Pelliot 的学生，俄国人，年

                                                 
1 《胡适日记全集》第 7卷，第 395 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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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通中国文字，并能说话。他的博士论文为‘中国古文’及‘赋’两种。”
1
 

胡适藏书中有马古烈题赠本两种： 

1. Le Kou-Wen Chinois, by Georges Margouliès,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1926 

扉页有马古烈题记：胡适之先生教正，俄国马古烈敬赠，一九廿六。九月

廿日。法京巴黎。 

按：胡适当天日记记载，当天胡适到法国国家图书馆抄录禅宗资料，马古

烈去见他，送给他论文两册，是他的博士论文。当日的日记中说：“这种论文

亦不过翻译了几篇文章而已，未免太容易了。”
2
 

2. Évolution de la Prose Artistique Chinoise, by Georges Margouliès, 

München: Encyclopädie-Verlag, 1929 

扉页有马古烈题记：前年在巴黎我所著的书现在已经出版了。敬送你一本

并求指教。送给，胡适先生，马古烈，十九，五，十七。 

按：马古烈 1930 年访华，此书当赠于此期间。 

十八.高本汉 

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瑞典 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

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10 年到中国留学两年。1912 年到

巴黎，师从汉学家沙畹两年。1922 年第二次到中国。 

胡适日记中第一次提及高本汉，正是其 1922 年第二次到中国期间。11 月 8

日的日记说：“瑞典学者 Bernhard Karlgren，为欧洲今日中国学的大师，前

年在法国《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上发表一文，论 Le Proto-Chinois, 

langue flexionelle， 研究中国古代名词的变化，注重尔、汝、吾、我等字，

与我的《尔汝篇》、《吾我篇》的结论绝相同。他这一次从美洲回欧洲，路过上

海，因病不能北来，写信来订交，并送我前年那篇文字的单行本。我写长信答

他。”
3
由此可知，二人于 1922 年 11 月前后书信订交。 

胡适藏书中有高本汉题赠本 5种： 

1.Sound & Symbol in Chinese, by Bernhard Karlgre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3 

扉页有高本汉题记：Professor Hu Shih,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the 

author. 

    按：此书另有胡适签名本一册。 

                                                 
1 《胡适日记全集》第 4卷，第 446 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2 《胡适日记全集》第 4卷，第 458 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3 《胡适日记全集》第 3卷，第 920 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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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ome Fecundity Symbols in Ancient China, by Bernhard Karlgren,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30 抽印本 

封面有高本汉题记：Professor Hu Shih, with kind regards from the author

3.The Authenticity Ancient Chinese Texts, by B. Karlgren,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1 抽印本 

封面有高本汉题记：Professor Hu Shih, with kind regards from the author

4.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Bernhard Karlgren, reprinted from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5 抽印本 

封面有作者题记：With the author's compliments.另有胡适题记：高本

汉古韵部论，胡适，廿三，十一，廿二寄到。 

5.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Bernhard Karlgren, Leipzig, Paris, 

London: H. Aschehoug & Co., 1926 

扉页有作者题记：Professor Hu Shih, with kind regards from the author. 

十九.戴密微 

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法国著名汉学家、佛学家，“二战”后法国

汉学界的带头人。1924 年底至 1926 年 6 月任厦门大学言语学教授。 

胡适日记中首次提到戴密微在 1921 年 10 月 10 日，当天日记记载：“法国

人 A. Monestier 请我吃饭，并会见 M. Paul Demiville。D.君能读中文书，曾

读我的《哲学史》，有翻译成法文的志愿，但尚未能自信。”
1
  

胡适藏书中有戴密微题赠本一种： 

Sur L'Authenticité du Ta Tch'eng K'I Sin Louen, par Paul Demiéville, 

Extrait du Bulletin de la Maison Franco-Japonaise, tome II,  n0 2 

正文首页有作者题记：胡适之先生惠正，戴密微。 

 

胡适对汉学的接触，始于留美期间，主要是阅读一些汉学著作。他在 1916

年 4 月 5 日“刘田海”一条札记中记下了自己对于西方汉学的评价：“西人之

治汉学者，名 Sinologists or Sinolog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甚微。然其

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

可一笔抹煞也。今日吾国人能以中文著书立说者尚不多见，即有之，亦无余力

及于国外。然此学（Sinology）终须吾国人为之，以其事半功倍，非如西方汉

学家之有种种艰阻不易摧陷，不易入手也。”
2
 

随着胡适海内外学术地位的确立，他与西方汉学家的接触日益增多，对于

                                                 
1 《胡适日记全集》第 3卷，第 374 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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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汉学的看法也有一定的改变。1925 年 6 月 12 日，胡适在华北协和华语学

校（North China Union School）作题为《当前的汉学研究》（Sinological 

Research at the Present Time）的演讲，胡适指出：西方汉学研究的价值归

纳起来可以有三个方面：一是拓宽了研究的范围；二是系统化的材料整理；三

是经常采用新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他说：“汉学研究的现状表明，在中国文化

研究上，国内学者与西方学者合作颇具价值。”胡适还说，“通常人们认为在

中国文化研究方面，只有自己国人研究才有真正的意义，当你发现如此之多的

西方学者也置身于此，就会大为惊叹。”这表明随着对西方汉学界了解的增多，

胡适对他们的成就还是给予肯定的。不过他在此领域仍有相当的自信。如他在

1928 年 12 月 1 日的日记中就曾说自己的音韵学研究曾受高本汉束缚，但后来

能“进一步理论，似有点新意思，为前人所未发。”
1
 

1931 年 9 月 14 日，胡适在北大新学期 学的演讲中明确说“文科中的中国

学，我们此时还落人后。”说陈垣曾对他说，“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

巴黎？”，胡适自己则希望汉学正统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2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 

 

 

一篇胡適自己忘記的文章──〈曹雪芹家的籍貫〉 

劉廣定 

〈曹雪芹家的籍貫〉一文作者之謎 

民國 37 年(1948) 2 月 l4 日《申報》「文史」第十期有一篇「適之」所著

千餘字的短文〈曹雪芹家的籍貫〉。全文如下： 

楊向奎先生從山東大學寄信來問(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是不是河北省豐潤縣

人。楊先生引青島《民言晚報》(十二月二十三日)登載的「萍蹤」先生的一篇

〈曹雪芹的籍貫〉裡這一段話： 

          清初八關時，遼東漢人之歸附者多隸漢軍旗籍。(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即其一

也。 (皇朝通志)及(八旗氏族通譜)皆謂其世居瀋陽，而不知曹氏本籍河北之

豐潤縣。 尤侗(艮齋文集‧松茨詩稿序)有"曹子荔軒，豐潤人"云云。 按荔

軒名寅，字子清，雪芹之祖也。觀此可知雪芹上世本為豐潤人。其稱瀋陽，

                                                 
1 《胡适日记全集》第 5卷，第 456 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2 《胡适日记全集》第 6卷，第 604 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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殆屬寄籍。…… 

楊向奎先生是豐潤人，所以他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他信上說： 

          豐潤在明末清初有四大姓，為谷，魯，曹，陳。而明末滿人入關豐潤為必經

之地，被擄人民必多。 曹家或即在此時被擄為包衣，遂稱瀋陽人。…漢軍旗

本為豐潤人而說為東北人者，又有端方。端方姓陶，豐潤城北人，後在旗，

乃訛為瀋陽。曹家或也類此? 

