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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留学日记》影印本序 

 

耿云志

 

上海人民出版社得到收藏家梁勤峰先生提供

的，原存亚东图书馆的《胡适留学日记》的手稿

十七卷,及胡适初归国一段时间写的《北京杂记》

和《归娶记》两部分札记。出版社的朋友和梁先

生都很珍视这批手稿的价值，决定影印出版。四

十年来，我一直从事着研究胡适的工作，对上海

人民出版社和梁先生此举自然很敬佩并感欣慰。 

近年来,国内出版了很多近代重要人物的《日

记》或其他资料。就我所见过的一些排印本而言，

往往发现一些读起来有疑惑的地方。有的可能是

编校不慎而致误，亦有可能是原稿字迹不清，尤

其是遇有草体字，发生误判。若影印，就可避免

这类问题。研究者引用时，会自己解决有疑难的

字句。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日记、书信等资料，具

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若因字迹辨识不精而致误解

原意，这对于历史研究是很不幸的事情。近年来

数码技术突飞猛进，我颇希望今后重要人物的手

稿资料，最好能出影印本，或制作成光盘，俾研

究者可以放心地使用。 

胡适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教育、思

想、学术和多种文化领域，都曾有开拓性贡献，

曾主办多种论学、论政的报纸、刊物，是知识界

公认的领袖。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中国公

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务；抗战时期还曾一

度担任驻美大使。他的日记、书信等手稿，涉及

中国政、学各界许多人物、事件，极具史料价值。 

《胡适留学日记》是记载他从 1911年到 1917

年这段时间里，读书、生活、交往及其思想变化

历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材料。我曾指出，七年

的留学，是胡适一生思想事业的准备期，对深入

了解胡适后来的思想事业的发展，极其重要。 

《胡适留学日记》，最早是 1939 年由亚东图

书馆出版；1947年，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9 

年，台湾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1986 年，台湾远

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胡适作品集》37

册，其中 34-37 册，是胡适留学日记。1990 年，

上海书店出版《民国丛书》，将《胡适留学日记》

纳入其中，编为第二编第 83册。2001年，安徽教

育出版社出版《胡适日记全编》8册，其中第一、

二册是《胡适留学日记》。2003 年，安徽教育出版

社出版《胡适全集》44册，其中 27、28两册是《胡

适留学日记》。2004 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

版 10卷本的《胡适日记全集》，其中第一卷和第二

卷的大部是《胡适留学日记》。这样，《胡适留学日

记》现在至少已有八种不同的版本。 

这次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胡适留学日

记》的手稿本，人们第一次得见胡适在一百年前

写的日记手稿，这是很令人兴奋的，对于胡适有

研究兴趣的学者们，会格外感到高兴。 

关于这个《胡适留学日记》的手稿影印本，

我觉得有下述几点值得读者们注意。 

一，《胡适留学日记》初名《藏晖室札记》，

是由亚东图书馆的编辑，胡适的同乡章希吕帮助

胡适整理的。章希吕于 1933 年 11 月到北平，住

到胡适的家里，从 12月起，着手整理、抄录和编

辑胡适的留学日记，至 1934年 7月整理、抄录、

编辑完成。这中间，他每整理、抄录、编辑一卷，

就寄到上海亚东图书馆，交由担任责任编辑（当

时叫做负责末校的人）余昌之，做最后编辑加工。

在这个过程中，章希吕经常写信给余昌之，谈编

辑出版胡适的留学日记有关事项。 

二，我在上世纪 70年代，初读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胡适留学日记》时，曾发生过一点小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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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从卷三起，每日加一个标题，似乎不像是一

般人写日记的习惯。这次看胡适留学日记的手稿，

果然，小标题不是原有的，是章希吕整理、抄录

时加上去的。他考虑到，日记从卷三起，已非一

般日记体裁，而是札记性质，有许多札记文字很

长，加一个小标题，于读者似较方便。这当然是

经过胡适同意的。章希吕对这件事做得很用心，

每个标题都曾费一番斟酌。他在 1934 年 3 月 22

日给余昌之的信上说：“拟的标题，吾觉得有些不

很好，但又想不出好的。适兄改的又不多。望你

注意，如有不妥，改去好了。吾觉得标题：（一）

不能太长；（二）要生动有趣；（三）要包括一则

内的事实。” 

三，我以胡适留学日记的手稿与我手上有的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本子（下简称商务本）相比较，

发现文字上有不少改动，但这些改动基本上都不

违背原意。大概是章希吕及余昌之他们，从当时

国内读者的阅读习惯上着想，做这些小小的改动。

章希吕告诉余昌之：“抄稿与原稿有时稍有几个字

的增删。”同时，他还提议，请余昌之注意：“正

文文字中如修辞上有不妥处，增删无妨，但勿走

原意。”（2 月 28 日给昌之的信）可以断定，这也

一定是获得胡适本人同意的。 

我举几个例：商务本第一册第 87 页第 2 段第

1 行“夜往戏园观南君夫妇（ Southern  and  

Marlowe）演萧氏名剧……”，手稿无“南君夫妇”

字样。因下文中屡提及南君及其夫人，此处加上

“南君夫妇”字样，比只有两人英文名字，对中

国读者要显得顺畅些。第 88 页第 3 行，商务本“女

子父兄皆不愿之”；手稿为“女之父兄皆不欲之”。

这一改动，也不违原意，读来或较顺畅些。 

当然，也有改动不很妥当的地方。如商务本

第一册第 90 页第 7 行，“流王子于英，定计。”手

稿作“定计，流王子于英。”显然，手稿是对的。

但也有些错误不是编辑改错的。如这一册的第 140

页，倒数第 2 行末句，商务本作“故女子屈服子

男子”，手稿作“故女子屈服于男子”，显然是手

民之误。 

详细比勘商务本与手稿影印本，一定还会有

许多发现。不过我是无暇做这个功课了。 

从允许编辑对手稿文字加以改动这一点上，

可以看出胡适待人的宽厚。像胡适那样鼎鼎大名

的学者，甚至远不如胡适的名誉地位的学者，对

于编辑擅改其文稿，即使不违原意，往往也会大

发脾气。编辑同作者，应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彼

此应互相尊重。 

四，这次影印的胡适留学日记的手稿，后面

附有胡适留学归国最初半年中，所写的两部分札

记，一为《北京杂记》，一为《归娶记》。当年章

希吕整理、抄录和编辑《胡适留学日记》时，曾

建议将这两部分附入书中。但胡适本人没有同意。

章希吕在给余昌之的信中，详列日记十七卷的目

录之后说：“本来尚有十八、十九两卷，十九卷（笔

误，应是十八卷）是《北京杂记》，二十卷（笔误，

应是十九卷）是《归娶记》。这两卷他（指胡适）

不愿意加入，我亦不好坚持。他以箚记到归国记

止，作一结束较好。回国以后所记，将来另行编

印。”（此件未记日期）胡适的想法显然更为合理。

但从 1918 年到 1921 年 4 月以前，胡适没有写日

记。他 1921 年 4 月以后的日记，上世纪八十年代

以来，陆续以各种形式编辑出版。这期间无人知

道有《北京杂记》和《归娶记》两部分手稿存在。

直到上面提到的梁勤峰先生搜集到《胡适留学日

记》的全部手稿时，一并得到这两部分手稿。我

们可以推想，章希吕当年是把这两部分手稿及抄

稿一并寄交给亚东图书馆了。所以它们才得与留

学日记手稿同时重现于世。我们看这两部分手稿，

与留学日记的写作风格是一致的。所以，现在把

它们与留学日记手稿一起影印出版是很适宜的。

我们很庆幸有机会看到这两部分从未面世的珍贵

手稿的真面目。 

 

耿云志 2015 年 2 月 28 日写于容膝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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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长路远——胡适研究的历程》前言 

 

耿云志

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真可算是大起大落的人

物。民国时期，因为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建树，

被公认为教育、思想、学术界的领袖。虽然不时

有攻击和反对他的言论，但都未能动摇他的地位。

1949 年以后，特别是经历 1954-1955 年在全国展

开的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以后，胡适几乎成了一

切反动罪名的箭垛人物，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直

到“文革”行将收场，他才作为历史人物，渐渐

进入学者的视界之内。经历十几年的时间，到上

世纪 90 年代，胡适研究俨然成了一门“显学”。

大概可以确定，最近二三十年来，在中国近代人

物中，没有那一个人像胡适这样，引起这么多人

的持久关注，出现这样多的研究他的著作。胡适

重又“显赫”了。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

上极可注意的一件事，值得人们认真加以思考。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回顾这一

历史进程的书。这本书只涉及中国大陆学者研究

胡适的情况，因为上述的学术现象也只是发生在

大陆范围内。 

胡适研究走过了将近四十年的历程。这期间

学者们所做的工作，绝大部分都属于所谓历史还

原的工作，即揭示胡适确有哪些思想，哪些主张，

这些思想主张的确切意义是什么，它们当时产生

何种影响等等。有人或许不看重这些工作，喜欢

大议论。须知，议论如果没有足够的事实支撑，

那只不过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空话；议论要有分量，

必须建立在不可动摇的事实的基础之上。 

本书包含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参与胡适研究的学者们写的回

忆。我们曾邀请很多学者写这种回忆。有些朋友

或因年高不胜笔耕之劳，或因工作繁忙以及其他

原因，未能如约写出他们的回忆，略感缺憾。现

有的十篇回忆文章，亦略可反映胡适研究历程的

一些侧面。因为各人参与胡适研究的情况不尽相

同，所以，各人的想法与关注点也有所不同。回

忆的文章，难免有记忆不准确之处。这是需要向

读者说明的。 

第二部分，是胡适研究编年纪事。这是记述胡

适研究历程的重要部分。由于过去没有专门注意

搜集保存相关资料，有些资料一时难以搜集完全。

所以这个编年纪事，还难以做到全面、系统，我

们力求大事不遗漏。 

第三部分，是胡适研究论著目录（附胡适资料

书录）。这一部分是在过去断续搜集、整理的资料

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订而成的。有些散见于

各地方报刊上的文章，未能完全收入。但这个目

录，是至今最详尽、最有参考价值的目录资料。 

此书受人力、物力以及时间的限制，尽管编者

做了很大的努力，花费许多劳动，仍难免存在缺

欠。希望读者，特别是参与胡适研究的学者朋友

提出意见和补充材料，以备再版时加以修订。 

 

编者 2015 年 2 月 26 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胡適的榮譽博士學位考 
 

胡適紀念館 

 

胡適有三十五個榮譽博士學位是一般人的印

象，這個印象的源頭來自胡頌平。胡頌平先在《傳

記文學》第 2 卷第 3 期（1963 年 3 月），發表一篇

〈適之先生的博士學位及其他〉，不久又在該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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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卷第 2 期（1963 年 8 月）發表〈適之先生博士

學位補遺〉，得著一個結論：胡適除了哥倫比亞大

學哲學博士學位之外，還有三十五個榮譽博士學

位。這個結論，後來他也編進《胡適之先生年譜

長編初稿》（1984 年）中，成為關於胡適榮譽博士

學位最廣為人知的說法。 

以往胡適紀念館（以下簡稱本館）在陳列胡

適一生事蹟文物時，也用了胡頌平的結論。然而，

近年來本館陸續完成整編館藏胡適檔案及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贈之 1949年以前的

胡適檔案影像檔（以下簡稱北京檔），逐漸發現「胡

頌平結論」的許多錯誤，包括：獲頒學位時間的

不確、學位名稱的不確、校名的不確，及所列學

位不存在等問題，本館有義務還原它的真相。 

經過考證的結果，發現胡適的榮譽博士學位

其實是三十三個，而非胡頌平所說的三十五個。

本文將秉持著「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

證據，不能說八分話」，論述考證的結果。採取的

步驟是：1.列出胡頌平的結論。2.以相關檔案內容

去呈現其錯誤之處及補充不足之處。3.得出最新的

結論。在檔案資料的利用上，我們以胡適與相關

人士的來往書信、學校的正式文件及胡適日記為

第一手最可靠的檔案，其次是當時經整理的文件，

如「胡適大使學位清單」，以及報導資料，如報紙、

雜誌等；再其次是以網路查得的學校網頁資料。 

 

一、胡頌平的結論 

根據《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胡頌平的

結論是：1 

先生一生共有三十六個博士學位。他自己用

功得來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其餘

三十五個，都是歐、美各大學贈送的。為了

查閱方便起見，列表如下： 

一九三五年 香港大學法學博士 (U. of Hongkong)  

一九三六年 美國哈佛大學博士 (Harvard U.)  

 美國南加州大學文學博士 

(U. of S. California)  

一九三九年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 

(Columbia U.)  

 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 (U. of Chicago)  

一九四○年 美國柏令馬學院榮譽博士 

(Bryn Mawr College)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博士 

(U. of Pennsylvania)  

 美國韋斯爾陽大學法學博士 

(Wesleyan U.)  

 美國杜克大學法學博士 (Duke U.)  

 美國克拉大學法學博士 (Clark U.)  

 美國卜隆大學法學博士 (Brown U.)  

 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 (Yale U.)  

 美國聯合學院法學博士 (Union C.)  

一九四一年 美國加州大學法學博士 (U. of California)  

 美國佛蒙特州大學法學博士 

(U. of Vermont)  

 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文學博士 (McGill U.)  

 美國森林湖學院法學博士 (Lake Forest C.)  

 美國狄克森學院法學博士 (Dickinson C.)  

 美國密達伯瑞學院法學博士 

(Middlebury C.)  

 加拿大多朗多大學法學博士 (Toronto U.)  

一九四二年 美國達脫茅斯學院文學博士 

(Dartmonth C.) 2 

 美國第納遜大學文學博士 (Denison U.)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文學博士 

(State U. of New York)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法學博士 

(Ohio State U.)  

 美國羅卻斯德大學法學博士 

(U. of Rochester)  

 美國奧白林學院法學博士 (Oberlin C.)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博士 

(U. of Wisconsin)  

 美國妥爾陀大學法學博士 (U. of Toledo)  

 美國東北大學法學博士 (Northeastern U.)  

 美國普林斯登大學法學博士 (Princeton U.)  

一九四三年 美國白克納爾大學文學博士 (Bucknell U.)  

一九四五年 英國牛津大學法學博士 (Oxford U.)  

一九四九年 美國柯魯開特大學文學博士 (Colgate U.)  

一九五○年 美國克萊蒙研究院文學博士 

(Claremont Grad. S.)  

一九五九年 美國夏威夷大學人文學博士 

(U. of Hawaii)  

 

二、胡頌平結論的錯誤之處 

以下將依上表的順序，指出「胡頌平結論」

的錯誤之處，並舉檔案以還原真相。此外，也將

一併考證胡適接受學位日期，以便在結論時依時

間正確排列次序。 

（一） 1936 年美國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博士的學位應為文學博士(Litt.D.)。 

此係根據兩件檔案：1.「北京檔」的 1942 年



胡适研究通讯   2015年第 1期 

5 

作「胡適大使學位清單」(List of Degrees Received 

by Dr. Hu Shih,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3，其中哈佛大學為文學博士學位，原文是

“Harvard University – Litt.D., 1936”。2.「康乃爾

大學胡適檔案」的 1940 年作「胡適博士榮譽學位

清單」(List of Honorary Degrees Conferred on Dr. 

Hu Shih)4，原文為“Litt. D. - Harvard University, 

1936”。值得一提的是，《康乃爾太陽日報》(The 

Cornell Daily Sun)，1936 年 10 月 8 日有一則標題

為“Pacific Scene Hu Shih Topic”的報導，文中提

到胡適獲頒哈佛大學法學榮譽博士學位，原文為：

“At its recent Tercentenary celebr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red on Dr. Hu Shih the Honorary 

Degree of Doctor of Laws.5，與其他檔案不同。經

請教美國德堡大學(DePauw University)江勇振教

授，得知《哈佛大學三百週年紀念特刊》所記胡

適的榮譽學位是“Litt.D.”，至此確定是文學博士。 

又據《中央日報》（1936 年 6 月 25 日）一則

標題為〈美哈佛大學贈胡適學位〉的報導，得知

胡適是該年 9 月 18 日接受哈佛大學榮譽博士學

位。原文是：「【本報廿四日上海專電】國民社美

國岡布里治電，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將在九月十

八日接受哈佛大學榮譽學位，該大學月報載胡博

士為中國詩學及哲學家。」 

（二）1936年美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文學博士的學位應為人文學

博士(L.H.D.)。 

此係根據兩件檔案：1.「胡適大使學位清單」

作「人文學博士」，原文為：“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L.H.D., 1936”。2.《康乃爾校友通訊》

（Cornell Alumni News），1936 年 12 月 3 日，頁

142 的記載，原文如下：“Dr. Hu Shih, dean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iping, China, received 

October 27 the honorary degree of Doctor of Literary 

Humanit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由此亦知胡適是在 1936 年 10 月 27

日接受美國南加州大學人文學博士學位。 

（三）1940 年美國柏令馬學院(Bryn Mawr 

College)榮譽博士學位是不存在的。 

胡適在 1940 年 6 月 5 日日記寫道：「到 Bryn 

Mawr College 的畢業典禮，我作畢業演說。午飯

後，回京」，其中並未提到受贈榮譽學位。受贈榮

譽博士是大事，如果有的話，他不可能謹記畢業

演說，而不記受贈之事。再者，根據「北京檔」，

胡適與柏令馬學院(Bryn Mawr College)的往來書

信，均只提到邀請演講，而無任何授與榮譽學位

的文字。列舉數封書信與文件為證： 

1.1939 年 11 月 9 日美國柏令馬學院(Bryn 

Mawr College)校長 Marion Edwards Park 寫給胡適

的信。6信中感謝胡適接受柏令馬學院董事邀請，

擔任畢業典禮演講人，未提及授與榮譽博士學位

之事。原文如下： 

November 9, 1939 

Dear Mr. Ambassador, 

I am very much pleased to receive your 

letter accepting the invitation of the Directors 

of Bryn Mawr College to deliver the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the college on the 

5th of June.  I shall hope earnestly that you 

may be able to keep the engagement.   I shall 

send your letter at once to Mr. Charles Rhoads, 

the Chairman of our Board of Trustees, and I 

shall report it to the Directors in general at 

their next meeting.  They will be delighted to 

know that you are hoping to do us this honour. 

With kind regards, please believe me, 

Very sincerely yours, 

Marion Edwards Park（簽名） 

His Excellency, Dr. Hu Shih 

The Ambassador of China 

The Chinese Embassy 

Washington, D. C. 

2. 1940年 6月 6 日Marion Edwards Park 校長

寫給胡適的信。7這封是柏令馬學院畢業典禮隔天，

Marion Edwards Park 校長寫給胡適的答謝函，信

中也未有授與榮譽博士學位之事。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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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6, 1940 

Dear Mr. Ambassador, 

May I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kindness in coming to Bryn Mawr yesterday to 

deliver the speech at the College 

Commencement.  I have heard on all sides 

deep appreciation of what you said and I feel 

sure that you have given a piece of first rate 

help to many of the students who listened to 

you.  It was also a great personal pleasure to 

see you. 

I enclose the honorarium. 

With kind regards, please believe me 

Sincerely yours, 

Marion Edwards Park（簽名） 

His Excellency, Dr. Hu Shih 

The Ambassador of China 

The Chinese Embassy 

Washington, D. C. 

3. 1940 年 6 月 8 日胡適回覆 Marion Edwards 

Park 校長的信。8這是回覆 Marion Edwards Park 校

長 6 月 6 日的信函，信中也未有授與榮譽博士學

位之事。原文如下： 

June 8, 1940 

Dear President Park: 

I wish to thank you heartily for the 

kind words in your letter of June 6th and also 

for the enclosed honorarium. I greatly enjoyed 

your beautiful Commencement Exercises. I 

was quite touched by the many kind words 

said about my Commencement address and, in 

particular, by two girls, their mother and 

younger brother who waited for me at the 

college entrance and told me that their mother 

wanted the children to get a copy of my 

speech and read it at least once a week. So I 

gave them the only remaining copy I had with 

me and autographed it for them. Such 

responses are the best rewards a speaker can 

expect to receive. 

Once more I wish to express my great 

appreciation of the delightful party you 

gathered at the dinner last Tuesday.  I am 

most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of meeting 

the Mannings, the Sopers, and Dr. Gray. 

With best regards, 

Sincerely yours, 

Hu Shih 

4.「胡適大使學位清單」關於榮譽博士學位

的列表，沒有 Bryn Mawr College。在此列表中，

1940 年的榮譽博士學位有八個，原文如下：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LL.D., 1940 

Duke University – LL.D., 1940 

Wesleyan University – LL.D., 1940 

Clark University – LL.D., 1940 

Brown University – LL.D., 1940 

Yale University – LL.D., 1940 

Union College – D.C.L., 1940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LL.D., 1940 

綜觀上述檔案，美國柏令馬學院(Bryn Mawr 

College)並沒有授與胡適榮譽博士學位。 

（四）1941年的美國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法學博士學位應移至 1940 年，獲頒學

位時間為 1940年 3月 28日。 

此係依據《胡適日記》，1940 年 3 月 28 日記

事。原文如下：「到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的

Charter Day 典禮，聽哈佛校長 James Conant 演說

“Education for a Classless Society”。 受法學博士

名譽學位。同受學位者有 President Conant、Dr. 

Adolph S. Miller、General Craig 三人。我的 citation

附在後面。」另據「胡適大使學位清單」，1940 年

的八個榮譽博士學位，第一個即是加州大學，原

文是“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LL.D., 1940”。 

（五）1940 年美國聯合學院(Union College)

法學博士應為民法學博士(D.C.L.)，獲頒學位時間

為 1940年 6月 10日。 

此依據的檔案如下：1.「北京檔」有多封聯

合學院(Union College)校長 Dixon Ryan Fox 有關



胡适研究通讯   2015年第 1期 

7 

邀請胡適擔任該校 1940 年榮譽校長(Honorary 

Chancellor)，並授與民法學榮譽博士學位的往來書

信。10 2.1940年 6月 10 日聯合學院(Union College)

第 145 屆畢業典禮暨聯合大學(Union University)

第 67 屆畢業典禮活動手冊，授與榮譽博士學位名

單中有胡適(Hu Shih)民法學博士(Doctor of Civil 

Law)。11 3.「胡適大使學位清單」作「民法學博

士」，原文為：“Union College – D.C.L., 1940”。4.

