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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概念的工具主义 1 

 

胡  适 

 

I
1
 

多年以来，我一直强烈地希望看到实验主义

（Pragmatism）学派发展出一套政治哲学。遗憾

的是，我的这个期望落空了。实验主义运动的所

有阶段——这一最伟大、最重要的哲学运动足足

跨越了六十多年的时间，——都没能产生一套与

皮尔士（C. S. Peirce）、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实验主

义的基本信条相一致的政治哲学。 

皮尔士和詹姆斯对于社会政治难题都不太

有兴趣。至于杜威，虽然他一直对他所处时代的

社会政治问题及运动保持着强烈的兴趣，也就此

思考了很多，写了很多，然而，奇怪的是，他从

未有意识地去发展出一套一般的、系统的政治哲

学，而这套政治哲学可以被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实

验主义或他本人的特殊意义上的工具主义的一个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我在别的地方2已经指出过，杜威博士没能

发展出一套政治哲学，很可能要归因于他“方法

论上的排斥（methodological aversion）”，也就是

他所谓的社会探究中的“概念的方法”，3——这

种说法实际上等同于认为一种一般的社会政治哲

学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1919 年，杜威

说过： 

“我们想了解的，是这个或那个由个人

组成的集体，是这个或那个具体的人，还有

这个或那个独特的制度和社会组织。由于这

样一种探究逻辑，传统上所接受的逻辑就取

代了对概念的意义及其相互间辩证关系的讨

论。那种讨论应该根据这个国家、这个个人、

制度本身的性质以及一般社会的性质来进

行。 

“我们在解决家庭生活中那些具体的

困惑需要指导的时候，碰到的往往是关于家

族的许多专题论文，或者关于个人人格神圣

性的一些主张。我们想了解处在特定时间和

地点条件下的私有财产制度的价值时，会碰

到蒲鲁东（Proudhon）的所谓财产一般是盗

窃的回答，或者黑格尔的回答：意志的实现

是一切制度的目的，而私有权作为人格对于

物质性的控制的表现，是这种实现所必需的

要素。这两种回答可能对于特定情境有某种

启发性。但这些观念的提出，并不是因为它

们对探究某些特定的历史现象可能有所价

值。它们是一般性的答案，被认为具有一种

包括和支配一切特殊实物的普遍性意义。因

此，它们无益于探究。它们终结了探究。在

解决具体的社会困难时，它们不是被运用和

被检验的工具。”4 

1938 年，在讨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样传

统类型的思想相关的方法逻辑时，杜威再次提出

了同样的批评： 

“从逻辑学方法的立场来看，所涉及的

这些观念并未被看成是在现象观察和整理过

程中所用到的诸多假设，故而有待于受到据

此行动而产生的结果的检验。它们被看成是

已确立的真理，故而是不容置疑的。此外，

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观念的建构并不与特定

时间和地方所存在的需求与紧张相关，或者

是被当作解决彼时彼处的苦难的方法，而是

被看成一些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则。 

“支持这一立场的一个充分的理由是，

如果它们是根据在某种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环

境（例如，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大不列颠）

中的可应用性来建构和阐释的，那么，它们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与那些历史环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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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指导性的、可操作的假设。然而，

在这个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却妨碍了用特定

时空的词语来进行阐释。”5 

我能领会、甚至是拥护这种方法论的价值，

即，总是根据每一学派的时空环境来研究历史上

的思想学派。但我必须承认，如果严格遵循杜威

博士的社会探究逻辑，将会完全排除掉创建关于

“这个国家、这个个人、制度本身的性质以及一

般社会的性质”的一般社会政治理论的可能性。

这是因为，虽然社会和政治的理论研究应该并且

在历史上确实是来源于为一个特定时间和地方所

存在的苦难提供补救办法，然而，那些提议几乎

总是被当作好像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则”

一样而提出。这一假定的普遍性的特征便是把社

会政治哲学（就此而言，所有哲学）和由国会议

员所提出的一项特殊的紧急法案区别开来的东

西。我们必须记住，往昔时代的哲学家们并不是

国王或立法者，甚至不是能对公共观点产生巨大

影响的人。他们通常是一些没有机会把自己的观

点付诸实践应用的人；所以，不能指望他们能够

通过据其提议行动所产生的结果来对提议进行检

验。他们写下理论，常常只是徒劳地希望：在不

太遥远的未来，一些理论可能会赢得一些君主或

政治家的关注，并被其所接受。所以，这些哲学

家们不得不预先假定“时空环境”无足轻重，假

定人性是相同的，故而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社

会政治制度并没有天壤之别，从而使得他们的理

论具有可应用性。他们必须为所有人、为所有时

代思考和谋划。 

此外，关于“这个国家、这个个人”等等需

要有明智的、科学的概念，就像关于“真理”、“善”、

“美”、“上帝”、“宗教”等等同样具有科学的一

般性观念一样。如果一位哲学家讨论“真理是什

么？”是适宜的，那么，对他来说，试图回答这

样一些问题无疑也同样是合法的：“国家是什

么？”、“法律是什么？”“权利是什么？” 

我们正在见证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社会政治

剧变。在国内压迫和国外侵略的具体行径背后，

存在着被深入反复地灌输进男男女女思想中的武

断、权威的社会政治哲学主张；正是这些主张，

激发并推动了那些行径。例如，他们被教导说，

“国家就是威权(The State is Might)”；6 “国家

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7“个

人没有自由；只有民族、国家或种族才有自由。”

8 如果其社会探究逻辑并不允许这些哲学家们沉

迷于“不与特定时间和地方所存在的需求与紧张

相关的”一般性概念的话，他们不是忽视了所有

这类挑战么？ 

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在社会政治

探究中使用一般性观念的方法论上的厌恶，使得

杜威博士和他的大多数同事及追随者不愿去发展

出一套一般性的社会政治哲学体系，而这套体系

是从工具主义和试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哲

学中逻辑地推演出来的，并且与后者融贯一致。 

我还认为，发展一种一般的社会政治哲学与

杜威博士的逻辑方法并不矛盾，因为据此产生的

哲学并不被看作是一套包含绝对最终真理的封闭

体系，而只是一套由可验证的归纳所构成的体系

——这些归纳是通过对事实的仔细观察和研究而

做出的，作为假设可能对未来观察和研究事实有

指导和控制的作用。 

接下来，我将提出一些一般性的观念。依我

浅见，这些观念可以被逐渐发展成一种社会政治

哲学纲要，而这一纲要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政治

的工具主义”。 

 

II 

我将从可能被视为政治工具主义中心观念

的那些观念谈起，即，政治制度——法律、政府、

国家——是人为了实现一定的人类目的而发明的

工具。 

人为实现各式各样的目的而制造出各种各

样的工具来从事形形色色的活动；故此，柏格森

把人称之为制造工（Homo Faber），也就是制造

工具的动物。从石器时代最粗陋的人造物到最复

杂的现代机器，工具总是用来实现某个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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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每种工具都包含有两种基本要素：其一，

关于实现预期目的的方式或手段的想法；其二，

这一想法以某种物质的、实践的方式体现出来。

当一种工具能够令人满意地实现预期目的时，它

就是好工具；但它常常会被修正和改进，因为具

有创造力的人能够发现种种方法来使得它更为有

效；只有当它不再能完成人们所要求的任务，或

者能够设计出一种更完善、更有效的工具来取代

它时，它才会被抛弃不用。 

社会政治制度也是同样意义上的工具：它们

是或多或少被有意识地设计出来以实现那些或多

或少有意构想的目的的工具。法官、国王、法律、

政府、国家都是这样的工具，是人们为了实现某

些目的而发明和发展出来的工具——这些目的仅

靠个别和分离的个人无法令人满意地达成。作为

为实现某些确定目的而设计的工具，据其在实现

计划目标或预期目的时的成败，它们同样需要接

受评判、估量或谴责。 

很容易就能发现，从最古老的汉谟拉比法

典、摩西律法到我们今天的各种法律和宪法，法

律确实是为了实现某些确定的人类目的而被有意

识地设计出来的工具。不必探寻人类社会起源的

人类学解释，我们就能断言，就我们对统治古代

社会的仪式、礼仪和推选及继承的规则的了解而

言，甚至那些原始、古老的政体或许也能被视为

为实现确定目的而精心设计的工具——尽管这些

目的可能是为了确保某种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永存

不朽，或者是针对某个具有威胁性的敌对部落的

共同防御。 

过去三百年间，在成文和公开颁布的宪法的

基础上产生或改造出了现代国家和政府，这自然

是政治制度的工具主义观念的最佳例证。人们甚

至可能提出，关于制度的某种形式的工具主义观

点一直是过去三百年来民主运动的政治哲学——

公开宣称或无意识中奉行的。因为，肇始于十七

世纪两次伟大的英国革命、已经彻底变革了全世

界政治生活的伟大的政治民主运动，本质上是一

场自觉创建和构建为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服务的政

府的持续不断的运动。 

据说，在 1688-1689 年的英国革命中，根

据革命的原则，英国人民获得了三项基本权利： 

1. 选取他们自己的政府官员。 

2. 罢黜渎职的官员。 

3. 建构一个为他们服务的政府。 

但在美利坚共和国伟大的历史文献——《独立宣

言》、1776 年的《美国宪法》、1781 年的《联邦

条例》、1787 年的《联邦宪法》——中，我们会

发现有意识地创建政府的更明显的例子。 

1776 年的《独立宣言》把政府是为确定目

的而设立的原则定为不证自明的真理：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

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

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

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

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

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

破坏这些目标，人民就有权利去改变它或废

除它，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

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力的方式，务必使人民认

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保障他们的安全与

幸福。” 

1787 年宪法体现了从所谓美国历史上“关键时

期”的政治经验中所学到的教训，在其序言中修

正并扩大了这些“目的”： 

“我们合众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更完善的

联邦，树立正义，确保内部安宁，提供共同

防御，增进公共福利，并保证我们自身和子

孙后代永享自由的幸福，特制定美利坚合众

国宪法。” 

这两份历史文献中都隐含着这样的政治哲学，即，

政府是为实现某些确定的人类目的而建立的。每

个人或每个团体所构想和认可的目的可能各不相

同，就像杰弗逊派和汉密尔顿派在美利坚共和国

最初几十年所具有的分歧那样。但最重要的是，

尽管他们对政府目的的看法有所差别，但他们都

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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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形式是一个关于选择的问题，而一个民族有

权利“废除它认为不方便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建

立符合其利益、性情和福祉的政府。”9 

实际上，美利坚共和国的国父们完全意识到

了他们正如此自由和慎重地从事着前无古人的事

业，即，深思熟虑地创建政府和国家。“我们的革

命”， 托马斯·杰弗逊说，“是在更有利的基础之

上开始的。它呈给我们这样一本纪念册：我们可

以在上面自由地写下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不必

去探查陈腐的档案，也不必去搜寻皇室的羊皮纸

文档，更不必去调查半野蛮的祖先的法律和制度。

我们求助于自然的法律，发现它们就镌刻在我们

心中……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弗吉尼亚州人，现

在也定居在这里。弗吉尼亚州不仅是联邦的第一

个州，也是——我认为我可以这么说——地球上

的第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让明智的人们和平地汇

聚在一起，共同制定了一部根本性的宪法，并付

诸文字，置诸档案，让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向其

文本求助。”10 

托马斯•潘恩更加断然地表达了同样的情

感。他宣称：“美利坚的情况和环境让他们好似处

在世界之初；考虑到我们今天才出现的一些事实，

我们对政府起源的探究就简化了。我们不必漫游

到昏暗朦胧的古代去探索信息，也不必去冒险揣

测。我们一下子就被带到了那一刻，亲眼目睹政

府初创，似乎我们生活在时间的源头一般。真正

的书，关乎事实而非历史的书，直接呈现在我们

面前，未被传统的骗术或错误弄得支离破碎。”11 

我们这些生活在此类革命性、划时代的事件

之后 150 年的人，已经如此习惯于宪法的制定与

修改、政府的建立与改造，以至于我们从未能够

完全理解那些真正标志着“世界之初”的事件所

具有的惊人的历史重要性。然而，像杰弗逊和潘

恩这样的当时的政治思想家们完全意识到了：他

们所从事的新的政治生活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哲

学。在回答吉莉安（Gillien）所译的亚里士多德

的《政治学》有何优点的问题时，杰弗逊坦率地

说： 

“那时、那些人的社会与现今、我们的社会

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所以，我认为从他们论

述政府主题的著作中所能得到的教益是微乎

其微的。他们只是具有个人自由相当重要的

观念，却对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最佳政府结

构一无所知。他们也不知道民主制（唯一纯

正的共和国，但超出一个镇的范围就变得不

切实际了）和把自己弃诸不受人民掌控的贵

族制或僭主制之间存在着中间项……代议制

民主这一新原则的引入使得几乎所有关于政

府结构的著述都失去了价值；并且，在很大

程度上，这减轻了我们对以下这些情况所感

到的遗憾：如果亚里士多德或其他任何古人

的政治著作散佚了，或未能被忠实地翻译出

来、解释给我们知晓……”12 

从诸如前面杰弗逊和潘恩的引文这样的政

治论述之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政治哲学的起

源：这不仅仅是自觉、慎重地建立和改造政府的

时代的荣光，也不仅仅是宣告和定义了创建政府

的“目的”，还承认了最佳“政府结构”对实现新

近所认可的国家目的的重要性。因为政治制度是

实现确定目的的工具，故而，其工具性的成功和

有效有赖于对旧结构的自觉修正和改进，如果需

要的话，还有赖于发明新的结构。自觉地定义政

府的目的，并慎重的设计出最佳政府结构来予以

实现，这就是政治工具主义。 

 

III 

威廉·詹姆斯对实验主义所说的话可以用来

描述政治工具主义：“它不过是一些旧思维方式的

新名字。”我已经指出，政治工具主义暗含在美利

坚共和国国父们的政治思想之中。美国在代议制

民主方面的成功经验激发了欧洲和英国的改革

者、革命者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展开类似的努力。

这些理想主义的改革者们甚至在面对法国大革命

的失败时也仍然热情不减。在英国，由边沁、詹

姆士·斯图尔特·穆勒、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等人领导的改革运动贯穿了十九世纪的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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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和平的民主手段取得了显著的胜利。在这

些功利主义改革者们的著作中，我们常常能发现

我在这里称之为政治制度的工具主义观点的类似

表达。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代议制政府》第

一章的开篇段落就包含着对这一观点的一个非常

著名的阐述。穆勒试图概述关于何为政治制度的

两种相互冲突的观念。他说，一切有关政府形式

的思考，都带有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学说或多或少

彼此排斥的特征。其中一种可以称之为“政治的

自然主义观点”，认为政府“不是做成的，而是长

成的”，并认为“一个民族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从

人民的天性和生活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的产物，

是他们的习惯、本能和无意识的需要和愿望的产

物”，而“非选择的问题”。 

穆勒没有给另外一种学说命名。这种学说正

是我所谓的政治制度的工具主义理论。根据这一

学派的看法，“政府严格地说是一种实践的艺术，

除了实现目的的手段之外不会引发其他任何问

题。政府的形式和达到人类目的的其他手段类似。

它们完全被看作是一种发明创造的事情。既然是

人制作成的，当然人就有权选择是否制作，以及

怎样制作或按照什么模式去制作。按照这种看法，

政府是一个问题，应和任何其他事务问题一样加

以处理。第一步是明确政府所须促进的目的。接

下来，是研究什么样的政府形式最适于实现这些

目的。在做到了这两点并确定了将最大好处和最

小害处结合起来的政府形式之后，剩下的就是争

取国人 同意我们私下得出的意见。发现最好的政

府形式，劝说别人相信它是最好的，然后鼓动他

们坚持这种制度，就是采取这种政治哲学观点的

人们心中的一系列想法。他们就象看待一部汽犁

或一部打谷机那样（程度上有所不同）来看待一

种制度。” 

在此，穆勒显然试图阐述一种功利主义者或

他青年时代的哲学激进派所或多或少共同信奉的

信条。但他无疑在读者心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即，穆勒，这位激进的改革者和民主主义者，更

偏向于把政治制度看作“为实现人类目标”而发

明出来的人类产物——与“一部汽犁或一部打谷

机”类似。他坚定地认为，在某些条件的限制之

内（书中也论述到了），“制度是一个选择问题”。 

“让我们记住”，穆勒继续为这一学说辩护，

“政治制度（不管这个命题是怎样时时被忽视）

是人的劳作；它们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

的意志。人们并不曾在一个夏天的清晨醒来发现

它们已经长成了。它们也不象树木那样，一旦种

下去就‘永远成长’，而人们却‘在睡大觉’。在

它们存在的每一阶段，它们的存在都是人的意志

力作用的结果。所以，它们象一切由人做成的东

西那样，或者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在它们的

制作过程中，可能运用了判断和技能，也可能恰

恰相反。”“抽象地（如人们所说的）研究最好的

政府形式，不是空想，而是对科学智能的高度的

实际运用；而把最好的制度引进任何国家，是实

际努力所能专心致志的最合理的目标之一，只要

在这个国家的现有状况下这种制度能够在相当程

度上满足这些条件。……我们不能使河水倒流；

但我们并不因此就说水车‘不是做成的，而是长

成的’”。 

“认为由于在社会中掌握权力的人到头来

也掌握政府的权力，因此企图靠影响社会舆论来

影响政府的构成方式是徒然的这种看法，就是忘

记了舆论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积极的社会力量。

一个有信仰的人和九十九个仅仅有利益的人具有

同等的社会力量。人们只要能成功地创造出这样

一种普遍信念，即认为某种政府形式、或任何一

种社会事实值得选择，就朝着纠集社会力量到他

们那一边迈出了可能采取的几乎是最重要的一

步。当第一个殉教者在耶路撒冷被人用石头打死，

而后来成为这个异教徒的使徒的那个人却站在

‘赞成他死’一方的那一天，有谁会认为被打死

的那个人的一派在彼时彼地是社会中最强大的力

量呢？后来的事件不是证明了他们是那样的吗？

因为他们的信仰是当时存在的最强有力的信仰。

同样的因素使威顿伯格的一名僧人在沃尔姆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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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议席上变成比查理五世皇帝以及在那里集会