今天承王重民先生代我向北平圖書館借得尤侗的《艮齋倦稿》。 我檢讀〈松

茨詩稿序〉才知道「萍蹤」先生讀錯了這篇文字。這序裡並沒說「曹子荔軒，

豐潤人」。原文是： 

          曹子荔軒與予為忘年友，其詩蒼涼沉鬱，自成一家。今致乃兄沖谷薄游吳門，

因得讀其松茨詩稿。 信乎兄弟擅場‧皆鄴中之後勁也。 ……予交沖谷，知

為豐潤人。豐潤，京畿壯縣，…予昔司季其地…得冠五太史而奉教焉。…吾

聞太史厭承明廬，出典大郡，一在徽州‧二在鳳翔，三在廣信，而沖谷在子

舍，往往負劍從之。 …… 

這裡並沒有說曹寅(荔軒)是豐潤人，是說一位曹沖谷是豐潤縣人，是曹冠

五太史的兒子。 序文說「今致乃兄沖谷薄游吳門」，只可以解作「曹荔軒介紹

他的宗兄沖谷來游蘇州」。 至於說「兄弟擅場，皆鄴中之後勁」，那是泛用曹家

的典故，並不是說他們真是一家。故尤侗是曹寅的「忘年友」，竟不知這位「乃

兄」的籍貫，直到「既交沖谷」‧才「知為豐潤人」。 

這位「冠五」太史就是曹鼎望，是順治十六年的進士，選了翰林，做過三

任知府，進士題名錄上說他是順天府豐潤縣人， 沖谷是他的兒子，當然不是曹

寅的弟兄。 曹寅的父親叫曹璽，包衣出身‧做過二十二年的江寧織造。 曹寅

沒有哥哥，只有一個弟弟子猷，也見於尤侗的(曹太夫人六十壽序)與(楝亭賦)。 

他的家譜上沒有一個中進士點翰林的人。據《八旗氏族通譜》卷七十四所說，

曹寅的曾祖曹錫遠「世居瀋陽地方，來歸年月無考……」，尤侗作序在康熙三十

五年丙子(西曆一六九六)，數上去到曹寅的曾祖，應該是明朝祟禎以前了。我

們只能說，曹雪芹的家世‧倒數上去六代都不能算是豐潤縣人。(曹家世系引見

(胡適文存)卷三頁八四四。)曹錫遠是否從豐潤去的，我們現在無法考定了。但

尤侗這篇序不夠證明他家是豐潤人，只夠證明曹寅曾同豐潤詩人曹沖谷認作本

家弟兄。 

將來楊向奎先生也許可以從這一條線索上去尋求豐潤曹家的詩文和譜牒‧

也許可以幫助解答這個問題。 

然《胡適手稿》第九集有寫於 1961 年的「跋《紅樓夢書錄》」一文之「補

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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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錄的「評論」部分、二三三頁收有「曹雪芹家的籍貫」一目，「適之撰。 載一

九四八年二月十四日上海(申報‧文史)第十期」。這不是我的文字。不知是誰。可

能是誤記了作者題名？……（一九六一、二、十七） 

另外，胡適在他收藏的《紅樓夢書錄》頁 235 「曹雪芹家的籍貫」一條「適之

撰」的「適之」兩字下以紅筆畫一橫線，並以紅筆寫「？不是我」。(見宋廣波

編《胡適批紅集》頁 3-6-22）。由於胡適自己否認，謹慎的編者如宋廣波在《胡

適紅學年譜》（2009 年）裡就說：（頁 333） 

編者認為，無論從文風還是從文中提到的人物來看‧都容易使人判定，此文的作

者，就是胡適，但既然胡適正式聲明此文非他做，那麼，考證此文的著作權歸屬

問題，是首先要做的。在此問題未獲 終解決的情況下，只有以"存疑"的態度，

將此文暫繫於此。 

那麼，這篇〈曹雪芹家的籍貫〉的作者究竟是誰呢？ 

〈曹雪芹家的籍貫〉確為胡適所作 

    實際上，胡適是《申報》的「文史」「主編人」，怎會同意別人用他的名字

發表文章？他在該刊二十九期中發表過十篇文章，其中有八篇作者署名「胡

適」，文字都較長。又有兩篇文章的作者署名「適之」，文字都較短，包括：第

八期的〈論「于以」的兩封信〉和第十期的〈曹雪芹家的籍貫〉。但在第 6-15

期的「目錄」裡，此兩文的作者皆列在「胡適」名下。《胡適日記全集》中卻未

見任何紀錄。 

    唯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 40 冊裡有兩封王重民寫給胡適的信。現錄

於下： 

（一） 

適之先生道鑑： 

    上禮拜傷了風，所以直到今天才查尤侗的(艮齋集). 

    尤侗的確和曹家很有關係，我粗粗把(艮齋集)翻了一遍，得了四篇有關係的文字，也

許另外還有。 

     〈曹太夫人六十壽序〉(卷四頁二十六上) 

     〈楝亭賦〉(卷五頁一上) 

     〈司農曹公虎丘生祠記〉(卷十頁二下) 

     〈松茨詩稿序〉(卷十三頁八) 

     說曹家是豐潤人的話，就見於(松茨詩稿序)內， 

     今天只借出了尤侗的文集，他還有詩集，容再借看有無曹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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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平圖書館有孔繼涵的詩集、詞集及文集，俟先生把孔家的齋、館、亭、舍等名記

出後，重民再去查， 

     專此，敬請 

 著安! 

後學王重民敬上 

卅七年二月二日 

 

（二） 

適之先生道鑑， 

    昨檢(艮齋詩集)，還有關於曹家的掌故，再送呈。詩集是編年，極便檢查。尤西堂八

十的時候曹楝亭方四十，為以前所意想不到。          

    大連給先生印了一部(中國章回小說考證)，想先生已見過了。近遇到一本很乾淨，買

了送贈先生，如(老殘游記)沒有收入，是可惜的事情。 

    專此，敬請 

著安! 

後學王重民敬上 

卅七年二月七日 

 

這兩封信的內容與時間點都符合〈曹雪芹家的籍貫〉文中所述，可見這篇短文

確為胡適所作。唯胡適給王重民的信，不見於《胡適王重民先生往來書信集》，

極可能是在清算胡適思想的年代，王重民為避禍而將之銷毀。至於楊向奎先生

從山東大學寄給胡適的信也不載於《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則有可能是胡適寫

〈曹雪芹家的籍貫〉一文時用為參考而忘記歸檔。 

胡適否認曾作〈曹雪芹家的籍貫〉原因試探 

為什麼胡適否認曾作〈曹雪芹家的籍貫〉一文呢？推測原因有二。一是胡

適晚年記憶衰退，忘記了十三年前的事。故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

稿》未有隻字言及胡適擔任「主編人」的《申報》「文史」，著作目錄中也未見

有相關各篇。如果《紅樓夢書錄》所列不僅是標題而有全文，胡適讀後可能喚

起記憶，但無內容，他就想不起來了。淺見以為另一原因是胡適自考證出曹雪

芹的祖先是關外降清的漢軍，得「曹寅的曾祖曹錫遠世居瀋陽地方」之結論，

他就不認為曹家的籍貫還有任何問題，故他不覺得自己會再去寫關於「曹雪芹

籍貫」的文章，但未想到此文是指出「萍蹤先生讀錯了〈松茨詩稿序〉的文字」。

在上引〈曹雪芹家的籍貫〉中胡適説「我們只能說，曹雪芹的家世‧倒數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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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代都不能算是豐潤縣人。」但他大概想不到半世紀後，超過六代以上的「曹

雪芹祖籍」卻又成了熱門話題。 

    胡適晚年雖然不記得自己曾主編《申報》的「文史」，也不記得自己曾寫過

〈曹雪芹家的籍貫〉，但不是說「這篇文字或許是我寫的，但記不得了」，而直

截了當說：「不是我」，「這不是我的文字」。表示那時他的態度很明確，思慮也

很清楚，有自信不會在 1948 年還寫 1921 年就已從《八旗氏族通譜》確定曹雪

芹的六世祖(曹寅的曾祖)曹錫遠「世居瀋陽地方，來歸年月無考」的文章。 

胡適已離開人世五十年了。他一生對中國的文化界、學術界和思想界都有

不少貢獻。在 1947-1948 年百忙之中還為《申報》擔任「文史(周刊)」的主編

人，也是為文史界從事研究的朋友開闢一個發表成果的新園地。十年前，筆者

曾因有些研紅人士懷疑他「說謊」、「藏私」，寫過一篇〈胡適與《甲戌本石頭記》〉

為他辨誣〉以紀念他逝世四十年。今再不揣簡陋，以另一例證說明胡先生的治

學態度，也替他找回一篇晚年忘記的文章，紀念他逝世五十年。 

 

(作者系臺灣大學名譽教授) 

 

 

绩溪县胡适研究的起始及其发展 

黄来生 

绩溪县作为胡适先生的故乡，其浓郁的徽州文化环境，对于影响胡适先生

世界观的形成，对于造就胡适人品性格，起到了终生的作用。胡适的成名在徽

州以外，胡适研究的主要群体也在徽州以外。解放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胡适故乡绩溪包括上庄，批判胡适，横扫胡适的浪潮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

无孔不入，甚至于有过之而无不及。坐落于上庄村的胡适父母及其祖坟，惨遭

毁灭，抛尸露骨，不堪入目。直至 1980 年代初，胡家祖墓的墓碑还搁置在胡适

的侄孙家中。那时候，虽然各项政策已经 始松动，但由于多年的批判所至，

人们依然谈胡色变，视若畏途。大量的胡适家书和胡适著作，散佚各处，并不

为人们所重视。胡适研究可以说是一片坚冰。笔者当年由于在岭北的（绩溪以

徽岭为分水岭，徽岭以南称岭南，徽岭以北称岭北）浩寨中学教书，又因为是

胡适侄孙们的朋友（1970 年代初，建皖赣铁路时他们住在我家并且在一起做民

工），所以有幸比较早的接触到胡适家族的一些史料，较早的认识到胡适的另一

面。笔者当时经常在胡家过夜，由于操一口流利的岭北话，相互之间沟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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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融洽。胡适的侄子叫胡思奇，我叫他“思奇公”，其时已经 70 多岁了，是

