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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之先生对于报告书之简评 

 

胡适著  王建丰提供 
 

二千五百年前，有位古人对他的国君说： 

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毙也。 

在那个时代，有一位二等强国的君主也说：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 

我们现在讨论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不可不

先想我们自己应取的态度。 

我们若是“能强”，自然我们可以命令人，

还怕谁的侵略？我们若有别的法子可以达到收回

失地、恢复主权的目标，我们自然不用求助于国

联或他种国际的调处。我们既然走上了国联调处

的路子，此时考虑这个报告，只应该平心讨论报

告书中提出的办法是不是可以帮助中国达到这个

“收回失地，恢复主权”的目标。 

依我个人的观察，这个报告书在大体上是很

公平的，其中提出的方案虽然未免有牵就事实的

地方，大致都是慎重考虑的结论。当作国际调处

的方案，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其中当然有应该

保留之点，例如东三省自治新制应该规定试行年

限及将来改变的手续。 

 

外交月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专号》序文 

（载 1932 年 12 月 16 日《论语》第 7期） 

 
中国抗战的前途 

 
胡适演讲  王建丰提供 

 
胡适博士于九月廿六日乘菲律宾号大飞机抵

美洲，当日下午三时，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

会在大中华戏院召集演讲大会，欢迎胡博士，本

文乃胡博士在大会上之演词。 

主席，各位侨胞： 

今天上午来到飞机场，因为坐了六天飞机，

飞了九千里路程，到这里来，耳聋喉哑，没有预

备，到就说话，所以今天说话，恐怕极纷乱，没

次序。但各位侨胞如此热心，来这里等候报告国

内抗战的情形，所以我虽然觉得旅途很辛苦，也

就不敢推辞，将我在京四十日所得的消息，和在

路上的感想，报告侨胞。 

关于战事情形，各位从中西报章上，所得到

的消息，比我更为详细，关于这一方面的消息，

我可以不谈了。我现在所要报告各位的，是七七

夜间，卢沟桥事件，爆发以来，八十几天，尤其

自上海战争事发生以来，这是四十几天，全国展 

 

大规模抗战的意义，和国内得到的好影响，好 

结果。第一，抗战以后，所发生的第一件最良好

的影响，便是国家民族之真正统一。去年兄弟在

这里，曾经说过中国政治已经统一，当时敌人也

承认中国政治的统一，已经有百分之八十五成

功，在兄弟看来，则已经有了九十五分的成功，

不过在那时候，还有很多人不相信。但这八十日

来，尤其是这四十日来，最令人感动和兴奋的，

即是中国已经达到百分之百的统一了，真正的统

一了。这可有几个例子来证明：以前抗日是十九

路军的抗日，宋哲元，蔡廷锴或者那个将军的抗

日，但是四十日来，全世界所共同注意的大战，

全国全世界所知道的，是中国全国国军的抗战，

听不到那一军那一师或那一将军的抗战，而是全

国国军在统一之指挥下，作整个的大抗战；无论

湖南，贵州，广东，广西，甚至最远之四川军队

都一齐到前方参加抗战，由此可以充分证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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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已经做到一百分真正的统一了。最近南京成