的所有君主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黑人奴隶

制在英帝国和其他地方的宣告结束，靠的不是物

质利益分配上的任何变化，而是道德信念的传

播。……这就是人们认为决定他们怎样行动的东

西。” 

这就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有史以来最

开明的政治思想家，在八十年前（1861 年）所详

述和捍卫的政治工具主义。在此，它被当作适合

于政治改革者们的哲学而得到捍卫，因为这些改

革者相信科学思考与和平劝说是政治变革的民主

方式。 

1916 年初，约翰·杜威博士发表了两篇名

为“力、暴力与法律（Force ,Violence and Law）”

13和“力与强迫（Force and Coercion）”14的文章。

在这两篇现今被大大忽视了的文章中，杜威在有

关力的工具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关于法

律的工具主义理论。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第一次世

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力是什么”，杜威问到，

“我们能用它做什么？在现今这样的世界中，这

是一个社会哲学的尖锐问题。目睹了历史上最惊

人的力的展示的一代人，如果不能找到这种展示

所激发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会感到满意的”。  

“作为解答这个问题最开始的辅助，”杜威

说，“我将会想到力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个事实。

它有时候是能量；有时候是强迫或强制

（constraint）；有时候是暴力。力如从褒义角度

去使用便是能量；能量便是能做工、能达成一些

目标的力。但力毕竟还是力——你也可以说它是

一种蛮力；它的理性化程度端视其结果而定。就

是这种同样的力，如任其脱缰而驰，不受约束，

便叫作暴力。反对暴力并不是因为它涉及力的使

用，而是因为它浪费了力，徒劳无益或毁灭性地

使用了力。”“能量如不能用来执行或达成目标，

却背叛或阻碍了目标的实现，那么，能量就变成

了暴力。炸药如果不是用来爆破岩石，而是用来

轰炸杀人，其结果就是浪费而不是生产，是毁灭

而不是建设；我们就不能叫它能量或力，而是称

之为暴力。” 

“强制力（coercive force）处在作为能量的

力和作为暴力的力这二者中间的位置。”“两

人……在路上驾车相对而驶。二人撞车了。撞车

后争吵所造成的浪费，毫无疑问地是和车祸所引

起的浪费一样的确实。交通规则规定每部车都靠

右行驶，就是就是一种避免浪费的计划，把那些

如果没有计划就可能导致冲突的个别的能量统筹

进一个方案之中，而这个方案可以使能量的使用

发挥最大效果。如果我没有弄错，这一切法律的

基本意义。”“法律便是一种组织能量的说明书；

这些能量在无组织的状态下，将会相互冲突、导

致暴力——也就是，毁灭或浪费。”“我认为，所

谓法律总是可以被看成是陈述了一种经济有效而

极少浪费地使用力的法则。” 

“不使用力，”杜威说，“就不能达成任何目

标。因此，不能推论反对在政治、国际、法律、

经济事务上采取涉及使用力的手段。对力感到厌

恶并不是理想主义道德的标志，而是耽于幻想的

道德的标志。但是”，杜威在此强调了他的工具主

义哲学，“从前的那些抽象的原则不能被用来证明

力的使用的正当性。价值的标准在于，作为达到

目标的一种手段，力的消耗的相对有效和经济。” 

杜威关于力的工具主义理论极大地帮助阐

明了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即，积极的力或力量

（power）对于这些制度的运转来说是必需的；

而这常常被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忽视

了。没有工具能自动运作。“不使用力，就不能达

成任何目标。”作为达成目标的一种手段，一件工

具在其完整的意义上，一定包含能使得它运作的

力量、以及用确定的方式或方向控制这种力量以

实现预期目的的设备或器械。弓箭本身是孤立的、

静止的工具。需要借助射手肌肉的力量才能拉弓

射箭，命中飞鸟。但如果没有弓箭这种器械，肌

肉的力不管有多大多强，都不能受控地命中空中

的物体。所以，只有在足够的能量通过设计精良

的器械得到恰当的控制和引导时，目标才会达成。

器械和力量是有效运作的工具所不可或缺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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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 

故而，当力量得到恰当的控制以达成目标

时，它就是能量。当它没能得到恰当的组织和指

导时，就很可能变得不受约束，成为破坏性的或

被浪费掉；这时，它就被称为暴力。力就只有这

两种角色。法律作为“关于力的使用的规定”，本

身并不是强制力，因此也并不处在作为能量的力

和作为暴力的力这二者中间的位置。对力的使用

条件的规定只是为了成功地控制能量以达成预期

目标的必要条件。控制能量以实现某些目的必然

是强制性的，——其强制性就像红色交通灯使交

通突然停止一样。但由于达成目标时的有效性，

这种强制可以被褒义地称为能量。 

杜威简单地将法律定义为一种关于力的组

织条件的陈述；这些力在无组织状态下便会相互

冲突，导致破坏和浪费。在同样工具主义的意义

上，我们可以把政府也视为公共机构或各种公共

机构的总和——这些机构通过利用根据明确规定

的计划组织起来的可获得的能量或力，来实现某

些确定的公共目的。政府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

包括了组织力的机构和力本身。约翰·斯图尔

特·穆勒几乎表达过同样的意思：“所有这些东西

（即，系统、安排和程序等等）都不是力量，而

是使力量与障碍相接触的组织；组织不能自行运

作；但如果没有组织，不管力量有多么强大，都

将会被白白消耗，毫无成效。”15宪政政府或合法

政府就是那种力的使用条件被明确规定、并有效

执行的政府。威权政府或独裁政府就是那种缺乏

这种规定、或即使规定被写入了法典却不能执行

的政府。 

无论如何，政治工具主义为批评所有政治制

度规定了新的标准；政策、组织、提案都不应该

诉诸于先验原则来评判（无论它是多么不证自明，

有多么神圣），甚至不应诉诸于“自由”来评判，

而仅仅是基于运用力量来达成目标时的相对有效

和经济来评判——这时，力受到有意识地控制和

引导以实现确定的预期目的。 

 

作为总结，可以在此概述几点推论: 

首先，工具主义的政治哲学鼓励政府中明智

的规划和试验，并为和平改革与修正提供了理性

根据。政府的法律和政策无论规划得多么明智，

也绝不会适用于所有时代。当人们相互联合的生

活不断出现新的需求和难题时，当旧目标的影响

面有所扩展或者其侧重点有所改变时，政治的工

具就必须不时地进行调整或改革，以便能继续有

效、经济地服务于不断变化的时代。抵制明智试

验与和平改革的政治制度往往会导致无效、浪费、

苦难和暴力的反作用。 

其次，政治制度的工具主义观点为我们提供

了对政府机器进行民主控制的可能是最合理、最

科学的正当理由。政治机器，这一人类智慧所发

明及操控的最伟大、最有力的机器，也最容易挣

脱约束，脱缰而驰。它很容易被不择手段的个人

或团体所盗用，以实现其私人或党派的企图。它

需要受到持续的关注、高度的警戒和明智的指导

及控制。为了保护国家机器，抵制滥用、腐败、

专制的危险，人类的政治天才和经验所发明的一

切抑制和控制手段都是政治的刹车、齿轮及安全

阀门；如果没有这些手段，这可怕的利维坦将横

冲直撞，导致巨大的伤害、暴力和破坏。 

第三，像所有其他工具和机器一样，政治工

具只要受到民主控制的防护措施的约束，就能更

加充分、更加积极地用于人类的福祉。工具的危

险不在于它能产生大得惊人的力量，而在于其控

制措施——刹车和安全阀门的软弱无力。极权体

系的专制不在于政府能够行使巨大的权力，而在

于根本缺乏控制权力并抑制其滥用的方法和手

段。通过有效、自觉的民主控制方式，现代政府

机器就能极大地提升其积极效用和效能，而免于

堕入专制与独裁之险。 

对我来说，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于世界政治

思想最伟大的积极贡献，似乎不仅仅在于它传统

上对于国家机器的民主控制这一难题的强调，更

主要的在于他们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历史上

再没有其他任何民族曾经成功地设计出一套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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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能够对这个巨大的“利维坦”——国家

进行有效的控制。盎格鲁-撒克逊的政治演进与盎

格鲁-撒克逊的政治思想的结合，共同产生了不只

一种民主控制系统；在这一系统之下，强有力的

防护措施确保了政府权力处在被统治者的控制之

中。在那些民主控制的传统和制度已经发展得如

此完备的国家，发展一种更加积极的政治哲学的

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了；这种政治哲学能够恰如其

分地评价国家的工具功能，并对明智的指导、试

验、以及对国家功能的批评的重要性给予应有的

强调。政府是我们的一项工具；我们运用它，对

它进行试验，主导和控制它，热爱并珍惜它——

但我们并不恐惧它。一个能明智地意识到其工具

潜能、同时又臣服于民主控制的政府，是唯一一

种配得上这个科学与技术的新时代的政治机器。 

 

 

（彭姗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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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以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中所藏胡适与杜威论学的四封信件。所有

注释为译者所加。

 

胡适档案编号：E0176-001 

 

斯普林克里克牧场酒店， 

格林卡斯特勒，密苏里州 

 

1939 年 10 月 27 日 

 

亲爱的胡适： 

多谢你寄给我你关于这次讨论1的缜密思考。

它就像你一贯的文章一样，是真正的以小见大。 

你相当正确地指出，我的政治哲学的重点至

少在不同的时期是有所变化的，而变化是围绕着

那个时期最重要的事情发生的——经济崩溃、对

二十年代资本主义狂欢的回应使得我比以前更倾

向社会主义了——就像在《新的与旧的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 Old and New）2和《自由主义》

（Liberalism）3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在我的著作

中，可能《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4是平衡得最好的一部，也是最“具有

工具性”的一部，因为它至少暗示性地提出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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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原则，这是你在第 7 页的上方所指出的。你

还提到了，在我上一回的重点变化中，我又一次

被相对性原则所驱动，但遗憾的是，我自己并未

有意识地去澄清这一事实，所以也没能向读者解

释清楚。 

然而，这一转向仅仅是重点之一——我想要

澄清，我的话并不意味着我背弃了我之前关于政

府行为之功能的表述，而仅仅只是强调——这暗

含在我早期的表述之中，只是没有明确表达出来

——民主行为在决定政府政策时的绝对重要性—

—因为，只有通过“受人民支配的政府”，才可能

确保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的存在。换句话说，自愿

的主动性和合同协作是一个国家或政府成为人们

所要求的工具的先决条件。换句话说，甚至在我

强调“对国家机器的民主控制的难题”时，我们

两人之间也并不存在分歧。说到控制，我同意你

的看法，国家机器对于实现富有价值并且意义深

远的目的来说是一项强有力的工具。但正如你所

指出的，即使是在一个有着民主传统的国家，也

存在着机器本身变成目的的危险——只要脱离了

民主控制，按我的想法，当前的环境正在强化这

种危险。然而，当我说志愿者联合这样的自愿努

力时，我只不过是在试图描述控制国家机器的民

主方法，这仍然假定了国家机器作为一种工具的

重要性。 

多谢你思路清晰并富于启发性的论文。如果

所有的论文都能保持在同样的水准，这次讨论必

将会是智识上的一大成功。 

 

你的亲密的朋友， 

 

约翰·杜威 

 

 

胡适档案编号：E0177-001 

 

格林街 408 号  

基维斯特，佛罗里达州 

1940 年 3 月 6 日 

 

亲爱的胡适： 

昨天，也就是你在罗林斯学院（Rollins）做

讲座的 3 月 5 日，我读了你的便条（mss.）和信。

首先，我想说，很遗憾你时间如此紧张。本来在

这里与你会面是很好的；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真正

地会面交谈了。你的儿子肯定已经告诉你了我们

在纽约的一家中国餐厅里碰巧遇到的事。罗比

（Robby）5坚持说她很肯定那就是你儿子，而她

唯一的证据只是他跟一张报纸上的照片很像，所

以我有些怀疑，但她仍然坚信不疑，便叫老板前

去询问，结果她的感觉真是对的。考虑到他刚来

纽约不久，而我之前也只去过一次那家餐厅，我

觉得这次偶遇真是特别有意思。 

你的论文也收到了。我抱着极大的兴趣读完

了它。我很高兴西德尼·拉特纳（Sidney Ratner）

敦促你发表了这篇论文。我唯一希望的就是，你

不得不去阅读和重写的工作没有让你负担过重。

正在读你的便条。我又一次对以下这点感到印象

深刻，我以前肯定也说过，你具有以简洁的文字

表述大量内容的能力，脱去一切无关紧要的枝节，

只留下真正的骨肉。 

我当然同意你引用我信里的一些段落。但我

有一个建议。你的便条的第 4 页引用了我的信，

如果加入“也”这个字，最后一句话就是这样的： 

“你还提到了，在我上一回的重点变化中，

我也被相对性原则所驱动。” 

这将会防止读者产生这样的印象，即，重点

的变化是由于我头一次接受了相对性原则。 

你在便条里所说的让我有机会去思考或反思

我的观点，因为你所阐明的要点显然是非常根本

的；无论我是否能够成功地予以回应，我都很感

谢你如此清晰地提出了这一问题。我想，在我对

这一问题做了足够长时间的探究、足够深入的思

考之后，我才能够做一个与我之前的著作融贯一

致的陈述。这个陈述将能够回应你的批评。我虽

然还没有写这样一个陈述，但我觉得我应该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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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知道我有多高兴你打算把这篇论文收入这本

书中。它具有那种批判性的洞见，对原作者和读

者都很有帮助，因为它驱使人们从根本性的角度

去思考。 

你关于我的早期论文的评论也让我很感兴

趣，尽管在我能够回答你的问题之前不得不重新

思考一遍：为什么我没有沿着我那时似乎抱有的

思路走下去？毫无疑问，这又是来自于“相对性”

的一个因素！因为，那一年（1916）? 自然而然

地把力的问题带到了思想前沿。但我确信，在这

个问题上，这并不是全部事实。 

好几年来，我一直在为奥德姆社会系列

（Odum's Social Series[Holts]）写一本关于社会科

学的哲学基础的书。我还想写的其他东西，尤其

是关于我的逻辑学的东西，打断了我写这本书的

计划；此外，我感到不是很确定自己到底应扮演

什么角色，这可能也妨碍了我的写作。如果我要

写这本书的话，你提出的问题对我来说将会是很

大的助益，尤其是因为你把要点陈述得如此清晰

明了。 

三个女孩现在全都跟我在一起，露西和简是

上周过来的。伍尔夫·布朗道尔（Wolf Brandauer）

——我觉得你在中国时就认识这个人了——从澳

大利亚来了，在战争即将爆发前到的，现在在底

特律的克莱斯勒公司——他的工作职位最终确定

之后，露西将会去跟他呆在一起。当然，我们都

很高兴，他躲过了纳粹和大战。 

 

你的最亲密的朋友， 

 

约翰·杜威 

 

 

胡适档案编号：E0092－007 

 

1940 年 3 月 11 日 

 

我亲爱的杜威博士： 

 

衷心感谢您 3 月 6 日的那封友好而慷慨的

信。它让我感到非常愉悦。 

我 3 月 6 日飞回去时，就已经收到鲍尔奇

（Balch）先生寄给我的文章校样了。他让我把修

改之处发个电报过去。我发现您信中那句话被误

漏了“又一次”（again）这个词： 

“在我上一回的重点变化中，—— 

我又一次被相对性原则所驱动。” 

在收到你的信之前，这个疏漏和其他一些错

误都已经被改过来了。 

得知您认为我阐明了“一个非常根本的要

点”，并且我的论文让您有机会去思考或反思您的

观点，我真的感到特别高兴。如果我所做出的这

一丁点微不足道的贡献能够成为一种新的杜威政

治哲学的粗陋起点的话，我就将成为一个真正幸

福的人了。 

请不要试图去写任何“回应我的批评”的东

西。我的论文并不意在批评。它只是试图去审视

或“反思”您诸多的政治著作，以便挖掘出或发

展出某种更具建设性的（也与您的逻辑理论更一

致 的 ） — — 比 起 在 《 哲 学 的 改 造 》

（ Reconstruction ）、《公众及其问题》（ The 

Public）、《自由主义》（Liberalism）等里面所阐

述的观点——东西。 

这本书我已经读了一大半了。盖格（Geiger）

关于社会政治哲学的论文对我来说帮助不大。 

简写的传记非常有用，并且很有趣。关于您

在中国的一些篇章有一些小的事实性错误，我会

写信告知她如何修改。 

罗比已经告诉我了您在纽约的餐厅里碰到我

儿子的故事。她的确应当为她那杰出的侦查能力

而感到自豪。 

 

热忱问候您和伊芙琳、露西和简。 

 

胡适 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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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博士  

格林街 408 号  

基维斯特，佛罗里达州 

  

胡适档案编号：E0092-007 

 

1940 年 10 月 18 日  

 

约翰·杜威教授 

西 89 街 1 号 

纽约市 

 

我亲爱的杜威博士： 

借此机会，谨向您致以最热忱的生日祝贺，

祝愿您健康长寿、才华如旧。 

没能寄给您我在费城的论文，我感到很羞愧。

事实是，我对我 9 月 19 日在费城宣读的最终稿

感到不太满意。我准备一有机会就做一次彻底的

修改，然后再寄呈您斧正。不幸的是，我还没能

改好，又羞于寄给您初稿。现在，宾夕法尼亚大

学想要发表我的论文，这敦促我在不久的将来就

要着手去完成修改的工作。6论文一改好我就寄

给您。 

 