个耳背的老者，体格魁梧，头发雪白，人称“聋子”，甚是和蔼。他的两个儿

子分别叫毓凯、毓菁，也忠厚老实，因为在一起做了头两年的民工，所以关系

密切的很。那时他们对我说，他家楼上有好几苣篓废旧书籍字画，你喜欢看就

拿去看，要不就给个十来块钱，一起给你。虽然喜欢，但由于那时工资低，负

担重，笔者还是没有看。现在想来，真是有眼识得金镶玉，却无心去收藏这些

极有历史价值的徽州文书，因此成为为终身遗憾。 

现在悬挂于胡适故居的藏书画中，胡适父亲胡传的画像、胡适二哥胡绍之

的画像、胡适手书条屏《神灭论》等，均系临摹作品，还少一幅胡思永的《陈

老莲图》。说起这四幅书画原件来，却还有一段离奇曲折失而复得的故事。 

这四幅书画，当年都在胡毓凯、胡毓菁兄弟俩手中。1982 年的一个星期天，

我去他们家中，晚上住在那里。我们聊天至晚上十来点钟时，他们（已不记得

是谁）到楼上取出珍藏的一卷画下来给我看，我打 一看，里面是四张书画，

一幅是胡适手书的《神灭论》警句：“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

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右范缜神灭论中论旨，先公晚年日记中 称道之 适

之”这是笔者生平第一次看到胡适的笔迹。另一幅是胡适父亲胡传的画像，画

像栩栩如生，非常完整，唯题款诗被鼠尿蠹鱼毁坏不全，照录如下： 

1、嗟我才短拙，动与世龃龉。知由学术寡，自名曰钝夫。或言名固当，犹

未该其禄。举世高脱略，所病惟拘墟。束身如缚囚，是曰钝且迂。诗书难尽信，

风气时或殊。食古苦不化，是曰钝且愚。人心有机械，世路何崎岖。陷井不知

避，是曰钝且疎。忧患□至□，故态胡自如。诽讥□药汝，痼疾胡未除。行年

将四十，改遇难缓图。不知痛自艾，遑言涉世途。钝夫曰唯唯，子言良不诬。

斧斤顽钝者，摩厉□必须。气质未变化，学问终属虚。补拙无他道，请复事读

书。 

光绪己卯仲春钝夫自题   
2、闻自龙门游，学术窥真诠。清介拔俗者，衣钵君能传。今日展君图，丰

采恍翩翩。木榻应穿坐，图史手一编。更无他嗜好，闭户祛俗缘。嗤予瓦砾才，

分为世所捐。公事至偃室，挈予偕君前。千八诺诺中，直言无所偏。滴水知海

味，百为胡不然。翻复嗟才拙，摩厉定益坚。盛德斯若愚，欣慕为执鞭。        钝

夫宗大人玉照萑圃弟胡宝铎   

3、读书如有癖，立志已出群。况乃远负笈，从师东海滨。春风寻孔乐，夜

雪立程门（诏共兴化刘融斋先生讲学）。□□□□□，□□□□□，一生□虚度，

三载勤讨论。归来事田亩，农桑且躬亲（诏植桑八百株）。举世笑迂腐，置之前

固闻。闲时手一卷，乐此将终身。畸后书君志，尚反古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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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辰季春三月春题钝夫仁兄大人玉照   
西山弟曹向辰未完稿   

4、钝夫仁兄大人玉照 

天生绝特才，必有非常遇。来缚科名中，儒冠终生误。肉眼频相遭，美人

犹迟暮。我兹尚沉迷，君乃独警悟。玄年顾戊□，□长奋云步。初言试京□，

我殊为心瞿。如□□□墙，棘锢矧弹在。古调口耳畴，倾注君果□。□□□□

□，□□□□路（君入都汾族赴吉林客□□督办省古塔事宜吴大徵幕）上状筹

補边，赞书□进学。至此遂展布，骥足绻蹀躞。便邀伯乐子，求贤慰汤慕。墨

湲与铜符，优诏颁异数。边塞增长城，疆国度益固。但愿宽辔策，俾成铭竹素。

展卷睹君容，万里如相晤。  葛士清拜题  

胡适二哥胡绍之的画像清瘦精神，端座于书几旁，左手持书，右手扶膝，

凝神思索。这是一幅很好的工笔人物画像。第四幅就是胡适姪儿胡思永的画作，

师法陈老莲笔意，甚是到家。看了很长时间，我提出，这几幅很值钱的东西，

你们放在家里，迟早会坏掉。不如拿到县文化部门，请他们鉴定一下，然后收

藏起来，不致于流失掉。他们兄弟说，不如你给个十来块钱，这几样东西一起

给你算了。我家楼上还有一笸篓字画，你要要，全部给你。我心里知道这是好

东西，但是囊中羞涩，妹妹又跟着我读书，哪有钱买这个呀，舍不得！于是说，

还是我先拿去看看吧。他们兄弟见状，也就很大方地把四幅书画，一起交给我

拿到县城来观赏。笔者心里很高兴，就在他家找了张报纸，将四幅书画卷成一

个筒。第二天早上用绳子系在自行车前把手中，兴冲冲离了上庄，一路驰车，

奔往浩寨中学。车过宅坦葫芦岭，下坡时风驰电掣，泥沙马路又颠簸，四张画

不知什么时候从报纸筒中掉了下来。笔者只顾眼望前方，一路冲下坡去。车过

旺川，直到石家村头拐弯处，瞧见车轮头吊着的纸筒轻飘飘的，有点不放心，

遂用手摸了一下。这一摸不打紧，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来。吊在车轮头上的竟成

一个空纸筒了。这可如何是好。笔者立马下车往回寻找。找过石家村头，快到

曹诚英墓的地方，我看见从旺川方向走来一位年轻人，晃荡晃荡的手里提着一

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有的那种人造革拎袋，袋口伸出一个纸卷筒。笔者心里

一喜，莫不是刚才掉的东西？笔者紧走几步迎上前去，询问年轻人，您刚才在

路上可是捡到有一个纸筒，里面几张画？他说是的，是你的吗。诺，还给你。

笔者接过纸筒，心里那个感激呀，简直要下跪了，连说真是太感谢你了。他说，

谢什么，不消的（就是不用谢的意思），刚才在路上，这个东西先让我前面一个

老人家捡到了，他打 看看说太脏了，擦屁股都没用，就又抛掉了。然后我走

过去捡起来，看了看，觉得反正没用，拿回家反过来糊灶司老爷也好。就这样

拿来了，要不然，你还真找不到了。笔者是一连串的感谢，问他是哪里人，到

哪里去，干什么？他说是镇头瓦泥塘人，到鲍家去有事回来。他问笔者做什么？

怎么会有这个东西。笔者说是浩寨中学教语文的老师，没事时到上庄来玩，在

朋友家拿了这几张画去看看的。他说，我有个妹妹叫汪后芬，你认识不？哎呀，

那是笔者的学生，笔者是她班主任，我们真是缘份啊！笔者说，今天要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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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惨了。不管人家东西值不值钱，丢了就无法交待了。然而，他并未接受感