「康乃爾大學胡適檔案」的英文剪報：“Honors 

Conferred on Two Albany Men At Union College 

Commencement Rites.”，其中圖片說明原文如下：

“Hu Shi,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shown receiving a doctor of civil law degree from 

Dr. Dixon Ryan Fox, president of Union college, at 

Union college commencement exercises 

yesterday.”12 

（六）1940年的八個榮譽博士學位順序錯誤。 

茲將 1940 年的八個榮譽博士學位排列次序，

依日期更正如下表： 

胡頌平所列的次序 胡適紀念館 

更正次序13 

授與學 

位日期 

美國柏令馬學院榮

譽博士(Bryn Mawr 

College) 

美國加州大學法學博

士(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40年3月

28日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

學法學博士 

(U. of Pennsylvania) 

美國杜克大學法學博

士(Duke University) 

1940年6月

3日14 

美國韋斯爾陽大學

法學博士 

(Wesleyan U.) 

美國克拉克大學法學

博士(Clark University) 

1940年6月

9日15 

美國杜克大學法學

博士(Duke U.) 

美國聯合學院民法學

博士(Union College) 

1940年6月

10日 

美國克拉大學法學

博士(Clark U.) 

美國韋斯理陽大學法

學博士(Wesleyan 

University) 

1940年6月

16日16 

美國卜隆大學法學

博士(Brown U.) 

美國布朗大學法學博

士(Brown University)  

1940年6月

17日17 

美國耶魯大學法學

博士(Yale U.) 

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

士(Yale University)  

1940年6月

19日18 

美國聯合學院法學

博士(Union C.)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

法學博士(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40年9月

21日19 

（七）1941 年有五個榮譽博士學位，且沒有

美國佛蒙特州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胡頌平的結論在 1941 年列有七個榮譽博士

學位，但加州大學移到 1940 年，又美國佛蒙特州

大學法學博士實際上不存在，所以 1941 年的榮譽

博士學位應是五個。如下： 

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文學博士 (McGill University)  

美國森林湖學院法學博士 (Lake Forest College)  

美國狄克森學院法學博士 (Dickinson College)  

美國密達伯瑞學院法學博士 (Middlebury College)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法學博士 (University of Toronto)  

在此要說明美國佛蒙特州大學法學博士不存

在的理由： 

1.關於這個榮譽博士學位，胡頌平的依據是

胡不歸的《胡適之先生傳》頁 109 的記載：「民國

三十年(1941)六月十七日，佛蒙特州大學贈先生以

法學榮譽博士學位。」胡頌平將「佛蒙特州大學」

當作是 University of Vermont。20然而，遍查「北

京檔」，均無 University of Vermont 的相關書信，

而且胡適「1941 年的行事曆」21、「1941 年 6 月大

使行程」22均無 6 月 17 日的行程；倒是 6 月 16、

18 日均有行程，其中 6 月 16 日是接受位在佛蒙特

州(Vermont)的密達伯瑞學院(Middlebury College)

法學榮譽博士學位。胡不歸的「佛蒙特州大學」

或許是指這個佛蒙特州的密達伯瑞學院，而胡頌

平將它當作 University of Vermont〔按：此應譯成

佛蒙特大學，非佛蒙特州大學），一直誤解至今。 

2.「胡適大使學位清單」關於榮譽博士學位

的列表，沒有 University of Vermont。23在此列表

中，1941 年的榮譽博士學位有五個，原文如下： 

McGill University – Litt.D., 1941 

Lake Forest University – LL.D., 1941 

Dickinson College – LL.D., 1941 

Middlebury College – LL.D., 1941 

University of Toronto – LL.D., 1941 

綜觀上述，可知胡適的榮譽博士學位並沒有

美國佛蒙特大學（University of Vermont）。 

（八） 1942 年美國第納遜大學 (Denison 

University)文學博士的學位應為人文學博士

(L.H.D.)；獲頒學位時間是 1942年 6月 8日。 

此係根據「北京檔」兩份檔案：1. 「胡適大

使學位清單」，原文是：“Denison Univers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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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D., 1942”。24 2. 英文剪報：“New World Order 

Must Enforce Peace, Warns Chinese Ambassador: Dr. 

Hu Shih Addresses Denison Graduates; Advocates 

International Police Power to Assure Security”（The 

Newark Advocate and American Tribune, June 8, 

1942），原文摘錄如下： 

Prejudice against the use of force was ascribed 

by Dr. Hu Shih,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e 

present world crisis as he spoke at the 109th 

annual commencement at Denison University 

today.……Honorary degrees were awarded 

to Dr. Hu, to Miss Margaret T. Applegarth, 

both of whom were honored with doctor of 

humanities; Dr. Kenneth S. Latourette, 

professor of missions and Oriental history at 

Yale university, doctor of laws; and Dr. C. 

Langdon White,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t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doctor of 

science. ……25 

由上述剪報亦知獲頒學位時間是1942年6月8

日。此時間也可查證於胡適 1942 年行事曆。26 

（九）一九四二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State U. 

of New York)文學博士，應為美國紐約州大學院

(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文學博

士27；獲頒學位時間是 1942年 10月 16日。 

茲舉幾件檔案為證： 

1. 1942 年 9 月 22 日美國紐約州大學院(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的 J. Hillis 

Miller 致胡適電，徵詢胡適被授與榮譽博士學位的

意願。原文如下：28 

Hon Hu Shih=           Sep 22 

Personal delivery only= 

Hotel Ambassador= 

The Board of Regents at its meeting in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eighteenth, with 

considerable regret, but with deep appreciation 

of your position, relieved you of all 

responsibility for speaking at the convoc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on 

October sixteenth.  The Board renewed its 

desire and intention to confer upon you an 

honorary degree on this significant occasion, 

and expressed the profound hope that you will 

find it possible to be present on the evening of 

the sixteenth to receive the degree which is 

given to you as a citizen of the world in 

recognition of you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education.  Kindly reply to J. Hillis Miller, 

State Education Building, Albany New York= 

J Hillis Miller 

2. 1942 年胡適回覆 J. Hillis Miller 的電報稿，表

示接受並感謝被授與榮譽博士學位。原文如下：29 

Most grateful for your gracious telegram and 

for the very considerate and generous message 

of the Board of Regents. 

I profoundly appreciate the great kindness of 

the Board in relieving me from speaking at the 

Convocation and in renewing its intention to 

confer an honorary degree on me.  I shall 

present myself at the convocation of the Univ.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on October sixteenth 

and receive the degree in person. 

Hu Shih 

3. 1942 年 11 月 25 日胡適回覆 J. Hillis Miller

的信，為感謝 Albany 之行所受到的款待，並寄上

獲頒榮譽學位當天致詞的抄本。原文如下：30 

November 25, 1942 

Dear Mr. Miller: 

Kindly accept my humble apologies 

for my failure to write you in reply to your 

kind letters of October 19th and October 30th.  

I cannot tell you how very much I enjoyed the 

many kindnesses which you and your 

colleagues of The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and of the University have shown me during 

my last visit to Albany.   I shall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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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ish the great honor which the University 

conferred on me last month. 

I am sending you a transcription of my 

remarks as far as I can remember them.  I am 

afraid I have unduly delayed sending these to 

you for inclusion in the proceedings. 

With kindest regards to you and to your 

colleagues, 

                Sincerely yours, 

Hu Shih 

Mr. J. Hillis Miller, Associate Commissioner 

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The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Albany, New York 

4. 1942 年 10 月 16 日胡適接受紐約州大學院

(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榮譽文學

博士學位當天活動的出版品的部分影本：

“Inauguration of George D. Stoddard”, 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pp.44, 76-78。內

容包括：(1)頁 44，胡適接受紐約州大學院榮譽文

學博士學位，和他的提名人 John Lord O’Brian 董

事及 Dr. George D. Stoddard 的合影照，照片說明

是：“Dr. Hu Shih, center, recipient of the honorary 

degree of Doctor of Letters, with his sponsor, Regent 

John Lord O’Brian, and Dr. George D. Stoddard”。(2)

頁 76-78 胡適獲頒榮譽博士學位時接受眾人喝采

的畫面；以及 George D. Stoddard 院長的致詞，與

胡適的答詞。31 

由上述檔案可知，胡適是於 1942 年 10 月 16

日獲頒美國紐約州大學院（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文學博士學位。 

（十）1942年的十個榮譽博士學位順序錯誤。 

茲將 1942 年的十個榮譽博士學位排列次序，

依日期更正如下表： 

胡頌平所 

列的次序 

胡適紀念館更正次序 授與學 

位日期 

美國達脫茅斯學

院文學博士 

(Dartmonth C.)32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法

學 博 士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42 年 3

月 20日33 

美國第納遜大學

文學博士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法學

博 士 (University of 

1942 年 4

月 23日34 

(Denison U.) Rochester) 

美國紐約州立大

學文學博士 (State 

U. of New York) 

美國達特茅斯學院文學

博士 

(Dartmouth College) 

1942 年 5

月 10日35 

美國俄亥俄州立

大學法學博士 

(Ohio State U.) 

美國奧伯林學院法學博

士 

(Oberlin College) 

1942 年 5

月 26日36 

美國羅卻斯德大

學法學博士 

(U. of Rochester)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

博 士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42 年 6

月 1日37 

美國奧白林學院

法學博士 

(Oberlin C.) 

美國第納遜大學人文學

博士 

(Denison University) 

1942 年 6

月 8日 

美國威斯康辛大

學法學博士 

(U. of Wisconsin) 

美國妥爾陀大學法學博

士(University of Toledo) 

1942 年 6

月 9日38 

美國妥爾陀大學

法學博士 

(U. of Toledo) 

美國東北大學法學博士

(Northeastern  

niversity) 

1942 年 6

月 14日39 

美國東北大學法

學博士 

(Northeastern U.)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法學

博士 

(Princeton University) 

1942 年 6

月 16日40 

美國普林斯登大

學法學博士 

(Princeton U.) 

美國紐約州大學院文學

博士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York) 

1942 年 10

月 16日 

（十一） 1950 年美國克萊蒙研究院

(Claremont Grad. S.)文學博士的學位應為人文學

博士(L.H.D.)；獲頒學位時間是 1950年 12月 5日。 

此根據胡適紀念館藏「美國克萊蒙研究院

(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人文學榮譽博士證

書」。原文如下：41 

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 

Incorporated as Claremont College 

upon recommendation of its Faculty and by 

vote of the 

Board of Fellows has conferred on 

Hu Shih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Humane Letters 

In witness whereof the seal of Claremont 

College and the signatures of its officers are 

hereunto affixed at the city of Claremont in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on this fifth day of 

December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Fifty. 

George C. S. Benson  PROV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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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ey A. Mudd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FELLOWS 

（十二）補充其他授與學位日期，列表如下： 

年份 榮譽學位名稱 授與學位日期 

1935 香港大學法學博士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月 7日42 

1939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 

 (Columbia University) 

6月 6日43 

1939 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 

(University of Chicago) 

6月 13日44 

1941 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文學博士 

(McGill University) 

5月 29日45 

1941 美國森林湖學院法學博士 

(Lake Forest College) 

6月 7日46 

1941 美國狄克森學院法學博士 

(Dickinson College) 

6月 9日47 

1941 美國密達伯瑞學院法學博士 

(Middlebury College) 

6月 16日48 

1941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法學博士 

(University of Toronto) 

12月 15日49 

1943 美國白克納爾大學文學博士 

(Bucknell University) 

5月 28日50 

1945 英國牛津大學民法學博士 

(University of Oxford) 

11月 17日51 

1949 美國柯魯開特大學文學博士 

(Colgate University) 

6月 13日52 

1959 美國夏威夷大學人文學博士 

(University of Hawaii) 

7月 10日53 

 

三、最新的結論：胡適的三十三個榮譽博士

學位 

前文已論證胡頌平多列了兩個榮譽博士學

位，分別是 1940 年美國柏令馬學院(Bryn Mawr 

College)及1941年美國佛蒙特州大學(University of 

Vermont)。所以胡適的榮譽博士學位應該是三十三

個，而非胡頌平所說的三十五個。 

事實上，1960 年 10 月 11 日胡適在寫給袁同

禮的信上就提到他的榮譽博士學位是三十三個。

原文如下： 

守和兄： 

我本月十四日起飛了。十六日到台北。 

承問及我的名譽學位，匆匆不及細答了，請

你查 “Who’s Who in America” Vol. 27 

(1952-53), p. 1218, under “Hu-Shih”，那似是

我依據大使館時代保留的材料，稍加補充，

故有 1935至 1950的名譽學位。此表是依學

位性質為次序，如「文學博士 Litt.D.」下，

分記 Harvard (1936) ； McGill (1941) ；

Dartmouth College (1942) ， Denison U. 

(1942)，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1942)，Bucknell (1943)，Colgate (1949)。共

七校。 

「人文學博士 L.H.D.」下，分記二校。 

「法律博士 LL.D」下，分記廿一校。 

「民法博士 D.C.L.」下，分記二校。 

以上共三十二。應加 Litt.D., Univ. of Hawaii 

1959。總共三十三。大致似沒有遺漏了。 

又我的 Ph.D.，論文考試是 1917年完畢的，

故我列在 1917；但當時規矩需要一百本印本

論文，故我在 1917 年回國時沒有拿 Ph.D.

文憑。我的論文是 1922 年在上海印行的，

我沒有工夫送一百本給哥大，直到五年後，

一九二七年我在哥大講學，他們催我補繳論

文印本百冊，我才電告亞東圖書館寄百冊

去。我的文憑是 1927年發的。 

我多年沒有留意名譽學位問題，偶有人問

我，我總記不清。承你一問，我才檢 Who’s 

Who，才知道清楚。謝謝你的一問。 

別了，敬祝 珍重！並祝府上都平安！ 

弟 適之 

一九六十，十，十一54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封信中的榮譽博士學位

分類，第納遜大學(Denison Univ.)被分在文學博士

(Litt.D.) 下，如前文所述應是「人文學博士 

L.H.D.」。而美國夏威夷大學(Univ. of Hawaii) ，信

上寫的是 Litt.D.，但根據胡適紀念館館藏證書是

Doctor of Humanities Honoris Causa，應該是「人文

學博士 L.H.D.」。55 

現將最後考訂結論，表列如下： 

序號 年份 日期 學校名稱56 學位名稱 

1 1935 01.07 香港大學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法學博士 

 (LL.D.) 

2 1936 09.18 美國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文學博士 

 (Lit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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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36 10.27 美國南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人文學博士 

 (L.H.D.) 

4 1939 06.06 美國哥倫比亞大

學 (Columbia 

University) 

法學博士 

 (LL.D.) 

5 1939 06.13 美國芝加哥大學 

(University of 

Chicago) 

法學博士 

 (LL.D.) 

6 1940 03.28 美國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法學博士 

 (LL.D.) 

7 1940 06.03 美國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 

法學博士 

 (LL.D.) 

8 1940 06.09 美國克拉克大學 

(Clark University) 

法學博士 

 (LL.D.) 

9 1940 06.10 美國聯合學院 

(Union College) 

民法學博士 

 (D.C.L.) 

10 1940 06.16 美國韋斯理陽大

學 (Wesleyan 

University) 

法學博士 

 (LL.D.) 

11 1940 06.17 美國布朗大學 

 (Brown 

University) 

法學博士 

 (LL.D.) 

12 1940 06.19 美國耶魯大學 

(Yale University) 

法學博士 

 (LL.D.) 

13 1940 09.21 美國賓夕法尼亞

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法學博士 

 (LL.D.) 

14 1941 05.29 加拿大麥吉爾大

學(McGill 

University) 

文學博士 

 (Litt.D.) 

15 1941 06.07 美國森林湖學院 

(Lake Forest 

College) 

法學博士 

 (LL.D.) 

16 1941 06.09 美國狄克森學院 

(Dickinson 

College) 

法學博士 

 (LL.D.) 

17 1941 06.16 美國密達伯瑞學

院 (Middlebury 

College) 

法學博士 

 (LL.D.) 

18 1941 12.15 加拿大多倫多大

學 (University of 

Toronto) 

法學博士 

 (LL.D.) 

19 1942 03.20 美國俄亥俄州立

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 

法學博士 

 (LL.D.) 

20 1942 04.23 美國羅徹斯特大

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 

法學博士 

 (LL.D.) 

21 1942 05.10 美國達特茅斯學

院 (Dartmouth 

College) 

文學博士 

 (Litt.D.) 

22 1942 05.26 美國奧伯林學院 

(Oberlin College) 

法學博士 

 (LL.D.) 

23 1942 06.01 美國威斯康辛大

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 

法學博士 

 (LL.D.) 

24 1942 06.08 美國第納遜大學 

(Denison 

University) 

人文學博士 

 (L.H.D.) 

25 1942 06.09 美國妥爾陀大學 

(University of 

Toledo) 

法學博士 

 (LL.D.) 

26 1942 06.14 美國東北大學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法學博士 

 (LL.D.) 

27 1942 06.16 美國普林斯頓大

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法學博士 

 (LL.D.) 

28 1942 10.16 美國紐約州大學

院(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文學博士 

 (Litt.D.) 

29 1943 05.28 美國白克納爾大

學 (Bucknell 

University) 

文學博士 

 (Litt.D.) 

30 1945 11.17 英國牛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 

民法學博士 

(D.C.L.) 

31 1949 06.13 美國柯魯開特大

學 (Colgate 

University) 

文學博士 

 (Litt.D.) 

32 1950 12.05 美國克萊蒙研究

院 (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 

人文學博士 

 (L.H.D.) 

33 1959 07.10 美國夏威夷大學 

(University of 

Hawaii) 

人文學博士 

 (L.H.D.) 

(1) 依年份分類：1935年 1校、1936年 2校、

1939年 2校、1940年 8校、1941年 5校、

1942年 10校、1943年 1校、1945年 1

校、1949年 1校、1950年 1校、1959年

1校，合計 33校。 

(2) 依學位分類：文學博士 (Litt.D.) 6校、法

學博士  (LL.D.) 21 校、人文學博士 

(L.H.D.)57 4 校、民法學博士 (D.C.L.) 2

校，合計 33校。 

(3) 依國家分類：香港 1校、美國 29校、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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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校、加拿大 2校，合計 33校。 

 

胡適紀念館 

2015年 3月 23日 

 

（本文經胡適紀念館主任潘光哲先生同意發表，

文字內容責任由執筆者鄭鳳凰負責） 

                                                             
1以下引文參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

出版公司，1984），冊 4，頁 1323-1325。 
2此英文校名，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油印稿本及

聯經版皆誤植為 Dartmonth C.，應改為 Dartmouth C.。

先在此註明，不另在下節「胡頌平結論的錯誤之處」指

出。 
3「胡適大使學位清單」，參見胡適檔案檢索系統「北京檔」，

館藏號：HS-JDSHSE-0058-006。該文件所作時間，可能

是 1942 年 6 月 16 日以後、10 月以前，因為它只記錄到

1942 年 6 月 16 日的普林斯頓大學，1942 年 10 月 16 日

的“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還沒記錄到。 
4「胡適博士榮譽學位清單」的整理時間，可能是 1940 年

6 月 19-27 日之間，因為它記錄到 1940 年 6 月 19 日的

耶魯大學，而此清單是 1940 年 6 月 27 日胡適秘書 E. W. 

Phillips 給 H. A. Stevenson 信函的附件。參見康乃爾大學

“eCommons@Cornell”的 Hu_Shih_Papers_41-5-2578.pdf, 

p.18，website: 

http://ecommons.library.cornell.edu/handle/1813/36425。 
5參見“Pacific Scene Hu Shih Topic”, The Cornell Daily Sun, 

October 8, 1936。 
6參見胡適檔案檢索系統「北京檔」，館藏號：

HS-JDSHSE-0313-012。 
7參見胡適檔案檢索系統「北京檔」，館藏號：

HS-JDSHSE-0313-015。 
8參見胡適檔案檢索系統「北京檔」，館藏號：

HS-JDSHSE-0106-020。 
9參見胡適檔案檢索系統「北京檔」，館藏號：

HS-JDSHSE-0058-006。 
10參見 1939 年 7 月 7 日 Dixon Ryan Fox 致胡適函（館藏號：

HS-JDSHSE-0201-006）、1939 年 7 月 11 日胡適覆 Dixon 

Ryan Fox 函（館藏號：HS-JDSHSE-0094-012）、1940 年

5 月 8 日聯合學院秘書 C. N. Waldron 致胡適函（館藏號：

HS-JDSHSE-0448-044）、1940 年 6 月 12 日胡適致 Dixon 

Ryan Fox 夫婦函（館藏號：HS-JDSHSE-0094-034）等等。 
11參見胡適檔案檢索系統「北京檔」，館藏號：

HS-JDSHSE-0503-021。 
12參見康乃爾大學“eCommons@Cornell”的

Hu_Shih_Papers_41-5-2578.pdf, p.350，website: 

http://ecommons.library.cornell.edu/handle/1813/36425。 
13本文會將把胡頌平所列學校的部分中文名稱，略作改變。 
14依據《胡適日記》，1940 年 6 月 3 日記事。原文如下：「下

午 Duke Univ.贈我 LL.D.名譽學位。」 
15依據美國克拉克大學 1940 年 6 月 9 日第 50 屆畢業典禮

活動手冊，參見「北京檔」，館藏號：

HS-JDSHSE-0445-031。 
16依據 1940 年 2 月 1 日胡適回覆美國韋斯理陽大學校長

James L. McConaughy 的信函（館藏號：

                                                                                               
HS-JDSHSE-0102-044），以及該校第 108 屆畢業典禮手

冊（館藏號：HS-JDSHSE-0491-066）。 
17依據 1940 年 1 月 31 日胡適回覆美國布朗大學校長 Henry 

M. Wriston 的信函（館藏號：HS-JDSHSE-0114-017）及

1940 年 6 月 22 日胡適致美國布朗大學校長 Henry M. 