向您的大家庭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胡适  谨上 

 

（彭姗姗  译）

                                                                 
1 杜威在此处应该是指 10月 22日下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社会研究新学院举行的关于哲学方法的学术研讨会。胡

适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工具主义的政治哲学》（”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nstrumentalism”）。这封信是杜威

对胡适论文的回应。 
2 本书出版于 1930 年，所收六篇论文分别载于《新共和》

1930 年，第 61 期，第 239-241、294-296 页；1930 年，

第 62 期，第 13-16、64-67、123-126、184-188 页。中国

学者孙有中选编有一本杜威文集，名字叫“新旧个人主

义——杜威文选”（孙有中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7 年），但与英文版不是同一本书。为示区

别，这里译作“新的与旧的个人主义”。  
3 指《自由主义与社会行为》（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1935）一书。 
4 本书出版于 1927 年。杜威在书中探讨了广泛的民主现

实问题，他认为民主不只是政府的运作和决策，还是一

种生活方式。 
5 即 Roberta Lowitz，当时是杜威的秘书，后来在杜威八

十八岁时（1947 年）嫁给了杜威。据余英时先生考证，

胡适与Robby在1937-1941年间交往密切。详见余英时：

《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收入是余英时《重寻胡适

历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68-80

页。  
6 据查，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最终出版的论文

（“Instrumentalism as a Political Concept”，in Studies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1,pp.1-6）仍然较为粗糙、简单。 

 

政治工具主义的内在张力：胡适对杜威政治哲学的理解与阐释 

 

彭姗姗

 

内容提要：胡适自陈杜威的政治哲学是他廿年常

在心的题目，但学界对此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

本文基于新发现的胡适文稿，重现了胡适对工具

主义的政治哲学的思考以及师徒二人的论学。在

论学过程中，胡适敏锐地发现了杜威政治哲学中

的断裂与发展。顺着杜威早年的方向，胡适发展

出了一套工具主义的国家理论。这套理论与杜威

宣称“最具工具性”的《公众及其问题》共同彰

显着政治工具主义的内在张力。胡适与杜威在政

治工具主义上的分歧或不同侧重，一方面是因为

胡适总是秉持相对性原则、针对中国的现实问题

来阐释和理解杜威的政治哲学，另一方面也是因

为胡适对杜威后期的哲学发展不甚关注和了解。 

关键词：政治工具主义、胡适、杜威、国家理论、

经验 

胡适一向自居为杜威实验主义的信徒。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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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年发愤尽读杜威著作伊始直至晚年回顾平

生，胡适对杜威实验主义的信奉未曾稍改。其中，

杜威的政治哲学是胡适长期关切的一个方面。

1940 年，胡适在日记中评论自己的论文《作为政

治概念的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 as a 

Political Concept）时，这样宣称：“这论题是我

廿年来常在心的题目。”1 1919 年 9 月 20 日至

1920 年 3 月 6 日，杜威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讲

授 16 次《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而杜威选择这

个讲题正是根据胡适的建议。2自 1919 年到 1940

年，恰好廿一年。然而，工具主义的政治哲学虽

是胡适廿年来常在心的题目，但因他并不专门研

究政治思想，所以总不曾著文发表。直到 1939

年 10月，他才开始著文论述这一问题，并多次与

杜威通信讨论。3可以说，从 1939年 10月至 1940

年 9月这一年间，胡适就此问题陆续所写的四篇

文章，代表了他一生对此问题最集中的思考和总

结。 

以往关于胡适与杜威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胡

适对杜威实验主义的理解和接受，不太关注胡适

对杜威政治哲学的阐释和理解。4最近，笔者在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中发现了胡

适就这一问题所写的四篇文稿（其中两篇是从未

发表过的）及其与杜威的多封论学通信，为探讨

胡适对杜威政治哲学的阐释提供了文本基础。本

文将结合胡适未发表的草稿、正式出版的论文及

其与杜威的通信，来重现胡适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以及师徒二人的论学，并尝试探讨胡适与杜威在

政治工具主义上的分歧或不同侧重，分析其缘由，

以期说明胡适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来理解

杜威的政治哲学。 

 

一、 

胡适在 1939年 10月开始著文论述这一廿年

在心的题目，有着特殊的机缘。1939年 10月 20

日是杜威的八十岁寿辰，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

在杜威生日之前便开始“连日读杜威先生的著

作”，5预备作文。10月 19日，胡适写成短文《作

为政治概念的工具主义》，作为 20日在杜威八十

岁生日纪念聚餐会上的致辞，又于 22日下午在宾

夕法尼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举行的关于哲学方

法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这篇短文。6  

这篇短文未曾正式出版。7胡适档案中的一篇

同名草稿，详细标注了宾大会议的名称、时间和

地点，很可能就是这篇发言稿，或至少与这篇发

言稿有密切关联。8在此稿（以下简称“第一稿”）

中，胡适批评杜威未能发展出一套可视为其工具

主义必然推论的、系统的政治理论，并尝试提出

一种工具主义的政治理论。 

胡适首先指出，道德与政治理论往往与哲学

学派的逻辑方法紧密相关，推崇一般概念的逻辑

方法倾向于产生一种个人从属于社会和国家的社

会政治哲学，而信奉唯名论或原子论的哲学家则

一定是个人主义者，否认国家能独立于构成它的

个人而存在。实验主义让我们看“最终的事物、

结果、推论、事实”，因而从逻辑上说是一种唯名

论，自然地，多数实验主义者在社会政治哲学上

也倾向于个人主义。然而，工具主义绝非仅仅是

唯名论，而是把观念看成解决困难、达成目的的

工具。这样，从强调“最终的事物”转向强调一

般概念的工具价值，可能会产生一种截然不同、

积极得多的政治哲学。胡适在此论述的是，从詹

姆 士 （ William James ） 的 “ 实 际 主 义 ”

（Pragmatism）到杜威的工具主义的转变可能会

带来政治哲学的演变。9接下来，胡适从两个方面

论述了杜威的社会政治哲学。一方面，杜威在《哲

学的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中

曾经接近于提出过一种关于国家的工具主义理

论，认为国家只是保护其他自愿联合组织的工具，

而不是最高目的。但杜威同时认为，在诸多的自

愿联合组织之中，国家就像一个乐队指挥一样进

行协调，本身并不参与奏乐。这就削弱了关于国

家的工具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杜威作为一个

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其政治立场在不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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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不同的侧重点，有时偏向于社会主义，有时

又更倾向于个人主义。在胡适看来，杜威这两方

面的社会政治主张都不足以构成工具主义的逻辑

推论。 

胡适继而提出了一种彻底的工具主义的政治

理论，即，一切制度，包括国家、宪法、法典，

都是工具，都是人创造出来以达成某种目的的建

设性的工具。这样，国家就并非“不参与奏乐”

的乐队指挥，并非仅仅是一种“促成自愿联合的

手段”，而是人所拥有的一件能达成目的的积极的

工具。胡适认为，这种彻底的工具主义观点有助

于我们理解国家的历史进化。因为关于国家的工

具主义的概念必然强调目的，而目的必须随时代

发展演变。比如，国家最初可能只是防范马贼的

一个义务警员的委员会，逐渐发展才成为自由和

正义的捍卫者。此外，它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

时代的政治趋势，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

代国家要达成的目标日益复杂，这使得国家变成

了一个太危险、太不可依赖的工具，这就产生了

放任主义的政治思想流派。但胡适并不认为国家

的难题有多么棘手，因为国家的难题，就像所有

工具和机器的难题一样，是一个关于明智指导和

有效控制的难题。而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对

政治思想的最大贡献便在于强调对国家机器的民

主控制。通过检查和平衡制度、民主教育的发展

以及在人民中间培养对自身自由的热爱和对他人

的自由的尊重，就能将统治力量控制在被统治的

人民手中。胡适总结说，这种政治理论与杜威所

倡导的自由主义是一致的。 

以后见之明看来，胡适的这篇短文提出了一

个重要的问题，但论证得相当粗糙。他关于政治

理论与哲学逻辑方法之关联的概括显然过于绝

对，对杜威社会政治哲学的总结不够全面准确，

对于工具主义的政治理论的阐述也并不像他所宣

称地那么具有原创性。事实上，这篇短文在研讨

会上也确实引起了不少争论。10 但胡适对这篇短

文仍然颇具自信。在学术研讨会的第二天，也就

是 10月 23日，胡适就将这篇短文送给了杜威，

并请他“不客气的批评”。11杜威在 10月 27日回

了一封信，称赞胡适的文章“思路清晰并富于启

发性”，是“真正的以小见大”，并做了详细的回

应。12 

杜威的回信写得非常委婉，但也明确表达了

不同的意见。关于胡适对其政治立场侧重点转移

的论述，杜威承认，胡适“相当正确地指出，我

的政治哲学的重点至少在不同的时期是有所变化

的，而变化是围绕着那个时期最重要的事情发生

的——经济崩溃、对二十年代资本主义狂欢的回

应使得我比以前更倾向社会主义了——就像在

《新的与旧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Old and 

New）13 和《自由主义》（Liberalism）14 中所表

现出的那样。”但他随即指出，“在我的著作中，

可能《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是平衡得最好的一部，也是最‘具有

工具性’的一部。”言下之意可能是，胡适短文中

完全没有论及《公众及其问题》（1927年），是一

个很大的疏忽。其次，针对胡适对他在《哲学的

改造》中所提出的国家理论的尖锐批评，杜威坚

决地表示了反对意见： 

我想要澄清，我的话并不意味着我背弃

了我之前关于政府行为之功能的表述，而仅

仅只是强调——这暗含在我早期的表述之

中，只是没有明确表达出来——民主行为在

决定政府政策时的绝对重要性——因为，只

有通过“受人民支配的政府”，才可能确保为

人民服务的政府的存在。换句话说，自愿的

主动性和合同协作是一个国家或政府成为人

们所要求的工具的先决条件。换句话说，甚

至在我强调“对国家机器的民主控制的难题”

时，我们两人之间也并不存在分歧。说到控

制，我同意你的看法，国家机器对于实现富

有价值并且意义深远的目的来说是一项强有

力的工具。但正如你所指出的，即使是在一

个有着民主传统的国家，也存在着机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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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目的的危险——只要脱离了民主控制，

按我的想法，当前的环境正在强化这种危险。

然而，当我说志愿者联合这样的自愿努力时，

我只不过是在试图描述控制国家机器的民主

方法，这仍然假定了国家机器作为一种工具

的重要性。 

可见，杜威认为胡适关于这一点的论述有断章取

义之嫌，他的观点与胡适的主张并无本质上的区

别。 

这封信让胡适感到了压力。他明确拒绝了宾

大教授和杜威八十岁寿辰纪念论文集编辑贺拉斯

•凯伦（Horace M. Kallen）、西德尼•拉特纳（Sidney 

Ratner）敦促他发表这篇短文的请求，解释说因

为他此前未曾读过杜威宣称最具工具性的《公众

及其问题》，不愿在批评中对杜威不公正，故而打

算重写这篇文章。15这样，胡适补读了《公众及

其问题》，多次熬夜写作，终于在 1940 年 3 月 1

日早晨四点半改好了论文，并改题为“工具主义

的政治哲学”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nstrumentalism，简称“第二稿”）。16这也就是

刊登在杜威八十岁寿辰纪念论文集《平民哲学家》

中的那篇论文。17 

与之前的短文相比，这篇论文做了重大的改

写。首先，完全删掉了关于政治理论和哲学逻辑

方法之联系的论述。这表明，胡适可能也意识到

了其中的潦草和粗疏。这样，胡适在论文一开头

便直接提出了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杜威是否发展

出了一套与其工具主义的逻辑理论相一致的政治

哲学？胡适引用杜威在《哲学的改造》和《逻辑

学》中的论述，分析了杜威没能发展出一套政治

哲学的原因：杜威对那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一般

的社会政治理论有一种方法论上的反感，反对那

种“一般概念的逻辑方法”，这使得杜威虽然就其

时代的各类具体问题发表过不少著述，却从未有

意识地去发展一套一般的、系统的政治哲学。 

接下来，胡适延续之前的思路对杜威的政治

哲学进行了论述，但论证得更加周全详尽。胡适

认为，正因为杜威的政治著作总是针对时代特定

问题和事件的讨论，所以，其主张也总是遵循相

对性原则，随着当时的具体情况而有所改变。然

而，虽然杜威是针对具体问题发言，但他也谈到

“一般的‘个人’，一般的‘联合生活’，一般的

‘真正的个性’”，这就已经是一种适合一般应用

的政治理论了。这里的论述与前面杜威反感一般

社会政治理论的解释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对此，

胡适解释说，应该承认杜威已经提出了大量的政

治理论，只是这些理论应该根据形成它们的特定

历史（时空）条件去理解。这一解释显然是不太

有说服力的。胡适接下来分析了杜威国家理论的

发展，即，从在《哲学的改造》中作为“不参与

奏乐的乐队指挥”这样协调者的国家发展成为《公

众及其问题》中作为“保护公众利益的工具”的

国家。显然，胡适并没有接受杜威所宣称的关于

“政府行为之功能”的表述前后一致的答辩，而

坚持认为杜威在这一点上确有重大改变。杜威的

重要批评者和文稿编辑约瑟夫·拉特纳（Joseph 

Ratner）也赞同胡适的意见： 

他(指杜威——笔者注)引以为例的一些

学说的变化只是侧重点的改变；但有些改变

绝对是基本原则的变更。杜威认为它们全都

只是侧重点的改变，确实证明了他还未看到

《公众》一书中关于国家的真正“工具性的”

理论的重要性、以及这一理论如何彻底削弱

和摧毁了虚假的乐队指挥理论。18 

杜威本人在回应这篇论文的信中，也并未就此再

提出反对意见，可以视为是对这类评论的默认。

虽然杜威宣称《公众及其问题》是他最具工具性

的一部著作，但胡适仍然认为，书中关于国家性

质和功能的假设太过消极和模糊，不是真正工具

性的。 

论文第三节完全是重写的。在本节中，胡适

提醒大家注意杜威早在 1916 年便发表的两篇关

于力的论文，认为杜威那时便发展出了一种原创

的、真正工具主义的力的理论。在这两篇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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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区分了三种力的概念：能量、强制力和暴力。

能量是能够做工、能达成好的目标的力；当能量

背叛或阻碍了目标的实现，能量就变成了暴力。

故而，暴力的本质并不在于使用了力，而在于徒

劳无益或毁灭性地使用了力。强制力则处在作为

能量的力和作为暴力的力这二者中间的位置。在

马路上横冲直撞是暴力，而让人遵守交通规则的

力则是强制力。在区分力的三种不同角色的基础

上，杜威阐述了关于法律的工具主义概念：法律

并不意味着力的缺失，而是一种组织能量的说明

书，可以被看成是陈述了一种经济有效而极少浪

费地使用力的法则。胡适认为，这种关于力和法

律的工具主义概念可以应用于政治理论的一切方

面，而杜威也确实在论述罢工、个人权利或自由、

不抵抗的教条以及战争等问题时都应用了这一方

法。胡适没有提到，杜威对法律概念的论述，采

用的正是“一般概念的逻辑方法”。  

在力的理论的基础上，胡适顺理成章地在第

四节中提出了关于国家的工具主义理论，即，国

家是人发明出来、用于实现个人或团体无法有效

达成的目标的工具。而工具在完整的意义上必然

包含着对力的使用。宪政政府或合法政府就是那

种力的使用条件被明确规定、并有效执行的政府。

而威权政府或独裁政府就是那种缺乏这种规定、

或即使规定被写入了法典却不能执行的政府。这

样，对政治制度进行判断的标准便不再是成例或

先验原则——甚至不是自由这一先验原则，而是

以这种方式来达成这一目标的是否有效和经济。

这一思路特别清晰地凸显出：工具是有用的还是

危险的，完全取决于工具致力于达成何种目的。

故而，这种关于国家的工具主义理论本身并不能

保证目的的正义性。胡适也意识到了这一理论可

能会被滥用来为政府权力的过分扩张进行辩护。

在此，胡适最接近于杜威长久以来所关注的一个

主题，即，民主在现代美国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及

其复兴的可能。自 20年代起，杜威就试图回应李

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1922年）和《幻影公众》（The Phantom 

Public,1925 年）中所提出的难题，即，公众因

为容易被舆论操纵，不但不能保证民主的实现，

反而可能会构成民主的障碍。19在很大程度上，

杜威的《公众及其问题》便是为回应李普曼而写

的。到 1939年，也就是胡适开始写作这些论文时，

杜威更是彻底地提出：虽然美国的政治传统一直

把爱自由说成是人性所固有的，但这只是一个虚

构的传统，是一种关于大众的民主心理的神话。

实际上，人性并不是天然地就欲望自由，当然也

并不天然地就欲望民主。20换句话说，即使国家

真的像胡适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掌控在人民手中的

工具，也并不能保证国家就会成为实现民主、反

对专制的工具。然而，这一让杜威深感棘手的难

题在胡适这里仍然异常轻松地被公式化地解决掉

了。胡适再次强调工具的难题是明智指导和有效

控制的难题，并寄希望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

义政治传统。 

显然，经过几个月的打磨和修改，这篇论文

变得成熟了许多。3 月 3 日，胡适再次将论文寄

给杜威，请他批评。21杜威在回信中，对胡适大

加赞赏，称他“具有以简洁的文字表述大量内容

的能力，脱去一切无关紧要的枝节，只留下真正

的骨肉”，又认为论文“具有那种批判性的洞见，

对原作者和读者都很有帮助，因为它驱使人们从

根本性的角度去思考。”这一次，杜威似乎完全接

受了胡适的批评，他承认，“在我对这一问题做了

足够长时间的探究、足够深入的思考之后，我才

能够做一个与我之前的著作融贯一致的陈述。这

个陈述将能够回应你的批评。”22杜威的赞赏绝非

虚伪的客套，但对于这位地位尊崇却谦恭依旧的

昔日弟子，他也并非毫无保留。在同日给女秘书

罗伯特·罗维兹·格兰特（ Roberta Lowitz Grant）

的信中，杜威评论说： 

我觉得，它的特质正是最好的中国智性著

作的典型特征——脱去一切枝节，只余根本

要点，故而陈述简洁有力——或许有过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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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风险，但无论如何，它是一份真正的礼