谢。这就是绩溪人的品质。直到今天，笔者仍然记着学生的这位哥哥和这件事。 

1982 年，我根据胡适侄子胡思奇及其子毓凯、毓菁提供的资料与《上川明

经胡氏宗谱》，写成《胡适家族源流考》一文，发表在当时的《黄山》旅游杂志

上，引起国内学界注意。绩溪县政协副主席兼文史委主任颜振吾先生看到本文

后，找到笔者，共同进行胡适资料的搜集整理，合作撰写出《胡适家世源流》

一文，发表在 1987 年《徽州师专学报》上。颜振吾先生从此走上胡适研究的道

路，并成为国内胡适研究的知名学者。由于拥有的资料不全及学识水平所限，

黄来生和颜振吾的文章发表后，抛砖引玉，一石激起千层浪，县内外许多学者

纷纷发表文章，引经据典，纠偏纠误，胡适研究一时热闹非凡，形成胡适研究

的热潮。胡世敏先生发表了《胡适家族源流考》质疑，徐子超先生发表了《对

颜非、来生（胡适家世源流）的辨析》；章飚、王福琪、洪树林、，章伟等编辑

出版了《胡适家书手迹》；绩溪县文化局供稿并由章伟、周慕军、程基昌注释，

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胡适家书手稿》。至 1989 年，颜振吾先生在绩溪县政

协支持下主编出版了《胡适研究丛录》，该书并获安徽省政协系统文史类书籍一

等奖。嗣后，胡成业先生编辑出版了 5集《胡适外传》和《适之诗文选集》、《胡

适格言》、《胡适读本》，并以数十年如一日的毅力，广泛搜集胡适研究资料，成

为安徽省内胡适资料收藏大家。还有胡适的亲戚柯莘麓之后人柯家骅，出版了

两种《胡适与故乡》，其妻子胡蜜蜜也写了一本回忆胡柯俩家情谊的书稿即将出

版。原黄山学院教授经传芳先生出版了《读胡适》；绩溪县胡稼民教育思想研究

会编辑出版的《会刊》发表了不少关于胡适的文章，该会还编辑出版了 30 万字

的《中国现代圣人胡适》，该书由洪树林先生主编；绩溪县徽文化研究会编辑出

版的《中国徽学》杂志，近年来发表了大量的胡适研究文章；此外，绩溪龙井

宅坦的胡维平先生编著出版了《胡雪岩胡适家乡家世》；胡适故乡的上庄村，出

了一本《上庄村志》，内辟胡适专门章节并首次披露了一些胡适秘藏资料；刘家

礼先生近期编著了《胡适妙语与思想》一书。 

1983 年初，笔者冒昧的给国家统战部和胡适的儿子胡祖望先生以及江泽涵

先生分别去信。给国家统战部的信大意是说，改革 放以来，党和国家对历史

上的一些重要人物的功过是非，已经能够比较客观的给予评价了，许多战犯均

已释放，像胡适这样的历史人物，也应该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其故居应予保

护（胡适的罪过总不比蒋介石的大，蒋的故居都是文保单位了）云云。给胡祖

望的信大意是祖国已经改革 放，不再是“文革”时期那样了。家乡已经变样

了，希望他回祖国看看。并附了“思奇公”的亲笔信。给江泽涵的信内容是说，

您是江冬秀的弟弟，能否在绩溪胡适故居保护问题上向国家统战部说说话，并

来绩溪走一走。此三封信发出约半年左右，时任绩溪县委书记的汪世理同志找

到笔者，转告了中央统战部办公厅的答复函大意，说周总理讲了，胡适是带着

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此事不宜。美国的胡祖望叫他的表兄弟程法德先生转

告笔者（笔者曾与程法德先生一起做了近两年的铁路民工）说，胡祖望先生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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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国内把他的弟弟思祖的遗骸找到，他便回来。此事也就免谈了。江泽涵教授

没有回信。随着改革 放和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胡适禁区逐步解禁。1987 年，

绩溪县政府将胡适故居赎回整修，并定位县级文保单位；1991 年 11 月，绩溪

县政府承办了由中国社科院主办的全国首届胡适学术讨论会，该县四大班子主

要领导均参加了会议；1992 年，以胡成业为首的绩溪徽学会第二期会刊出版

“胡适研究专版”，纪念胡适诞辰 100 周年，此后，该会又多次出版专刊，发

表胡适研究文章，在国内反响颇大；1992 年，笔者在陪同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的

杜宜瑾到胡适故居参观时，向杜宜瑾副省长提出胡适故居应作为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杜副省长当即表态，此事应当抓紧进行。随后，绩溪县政府即行文报省

待批。1998 年 5 月，安徽省政府批准胡适故居为省级文保单位。1994 年，绩溪

县政府筹备成立胡适研究基金会墍胡适研究图书馆，台湾绩溪同乡会并向该会

捐款 1万元；1997 年，胡适之子胡祖望先生向绩溪县捐赠一批胡适遗物。该县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出席“捐赠胡适遗物仪式；”在此前后，胡适好友章希吕

的后人章秋宜女士，向绩溪县政协捐赠了胡适与其父亲的往来信札；绩溪县文

化局也以各种形式，从上庄胡近仁的后人手中获得胡适与家乡亲友的往来信札

若干件；1997 年，绩溪县政府出资收购了胡适故居东侧老房子；1998 年，绩溪

县公安局将收藏的胡适遗物移交给该县文化局文物所管理；1999 年 9 月，由安

徽大学主办，安徽教育出版社、绩溪县政府共同召 “胡适学术思想国际研讨

会”；2000 年，胡适故居房屋征购结束，绩溪旅台同乡会为胡适故居捐款 8万

元；2001 年，胡适故居一期维修工程竣工墍胡适诞辰 110 周年学术座谈会在绩

溪召 ，国家文物局为该工程拨款 40 万元，内定为准国保单位；2005 年，绩

溪县关工委邀请胡成业先生到上庄中小学给部分学生作胡适的母亲和胡适童年

的读书生活演讲；2006 年，绩溪鄣山大峡谷旅游景区建立名人园，内设胡适半

身像及“适之轩”廊；2008 年，绩溪县政协副主席方灶义等在两会期间，提交

了关于筹建胡适纪念馆的提案，绩溪县委、县政府成立了胡适纪念馆项目的专

门班子，并作为 2008 年 11 项重点工程之一；同年 12 月 17 日至 18 日，中国社

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研究会与绩溪县政府共同召 “纪念胡适 117 周年座谈

会”；2009 年，绩溪县政府对上庄胡适父亲胡传故居进行抢修；同年，胡成业

先生再次应邀为上庄中学学生做胡适的童年生活与家乡教育演讲；9 月，中共

绩溪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将该县第三中学更名为适之中学；11 月，胡成业先

生设立个人胡适奖学金；12 月，该县胡稼明教育思想研究会主办了胡适诞辰 118

周年座谈会，并印行胡适专刊。2011 年两会期间，笔者与多名政协委员向大会

提交了数份提案，要求一是要召 一个纪念胡适 120 周年的报告会，二是要完

善充实胡适故居，三是要出版纪念胡适的书籍，四是要建立胡适纪念馆，五是

要积极争取胡适故居成为国保单位。到笔者撰写此文时，一、二、三项均已由

绩溪民间社团和政府部门共同努力完成，四、五两项正在努力，争取做到。这

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绩溪县政协自 1981 年成立以来，为该县的胡适研究做了大

量工作，对于推动绩溪的胡适研究，胡适品牌打造，贡献尤大，功不可没。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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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改革 放的环境，没有思想解放的前提，我

们不敢想象有胡适研究的今天。通过三十余年的解禁、研究，现在的绩溪人，

对胡适有了比较接近真实的了解，那个曾经被批判的面目全非的胡适，逐渐以

比较真实的完整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人们已经认识到，胡适是一位巨星般

的学者和思想家，为我们民族留下了一份极其丰厚的遗产，是一位在学术、教

育等诸多领域作出 创性贡献的学者，是一位不骛神奇，始终以平实的态度认

真思考中国现代化各种问题的思想家。 

限于各方面的条件，研究胡适的重点和群体以及成果都在绩溪以外，绩溪

的学人只不过是做了一些资料的搜集整理（部分）和零散的回忆性或胡与家乡

人交往的轶事传闻而已。其中成果较为突出的是颜振吾和胡成业二人。其他如

胡乐丰、胡家褆、章伟、章飚、洪树林、邵之惠、汪福琪、丁介辉、徐子超、

胡其佳、胡士敏、经传芳、柯家骅、胡蜜蜜、周慕军、程基昌、王俊賡、胡承

哲、胡维平、汪汉水、汪菊农、胡沛林、胡诚安、刘家礼、方静等，包括笔者

在内，都是只鳞半爪的涉及胡适研究，实际上也只是胡适资料的搜集编著而已，

并无系统研究成果。倒是旅外的绩溪籍学人，在胡适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其中 早的要算胡不归了。胡不归的《胡适之传》，是我们已知的 早的胡适研

究版本，该书写于 1941 年。然后就是胡适的同宗，绩溪荆州明经胡后人，终身

国大代表、著名书法家胡锺吾先生，他在 1962 年发表了《胡适博士上世源流及

生平事迹考》，此文是 早提及胡适家族先世源流的。经过 20 世纪五十、六十、

七十年代的风霜雨雪之后，是石原皋先生。他在改革 放之初的 1981 年，即在

安徽的《艺谭》杂志上连载《闲话胡适》，成为改革 放以后 早以回忆性散文

笔调，撰写胡适生平及其家族历史的文章，引起轰动。记得笔者当时曾经连着

抄了差不多半部,《闲话胡适》。1985 年，此书结集出版，嗣后又再版了二次。

继石原皋以后，是绩溪上庄人胡明先生，于 1989 年编选了《胡适诗存》，其后，

又编辑出版了《胡适选集》、《胡适诗论》（上下集）、《胡适诗存》修订本、《胡

适传论》、《胡适精品集》（1——16）、《胡适文集》（1——7）《胡适思想与中国

文化》以及论文《胡适整理文学遗产的成绩与偏失》等。还有程法德、冯志远、

胡应华、周起家几位先生，作为胡适的亲戚和同乡，也撰写了有关于胡适的文

章。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绩溪仁里人，人民出版社老社长、新闻出版工作者协会

老主席王子野先生，对于国内胡适研究的关心支持，促进了改革 放以后胡适

研究的发展。绩溪境内的和旅外的绩溪人，同全国各地学人一起，孜孜不倦，

数十年来，为打破坚冰，研究胡适，形成“胡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绩溪县徽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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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息 