Wriston 的信函（館藏號：HS-JDSHSE-0114-028）。 
18依據 1940 年 2 月 12 日耶魯大學秘書 Carl A. Lohmann 致

胡適函（館藏號：HS-JDSHSE-0277-002），及英文剪報：

“Text of Lothian’s Address to Yale Alumni”, New York 

Times, June 20, 1940。 
19依據《胡適日記》，1940 年 9 月 21 日記事。原文如下：

「今早赴 U. of Penna.慶典，受 Dr. of Laws 學位。」又參

見英文剪報： “U. of P. Honors 21, Ends Bicentennial”, 

New York Times, Sep. 22, 1940。 
20胡頌平，〈適之先生博士學位補遺〉，《傳記文學》，卷 3

期 2（1963 年 8 月），頁 33。 
21參見胡適檔案檢索系統「北京檔」，館藏號：

HS-JDSHSE-0058-003。 
22參見胡適檔案檢索系統「北京檔」，館藏號：

HS-JDSHSE-0454-023。 
23「胡適大使學位清單」的整理時間，可能是 1942 年 6 月

16 日以後、10 月以前。時距 1941 年甚近，可信度極高。

參見註 3。 
24胡適檔案檢索系統「北京檔」，館藏號：

HS-JDSHSE-0058-006。 
25依據“New World Order Must Enforce Peace, Warns 

Chinese Ambassador: Dr. Hu Shih Addresses Denison 

Graduates; Advocates International Police Power To Assure 

Security”, The Newark Advocate and American Tribune, 

Vol. 164, No. 30, June 8, 1942, p.1,9。參見「北京檔」，館

藏號：HS-JDSHSE-0507-112。Doctor of Humanities 簡稱

L.H.D.，參見 Nor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s Web 

(Website: 

http://www.ndsu.edu/commencement/honorary/)。 
26胡適檔案檢索系統「北京檔」，館藏號：

HS-JDSHSE-0058-004。 
27王志成先生在〈胡適“文憑”懸案水落石出——再說適

之先生紐約州立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問題〉（《中華讀書

報》，2012 年 11 月 21 日，5 版）一文指出：美國紐約州

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沒有授與胡適榮譽

博士學位，而是 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授與的，建議此翻譯為「紐約州大學院」。承蒙美國德

堡大學江勇振教授提供意見：「王先生建議把它翻成『紐

約州大學院』。這個翻譯兼顧到了歷史與現在，也在民

國史上找到相應的機構。」所以本文將採用「紐約州大

學院」的翻譯。感謝江教授提供王志成文章及寶貴意見。

讀者若欲瞭解 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可

參見王志成該文。 
28參見胡適檔案檢索系統「北京檔」，館藏號：

HS-JDSHSE-0300-006。 
29參見胡適檔案檢索系統「北京檔」，館藏號：

HS-JDSHSE-0103-012。 
30參見胡適檔案檢索系統「北京檔」，館藏號：

HS-JDSHSE-0103-037。 
31參見胡適紀念館藏檔案，館藏號：HS-NK05-288-014。 
32英文校名應為 Dartmouth C.，已在註 2 指出。 
33依據 1942 年 3 月 31 日胡適回覆俄亥俄州立大學校長

Howard L. Bevis 的信函（館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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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JDSHSE-0090-013）、英文剪報：“Ohio State Honors 

Chinese Ambassador”（康乃爾大學“eCommons@Cornell”

的 Hu_Shih_Papers_41-5-2578.pdf, p.360，website: 

http://ecommons.library.cornell.edu/handle/1813/36425），

以及“Honorary Degrees Awarded”,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s Web (Website: 

http://www.osu.edu/universityawards/dsa/honorary.html)。 
34依據 1942 年 4 月 18 日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校長 Alan 

Valentine 致胡適函（館藏號：HS-JDSHSE-0363-022）、

英文剪報：“Two Nations Seen Having Single Goal: 

Willkie and Dr. Hu Outline Aim of U. S., 

China.”,Democrat and Chronicle, April 24, 1942（館藏號：

HS-JDSHSE-0507-009）。 
35依據 1942 年 3 月 9 日胡適回覆美國達特茅斯學院校長

Ernest M. Hopkins 的信函（館藏號：

HS-JDSHSE-0096-023）、「1942 年 5 月 9-10 日 Dartmouth 

College 畢業典禮胡適行程表」（館藏號：

HS-JDSHSE-0464-117），以及「報導胡適獲美國達特茅

斯學院文學博士與奧伯林學院法學博士的消息」(Cornell 

Alumni News, June 4, 1942, p.442)。 
36依據 1941 年 9 月 27 日、1942 年 2 月 9 日美國奧伯林學

院校長 Ernest H. Wilkins 致胡適函（館藏號：

HS-JDSHSE-0376-008、HS-JDSHSE-0376-012）、「1942

年 5 月 26 日 Oberlin College 畢業典禮胡適行程表」（館

藏號：HS-JDSHSE-0464-116）；以及“Honorary Degrees”, 

Cornell Alumni News, June 1942（館藏號：

HS-NK05-332-011）。 
37依據「1942 年 6 月 1 日威斯康辛大學(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第 89 屆畢業典禮節目單」。（館藏號：

HS-JDSHSE-0504-010） 
38依據“Chinese Envoy Receives Honorary Degree From T. 

U.: Ambassador Is Speaker At Exercises”, The Toledo 

Times, June 10, 1942。（館藏號：HS-JDSHSE-0507-002） 
39依據 1942 年 4 月 30 日美國東北大學校長 Carl S. Ell 致胡

適函（館藏號：HS-JDSHSE-0187-002）及“Commencement 

Speakers & Honorary Degree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s 

Web (Website: 

http://library.northeastern.edu/archives-special-collections/f

ind-collections/northeastern-history/commencement-speake

rs-honorary)。 
40依據 1942 年 4 月 17 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校長 Harold 

Willis Dodds 致胡適函（館藏號：HS-JDSHSE-0178-007）、

1942 年 4 月 21 日胡適回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校長

Harold Willis Dodds 的信函（館藏號：

HS-JDSHSE-0092-009）及 “Honor Degrees Go to Halifax, 

Hu Shih, Justice Stone—Students Enter Services”, New 

York Times, June 17, 1942.。 
41參見胡適紀念館藏檔案，館藏號：HS-NK05-213-002。 
42依據《胡適日記》，1935 年 1 月 7 日記事及附件；「胡適

大使學位清單」（館藏號：HS-JDSHSE-0058-006）；及剪

報一則：〈香港大學贈胡適學位〉，《中央日報》，1934 年

12 月 23 日。 
43依據《胡適日記》，1939 年 6 月 6 日記事；哥倫比亞大學

Frank D. Fackenthal 與胡適的來往函（館藏號：

HS-JDSHSE-0094-001、HS-JDSHSE-0094-016、

HS-JDSHSE-0194-001、HS-JDSHSE-0194-013、

                                                                                               
HS-JDSHSE-0194-014、HS-JDSHSE-0194-015）。 

44依據《胡適日記》，1939 年 6 月 13 日記事；芝加哥大學

校長 Robert M. Hutchins 與胡適的來往函（館藏號：

HS-JDSHSE-0097-019、HS-JDSHSE-0240-010）。 
45依據"McGill University Annual Convocation, Thursday, 

May 29, 1941", 頁 29 文學榮譽博士學位有胡適之名。參

見館藏號：HS-JDSHSE-0503-016。 
46依據美國森林湖學院校長Herbert McComb Moore與胡適

來往函（館藏號：HS-JDSHSE-0302-021、

HS-JDSHSE-0103-041、HS-JDSHSE-0302-022、

HS-JDSHSE-0135-009、HS-JDSHSE-0451-032）；「胡適

1941 年 6 月 7 日至 1941 年 8 月 21 日行程表」（館藏號：

HS-JDSHSE-0454-024），及「1941 年胡適大使的演講行

程表」（館藏號：HS-JDSHSE-0057-002）。 
47依據"Dickinson College─The One Hundred and 

Sixty-eighth Commencement, Monday, June 9, 1941"（館

藏號：HS-JDSHSE-0504-009）；胡適回覆 F. J. McConnell

函（館藏號：HS-JDSHSE-0102-018）；美國狄克森學院

校長 F. P. Corson 致胡適函（館藏號：

HS-JDSHSE-0163-020）。 
48依據《胡適日記》，1941 年 6 月 16 日記事；「胡適大使學

位清單」（館藏號：HS-JDSHSE-0058-006）；及美國密達

伯瑞學院校長 Paul D. Moody 與胡適來往函（館藏號：

HS-JDSHSE-0302-003、HS-JDSHSE-0103-018、

HS-JDSHSE-0302-013、HS-JDSHSE-0451-023）。 
49依據 1941年 11 月 17 日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 A. B. Ferrell

寫給胡適的信（館藏號：HS-JDSHSE-0453-088）及「胡

適大使學位清單」（館藏號：HS-JDSHSE-0058-006）。 
50依據 1943 年 4 月 15 日、1943 年 5 月 28 日美國白克納爾

大學的 Arnaud C. Marts 寫給胡適的信（館藏號：

HS-JDSHSE-0290-011、HS-JDSHSE-0290-012）。 
51依據"Abstracts of Orations by the Public Orator, November 

17, 1945"（館藏號：HS-JDSHSE-0485-007）；英文剪報： 

“Honorary Degrees at Oxford, M. René Cassin and Dr. Hu 

Shih”, The Times, November 19, 1945。 
52依據柯魯開特大學(Colgate University)畢業典禮程序冊，

館藏號：HS-NK02-003-042。 
53依據美國夏威夷大學榮譽博士學位證書，館藏號：

HS-NK05-213-005。 
54原件藏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亦見《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第 26 卷，頁 505-506。《胡適全集》此信與原件

略有差異：原件稱呼「守和兄」，《胡適全集》改為「同

禮兄」。 
55參見胡適紀念館藏檔案，館藏號：HS-NK05-213-005。根

據夏威夷大學網站的記錄是：“Hu Shih, ambassador to 

U.S., 1959 (HHD)”，參見 website: 

http://www.hawaii.edu/offices/bor/honorary.php。該網站把

Doctor of Humanities Honoris Causa 簡稱 HHD，為維持

本文內容的一致，此 Doctor of Humanities，擬與第納遜

大學(Denison University)的學位一樣，簡稱 L.H.D.。參

見註 25。 
56英文校名有“The”的，皆省略。 
57此 L.H.D.包括：Doctor of Literary Humanities、Doctor of 

Humanities、Doctor of Humane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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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约翰·穆勒论正义》 

 
席云舒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胡适档

案里，有一篇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时期写的《约

翰·斯图亚特·穆勒论正义——〈功利主义〉 

第五章研究》（John Stuart Mill on Justice -- A Study 

of the Fifth Chapter of his “Utilitarianism”）英文手

稿，档案编号为 E-59-3。此文并未被《胡适全集》

收录，也未被《胡适英文文存》和《胡适英文未

刊遗稿》收录，甚至也从未公开发表过，但从文

章的内容来看，仍要算胡适早期非常重要的一篇

论文，对我们研究他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形成具有

重要意义。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与《洛克的〈政

府论两篇〉研究》
1
比较接近，都是他在康大念研

究生时期写的课业论文。 

胡适的这篇文章，讨论的是穆勒《功利主义》

的最后一章“论功利与正义的联系”。文章基本上

是按照穆勒《功利主义》第五章中的问题顺序来

写的，共分六个部分：一、 正义的显著特征是什

么？二、正义感；三、论权利；四、功利与正义；

五、基于功利之上的正义；六、正义与平等。 

在第一部分“正义的显著特征是什么？”中，

胡适回顾了穆勒讨论的正义的六种行为模式以及

对正义概念的词源学阐释，指出穆勒的正义概念

通常涉及个人权利。穆勒认为：“正义的每种情形

均蕴含两点：一是违法，二是某个人遭到侵犯”；

“正义与一般的道德不同，例如，任何人对于慷

慨或仁慈不具有道德上的权利。”随后胡适比较了

穆勒与边沁和奥斯汀学派的关系，认为穆勒借助

权利概念把正义与一般道德区分开来，与边沁和

奥斯汀学派并不相左，边沁的正义概念通常因其

所使用的语言而显得含混，他经常讲“某些情形”、

“某些场合”、“某些行动”和“某些主体”。而穆

勒把边沁所说的“特定情形”诠释为权利遭到侵

犯和个人遭到伤害，从而使正义的概念更加确切。 

詹姆斯·斯蒂芬批评说，穆勒借助权利概念 

 

的正义原理不能适用于把某种法律或规则称为正

义的或非正义的情形，因为你不可能去惩罚一个

法律；他认为穆勒的观点与否认自然权利理论的

边沁一派的基本原理完全不可调和。针对斯蒂芬

的批评，胡适说，穆勒不得不借助权利概念来维

持其对非正义行为模式与其他通常带有“违法”

修饰词的行为模式之间的区别。他在第三部分又

指出，穆勒把“自年然权利”称为“最不可缺的

必需品”，尽管穆勒受到边沁主义的影响，但只要

他承认这些概念是先验的，就仍应与“自然权利”

思想家们归为一派。 

在“正义感”一节中，胡适讨论了穆勒所说

的正义感的来源。正义感包含两个要素，一是想

要惩罚侵害者，二是知道或者相信存在着某个或

某些确定的受害者。前一个要素来自“自卫的冲

动”和“同情心”这两种本能的情感，但人类的

同情心能够扩大到社会全体成员身上，成为一种

社会的同情心。他用一个图表来解释正义感与同

情心的关系，并引穆勒的话说：“我们是在同情心

中找到道德的责任和约束力的。自我防卫的自然

本能中毫无道德可言：真正道德的是自然本能对

社会同情心的服从。”这种同情心的产生，当然与

个人权利受到侵害有关。穆勒把康德的“实践法

则”解释为：“我们的行为应当遵守的规则，是所

有的理性人都会采纳的有益于他们集体利益的行

为规则。”穆勒的这个解释与康德的本意并不相

同，在康德那里，出于法则本身而与“实践法则”

相符合的行为被称为“定言命令”，与任何利益无

关，而穆勒把它解释为“有益于他们集体利益的

行为规则”，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解释。 

随后胡适通过对穆勒“权利”概念的探讨，

回应了斯蒂芬对穆勒的批评。穆勒认为，保护“最

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根本原

因。而在个人的一切权利中，安全权利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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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因为“没有人可以生活在不安全之中”。

胡适指出，这种安全权利就是一种“自然权利”，

尽管穆勒避免使用“自然权利”这一概念，但“‘自

然权利’除了意味着‘人类竭尽所能，受着痛苦

和死亡的惩罚，只为保存自身这一权利’外，还

意味着什么权利呢？”胡适认为，穆勒避免使用

“自然权利”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权利乃是社

会状态下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状态下的产物，“他

们认为权利是社会的产物，是根据法律的要求赋

予人们的。因此，他们难以想象会存在没有相应

责任或义务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穆勒的个人

权利说更加接近于霍布斯、洛克一派的自然权利

论。需要补充的是，根据洛克的学说，社会权利

也是来自自然权利，当人们通过契约向政府和法

律让渡了部分自然权利而组成社会之后，这种契

约权利就成了社会权利。 

在此基础上，穆勒的正义概念就不再是一个

标准，而是在根本上要依赖于功利概念，依赖于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社会功利原理（相

反，在柏拉图那里，正义就等同于善自身，因而

它本身就是一个标准）。穆勒列举了有关惩罚的正

当性的三种不同见解，并讨论了对犯罪行为进行

惩罚的正义、分配的正义和征税的正义，指出要

摆脱各种不同意见的纷争，唯一的办法就是遵循

社会功利原理。胡适说：“这句话的正确性，在我

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正是通过对政治

和法律制度进行功利试验的应用，功利主义在现

代政治和法律哲学史上做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功

利主义强调把公共利益作为行动目标，它是保守

主义的宿敌。它要求对既定规则和制度在伟大功

用的衡量下进行仔细研究。‘这些规则和制度是否

有利于公共利益？’如果不是，这些规则和制度

就需要改革或修正。人不应麻木遵从任何原则或

制度。” 

穆勒认为，基于功利之上的正义，是“所有

道德主要部分，也是最神圣、最具有约束力的部

分”，是“一类道德规则的名称，更加密切关注人

类福祉的根本问题，因而比起其他一切生活指导

规则，更具有绝对的义务性。”他说，正是对禁止

人类互相伤害这一类道德规则的遵守，人类才得

以维持和平，“如果不要求人人遵守这些道德规

则，遵守的反倒成了例外，那么每个人都将把其

他任何人视为可能的敌人，不得不时时刻刻防范

他人，以保护自己。”胡适指出，这几段话会让人

联想起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的描述（霍布斯

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将成为自己案件

的法官，这将导致每个人都与其他人处于战争状

态），在卢梭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与基

础》中，也是从探讨“自然状态”来讨论人类不

平等的起源的。因而即便像穆勒这样的天才，也

没有完全摆脱 18 世纪哲学家关于人类早期社会政

治雏形的粗糙设想，直到 1871 年达尔文的《人类

的由来》一书的问世，敲响了“自然状态”这个

“谎言”的丧钟，进化论历史学派依据人类的社

会本能，把家庭作为起点，才发展出关于国家起

源的更令人满意的新理论。 

最后一节是“正义与平等”。穆勒认为，平等

可以视为正义原则的自然推论之一。因为“如果

我们的义务是根据每个人的应得来对待他，以德

报德，以恶治恶，那么就必然会得出，我们应当

平等地善待所有应得到我们平等善待的人，社会

也应当平等地善待所有应得到它平等善待的人，

亦即平等地善待所有应绝对得到平等善待的人”。

这一点，穆勒视为社会正义和分配正义的最高标

准，一切社会制度以及一切正直善良的公民的行

为，都应当尽最大的可能达到这个标准。赫伯

特·斯宾塞批评穆勒的这个观点，他说：“人的能

力和性格有差异，因而所得幸福亦存在不平等，

这一正当性却不为平等思想承认。”针对斯宾塞的

批评，胡适指出，穆勒的平等思想是一种理想，

这种理想就像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主张的

观点一样，他引述大卫·里奇编的《国家干预原

则》一书的附录“功利主义”一节中的评论说：“如

果平等不能作为事实提出，那就应该树立为理

想。”胡适虽然没有直接对穆勒的这一平等理想做

出评价，但他把穆勒的这个观点与布朗吟的观点

做了比较，而那个时期，胡适对布朗吟的观点是

充分认同的。他引述《穆勒自传》中的一段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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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结语：“关于我们终极进步的理想应远远超越民

主”。胡适说：“正是在这一平等的理想之上，穆

勒建立了他的社会主义。” 

可见，胡适对穆勒的正义观是既有肯定又有批

评的。他对穆勒的肯定，主要在于穆勒强调把公共

利益作为行动的目标。而他对穆勒的批评，则是穆

勒建立在社会功利基础上的正义观念，却是来源于

“安全功利”这种“自然权利论”，而这种“自然权

利论”所推论出来的国家与社会的起源，已经被达

尔文和赫胥黎的历史进化论学说推翻。在这一点上，

他对穆勒的批评，和他在《洛克的〈政府论两篇〉

研究》中对洛克的批评是一致的。但在这个时期，

胡适对穆勒的平等理想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的认识，

远没有 40 年代后来得清晰。 

正义问题作为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一直为西

方哲学家所重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斯

多德的《尼格马可伦理学》中，都开宗明义就讨

论正义问题，休谟的《道德原则研究》则在第三

章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

虽然并非以正义为研究对象，但他的“实践法则”

本身就是一个正义法则；至于罗尔斯，他的《正

义论》讨论的就是“公平正义”和“正义二原则”。

穆勒在《功利主义》的最后一章才讨论正义问题，

并不是说正义问题在穆勒的功利主义学说中处于

次要地位，恰恰相反，穆勒是从“最大多数人的

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原理来推论正义原则的，

可以说正义原则处于穆勒功利主义原理的最顶

端，是建立在功利原理之上的正义。在穆勒的《功

利主义》中，胡适抓住其最后一章“论功利与正

义的联系”来讨论，其实是抓住了穆勒道德学说

中最重要的问题。 

从这篇课业论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胡适

不仅阅读了《功利主义》、还阅读了穆勒的《论自

由》、《妇女的屈从地位》、《政治、哲学、历史论

述和论文集》和《约翰·穆勒自传》等著作，并

参考了边沁的《道德和立法原则概述》、詹姆斯·斯

蒂芬的《自由、平等、博爱》、托马斯·霍兰德的

《法理学原理》、赫胥黎的《自然权利与政治权

利》、大卫·里奇编的《国家干预原则》、霍布斯

的《利维坦》、赫伯特·斯宾塞的《伦理学原理》

和《人对国家》，以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论

著。可见他写作这篇文章，也是费了不少功夫的。

这篇早期论文也能够告诉我们，胡适为何在《先

秦名学史》、《戴东原的哲学》等著作中反复提到

穆勒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理”；和对洛克

的研究一样，他在青年时期对穆勒的功利主义思

想也做过系统的研究。 

当然这个时期胡适还没有去哥伦比亚大学跟

随杜威学习哲学。不过，即便是在他转向杜威的

实验主义哲学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胡适对

穆勒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理”、强调公共

利益的“社会的功利”都是充分认同的，这可能

也是导致他 1926年对苏俄共产制产生过好感的原

因之一。因为从穆勒的正义观念出发，很可能会

推论到社会主义者的那种平等观念上去，这种推

论，可以被称为“一致性原则”。到 40 年代初，

他的看法与穆勒的观点逐渐拉开了距离，他 1941

年 7 月 8 日在密歇根大学的演讲 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意识形态的冲突》，张起钧译为《民

主与极权的冲突》
2
）中，曾特别指出：“民主与反

民主生活方式的真正冲突，基于两种基本的矛盾：

一是激进的革命手段，不同于逐步的改革方式；二

是一致性原则，不同于个体的多样性发展原则。”

他认为极权主义不能容忍多样性，而民主生活方式

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它源于宗教上的不遵从国

教，这种“‘不从’精神还带来了思想自由、表达

与发表思想的自由、集会自由等其他自由权。而根

本的东西，则是个人渴望得到自由发展、自由表达

其个人情感、思想、信仰的权利。它是一场争取差

异权——拒绝遵从既定或指定模式的权利——的

斗争”。
3
换句话说，胡适这时虽然仍继承着穆勒的

个人权利观点，却不再认同穆勒由个人权利推论到

社会功利，再由社会功利推论到平等原则的正义

观，从方法上看，他否定了这种来自“一致性原则”

的推论。顺便说一下，他 1941 年这篇关于“民主

与极权的冲突”的演讲，比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的出版还要早 3年，比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初版
4
早了整整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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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于 1955年的《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

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一文中，他又说：“民主

的生活方式，干言万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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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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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这里我们

就更可见出胡适后期的思想与穆勒学说的差异

了，他虽然不否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理”，

但却更加强调少数人的自由和每个个人的自由。 

胡适这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论正义——

〈功利主义〉第五章研究》英文手稿，我请中国

政法大学的王冬梅博士整理出来，现提供给《胡

适研究通讯》刊登，以备学界师友参考研究。匆

匆草成此文，聊作简单释读，不当之处，尚请方

家教正。 

 
                                                             

1 参见席云舒：《胡适与洛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

载《社会科学论坛》2014 年第 11 期。 

2 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年，第 1729—1739 页。 

3 胡适：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见《胡适全集》（第

38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232 页。 

4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 年初版名为《我们

时代的负担》，1958 年再版时才改名为《极权主义的起源》。 

5 胡适：《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

力量》，见耿云志主编：《胡适论争集》（下卷），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2829 页。 

 

John Stuart Mill on Justice 

——A Study of the Fifth Chapter of his “Utilitarianism” 

 

Suh  Hu

 

Ⅰ. What is 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 of 

justice? 