物——如果我再要写政治哲学的话，就需要

好好想想他提出的这一点。
23
 

这个评论要客观得多。杜威确实赞赏胡适的论文，

尤其欣赏他简洁有力地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但也

认为他论证得过于简化了。  

杜威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这样问到：“你关于我

的早期论文的评论也让我很感兴趣，尽管在我能

够回答你的问题之前不得不重新思考一遍：为什

么我没有沿着我那时似乎抱有的思路走下去？”

24在此，胡适所提出的问题才真正变得清晰起来，

即，早在 1916年的论文中，杜威就已经发展出了

一套接近于工具主义的、一般的政治理论，但为

何他没有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发展出一套系统的、

一般的、可视为其工具主义必然推论的政治理

论？ 即使是杜威本人，也感到这一问题不易回

答。他只是写到：“毫无疑问，这又是来自于‘相

对性’的一个因素！因为，那一年（1916）？自

然而然地把力的问题带到了思想前沿。但我确信，

在这个问题上，这并不是全部事实。”25 

这一问题也仍然让胡适感到困惑。为参加宾

夕法尼亚大学两百周年校庆，胡适于同年 8月 28

日再次开始就同一问题进行写作，并于 9 月 19

日下午两点半宣读了论文《作为政治概念的工具

主 义 》（ Instrumentalism as a Political 

Concept）。这篇论文同样经过多次修改，现存两

稿。一个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内存的打

印稿26，另一个是宾大会议论文集正式出版的论

文。27将打印稿上删改的痕迹与正式出版的论文

对比，可以判定，打印稿是第三稿，而正式出版

的论文是第四稿。在四篇稿子中，从未出版过的

第三稿是最长、最丰富、最能展现胡适完整思路

的，大段引用了美国国父们、托马斯•潘恩以及穆

勒的著述来论证工具主义的政治理论。我们将在

后文予以分析。最终出版的第四稿却非常精炼，

删去了大量引文，也完全删掉了第一节。在第三

稿中，第一节详尽解释了杜威对一般概念的逻辑

方法的厌恶和排斥。胡适删掉这精心写就的一节，

大概是因为意识到了它与杜威早年的力的理论是

矛盾的。如果保留这一节，就难以自圆其说。但

删掉这一节，论文也就失去了内在的张力，变成

了基于杜威早年理论来阐释关于国家的工具主义

观点，显得平淡无奇。  

胡适对第四稿也并不满意，甚至羞于寄给杜

威；他原本打算继续修改，但最终却不了了之。28

此后的胡适日记中再没有关于此一问题的记录，

《杜威通信集》中也再没有相关通信。最终，胡

适并未能够回答他所提出的那个令杜威也感到挠

头的问题。 

 

二、 

在胡适与杜威的论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

在于，杜威宣称自己在《公众及其问题》中已经

论述了一种“最具工具性”的国家理论，但胡适

却坚持认为这部书还并非真正工具主义的。 

那么，杜威在《公众及其问题》中所提出的

国家理论究竟是怎样的呢？杜威同意胡适，国家

是用来实现或保护共享利益的工具。但任何工具

都是由人来掌控的。在胡适的笔下，创造与掌控

国家这一工具的是抽象的人，更准确地说，是盎

格鲁-撒克逊政治传统之下的抽象的人。他们既明

确意识到国家的工具性潜能，又掌握了一套可行

的民主控制系统，因而，能够比较自如、有效地

利用国家这一工具。但在杜威看来，恰恰是创造

和掌控工具的人最成问题。20 世纪初的心理学和

政治学都证实了人民很容易被操纵。美国参与一

战更是民众易于被宣传欺骗的一项实证。这使得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和《幻影公众》中大肆鼓

吹施行专家政治，要求公众只是投票选举，不再

参与决策。在这一背景下，公众取代国家，成为

了杜威国家理论的重心。 

首先，个人并非孤立的单元。社会也不是无

关联的原素的聚集，而是有差异的部分构成的统

一的整体。我们的活动有私人性的，也有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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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样，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为描绘公众提供了

条件。公众，“由所有受到（联合）活动的间接结

果影响的人构成；他们受影响的程度如此之大，

以至于有必要对结果进行系统的管理。”29 唯一

能够给出的国家定义是“纯粹形式上的：国家是

公众为了保护其所有成员共享的利益而通过官员

来予以实现的组织。”30这里，利益代表的并非私

人的考虑，而是每个人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交互

关系。由于联合活动总是不停地引发新的间接结

果，共享利益也就不停地调整演变，公众为满足

其需求，就要求国家随之做出调整和反应。因而，

国家从来都不像胡适所期望的那样，是一件有效

的工具，而只是一件不断在被创造的、勉强敷用

的工具。杜威说：“就其性质而言，国家永远是有

待于检查、调研、搜寻的事物。几乎就在国家的

形势稳定下来的同时，就有必要对其进行再创

造。”31 一般而言，公众是支持、指导国家的，

但由于“人类的智慧迄今还不足以创建足够灵活、

反应迅速的政治和法律机制”，当公众不断产生的

新需要与官员和机构想要保有现在权力的欲望发

生冲突时，公众就有权利打破现有的政治形式，

在国家之外发展新的权力。32  

    可见，在杜威的国家理论中，公众先于国家。

“利用官员及其特殊权力，它成为了国家。得到

清晰表达、通过官员代表进行管理的公众即为国

家；没有政府就没有国家；没有公众也不会有国

家。”33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能够管理公共利益、

创建国家的公众要如何才能从易于被操纵的人民

中浮现呢？杜威并未反驳人民易于被操纵、被欺

骗的事实，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民主中的

“人民”本来就是现存政治的结果。换句话说，

民众与政治文化是相互形塑的。34由此，公众要

找到并定义自身，就需要一种广泛的智识和制度

重建。在智识上，要把民主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

而非一种狭隘的政治体系。在制度上，要组织共

享的生活，深化信息交流，发展公共教育，共同

探究我们社会的难题，让民主重新开始起作用。

简单地说，只有通过创造出一个伟大的民主共同

体，公众才有可能找到自身。故而，针对李普曼

对民主弊病的批判，杜威的回应是，唯有更多、

更好的民主才能真正纠正民主的弊病。 

一方面，公众创造了国家；但另一方面，公

众的浮现又有赖于形成更广泛的民主政治文化。

这似乎构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怪圈。然而，对杜

威来说，一切哲学问题都并非是传统哲学所认为

的关于认识或知识的问题，而是关乎经验和探究

（inquiry）的问题。所谓经验，“呈现为有生命

的存在者与其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

的事件”，35“首先是一种行动的事件”36。所谓

探究，即遵循困惑、预测、调查、进一步假设、

检验这五个步骤，37“通过控制或引导，将不确

定的情境转换为其组成成份在特征和关系上具有

确定性的情境，也即将前一种情境中的要素转换

为一个统一的整体”38。换句话说，公众的难题

难以在理论上解答，而只能在实践中、在人与社

会的互动行为中、在共同体的探究中尝试解决。

“共同体生活这一概念本身”就是民主。39在杜

威看来，民主的起点不在于国家，而在于最日常

的人类行为和人类关系之中。“民主必须从家庭开

始，其家园便是邻里共同体。”40形象一点说，“民

主的核心和最终保证便是邻居们自由汇聚在街头

反复讨论所读到的、未受检查的当日新闻，以及

朋友们聚集在客厅与公寓中自由地相互辩驳。”41 

由此，我们能够理解胡适在第二稿中所引用

的杜威的话： 

杜威写到：“国家的领域，存在于有限、

亲近、亲密的联合体与仅有稀少、偶然联络

的疏远的联合体之间的某处。” 42 

“有限、亲近、亲密的联合体”指家庭、邻里这

样的小的共同体，“仅有稀少、偶然联络的疏远的

联合体”指类似于国家这样的大的共同体。杜威

说国家的领域位于这二者之间，是因为他把国家

看成是正在形成之中、需要不断进行再创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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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他解释这句话说：“我们找不到、也不应该期

望找到明确无疑的分界。乡村和邻里不知不觉地

逐渐变成了政治公众。不同的国家可能通过联合

和结盟变成一个更大的整体，而这个整体具有国

家的某些特征。”43胡适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评价

说： 

这样一个模糊的东西不可能是一件有效

的工具。由于关于国家的性质和功能的这一

新假设仍然太过消极和模糊，由于它没能培

育现代国家的工具性潜力，所以它只是对

“‘人类关系的新时代’缺乏配得上的政治机

构”的哀叹罢了。44 

的确，与杜威的“哀叹”相比，胡适的工具

主义政治哲学要乐观得多。如同前文提到的，胡

适坚信，国家是人发明出来的、并由人掌握的、

用以实现一定目的的工具，而盎格鲁-撒克逊的自

由主义政治传统保证了这一工具能得到明智、有

效的利用。然而，杜威的“哀叹”与胡适的乐观

仅仅是非常表层的分歧。如前文所述，杜威的“哀

叹”源于写作《公众及其问题》时美国民主所遭

遇的困境。但实际上，他对民主共同体的未来并

未丧失信心。在杜威看来，民主共同体的创造（而

非实现）从根本上说是可能的，因为：1）我们集

体的难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自发地指导力量。专

家仅能提供解决难题的策略，只有共同体本身才

能发现并定义切身的公共难题。2）共同体的生活

满足了人性最深层的需求。由于人性深受稳定关

系的吸引，只有在与他人的持久联系中，才能找

到富有内涵的、安宁的幸福。 

综上，胡适与杜威虽然都把国家视为一种政

治工具，但两人的侧重点存在很大差别。胡适更

关注作为手段的工具，故而更关注国家；而杜威

更关注创造工具的人，故而更关注公众。这一分

歧分别表现为对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之下的民主

的乐观和“哀叹”。那么，师徒二人的分歧是否意

味着胡适没能理解杜威的《公众及其问题》呢？ 

胡适对《公众及其问题》的写作背景——美

国民主所遭遇的困境并非毫无了解。至少约瑟

夫·拉特纳在给胡适的信中就明确写到了，《公众

及其问题》中有几章深受李普曼《公众舆论》的

影响。45 然而，胡适仍然坚持认为杜威的国家理

论太过模糊，不能成为有效的工具。显然，胡适

做出这一判断，依据的并非美国民主的状况，而

是中国政治的现实。就中国的现实而言，程序上、

制度上的政治民主尚且没有实现，根本还谈不上

应对民主的混乱和困境。当时中国亟需的正是十

九世纪英国的功利主义者以及美国国父们所阐述

过的那种明确、清晰的国家理论。杜威基于公众

的国家理论，即使是在民主政治已经发展得相当

成熟的美国社会也很难真正付诸实践，更不必说

应用于近代中国了。故而，胡适对这一国家理论

不以为然，而赞赏基于杜威早年学说的国家理论，

更宜于被看成是一种主动的挑选和发展。 

胡适并非专门研究政治思想的学者。他对杜

威政治哲学的关切，与其说是出于学术研究的好

奇，不如说是出于现实思考的需要。也因此，他

对杜威政治哲学的阐释和理解，与其说是循着实

事求是的学术准则，不如说是秉持应时论事的相

对性原则。所谓相对性原则，是胡适对杜威政治

哲学特征的一个概括，意指杜威总是根据特定时

空的具体问题来阐述其政治哲学。在很大程度上，

这也是胡适的夫子自道。试再举一例论之。胡适

对杜威民主观念的阐释同样是遵循这一原则。杜

威一向把民主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民主与教

育》（1916 年）中，他认为民主“首先是一种联

合生存的模式、一种共同沟通经验的模式。”46在

《公众及其问题》（1927 年）中，杜威首次提出

了“民主共同体”这一概念，并认为民主即“共

同体生活这一概念本身”。在晚年写就的《创造性

的民主》（1939 年）一文中，杜威更加凝练地阐

述了“共同体生活”的精义：民主是一种亲身经

历的个人的生活方式，其永恒的任务便是去创造

一种人人都能分享、并能参与贡献的那种更加自

由、更为合乎人性的经验。47这至少蕴含着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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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1）民主作为“亲身经历”，必须体现在人

人都亲熟的日常实践之中。2）民主是“人人都能

分享、并能参与贡献”的，一方面意味着相信人

性的潜力，相信只要在恰当的环境下，每个人都

有能力自由地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意

味着这种生活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联系

和共享来创造。由此，所谓“个人”，就并非传统

哲学中原子式的个人，而是处在共同体之中、与

他人有着无穷联系的个人。3）民主的目标是创造

一种更加自由、更为合乎人性的经验，这意味着

民主是一种永无止境的交流行为，并且，在这一

过程中，人性也被形塑得更加自由，更能发挥其

创造性的潜力。 

胡适对杜威的这三部著述都非常熟悉。《民主

与教育》是杜威访华（1919年 5月-1921年 7月）

时所做（的）大量讲演的主要底本之一，而胡适

是杜威最重要的口译者之一。《公众及其问题》是

胡适写作论文时专门研读过的。《创造性的民主》

是杜威为自己的八十岁寿辰纪念会所写的致辞，

胡适出席了纪念会。然而，当胡适在特定的中国

语境下阐述民主时，在继承杜威思想的同时，又

仅仅截取、突出了其中的一个侧面。在晚年的一

篇论辩性手稿中，胡适写到： 

“民主的真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民主的生活方式，千言万语，归根只有一句

话，就是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都应该

可以自由发展的生活方式。一切保障人权，

保障自由的制度，根本上都只是承认个人的

价值，根本都只是要使得那种承认个人价值

的生活方式有实现的可能。换句话说，民主

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生活方

式。
48
 

胡适虽然套用了杜威的名言，却将其内涵置换为

“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展的

生活方式”，并进一步将这句话简约为“个人主义

的生活方式”。49胡适随之对“个人主义的生活方

式”做了如下阐释： 

在近代西方国家的历史上，争取自由的

开始是在宗教信仰的自由，从宗教信仰的自

由逐渐扩大到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出

版的自由。信仰是个人内心的信仰，思想是

个人内心的思想。民主的制度只是要保障个

人的自由，使他不受政治暴力的摧残，不受

群众压力的压迫。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固然

是应该顾到的，而一个弱小的个人的信仰和

意见最容易受摧残，受压迫，更是应该顾到

的。所以民主的生活方式的最具体的表现就

是尊重少数人的自由，尊重每个个人的自由，

——这种生活方式才是民主的真意义。
50
 

显然，胡适仅仅突出了个人主义的一个侧面，即，

尊重每个个人的自由，尤其是尊重少数人的自由。

接下来，胡适还对民主生活方式的态度及其在政

治上的表现做了类似的阐释。胡适论述说，民主

的生活方式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精神”是“中

国古人说的‘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的态度”，

是易卜生所谓的“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是“多

数总在错的一边，少数总在不错的一边”；而民主

生活方式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多数“不敢不尊重少

数，更不敢压迫少数，毁灭少数”。51 

胡适对杜威思想的这种简化处理，只不过是

为了在论辩中突出自己的观点，绝不意味着他对

杜威思想的理解仅止于此。实际上，早在一零年

代末二零年代初，胡适的“个人”观念就已经非

常接近于杜威了。在《不朽——我的宗教》（1919

年）这一名篇中，胡适写到：“这个‘小我’不是

独立存在的，是和无量数小我有直接或间接的交

互关系的；是和社会的全体和世界的全体都有互

为影响的关系的；是和社会世界的过去和未来都

有因果关系的。”52“交互关系”和“互为影响的

关系”都直接呼应着杜威的“相互作用”、“共同

沟通经验”。53在另一篇文章中，胡适更明确提出，

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因此，不可以把

“改造个人”和“改造社会”分为两截，因为个

人并不是一个可以提到社会外去改造的东西。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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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及其问题》中的国家理论和民主观念正是

基于类似的“个人”观念发展起来的。 

对政治哲学的阐述往往构成了一种言语行

为，即，阐述并不仅仅是一种言说，同时也是一

种表明态度和立场的行为。胡适与杜威在国家理

论和民主观念上的许多分歧，很大程度上正是因

为他们各自在不同的语境下、针对不同的问题发

言。因为胡适总是秉持相对性原则来阐释和理解

杜威的政治哲学，因为他念兹在兹的从来都是风

雨飘摇、危在旦夕的故国，故而，他才会接受与

杜威类似的“个人”观念，才会如此套用杜威关

于民主的名言，才会不满于《公众及其问题》，才

会基于杜威早年的力的理论提出了一套不同的工

具主义的国家理论。 

 

三、 

   比起收拾得整齐干净、正式发表的论文，草稿，

尤其是布满删改痕迹的草稿，总是更接近于写作

当下的状态，也更能体现写作者的思路。胡适的

第三稿就是这样一份草稿。它充分展现了，胡适

与杜威的真正分歧并不在于他们所阐述的内容，

而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 

胡适的确抓住了杜威思想的核心——工具主

义。但在对“工具”的理解上，他与杜威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在第二稿中，胡适将其政治工具主