立一个最高之国防会议，由极少人负责，里头究

系谁负责，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

最高之抗战机关。除此最高国防会议以外，另有

一个咨询机关之参议会，其中人数并不多，只有

十几人，这个咨询机关包括各党各派人物，从最

左最右之党派，都有领袖参加，即平时无党无派

之社会领袖人物，也一起参加，这又可以证明全

国确实已经真正统一了。我这次从南京经汉口、

香港、菲律宾、檀香山，今天来到金山，一路所

见到的的，也都是同一的现象，团结统一的好现

象。到汉口时，就在马路上见到前任外交部长、

曾到西南参加抗日运动的罗文干先生，和前司法

部长徐谦先生，大家互相招呼，问他们要到那里

去，他们说当晚便坐吴淞轮到南京去：同船的还

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诸位先生。到了香港

那天，又见到去年曾在金山组织抗日救国会、大

家所熟识的方振武先生，刚由欧洲到香港，转广

州汉口赶到南京去。上面所谈的这几位，以前都

是大不满意政府的，现在都一起到南京参加抗战

大计，这又是一个全国已经真正统一了的证明。

国内这样，海外的华侨也是一样的联合统一起来

了。由香港到马尼拉、檀香山，现在来到金山，

各地方的华侨，无论那一党，那一派，堂号，姓

界，都一齐联合起来，不分彼此，这都是以前所

绝对做不到的好现象。路上听见说，旧金山最

好，已经组织一个义捐的救国总会，各党派团

体，完全参加，成绩非常好。今天来到这里，果

然见到大家一致合作，而且非常热烈，使我欢喜

极了！这些事实都可以确切的证明全中国无论上

下内外，确实已经一百分之百的真正统一了，这

是第一点。 

第二，国内无论前方或后方，现在都已得到

一种新的经验，新的训练；这种新的经验新的训

练，是国家民族生存的不可少的。是由惨痛困苦

和巨大牺牲得来的，有几个例子可以证明：第

一，前线上的痛苦牺牲，真是悲壮极了，往往整

团整营的牺牲，没有一个后退的。有一营守宝山

的兵士，曾经被围，断绝了接济好几天，各方都

以为宝山是丧失了，广播的消息，也说宝山恐怕

是失了，守城的兵士听见这消息很奇异，设法和

后方通电话，说我们还死守着城，你们为什么以

为失陷了，全国听到这消息，都非常的感动，隔

了几天，宝山真的失守了，守城的将士全都死

灭，这是何种悲壮的精神。又如南口守军，曾经

整团死守一条战壕，全团牺牲，也没有一个人后

退。这种精神是以前所没有的，是由痛苦牺牲中

得来的民族生存精神，可以教全世界知道我们是

有决心求生存的精神，这是前线的故事。 

至于后方，也是同样得到一种极有价值的经

验和训练。这二年来，全国壮丁，都已经受军事

训练，连女子，和尚，尼姑，也都受军事训练。

自从八月十四日起，敌人的飞机，到了江苏，南

京，安徽的芜湖，江西的南昌，湖北的汉口，广

东的汕头广州，天天作一大规模的轰炸，作残酷

无人道的轰炸。我亲眼见到用五千万元建筑的南

京中央大学大礼堂给三大炸弹炸了，中大的女子

宿舍，科学馆，牙科教室都被炸了，敌人的残暴

无人道，可能无以复加。但是全国民众并不惊

慌，大家都很守秩序，有组织，一听到空袭的汽

笛警报，全城民众都一律依照防空秩序进行，在

白天，街上立刻停止交通，晚间全城立刻熄灯，

宪兵，警察，壮丁，看护妇，服务团，都一齐依

照秩序，一律出动救护，没有畏怯的，等到解除

警报号响以后才恢复原状。我在京亲自听到三十

一次空袭的警报，秩序都非常的好，这种整齐，

勇敢，有组织，不能不说是在痛苦中得到的经

验，在残暴的轰炸中所受到的有组织的训练，这

是后方人民的良好现象与精神。 

上面所说的两点，便是中国抗战的意义和良

好影响，即自从抗战以后，中国真正做到了统

一，和达到有组织有训练的现代化国家，得到中

国民族求生存所必不可少的精神。关于抗战的良

好影响还有很多，暂不详说，现在继续来说中国

究竟能抗战到什么时候。说到抗战时期，可说是

一种算命，即等于算国家前途之运命，算命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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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现在是凭个人的观察来说。关于中国究竟