“What is the quality attributed in common to all 

modes of conduct designated as unjust and 

distinguishing them from such modes of conduct as 

are disapproved but without having that particular 

epithet of disapprobation (i.e. unjust) applied to 

them?”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Mill proposes to 

examine the just or the unjust acts in the concrete.  

1. To respect the legal rights of others is 

considered as just. 

2. But what belongs to a man may be what 

ought not to have belonged to him: there may be 

unjust laws. So a second case of justice consists in 

respecting that to which a man has a moral right. 

3. Again, desert is regarded as a criterion of 

justice. A man deserves good from those to whom he  

has done good, and evil from those to whom he has 

done evil. So it is not absolute.  

4. Again contract is a fourth case of justice. But  

this is also not an absolute standard. 

 

5. Impartiality, again, is considered as essential 

criterion of justice. But this often admits 

consideration either of deserts or of the public 

interest. 

6. Finally, equality, in the eyes of many, 

constitutes the essence of justice. But in many cases, 

the notion of equality is influenced by consideration 

of expediency. 

The mental link that connects all these concrete 

applications of the term “justice” is not easy to find. 

Perhaps a study of the etymology of the word may 

help us to understand how it originally sprang up. 

Justum is a form of jussum, what has been ordered. 

Dikaion comes from dike, a suit of law. Recht, 

whence have come the words right and righteous, 

means law. Justice, to the Hebrews, meant 

conforming to law. The Greeks and the Romans, 

knowing that their laws had been made by men, 

came to attach the sentiment of justice only to the 

violations of such laws as ought to exist , or of what 

ought to become laws. It is true! Mill tells u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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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the idea of justice applies to many things 

which neither are, nor is it desired that they should 

be regulated by law. But even today the notion of 

legal restraint still lingers in a modified shape. We do 

not call anything wrong, Mill observes, unless we 

mean to imply that a person ought to be punished for 

blowing it. 

But this notion of obligation which arises from 

the desire to punish the wrong-doer, is common to all 

acts which we call wrong. The re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distinguishes justice from other tranches of 

morality, however, is to be sought in the fact that the 

term “justices” generally involves the idea of a 

personal right — “ a claim on the part of one or 

more individuals, like that which the law gives when 

it confers a proprietary or legal right.” Every case of 

justices implies two things: a wrong done and some 

assignable person who has been wronged. Justice, 

says Mill, implies something which it is not only 

right to do and wrong not to do, but which some 

individual can claim as his moral right. It differs 

from such other tranches of morality as generosity or 

beneficence in this respect that no other has a moral 

right to our generosity or beneficence. 

The above discussion on justice is by no means 

inconsistent with the school of Bentham and Austin. 

“ sometimes”, said Bentham, “ in order the better to 

conceal the cheat, they set up a phantom of their own 

which they call justice whose dictates are to modify 

the dictates of benevolence. But justice, in the only 

sense in which it has a meaning, is an imaginary 

personage, feigned for the convenience of discourse, 

whose dictates are the dictates of utility, applied to 

certain particular cases.”
[ 1 ]

 Elsewhere Bentham 

spoke of the function of justice as being confined 

only to such expedients “as cannot be employed 

except in consequence of the discovery of some 

mischievous design in particular.”
[2]

 But Bentham’s 

conception of justice is often obscured by the 

language he employed. He frequently spoke of 

“certain cases” “certain occasions”, “certain actions”, 

and “certain subjects”. Mill has made the idea of 

justice much more definite by construing what 

Bentham called “certain particular case” to be a right 

violated and a person injured.  

The notion of a desire to punish which enter 

into Mill’s idea of justice, also shows the influence 

of Bentham or Austin whose conception of law and 

justice is that of a command expressing the desire of 

a superior and enforced by a sanction, that so by 

something of the nature of a punishment.
[3]

 Sir J. 

Fitzjames Stephen criticizing that Mill’s theory on 

the ground that the doctrine does not apply to the 

case in which the thing designated as just or unjust is 

a law or rule. For, Sir J. Fitzjames Stephen thinks, 

you cannot punish a law. To call a law unjust is the 

same thing as to call it inexpedient.
[4]

 So the notion 

of punishment does not always accompany a case of 

injustice. Stephen rightly remarks: “I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unjust and the inexpedient law is to be 

made, it must be done by the help of some such 

theory as is involved in the expression ‘rights of 

man’. It must be said that there are rights which are 

not creatures of law, that which exist apart from and 

antecedently to it; that a law which violates any of 

these rights is unjust, and that a law, which, without 

violating them, does more harm than good, is simply 

inexpedient.”
[5]

 This, Stephen thinks, is altogether 

irreconcilable with the fundamental doctrines of 

Benthamite school which denied the theory of 

natural rights. As a matter of fact, Mill has to resort 

to the notion of a right in order to maintain his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unjust and the other modes of 

conduct to which we apply the general epithet 

“wrong”. Indeed Mill regard the element of a right as 

constituting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 of justice. As 

to how far Mill has departed from the school of 

Bentham in regard to the conception of right, and 

whether or not Mill’s notion of right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advocates of “natural rights,” we shall 

take up later.  

 

Ⅱ. The Sentiment of Justice 

Whence has come the feeling which 

accompanies the idea of justice? Could it have grown 

up out of the idea itself, and in particular, could it 

have originated in consideration of utility? Mill 

thinks that, although the sentiment itself does not 

arise from anything which we would commonly term 

an idea of, expediency, yet whatever is moral in it, 

does. The sentiment contains two ingredients — ① 

the desire to punish, and ② the knowledge that 

wrong or harm has been done to some definite 

individual, or, to speak more specifically, that a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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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been violated. The former element, often further 

analysis, is found to be a spontaneous outgrowth 

from two sentiments: —  (i) the impulse of 

self-defense, and (ii) the feeling of sympathy. Both 

are “in the highest degree natural, and either are, or 

resemble instincts.” They are common to all animal 

nature. But the human impulse of retaliation differs 

from the animal instinct in two particulars. First, man 

is capable of sympathizing with all human, and even 

with all sentiment feelings. Secondly, he has a more 

developed intelligence which enables him to respect 

the interest, not only of his own, but also of the 

community of which he himself form a part of. 

Thus the sentiment of justice, in one of its 

elements, namely, the desire to punish, is merely the 

natural impulse of self-defense rendered by intellect 

and sympathy applicable to those impulses which 

wound us, through, or in common with, society at 

large. The sentiment in itself, Mill tells us, has 

nothing moral in it, what is moral is its exclusive 

subordination to the social sympathies, so as to wait 

on and obey their call. Although when we pronounce 

a particular case just or unjust we may not be 

thinking of society or of any collective interest at all, 

we certainly feel that we are upholding a rule upon 

whose observance the welfare of society as well as 

our own depends. The Kantian maxim, “act so that 

thou canst will the principle of thy act to become 

universal law”, would that be words without 

meaning, if, in deciding on the morally of the act, 

one had in mind no interest of mankind collectively. 

So, according to Mill’s interpretation, the Kantian 

moral law will mean that “we ought to shape our 

conduct by a rule which all national beings might 

adopt with benefit to their collective interest.” 

To sum up diagrammatically:  

 

From the intelligent conception of self-interest 

the feeling desires its morality; from the desire of 

retaliation widened by the human capacity of 

enlarged sympathy, it acquire its peculiar 

impressiveness and energy of self-assertion.  

The above analysis of the sentiment of justice is 

significant in this that Mill has here laid much stress 

on the element of sympathy, thus departing from the 

prudential selfishness of Bentham’s utilitarianism. 

Man is no longer a being with the everlasting 

longing for “lots of pleasure”. Mill more than once 

emphasizes the doctrine that it is in sympathy that 

we find the obligation and sanction of morality. The 

natural instincts of self-defense has nothing moral in 

it: what is moral is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m to the 

social sympathies. “Just persons,” says Mill, “resent 

a hurt to society, though not otherwise a hurt to 

themselves, and do not resent a hurt to themselves, 

unless it be of the kind which society has a common 

interest with them in the repression of it.” This is a 

most remarkable advance in the history of 

utilitarianism. It is by far a more consist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 than the 

interpretations made by the early utilitarians. 

 

Ⅲ. On Right 

I have already quoted the criticism of Sir J. 

Fitzjames Stephen on Mill’s idea of justice,
[6]

 and 

have also pointed out that Mill has actually resorted 

to the notion of a right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justice 

form morality in general. We shall now see what 

Mill’s idea of a right actually is. 

Mill defines a right as something the possessor 

of which can have a valid claim on society to protect 

him in the possession of it, either by force of law, or 

by that of education and opinion. Right, is therefore, 

correlative with legal or moral obligation. “All rights 

are rights to acts or forbearances, either on the part 

of persons generally, or of particular persons. When 

we talk of our right to a thing, we mean, if the thing 

is in our possession, a right to the forbearance of all 

persons from taking it, or disturbing us in its 

enjoyment.”
[7]

 “To have a right, then, is to have 

something which society ought to depend me in the 

possession of.” Accordingly, these can be no right 

unless society is well established and capable of 

commanding those forbearances. This view is on the 

whole in accord with the definition of right given by 

the modern jurists. T.S. Holland, for instance, defines 

right in general as “a man’s capacity of influ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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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s of another by means, not of his own strength, 

but of the opinion or the force of society.” 
[8]
 When 

the indirect force employed so the opinion of society, 

we have a moral right, when it is the force excised by 

the (hate), we have a legal right.  

But why ought society to defend the individual 

in the possession of his right? Mill says that he can 

give no other reason than general utility. The idea of 

a right is not a separate element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idea and the sentiment of justice, but is one of 

the forms in which the other two elements—a hurt 

some assignable person, and a desire to 

punish—clothe themselves.” The desire for 

punishment, the thirst for retaliation derives its 

intensity, as well as its moral justification from the 

“extraordinary important and impressive kind of 

utility,” namely the interest of security. This, Mill 

tells us, is the most vital of all interests: no human 

being can do without security. “Our notion of the 

claim we have on our fellow creatures to join in 

making safe for us the very groundwork of our 

existence, therefore, gathers feelings around it so 

much more influence than those concerned in any of 

the more common case of utility that the difference 

in degree becomes a real difference in kind.”  

Thus Mill finds the origin as well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notion of a right in all important 

utility of security, “the most indispensable of all 

necessities.” This, it seems to me, presupposes the 

idea that man has “natural right” to security. For 

what else can “natural right” mean but “the right of a 

man to do anything necessary for one’s own 

preservation under the penalty of suffering and 

death?
[9]

 What Mill calls “the utility of security” is 

essentially the same thing as what the Physiocrats or 

the Rousseauists would call “the natural and 

imprescriptible right of man to security.” The same 

epithet may be applied to his notion of liberty as 

expounded in his essay “on Liberty”.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Mill and the advocates of natural 

rights lies in the mere fact that what they call 

“Natural Rights”, he calls “the most indispensable 

necessities.”  

What has saved Mill from applying the term 

“natural rights” to such utilities as security, liberty, 

and equality, is perhaps his and Austin’s conception 

of law and right. They conceive of rights as creatures 

of society and conferred upon man by the commands 

of law. Hence they cannot conceive that there can be 

any rights without corresponding correlative 

responsibilities or obligations. Mill, therefore, call 

them “necessities” instead of “rights”. But, as long as 

Mill admits these notions in an priori way, he is to be 

classified, in spite of his Benthamism, with the 

“natural right” thinkers. 
[10]

 

 

Ⅳ. Utility and Justice 

We have thus far seen that the idea of justice, if 

analytically examined, proves to be, not any standard 

per se, but something which is fundamentally 

dependent upon the idea of utility. The fact that 

justice originates in utility explains why there is so 

much diversity of opinion about what is just and 

what is unjust. For the common notion that the 

dictates of justice are immutable, ineffaceable, and 

unmistakable, is far from being the fact. The 

different notions of justice exist not only in different 

ages and among different nations, but even in the 

mind of one and the same individual; and in 

choosing between them, he is guided only by 

consideration of utility.  

For instance, there are various views of the 

legitimacy of punishment. Some hold that it is unjust 

to punish anyone for the sake of example for others, 

and that punishment is justified only when intended 

for the good of the sufferer himself. Others maintain 

the exact opposite position, contending that it is 

despotism and injustice to punish persons who have 

reached the age of discretion, not that they may be 

justly punished to prevent evil to others. A third view, 

no less convincingly, has been held by the Owenites, 

that it is unjust to punish at all: for it is not the 

criminal , but his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what has made him a criminal. Each 

of the three views is convincingly valid as long as 

each is not forced to face the maxims of the others. 

In order to avoid the difficulties, the Owenites are 

compelled to seek refuge under the theory of the 

“freedom of the will” arguing that it is unjust to 

punish persons whose actions are the result of 

anterior circumstances; and the other two school also 

have to resort to the fiction of a “social contract”, 

thus legitimating the infliction of punishment on the 

ground that it was the people’s own consen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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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ve rise to the power of punishment. 

Again, granting the legitimacy of punishment, 

there are many conflicting conceptions of the just 

apportionment of the penalties to offenses. First, 

there is the view that punishment should be exactly 

measured by the offences. Then, there is another 

group of persons who maintain that it is not just to 

inflict on a fellow creature any amount of suffering 

beyond the least that will be sufficient to prevent him 

from repeating and others from imitating, his 

offences. 

Again, letting alone the notions of corrective 

justice, there are divergent views on distributive 

justice. Many, on the one hand, hold that 

remuneration should be apportioned according to the 

efforts of the individuals, and not according to their 

skill or accomplishments. For, they argue, whoever, 

does the best he can, deserves equally well, and 

ought not to be made to suffer unequally for no fault 

of his own.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others who 

contend that society owes more to the more efficient 

workers, and that to deny them greater return is no 

better than robbery.  

Again, how many different opinions there are as 

to the just apportioning of taxation! Many advocate 

the doctrine that taxes should be numerically 

proportioned to pecuniary means. Others favor the 

so-called graduated taxation, taking a higher 

percentage from those who have more to spare. 

There might be another possible theory, that of 

taxing an equal sum from every one, which is 

theoretically just, but which has so far found no 

advocate, because it is not regarded as expedient. A 

fourth view, however, favors an equal capitation tax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 and an unequal tax for 

the protection of property, persons being supposed to 

be equal, while property unequal.  

All these different notions of justice and of its 

applications cannot be denied. “From these 

confusions there is no other mode of extrication than 

the utilitarian”. The validity of this statement, it 

seems to me, is apparent. Indeed it i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utilitarian test to political and legal 

institution, that utilitarianism has done the greatest 

servic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political and legal 

philosophy. Utilitarianism lays stress on the 

deliberate adoption of the common good as the end 

of action. It is a deadly foe to conservatism. It calls 

for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accepted rules and 

institutions before the great bar of utility. “Do they 

make for the common good or do they not?” if not, 

they need reform or revision. Man should not obey 

blindly any principle or system. This Utilitarian 

emphasizes the element of knowledge. “Vice”, says 

Bentham, “is miscalculation”, which is practically 

the same as the Socratic doctrine that vice is 

ignorance. With the test of utility, complied with the 

advance of mod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of the laws 

of social health and disease, the good that modern 

national legislations have done, cannot be 

overestimated.
[11]

 

 

Ⅴ. Justice grounded on Utility 

Justice grounded on utility is “the chief part and 

incomparably the most sacred and binding part of all 

morality.” It is “a name for certain classes of moral 

rules which concern the essentials of human 

well-being, more nearly, and are therefore of more 

absolute obligation, than any other rules for the 

guidance of life; and the notion of a right residing in 

an individual, which we have found to be the essence 

of the idea of justice, testifies to their more binding 

obligation.” For it is the observance of the moral 

rules forbidding mankind to hurt one another that 

alone preserves peace among human beings. “if 

obedience to them were not the rule, and 

disobedience the exception, everyone would see in 

every one else an enemy, against whom he must be 

perpetually guarding himself.” By merely giving to 

each other prudential exhortations, they may gain 

nothing; in inculcating on each other the duty of 

positive beneficence, they have an unmistakable 

interest, but far less in degree (than the precepts of 

mutual forbearance) : a person may possibly not 

need the benefits of others, but he always needs that 

they should not do him hurt.”  

It is very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Mill has elsewhere emphasized the element 

of social sympathy, he is still not entirely free from 

the crude conception of the imaginary political 

beginning of early society, frequently held by the 

18th century philosophers. The passages above 

quoted remind the reader of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tate of nature” as given by Hobbes.
[12]

 They cl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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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the inveterate influence which the 

individualistic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18th 

century had upon even such a great genius as Mill. It 

remains for the Evolutional and the Historical 

schools to advance a new and more satisfactory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based upon the 

social instincts of mankind, and with the family as 

the starting unit. It was not until the appearance of 

Darwin’s “Descent of Man” in 1871, that the death 

knell of the “fiction” of the State of Nature was 

tolled. 

 

Ⅵ. Justice and Equality 

One more point in Mill’s discussion on justice 

remains to be considered. That is Mill’s idea of 

Equality. Equality, Mill thinks, may b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corollaries from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For, “if it is a duty to do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deserts, returning good for good, as well repressing 

evil by evil, it necessarily follows that we should 

treat all equally well who have deserved equally well 

of us, and that society should treat all equally well 

who have deserved equally well of it, that is, who 

have deserved equally well absolutely”. This, Mill 

considers as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social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towards which all institutions, 

and all the efforts of all virtuous citizens, should be 

made to converge.  

Indeed the great moral duty is not a mere 

logical corollary from secondary doctrines “it is 

involved in the very meaning of utility, or the 

greatest Happiness Principle. That principle is mere 

words without meaning, unless one person’s 

happiness, supposed equal in degree, and with the 

proper allowance made for kind, is counted for 

exactly as much as another’s. Those conditions being 

supplied, Bentham’s dictum, ‘Everybody to count for 

one, nobody for more than one’ might be written 

under the principle of utility as an explanatory 

commentary.”Herbert Spencer, who believes in the 

doctrine that each person ought to receive the 

benefits and the evils of his nature and consequent 

conduct, criticizes Mill’s idea of equality on the 

ground that it does not recognize “ the propriety of 

inequalities in men’s shares of happiness, consequent 

on inequalities in their faculties or characters.”
[13]

 It 

is easy to show that men are “ by nature” not equal. 

But we must not carry our notion of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so far as to think, with Spencer, that it is 

against the law of nature to avert or diminish poverty, 

ignorance, or misery which are supposed to be 

results of unfitness.
[14]

 Even Rousseau saw that the 

tendency of nature was to produce , not equality, but 

inequality; but, said he, “C’est Précisément parce 

que la force des choses tend toujours à détruire 

l’égalité, que la force de la législation doit toujours 

tendre à la maintenir.”
[15]

 In short, equality, if it 

cannot put forward as a fact, should be set up as an 

ideal.
[16]

 Mill’s idea of equality is not doubt that of an 

ideal. “Commands and obedience are but unfortunate 

necessities of life,” says he; “society in equality is its 

normal state.”
[17]

 He believes that all should have at 

least, equal claim to all the means of happiness,
[18]

 

and that society should reward its member, not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y or faculty, for which they 

are not responsible, but according to their efforts.
[19]

 

Thus he who has done his best to make a nail, 

deserves just as much reward as he who fought the 

battle of waterloo or invented the stream engine. He 

may not believe with Milton that “They also serve 

who only stand and wait,” but he surely, agrees with 

Browning that “Success is naught, endeavor’s all”. It 

is upon this ideal of equality that Mill has built his 

socialism. Writing in 1861, he says: “our ideal of 

ultimate improvement went far beyond 

democracy. …We looked forward to a time when 

society will no longer be divided into the idle and the 

industrious when the rule that they who do not work 

shall not eat, will be applied not to paupers only, but 

impartially to all; when the division of the produce 

of labor, instead of depending as it now does, on the 

accident of birth, will be made by concert on an 

acknowledged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when it will 

no longer be impossible for human beings to exert 

themselves strenuously in procuring benefits which 

are not to be exclusively their own, but to be shared 

with the society then belong to. The social problem 

of the future we considered to be, how to unite the 

greatest individual liberty of action, with a common 

ownership in the raw material of the globe, and an 

equal participation of all in the benefits of combined 

labor.”
[20]

s 

 

（王冬梅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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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inciple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P.125, n.  