 

胡适研究会举办“胡适先生逝世 50 周年座谈会” 

宋广波 

2012 年 2 月 24 日是 20 世纪杰出的思想家、学者胡适先生逝世 50 周年。

为纪念这位杰出的文化巨人，胡适研究会于胡适逝世纪念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举办了“胡适先生逝世 50 周年座谈会”。 

座谈会首先由本会会长耿云志教授致 幕词。耿会长首先回顾了大陆上历

次举办胡适学术研讨和纪念活动之情形。耿会长表示，我们从良心出发从事胡

适研究和推动胡适研究，是为了积极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进步。耿会长说，

我们今天举办这个纪念活动，一方面是纪念胡适先生，同时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重温胡适先生的思想遗产。耿会长颇为详尽地阐释了胡适在推广白话文、关于

思想道德革命、鼓吹个性主义、强调个人的尊严、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提

倡新教育、新学术典范的建立等方面的贡献。耿会长特别强调了胡适一贯主张

的和平改革思想，认为这一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与会的陈漱渝教授围绕如何推动推进胡适研究谈了自己的看法，胡明研究

员谈了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座谈会由胡适研究会副会长欧阳哲生教授主持，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胡明、梁景和、江丕桓、江丕栋、胡文立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举办纪念胡适先生 120 岁诞辰 

国际学术研讨会 

宋广波 

2011 年 12 月 17 日是杰出的思想家、学者胡适诞辰 120 周年。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于 12 月 16、17 二日，举办“胡适与自由主义：纪念胡适先生 120

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于 12 月 17 日早晨 9时，于台北南港胡适墓园（中

研院外胡适公园）举行致意典礼。出席这次国际研讨会的海内外专家共 2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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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時間：2011年12月16、17日（星期五、六）  

地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1樓會議室 

主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協辦：中華文化總會、中華新文化發展協會 

 

第一天 

報到  8:30—9:00 

開幕致詞  9:00—9:10 

場次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耿雲志 也談胡適的〈容忍與自由〉 

一 9:10－10:20 黃克武 
周質平 胡適論辛亥革命與孫中山 

張朋園

10:20－10:40  茶    敘 

呂實強 

（代讀）

淺論胡適的自由思想 

汪榮祖 當胡適遇到蔣介石：論自由主義的挫折 
二 10:40－12:20 張玉法 

陳三井 乘桴浮於海：論 1949 年胡適的抉擇 

黃自進

12:20－13:30  午    餐 

陸發春
新生活的觀念及實現——以五四時期胡適及 

《新生活》雜誌為討論中心 

何光誠 胡適與香港大學的因緣：改革大學的中文教學 三 13:30－15:10 呂芳上 

宋廣波 胡適與科學 

呂芳上

15:10－15:30  茶    敘 

雷 頤
名同實異：胡適的「整理國故」與大陸當代「國學

熱」比較 

黎漢基 胡適與當代新儒家——以徐復觀的論戰為線索 

陳以愛

江燦騰

薪火相傳：胡適初期禪學史研究的 新動態及其

作為跨世紀現代性宗教學術研究典範的傳承史

(1925-2011)再確認 

四 15:30－17:30 陳三井 

李曉波 夏道平對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經濟思路的反思 

潘光哲

17:30  會  議  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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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紀念胡適先生誕辰 120 週年致意典禮 9:00—9:30 

場次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簡明海 胡適自由主義的人生觀 

一 9:40－10:50 楊翠華 

段 煉 
「穆姑娘」的關懷：「五四」啓蒙思想中的新道德

觀研究 

丘為君

10:50－11:10 茶    敘 

黃克武 胡適與《文星雜誌》 

二 11:10－12:20 謝國興 

陳儀深 胡適晚年在台灣 

薛化元

12:20－13:30 午    餐 

水羽信男
中國自由主義分子的分歧：1930 年代的胡適和羅隆

基 

萬昌華 胡適國家政治體制思想的考察 

劉季倫

吳炳守 
胡適與中國的反共自由主義：中國自由主義的理念

化過程(1941-53) 

三 13:30－15:30 陳永發 

潘光哲 胡適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回應（1949-1952） 

許文堂

15:30－15:50 茶    敘 

江勇振 
胡適詮釋杜威的自由主義──以新發現的杜威在

中國演講殘稿為案例 
四 15:50－17:00 李又寧 

孫中曾 
思維真理：胡適、杜威哲學與中國在知識上的真理

重建 

葉其忠

五 17:00－17:30 李又寧 綜合討論 

17:30 會 議 結 束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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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 

“纪念胡适诞辰 120 周年胡适生平著作展” 

邹新明 

2011 年 12 月 14 日-23 日，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筹办的“纪念胡适诞

辰 120 周年胡适生平著作展”在图书馆阳光大厅展出。 

胡适是中国近代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政治史上 具影响，备受关注

的人物之一，众所周知，他与北京大学有着不解之缘，不仅生日与老北大校庆

同日，而且一生曾三度任职于北大，对北京大学贡献颇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胡适 1948 年底留存大陆藏书的主要部分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2011 年 12 月 17

日是胡适诞辰 120 周年纪念日，北大图书馆特举办此展作为纪念。 

此次展览的展板部分主要分十个阶段介绍了胡适的生平事迹，除了胡适的

照片外，还展出了胡适藏书中发现的一些珍贵的资料图片，如胡适澄衷学堂日

记，胡适藏书题记，《四十自述手稿》、胡适康奈尔大学本科毕业纪念册等。书

刊展览部分，借助北大图书馆在民国报刊和胡适藏书方面得天独厚的收藏，分

“白话诗”、“短篇小说翻译”、“文学革命”、“整理国故”、“古典小说

研究”、“禅宗研究”、“《老子》年代讨论”、“时政文章”、“教育文字”、

“《水经注》研究”、“著作版本”、“英文著述”等十三个主题，展出刊载

胡适论著的民国时期报刊、胡适著作各种版本等 160 余件，其中包括胡适藏书

中的自校本、题赠本等珍贵藏品。展览吸引了大量读者的关注，他们纷纷在留

言簿上留下观感，并对展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位读者留言可以代表很多北

大人的心声：“历史给现实启迪，图书馆的展览让历史浓缩在此刻，感谢北大！

让自己成为历史铭记的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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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物图片展》 幕纪实 

秦素银 

2011 年 12 月 8 日上午九时半，由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与台北胡适纪念

馆联合举办的《胡适文物图片展》在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所在地――北大红

楼隆重 幕。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张建新，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

评论》常务副主编胡明、著名作家梁晓声，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刘

金田，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郭加林，台北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李惠以及国家文物局各直属单位的领导、有关新闻

单位出席了 幕式。北京新文化运动运动纪念馆郭俊英副馆长、台北胡适纪念

馆潘光哲主任为 幕式致辞。施普林格出版集团亚洲有限公司编辑总监汤恩平

博士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社长吴浩向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赠送了两社联合出版的《胡适英文文存》。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共建单位北

京市第六十五中学的初一学生朗诵了胡适创作的两首白话诗——《梦与诗》、《拟

中国科学社社歌》，并演唱了根据胡适创作的诗《希望》改编的歌曲《兰花草》。 

当天下午，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举办了“胡适与新文化运动”学术座谈

会，耿云志、胡明、陈漱渝、潘光哲、台北胡适纪念馆管理委员会委员陈仪深、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广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图书馆馆长段梅，馆员茹静、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张红扬、研究馆员邹

新明，北京大学校史馆馆长马建钧、副研究员杨琥、蔡元培研究会秘书长助理

蔡磊砢，黑龙江大学教授、收藏家臧伟强、作家止庵、拟为胡适塑像的女雕塑

家李湘生、胡适亲属胡文立夫妇、江丕桓伉俪、江丕栋先生，安徽大学胡适研

究中心副研究员胡成业、安徽绩溪胡适故居的胡从，以及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

馆副馆长何洪，业务部秦素银、田丹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国家博物馆顾问夏燕

月和陈漱渝主持，耿云志、胡明、潘光哲、陈仪深等 16 位代表做了会议发言，

在将近四个小时的会议时间里，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就胡适对中国现代文化、

思想、教育史上的贡献，胡适资料的整理及应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耿云志作《胡适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发言，他认为胡适是中国现代史