能抗战到什么时期这一问题，有三个因子：第

一，日本能打多久；第二，中国能打多久；第

三，国际上将有何种可能的大变化？先说我们的

敌人能打多久这一问题。有很多人对这个很抱乐

观，尤其是外国人。一般人总以为日本的财政不

巩固，如果长期作战，一定难以支持。有人说：

日本的武力是预备对付俄国的，对于中国，日本

以为“杀鸡焉用牛刀”，即是用不着最大的力量

来对付中国。现在中国大规模抗战起来，日本把

最好的军力都用在中国，这是日本极不愿意的，

如果持久下去，日本恐怕无法应付俄国。又有人

说：日本民众不满意战争，如果战争持久，日本

人民痛苦加甚，会起革命。这三点就我个人看

来，都未免太乐观，打太如意的算盘了。打算盘

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然后方能作最大的努力。 

就第一点说：日本的财政虽然不好，但打起

仗来，无钱会榨出钱来，好比欧战时的德国，财

政也是很困难的，但是德国除了供给自己的军费

以外，还要接济奥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三国的

财政。因为战争发生以后，非继续打下去不可，

日本的财政纵然困难，他也非打下去不可。就第

二点说：日本陆军，固然是预备对付俄国，海军

是预备对付英美的，不愿意以大兵力消耗在中

国。但是中国现在既然抵抗，日本也就以保存实

力为念了，即使消耗日本很大的兵力来对付中

国，日本这时也不能不打的。第三，关于日本民

众会起革命这一点。我们要知道，现在的国家，

在内政上有二件最可怕的东西：一是有组织的警

察；一是新式的军队。在警察和军队的秩序没有

纷乱以前，革命是无法发生的，欲以日本极少数

之左派和极少数的自由主义者起革命，事实上恐

怕不可能。所以，就我看来，日本的财政固然困

难，但无论如何困难，他也必打下去。军力方

面，他纵然不愿意以新式雄厚的武力，消耗在中

国，但现在为其面子计，日本一定要打下去。日

本民众纵有人想起革命，也不是易事。所以这三

点都未免太乐观了，我们不可以太乐观的态度来

估计日本，要估计日本一定续打下去才对。 

第二因子暂且不说。先把三因子提前来说：

国际局面，在最近的将来，有没有大变化的可能

呢？这个问题明白些说即是有没有第三第四的国

家，来帮助中国，参加战争呢？有人说苏俄或者

英美，会以实力来帮助中国加入战斗，这种看法

也太乐观，这件事也是要从不如意的算盘来打算

的。要知道第三国帮助中国，即等于参加第二次

世界大战，各国现在都知道世界大战是一件最凄

惨、最残酷的事，无论那一国，都极力避免。各

位居美多年，当知道美国是最不愿意参战的，美

国一般人，一闻到战事，便好像见到一条绳子就

以为是毒蛇，害怕得什么似的。上次欧战是一九

一四年发生，一直到一九一七年美国才参战，英

国与美真个是同文同种的国家，他们的同文同

种，较之中日同文同种真确不止一百倍，但英国

打至筋疲力竭，打了好几年美国才不得已的参战

了。所以要希望美国实力帮助，固不是容易的

事，那么英国呢？有人说英国现在和中国的感情

很好，但无论感情好不好，英国在地中海要防备

意大利，要顾及西班牙的战事，无力来帮助中

国。俄国呢？苏俄要顾虑西方的德意，他顾虑西

方的德意重要过防备东方的日本，而且现在俄国

内部尚有问题，很难实行参战。所以希望国际上

那一国能实力帮助中国，参加战事，未免太乐观

了！ 

上述二因子不可太乐观，我们可以暂且撇

不管。最要紧还是中国自己能打多久这一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分人力、财力和军火接济三点来

研究，这是比较可以乐观的。论人力，中国是最

大最多的，日本人口，不及一万万，中国人口有

四万五千万，比日本不仅多三倍，足足多了四

倍。以兵士来说，数量质量和日本不同，日本的

军队是采用征兵制，每一个兵士，都是社会上各

阶层有职业的人，是社会重要的组织份子，多征

一兵，社会上便少一组织份子；中国的军队，系

募兵制，现在才 始征兵制，中国兵士因为大多

数是由招募而来，是社会上过剩的人口，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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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种职业和日常生活，不发生什么大影响。日