[2] Ibid. P.216, n. 

[3] Mill on “Austin”, in Dissertation, vol. Ⅳ. P.174, 96. 

[4]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Chap on Equality. 

[5] Ibid. 

[6] PP.4-5. 

[7] Mill on “Austin”, in Dissertation, vol. Ⅳ. P.178. 

[8] Elements of Jurisprudence. 

[9] Huxley: “Natural and Political Rights” in Essays vol.Ⅷ, 

P340. Quiting the Physiocrats. 

[10] Cf. On liberty, Chap. I p.73 ( Everyman ed.) : “ The 

Only part of  the conduct of any one, for which he is 

amenable to society, is that which concerns others. In the part 

which, merely concerns himself, his independence is, of right, 

                                                                                               
absolute.” Of what right we may well ask. Also of Mill’s 

frequent usage of a right residing in an individual. 

[11] D. G. Ritchie has a very interesting note on 

“ Utilitarianism” which points out several services rendered 

by political utilitarianism .( Appendix e. to his Principles of 

State Interference, P. 169.) 

[12] Hobbes: Leviathan, Bt. Ⅰ, Chap. ⅩⅢ-ⅩⅤ. 

[13] H. Spencer Principles of Ethics Vol. II. Part IV. 

[14] cf. The man vs. the States. 

[15] Contr. Soc. Ⅱ, ⅹⅰ. 

[16] Ritchie, Principles of State Interference. App. P. 172. 

[17] Subjection of Women, P. 8. 

[18] Utilitarianism, Chap. Ⅴ. P. 58. 

[19] Ibid. P. 53. 

[20] Autobiography, P.149. 

关于胡适发起“自由中国运动”的问题 
 

李建军

 

对于胡适发起的“自由中国运动”，学界鲜有

研究成果。又由于《自由中国》半月刊为“自由

中国运动”的仅存“硕果”，既有的研究多以《自

由中国》杂志为中心，反而忽略了“自由中国运

动”本身。下面我们就具体考察“自由中国运动”

本身，考察其酝酿、发起的过程。 

1948 年 9 月，中共军队与国军展开战略决战，

在从东北到华东的广大战场上，先后发起了辽沈

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在人民解放军凌厉

的攻势面前，国民党军队毫无招架之力，兵败如

山倒。人民解放军迅速推进到长江沿线，国民党

政权面临崩溃。此前，胡适曾大力宣传自由主义。

所以，可以说，“自由中国运动”的发起是胡适宣

扬自由主义的逻辑延续。 

 

一、“自由中国运动”的酝酿 

1948年 12月 4日晚，胡适在一次聚餐会上说：

“我过了十二月十七日（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

日），我想到政府所在地去做点有用的工作，不想

再做校长了。不做校长时，我也决不做《哲学史》

或《水经注》！”“至于我能做什么，我自己也不知

道。”①这句话十分重要，说明胡适已下定决心，从

事新的事业。但具体要做什么，他还没有决定。15

日，胡适与张佛泉、王聿修等同乘蒋介石派来的专

机离平到京。②当晚与朱家骅、傅斯年共进晚餐，

后陈雪屏、李惟果、雷震来访，“长谈至深夜”。国

民党中央社的报道称胡适为“自由主义巨擘”。③ 

此时，政权面临崩溃的国民党内部发生极大

的分裂，以副总统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势力要求蒋

介石下野，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对此，美国驻

华大使司徒雷登在 12 月 20 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

告中说：“内阁局势一片混乱。甚至委员长的亲信

同僚也坚信蒋委员长必须下野以谋取和平。”④在

此形势下，美国对于蒋介石也失去信心。12 月 17

日，司徒雷登应行政院长孙科之邀与之进行了一

次长谈。孙科极其苦闷，希望司徒雷登“这位朋

友”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提出高见”。司徒雷登

则向孙科阐述了美国的“困境”：“美国政府反对

共产主义的全球扩张，也希望遏制共产主义在中

国的扩展；但另一方面，美国不能支持一个丧失

民心的政府来达此目的，那将有背于民主原则，

而美国正是因为共产主义违反民主原则才反对它

的。……人民的全部愿望在于和平，尽管此种愿

望还不能通过宪法程序表达出来，但这确是显而

易见的。”⑤17 日，司徒雷登则对求援的胡适说：

“军队士气低落，人民对政府大失所望，对政府

的事业毫无信心，在此情况下，美国是无能为力

的。我一直力劝蒋委员长重振民心，但无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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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表示美国不会对蒋介石政府进行援助。 

但是，此时的胡适仍然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

是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司徒雷登在 12 月 20 日

给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即说：“看来唯一支持委员

长继续抵抗到底的是胡适，他与委员长一样笃信

唯一的光荣道路就是继续抵抗。”“显然，在胡适

的支持下，委员长仍然死拖着一线希望。”⑦在 21

日给国务院的另一份报告中，司徒雷登也报告了

他 17 日与胡适的一次长谈（不知是否与孙科同

时）。司徒雷登说与胡适的谈话“尤为低沉”，因

为胡适“代表了忠实于蒋政府的爱国理想主义的

典型”。胡适的论点是：“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

共产主义统治暴虐、独裁，因此，不论蒋有何缺

陷，必须支持他。因为只有他明了大局，并一直

为之毫不妥协地战斗，他是国民党中唯一能够挽

救中国官场的腐败、消弭政界的罪恶的人”；胡适

坚信，“一旦蒋被迫隐退，中央政府必将垮台，共

产党将以他们所提出的条件接管政权”，因此，胡

适希望美国能“在战争中助蒋一臂之力，以防止

共产党统治全国，实现其最终目标”。胡适甚至是

“眼噙泪水”说这番话的。⑧ 

胡适在该日与司徒雷登的谈话中，还说自己

“为了国家利益”，“已决定放弃学术生涯”。但司

徒雷登则劝告胡适，希望胡适“能够象他 30 多年

前一样，成功卓越地领导一场在自由与民主基础

上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而且胡适

也表示，“战后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才华回归到与他

相宜的学术领域，对此他后悔莫及”。⑨由此，我

们似乎可以看到胡适将要从事活动的大方向，即

仍然是思想启蒙的事业。 

1949 年 1 月 2 日，胡适日记中记有陶渊明《拟

古》诗九首之九，据说此诗是元旦与傅斯年两人

相对凄然，一起吟诵了这首诗。诗的全文如下：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⑩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既是胡适对自己的

启蒙事业无所成的反省，亦是对国民党失去政权

的反思。想当年他在《希望》一诗中曾说“我从

山中来，带得兰花草”，此时真有不胜今昔之感了。

从中，我们也似乎可以看到胡适要做的事情是什

么。果然，不久，胡适就决定发起“自由中国运

动”了。 

 

二、“自由中国运动”的发起 

当然，我们这里并没有充分的直接证据证明

胡适自己提议要大张旗鼓地开展“自由中国运

动”。但从以下的几个事实也可以证明“自由中国

运动”是胡适最初提议并发起的，而且可以大致

了解胡适提议发起这一运动的具体时间。 

如前所述，胡适在 1948 年 12 月 4 日聚餐会

上所说的话，表明他决心要从事新的活动，但是

还没有决定做什么。1949年 1月 20日，胡适在给

孟治、吴大猷的信里也说：“我在南方已一个多月

了，从来没有尝过这样精神苦闷的日子！我明日

仍回南京，将来行止毫无计划。”
11
此信说明胡适

此时至少仍然没有想好自己所要做的事情该怎么

做。不过，不久，胡适似乎已经确定了新的奋斗

目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1949年 2 月 8 日的

日记则充分说明胡适此时已明确了自己的目标。

司徒雷登在该日的日记中说：“在大使俱乐部进午

餐，戴维斯为东道。阅读国务院第二十六号备忘

录，其中论及筹印‘苏联共产主义’那一段，提

及有意补助中国作家撰述文章，暴露中国国内共

产党的危险并观察其行为。胡适及其他部分作家，

他们对国共双方都加以攻击，希望发动新的真正

自由运动，强调揭发共产党的谬论及其他邪恶行

为；用好纸张刊行，力求散布宽广，藉以鼓动新

的革命。”12但胡适该日日记没有记有关于司徒雷

登面谈的事，可见这是司徒雷登之前所了解到的。

而所谓的“新的真正自由运动”，应即为后来发起

的“自由中国运动”。而且，此时胡适似乎已经有

了具体的计划，如拟“用好纸张刊行，力求散布

宽广，藉以鼓动新的革命”。但具体的整体想法与

进行计划，此时胡适似乎还没有形成。1949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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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2 日，胡适与雷震均有日记，记录两人一起午

饭之事，胡适还给雷震吟诵了我们上面提及的陶

渊明的那首诗。13此间胡适的日记均极为简短，记

此事说明胡适对与雷震一起午饭的事是重视的。

雷震日记则谓“饭后谈数小时”，可见两人交流甚

多。但两人该日的日记均未详记所谈具体内容。14

也可说明雷震到胡寓便饭时，胡适还没有形成对

这个运动的整体想法，更没有形成“自由中国运

动”这个概念。 

之后的大约一个月是最为重要的时期。而最

初提议办刊物的是杭立武，由办刊物而形成了“自

由中国运动”的概念，并使“自由中国运动”进

入实施阶段。杭立武后来在口述回忆录中说： 

北平为中共占有后，胡适与梅月涵（清

华校长）南下移居上海。我那时因为教育部

改组，也由京到沪，主持行政院善后事业管

理委员会。该会在沪有招待所，我请他们在

招待所，每日共餐。记得月涵因失去清华而

烦闷，每餐常饮数杯，很容易醉卧。我则和

胡适计划如何反共，并开始筹备创办《自由

中国》半月刊。适行政院于民三十七年改组，

新任院长何应钦在京，代总统李宗仁在沪，

两人用电话商量新部会人选。关于教育部长

一职，李主张请胡适，并亲晤胡，胡不愿就

并推荐我担任。是晚聚餐时，胡、梅均力促

我接受。我接事来台后，就召集会议，决定

发行自由中国半月刊，并指定雷震为总编辑。

我们均在该刊常写文章，并时常聚餐商量推

动反共政策及民主政治。
15
 

杭立武的这个口述回忆录是专门回忆他与胡适交

往的，其中关于“自由中国运动”的部分不仅语

焉不详，而且多有不正确之处。后来，马之骕专

门就《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办的问题采访过杭立

武，所以这个采访的内容也更加可信。杭立武这

次的回忆也涉及了一些有关“自由中国运动”的

情况，具体内容如下： 

因为南京局势很紧急，胡适、梅月涵他

们就到上海去了，同时我也到了上海。因为

我在上海有房子，所以差不多每天中晌梅月

涵、胡适之两个人都到我那儿吃饭。…… 

为了时局问题，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晤谈。

有一次我和适之先生说我要办一个杂志。他

说：“很好！想想看，用个什么名字？”我就

拿一张纸写了十几个名字，如：“不倒翁”呀！

“经世”呀！等等。都是属于传统的意思的，

胡先生说：“不好！不好！”于是他自己写了

一个“自由中国”，他说：“用《自由中国》

这个名字，有号召力。”我也认为这个名字很

好，所以我们谈到办报刊宣传反共，号召反

共运动时，都以“自由中国”为名称。
16
 

杭立武的这段回忆是参与其事者最切近也是最权

威的回忆，所以极其重要。这段回忆说明了与我

们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一为“自由中国”是胡

适命名的，一为“自由中国”不仅是一个刊物，

最初的计议就是一个运动——一个从“宣传”方面

的“反共运动”。而两者相合，我们则可以得出如

下结论，即毫无疑问，“自由中国运动”是胡适最

早提议发起的，只是这个运动最初发起时多以思

想启蒙及反共宣传为目的。 

1949 年 4 月 14 日，胡适在赴美的轮船上所写

的《自由中国社的宗旨》里，也明确提到他们发

起的是“自由中国运动”。《宗旨》的全文如下（着

重号为笔者所加）： 

我们在今天，眼看见共产党的武力踏到

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

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

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

在。这是古代专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彻底的愚

民政治，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

恐怖。我们实在不能坐视这种可怕的铁幕普

遍到全中国。因此，我们发起这个结合，作

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 

我们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工作，

有这些： 

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

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

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

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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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

抵抗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

治，不让他扩张他的势力范围。 

第三，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

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四，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

国成为自由的中国。
17
 

 

三、提议发起“自由中国运动”的具体时间 

下面我们不妨对之再稍加考证，以使我们的

结论更加具体，更加稳妥。胡适其时的日记中也

有许多与杭立武交往的记录，而且 2 月 26 日杭立

武到胡适处和 3 月 2 日胡适到杭立武处两次的谈

话，胡适日记均用了问号（？），很可能是对商量

的内容还有疑问，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所以胡适

打了问号。3 月 3 日下午三点同样的日记则用的句

号（。），很可能说明二人的谈话有了眉目甚至结

果。18其间，27 日，杭立武和雷震还同访过胡适，

胡适没有记，可能没有谈及发起“自由中国运动”

的事。雷震日记也没有记与胡适谈及此事。19但 3

月 1 日雷震的日记仍为“办杂志一事”而不具体，

说明当时尚无结论。205 日杭立武与唐纵在与司徒

雷登午饭时，杭只是告诉司徒“计划在上海出版

一份独立性的报纸”21，从此可见此时已经决定办

报或办刊。也就是说，此时已经决定要开展“自

由中国运动”了。但名字是否确定下来，我们无

法就此遽下判断。因为司徒雷登的日记所记不见

得就很具体。 

3 月 12 日，王世杰在从台湾给雷震与杭立武

的信里，不仅明确说胡适拟的名为《自由中国》

的周刊“甚好”，而且说到了“我等所理想之运动”，

并提及“组织”问题。说明此时已经确定要开展

的运动为“自由中国运动”，要办的杂志为《自由

中国》。王世杰在该信里说： 

近来人心军心趋于解体，……但时局之

能否挽救，全看有无正人准备出而负责，形

成一种新的运动与组织。…… 

…… 

适之先生来台及赴京一行之原议，是否

均中止？至于出国，似宜在和谈告一段落以

后，且必须在我等所理想之运动有了若干规

模之时，此亦为杰本人之预订计划。周刊之

名称，杰意适之先生所拟《自由中国》甚好。

倘欲形成一种有力之运动，则广州（或香港）、

重庆、台湾必须有一日报，上海方面日报，

即令仅能办二、三月，似亦不能不办。
22
 

这封信是王世杰回复雷震 6 日、杭立武 8 日给他

的信，说明胡适给该刊命名是在此前不久，而最

可能是杭立武告诉王世杰的。那么，胡适给该刊

命名的时间应该是在 3 月 3 日至 8 日之间。但胡

适日记此间只有 3 日有与杭立武聚谈的记录，那

么，《自由中国》杂志和“自由中国运动”命名的

时间最可能是 3 月 3 日这天。但 3 月 4 日雷震与

胡适也有长谈，如果是雷震告诉王世杰的，则我

们就几乎可以确定胡适定名“自由中国”是在 4

日稍前了。3 月 17 日，司徒雷登日记则有：“跟傅

泾波和宋尚桓谈及关于美国新闻处的宣传工作，

及新出版的《自由中国》周刊。”23则说明此时已

经大致决定了，而且是办周刊。至于为什么胡适

主张办定期刊物周刊，雷震回忆有这么一段可以

说明，因为胡适说：“凡是宣传一种主张者，以定

期刊物为佳，读者可以保存，不似报纸一看过就

丢了。”24 

另外，雷震其间所拟的《拟约<自由中国社>

发起人名单》也可以说明胡适是首先拟议发起“自

由中国运动”的。在这个九十人的名单中，胡适

排在第一位，接下来依次是王世杰、蒋廷黻、罗

家伦、周鲠生、杭立武、雷震，可见蒋廷黻也是

雷震心目中的重要人物。下面还有萧公权、崔书

琴、许孝炎、张伯谨、何联奎、陈源、浦薛凤、

谷正纲、张厉生、毛子水、钱钟书、苏雪林、袁

敦礼、叶公超、罗鸿诏、竺可桢、傅秉常、张佛泉、

陶希圣、董显光、陈雪屏、张忠绂、杨西昆、杨端

六、徐逸樵、梁实秋、燕树棠、傅斯年、蒋匀田、

王云五、于斌、万仞千、左舜生、周谦冲、李璜、

陈启天、王师曾、夏涛声、陶元珍、杜光埙、袁昌

英、俞鸿钧、李书华、陈博生、萧同兹、范争波、



胡适研究通讯   2015年第 1期 

27 

刘迺诚、王星拱、梅贻琦、薛笃弼、吴国桢、王宠

惠、陈之迈、陈英竞、张彭春、张其昀、朱世明、

郭有守、成舍我、曾虚白、郑彦棻、柳克述、沈昌

焕、高惜冰、刘驭万等。其中叶公超、傅秉常和张

彭春是用括号括住的，应该是有问题。25 

由此可见，发起“自由中国运动”是胡适宣

传自由主义的逻辑发展。具体地，胡适“自由中

国运动”的灵感来自于司徒雷登，最初由胡适、

傅斯年、王世杰等人酝酿，杭立武的加入使运动

得以具体实施，并将此运动命名为“自由中国运

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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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史料与胡适对禅宗的研究 

 

吴云峰、姚尚右

 

摘要：传统禅宗史的研究缺乏史料，且多被篡改，缺乏怀疑的精神，存在很大的局限。胡适利用敦

煌文献，发现了禅宗的新史料，对禅宗的许多历史进行了疑古与辨伪，在研究敦煌文献的过程中采用了

科学的考据方法。胡适考证了《坛经》的真伪，确立了神会和尚在禅宗中的地位，考证了禅宗在中国传

播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胡适、敦煌史料、禅宗

 

一、传统禅宗史研究的缺陷 

1.史料的缺乏 

人们对禅宗史的研究，主要是按照宋代以后

编写的各种禅宗灯史来进行的。胡适在研究禅宗

史的过程中，发现初期禅宗史的研究存在着很大

的缺陷，主要是史料的缺乏和不真实。禅宗主张

“顿悟”，有关文字经卷方面的资料不多，因此研

究起来比较困难。胡适曾到欧洲参加庚款留学的

谈判，利用这个机会，他决定顺便去大英博物馆

和法国博物馆查阅被他们劫掠去的敦煌经卷。“胡

适出国前，曾试作《中国禅宗史》初稿，写到神

会和尚，发现神会在禅宗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角

色；但后来研究禅宗史的人往往忽略了他，埋没

了他。胡适决心替神会打抱不平。于是，在国内

大力搜求史料，结果却很不理想，他所能看到的

神会著作仅仅 659 个字！胡适便打定主意，趁这

次欧洲之行，到巴黎伦敦来看看敦煌卷子，希望

在那些唐代抄写的经卷中能够掏摸出一点神会和

尚的史料。”1 

2.史料遭到篡改 

禅宗不仅史料缺乏，而且还遭到严重的篡改。

胡适谈到“那时候（民国十五年）我正在研究中

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

我研究到唐朝禅宗的时候，想写一部禅宗史。动

手写不到一些时候，就感觉到这部书写不下去，

就是因为材料的问题。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在中国

所能找到的材料，尤其是在十一世纪以后的，都

是经过宋人篡改过的。在十一世纪以前，十世纪 

 

末叶的《宋高僧传》里面，偶然有几句话提到那

个时代唐朝禅宗开始的几个大师的历史，与后来

的历史有不同的地方。这个材料所记载的禅宗历

史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和尚叫做神会。照我那时

候所找到的材料的记载，这个神会和尚特别重

要。”2胡适先生做学问，主张“有几分证据，说几

分话，有七分证据，绝不说八分话”，他认为实事

求是非常重要。胡适受到乾嘉学派疑古精神以及

赫胥黎存疑主义的影响很深，对于怀疑的问题，

不轻易下结论，主张“拿证据来”。胡适认为神会

在禅宗的发展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他的地位

并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神会虽然有这一段

奋斗的历史，但在过了一二百年以后，他这一派

并没有多少人。别的冒牌的人又都起来，个个都

说是慧能的嫡派。神会的真真嫡派，在历史上没

有材料了。所以当我在民国十五年到欧洲去的时

候的副作用，就是要去找没有经过北宋人涂改过

的真正的佛教史料。因为我过去搜集这些材料时，

就知道有一部分材料在日本，另一部分也许还在

敦煌石室里保存。”3胡适研究禅宗，是为了恢复禅

宗本来的面貌。 

3.缺乏怀疑的精神 

胡适在《中国禅学的发展》一文中谈到：“凡

是在中国或日本研究禅学的，无论是信仰禅宗，

或是信仰整个的佛教，对于禅学，大都用一种新

的宗教的态度去研究，只是相信，毫不怀疑，这

是第一个缺点。其次是缺乏历史的眼光，以为研

究禅学，不必注意它的历史，这是第二个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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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是材料问题：禅宗本是佛教一小宗，后来

附庸蔚为大国，竟替代了中国整个的佛教，不过

中国现在所有关于禅宗的材料，大都是宋代以后

的；其实禅宗最发达的时候，却当西元七世纪之

末到十一世纪——约从唐武则天到北宋将亡的时

候，这四百年中间，材料最重要，可是也最难找；

正统派的人，竟往往拿他们自己的眼光来擅改禅

宗的历史，我十几年前研究禅宗，只能得到宋以

后的材料，唐代和唐以前的很难得到。我想：要

得到唐以前的材料，只有两种方法：一、从日本

庙寺中去找，因为日本还保存着一部分唐代禅学。

二、从敦煌石室写本中去找，因为三十年前所发

现的敦煌石室里，有自晋到北宋佛教最盛时代的

佛经古写本”4传统学界对于禅宗的研究缺乏怀疑

的精神，胡适认为禅宗的很多历史都是值得怀疑

的，而要恢复历史的真相就要依赖于可靠的史料。 

 