义的理论源泉追溯到杜威早年关于力的论文；在

第三稿中，胡适追溯得更为久远，认为十九世纪

英国的功利主义者以及美国国父们已经发展出了

类似的政治理论。胡适写到： 

威廉• 詹姆斯对实验主义所说的话可以

用来描述政治工具主义：“它不过是一些旧思

维方式的新名字。”我已经指出，政治工具主

义暗含在美利坚共和国国父们的政治思想之

中。在英国，由边沁、詹姆士·斯图尔特·穆

勒、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等人领导的改革

运动贯穿了十九世纪的一大半，并通过和平

的民主手段取得了显著的胜利。在这些功利

主义改革者们的著作中，我们常常能发现我

在这里称之为政治制度的工具主义观点的类

似表达。（第 14页） 

“旧思维方式的新名字”清晰无比地揭示了胡适

所谓“政治工具主义”的真正源泉——十九世纪

英国的功利主义者以及美国国父们。接下来，胡

适大段引用了穆勒《代议制政府》中关于政治制

度的阐述，并直截了当地将穆勒所阐述的一种学

说称为“政治制度的工具主义理论”： 

穆勒没有给另外一种学说命名。这种学

说正是我所谓的政治制度的工具主义理论。

根据这一学派的看法，“政府严格地说是一种

实践的艺术，除了实现目的的手段之外不会

引发其他任何问题。政府的形式和达到人类

目的的其他手段类似。它们完全被看作是一

种发明创造的事情。既然是人制作成的，当

然人就有权选择是否制作，以及怎样制作或

按照什么模式去制作。……他们就象看待一．

部汽犁或一部打谷机．．．．．．．．．那样（程度上有所不同）

来看待一种制度。”（第 15页）
55
 

胡适在总结时强调说：“穆勒，这位激进的改革者

和民主主义者，更偏向于把政治制度看作‘为实

现人类目标’而发明出来的人类产物——与‘一

部汽犁或一部打谷机’类似。” 无论是汽犁还是

打谷机，都是外在于人的客体。类似地，国家虽

然由人制作，但也是外在于人的客体。但对杜威

来说，国家这一工具并非外在于人的，而是人的

延伸。国家就是“得到清晰表达、通过官员代表

进行管理的公众”。 

实际上，在第三稿最后的总结中，胡适多次

用到“政治机器（political machine）”、“政府

机器（governmental machinery）”和“国家机器

（the machinery of the state）”这样的概念。

胡适正是以“机器”为原型来设想国家这一政治

工具的。胡适将工具与机器并称：“像所有其他工

具和机器一样，政治工具只要受到民主控制的防

护措施的约束，就能更加充分、更加积极地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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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福祉。”56他甚至直接将工具定义为力量与

设备或器械的结合：“作为达成目标的一种手段，

一件工具在其完整的意义上，一定包含能使得它

运作的力量、以及用确定的方式或方向控制这种

力量以实现预期目的的设备或器械。”57然而，对

杜威来说，国家这一工具作为人的延伸，本身就

是一种经验，是人与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互动。

由此，虽然胡适与杜威都同意国家这一工具需要

根据新的需求和难题进行调整，但这种调整在胡

适而言只是“有时（from time to time）”58 为

之，在杜威看来却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总之，胡适以“机器”为原型来设想工具，

而杜威从“经验”出发来思考工具。当然，胡适

对杜威的“经验”概念有着比较深入的理解。在

《实验主义》（1919年）一文中，他曾详细阐述杜

威的“经验”概念与旧的“经验”概念的五个区

别：旧的经验是知识，而新的经验是人与环境的

“交涉”；旧的经验是主观的，而新的经验包括了

“物观的世界”和“人类的反动”；旧的经验是记

着过去，而新的经验是连络着未来的；旧的经验

“专向个体的分子”，而新的经验里有“无数连络”

和“关系”；旧说“把经验与思想看作绝相反的东

西”，而新的经验里面“含有无数推论”。胡适对

经验的阐述，完全是依据着杜威早年的论文《哲

学复兴的需要》（1916年）59。在此基础上，胡适

总结说，“（1）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对付人类

周围的环境；（2）在这种应付环境的行为之中，

思想的作用最为重要；一切有意识的行为都含有

思想的作用；思想乃是应付环境的工具。”60 按照

这一经验概念，尤其是按照胡适最后的总结，人

与周围的环境虽有交涉，但始终还是一分为二的。 

胡适不了解杜威对经验概念的进一步发展。

在《经验与自然》（1925 年）一书中，杜威尝试

用经验来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裂缝。杜威强调，

经验就是自然。他说，“经验不仅是关于．．自然的，

而且就在．自然之中．。被经验到的并不是经验而是

自然——岩石、树木、动物、疾病、健康、温度、

电力等等。以某种方式相互作用的事物就是．．经验：

它们（也）是被经验到的东西。当它们以其他方

式和另一种自然对象——人的机体——相联系

时，它们就又是事物如何被经验到的方式。” 61经

验既是自然，是事物，也是被经验到的东西，又

是事物如何被经验的方式。这样，整个自然和人

的世界就便变成了经验之流。《经验与自然》正是

试图从经验之流的角度来阐述自然、历史、观念、

艺术和价值。 

简单地说，如同海德格尔一样，杜威在此书中

把关注的焦点从存在者转向了存在本身。然而，杜

威并未像海德格尔一样发明新的术语，而是沿用了

传统哲学中固有的“经验”一词。这就使得《经验

与自然》显得特别生涩拗口，正如一个最著名的评

论所言：读这本书，“让我感觉似乎有一种与浩瀚

的宇宙无比贴近的感觉……就好像上帝不善言辞，

但又开口说话，来努力解释宇宙是如何运行一样。”

62 在 1951年为《经验与自然》重写的长篇《导言》

中，九十二岁高龄的杜威总结说： 

要是我现在写作（或重写）《经验与自

然》，我将会把它命名为《文化与自然》，并

相应地调整对特定主题的处理。我会放弃使

用“经验”这一术语，因为我越来越意识到， 

按照我的用法来理解“经验”时所存在的种

种历史障碍实际上是不能克服的。我会代之

以“文化”这个术语，因为现在已经确立的

文化的涵义能够充分、自由地传达出我的经

验哲学。63 

所谓“已经确立的文化的涵义”是指人类学意义

上的文化，而非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的定义。64 

显然，用“文化”而非“经验”来理解杜威

所阐释的国家这一工具，就要方便多了。可以说，

《经验与自然》构成了《公众及其问题》的形而

上学和方法论。现有资料显示，胡适未曾读过《经

验与自然》。如果把携带着“种种历史障碍”的经

验观念视为中点，胡适实际上是未能克服那些历



胡适研究通讯   2014年第 4 期 

 22 

史障碍，仍然把人和自然一分为二，从而把工具

仅仅设想为一个特殊的事物；而杜威则在《经验

与自然》中进一步摆脱了那些历史障碍，用经验

弥合了人与自然的裂缝，从而能够从“经验之流”

或“文化”出发来思考工具。对杜威来说，“一个

工具是一个特殊的事物，但是它不只是一个特殊

的事物，因为其中还体现出一种自然的联系、一

种顺序的关联。它具有一种客观的关系，而这种

关系也就说明了它自己的特性。……一个工具就

是表明对自然中的顺序关联的一种感知和承认。”

65杜威解释说，所谓工具体现出的客观关联，就

像是斧头之于钉、犁之于土壤的关联；这种客观

关联，一方面说明了工具本身的特性，另一方面

又把工具与人及人的活动联系起来了。类似地，

当把国家视为一种工具时，杜威立刻就辨识出了

国家之于公众的关联，就像是斧头之于钉、犁之

于土壤那样。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部分地回答胡适所提出

的问题了。胡适敏锐地注意到，早在 1916年的论

文中，杜威就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接近于工具主义

的、一般的政治理论，但为何他没有沿着这一思

路继续发展出一套系统的、一般的、可视为其工

具主义必然推论的政治理论？部分的原因是，力

的理论中所采用的那种传统的、一般概念的逻辑

方法已经不适合用来表达杜威的经验哲学、以及

基于这一哲学的政治理论了；或者说，杜威的工

具主义已经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从“经验之

流”或“文化”出发来思考工具，强调工具所体

现出的客观关联。  

 

出于对中国政治现实的关切，胡适廿年来一

直想搞清楚杜威的政治哲学，也即工具主义的政

治哲学。在与杜威往来论学的过程中，胡适敏锐

地发现了杜威政治哲学中所存在的紧张——《公

众及其问题》完全偏离了早年的力的理论所奠定

的方向。顺着杜威早年的方向，胡适发展出了一

套工具主义的国家理论。这套理论与杜威宣称“最

具工具性”的《公众及其问题》共同彰显着政治

工具主义的内在张力：一方面可以是，基于裹挟

着种种历史障碍的经验概念，把工具仅仅设想为

一个特殊的事物，从而把国家设想为某种机器，

设想为达成某种目标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也可

以是，基于摆脱了历史障碍的经验（或文化）概

念，强调工具所体现出的客观关系，强调工具与

人及人的活动的联系，从而把国家直接定义为公

众，定义为得到清晰表达、通过官员代表进行管

理的公众。胡适与杜威在政治工具主义上的分歧

或不同侧重，一方面是因为胡适总是秉持相对性

原则、针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来阐释和理解杜威的

政治哲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胡适对杜威后期的

哲学发展不甚关注和了解。 

通过胡适的阐释，政治工具主义的内在张力

实际上揭示了杜威本人思想的断裂与发展。那么，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杜威经验哲

学和政治哲学的发展？这才是真正令杜威感到需

要好好想一想的问题。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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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Dewey, 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in 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 1925-1953, vol. 12, p. 108. 
39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p.328. 
40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p.368.  
41 Dewey, Creative Democracy—The Task Before Us, in 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 1925-1953, vol.14, p.227. 
42 Hu Shih,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nstrumentalism,” 

《胡适英文文存》，第 801 页。  
43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pp.262-263. 
44 Hu Shih,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nstrumentalism,” 

《胡适英文文存》，第 801-802 页。 
45 1939.11.12 (07932): Joseph Ratner to Hu Shih. 
46 杜威：《民主与教育》，《杜威全集·中期著作》，

第 9 卷，俞吾金、孔慧译，第 74 页。 
47 Dewey, “Creative Democracy—The Task Before U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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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胡适，〈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

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胡适

手稿》，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 年，第 9 集，卷三，

第 545-546 页。（笔者使用的是电子版，引文页码待补

充。） 
49 关于胡适的这段话，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周质平认

为这是“胡适对‘民主’的‘晚年定论’，也是他对

‘民主’ 一词所下的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周质

平：<胡适对民主的阐释>，《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

代中国》，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第 289 页。但

周质平下文中对胡适民主思想的阐释和总结，已经超出

了胡适这篇论辩文章的论说。）江勇振认为这完全是胡适

“引而不注”地从杜威的《创造性的民主》中抄来的（江

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 日正当中，

1917-1927）》，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年，<前

言>，第 3 页）。 
50 胡适，〈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

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胡适

手稿》，第 9 集，卷三，第 546 页。 
51 胡适，〈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

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胡适

手稿》，第 9 集，卷三，第 547-548 页。 

 
52 胡适：<不朽——我的宗教>，《胡适文存》卷四，收

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 2 卷，第 529 页。 
53 笔者也并不否认胡适的不朽论同样受到了中国传统价

值取向的影响。这种解释由耿云志提出，详见《“社会的

不朽论”——中西合璧的价值观》，收入《重新发现胡

适》，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129-136 页。 
54 详见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文存》卷

四，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 2 卷，第 568-570

页。这篇文章与杜威 1920年 1月 2 日晚上在天津的讲演

《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有密切关系。可惜杜威的讲演

《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今已不存，难以做进一步的文本

分析。 
55 中间内容是笔者省略的，胡适原稿为全文引用。着重

号为笔者所加。 
56 Hu Shih, “Instrumentalism as a Political Concept.”（第三

稿），第 24-25 页。 
57 Hu Shih, “Instrumentalism as a Political Concept.”（第三

稿），第 21 页。 
58 Hu Shih, “Instrumentalism as a Political Concept.”（第三

稿），第 24 页。 
59 详见杜威：<哲学复兴的需要>，《杜威全集·中期著

作》，第 10 卷，第 3-37 页。 
60 胡适：<实验主义>，第 228-231 页。 
61 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3 页。笔者对译文有修改。着

重号为杜威本人所加。 
62 转引自威廉·多尔（William E. Doll, Jr.）：《杜威的智

慧》，《全球教育展望》2011 年第 1 期。 
63 Dewey, “Appendix 1”, in 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 

1925-1953, vol.1, p.361. 杜威晚年写就的这篇《导言》傅

统先译本未译出。 
64 Dewey, “Appendix 1”, pp.362-363. 
65 杜威：《经验与自然》，第 92 页。 
66 这一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畴。在此，仅需提

及，杜威的中国之行很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至少从时

间上看，杜威的《经验与自然》、《公众及其问题》都写

作并发表于访华之后。故而，批评胡适在杜威访华时没

有忠实传达出杜威在《经验与自然》中所发展出来的那种

经验哲学，或不分时间序列、笼统地批评胡适没能理解

杜威的经验哲学，都是站不住脚的；只能说胡适对杜威

后期哲学的了解是有限的，而这一点也是胡适晚年所坦

然承认的。 

 

古典的复兴运动 

——“近千年来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第二讲 

 

胡适演讲    席云舒导读

 

今年第 2期《胡适研究通讯》刊登了我提供

的胡适 1956年在伯克莱加州大学的十次演讲“近

千年来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Chinese 

Renaissance from One Thousand A.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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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Day”）第一讲“Medieval China in A.D. 

1000”的整理稿，在第一讲中，胡适重申了 1942

年和 1946 年的两篇“Chinese Thought”1以及 1946

年 2 月在康奈尔大学“马圣格讲座”的演讲“The 

Intellectual Renaissance in Modern China”2第一讲

所说的中国思想史三个“1000 年”划分，以及他

把“中国文艺复兴”时期从 11 世纪的宋代算起的

理由。本期我继续提供该系列演讲第二讲“The 

Movement of Classical Revival”的整理稿。 

胡适英文手稿里这一讲并没有题目，“The 

Movement of Classical Revival”这个题目是胡颂

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拟的。
3
胡适

主要讲的是经过汉代佛教传入后几百年的中国思

想印度化以后，到唐代出现的一次短暂的“古典

复兴”运动。这个运动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禅宗佛教对印度传入的大乘佛教的“中国化”

改革，二是韩愈通过《原道》倡导的中国古典哲

学的复兴，三是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胡适引苏

轼对韩愈的评价“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

溺”
4
，他指出，苏轼的这个评价，一是针对文学

改革，二是针对哲学复兴和文化复兴。他认为韩

愈领导的这个古典复兴运动对宋代以后的“中国

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他这一讲的题目是“古典的

复兴运动”。在 1956年这十次演讲中，唐代的这

次“古典的复兴运动”并不包含在“近千年来的

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当中，而 1933年他在芝加哥

大学“哈斯克讲座”上的演讲“The Chinese 

Renaissance”第三讲中，却把“唐代一批伟大诗

人的出现，与此同时的古文复兴运动，以及作为

印度佛教的中国改良版的禅宗的产生”看成中国

历史上的“第一次文艺复兴”。
5
这表明胡适在“中

古宗教时期”和“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分界问

题上，是有过调整的。事实上，在 1935 年的《中

国再生时期》演讲中，他就检讨了 1933 年的这个

观点，认为“毕竟因为这时所遭受的刺激太小，

新血液的灌输不足，过后，又回到了衰老的时期”，

6这个观点跟他 1956 年这次演讲中的观点是一致

的。在禅宗佛教的改良方面，他认为“随着它越

来越受推崇，并被官方认可，它反而需要越来越

靠近印度传统的思想和修行”，而在古文复兴运动

方面，尽管古文运动复活了孔孟时期纯正的古典

语言，但“在韩愈领导的古典复兴及与他同时代

的 9 世纪前半期的同代人之后，中古中国又回到

了久经时间考验的那种辞藻华丽、句法与韵脚高

度对应的骈体文形式”。这种古典的文学、哲学复

兴，直到 11 世纪以后的宋代才得到充分的发扬。 

胡适 1931 年 12 月 30 日在北京大学演讲的

《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和 1941 年 2月 15日在

美国华盛顿文学学会演讲的《中国的小说》中，

都曾指出过佛教故事对于中国文学的“想象力之

解放”所起到的积极意义，
7
在 1923 年的“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一文中他还提到禅宗的俗讲

和变文对宋代以后的新儒家的影响。8但更多时候

他都认为汉代以来的大乘佛教禁锢了中国人的理

智9，而禅宗对于大乘佛教的改革也并未能使佛教

彻底地“中国化”，禅宗的一些经典和物证如《坛

经》、“传灯票”等大都是伪造的，禅宗对佛教的

改革没有起到 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那样的作用。

到了宋代，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兴起，

才使中国古典哲学得到了真正的复兴。不过，由

于程朱理学很快就被官方认可，被民众崇拜，它

取代了佛教成为一种新的信仰，用胡适的话说，

朱熹本可以成为中国的培根、笛卡尔，而不幸竟

成了中国的圣托马斯·阿奎那。
10
 

胡适指出，“《原道》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篇

檄文——是中国要求从印度思想统治下的中古信

仰和思潮独立出来的宣言书”，而古文运动则使

“已经死亡好久的古典语言复活过来，成为新式

用法的一个文学工具”。他追溯了古代语言文字的

发展，重申了他 1941 年 11 月在纽约美国犹太教

神学院的演讲《孔子》中的部分观点，认为先秦

典籍里记载的语言主要是在鲁国、齐国、卫国、

宋国等“东部诸国”人民所使用的活的语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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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展而来的，根据他 1934 年的《说儒》中的观