本多一兵士作战，社会上即少一个生产份子，社

会上即多一分影响；中国士兵纵调多少万上前线

作战，社会上并不直接觉得有什么重大影响，和

日本的情形完全两样。所以从人力兵士的素质上

说：中国远胜日本。 

第二层财政，这在我是外行的，但就我所知

道的说，中国自前年十一月施行新币值以来，中

国的币值，渐渐上了轨道，渐渐巩固了。举个例

说，政府知道打起仗来，南京很危险，所以未打

仗以前一星期，便通告南京居民，除了壮丁和各

机关商店必要的人员以外，所有老弱妇孺，一律

要搬迁。南京有人口八十三万，政府下令要减去

五十万，命令一下，各方纷纷向银行提款，以便

搬家；但南京各银行应付裕如，毫不发生问题，

如果在以前的旧制，人民前往银行提款要现洋，

银行马上要发生挤兑的风潮；但是新币制施行

后，一律使用纸币，通行全国，因此南京几十万

人奉令迁移向银行提款，南京各银行并无一家发

生问题，由此可以见得中国新币制之稳固了。中

国财政的收入，最大是关税。现在海岸被封锁，

关税收入不免短少；但因为新币制的稳固，财政

依然有办法，相信至少在二三年之间，是绝对不

发生困难的。现在一方靠外国的信用，一方靠国

内外人民踊跃帮助政府，作政府的后盾，尽其能

力帮助政府。 

我经过菲律宾的时候，那边的侨胞已经捐助

百余万了，其他各地方都很热烈的捐输，成绩非

常之好。刚才说过，战争起后，即使无钱也能会

筹出钱来，这并不是政府强迫人民，而是人民自

己节衣缩食，勒紧腰带捐输出来。政府现在发行

救国公债五万万元，相信最短期间内可以成功，

战争长久，继续发行长期低利的公债，财政可无

问题。最后谈到军火的接济问题。许多人说，日

本现从华北海口封锁到华南，军火的接济发生困

难，但照我所知，这是不大要紧的。凡是到过南

京的人，都知道南京有个兵工署是最完全最新式

的，兵工署管下的各地方兵工厂，设备都很好，

普通的军火，都能够自己大量的制造、只有一二

种重军器不能自造而已。中国现在所有的军火，

足以供给一个相当长久的应用，外国的接济，据

我所知，南北各地，有很多来源，继续源源接

济。前几天某外国军事观察家说：中国大概已经

得到一大笔新军器，不知是从何处而来，其实这

种不知从何而来的军器还多着呢，所以关于军火

也可以不成问题。 

总结来说：日本能打多少时候，国际能否帮

助中国，这些问题都可以不管，只要注意我们自

己的力量，即是由现在这种统一的民族，和这有

组织有训练之新国家，坚持下去，就好了。那

么，也许有人要说：对于第三点，你又未免太乐

观了，尤其关于军火的接济，万一各国实行中

立，外国的接济完全断绝，将如之何？这个关

键，全要看自己能坚持至什么程度，只要自己能

坚持，各国自然会说话，自然会有行动，不怕没

有人不帮助中国，并不是叫胡博士向美国多演演

说，哀哀求，就可以迫美国帮助中国加入战团

的，将来日本的海陆空军自会请美国加入战团

的。譬如上次美国加入欧战，并不是英法等国请

去的，而是由德国的军人，德国的潜艇所请去

的。只要我们能坚持长久，日本与外国缓缓起冲

突，如击伤英大使，搜查中立国轮船等等，各国

便不得不过问了。所以算命算来算去，是自己可

以有力量支持下去这一点最重要，不管日本能打

多久，不管国际能否帮助中国，只要中国能持

久，那时，日本内部便会发生问题，国际也便缓

缓会起变化，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载 1937 年 12 月 6 日《集美周刊》第 22 卷

第 11 期) 

 

（王建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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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早年的一组哲学论文摘要 

 

席云舒 
 

1914 年 6 月，胡适从康奈尔大学文学院毕业

后，9 月正式成为康大哲学系的研究生。与他一

起进入哲学系就读的，还有赵元任。康奈尔大学

的 “ 塞 基 哲 学 学 派 ” （ The Sage School of 

Philosophy ）主办有一份《哲学评论》（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双月刊，是 1892 年雅各

布·休曼（J. G. Schurman）就任康奈尔大学第三

任校长的时候创刊的，最初由休曼校长和克雷登

（ J. E. Creighton）教授共同主编，后来詹姆

斯·塞思（ James Seth）、欧内斯特·艾尔比

（Ernest Albee）等哲学教授也先后担任过该刊共

同主编，但克雷登始终是该刊的主编之一，1909

年以后直到 1924 年克雷登去世前，该刊皆由他

一人主编，他去世后才由《西方哲学史》的作者

弗兰克·梯利（Frank Thilly）接任主编。胡适曾

选修过克雷登、艾尔比和梯利的课，克雷登和梯

利对于胡适后来从康奈尔转学哥伦比亚大学还起

到过关键性的作用——他们拒绝了胡适 1915 年

的塞基哲学奖学金申请。 

《哲学评论》除刊登一些哲学名家的论文

外，每期还刊登一些书评、新书信息和大量研究

生的论文摘要。康大哲学系的教授们会在课上给

研究生布置一些近期出版的期刊论文要求学生选

读，这些论文目录都刊登在每期《哲学评论》的

最后几页，正式在册的研究生必须从本期或上期

目录中选取部分论文写一篇或几篇评论。从 1914

年 11 月出版的第 23 卷第 6 期起，胡适先后在该

刊发表了 10 篇哲学评论摘要，赵元任则发表了 9

篇。其中，胡适由于 1915 年 9 月便转学去了哥

伦比亚大学，他在《哲学评论》发表的评论摘要

截止到 1915 年 7 月（第 24 卷第 4 期）；而直到

1915 年年底，该刊每期都还刊登有赵元任的文

章。由于商务印书馆的《赵元任全集》还没有出

齐，已出版的各分卷中均未收录这些文章，我与 

 