二、胡适对敦煌史料的利用 

1.新史料的发现 

二十世纪初，敦煌经卷的发现引起了史学界

的轰动，其保存的经卷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有很

高的价值。民国十三年，胡适在写中国禅学史稿，

写到慧能时，已经开始怀疑，写到神会时，不得

不搁笔了，向哪里去寻找材料呢？胡适决定向敦

煌所出的写本去搜求。“敦煌的写本，上起南北朝，

下迄宋，包括西历五百年至一千年的材料，正是

我要寻求的时代。况且敦煌在唐朝并非僻远的地

方，两京和各地的禅宗大师的著作也许会流传到

那边去。”5 

胡适在《神会和尚遗集》序中写道：“恰好民

国十五年我有机会到欧洲去，便带了一些参考材

料，准备去看伦敦巴黎两地所藏的敦煌卷子。九

月中我在巴黎发现了三种神会的语录，十一月中

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此外还有一些

极重要的禅宗史料。我假定的计划居然有这样大

的灵验，已超过我出国之前的最大奢望了。”6 

胡适在法国也找到了研究禅宗所需要的敦煌

文献：“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不到三天，就看见了一

段没有标题的卷子。我一看，知道我要的材料找

到了；那就是神会的语录，他所说的话和所作的

事。卷子里面常提到‘会’；虽然那还是没有人知

道过，我一看就知道是神会，我走了一万多里路，

从西伯利亚到欧洲，要找禅宗的材料；到巴黎不

到三天就找到了。过了几天，又发现较短的卷子，

毫无疑义的又是与神会有关的。后来我回到英国，

住了较长的时期，又发现一个与神会有关的卷子。

此外还有与那时候的禅宗有关系的许多材料。我

都照了像带回国来。四年之后，我在上海把它整

理出版，题为《神会和尚遗集》。我又为神会和尚

写了一万多字的传记。这就是中国禅宗北伐的领

袖神会和尚的了不得的材料。”7这些新史料的发现

为胡适研究大大提供了便利，因此胡适写出了一

系列关于禅宗的考证文章。“胡适在这一时期，认

真地研读了大量的佛经和禅宗典籍，并有不少的

成果问世：1927 年发表《菩提达摩考》，1928 年

发表《禅宗古史考》和《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

1930 年发表《跋曹溪大师别传（坛经考之一）》和

《荷泽大师神会传》，1931 年发表《楞伽师资记

序》，1932 年用英文发表《禅宗在中国的发展》

（ Development of the Zen Buddhism in 

China）,1935 年发表《楞伽宗考》等。这些都是他

在获得敦煌写本和日本发现的新史料后，为改写

他的禅宗史所作的整理、研究工作。”8 

2.疑古与辨伪 

胡适对禅宗历史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怀疑与考

辨。胡适指出：“就拿神会和尚来说罢。神会自己

就是个大骗子和作伪专家。禅宗里的大部分经卷

著作，连那个五套《传灯录》——从第一套在宋真

宗景德元年（公元 1004 年），沙门道原所撰的[《景

德传灯录》]到十三世纪相沿不断的续录——都是

伪造的故事和毫无历史根据的新发明。”9 

历史记载的所谓佛教传法世系和禅宗的传法

世系，众说纷纭。胡适对此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

胡适在《印度佛教变为中国禅学》讲稿中指出：“神

秀一派只造出了菩提达摩以下的世系。神会始造

出达摩以前的世系。他先造出八代说，加中土五

代为十三代。后来此说修正为二十八代说。同时

大家纷纷造出假世系来争法统，于是有二十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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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五十代等说法。但二十八说终占胜利，遂成

定论。然而此二十八代之说实在是勉强抄袭捏造

的，漏洞甚多，又有几种很不同的说法，到北宋

真宗仁宗以后，一部题作《景德传灯录》的禅宗

伪史逐渐风行；那部书里的二十八祖才成为中国

禅门公认的二十八祖。日本的禅宗却仍用唐朝传

过去的二十八祖表。两表相比较，便可知其作伪

的痕迹。”10 

3.科学的考据方法 

胡适对传统考据学进行了扬弃，他提出了科

学方法，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

爱收藏书籍：“所谓有计划的找书，便是用‘大胆

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去找书，现在再拿我

找神会和尚的事做例子，这是我有计划的找书：

神会和尚是唐代禅宗七祖大师，我从宋高僧传的

慧能和神会传里发现神会和尚的重要，当时便作

了个大胆的假设，猜想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只有

在日本和敦煌二地可以发现。因为唐朝时，日本

派人来中国留学的很多，一定带回去不少史料，

经过‘小心的求证’，后来果然在日本找到宗密的

圆觉大疏抄和禅源诸全集，另外又在巴黎的国家

图书馆及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发现数卷神会和尚的

资料。”11胡适在与日本学者义矢高讨论早期禅宗

史料的时候提到：“简单说来，我们必须承认敦煌

出来的证件是第一手的史料，我们必须用这种证

件来试验我们提出的文学史上的某种假设”12胡适

将实验主义的方法运用于禅宗研究，利用这些史

料证明了自己对于禅宗史的种种假设。日本近代

对禅宗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胡适对这些成

果高度关注，并予以借鉴。日本学者今关天彭在

《支那禅学之变迁》序中评价：“在支那，佛教史

研究向来无人问津，但我国已硕果累累，尤其是

境野黄洋氏的《支那佛教史纲》（明治四十年出版，

1907 年）无论从观点上，还是从研究上都相当有建

树。其次是松本文三郎氏的《达摩》（明治四十四

年出版，1911 年）、《金刚经与六祖坛经》（大正二

年出版，1913 年）研究。另有忽滑谷快天师的《支

那禅教思想史》（大正十二年出版，1923 年）。最近

有铃木大拙氏的《楞伽经》、常磐大定氏的《宝林

传》研究。这些研究为禅学界研究开辟了新方向。

胡氏于民国十四年（大正十四年，1925 年）开始撰

写禅学史，多承袭前述诸氏之意见，选取本国材料

予以解释，并且引用最近较受瞩目的敦煌文书，条

理清晰地安排整理，令人一目了然。”13 

 

三、胡适对禅宗史研究的贡献 

1.考证了《坛经》的真伪 

胡适发现，《坛经》流行的版本与敦煌古本相

比较，内容增加了很多，因此对其真实性提出了

质疑。“日本的矢吹先生在伦敦博物馆把敦煌所藏

的卷子，照了许多影片带回日本以后，日本学者

在这些照片里面发现了一件宝贝，就是上面讲到

的，南方韶州地方不认识字的和尚，禅宗第六祖

慧能的语录——《坛经》。这是从来没有的孤本，

世界上最宝贵的本子。这本《坛经》只有一万一

千言；在现在世面上流行的本子有二万二千言。

这本《坛经》的出现，证明现在流行的《坛经》

百分之五十是后来的一千多年中和尚们你增一

条，我添一章的加进去的，是假的。这也是佛教

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发现。总之，因为我考证中国

佛教新的宗派在八世纪时变成中国正统的禅宗的

历史，我就发现了许多新的材料。”14胡适认为现

在流行的《坛经》与最初的古本相差甚远，也就

是层累地创造古史说。 

胡适将后世流传的《坛经》版本与敦煌本的

内容进行比较，考证出《坛经》的内容经过了后

人的篡改与增添。在《菏泽大师神会传》一文中

指出：“最可注意的是慧能临终时的预言，——所

谓‘悬记’: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师，大师去后，

衣法当付何人？’大师言，‘法即付了，汝不须问。

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撩乱，惑我宗旨。有人出

来，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竖立宗旨，即是吾

正法。衣不合转……”胡适将《坛经》今本与敦

煌本进行比较后指出：“此一段今本皆无，仅见于

敦煌写本《坛经》，此是《坛经》最古之本，其书

成于神会或神会一派之手笔，故此一段暗指神会

在开元，天宝之间‘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竖

立宗旨’的一段故事”15考证出《坛经》的作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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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神会，而且《坛经》很多内容已经经过篡改。 

胡适进一步指出：“更可注意的是明藏本的

《坛经》（《缩刷藏经》本也有一段慧能临终的悬

记，与此绝不相同，其文云：又云：吾去七十年，

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兴化，

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这三十七个字，

后来诸本也都没有。明藏本《坛经》的原本出于

契嵩的改本。契嵩自称得‘曹溪古本’，其实他的

底本有两种，一是古本《坛经》，与敦煌本相同；

一是《曹溪大师别传》，有日本传本。依我的考证，

《曹溪大师别传》作于建中二年（七八一），正当

慧能死后六十八年，故作者捏造这段悬记。契嵩

当十一世纪中叶，已不明了神会当日‘竖立宗旨’

的故事了，故改用了这一段七十年后的悬记。”16所

以胡适认为这段悬记是契嵩添加进去的。 

胡适认为《坛经》真正的作者不是慧能而是

神会。“我认为[一般佛学家和佛教史家，都当作慧

能所著的]所谓《坛经》，事实上是神会代笔的。《六

祖坛经》是过去一千二百年，禅宗佛教最基本的

经典；也是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一部圣书。但是

我以[禅宗]内部的资料，证明它是神会的伪托！根

据我的考据，神会实是《坛经》的作者，因为《坛

经》中许多观念都和我在巴黎发现的《神会和尚

语录》及其他有关文献，不谋而合。”17 

2.确立了神会和尚在禅宗中的地位 

传统学界对禅宗的历史认为自释迦以后，禅

宗在印度共传了二十八代；达摩东来以后在中国

又传了六代。在六祖慧能以后，中国各门禅宗都

是从‘六祖’这一宗传下去的。这也就是一篇禅

宗简史。胡适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但是只

把这一传统说法稍加考证，我立刻便发生了疑问。

我不能相信这一传统说法的真实性。在 1923 和

1924 年间，我开始撰写我自己的禅宗史初稿。愈

写我的疑惑愈大。等到我研究六祖慧能的时候，

我下笔就非常犹豫。在此同时我却对一个叫神会

的和尚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根据唐代所遗留下来

的几篇有关文献，神会显然是把他那不识字的师

傅抬举到名满天下的第一功臣。”18胡适认为在慧

能时期，禅宗南宗的影响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真

正确立禅宗南宗正统地位的是神会。这得益于神

会坚持不懈的宣传禅宗南宗的宗旨。安史之乱后，

神会曾帮助朝廷筹措军饷，从而得到朝廷的扶植。

“这时神会和尚已经回到洛阳。正值政府打仗需

款，他就出来帮忙政府筹款。当时政府筹款的方

法是发行度牒。但是推销度牒有二个条件：一是

必须有人做和尚；二是必须有人花钱买度牒度和

尚。这都需要有人出来传道劝说。神会既有口才，

且有甚多的听众，遂由他出来举行布道大会，推

行‘救国公债’。结果大为成功；善男信女都乐意

舍施，购买度牒。皇帝以神会募捐有功，敕令将

作大匠日夜加工，为神会建寺院。不久，神会圆

寂；时在上元元年（七六○年），神会年九十三岁，

敕谥为‘真宗大师’。神会死后六年（德宗真元十

二年），皇帝派太子主持一个委员会，研究禅宗法

统问题。经许多禅师考虑的结果，承认神会为七

祖，也就是承认他的老师慧能为六祖，解决了这

个法统之争。而神会这一派遂得到革命的大胜

利。”19胡适认为“神会一系被埋没的重要原因是：

在他大胜利之后，全国的佛教宗派（除了天台一

系）又都纷纷造历史，造传法世系表，来做攀龙

附凤的工具了！”20 

3.考证了禅宗在中国传播的历史 

（1）禅宗二十八代世系考证 

胡适在《答汤用彤先生书》中谈到：“八世纪

下半，各派争造法统伪史，其多不可胜记。有七世

说（楞伽宗北宗），有十三世说（神会最早之语录），

有二十四世说，二十五世说，……二十八及二十九

世说，甚至有五十世说。（《白香山集·传法堂碑》

杂见于《全唐文》，敦煌残卷中。”21关于佛教的传

法世系，存在诸多争议。胡适在《中国禅学的发展》

一文中指出：“关于二十八代说法的变迁，既有敦

煌的本子及日本的材料可证，我曾在记《北宋本六

祖坛经》那篇文章里（见国立山东大学《文史丛刊》

（第一期），列了一个关于二十八代传法世系的传

说异同对照表，可以参看。”22 

胡适通过对敦煌佛教经卷的分析，指出：禅

宗二十八代世系的说法是不可靠的。“保存古代禅

学史料的，一为唐代敦煌的材料，一为日本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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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从这两种材料，足以证明现代所传的二十八

代，实始于北宋杭州契嵩和尚的伪造。（按：契嵩

始作《传法正宗定祖图》，定西天之二十八祖，谓

《付法藏传》可焚云）。即将原有之二十四、五、

七代改易，将二十六代升上去，并捏造两代。此

种说法，曾经宋仁宗明令规定（按：嘉佑七年，

即一○六二年，奉旨把《定祖图》收入《藏经》

内。）从《传灯录》一直传到现在。由此可见佛教

连老祖宗都可以做假。”23胡适推断：“二十八代之

说，大概也是神会所倡，起于神会的晚年，用来

替代他在滑台所倡的八代说。我所以信此说也倡

于神会，有两层证据。第一，敦煌写本的《六祖

坛经》出于神会一系，上文我已说过了。其中末

段已有四十世说，前有七佛，如来为第七代，师

子为第三十代，达摩为第三十五代，慧能为四十

代。自如来到达摩共二十九代，除去旁出的末田

地，便是二十八代。这一个证据使我相信此说出

于神会一系之手。”24 

（2）达摩以前早期中国禅学的考证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很早，胡适认为禅有印度

禅和中国禅。“以上所说，佛家对于老祖宗都可以

做假，其他自可想而知。常言以为达摩未来以前，

中国没有禅学，也是错误。关于古代禅宗的历史，

有两部可靠的书。一是梁慧皎作的《高僧传》（止

于西元五一九年）。一为唐道宣作的《续高僧传》

（‘自序’所‘始距梁之始运，终唐贞观十有九年’，

即止于六四五年）。在慧皎著书的时候，达摩还没

有来，传中已有二十一个学禅的，可见梁代以前

便有这些学禅的了。至《续高僧传》中，有一百

三十三个学禅的，到初唐止。这都有史可考。并

且自后汉末至三国，已有许多书谈到学禅的方法，

可见中国从二世纪就有了禅学的萌芽。”25所以，

胡适认为：在达摩来华以前就已经有禅学。 

（3）关于达摩的考证 

菩提达摩作为禅宗传入中国的始祖，历来的

传说与记载甚多，许多缺乏可靠的历史依据，到

了后来，竟将其化为佛神。胡适依据敦煌写本，

对达摩在中国传教的一些史实进行了考证。 

胡适对达摩来华时间进行了考证。“从五世纪末叶

到六世纪初年（公元四七○——五二○年），是印

度高僧菩提达摩渡海东来，在中国传教时期。传

说他到广州是梁武帝时代；经我考证，不是梁武

帝时代来的，而是刘宋明帝时来的。有人说他到

中国九年回国，或死了；实际他是由宋经齐、梁，

在中国居住了五十年之久。”26胡适在《楞伽宗考》

一文中指出：“旧说，达摩曾见梁武帝，谈话不投

机，他才渡江北去。见梁武帝的年代，或说是普

通元年（520），或者说是普通八年（527）。这都

是后起的神话，并非事实。”27胡适根据敦煌写本

材料证明达摩不是梁武帝时代来华的。“不但七世

纪的道宣不记达摩见梁武帝之事；八世纪沙门净

觉作《楞伽师资记》（敦煌写本），其中达摩传里

也没有此事。”28 

胡适认为“记达摩的书，《伽蓝记》之后要算

道宣的《续高僧传》为最古了。道宣死于唐高宗

乾封二年（667），他的《僧传》续至贞观十九年

（644）止。那时还没有禅宗后起的种种传说，故

此说比较还算可信。”29他说“此《传》中全无达

摩见梁武帝的故事，也没有折苇渡江一类的神话，

可见当七世纪中叶，这些谬说还不曾起来。达摩

与梁武帝问答的话全是后人伪造出来的。”30胡适

善于利用考据学的版本学方法，将不同的版本进

行比较来推断历史事件的真伪。 

传说达摩活了一百五十岁，胡适认为：“他来

中国是 470 年左右，到永宁寺大约在 520 年左右，

所以他在中国住了五十年。当时一个年少的印度

和尚到中国来，道不易行，所以自称百五十岁，

大概由于印度是热带，人多早熟，早生胡须，故

自称百五十岁，以便受人尊敬吧？”31“胡适在《菩

提达摩考》中认为，菩提达摩的历史，犹如‘层

累地造成古史’一样，系由后世逐加渲染而堆砌

起来的。但亦肯定菩提达摩确有其人，并来中国

传授其法。胡适在《楞伽宗考》一文中，大致厘

清了菩提达摩来华后所传的宗派，以及日后由渐

修演变为顿悟的过程。”32 

敦煌史料发现以后，胡适较早给予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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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利用敦煌经卷进行了禅宗的研究，考证了禅

宗的一些重要史实，胡适在研究敦煌经卷的过程

中运用了考据学的方法和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

起到了开一代风气的作用，胡适关于禅宗研究的

方法对开展学术研究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项目基金：2013 年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类项目

(2013hwh008)。 

(吴云峰，黄山学院思政部副教授;姚尚右，

淮南一中教师) 

                                                             
1
易竹贤著：《胡适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年

版，第 250 页。 
2
胡适著.姚鹏、范桥编：《胡适讲演》，北京:中国广播电视

出版社，1992 年，第 29-30 页。 
3
胡适著.姚鹏、范桥编：《胡适讲演》，北京:中国广播电视

出版社，1992 年，第 32 页。 
4
胡适著.姚鹏、范桥编：《胡适讲演》，北京:中国广播电视

出版社，1992 年，第 71-72 页。 
5
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40 页。 
6
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40 页。 
7
胡适著.姚鹏、范桥编：《胡适讲演》，北京:中国广播电视

出版社，1992 年，第 33 页。 
8
郭淑新：《胡适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安徽人民出

版社，2005 年版，第 76 页。 
9
潘平、明立志编：《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37 页。 
10
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32 页。 
11
胡适：《胡适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66-267 页。 
12
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85 页。 

 

                                                                                               
13
（日）今关天彭：《支那禅学之变迁》序，《胡适研究通 

讯》，2014 年第 3 期，第 6-7页。 
14
胡适著.姚鹏、范桥编：《胡适讲演》，北京:中国广播电

视出版社，1992 年，第 43 页。 
15
胡适《胡适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45 页。 
16
胡适《胡适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45 页。 
17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18 页。 
18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12 页。 
19
胡适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编：《胡适讲演》（上册），

台北:亚美出版公司，民国五十九年十二月版，第 164 页。 
20
潘平、明立志编：《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29 页。 
21
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59 页。 
22
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44 页。 
23
胡适著.姚鹏、范桥编：《胡适讲演》，北京:中国广播电

视出版社，1992 年，第 83 页. 
24
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73 页。 
25
胡适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编：《胡适讲演》（上册），

台北:亚美出版公司，民国五十九年十二月版，第 108-109

页。 
26
胡适著.姚鹏、范桥编《胡适讲演》，北京:中国广播电视

出版社，1992 年，第 116 页。 
27
潘平、明立志编：《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203 页。 
28
潘平、明立志编：《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203 页。 
29
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99 页。 
30
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00 页。 
31
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48 页。 
32
郭淑新：《胡适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安徽人民

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9 页。 

胡适 1923年 12月 2日与旅宁绩溪同乡合影地点浅考 
 

吴子桐

 

2011年 12月，为纪念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诞

辰 120 周年，在老北大沙滩红楼旧址，北京新文

化运动纪念馆与台湾胡适纪念馆联合主办了“胡

适文物图片展”。展品中有一张照片引起笔者极大

的兴趣。那是 1923 年 12 月 2 日，胡适先生与旅

宁绩溪同乡在南京的一张合影，胡适先生还特意

在照片右侧亲笔注上合影诸位同乡的名字：洪范

五、胡广平、胡建人、汪乃刚、章昭煌、胡培瀚、

程宗潮。后来翻阅相关文献发现，《胡适和他的朋

友们：1904——1948》和《寻找发现还原——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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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速写》中都收录了这幅照片。
1
 

 