点，这些诸侯国的百姓都是殷遗民11，他们的语

言与发源于中国西部的周代贵族的语言不同，《诗

经》里的“十五国风”多是殷遗民的风土之音，

较之“大雅”、“小雅”、“颂”里周贵族的朝廷之

音和庙堂之音更加通俗易懂。12 “东部诸国”的

殷遗民和作为统治者的周贵族的语言、文化的融

合，形成了先秦典籍里记载的中国语言文化的基

础。但这种书面记载下来的语言（“文言”）到了

汉代，就像汉武帝时期的宰相公孙弘所说的，已

经是“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
13
了，

后来经过长期战争和民族融合，由于断句的要求

和地方歌谣对书面语言的影响等原因，逐渐形成

了对仗、押韵、四六字形式的骈体文。胡适认为

这种不合常理又非常变态的束缚形式正是中古时

期大量的文学作品不能诵读、不堪辨认的原因，

也是韩愈等人倡导古文运动的原因。胡适指出，

韩愈所主张的“文从字顺各识职”的古典语言，

是建立在一种活的语言形式上的简单而又毫不修

饰的语言，因此能够让人高效地学会并掌握。宋

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发扬了韩愈这个主

张，“他们在古典散文技巧上和推广方面的巨大成

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孔子和孟子古典散文的

纯正和优美，而孔孟古典散文作为古文复兴后的

文学表达方式，在学术界、哲学探讨和政治沟通

方面又影响了后来的 900 年”。 

但他同时指出，这些 11 世纪的大师们想把

古典散文作为一个得力又非常有用的工具复兴起

来时，语言文学问题已经被推迟了将近 1000 年，

但至此仍未得到真正解决。“要想真正的解决，还

要等很多个世纪，等到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来写作

的文学有了势不可挡的力量，并且，还要等更长

的世纪来形成一个有意识的运动，把人民的活生

生的语言用作教育的工具，用作诗歌和散文的媒

介。”他这句话指的是 1917 年以来由他倡导的“文

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唐代虽然出现过李白、

杜甫、白居易等从民间口语汲取营养的伟大诗人，

但由于韩愈是“语言文学改良运动的古典复兴的

伟大领导人”，唐以后的文人士大夫的文学是沿着

古文的路径发展的，而不是朝着贴近老百姓的口

头语言的方向发展的，因此并未形成“言文一致”

的民族语言文学。这个问题，是到 20 世纪“五四”

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得到解决的。 

胡适充分肯定了韩愈倡导的古典哲学复兴

和古文运动的历史意义，也指出了它的不足。这

体现了胡适进化论的历史观，无论是在胡适的思

想史观念中，还是在他的文学史观念中，历史都

不是固化的、静态的，历史不只是过去了的阶段

性历史，而是动态进化中的历史，他要推求的是

形成我们现成历史的“因”，再通过实验的方法去

证明一个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果”。 

胡适英文手稿是由北京语言大学的张伟副

教授和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达拉斯分校的郭钦

博士整理的，我在这篇“导读”里所引的译文也

主要是由郭钦博士翻译的。我在第 2 期《胡适研

究通讯》“近千年来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导

读”里误把郭钦博士写成了哈佛大学博士，当时

未及向郭钦博士本人求证，这里专此更正。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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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vement of Classical Revival

 

Let us now turn to the other phase of the 

Classical Revival — the movement to revive the 

cultural content of the Classical age to replace the 

highly Indianized thoughts and beliefs of medieval 

China. 

In the light of what I have already presented to 

you about Medieval Chin and Zen Buddhism, the 

problem underlying the movement of classical 

cultural revival is not so technical as that of its 

linguistic phrase, and can therefore be more easily 

stated and probably more easily understood.  

Much of the Indianized thought and belief of 

Medieval China was un-Chinese. Some of it has 

become a part of the Chinese way of life. But much 

of it, — indeed, too much of it, the Chinese mind 

simply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Zen movement was historically an 

informal revolution or reformation to “Chinafy” 

Buddhism and make it intelligible and acceptable to 

the Chinese mind. 

But the Zen movement was still Buddhistic 

and still un-Chinese. As it became more and more 

respectable and official, it has to conform more and 

more to the traditional ideas and practices of the 

Indian religion. 

It was un-Chinese on one fundamental issue 

which was clearly stated by Han Yü early in the 9th 

century  ─ at the height of the Zen movement. 

Han Yü wrote an essay “On the Tao (the 

Way),” — i.e. the Chinese Way of life. He quoted 

from a little essay of 1700 words entitled “The 

Higher Learning” (TA hsüeh 大学): “When the 

ancients wished to make the enlightened virtue 

prevail in the world, they first put their own states 

in good order. When they wish to put their own 

states to order, they first set their families aright. 

When they wish to set aright their families, they 

first cultivate their own person. When they wish to 

cultivate their own person, they first rectify their 

mind. When they wish to rectify their mind, they 

just make sincere their thoughts. …” 

 “So,” said Han Yü, “what our ancients 

conceived as “rectifying the mind and making 

sincere the thought” was for the purpose of doing 

things — (for the purpose of accomplishing 

something in the family, the state, and the world). 

Now, there are people who wish to control their 

mind but who, at the same time, want to place 

themselves outside the family, the state and the 

world, and deny the natural relationships of men: 

the son denying his parents, the subject denying his 

sovereign, and the man refusing to do his work.” 

The latter he called the Way of the barbarians. 

The former he called “the Way of our an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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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rulers.” “And,” said he, “this is what I call the 

Way, which is certainly not the way of Taoism and 

Buddhism. And this is the Way which has handed 

down through the sage-rulers of antiquity … to 

Confucius, and through Confucius to Mencius. 

Since the death of Mencius, there has been no 

successor. …” 

This essay “On the Way” was in every sense a 

declaration of war, — a declaration of Chinese 

independence from the Indianized thought and 

belief of Medieval China — all of which he 

declared to be un-Chinese in the sense that all their 

professed ways of moral and mental cultivation was 

for a selfish and anti-social and anti-humanist 

purpose — for the salvation of the individual soul.  

In this central theme, Han Yü was essentially 

and historically correct.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and, 

in particular, the (p. 6) Confucianist tradition was 

humanistic and social. All education and all 

self-cultivation was for a social purpose. Confucius 

expressed this ideal in 3 sentences: 

(1) Cultivate yourself with 

reverence. 

(2) Cultivate yourself in order to 

give peace and happiness to other men. 

(3) Cultivate yourself in order to 

give peace and happiness to all men. 

Judged by this Confucian criterion, all the 

ways of the medieval religions are un-Chinese,--at 

least un-Confucian. 

How was this Chinese Way of life to be 

achieved? 

Han Yü was openly in favor of ruthless 

persecution. He coined this battle-cry in 3 terse 

slogans: 

“Humanize their people! 

“Burn their books! 

“Convert their buildings into human 

dwellings!” 

He died in 825. Twenty years later, all the 3 

war-slogans were carried out to the letter. The great 

persecution of Buddhism came in 845-846. It 

destroyed 4,600 big temples and monasteries and 

over 40,000 minor places of worship and Zen 

retreat; confiscated millions of acres of landed 

property of the Church; freed 150,000 male and 

female slaves or retainers of the temples; and forced 

365,000 monks and nuns to return to secular life. 

Such drastic and barbaric methods of 

persecution, however, could never kill a great 

religion. The Emperor who proclaimed and carried 

out the great persecution died in 846, and his 

brother who succeeded him to the throne, was a 

Buddhist believer, under whom a mild restoration of 

Buddhism was brought out. In the course of a few 

decades, Buddhism was once more flourishing as 

one of the 3 great religions of China. 

The great leaders of Classical Revival in the 

11th century fully realized the inadequacy of the 

policy of religious persecution. Other ways of a 

more counteractive and fundamental nature were 

neede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ideal of a revival or 

rebirth of the indigenous, essential secular and 

humanistic culture of classical China.  

One of these ways was a program of positive 

and constructive reform in government and in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Another was a program of intellectual and 

philosophical revival or renaissance — a revival of 

the national, secular and humanistic thoughts and 

ideals.   

My 4th lecture will deal with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of the 11th century. My 5th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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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summarize the movement for philosophical 

renaissance as represented by the Neo-Confucianist 

movements. 

Zen Buddhism 

1. Did not come from Smile (笑), 

but was a result of over 30 years’ heroic 

fight and eloquent preaching by my monk 

Shen Hui.  

2. It became a great movement 

when many heretic and liberal schools went 

on a stroupede, fighting to get on the 

victorious bandwagon.  

补说： 

（1） The movement was 

full of deliberate lies and forgeries:  

八代 ─ 28 代      

         ─ 51 代 

坛经 itself is a forgery. 

传灯票 is about 90% forgery. 

There were two distinct, though closely related, 

aspects of the historic movement of “Classical 

Revival”.  First, it was a literary movement aiming 

at the revival and correct use of the Classical 

language to take the place of the hybrid literary 

language of medieval China. Secondly, it was a 

cultural movement, aiming at the revival of the 

indigenous Chinese civilization of pre-Buddhist 

times to take their place of the other worldly and 

un-Chinese culture of medieval China! 

Historically, the Classical Revival as a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movement was a much older 

movement. For many centuries, Medieval China 

had been strugg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how to 

better utilize these classical language as a more 

effective tool of empire communication and 

intellectual exchange. And in every century there 

had been successful writers in the classical language. 

But there were no clearly conscious movement until 

it was suddenly made a conscious and deliberate by 

the clear recognition that the revival of the Classical 

language was a part of the great fight for the revival 

of an ancient and indigenous civilization. This 

conscious recognition came abou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9th century, in the person of a great leader, 

Han Yü (768-825), of whom it was said: “This 

literary style has elevated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depth of decadence in the 8 preceding dynasties, 

and this philosophy teaching (Tao) has resurrected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their death by drowning 

(i.e. — from having been long submerged under the 

deluge of the medieval religions).” The first part of 

the eulogy refers to the literary reform; the second 

part, to the philosophical and cultural revival. 

It is not easy to describe the state of literary 

decadence and linguistic perversity in medieval 

China against which the movement of Classical 

Revival was a protest and a reform. A few summary 

and necessarily dogmatic statements may suffice to 

give something of this linguistic and literary 

background.  

The Classical Age of Confucius and the 

Classical philosophers was an age of separate states 

with many important local dialects of probably 

cognate origin. By the 5th and 4th centuries B.C. 

there have seemed or have developed a kind of 

more or less common literary language, which was 

apparently based upon a group of living languages 

actually spoken by the peoples of the “Eastern 

states”, — older states  including the state of Lu, 

the native state of Confucius. 

The base of this literary language — which we 

shall call the Classical language — is a language of 

great simplicity — which is free from most of the 

irrational features of the inflectional languag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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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parts of the earth. Such a language ought to be 

easy to speak and easy to learn, if it were minutely 

recorded and transcribed. 

But, unfortunately,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an alphabet, the difficulties of minute recording 

were tremendous. Only a few extant works were 

apparently carefully and minutely transcribed. They 

belonged mostly to the 5th, 4th and 3rd centuries B.C. 

Such, for example, were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his disciples, and the discourses of 

Mencius. But there were a number of ancient works, 

for example, those pre-Confucian works of the 

so-called Canon of “Confucianist” scriptures, — 

which were transmitted to posterity in incompletely 

transcribed form and were therefore, often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and difficult to learn. 

It was this admixture of a fairly completely 

recorded language with incompletely recorded 

language that constitutes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the Classical past. 

As long ago as the year 124 B.C., a Prime 

Minister of the Han Empire complained that the 

edicts and laws of the Empire written in the 

classical style were no longer understood by the 

petty officers whose duty it was to explain them to 

the people. The classical language had long become 

a dead tongue! That led to the earliest beginnings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under which 

scribes who had a working knowledge of the dead 

classical language were given preference in civil 

appointments. But it also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tai hsueh) in 124 B.C. which 

began with (p. 19)5 doctors or professors each to 

specialize in the teaching of one of the 5 major 

classics of the “Confucianist” Canon. That 

university began with 50 students, but grew to 

10,000 students in about year 4 A.D. and had 

30,000 students in the 2nd century A.D. 

It was the Confucianist educational system 

together with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that was responsible for 

maintaining a long dead language in over 2000 

years as the ancient written language of the unified 

empire (and, in the course of time, the common 

written language of Korea, Japan, and the northern 

part of Indo-China). 

Throughout the centuries, the few perfectly 

transcribed texts — the Analects and Mencius, and 

the little Book of Filial Piety, — were used as the 

elementary text-book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Classical language. But the objective was to master 

the major Classics which were almost all in 

imperfectly recorded language. 

The problem of the classical language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as China went through 

the long centuries of political separation, barbarian 

conquest, racial and cultural assimilation of the vast 

number of new races and alien customs and beliefs. 

And there was always the great temptation and 

confusion of the living tongues of the people — 

which came through the folk songs and tales of the 

peoples of the invading North and the expanding 

South. 

The net result was the development of a hybrid 

written Chinese, which was neither correct classical 

Chinese, nor representative of the living spoken 

tongue of the peoples. Medieval written Chinese is 

often unreadable for many reasons. (1) It was often 

written by barely literate scribes and monks. (2) The 

texts were often corrupted through copying and 

re-copying. (3)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punctuation marks, the sentences were often so 

constructed as to have pauses at every four syll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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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hat the reader could be expected to follow an 

artificial system of more or less regular pauses! 

Sometimes, pauses are placed at intervals of 4 and 6 

syllables. (4) From these artificial pauses, which 

probably originated functionally as punctuation 

marks, the gifted and ambitious writers began to 

develop a literary fashion of balanced pauses, each 

part balancing with its companion part, not only in 

every grammatical function, but also in tone and 

rhythm. Thus a verb must balance with a verb, and 

an adverb with an adverb; and, in tone, a low tone 

must balance with a high tone, and vice versa. This 

gave rise to several new forms of medieval 

literature: (a) the balanced prose with alternate 

pauses of 4 and 6 syllables each; (b) the regulated 

“fu” (赋), or a prose-poem with end-rhymes but 

with balanced pauses of usually 4 and 6 syllables 

each; and (c) the regulated poems of 5-syllable lines 

and of 7-syllable lines, in which a definite number 

of lines must form strictly balanced couplets. These 

literary perversions took centuries to develop, but 

they came to be the required literary forms in the 

literary and poetic examination (The “highest and 

most coveted kind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stituted since the early decades of the 7th century. 

And the balanced rhythmic prose became the 

required language of all official documents of the 

court and the government for many centuries! It was 

natural that only very few writers and poets could 

train themselves to acquire the skill or even art to 

express themselves under such unreasonable and 

truly perversed restrictions. But it is my considered 

opinion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literary productions of medieval China is 

unreadable and unintelligible. 

It was against such linguistic perversities and 

literary decadences that the Classical Revival 

movement of the T’ang and Sung dynasties was a 

conscious revolt and, in a sense, a revolutio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literary revolt were undertaken 

by the great poets of the 8th and 9the centuries, such 

as Tu Fu (died 770), Yuan Chên (died 831), Po 

Chü-I (died 846) who, while not discarding the 

“regulated forms of verse-writing, produced their 

best poetry — esp. their great poetry on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injustice — 

entirely in a free and re-vitalized language. Yuan 

Chên was also interested in reforming the prose 

style used in the official documents of the imperial 

court. When he was appointed the court draftsman 

in 820-821, he had the courage of carrying out his 

convictions by using the pure classical prose in all 

edicts and decrees.  

But the great leader of the classical revival as a 

movement for linguistic and literary reform was 

Han Yü, who was a poet, a classical scholar and 

greatest prose master of his age. His great talent as a 

poet and his classical scholarship made it possible 

for him to realize, instinctively rather than 

intellectually, that the classical language which 

could be effectively learned and mastered was that 

simple and unadorned language which was based on 

a living tongue preserved in carefully and minutely 

recorded conversations such as those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 This 

classical linguistic base he expressed in a simple 

formula: Every word and every phrase must obey its 

natural order and must fulfill its own function (文从

字顺各识职). It was this basic classical language 

that Han Yü successfully mastered and wrote in all 

forms of prose composition. His expository and 

argumentative essays, his bi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narrations, his descriptive pieces and his 

few attempts at story-telling which was at time 

rising as a new and fashionable form of literature, 

— all this has made the long dead clas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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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live again as a literary tool of modern 

usage! He has revived the classical language by 

demonstrating its many-sided capabilities as an 

effective instrumentality for literary expression and 

intellectual communication — a tool far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any form of hybrid prose of 

medieval China! 

As a reformer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an 

Yü was far ahead of his times. Very few of his own 

students were contented in writing in this simple 

and unadorned classical prose. Soon after the age of 

classical revival of Han Yü and his great 

contemporaries in the 1st half of the 9th century, 

medieval China went back to the time-honored style 

of highly flowery and rhythmically and 

syntactically balanced prose — which reached its 

heyday in the 10th century when it actually 

produced some talented masters in this difficult art 

of literary gymnastics.  

The movement for the revival of the classical 

prose as a tool of literature did not achieve its 

maturity and full success until the 11th century when 

a galaxy of truly great masters of classical prose 

arose in the person of Ou-yang Hsiu (died 1072), 

Wang An-shih (died 1086), Su Shih (died 1101),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 Their great success in the 

mastery and popularization of classical prose was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the purification and 

exaltation of the classical prose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as the revived tool of literary expression, 

intellectual intercourse,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for the next 900 years. 

But these great masters of the 11th century 

drew their inspiration mainly from Han Yü, who 

had remained the great teacher and model of 

classical prose in the centuries after his death. One 

of his enthusiastic followers in the 10th century — 

Liu K’ai (died 1001) — devoted 20 years of his life 

to the task of collecting and collating the various 

manuscript and printed copies of Han Yü’s works, 

and was so dedicated to this cause that he gave 

himself the literary name of “Chien Yü” — “putting 

Han Yü on his own shoulders!” It was Su Shih who 

eulogized Han Yü as one whose literary style has 

elevated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depth of 

decadence of the 8 preceding dynasties and [whose] 

teaching has resurrected the people from their death 

by drowning.” 