负责《赵元任全集》出版项目的商务印书馆文史

编辑室陈洁主任核实后得知，该馆正在编辑的赵

元任文稿中也不包括这 9 篇文章，我已将赵元任

的文章交给陈洁主任，他们将补入《赵元任全

集》出版。 

现将胡适和赵元任在《哲学评论》发表的评

论摘要篇目抄录如下： 

Yuen R. Chao: Zur Begriffbestimmung 

und Analyse der Gefühle. Richard Müller-

Freienfels. Z. f. Psych., LXVIII, 3 and 4, 

pp.237-280.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ume XXIII. Number 6. Whole Number 138. 

November, 1914. pp.707-709.)  

Suh Hu: Der Begriff des Unstofflichen bei 

Aristoteles. A. Mager. Ar. f. G. Ph., XX, 4. 

pp.385-400. (In: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ume XXIII. Number 6. Whole Number 138. 

November, 1914. pp.709-710.) 

Suh Hu: Le temps en général el le temps 

Bergsonien en particulier. René de Saussure. Ar. 

de Ps., No. 55, pp.277-296.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ume XXIV. Number 

1. Whole Number 139. January, 1915. pp.118-

119.) 

Yuen R. Chao: 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Comtes u. Hegels: Ein Vergleich. F. Dittmann. V. 

f. w. Ph., XXXVIII, 3, pp.281-312.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ume XXIV. Number 

1. Whole Number 139. January, 1915. pp.119-

120.) 

Suh Hu: The Function and Scope of Social 

Philosophy. Harry Allen Overstreet. J. of Ph., 

Psy., and Sci. Meth., XI, 20, pp.533-543.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ume XXIV. 

Number 1. Whole Number 139. January, 1915. 

p.126.) 

Suh Hu: Sensation and Imagination. 

Bertrand Russell. The Monist, XXV, I, pp. 28-

44.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ume 

XXIV. Number 2. Whole Number 140.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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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p.226.) 

Yuen R. Chao: On Psychology as a 

Science of Selves. Josephine Nash Curtis. Am. J. 

Ps., XXVI, 1, pp.68-98.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ume XXIV. Number 2. Whole 

Number 140. March, 1915. p.227.) 

Yuen R. Chao: Nietzsche's Service to 

Christianity. Edwin Dodge Hard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heology, XVIII, 4, 

pp.545-552. (In: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ume XXIV. Number 2. Whole Number 140. 

March, 1915. p.230.) 

Suh Hu: The Vice of Modern Philosophy. 

W. H. Sheldon. J. of Ph., Psy., and Sci. Meth., 

XII, 1, pp.5-16.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ume XXIV. Number 2. Whole Number 140. 

March, 1915. p.233.) 

Suh Hu: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A. C. Armstrong. J. of Ph., Psy., and Sci. 

Moth., XII, 1, pp.17-22.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ume XXIV. Number 2. Whole 

Number 140. March, 1915. p.237.) 

Yuen R. Chao: Ueber den Begriff des 

Naturgesetzes. Bruno Bauch. Kantstudien, XIX, 

3, pp.303-307.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ume XXIV. Number 3. Whole Number 141. 

May, 1915. pp.344-345.) 

Suh Hu: Goethe und die spekulative 

Naturphilosophie. Carl Siegel. Kantstudien, 

XIX, 4, pp.488-496.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ume XXIV. Number 3. Whole 

Number 141. May, 1915. pp.345-346.) 

Suh Hu: On the Experience of Time. 

Bertrand Russell. The Monist, XXV, 2, pp.212-

233.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ume 

XXIV. Number 4. Whole Number 142. July, 

1915. pp.462-463.) 

Yuen R. Chao: A Revision of Imageless 

Thought. R. S. Woodworth. Psych. Rev., XXII, I, 

pp.1-27.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ume 

XXIV. Number 4. Whole Number 142. July, 

1915. pp.464-465.) 