上为数不多的既了解西方文化，又了解中国文化的人，胡适是 有资格谈论中

西文化融合，并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的人。胡适为了解决中国文化从古代

转型到现代，为了使文化和社会转型相配合，并建立起一种新文化，做了大量

工作，为我们 辟了道路，指出了方向，也示范了一些方法，这都值得我们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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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胡明作《怎样做好胡适布置的作业》发言，他认为胡适留给我们的思想遗

产有四条：一是积极 放的、既保持民族性也充分世界化的文化立场。二是实

事求是，服从真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相信任何没有充分证据东西的思

想方法。三是不苟且、不媚俗，独立审慎、负责任的言论态度。 后还有一条，

就是坚持民主、自由，主张循序渐进的社会改良，和平守法的宪政精神。作家

止庵以《胡适与新文学》为题发言，他认为胡适是二十世纪唯一能称为圣人的

一个人，能与孔子相题并论，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到写文章的标准到

现在仍有意义。陈漱渝以《胡适与瞿秋白》为题发言，他认为瞿秋白著名的文

集《王道诗话》中对胡适的评论是不符合史实的，阅读文学经典要以史实为依

据，才更有说服力。陈仪深以《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之间——青年胡适的抉择》

为题发言，他对胡适曾经说过的“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做出分

析，认为“不谈”就是不论政，“不干政治”就是不参政，“不谈”没能做到，

“不干政治”遵守了誓约，对于参政的情况也都需要具体分析。宋广波以《胡

适思想的现代意义》为题发言，他认为胡适的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思想、学术、

文化、教育方面的领袖人物，没有一个人的地位能和胡适相比，胡适的“学术

独立”思想，胡适对高等教育思想到现在都有现实意义。臧伟强以《胡适墨迹

市场走向探讨》为题发言，他认为近几年来胡适墨迹在拍卖市场呈持续走高的

趋势，表明胡适道德文章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胡文立以《从胡适的教育思

想谈当前的教育》为题发言，他通过阅读胡适文章反思了当今社会的教育问题。

胡成业在发言中讲述了胡适始终记得一句家乡话“徽州朝奉，自己保重”，意

思是自己成器，不受外界干扰。胡从在发言中讲述了胡适与胡近仁的交往及胡

适对家乡的关心，曾创办“上川胡氏阅报社”。田丹阐述了 1930 年代胡适在北

大的教育改革中的贡献。此外，潘光哲详细介绍了台北胡适纪念馆 发的“胡

适档案检索系统”的内容和使用方法。邹新明向与会代表展示了北京大学馆图

书馆藏胡适在留学期间曾读过的西文戏剧著作。茹静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图书馆藏胡适档案的数字化情况、江丕桓对胡适亲属情况进行了介绍。 

作为大陆有史以来 大的以胡适为主题的展览，《胡适文物图片展》自 展

以来受到专家学者、普通民众的一致认可，有些北京市民甚至多次来看胡适展

览，尽管展线只有 125 平米，但很多观众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两岸三地的媒

体，包括北京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台湾《中华时报》、香港中通

社等都对展览进行了报道。这些对于负责展览筹备的工作人员来讲无疑是个巨

大的安慰，同时，我们也深深感到，是胡适先生，是胡适对中国现代文化思想

史上的重要贡献吸引着大家，是胡适先生独特的个人魅力吸引着大家，真想再

次对胡适先生说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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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耿云志先生的邀请，笔者在此对《胡适文物图片展》的筹备、展览等情

况作一简要介绍： 

一、 展览筹备情况 

（1）与台湾胡适纪念馆的合作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自成立以后，先后推出了新文化运动主将蔡元培、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纪念展览。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中 重要的人物之一，纪

念馆曾拟于 2009 年推出胡适专题展览，已草拟了展览大纲，但后来由于场地限

制， 终没能举办胡适展览。2010 年，纪念馆再次把筹备胡适专题展览列入计

划。2010 年 5 月，台北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来我馆参观访问，初次谈到双方

可以在胡适诞辰 120 周年之际，合作举办胡适纪念展览，并由北京新文化运动

纪念馆草拟了《关于合作举办胡适展览的意向书》。2010 年 10 月底，纪念馆工

作人员赴台北胡适纪念馆实地考察该馆馆藏资料，并就 2011 年两馆合作事宜进

行商谈，落实了部分合作细节。 

2011 年 6 月，双方初步认可《“胡适文物图片展”展览协议书》，协议书中

明确了双方的工作内容，由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负责展览内容方案、形式设

计及全部的展览费用，台北胡适纪念馆负责对展览方案提出修改意见，提供展

览所需图片 38 件 41 张，胡适书法拓片四种，并协助新文化运动纪念复制文物

7件。11 月，双方正式签署了协议。12 月 8 日，胡适纪念馆提供的 28 张图片、

3件胡适书法，以及 6件复制品在展览中展出。潘光哲主任、陈仪深委员参加

展览 幕式以及会后召 的座谈会，并在会上分别以《深化“胡适研究”的新

工具：简介“胡适档案检索系统”与＜胡适藏书目录＞》和《文化运动与政治

运动之间——青年胡适的抉择》为题作会议发言，为这次两岸合作划上圆满的

句号。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与台北胡适纪念馆的合作，不仅使两岸胡适资源

得到整合，而且扩大了胡适展览的宣传，有些观众坦言，就是奔着台北胡适纪

念馆才来看展览的。 

（2）展览方案的制定 

展览筹备之初，考虑到胡适不同于其他新文化运动主将，有存留资料多且

相对集中的特点，在制定展览方案之前，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熟悉本馆馆藏之

外，先后前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鲁

迅博物馆查阅相关资料，了解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 2009 年入藏的“陈独秀致胡

适等信札”信息，并曾与安徽绩溪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取得联系，询问绩溪方

面有关胡适文物的收藏。 后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提供资

料图片 200 余张，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获许采集文物资料用于复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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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5 月，纪念馆完成胡适展览方案，为确保展览的学术水准，先后寄

给耿云志、孙郁等胡适研究专家，请其提出修改意见，并于 11 日召 专家座谈

会，邀请欧阳哲生、宋广波、夏燕月等对展览方案提出意见。座谈会上，几位

专家就展览方案的组织建构、内容取舍、说明文字等都提出了建议性的意见。

特别是欧阳哲生先生，他对胡适展览的整体架构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并将

长期以来收集的胡适图片一百余张无偿提供给纪念馆，用于胡适展览。 

为确保胡适展览在政治上不出问题，2010 年 8 月，纪念馆再次召 胡适展

览专家座谈会，邀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刘金田，中共中央党

史研究室研究一部副主任李蓉、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李耀申等对胡适展

览方案进行审察，与会专家一致认可了展览方案。座谈会后，纪念馆工作人员

进一步对展览方案进行了修改，并再次发给欧阳哲生、宋广波、孙郁、夏燕月

等专家，吸收他们的意见形成展览方案的定稿。 

之后，我们又把一万多字的展览说明翻译成英文。因为涉及许多专有名词，

胡适的著作又原本就有英文翻译，我们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查找胡适曾经使用

过的英文原文，并请台北胡适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帮忙查找胡适著作的英文翻

译。我们会为每次找到一个词的准确翻译而兴高采烈，比如 后确认《白话文

学史》翻译为“History of the Living Chinese Literature”，“整理国故”

翻译为“a Systematic and Critical Study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采用胡适自己的翻译，真是非常准确。 

二、 展览特色 

（1） 展览内容 

此次《胡适文物图片展》分“早年求学”、“文学革命”、“学界领袖”、

“学者大使”、“北大校长”、“晚年身影”、“亲情•友情”等七个部分。耿

云志先生在看过胡适展览之后评价说，这是一个“什么人都可以看的展览，什

么人都可以看得懂，什么人都可以接受，哪怕是对胡适有很深的政治成见的人，

看这个展览也不会特别反感，因为那都是真实的东西”，让我们很受鼓舞。我

们在筹备展览之初，就制定了“不对胡适本人做定位式评价，重在介绍照片、

文物的内容，使观众通过一图、一物的观赏，达到客观了解胡适的目的”的展

览方针。展览内容平实，客观，虽然包括了胡适的一生，但主要展示的是胡适

在近代中国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因为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办的胡适展览，

侧重展示了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成绩及其对北京大学的贡献。展览中的

“亲情•友情”部分展示了胡适的情感世界，胡适的婚姻、家庭、爱情，以及他

和其他文化名人的交谊都在展览中有所体现，向观众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胡

适之。事实证明，情感是每个知识层次的人都能接受的， 能打动人心，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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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分明显驻留时间较长。   