照片上与胡适先生合影的诸位都是先生的绩

溪同乡，而且当时皆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或求学。 

洪范五，幼名有丰，祖籍绩溪县大石门村，

生于休宁县万安镇桑园村，后入歙县崇一学堂、

南京金陵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等深造，

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第一位中国人。回国

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

清华大学等名校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老照片上的其余六位——胡广平、胡建人、

汪乃刚、章昭煌、胡培瀚、程宗潮，其时皆在东

南大学求学，后大多投身教育学术文化事业。胡

广平是徽州现代教育家、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创始

人胡晋接先生的哲嗣，是柯庆施在安徽省立二师

的同班同学，后曾任安徽师范大学数学系系主任

等职务。胡家建，又名家健，历任安徽省立四中

校长、安徽省立宣城师范校长、浙江大学教授、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

文学院院长等职务。汪乃刚，是徽州现代出版家、

亚东图书馆创始人汪孟邹的侄子，也是亚东出版

事业的重要成员，其点校的《宋人话本七种》，由

胡适作序。胡适不但推荐徐志摩为汪乃刚点校的

另外一部作品《醒世姻缘传》作序，还为此专门

写作考据文章，由此可见胡适和汪乃刚之间的亲

密关系。章昭煌，东南大学物理专业毕业后，受

叶企孙先生推荐北上担任语言学大师、清华大学

国学院导师赵元任的助理，后赴法国留学，改名

元石，历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物

理系教授。胡培瀚,曾任南京学生会会长，加入中

国国民党，在革命和救亡的洪流中有着曲折的经

历。程宗潮，从东南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历任东

南大学讲师、南京市教育局主任督学、湖南国立

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中央大学教育系教授等职

务。特别有意思的是，除了汪乃刚之外，胡广平、

胡建人、章昭煌、胡培瀚、程宗潮皆是从安徽省

立第二师范毕业，并考入东南大学求学的。 

安徽省立二师是笔者母校安徽省休宁中学的

前身，笔者与胡广平先生哲嗣、收藏家胡其伟先

生是忘年之交，便把这幅老照片发给胡其伟先生。

胡其伟先生已届八十六岁高龄，但也是第一次见

到这幅照片。他为此还专门撰文《老照片里的徽

州乡情——记 1923年胡适在南京与我父亲胡广平

等徽州同乡合影》。
2
胡其伟先生在文中分析合影的

背景：时任东南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的洪范五

在南京相府营建有“柏园”住宅，当时成为过往

南京的徽州籍知识分子的招待所。胡适到南京后

就住在“柏园”，洪范五设宴招待并与同乡们合影

留念。
3
 

笔者仔细观察这幅老照片，合影诸人站立的

位置至少有三级台阶，台阶两侧是罗马式石柱，

台阶后是两扇大门。从情状分析，合影地点与其

说是洪范五先生南京相府营“柏园”，不如说更像

一处礼堂建筑。笔者就此请教南京历史街区研究

专家、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姚远副教授。姚远

这样解答笔者的疑问：在 1923年的南京，相府营

位于南京老城区，老街巷犬牙交错，老民居鳞次

栉比，不可能在那样的空间环境下矗立这样一处

体量巨大的公共建筑。笔者就此又再次请教胡其

伟先生，胡其伟先生专门为此联系、询问洪范五

先生家人。后洪范五先生长女洪余壁告知，柏园

是洪范五先生在 1928年左右建造完成。笔者后于

《绩溪现代教育史料》所辑胡家健撰文《中国现

代图书馆教育的先驱——洪范五》中发现柏园兴

建的具体时间：“民国十六年（1927 年），范五为

祝贺他的尊翁柏寿六秩双庆，特请名建筑师朱葆

初绘图于南京相府营六号兴建住宅，取名柏园，

每年迎两老偕友好来此度岁。”
4
作者胡家健即是合

影中的胡建人，他不但准确地回忆了柏园建造的

时间是 1927年，更在文中记载了柏园附近的杨将

军巷、焦状元巷等南京老街巷，姚远的论断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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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合。 

柏园落成的时间不会早于 1927年，而这幅老

照片所摄的时间是 1923年，所以可以明确无误地

作结论：胡适与旅宁绩溪同乡 1923 年 12 月 2 日

合影的地点不可能是在洪范五府邸柏园。接下来

的一个问题便是：这张合影的地点究竟究竟在何

处？胡适日记中是否有对此事的记载？ 

据《胡适年谱》，胡适于 1923年 4月 21日离

开北京到南方休养，其间，曾与曹诚英在杭州烟

霞洞同住。11 月 20 日，离沪北返。
5
参阅胡适日

记 1923年部分，其将 1923 年 9 月 9 日至 11 月 4

日的日记称以“山中日记”。
6
胡适在“山中日记”

之后，附以“山中杂记”，其中记录了很多他对中

国古代书院制度思考的内容。
7
非常遗憾的是，目

前存世刊行的胡适日记，1923年12月最早的记录，

始于 12 月 16 日。胡适当日日记中记载的主要活

动有：“早起，点灯作长书与王云五”，“往访王静

庵先生（国维）”，“访马幼渔”等。胡适特别注明

当日收到了章希吕和陈独秀等人的来信。
8
据《王

国维年谱新编》，王国维 1923 年 5月 31日到达北

京，出任逊帝溥仪之“南书房行走”，6月 29日迁

居地安门内织染局十号。
9
当年之后的时间，王国

维一直在北京居住。胡适 1923 年 12月 16日日记

记载拜访王国维，证明当日胡适已在北京。 

《胡适年谱》中提及 1923 年 12 月，胡适曾

到南京，在东南大学讲演《书院制史略》。笔者在

《胡适文集》中发现，编者欧阳哲生先生注明胡

适曾于 1923年 12月 10日在南京东南大学作“书

院制史略”的演讲。
10
编者还特地于文章末尾注明：

本文为 1923年 12月 10日胡适在南京东南大学的

演讲，陈启宇笔记。原载 1923 年 12月 17日至 18

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又载 1923年 12

月 24 日《北京大学日刊》，又载 1924 年 2 月 10

日《东方杂志》第 21卷第 3 期。笔者根据以上线

索继续查找，在北大图书馆寻得当期《北京大学

日刊》和《东方杂志》，但均未发现原文记录胡适

在东南大学此次演讲的具体时间。遍寻中国国家

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均未寻得当期上海

《时事新报·学灯》副刊。 

胡适日记中记载了 1923年 12月 16日胡适在

京收到陈独秀来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中记录了

陈独秀 1923 年 12 月 6 日致胡适书信。亚东图书

馆创始人汪孟邹在 1923 年的日记中记载：“11 月

7号，星期三，午刻邀适之到栈（上海亚东图书馆）

吃稞，仲甫（陈独秀）亦在，共谈一切。……”
11
1923

年 11月 7日，陈独秀与胡适在上海晤面，考虑到

彼时中国的交通物流条件，加之《胡适来往书信

选》中 1923年下半年部分只收录了这一通陈独秀

致胡适书信。有理由相信，胡适 1923 年 12 月 16

日收到的陈独秀来信，应当与陈独秀当年 12 月 6

日致胡适的是同一通书信。这通来信内容如下： 

适之兄： 

到京想必诸事都好。 

商务三百元蔡君已收到，嘱为道谢，余款彼

仍急于使用，书稿请君早日结束，使商务将款付

清，款仍交雁冰转蔡可也。 

弟仲甫白十二月六号
12
 

陈独秀 12 月 6 日写信给胡适：“到京想必诸

事都好”，胡适岂有 12月 10日仍然在东南大学讲

演之理？似乎时间上不符合常理，这里面的矛盾，

要么是陈独秀对胡适返京时间判断有误，要么便

是胡适在东南大学演讲的时间早于 12月 10日。 

汪孟邹日记中同样记载了胡适 1923 年 11 月

离开上海的时间：“11月 30号，我与介初、希吕、

昌之往北站送适之首途回京。”
13
分析以上线索可

以得出：1923 年 11 月 30 日，胡适离开上海去南

京，12 月 2 日与旅宁绩溪同乡晤面留影。胡建人

怀念洪范五的文章可以为此佐证：东南大学郭秉

文校长的左膀右臂、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刘伯明

于 1923年 11月 24日逝世，年仅三十九岁。胡适

于同年 12 月应聘来东南大学讲“书院制史略”，

洪范五陪同胡适前往刘府向刘伯明夫人慰唁，胡

建人同行。胡适还亲书挽联赠与刘夫人。
14
胡适 11

月 30日由沪赴宁，在南京逗留时间不会太长，从

慰唁刘伯明夫人的时间来看，似乎不会在 12月 10

日左右。那么，有一种解释在逻辑上可以成立，

即胡适 1923年在东南大学作“书院制史略”演讲

的时间不在 12 月 10 日，而是胡适与旅宁绩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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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合影所注明的时间 12月 2 日。 

合影的背景已经排除了洪范五府邸柏园的可

能，从其体量巨大的礼堂式公共建筑分析，很大

可能是东南大学某处讲堂，而合影诸人神采奕奕、

英姿焕发，且都是徽州绩溪籍东南大学师生。笔

者大胆设想，这是他们一起参加了胡适先生在东

南大学“书院制史略”的演讲之后，与胡适先生

在东南大学合影留念。 

当然，这有待于东南大学甚或南京大学校史

中更加明确的史料确证。比如有无熟悉东南大学

老建筑的专家可确认照片中合影的背景是东南大

学具体何处建筑？东南大学校史有无记载胡适

1923年 12月到校作“书院制史略”演讲的具体日

期？在没有新史料进一步证明之前，胡适 1923年

12 月 2日在东南大学作“书院制史略”演讲之后，

与东南大学徽州绩溪籍师生合影留念，是对这幅

老照片符合逻辑的解读。 

吴子桐 2015 年 3 月 4 日于京华 

 

补记：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张

红扬老师、邹新明老师。他们在本文定稿之后，

在北大图书馆卷帙浩繁的老报刊中找到《时事新

报》三则珍贵的史料提供给笔者，对本文考据问

题做了进一步的证明。 

《时事新报》1923年 12月 5日，刊发《胡适

之之行踪》一文：“胡适之博士于昨日（十二月一

日）抵宁，即日进城，在青年会为其令侄胡梦华

君与吴淑贞女士证婚（二君皆东大西洋文学系学

生）。今日在东大演讲‘再谈整理国故’与‘学院

制之历史’，次日搭车北行，在京小有勾留。
15
 

该报 12月 6日刊发署名“华生”的《胡适之

在宁演讲》之报道。文中透露出胡适 12月 2日演

讲的地点乃是“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题为“再

谈整理国故”。
16
 

该报 12 月 17 日继而登出由陈启宇笔记的胡

适演讲《书院制的史略》。编者按中介绍：“此篇

是胡适之先生于本月 2 日在南京东南大学演讲，

记者在旁笔记，后蒙胡先生赠以此篇纲要，因而 

 

编述成文，公诸于世。并感谢胡先生的盛意。”
17
 

这三则珍贵的史料真是出现得太及时了，胡

适 1923 年 12 月 2 日与旅宁绩溪同乡的合影，与

胡适 1923 年 12 月在东南大学的演讲《书院制史

略》完全对应了起来。综合以上史料，胡适在那

几天的行踪已然明晰：1923 年 11 月 30 日，胡适

离沪赴宁。12 月 1 日，胡适抵达南京，在城内青

年会为胡梦华、吴淑贞证婚。12 月 2 日，胡适在

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演讲，并与洪范五、胡广平、

胡建人、汪乃刚、章昭煌、胡培瀚、程宗潮等旅

宁绩溪同乡、东大师生合影留念。12 月 3 日，由

南京乘火车赴北京。 

胡适等诸人合影身后的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

的老建筑今日依然矗立在东大校园中吗？ 

吴子桐 2015年 3月 6日改订于京华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1
耿云志编：《胡适和他的朋友们：1904—1946》，北京：中

华书局，2011 年，第 42-43 页。郭俊英主编：《寻找发现

还原——胡适速写》，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年，第 134

页。 
2
参见《新安晚报》2014 年 2 月 7 日第 A14 版。后收入胡

其伟自刊本《晚晴集》，第 53-55 页。 
3
同上。 
4
绩溪县胡稼民教育思想研究会编：《绩溪现代教育史料》，

2004 年，第 339 页。 
5
耿云志：《胡适年谱（修订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第 100-104 页。 
6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四册），台北：联经出

版公司，2004 年，第 74-146页。 
7
同上，第 147-199 页。 
8
同上，第 199-201 页。 
9
孙敦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第 120 页。 
10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449-453 页。 
11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年，第 91 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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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221-222

页。 
13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年，第 91 页。 
14
绩溪县胡稼民教育思想研究会编：《绩溪现代教育史料》，

2004 年，第 341 页。 
15
《时事新报》1923 年 12 月 5日第三张第四版。 

16
《时事新报》1923 年 12 月 6日第三张第四版。 

17
《时事新报》1923 年 12 月 17日第三张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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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庵主记胡适席间谈甲戌本 

 

高树伟
 

自胡适于 1928 年 2 月写成《考证<红楼梦>的

新材料》，人们对甲戌本《石头记》的关注一直持

续至今，1950 年代后对其研究更是层出不穷。 

近阅 1928 年 3 月 18 日《申报》，见“自由谈”

有无畏庵主《许、杨联欢宴中之谈片》一文，记

“月十五夕”（应即 1928 年 3 月 15 日）画家许士

骐、杨缦华于上海鸿庆里大宴宾客事，赴宴者有

胡适、黄宾虹、周瘦鹃等十余人。胡适于席间谈

话颇多，内容涉及饮酒、裹小脚、舞蹈诸事。有

一段专谈《红楼梦》，迻录于下： 

 

胡君又言，近得一部曹雪芹生

前《红楼梦》之抄本，凡三册，计

十六回，内多今本所未见，代价值

袁头三十。书中于雪芹殁时之年月

日，均历历可稽。现由程万孚君为

之誊校，弥可珍也。王君询以生平

所藏红楼梦一书之代价，约值几何。

胡君言，收入仅费二百余元，以之

售出，当可得五百元以上。言下犹

醒然有余味焉。 

 

此段转述，不见治红者提及，乃细为钩稽，

颇足考史。 

无畏庵主，应即民国女子谢吟雪。此人与当

时文化艺术界名流（如施蛰存、周瘦鹃等）颇多

往还，后来隐居上海，二三十年代以“无畏庵主”

为名，常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文章。 

胡适这段谈话是在完成《考证<红楼梦>的新

材料》（1928 年 2 月 16 日）后不久，内容涉及甲

戌本的时代、版本、内容及购书情况等细节，可

见胡适得甲戌本以后，是乐与人谈的。因这段话

是无畏庵主转录，又是其酒后所记（“归寓已十二

点钟，酒痕仍在，难入睡乡，爰拉杂录之”），难 

 

免疏失，识者自鉴。 

谈话提到的这部十六回“曹雪芹生前《红楼

梦》之抄本”，即 1927 年 6 月胡适在上海“出了

重价”买下的甲戌本。关于甲戌本的册数，据胡

星垣致胡适函称“敝处有旧藏脂砚斋批红楼，惟

只存十六回，计四大本”（1927 年 5 月 22 日），胡

适也说“分装四册”①，“凡三册”应是无畏庵主

误记。 

胡适买甲戌本的价钱，此前我们也不清楚，

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中也只说“遂

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关于此事，无畏庵主的转

述则更为具体——“代价值袁头三十”。有趣的是，

民国十一年（1922）四月十九日，胡适买《四松

堂集》付刻底本时，也花去三十元，并在这部《四

松堂集》上作跋云：“《四松堂集》四册，《鹪鹩庵

笔麈》一册，《杂志》一册，民国十一年四月买的，

价叁拾圆……今天买成此书。我先已把书中的重

要材料都考证过了，本无出重价买此书的必要，

但书店的人为我访求此书，功劳不小，故让他赚

几个钱去。”② 

又记这部《红楼梦》抄本“现由程万孚君为

之誊校”。程万孚（1904～1968），安徽绩溪人，

曾翻译《柴霍甫书信集》。抗日战争期间，任安徽

省教育厅督学等职；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市文物

保管委员会从事文物研究鉴定工作。据胡其伟先

生回忆，1927 年程万孚去上海，“在刚筹建的人间

书店工作，出版《人间》与《红黑》杂志，同时

在时于中国公学任教的绩溪同乡胡适处当书记

员，抄写、整理资料，与罗尔纲同事。”③ 

关于甲戌本的手抄本，魏绍昌曾有一段回忆

文字： 

 

据汪原放说，胡适曾要罗尔纲

http://baike.baidu.com/view/83110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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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早年在北大求学时代，寄住在

北平胡宅，做过胡适的秘书工作）

手抄过一部《石头记》残稿本，用

毛边纸墨笔书写，批注用朱笔过录，

外装一纸匣，封面题笺由胡适自书

《石头记》三字。胡适把它放在亚

东图书馆，后来遗失。此抄本根据

的究竟是什么版本，有多少回，汪

原放回忆不起来了。1954 年汪原放

且曾借给笔者看过，当时未多加注

意，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此抄本或

者就是残存十六回的“甲戌本”，也

未可知。姑志于此，待向罗尔纲先

生请教。
④
 

 

考罗尔纲生平，知其 1930 年初毕业不久，便

随胡家北上（11 月 23 日），一年后旋即南下，至

1934 年才重返北平。阅无畏庵主、魏绍昌二人所

记，“现由程万孚君为之誊校”的甲戌本录副本极

可能是后来胡适存放在亚东图书馆的那部抄本。

1954 年，汪原放曾将此本借给魏绍昌看过，后来

遗失。 

关于甲戌本的早期资料，除了上海博物馆所

藏原件、周汝昌弟兄的录副本、胡适请哥伦比亚

大学做的三套显微照片（分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

馆、王际真、林语堂），或许程万孚那部最早的录

副本仍存于世。若能将这部录副本找到，也算红

学的一大幸事了。 

 

2015 年 4 月 4 日初稿于大兴 

4 月 7 日再改于莲花池南里 

 

注：胡适花三十元买《四松堂集》、魏绍昌谈甲戌

本抄本二事，皆蒙刘广定先生提示，宋广波先生

的来信也给我颇多启发，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附：《申报》“自由谈”（1928 年 3 月 18 日） 

 

 

                                                             
①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

年，第 4 册，第 692 页;《脂砚斋评本<石头记>四册的来源

条记》，见宋广波《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

出版社，2005 年，206 页。 
② 转引自周汝昌《周汝昌与胡适》，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

年 9 月，第 207、208 页。 
③ 胡其伟:《程万孚——一位老辈法国留学生的人生道路》，

参见：

http://www.hzsf.com.cn/jwhl/news.asp?ArticleID=4313&clas
sid=31&parentid=26 
④ 魏绍昌《亚东本<红楼梦>摭谈》，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资料室编《红楼梦版本论丛》，南京图书馆翻印，1976 年，

第 86 页。另见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82 年 9 月第一版，第 34 页。 

《丁文江卷》
1
导言 

 

宋广波

 

基于丁文江在中国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卓越贡
1

献，学界对他有不少敬称，如“中国的赫胥黎”、

“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学术界的政治家”等等。

若要全面评述丁先生的生平、思想、学术、事功，

非一篇导言所能承担。这里，主要围绕“丁文江 

 

与科学”、“丁文江与政治”两个方面（即其一生

事功中两个最主要的方面），略作评述。 

 

一 

地质学是中国最早发达的一门科学。地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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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第一页，即中国科学史的第一页。作为公认

的开创中国地质学的最重要的先驱2，丁文江充分

利用其办事才具
3
，成功营造了地质学在中国健康

发展的良好环境。而地质学的成功，不仅催生了

几门相关科学，也为其他科学的发展、进步发挥

了表率作用。作为“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丁文

江把提倡、推动科学研究视为己任，在这一点上，

没有第二个人可与之相比。由他挑起的“科学与

人生观”论战，在当时即被认定为开辟新纪元的

“空前的思想界的大笔战”；4而从整个中国科学化

运动的角度讲，它是最有力亦最有影响的科学精

神宣传运动。1934 年丁文江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后，不仅把这个国家最高科学机关建立在长久、

合理的发展基础上，而且以科学的态度、高远的

眼光布勒、规划整个国家的科学研究事业，其贡

献之巨大，影响之深远，早已彪炳史册。要之，

在丁文江身上，恰到好处的汇集了“科学研究的

先行者”、“科学思想的传播者”、“科学事业的组

织者”等多重角色，是当之无愧的民国科学史上

影响最大的人物。 

先从地质学说起。 

丁文江开创中国地质事业，先从培养人才做

起。1911 年，中国习地质者，仅章鸿钊、丁文江

二人。章氏早在 1911 年就擘画了地质调查事业的

周详计划，但因缺乏专门人才，所有计划均无从

着手。1913 年 1 月，丁文江一到北洋政府任职，

即把培养地质调查人才作为第一要务，一手创办

了以造就地质调查员为目的的地质研究所。该所

开我国成功创办地质教育之先河，它培养的 18名

毕业生，均成长为中国地质界的台柱；它的办学

经验，则很好地传承于不同时期的中国地质教育

部门。 

其次，丁文江作为地质调查所的创办人、首

任所长，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使之成为中国地质

学得以持久、合理发展的重心，成为民国时期中

国最有成绩的科学研究机关。科学研究重在实践，

地质科学尤然。作为中国人做野外工作的第一人，

丁文江格外重视野外调查和动手能力，他不仅以

身作则，万里长征，5并严格地将其工作方法、工

作作风6传之于他的团队。经数年努力，丁文江终

于可用事实驳斥外国人说中国人不擅长野外工作

的偏见。7毋庸讳言，限于当时人力、财力，丁文

江领导的区域地质调查的范围，仅限于北方五省，

调查的资源，也仅限于煤、铁。但是，在地质调

查所，研究的空气是浓厚的，研究的标准是可靠

而又严格的。8同时，为谋长久发展，丁文江等也

大量猬集图书并建立地质图书馆、购置仪器完善

实验室，充实地质博物馆，印行专门刊物《地址

汇报》、《地质专报》，充分利用外国科学家来华工

作，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等等。这些工作均系

地质学发展、进步之必要条件。这里，以地质图

书馆为例来略作说明。早在建所之初，丁文江就

有规划：所中附设图书馆，搜集地质图籍，以为

研究之资料。9盖因科学研究非有相当之参考书籍

不可，而这又绝非个人所能置备，必须有公共机

关专门为之方可。地质调查所的藏书，主要得之

于三途：征调、购置、交换。1913 年 2 月 3 日，

丁文江曾代工商总长草拟公函，向各省民政长征

调地学图书（以方志为主）。次年，因野外调查增

多，丁又代农商总长草拟致税务督办、交通部、

参谋本部、京师大学、北洋大学、京师图书馆、

中国驻俄公使等公函，征集地图。由此，方志、

地图收藏成为地质图书馆的一大特色。而购置地

学书刊，更可显现初创者之苦心孤诣。当时从国

外购书的办法是：凡美国出版之书，由留美人员

叶良辅购置；欧洲出版之书，委托瑞典中央博物

馆的哈勒博士经理，并请周赞衡、朱家骅襄助；

但因这类书籍和旧出期刊、杂志因系出版多年，

原机关已无存本，须向旧书店搜购，或须嘱托专

家辗转访觅，方能获得。10 1919年，丁文江随梁

启超赴欧考察期间，曾广泛搜求、购置各种地学

图书；回国后，即开始筹划兴建地质图书馆。经

过募捐、设计等繁琐工作，该图书馆于 1921年落

成。
11
中国的几代地质人都承认：中国地质学辉煌

成就的取得，与这座藏品丰富、管理完善的专业

图书馆是分不开的。杨杏佛曾指出，提倡科学，“当

以研究为终始，然研究非尽人可能也。必有专家，

有书报，有仪器，有金钱与时间，然后可行。”
12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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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丁文江创办地质调查所之种种步骤，与此