Suh Hu: On the Meaning of Social 

Psychology. Robert H. Gault. The Monist, XXV, 

2, pp.255-260.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ume XXIV. Number 4. Whole Number 142. 

July, 1915. p.470.) 

Suh Hu: Justice and Progress. H. B. 

Alexander. J. of Ph., Psy., and Sci. Meth.,XII, 8, 

pp. 207-212.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ume XXIV. Number 4. Whole Number 142.. 

July, 1915. p.470.) 

Yuen R. Chao: Qu'est-ce que l’association? 

F. Paulhan. Rev. Ph., XL, 6, pp.473-504.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ume XXIV. 

Number 5. Whole Number 143. September, 

1915. pp.574-575.) 

Yuen R. Chao: The Logical-Analytic 

Method in Philosophy. Theodore De Laguna. J. 

of Ph., Psy., and Sci. Meth., XII, 17, pp.449-462.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ume XXIV. 

Number 6. Whole Number 144. November, 

1915. pp.682-683.) 

Yuen R. Chao: The Logic of Judgments of 

Practise. John Dewey. J. of Ph., Psy., and Sci. 

Meth., XII, 19, pp.505-523.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ume XXIV. Number 

6. Whole Number 144. November, 1915. 

pp.684-685.) 

 

胡适和赵元任在《哲学评论》上发表的这些

评论摘要，对于我们研究二人在康奈尔大学接受

的哲学教育以及他们思想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的

意义。蔡元培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

中所说的“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这些特

点，跟梯利《西方哲学史》的体例十分相似，很

难说胡适没有受梯利的影响。梯利的《西方哲学

史》至今仍是最杰出的西哲史中译本之一，影响

力并不逊色于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其客

观公正性远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罗素

的《西方哲学史》之上（史家治哲学史比哲学家

治哲学史要更为客观，这也是哲学史上颠扑不破

的规律），而梯利的《西方哲学史》1914 年在美

国出版时，正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念研究生的时

期。然而胡适《哲学史大纲》“导言”后面的

“参考书举要”里提到了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

程》，却只字未提梯利的《西方哲学史》，是否跟

当时负责康大哲学系审查塞基奖学金候选人的指

导委员会主席梯利教授拒绝了胡适 1915 年的奖

学金申请有关，则不得而知。胡适 1927 年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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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时曾给梯利教授写过一封长信，并请韦莲司

转达他对梯利教授的感念之情，他也收到了梯利

教授“一封很好的回信”，但他们 1927 年是否曾

在绮色佳见面，似已不可考。 

需要指出的是，康奈尔“塞基学派”的“新

唯心主义哲学”虽然与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

观点对立，康奈尔的“客观唯心论”坚持的仍是

传统形而上学的“原因论”，而杜威的“实验主

义”则是“效果论”哲学，二者思维向度不同，

研究方法也迥异，但《哲学评论》杂志却还刊登

过杜威的文章，如该刊 1915 年第 4 期卷首就是

杜威的 14 页长文 The Existence of the World as a 

Problem。当然，该刊同一年发表的批评杜威和

“实验主义”的文章及评论摘要则多达十余篇。

胡适这组评论并未涉及杜威哲学，或者说，他并

未跟康奈尔的老师和同学一道去批评杜威，也许

与他 1915 年 5 月 9 日日记里说的“今世‘实效主

义’（Pragmatism）之持论未尝无可取者……”有

关，作为康奈尔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他既不同

意“塞基学派”对杜威的批评，又不能跟自己的

老师们唱反调，所以就不如选择其他题目来做

了；如果他当时跟康大“塞基学派”一道批评过

杜威，那他日后是否还会转学哥大师从杜威，恐

怕就很难说了。 

这里先将胡适在《哲学评论》上发表的评论

摘要全部摘录如下，供学界师友研究参考。本拟

另作一文，讨论几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但文章刚

写一半，宋广波先生已几次催稿，只好匆匆草成

此篇，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教正。 

 

 

（席云舒，现供职于北京语言大学） 

 

克雷登主编《哲学评论》上胡适的论文摘要 
 

Der Begriff des Unstofflichen bei Aristoteles. A. 