（2） 展品选择 

此次《胡适文物图片展》共展出 131 件实物、97 幅图片，整合了几家学术

单位的资源，集中展示了纪念馆几年来征集的成果。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成

立以后，大力收集胡适相关文物资料，比较重要的是 2003 年从钱玄同家属中征

集到的文物，其中包括一些胡适资料，如 1926 年 7 月胡适请钱玄同为汪乃刚标

点的《醒世因缘传》作序函、胡适执笔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手稿、

胡适题赠钱玄同的《尝试集》、胡适《论句读及文字符号》文稿及部分胡适著作

等，其中前三件被评为馆藏一级文物。今年 10 月，美国圣约翰大学教授李又宁

将珍藏的胡适致蒋介石信札捐赠给纪念馆。这些藏品均在此次展览中首次向公

众展出。这些展品中有四件复制品，其原件为黑龙江大学教授臧伟强的私人收

藏，臧教授特许我馆对其部分收藏品进行独家复制，用于展览、研究，这也是

我馆利用社会资源举办展览实施的新举措。 

展览中比较特别的展品还包括 2009 年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陈独

秀等致胡适信札”13 封，其中“1920 年 5 月 25 日陈独秀致胡适函”和“1921

年 2 月 1 日钱玄同致胡适函”为原件，展出 7天。这批文物是 2009 年国家文物

局通过行使“国家优先权”以 554.4 万元的高价从嘉德拍卖公司购买的。国家

文物局特许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对其复制，后移交给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收藏。

因为这是国家文物局首次行使“国家优先权”，曾在社会上引起轰动。这批文

物被人大博物馆收藏后，还未曾向公众展出，此次经国家文物局协调，人大方

面同意将其中的两件在《胡适文物图片展》中展出，实属难得。 

（3） 展品处理 

展览共展出实物 131 件，虽然多数为复制品，但是这些复制品我们是请经

验丰富的国家博物馆文献复制室专门制作，可谓制作精良，文物原件保藏单位

的人士都认为复制的很逼真，特别是 14 件胡适藏原版照片，没有用通常的喷绘

方式展示，而是按原装裱方式复制，让观众可以欣赏到原汁原味的老照片。展

览中涉及到照片一百余张，考虑到观众对照片中的每个人物都感兴趣，胡适又

“往来无白丁”，我们花大力气对照片进行了考证，尽我们所能把照片中的人

物、年代都标识出来。如“胡适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生合影”，可以断

定此为 1930 年代照片，照片前排有三位教员，其中两位是胡适和罗庸，另外一

位辨识不出，通过查询馆藏北大同学录， 后判断其为中国文学系教授郑奠。

又如“1924 年 2 月胡适等在中央公园合影”，原照片胡适只标明“聚餐会（中

央公园）”，没有时间，从照片中人物衣着看应在寒冷季节，查阅《胡适日记》，

没有记载。终于通过翻阅 1923 年到 1925 的《周作人日记》， 后确定照片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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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 1924 年 2 月。 

（4） 展览设计 

此次展览的展览设计也为我们赢得赞誉。我们邀请三家公司为胡适展览作

设计方案，请设计界专家对三家方案做出评估， 后认可金大陆展览装饰有限

公司的方案。展览在完全维持红楼原貌的基础上，大胆使用了喷有胡适书法、

照片的网格布作为展览背景，烘托出浓浓的书卷氛围。展览以黑白色调为主，

整体风格简约、清新、高雅。由于展壁是用钢管搭成架子，再绷上半透明的网

格布形成展壁，还可隐约看到网格布后的空间，整个展壁给人以轻盈通透的感

觉，避免了实体展壁带来的压迫感。展览还创新利用了红楼的窗户，在有窗处

连接展壁用网格布喷上胡适各时期的大幅照片，起到引入自然光和装饰的双重

效果。又因为特意选择了观众较少见的胡适生活照，胡适先生在不同的背景下

微笑着，使整个展厅显得更加温馨，起到进一步拉近胡适与观众距离的作用，

受到观众的普遍好评。 

展览于 1月 8日结束，在展览展出的一个月内，共有 3000 余人参观了《胡

适文物图片展》，180 余名观众热情为展览留言，观众充分肯定胡适展览举办的

必要性，有位观众观众留言：“内地举办举办这展，意义非凡，是尊重历史、

尊重知识，尊重人材的具体反映。”有很多观众认可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

求证”，不断在留言册上抄录这句话，认为这是永恒的科学精神与态度。观众

充分肯定这次展览，有一位观众留言说：“这次展览，展品丰实、精当、珍贵，

给我们极大的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十分感谢贵馆的辛劳。”观众的鼓励是我

们前进的动力，我馆拟于 2012 年把此展览浓缩使之成为常设展览，让更多普通

民众走进胡适，了解胡适。 

 

（作者单位：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胡适与徽州地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龚文雅 

2011 年 12 月 17 日是胡适先生 120 周年诞辰日，12 月 24 日下午，由黄山文

化书院、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徽学会、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绩溪县徽

学会联合举办的“胡适与徽州地域文化学术研讨会——纪念胡适先生诞辰 120

周年”在安徽大学召 ，安徽省社科联副主席洪永平、安徽大学校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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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群教授出席研讨会并发言，来自安徽省内各地的 40 余位学者和专家围绕胡

适与徽州地域文化主题,讨论了胡适先生的一生的学术与思想以纪念这位伟大

的先贤，纪念这位对我们民族文化史上有着不可磨灭贡献的历史人物。 

会议由黄山文化书院院长刘伯山主持,他以毛子水先生撰写的胡适先生墓志

铭作为 场词来概括胡适先生一生的事业：“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

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

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

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场致辞中，刘伯山院长回顾

了安徽的学术机构，特别是安徽大学自 1989 年以来 展胡适研究的情况，指出，

安徽省的学术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克服困难，一方面搜集散落在民间的大

量有关胡适的史料，另一方面是举办了各种有关胡适研究的学术会议，三十多

年来胡适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 

这次会议的形式是主题发言和自由发言相结合，40 多位与会者积极发言讨

论，气氛热烈。 

安徽大学历史系陆发春教授作了“20 世纪胡适的历史贡献及安徽学术界的

责任”的主题发言，指出 2011 年既是辛亥革命爆发 100 周年，也是胡适诞辰

120 周年，同时辛亥革命还是胡适参与改良中国社会的逻辑起点。胡适早年在

上海求学时期发表在《竞业旬报》上的文章就流露出他的反清思想并同情革命

党人；武昌起义后，胡适是 早在美国的报刊上为中国革命和新建立共和制度

辩护的一位中国年轻学人。此后胡适先生在四个方面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做出

了自己的贡献。首先是发起新文化运动。如果说蔡锷等人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

护国运动是政治上的弃旧，那么胡适、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则是文化

上的启新。1917 年胡适发表在《新青年》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等共

同掀起了一场白话文学运动，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青年一代都受到了胡适、陈独

秀的启发和引导。胡适在这场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在学术界是公认的，既有运动

兴起阶段的倡导之功，又有新文化过程中的驱动引擎之力。胡适既是新文化运

动的理论指导者，又是这一运动忠实的实践者。而倡导白话文对近代中国人思

想世界和文化生活的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二要历史的看待胡适坚定倡导

的中国要充分的世界化，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观念主张。胡适能不顾他人非议明

确指出中国必须融入全球化这条道路，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只有

真正的融入世界才能摆脱贫困落后，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特别是 2001 年中国

加入 WTO 以来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进一步的显现了向西方学习、充分地世界

化，融入全球化这条道路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必由之路。第三，胡适在中国近

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历史影响。1950 年代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中国文化界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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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学、文学、哲学史、文学史、红学、考据学等诸多方面全面的批判，从