说相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只有这样，地质

调查所才成为坚实的地质科学研究中心。  

1922 年，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等发起成

立了中国地质学会。丁在成立会上演讲称： 

 

本会将为我们从事的科学的原理和问

题，提供一个充分和自由讨论的机会。而在

我们的政府机关中，则必须集中精力于经常

性的工作上，因而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本会

还为我国各地的科学家定期召开大会，这样

的交流和交换意见必然有益于所有的与会

者，从而在我国的科学生活中形成一个推进

的因素。”
13
 

 

历史证明，中国地质学会在中国地质事业中所发

挥的推进作用远远超过了丁文江的期冀。作为一

个严肃的学术团体，该会定期召开学术会议，而

会刊《中国地质学会志》以反映地质科学最新、

最高的研究成果为特色，被国内外广大读者视为

中国地质界最高水平的学术刊物。中国地质学会

的成立，标志着地质学已走上体制化发展的道路。 

地质学的成功，直接催生了几门相关科学：

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地图学。这几门科学的进

步，均与丁文江有密切关系。古生物学与地质学

关系最近，因为地质学家要判定地层，对古生物

化石的认定至关重要。1910 年代，中国无古生物

学家，丁文江在西南地区采集的化石不得不送到

美国去鉴定。地质研究所缺乏古生物学教授，丁

文江就勉为其难地亲自授课。有鉴于此，丁文江

派门人周赞衡到瑞典学习古植物学，并设法邀请

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葛利普、在英国获地

质学硕士的李四光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同时

在地质调查所兼职），后来的中国古生物学人才多

出自葛、李二人门下。他又在地质调查所创办《中

国古生物志》，使之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刊

物。所有这些，使古生物学在不数年之内就发展

成一门成熟学科。 

在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上，有一件轰动全世界

的科学发现，那就是 1929 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

而丁文江是主持这项工作的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

主持人，他曾多次带学生来这里实习。丁文江对

地图学也极其关注，前文已述，他从 1910 年代就

开始广泛征集各类地图，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地图

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申报》地图。关于丁

文江倡导并主持此地图的编纂，可参考拙编《丁

文江年谱》的有关记述，这里不再赘言了。 

以上科学均与地质学、丁文江、地质调查所

有密切的联系，此外，地质调查所还从事地震、

燃料、土壤研究。所以，可以这样说：地质学是

中国科学中的“母科学”。 

再说丁文江对传播科学的贡献。 

1910 年代，在中国科学传播的阵地有二：一

为 1915 年在美国创刊的《科学》，一为同年在上

海创刊之《青年》。前者的主体是 1914 年成立的

中国科学社，后者则是以陈独秀、胡适为领袖的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艺群星们。《科学》的主要

任务是传播科学新知，该杂志聚拢了一批接受过

严格科学训练的新留学生，包括任鸿隽、杨杏佛、

胡明复、金帮正、邹秉文、郑宗海、黄昌谷等。

他们在《科学》上广泛、深入地阐释了科学精神、

科学方法，极好地承担起宣传严格意义的科学思

想的任务。只是，这个留学生刊物在国内几乎没

有什么影响。与《科学》并时的《新青年》高举

“赛先生”大旗，对树立科学的权威地位功不可

没。但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从来没有像《科

学》那样认真的讨论过“科学”是什么，所以新

文化运动的研究者们在充分研究了“赛先生”之

后，常不约而同的得出结论：新文化运动派笔下

的科学只是停留在“口号”的层面上。14有的研究

者则指出：“赛先生”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

科学，而是人们针对中国的社会状况，选择一些

现代科学中的元素，重新加以阐释，用来批判传

统思想，并以此来建构新的民族精神的思想武器。

15但是，异常吊诡的是，当时国人心目中“科学”，

却主要是来自于《新青年》，而不是《科学》。造

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外有二。第一，以《新青年》

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是当时中国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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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流；第二，，国人尚未见到科学所带来的好处，

对其意义和价值尚未能切身感受到，因而尽管有

科学社诸君子大力宣传，难免显得空洞，难以产

生共鸣。 

丁文江并没有参与《科学》、《新青年》的科

学宣传工作，其时，他正全力地从事着开创中国

地质事业的工作。丁文江是先从事具体的科学研

究并在从事的学科打开局面后，再宣传科学思想、

科学精神；而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等以“中

国科学社”为中心的科学家群体，是先做宣传的

工作，后从事具体的科学研究。丁氏从事科学宣

传工作，最有影响者，是他挑起并以主角的身份

参与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是科学史、

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已为众所公认，对其研究，

亦层出不穷。对其具体论点，这里不拟申论，只

想强调：这是最大规模的一场科学思想传播运动。

它的实际影响，远远超越了之前的《科学》、《新

青年》所做的工作。自此以后，人们对科学的理

解更加深透，科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达

到这样的效果，原因是： 

一，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阵营，既包括

当年中国科学社的成员如任鸿隽，新文化运动派

的胡适，还有当时中国从事具体科学研究的丁文

江、章鸿钊、王星拱、唐钺等人，这些本来在宣

传科学时互不连属的人来了一个大集结。 

二，丁文江参与论战时，以他为代表开创的

中国地质学的成绩，已经得到国人的认可，人们

已经看到科学带来的好处与实惠，这可以从地质

图书馆得到巨额捐款得以证实。由此，科学的威

信开始在国人心中逐步加强。 

三，这次科学宣传活动，是通过“论战”的

方式进行的，彼此观点针锋相对，孰优孰劣，观

众自然容易做出判断。 

科学派的大获全胜，不仅最大限度的宣传了

科学思想，而且摧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怀疑

科学的思潮。因为，在一战后反思科学的大潮流

下，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人的思想是会重

创刚刚起步的中国科学化运动的。这时，丁文江

振臂一呼，起而论战，带领一班训练有素的科学

家、哲学家向张君劢发起全面反击，进一步阐释

西方科学的基本含义和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

实在是中国科学运动的大胜利，值得研究科学史、

科学思想史的人大书特书的。所以，丁文江挑起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其功绩，绝不亚于开创中

国地质事业。 

 

二 

与其他一流科学家不同的是，丁文江在从事

科学活动的同时，对政治也怀有浓厚的兴趣和热

情；他不仅有独特的政治思想，还有政治实践。 

丁文江开创中国地质事业时，恰是北洋军阀

的黑暗统治日益腐败、倒退的时候。当时的黑暗

政治甚至逼迫一些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知识人

也出来批评政治。16身为北洋政府“小吏”又一向

关心政治的丁文江，对这种“恶政”有切身感受：

“……辛辛苦苦费了多少年做成功的事业，一个

无知无识的官僚或是政客，用一道命令，就可以

完全推翻……”
17
他调查云南矿业后的结论是：我

国矿业不振的最大之障碍，系由于“行政之不良。”

18因此，丁文江对北洋政权的批评更加不留情面，

认为它和满清政府一样坏：“土匪遍地，政府号令

不出国门，军阀割据，贿赂公行，内外债没有着

落，上下人无法生存。”19事实使他认定：良好的

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政治是

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

这里所谓“改良政治”，实际上就是政治改革。在

丁看来，政治改革比其他任何社会改革都重要，

是第一要做的。他批驳“改良政治必须从改良社

会下手”的观点，认为这是趁火打劫的人“拿改

良社会这种题目来抵制政治改革”，是政治改革的

一大障碍。他质问持这种观点的官僚、政客：“这

几年来政治的不良，还是社会的过失，还是他们

的过失?老实说来中国弄到了这样地步，是因为他

们在政治上活动的人，没有良心，或是没有能力。”

他也反对“到民间去”的观点，认为这是“缓不

济急”，没有找到真正下手的地方。丁文江曾多次

当面批评胡适“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

治”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他说：“你们的文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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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
20
丁文江反对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的观点，

他曾对董显光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

是物质，如果我找到金矿银矿，而不了解人事问

题，那金银仍将被偷盗以去，弄得更糟。”
21
又对

李济说：“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

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

在中国生根。”22 

既然政治改革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改呢？

丁之中心理论是“少数人的责任”。所谓“少数人”，

是这样的人：有遗传的天才，又遇有良好的境遇，

从而能在社会上占一种地位，成一种势力。“少数

人”也可以理解成他和胡适、蔡元培等提倡的“好

人政府”的“好人”，所谓“好人”，就是指有现

代知识、有职业、有能力、有操守的社会上的优

秀分子，特别是能出来和恶势力奋斗的优秀分子。

丁认为，这种人是社会的天然首领，国家的中流

砥柱，他们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是最大的，是推

动历史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他认为中国政治混

浊，就是因为“少数的优秀分子没有责任心，而

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只要少数优秀分子掌握了

政权，政治就会清明，“……中国的前途，全看我

们少数人的志气，我们打定主义，说中国是亡不

得的，中国就不会亡。”23显然，他所谓“少数人

的责任”，其实就是精英政治。 

那么，“少数人”如何从事具体政治呢？丁文

江提出要从以下四端入手： 

 

甲：认识社会上政治上有势力的人，平

心静气去研究他们的道德，性情，能力，以

决定我们对于他们的态度…… 

乙：调查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用科学

精神，来研究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如裁兵，

裁官，公债之类。 

丙：尽我们的余力，做政治上的文章：

宣传我们的主张，讨论人家的意见。 

丁：遇见有重大的政治上的变化，应该

以牺牲的精神，一致的态度，努力去奋斗。 

 

只要这些“前提工作”做好了，就能“结合四五

个人，八九个人的小团体，试做政治生活的具体

预备。”
24
丁是这样呼吁的，也是这样做的。至晚

从 1921年的春夏之交开始——也就是《努力》创

刊前一年，他就已经为组织小团体以研究政治、

评论政治而努力了，这个小团体就是“努力会”。

对这个小团体，向来为研究丁文江的人缺乏关注，

学者的关注的重点，多集中于《努力》周报。孰

不知，没有“努力会”，就没有《努力》；而且，

丁文江还是这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努力会”的

成员很少，始终没有超过 12个人，主要有丁文江、

胡适、蒋梦麟、陶孟和、任鸿隽、王征等。一年

后，蔡元培也提出要加入。“努力会”活动了数月

后，丁又提议：办一个《周报》做阵地，于是就

有了《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丁文江依

然是核心人物，恰如有的学者评价的：“《努力》

周报与其说是胡适的事业，不如说是丁（文江）

的事业。”
25
 

丁文江在《努力》发表的第一篇谈政治的文

章是由他参与具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宣

言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好政府”；提出政治改

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

有计划的政府；号召优秀分子“出来和恶势力奋

斗”。宣言还对当时的南北和谈、裁军、裁官、选

举等具体的政治问题提出方案。 

很明显，“好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丁文

江倡导的“少数人的责任”，而“好人内阁”的出

现，则是“好政府主义”理想的一次具体试验。

1922 年 9 月，以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

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为核心，组成了所谓“好

人内阁”。不但入阁的这些“好人”希望有所作为，

就是国人也对他们寄予厚望。但在直系军阀卵翼

下的这个“好人内阁”，毫无实权，也难有作为，

存在了 60 多天后，就以垮台告终。“好人内阁”

的失败，也宣示了“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连起

草《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胡适也不得不承认：“‘好

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26历史表明：“好政

府主义”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乌托邦，至于其

理论——“少数人的责任”，解决不了当时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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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问题。 

丁文江坚信：只要少数优秀分子积极参与政

治了，中国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诚然，在不管

什么样的制度下，优秀分子掌握政权总比军阀、

官僚、政客把持政权更能推动历史的发展。但是，

在 1920 年代的中国，优秀分子能够进入政权吗？

丁文江大谈“少数人的责任”的时候，忽略了一

个关键的问题：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掌权的军

阀是否允许少数优秀分子到他们的权力中心来，

给他们履行“少数人的责任”的空间和机会，来

施展他们的才华？“好人内阁”的垮台，给出的

恰是否定的回答。另外，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一

些具体主张，也不能实行，如当时最关键的裁兵

和统一问题。丁文江说，国家最大的危险是财政

紊乱，财政紊乱的根源是不能裁兵，而不能裁兵

的根源是国家不统一。所以，统一是急于星火的

唯一曙光。他认为要实现统一，必须解决两个问

题：处置武人的地盘，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

这种分析大体不差，但关键是采取什么办法完成

统一。丁反对武力统一，虽然他也承认当时的时

代是革命的时代。27他认为，通过和平改革、奋斗，

能够实现统一。他说：“只要没有外患，我们有了

时间来奋斗，来竞争，自然可以由分而合，由乱

而治。”28事实上，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武

装是军阀的命根子，任何一个军阀想自存，绝不

会裁兵。而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要实现统一，

只有“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这一条路

可走。 

尽管我们必须肯定丁文江鼓动知识分子参与

政治的主张，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其政治主张在

当时的中国是无法实行的。1926 他任孙传芳淞沪

总办的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丁文江又认为，

政治改革决不能等到所谓时机成熟，有机会不可

失机会，他同意就任淞沪总办就是想借机试验一

回。丁文江为时八个月的从政经历，最大的治绩，

一是初步建立起大上海的新市政，二是通过会审

公廨谈判，部分的收回了司法权。有一点可以肯

定，假如没有北伐战争，丁文江的政绩会更大。

但一旦发生战争，所有改革事业都被迫停顿。更

重要的，是孙传芳面临灭亡时，必与革命的北伐

军为敌，对丁文江所有政治改革也无法推进了。 

九一八国难之后，丁文江最重要的政治主张

是“新式的独裁”。29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是

针对国难，由蒋廷黻、胡适发动的。当时国人最

迫切的问题，是如何抵御外侮实现民族自救。无

论是胡适的主张民主，还是蒋廷黻的主张独裁，

都是知识分子们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形下设

计的方案。“新式的独裁”是丁文江在胡、蒋论争

后提出的颇为独特治方案：它的对立面，一方面

是民主政治，另一方面是“旧式的专制”。丁文江

思考政治问题，特别注重权衡轻重得失，特备看

重其可行性。丁文江拒绝从学理上讨论民主、独

裁的优劣得失，他认为这缓不济急。他认定，民

主政治、独裁政治都是不容易实行的，但民主政

治不可能的程度要比独裁制度更大，他特别驳斥

胡适关于民主政治是幼稚园政治的说法，所以他

的结论是在当时的中国实行民主是不可能。丁氏

又分析当时国内政治的实际，判定当时国民党的

统治，正是“旧式的专制”。而这种“旧式的专制”，

不能承担起挽救民族危机的重任。民主既不能实

行，只有摆脱“旧式的专制”，实行“新式的独裁”。

丁文江指出，在空前的外患面前，只有实行较民

主制度容易实行的“新式的独裁”，才可以渡过难

关。所谓“新式的独裁”，就是努力促成独裁的领

袖努力做到四个方面：1．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

害；2．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3．能够利

用全国的专门人才；4．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

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

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 

丁氏也承认，在当时的中国，实行这种独裁

“还是不可能的”，但要努力使其变为可能。后来

的事实是，丁氏的四条，有的已部分实现，如在

抗日旗帜下举国共赴国难，包括各政治团体在内

的全国军民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充分利用专门

人才等。这说明，丁之“新式独裁”的政治设计，

是符合当时实际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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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丁文江卷》系“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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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丁文江一同创业的章鸿钊说：“……回想到筚路蓝缕披

荆斩棘的时候，便不得不推丁先生为第一人了。”（章鸿钊：

《我对于丁在君先生的回忆》，载《地质论评》第 1 卷第 3

号，1936 年 6 月出版，229 页）；翁文灏则说：丁文江“是

中国地质学界中第一个猎人。”（翁文灏：《对于丁在君先

生的追忆》，载《独立评论》第 188 号，1936 年 2 月出版，

15 页）；友人葛利普说：“建造中国地质学之基础，及擘画

其发展之途径，丁文江博士实具最大之功绩”。（葛利普：

《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发展》，载《独立评论》第 188

号，20 页）学生辈的杨钟健说：“推动中国的地质学最力

的”，是“丁文江先生”。（杨钟健：《中国地质事业之萌芽》，

载《地质论评》第 12 卷第 1、2 合期，1947 年 2 月出版，

54 页） 
3
按，这里所谓办事才具，可用葛利普的话做个注解：过人

之能力，远大之眼光，弘毅之魄力与勇气，识见所及，均

能力行之而成事实。（葛利普：《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

发展》，载《独立评论》第 188号） 
4
梁启超：《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

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载《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

书馆，1923 年，原书无统编页码；胡适：《孙行者与张君

劢》，载《科学与人生观》。 
5
1919 年丁文江自谓：“……（七年中）南游于滇黔，东游

于皖浙，西至晋秦，东北至鲁，今年复游欧美。计先后居

京师，实不及四载……”（丁文江：《地质汇报·序》，地

质调查所印行，1919 年） 
6
翁文灏回忆说：“在君先生的实地工作，不但是不辞劳苦，

而且是最有方法。调查地质的人，一手拿锥打石，一手用

指南针与倾斜仪以定方向测角度，而且往往须自行测量地

形，绘制地图。这种方法，在君先生都一丝不苟的实行，

而且教导后辈青年也尽心学习。”（翁文灏：《对于丁在君

先生的追忆》，《独立评论》，188 号） 
7
丁文江：《地质汇报·序》。 

8
丁文江对学术著述要求极为严格，绝不轻易发表地质报

告。他认为：“所贵于官书者，以其精且备也”，他最恨“割

裂抄袭以成书，标窃一时之声誉”。（丁文江：《地质汇

报·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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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 

29
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载《大公报》，19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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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风范 
 

陈  新

 

“唯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越‘提’得‘高’，

越‘及’得‘普’”；“桌上的灯绝不如屋顶的灯照

得远”，“高高在上的太阳”，才能普照大地。——

这是胡适一生持守的“提高”“普及”观。194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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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北大校长任上，为国民政府拟订了《争取

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其中之一是，集中力量培

植五所大学，使之成为现代学术的中心，便是这

一思想的体现。 

1957 年 11 月 28 日，胡适的忘年交陈之藩在

信中说：“只嫌你当时说话还太客气，其实应该集

中一校，五校太多了。”胡适回信说：“这正是我

现在想要说的话”，现在应该“用全力把台大办成

一个学术研究的中心”。这似乎是两人促膝对话，

恰如平静的水面，一点涟漪也不起——陈之藩的异

议是爽快的，胡适顺手接过，用在当前的办学方

针上；严丝密缝，看不出一点罅隙。 

其实，并不。翌年 3 月 28 日，胡适给吴大猷

信中说：“十一年前，我可以说，用全力培植五个

大学。现在只能说，‘用全力培植一个大学’……”

——胡适当年的意见，并未改变。 

面对异议，竭力寻找其中的积极意义，以及与自

己相通之处，用恰如其分的语言进行申发，这就

是胡适立身行己的高超艺术，其背后，是他容受

之怀，仁厚之性，尊重人、善待人的风范。 

“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

有人不在春风中不陶醉的。因为有春风，才有绿

杨的摇曳；有春风，才有燕子的回翔。……春风

就这样轻轻的来，又轻轻的去了。”胡适去世后，

陈之藩如此写道；满是感情，满是惆怅。 

 

 

（作者单位: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爱惜羽毛的胡适 
 

唐宝民

 

林建刚先生最近在文章中披露了胡适先生

1947 年 9 月 8 日写给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

长杭立武的一封信，此信的目的是阻止儿子胡思

杜从国家冒领回国的旅费：“立武吾兄：前在会场

中，承见面告小儿思杜护照满期，之迈兄有电问

我应否叫他回国。当时我匆匆未及索阅原电文，

即说应令他回国。昨回校后始见尊函附来去两电，

始知之迈原电说小儿请求回国旅费，我很诧异。

当我 1942 年下任时，政府已付我与两儿旅费，共

三份，每人两千余元，我即将两儿的旅费购买美

国战时公债，各用两儿本身名义。思杜的一份，

已于我回国前托人转交给他了。他已领过旅费，

不应再请求回国旅费……此事使我甚不安。如当

可挽回，乞兄告之迈勿付款。如已付款，乞告他

托妥人将款取回。我已函告纽约友人将此儿遣送

回国，绝不敢冒领公家第二次旅费。此事竟致烦

劳吾兄，十分感愧！”原来，胡适发现胡思杜通过

自己的老朋友陈之迈骗取回国的旅费，这是他绝

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特地写这封信向杭立武说明

事实真相。后来，胡适特地通过美国的朋友给了

胡思杜一笔钱，没钱回国的胡思杜才回到国内。 

林文还讲到了胡思杜回国后的就业问题：胡

思杜回到北平后，很多人都热心地给他介绍工作，

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提出请胡思杜

到山东大学任教，胡思杜在美国学的就是历史系，

山东大学历史系邀请他去教历史，可谓专业对口，

胡思杜也极乐意接受这份工作。可没想到，这件

事竟然同样被胡适阻止了，胡适坚决不同意胡思

杜去山东大学任教，为什么呢？原来，胡思杜虽

然是大学者胡适之子，学习成绩却很一般，在美

国大学，他的许多科目不及格、连毕业证都没能

拿到，虽然山东大学积极请他去任教，但了解内

情的人都能看出来：山东大学之所以邀请胡思杜

去教书，并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学术水平（在当

时，比他强的人有很多），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

他是“胡适的儿子”；胡适如果是一个自私的人，

顺水推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儿子顺利进入高

校就职，也没有人说什么；然而，原则性极强的胡

适却坚决不允许儿子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来获得大

学教师一职，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自食其力，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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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容忍儿子靠老子的关系获得一份好工作。 

西汉文学家刘向在《说苑·杂言》中曾说：“夫

君子爱口，孔雀爱羽，虎豹爱爪，此皆所以治身

法也。”人的名声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只有珍视自

己名声的人，方能成为一代宗师。大师的含义，

不仅仅表现在知识的拥有方面，更表现在良知和

理性方面。胡适就是是一个爱惜羽毛、珍惜名誉

的人，这也是大家尊重他的重要原因；因为：自

重的人，人恒敬之。 

 

 

(作者单位：河北省巨鹿县地税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