I may sum up this linguistic and literary aspect 

of classical revival by pointing out that, by 

successfully reviving classical prose as a fairly 

effective and usable literary tool, the real problem 

of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as temporarily 

postponed for nearly 1000 years. It was not solved.  

 Its real solution had to wait many centuries 

for the irresistible growth of a vital literature in the 

vulgar tongue of the people, and still many more 

centuries for a new conscious movement to adopt 

the living tongue of the people both as the tool of 

education and the medium of poetry and prose. 

Even as Han Yü was writing his masterful 

classical prose, the Zen masters of the 8th and 9th 

centuries were writing down their fiercely profane 

and iconoclastic discourses as they were spoken  

—  i.e. in the spoken tongue of the age. 

And, even as Ou-yang Hsiu and Su Shih were 

producing their masterpieces in the classical 

language, the professional story-teller and 

street-singers in the great Sung capital of K’ai-Feng 

Fu were telling their tales and singing their songs to 

huge crowds in the only language understood by 

them all, — namely, the vulgar tongue of the people. 

A number of those tales have been preserved to this 

day and form an invaluable part of the literary 

heritage in the living tongue. 

（郭钦、张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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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日记、藏书中所见胡适抗战在美期间与周鲠生的交往 

 

邹新明 

 

偶读《胡适给赵元任的信》，其中有一封信，

应为 1949 年之后，具体年代不详，编者加题为

“周鲠生不理老朋友”，引起笔者的兴趣，信中写

道：“鲠生居然被中共派到 Toronto 来参加准备红

十字大会，时刻有人监视，刘锴大使与刘瑞恒大

使，竟无法同他说半句话！他两眼止直看前面，

目不邪视！我至今无法想！”
1
虽然周鲠生的变化

让胡适吃惊，，但由此信至少我们可以肯定，胡适

对于周鲠生还是很关注惦记的。在此信之前，

1949 年 5 月 22 日，胡适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

也提到周鲠生：“武汉大学怎样了？鲠生怎样

了？”以上两信表明，胡适与周鲠生的关系还是

比较密切的。 

我们知道，胡适 1917 年回国任北大教授，

周鲠生 1922 年任北大政治系教授，两人的交往

至晚始于 1922 年。查《胡适日记全集》，他在

1922 年 10 月 25 日的日记中记录：“到东吉祥胡

同丁巽甫、李仲揆、周鲠生诸君处吃饭，谈大学

事。”
2
翻检胡适书信、日记可知，周鲠生在胡适

的交往圈中不属于边缘的人物。然而，据笔者所

知，关于胡适与周鲠生交往的讨论似乎并不多，

且多集中在 1948 年由周鲠生一篇题为《历史要

重演吗？》的文章引发的胡适与周鲠生关于当时

国际局势的一场争论。林建刚曾发表《胡适日记

中的周鲠生》一文
3
，对胡适与周鲠生的交往有所

梳理讨论，但对二人抗战期间的交往仍略嫌简略。

细查《胡适日记全集》索引可以发现，胡适与周

鲠生的交往，主要集中于抗战期间二人在美期间。

胡适 1937 年 9 月赴美，1946 年回国；周鲠生

1939 年赴美，1945 年回国，也就是说，二人同

在美国的时间为 1939-1945 年。《胡适日记全集》

关于周鲠生的索引共 48 处，而上述时间段的索

引就占了 26 条，具体时间为 1940 年 1 月至 1944

年 12 月。另据笔者查阅胡适藏书，有题记可以

确定为周鲠生赠书的共计 9 种，全部为抗战在美

期间，正可作为这一时期二人交往最密切的另一

个佐证。据此，笔者拟将这一时期胡适日记、藏

书中有关二人交往的资料略作整理，与有兴趣者

分享。 

胡适日记、藏书中涉及与周鲠生交往的资料，

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 思想交流 

胡适非常喜欢与人交谈，不仅限于朋友之间，

还曾坚持在星期天会见来访者，被江冬秀戏称为

“做礼拜”。抗战爆发后不久，胡适与钱端升、张

忠绂被派赴美国，以非官方的身份宣传中国抗战，

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1938 年 1 月，张忠绂

因事回国，4 月钱端升到英国。4 月 24 日，胡适

一个人来到曾与朋友共餐的“俄国熊”饭馆， 有

感于国难当头，无人倾诉，曾写下一首小诗：  

孤单客子最无聊，独访“俄熊”吃“剑烧”。 

急鼓哀弦灯影里，无人会得我心焦。 

当时胡适愁闷的心情可见一斑。 

后来钱端升又回到美国，周鲠生也于 1939

年到美国，胡适终于有了可以畅谈的朋友。他在

1940 年 1 月 15 日的日记中写道：“鲠生、端升

两兄来谈，我们畅谈国家大势，世界大势，直到

夜半。海外不易得此种乐趣。”
4
 

1 月 21 日，也就是六天后，胡适又“与光甫、

鲠生谈。”
5
  

1 月 28 日，胡适因周鲠生“淡于名利，又有

见解”，想请他留下来帮忙，当天日记说：“今天

我和鲠生谈。我劝他多住几个月，好帮我一点忙。

他允考虑，我很高兴。”
6
同年 2 月 2 日，周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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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了胡适的请求，胡适“很高兴”。 

此后周鲠生成为胡适的座上客，交流就更多

了，所谈内容也不仅限于当时国内国际形势，也

涉及人物评价和读书治学等。 

如 1940 年 3 月 6 日的日记：“与鲠生兄谈，

同嗟叹蔡公是真能做领袖的。他自己的学问上的

成绩，思想上的地位，都不算高。但他能充分用

人，他用人的成绩都可算是他的成绩。”
7
两人同

为蔡元培所聘请，对蔡先生的评价自然是共同的

话题。 

再如，1940 年 4 月 27 日，“与鲠生谈

comparative study of historic civilizations, 在社

会科学上，此种比较研究最有用，然至今尚无人

能用此法也。”两人都曾留学欧美，对于西方新的

研究方法都可能比较关注。 

同年 11 月 11 日，胡适“同周鲠生兄谈中国

在世界上要算有做民主国家资格的，其资格有三： 

（1）孟子以下，承认造反，承认革命，为

合理。 

（2）自孔子的‘有教无类’，到蒙馆里念的

《神童诗》‘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平

等的精神最发达，社会也最无阶级。 

（3）自古以来，政治制度承认‘谏诤’，即

是承认‘Opposition’。”
8
 

1941 年 8 月 1 日，胡适向周鲠生介绍一本

书，当天日记写道：“读完了 Darkness at Noon。

这部小说写一个苏俄革命老同志，被‘刷新’而

关在监里，受种种拷问，终于自承种种罪名，并

在公庭上宣布自己的罪状。结果还是枪毙了。作

者很能体会这班共产党的心理，描写很有力量。

我劝鲠生读此书。”
9
 1948 年胡适与周鲠生的那

场论战，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对苏联的看法，

似乎周鲠生受此书的影响没有胡适那么深。 

此外，胡适日记里还记录了多次与周鲠生等

朋友的畅谈，如 1943 年 1 月 2 日，“晚上大春、

鲠生来谈到夜半后两点”
10
；1943 年 11 月 8 日，

王文伯、周鲠生、陈源等人“饭后又到我家里畅

谈，至半夜后一点才睡。”
11
 

二. 使馆事务 

1940 年 2 月周鲠生答应留下来，主要是协

助处理使馆的外交事务。这样胡适常与周鲠生一

起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参加一些会议和迎来送往。 

日记所记包括： 

1940 年 2 月 26 日，“早晨同鲠生去接李石

曾。”
12
 

1940 年 5 月 14 日，“下午与鲠生兄同去

Berea College。”
13
 

1941 年 1 月 6 日，“今天总统亲到国会宣读

他的 Message，我与鲠生去听。的是一篇大文！”

14
 

工作之余，胡适休假的时候，也不忘带上周

鲠生。 

1940 年 2 月 11 日，胡适与周鲠生同到一个

老友家度假：“下午六点十分，与周鲠生兄同车南

去。老友 Col. & Mrs. Isaac Newell 邀我到他们住

的 Sea Island, Ga. 去玩，我决定去休息一星期。”

15
一周后回来时，“火车迟了三点钟。与鲠生同在

这个荒凉冷落的车站过了这三点多钟！”
16
  

三．为胡适祝寿 

胡适在美期间，除了刚到美国不久，即 1937

年的生日过得比较冷清，其他生日或朋友聚谈，

或朋友赠送礼物，还算比较热闹。 

胡适日记记载有周鲠生参加的生日聚会是

1944 年 12 月 16 日：“明天是我五十三岁生日；

昨天鲠生与 Mrs. Hartman 从纽约来；今天祖望从

South Bend, Indiana 来，刘锴、刘驭万、大春、

游建文夫人，都来了。今晚我在饭店请一班朋友

吃饭，连我共廿一人，很热闹。在座的是赵元任

夫妇、周一良夫妇、王恭守夫妇、Mrs. Hartman、

萨本栋、吴宪、张福运、裘开明、锴兄、驭万、

大春、祖望、杨联陞、王岷源、王信忠、鲠兄、

张其昀。”饭后胡适请周鲠生、刘锴等人在自己的

房间看自己14日草拟的给美国陆军部长Henry L. 

Stimson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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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藏书中有不少这一时期朋友送的生日礼

物，其中周鲠生赠送的有 4 种： 

1939 年胡适生日，周鲠生赠送： 

Speeches and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18-1937/by 

Arthur Berriedale Keit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此书为两卷本，两卷扉页均有周鲠生题记：

敬赠适之兄，鲠生，二八，十二，十七。 

1940 年胡适生日，周鲠生赠送：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July 1939-June 1940/by S. 

Shepard Jones, Denys P. Myers, Boston: 

World Peace Foundation, 1940 

扉页有周鲠生题记：敬赠适之兄，鲠生，二

九，十二，十七，于华府之双橡园。 

1941 年胡适生日，周鲠生赠送：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III July 1940-June 1941/by 

S. Shepard Jones, Denys P. Myers, Boston: 

World Peace Foundation, 1941 

扉页有赠书者题记：恭祝适之兄五十荣庆，

并祝中美国交与中国国际地位与年俱进。鲠

生，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十七日，于美国华府

之双橡园。 

1943 年胡适生日，周鲠生赠送： 

Germa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by John 

Dewe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42 

扉页有周鲠生题记：送给适之兄，即以祝寿，

鲠生，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于纽约。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30 卷收录周鲠

生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信末无年代，仅署 12 月

12 日，信中说“定十五日午间动身来，……光甫

日前来谈，亦打算来剑桥一行”17，胡适 1944

年 10 月底到哈佛讲八个月的中国思想史，年底

正在麻省剑桥，故此信的年代应为 1944 年。信

中还提到“中国已苦撑七年多”，也可证此信写于

1944 年 12 月 12 日。根据此信，1944 年 12 月

15 日周鲠生到麻省剑桥，与胡适日记所记相合。

此信末周鲠生说：“昨日购寄小书以祝寿，想已寄

到。”18据此，周鲠生在 1944 年胡适生日时也有

图书相赠，可惜在现存胡适藏书中没有发现。另

外，从 1939 年到 1944 年的五年中，只有 1942

年胡适生日不见周鲠生赠书，与周鲠生这几年的

习惯做法不合。周鲠生赠胡适的书中有一册

Twenty-Five Years, 1892-1916，胡适在扉页题记：

“《葛雷自传》，周鲠生兄送我的。适之。卅一年”，

此书赠于 1942 年，月日不详，或许即是当年的

生日礼物？还有一种可能，即与 1944 年的情形

类似，本有赠书，现存藏书中未见。 

四. 赠书与购书 

除了生日赠书，周鲠生还赠送胡适图书 5 种，

主要为自己的著作和节日赠书： 

1944 年元旦，周鲠生赠送给胡适自己的著作

《赢得太平洋的和平》： 

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 A 

Chinese View of Far Eastern Postwar 

Plans and Requirements for a Stable 

Security System in the Pacific Area/by S. R. 

Chow,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4 

此书题名页前页有周鲠生题记：适之老兄指

正，鲠生，卅三年元旦，于纽约。 

1940 年感恩节，周鲠生赠送胡适： 

The Case for Federal Union/by W. B. Curr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imited, 1939. 

扉页有胡适题记：鲠生送我的。一九四十年

感谢节（十一月廿一）适之。 

其他赠书： 

Twenty-Five Years, 1892-1916/by 

Viscount Grey,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25 

扉页有胡适题记：《葛雷自传》，周鲠生兄送

我的。适之。卅一年 



胡适研究通讯   2014年第 4 期 

 36 

Country Squire in the White House/by 

John T. Flynn,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mpany, Inc., 1940 

扉页有胡适题记：鲠生送我的。适之。廿九，

九，四。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ight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ugust, 

1921/by James Bryc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3 

扉页有周鲠生题记：送给适之吾兄，鲠生，

二九，三，廿六得之于华盛顿旧书肆。 

从上列书目可以看出，周鲠生的赠书是经过

精心挑选的，基本都属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

政治学方面。除了书名直接包括 Foreign 

Relations、International Affairs、Federal Union、

Politics 外，Twenty-Five Years, 1892-1916（胡适

译为《葛雷自传》）一书的作者 Viscount Grey 曾

任英国外交大臣 11 年，Country Squire in the 

White House 一书分析了美国总统制度和罗斯福

在其中的地位，揭示了罗斯福是如何达到权利顶

峰的，可以说都与国际政治或政治有关。 

此外，胡适还在自己买的两种书的题记中提

到周鲠生： 

The Revolution of Nihilism/by Hermann 

Rauschning, New York: Alliance Book 

Corporation, Longmans, Green & Co., 1939 

扉页胡适题记： Hu Shih, June 7, 1940. 今天

与鲠生兄出去走路，走到书店里买的这本书。

胡适 

百子全书 一百种  民国 8 年上海扫叶山房

石印本 6 函 48 册 

总目后有胡适题记：《百子全书》本是湖北崇

文书局刻的。我做小孩子时，家中有此书零

种，我初读《孔子家语》等书都是用这种本

子。后来在北京，我稍稍懂得版本和校勘了，

颇轻视湖北局刻本。现在我在海外，竟用二

十元美金买这部扫叶山房石印本的《百子全

书》！周鲠生兄说：“赶快买！总比没有书好！”

我也同情他的话，就记在这里。民国卅二年，

三月廿九夜  胡适记于纽约东八十一街一〇

四号。 

1942 年 9 月胡适从驻美大使任上退下来，

重新开始学术研究时，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书

荒”，此书的购买，多少有些“饥不择食”了。 

 

以上是胡适日记、藏书中关于与周鲠生交往

的点滴，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深入的畅谈，还

是日常工作生活；无论是一般迎来送往，还是热

闹的生日聚会，都有周鲠生的身影，可见二人这

一时期交往之深。至于周鲠生赠送给胡适的那些

图书，则留下了二人高尚情谊的佐证。回头再看

1948 年胡适与周鲠生的论战，似乎多少有些让人

感到意外。其实胡适日记中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

些线索。1948 年 1 月，胡适写信给周鲠生，对

其《历史要重演吗？》一文提出质疑。同年 3 月

30 日，王世杰告诉胡适，蒋介石想提胡适为总统

候选人，自己做行政院长。胡适在第二天的日记

中记录：“八点，约周鲠生来谈，把昨天的话告诉

他。请他替我想想。午后与雪艇、鲠生谈了三点

多钟。我不敢接受，因为我真没有自信心。”如此

重大的问题，胡适还与周鲠生商谈，说明胡适仍

把周鲠生当作很好的朋友，而两人的论战只是对

于当时国际局势不同看法的正常交流而已。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

                                                                 
1 《胡适给赵元任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1970. 
2 《胡适日记全集》第三卷第 901 页，台北：联经出版公

司，2004 年。 
3 发表于《西江月》，2013 年第 5 期。 
4 《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 10 页。 
5 《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 12 页。 
6 《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 16 页。 
7 《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 30 页。 
8 《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 73-74 页。 
9 《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 107 页。 
10 《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 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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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 184 页。 
12 《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 26 页。 
13 《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 49 页。 
14 《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 89 页。 
15 《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 21 页。 

16 《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 23 页。 
17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30 卷，第 107 页，合肥：

黄山书社，1994 年。 
18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30 卷，第 108 页 

 

胡适与流行歌曲 

 

陈  新 

 

1940 年代，沈从文常带着儿子去访问一些文

化名人。一天说要带小儿子虎雏去见一个伟人。

虎雏心中奇怪，爸爸还有伟人朋友？ 

沈从文从书橱里抽出一本厚厚的洋装书，翻

开来叫虎雏念：“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

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虎雏没念完便说：“嗨！这种诗像小孩子写

的！”“胡适之写这个，就算伟人啦？” 

沈从文说：“当然不止这些。不过那时候能写

这种小孩子东西已经很了不得。没有人提倡这些，

你就读不到那么多新书，我也不会写小说。” 

沈从文对小虎雏不可能说出一番大道理，他

也不会说大道理。但这几句话，却用最平易的事

实，已经说出了“大道理”。 

显然，沈从文是喜欢这首名为“希望”的诗

的。它浅近如话，清新顺口，又有意蕴，收在 1922

年中国白话诗的开山之作——《尝试集》第 4 版

里。沈从文喜欢它，但不大可能会想到，几十年

以后，有人会从故纸堆里将它找出来，稍加增改，

更名“兰花草”，谱上曲子，成为万人传唱的流行

歌曲。 

 

    也是微云， 

    也是微云过后月光明。 

    只不见去年的游伴， 

也没有当日的心情。 

    不愿勾起相思， 

    不敢出门看月。 

    偏偏月进窗来， 

    害我相思一夜。 

 