批判胡适所涉及的学科可以看出胡适的学术影响，几乎触及到近代中国人文学

科的许多重要领域。胡适还参与了自新文化运动到他离 中国大陆以来几乎所

有重要的思想文化论争，包括问题与主义论争、科学与玄学论争、知与行的论

争、民主与专制论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自由主义与第三条道路的论争等，

他所持的立场与观点影响了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第四，胡适与近代中国政治

的关系。胡适一辈子主张渐进改良、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反对暴力革命、

主张和平理性，在面对政治强人的时候亦能基本不改其政治主张，例如 新公

布的《蒋介石日记》中关于胡适的记载和蒋氏的内心评价，就值得回味，对学

术界思考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有较好的启发。陆发春教授强调作为安徽学人，

有责任对胡适的历史文化遗产作进一步深入挖掘。 

安徽大学哲学系党委书记王国良教授作了“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整理”发言，

认为，胡适可以看作是新儒家，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钱穆、唐

君毅、牟宗三等人被海内外公认的新儒家代表，而胡适却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位

主张全盘西化者，其实胡适努力使中国文化充分地世界化，其 根本的目的在

于使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胡适提出要“重新评定一

切价值”，进而要求进行整理国故，而整理国故的目的在于再造文明，中心的目

的还是在于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使中国文化现代化，为此胡适尝试着从中国

文化中发掘民主和自由的资源，中国思想史上的墨子、杨朱、桓覃、王充、范

缜、韩愈、李贽、颜元、李塨等也具有一个自由的传统。胡适始终希望把新文

化建设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看作是再造新文化的手段。

胡适在早年出国留学之前就已经阅读了大量清代考据学的著作，受到了良好的

考据学的训练，因此，在他进入杜威门下，信奉实验主义哲学思想前，他的思

想中就具有了使中国学术研究科学化的种子，在接受实验主义哲学思想之后，

胡适将实验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结合改造中国传统学术研究

方法，因此很自然的将实验主义哲学引入中国。胡适一生用力 勤的就是将科

学的方法运用到中国学术研究中，他反复的强调研究学术、思考问题的关键在

于方法。胡适对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真正兴趣还是在杜威的方法论，而不是杜威

的其他学理。胡适还继承了朱熹为代表的“宋学”思想，主要是格物致知、怀

疑辨伪的精神，他认为读书要带有酷吏的精神，不得留丝毫情面。“读书应在不

疑处有疑，做人应在有疑处不疑。”胡适在回忆和总结自己的学术方法时说道：

“我想比较妥当点的说，我是从考据学方面入手，逐渐学会了校勘学和训诂学。

由于长时间研究中国古代的典籍，逐渐学会了这种方法，所以我要总结我的经

验的话，我 早的资本就在于我早起在朱注中所受到的训练，朱熹的宋学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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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治汉学 拓了道路。” 

此外，王国良教授指出胡适还继承了戴震的思想和并大力倡导新皖学，对此，

刘伯山院长评价为：“胡适及胡适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他是源于中国文化的

背景特别是徽州特殊的地域文化。”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徐道斌博士则从胡适与徽州学术角度来阐述胡适所

承受并发扬的皖派学术思想，胡适对徽州地区现代学人和学风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 

绩溪县徽学会会长黄来生的发言讲述了三十多年来的胡适家乡的胡适研究

状况。指出，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在建国后的头三十年，绩溪县对胡适也曾

展 过猛烈地批判，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量的胡适个人和

胡适家族的遗物和资料惨遭破坏，六十年来，绩溪县对胡适的认知，由从批判

胡适到研究胡适，再到 发和保护胡适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现在

胡适已经成为了绩溪的名片之一。特别是 近三十年来，绩溪县逐渐征集散落

在绩溪县各地的相关资料并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修缮和保护胡适故居，但由于

种种原因，胡适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 拓。 

 

《新安晚报》记者章玉政的发言题目是“从新发现的胡传的资料看胡适的做

人观念的培养”，从 近发现的胡适的父亲胡传早年参加一次科举考试的试卷分

析入手，阐述了胡传为人治学的人生价值取向，同时指出试卷中的这些观念也

反映在胡传为胡适亲自编订的童蒙教材《学为人诗》、《原学》中，而这对于我

们理解胡适做人观念有所帮助。 

绩溪县徽学会的胡成业在会上向与会者讲述他三十多年来对胡适资料的收

集与研究情况。多年来，胡成业先生作为一位民间胡适的研究者，始终关注着

有关胡适的各种资料，特别是出自徽州地区的资料。老先生 后引用傅斯年的

话说道：“‘英国有学不完的莎士比亚，中国有讲不完的胡适’。我们也做不完胡

适研究的书。” 

研讨会还特别邀请了绩溪县上庄镇党委书记胡广义参加了会议，他向与会的

专家学者介绍了上庄镇对胡适故居的保护和对胡适历史文化资源挖掘的情况。 

在自由发言阶段，与会学者展 了热烈的讨论。安徽大学哲学系裴德海教授

提出胡适的一生都在探索如何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结合，他的这些探索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这对于我们

今天处理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黄山学

院的方利山教授主要从胡适的思想对当下中国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他认为在

党中央提出要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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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胡适对中国文化近代化探索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当代人重视。安徽大学

哲学系主任张能为教授从对西方哲学的研读中指出，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

对中国近代思想的转换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只有语言的现代化才能实现思想

的现代。欧洲国家在近代也出现了一场本民族语言代替古老的拉丁语的语言变

革运动。在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中，文言文无法承载现代文化所包含的信息，

胡适对废除文言文推行白话文的努力是应该肯定的。张能为教授认为实验主义

哲学对当代西方后现代思潮有着重要的影响，西方当代哲学界也 始重估实验

主义哲学价值，因此当下对胡适的研究，也有必要认识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思

想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 

安徽财经大学汪雷教授指出当代研究胡适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胡适作为一位徽州文化培育出来的思想家，因此安徽人有必要通过研究胡适来

更深地认识徽州文化。二是胡适的道德人格和个人操守对当代学者的道德修养

具有重要的价值。 后，汪雷教授认为当下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政治

体制改革势在必行，重新认识胡适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价值，研究胡适的思想对

于当下中国政治改革有重要的启发。 

省社科联副主席洪永平讲述了自己参加安徽省文化考察团参观“中央研究

院”和胡适纪念馆的经历和感受，指出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要大力发

展社会主义文化，胡适的思想、道德人格和他对中国文化的近代化的探索，对

当下中国文化的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李仁群教授在 后的发言中指出，在当下的语境之下反

思和深化对胡适的研究，是学术界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胡适身上反映出两个值

得思考的问题，一是胡适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家，他一直试图不谈政治，但他

又从来离不 政治。二是胡适的许多研究成果极富冲击力，但是后来大陆、港

台许多学者又认为胡适的思想很肤浅；胡适的重要学术著作 风气之先，但很

快又被学术界思想界所抛弃，之后又是胡适的思想时时被人提起。这种现象本

身就值得研究。著名学者林毓生认为胡适试图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但胡适

反传统背后还是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以思想或文化来解决问题”，但胡适所提

出的问题在他们那一代并没有得到解决。对此，李仁群教授认为林毓生的观点

值得商榷。胡适所提出的是他那一代学者未必能够解决的问题，也未必有条件

解决。胡适并不是仅“以思想或文化来解决问题”，胡适一方面既强调思想文化

转换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他也十分强调现代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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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溪县举办胡适先生诞辰 120 周年纪念活动 

黄来生 

为纪念胡适先生诞辰 120 周年，由绩溪县徽文化研究会、县政协文史委和

县适之中学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联合举办了“胡适先生 120 周年诞辰纪念座谈

会”，中共绩溪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出席会议，原宣城地区副专

员、宣城市敬亭山诗词学会会长应邀出席会议。胡成业在纪念座谈会上作了《世

界的胡适》的专题报告；胡其佳先生作了《绩溪县胡适研究的破冰之旅》的专

题报告。应邀参加会议的还有胡适故乡上庄镇、绩溪县教体局、绩溪县文广新

局领导和县内各学术团体负责人，胡适研究爱好者以及适之中学的部分教师

等。县徽文化研究会会长黄来生主持会议，适之中学校长周千方致辞。2012 年

12 月 17 日，由该县文广新局组织进行的上庄胡适纪念馆改陈（即改造重新布

展）工程竣工墍 馆仪式举行。同时，绩溪县徽文化研究会出版《中国徽学》

纪念胡适专刊；胡成业先生《胡适外传》第五集和洪树林先生主编的《中国现

代圣人胡适》出版发行。 

 
（作者单位：绩溪县徽文化研究会）



 

《胡适研究通讯》征稿启事 
 

为了推动胡适研究，保持和加强胡适研究会会员和关心胡适研究活动的朋

友之间的联系，胡适研究会将于 2008 年 始，刊印《胡适研究通讯》。 

《胡适研究通讯》的内容主要是：汇录海内外胡适研究的各种信息；刊登

胡适研究短论、书评；刊登胡适的未刊文献；登载重要著作、文章的内容摘要；

报道胡适研究会的工作等等。热诚欢迎胡适研究会会员和海内外热心胡学的朋

友们踊跃赐稿。 

《胡适研究通讯》每年编印四期，每期 3—5 万字，将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

（即每年的 2、5、8、11 月）印行。 

《胡适研究通讯》为仅供学会会员阅看的非卖品，系内部印刷物，不公

出版、发行。每期印制 200 份左右。 

因我们财力有限，因而凡被《胡适研究通讯》采用的稿件，一律不付稿酬。

但作者可将其文稿再投给其他报刊。 

《胡适研究通讯》由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先生负完全责任，由宋广波负

责征稿、编辑、印制及邮寄等事宜。 

《胡适研究通讯》是专门为有兴趣做胡适研究的朋友们创办的一个学术园

地。我们相信这是大家所共同期盼的，能够得到大家的爱护和支持。 

 

 

联系人宋广波通讯方式： 

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宋广波收（邮编 100006）； 

电子信箱：hushi911217@126.com 

 

                     胡适研究会   2007，1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