这首《也是微云》的小诗，是胡适 1925 年

写的，由赵元任谱曲后，一时传唱甚广。胡适曾

将其译成英文，登在 1942 年 3 月 16 日《时代》

杂志上，改题为“淘气的月亮”。在一次哥伦比亚

大学中国抗战救援会上，胡适进行了一场关于中

国无论有无滇缅公路，都将继续战斗下去的精彩

演讲。结束后，全场高唱这首情歌，而不是激励

人心的爱国歌曲。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胡

适的崇敬，同时也表达了热血沸腾的爱国情怀。

——在某种情况下，感情可以用一种出人意料的

形式抒发，取得的效果也许更强烈，更激动人心，

更令人难忘。 

香港歌星梅艳芳的经典歌曲之一——《女人

花》，当人们在广场里狂热地呼应，当人们在街头

听到它的旋律，当人们无意间哼着它，可有谁知

道，其中“醉过知酒浓，爱过知情重”，出自胡适

《梦与诗》中的句子！ 

作为中国白话诗的开山鼻祖，除了专门的研

究者，已经很少有人去读胡适的诗了。但流行歌

曲却从中发掘，使这些“老古董”重新焕发出光

彩，除了胡适的名人效应，说明它们确实存在着

某种美之价值——它们有着起步时的稚拙，也有

着原初态的机敏，像野山荒原里的小花，晨曦中

闪着露水的光亮。本世纪初，《诗选刊》和搜狐网

联合进行了中国首次诗歌读者普选（六十八万人



胡适研究通讯   2014年第 4 期 

 38 

参加），在“二十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诗人”的

评选中，胡适仍赫然在十人之列，也说明了这个

问题（牛汉：《我仍在苦苦跋涉》第 244-245 页）。 

 

参考书籍： 

《团聚》沈虎雏 见《沈从文印象》孙冰编 学

林出版社 1997 年 1 月 

《走读胡适》姜异新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

年 5 月 

《我仍在苦苦跋涉》 牛汉口述 何启治 李晋

西编撰 北京三联书店 2008 年 7 月 

 

 

（作者是上海市工商局退休人员）

 

 

也谈胡适点校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 

——读《民国斯文》一书有感并记 

 

季  凯

 

胡适为“传记文学”定名第一人，他认为写

自传的好处是“给史家做资料，给文学开生路”。

对古代的传记作品，胡适多次提到清人汪辉祖的

《病榻梦痕录》，称在二千年的传记中，可读者只

有两部，其一即为《病榻梦痕录》
[1]
。汪辉祖号

龙庄，世称汪龙庄，绍兴人，早年入幕，当过三

十几年的“师爷”，中年以后考中进士，最大的官

做到县令，为清乾嘉时的一位良吏。近读肖伊绯

著《民国斯文》
[2]
一书，其中以《胡适的“师爷”

研究之余——关于〈病榻梦痕录〉的一封书简》

为题，专门记述了胡适因点校汪辉祖的《病榻梦

痕录》而与周作人通信往来讨论有关版本的故事，

笔者恰好藏有这封信的原件
[3]
，因书中释文有两

处文字错误，故将此信照录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启明兄： 

病榻梦痕录，寒斋竟无一善本。早年所得，

有同治元年本，今已被人取去。此时所存，只有

一部光绪十二年山东局本，因为曾用红墨水点读，

故不曾借与人。此外尚有一部大字旧刻，字体颇

精，如病字严字皆作古体，不从俗书，纸色颇旧，

无序无跋，亦无录
[4]
余。当年我颇疑心是嘉庆元

年“夏月付梓人”之本。但卷首有像赞，中有“行

年七十”之语，则已在嘉庆元年之后了。也许像

赞是后加的。 

昨见
[5]
  尊示，知  尊处藏本甚富，我想借

看你的道光六年本及咸丰元年本一校。请便中带

到校中，不胜感谢。 

同治六年活字本，我也不曾见过。 

我很想把此书标点付印，作为一种古传记的整

理本子。但今日少年人多不谙旧刑律，每苦不能句

读此书。也许我可以把我的点读本补完，就用来付

印。老兄若能许我写一序，我一定点完此书。 

适之 

二十六、一、五夜 

 

胡适在得知周作人藏有汪辉祖《病榻梦痕录》

的较早版本后，立即写了这封信向周作人借书，

以便他的校勘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其实这对他的

校书非常关键。古代的书籍因手工刻板的原因，

原版极易磨损毁坏，后人再版时只能够补刻或者

翻刻，则不免会出现讹字或脱字，所以能否取得

一部好的善本至关重要。幸运的是经过周作人的

提示和进一步考证，胡适很快打消了原有的疑虑，

确定自己手里的大字刻本就是嘉庆元年的初刻

本，又经与道光六年本的比较，发现此书在初印

时刻板即出现了损坏，后经挖补却造成个别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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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刻，由此胡适取得了可供校勘使用的《病榻梦

痕录》的最善本。 

以上内容肖伊绯在书中做了详细的描述，笔

者不再赘述，不过肖伊绯书中分析的胡适写信原

因，笔者认为不妥。肖说：“胡适邀周作人校勘《病

榻梦痕录》之前，胡适心里有个疑问，即自己手

头收藏的一些版本到底年代如何，质量究竟如何，

彼此间内容的差异做怎样的取舍等，一系列专业

问题还有待彻底证实。于是他想到了读书颇精、

藏书颇丰的‘启明兄’——周作人，就去信与其

谈论起这部‘师爷’自传的版本研究。”首先要指

出胡适从来没有邀请过周作人一同校勘《病榻梦

痕录》，在胡适的日记、胡适与周作人的往来通信

和周作人的自述文字中都没有过这样的说法。另

外根据此信和胡适当月 13 日写给周作人另外一

封信
[6]
的内容，胡适显然对自己手中和周作人所

存《病榻梦痕录》各种版本的情况很了解，而且

早就疑心自己的大字刻本为嘉庆元年的初刻，只

是还不能够完全肯定自己的判断，所以说不存在

胡适连版本年代、质量、优劣都搞不清楚的情况。

至于胡适给周作人写信请其为自己点校的《病榻

梦痕录》作序这件事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在三年

以前，即 1933年 12月 28日胡适就曾经给周作人

写过类似的信（见注[1]），只是信上没有涉及到

版本的问题。为什么这件事拖了三年没有结果? 

恐怕就是这个版本问题。胡适在 1月 5日这封信

中提到过曾在一部光绪十二年山东局本上用红墨

水点读。光绪十二年本是最晚的刻本，而当时胡

适还没有把握确定大字刻本的真实身份，所以缺

少初刻本应该是影响胡适校勘工作的主要原因。

当然这是 1937年以前的情况，至于以后为什么还

是没有能完成点校，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因为

抗战爆发。1937年上半年华北形势吃紧，到“七

七事变”爆发后，胡适临危受命赴美出任大使，

先前的很多研究不得不搁下来，还有就是胡适离

开北平去庐山开会非常匆忙，藏书和研究资料也

都没有带走，这可能是另一个原因。 

胡适再次回到国内已经抗战胜利了，虽然没

有完成对《病榻梦痕录》的点校，但也并不意味

相关研究的结束。比如胡适 1946 年发表的《考据

学的责任与方法》一文中“强调考证学与中国历

代审判制度狱讼的经验密切相关。”后在 1961年

3月《民主潮》第 11卷第 6期上重发该文时，补

写了汪辉祖“据供定罪，尚恐未真”的一件完整

案例（参见耿云志著《胡适年谱》第 274-275页）。

又如胡适在 1937年 1月 13日写给周作人的信上

说，一气看完周借的另一本书清李圭的《思痛记》

后，回想起家乡经历的“洪杨之劫”（指太平天国），

又想到《病榻梦痕录》中记述的“乾隆五十一年

的灾象”（指 1786年苏皖鲁等省发生灾荒，时有

“流丐载道”、“尸横道路”、尸体“埋于土，辄被

人刨发，刮肉而啖”的惨象）、以及白莲教之乱中

的乱杀无辜，不禁感叹道：“我们的大问题是人命

不值钱。因为不值钱，故可以视同草芥粪土，视

同儿戏。……嗜杀性似是兽性的一部分，生活进

步之国乃有不忍杀一无辜人之说，更进一步则并

罪人亦不忍杀了。”最后说：“总之，人命太贱，

可作牛马用，当然可供烹吃；可供淫乐，亦当然

可以屠杀为乐。一切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

到此都成废话。仅存汪龙庄、李小池（即李圭）

所谓因果报应一点点维系，似亦不很有效验。救

济之道只有工业和社会主义双管齐下，或可有较

大进境吧。”胡适的有感而发，除去人道主义立场

以外，也与他曾经热衷苏联的“社会主义”有关，

余英时在《胡适与民主运动》一文中介绍过胡适

这一政治思想的变化。余文称：“胡适早年对于社

会主义的理想也曾憧憬过，他在 1926年曾说：‘十

九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1937 年胡适

到美国后，读到了不少西方关于苏联情况的新数

据，因此在几年之内，改变了对于社会主义的看

法”。可见胡适于汪辉祖《病榻梦痕录》的兴趣，

早已不限于文学、历史的范畴而延伸到更为宽泛

的领域，其学术研究的广度深度可见一斑。 

 

 

（作者单位：中国信达黑龙江分公司）



胡适研究通讯   2014年第 4 期 

 40 

 
[1] 1933 年 12 月 28 日胡适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二千多

年的传记，可读者只有两部：一为汪龙庄的《病榻梦痕

录》，一为王白田的《朱子年谱》，吾兄以为然否？此二

书拟属亚东标点翻印。龙庄为绍兴先正，吾兄能作一序

否？”见耿云志编著《胡适年谱》P179，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2 年 8 月出版。 
[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4 月出版。 
[3] 该信连同信封于上世纪 60 年代由周作人赠送给香港

的鲍耀明，以感谢鲍氏所给予的生活帮助，后由鲍耀明

处散出。此信抄本见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组编《胡适往 

 

 
来书信选》（中册）P348，中华书局 1979 年 5 月出版；

刊于胡适研究会编《胡适研究通讯》2013 年第 1 期（总

第 21 期）封二。 
[4] [5] 肖伊绯著《民国斯文》P54 该信释文中误将“录”字作

“采”字、“见”字作“兄”字。 

[6] 1937 年 1 月 12、13 日胡适分两次写给周作人一封信，

在信中胡适完整地陈述了对《病榻梦痕录》大字刻本的考

证意见，确认此书即为嘉庆元年的初刻本。见社科院近

代史所民国史组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P349-350，

中华书局 1979 年 5 月出版。 

胡适与《微音》杂志 

 

张书克

 

一、从胡适的《竹叶青》诗说起 

1923年 9月 26日，胡适与高梦旦、陶行知、

曹珮声等人同游杭州花坞。他们看见河两岸的“竹

叶青”(当地俗名靛青花)开的很盛，风致绝佳，

胡适不由感慨：如此小花，竟然有如此动人的风

致。
1
 

10月 6 日，忆及此前见过的动人小花，胡适

在上海旅馆中写诗一首。全诗如下： 

在赤山埠附近一座竹林的南边， 

忽然我们都站住了！ 

日光从桑树背后照过来， 

肥大的桑叶的绿光底下， 

我们看见几十朵“竹叶青”（胡适原注：“竹

叶青”，杭州人称他们做靛青花） 

很像几十个娇小的美人，—— 

雾也似的轻綃罩着靛青色的舞衣，—— 

在微风里轻轻地舞， 

风吹动她们细长的罗带。 

固然是低微的小草呵， 

他们今天真叫我心里快活了。
2
 

我查阅了一下胡明先生编注的《胡适诗存》

增补本，以及安徽教育出版社版《胡适全集》正

文和所附的“著译系年”，都没有发现这首诗。我

猜测，这首诗似乎没有发表过。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微音》月刊第 26

期上（1926 年 1 月 1 日出版），发现了一首《竹

叶青》诗，内容大体和胡适日记中的无名小诗相

同，只标点稍有不同。唯一的文字改动是第八句，

“舞”改成了“跳舞”。看来我此前的猜测是错误

的。这首诗曾经公开发表过。只是，因为《微音》

杂志比较少见，似乎很少有人见到过这首《竹叶

青》诗。 

 

二、“徽社”与《微音》杂志 

《微音》杂志是由“徽社”主办的刊物。 

1923年，旅居上海的安徽绩溪青年程本海、

胡梦华等人成立“绩溪学社”，并创办《微音》旬

刊。1924年元旦，“绩溪学社”更名为“徽社”，

社员的地域范围由绩溪扩大到整个徽州地区；《微

音》也改为月刊，开辟有社评、言论、调查、研

究、文艺、杂感等众多栏目。《微音》的宗旨是：

“联络乡谊、研讨学术、改造乡土”。《微音》杂

志于 1927年终刊，前后共出版 35期。 

关于“徽社”与《微音》杂志，张芳有比较

系统全面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3
 

 

三、胡适与“徽社”和《微音》杂志 

胡适极为重视乡情乡谊。他是“徽社”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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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和名誉执行顾问，对“徽社”与《微音》多

方予以支持和帮助。 

胡适以“徽社”“维持社员”的名义，承担维

持费用每年 20元以上（具体数额不详）。胡适等

“维持社员”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不容否认。否则，

以一群没有经济实力的青年学生来支撑一个社团

和一个杂志长达四年之久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胡适曾经两次到“徽社”演讲。 

第一次是在 1923年 11月中旬，演讲的题目

是《哲学与人生》，由“绩溪学社”成员周德、程

本海记录，经胡适修改后刊登在《微音》旬刊第

10 期上（1923年 11月 21日出版）。 

第二次是 1925年 10月 11日。当时，胡适由

武汉到上海休养，出于乡情乡谊，特别到“徽社”

演讲了一次。胡适演讲的主旨是批评中国文化的

缺点，赞扬西洋文化不知足的精神，希望中国人

虚心学习西方文化，这体现了胡适一贯的主张。

演讲最后，胡适还特别强调，徽州人素来有“不

知足的发展性”，所以在商业上、文化上作出了很

大的贡献，胡适希望各位同乡保持和发扬这种不

知足的精神。
4
演讲后，众人同到“第一春”徽菜

馆欢聚并合影留念。该演讲后来经胡适本人写出

后以《我也来谈谈东西文化》为题刊登在《微音》

第 27期上，不过，只刊登了上半部分，下半部分

胡适一直没有写出，后来也就没有登载。这篇《我

也来谈谈东西文化》，《胡适全集》没有收入。 

当时在上海大学读书的俞鼎传到场听了胡适

的这次演讲。过后，俞鼎传专门致信胡适，谈了

自己的想法。俞鼎传认为，西洋不知足观念的背

后，有“资本”的原因。而当时的中国，正受着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资本操诸帝国主义者之手，

即便有不知足的观念，也无可如何。
5
 

胡适还在《微音》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作品。

除了前面提到的《竹叶青》外，还有一首《龙井》

诗（载《微音》第 27期）。而《龙井》、《竹叶青》

二诗，根据《微音》编者的说法，“今承胡先生检

出旧作《竹叶青》与《龙井》两首白话诗（均未

发表过），嘱先发排。”（《微音》第 26期）可见这

两首诗都是首先发表在《微音》杂志上的。（除了

上述首发的文章外，《微音》还转载过胡适的一些

作品，比如第 25期的《读书》一文，以及胡适致

徐志摩谈苏俄问题的两封信） 

在胡适的私人档案中，藏有两期《微音》杂

志（第 3期和第 14期，分别于 1923年 6月 1日

和 1924年 7月 1日出版）。
6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胡适还和“徽社”的

许多成员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其中包括汪静

之、柯莘麓、汪原放、胡乐丰等人。这里以胡乐

丰为例。按照胡乐丰的说法，1948 年 12月下旬，

他在芜湖，胡适托人带信要他到南京一谈。两人

见面后，胡适很高兴，希望胡乐丰和江冬秀结伴

回绩溪老家暂住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

江冬秀取消了回老家的计划。不过，胡适给胡乐

丰写了三件书法作品：一幅对联，摘录王勃的名

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张单条，录

陆游《卜算子·咏梅》词；一把扇面，写的是陈

与义的《临江仙》，词曰“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

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

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

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7
仔细

想想，从“徽社”时期到两人最后一次见面，的

确有“二十余年”了。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博士生）

                                                                 
1 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四册），联经

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2004 年版，第 106 页。 
2 《胡适日记全集》（第四册），第 114-115 页。 
3 参见张芳：《“徽社”与<微音>月刊研究——对民国时

期旅外徽州学子报刊活动的一种考察》，安徽大学新闻学

系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4 参见《微音》月刊第 26 期《社务报告·欢迎胡适之博

士》。 
5 参见《俞鼎传致胡适》（1925年 10月 13 日），载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

信选》（上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347-350 页。 
6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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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号分别为 0278-008和 2403-004。 
7 参见胡乐丰口述、胡承哲笔录整理：《回忆胡适为我书

扇的一段旧情》，载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从录》，三联

书店 1989 年版，第 49-50 页。 

 

编后记

 

这一期的内容很丰富，作者们都是对胡适研

究非常投入的学者。今年的 12 月 17 日是胡适先

生诞辰 123 周年，我们特别编入由彭姗姗博士提

供的一组文字，其中包括：一，胡适为庆祝他的

老师杜威先生的八十寿辰而撰写的一篇论文，《作

为政治概念的工具主义》；二，围绕这篇论文胡适

与杜威之间的通信；三，彭姗姗博士撰写的论文，

《政治工具主义的内在张力：胡适对杜威政治哲

学的理解与阐释》。我们即以这一期的《通讯》，

作为对胡适先生诞辰 123 周年的纪念。 

 

编者 2014，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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