Mager. Ar. f. G. Ph., XX, 4. PP. 385-400.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the 

'immaterial' is important for the reason that on it is 

erected the still more important concept of the 

spiritual. In the realm of crude matter, all movements 

and changes exhibit a kind of regularity which 

modern physics calls the law of inertia. In this 

capacity of inertia the ancients found the essence of 

materiality. The law is expressed in the familiar 

sentences: Quidquid movetur, ab alio movetur et 

movet aliud. The pre-Aristotelian thinkers, however, 

did not realize the inadequacy of this law when 

applied to the phenomena of life. To them the soul, 

which was commonly regarded as the origin of 

motion in the realm of life, was nothing but a body, 

more refined than the others, yet soluble into its 

primeval elements. Aristotle first remarked that, 

while movements obeying the law of inertia without 

exception point to materiality, those movements 

which partially deny that law suggest immateriality.  

 

In growth, we find the latter kind of movements.  

If we consider the movement, the purpose of 

nutrition, we shall find the peculiar fact that the 

mover and the  

moved, the nourisher and the nourished, are one and 

the same. Only the effect produced by the growth 

falls upon some external body. Thus the law of 

growth appears to be: Quod movetur, non ab alio 

movetur, sed solum mavet aliud. Plant life thus 

presents a kind of dualism, a combination of the 

material with the immaterial. That the plant has to 

procure nutrition from external source proves its 

materiality; but that the effect of nourishment, 

instead of passing over to a third body, comes back 

to the plant itself, shows the presence of something 

immaterial. Whatever brings back to itself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its activity is called by Aristotle "soul-

possessor." Its material side is the body; the 

immaterial side, the soul. 

 

Suh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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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temps en général el le temps Bergsonien en 

particulier. René de Saussure. Ar. de Ps., No. 55, pp. 

277-296. 

We may well agree with Bergson that our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are not quantities but qualities, and 

that they are not measurable but only perceptible. To 

this we may add that whatever is subjective is 

qualitative, and whatever is objective is quantitative. 

We cannot accept, however, Bergson's distinction 

between two kinds of time, between Time, which is a 

homogeneous and void medium of the order of pure 

quantity, and Duration, which is identical with our 

inner life and consequently heterogeneous and 

qualitative. If space is homogeneous, says Bergson, 

whatever is homogeneous must be space, for we 

cannot conceive two homogeneities. As a matter of 

fact, we do conceive time and space as two distinct 

and independent homogeneous mediums. For two 

homogeneous continuums ma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by the number of parameters upon which they 

depend. Space is a tridimensional medium, while the 

structure of time depends upon a single parameter. It 

is true that we measure time by a spatial 

displacement, but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 

measurable time is space. It is natural to measure 

time by means of movement, because movement 

implies both duration and extension. But time and 

movement are not identical things: movement is a 

spatial change, while time is a change of any kind, 

and may be measured by any regular change, for 

example, by a change of color. There is no re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o-called spatialized time 

(quantitative) and real time (qualitative). There are 

not two kinds of time, any more than there are two 

kinds of space. Time is only qualitative or 

quantitative according as we look at it from the 

subjective or the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It is 

concrete or abstract according as we place it in 

reality or in intellection. Bergson identifies the real 

time with the succession of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and concludes that it is a qualitative and 

heterogeneous multiplicity. But time is no conscious 

reality by itself. Time can only be the "basis on 

which our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detach 

themselves." And that basis can only be 

homogeneous, neuter, and grisâtre. What are 

heterogeneous are the facts of consciousness. But 

time itself (the actual moment) is one and the same 

individuality present everywhere, in all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and in all things.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time is God. Duration, says Bergson, signifies 

invention, creation of forms, continuous elaboration 

of the absolutely new. If this sentence means 

anything at all, it can only mean that time is the 

universal principle which has created and is still 

creating the world. In this sense, the term "creative 

evolution," as employed by Bergson, is fully justified. 

 

Suh Hu. 

 

 

The Function and Scope of Social Philosophy. Harry 

Allen Overstreet. J. of Ph., Psy., and Sci. Meth., XI, 

20, pp. 533-543. 

Modern philosophy in its regnant aspect has been 

an exceedingly one-sided affair, confining its 

function to the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s 

employed by the mathematics-natural sciences. A 

new direction is now imminent. Philosophy must be 

the comprehensive critique of the concepts of all 

social sciences. The task of social philosophy is, first, 

to examine the intended scope of the concepts 

employed by a particular science; second,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in the elaboration of these 

concepts that science passes unconsciously beyond 

the intended scope; and, third, to find out what 

relation the special meanings assigned bear to the 

meanings which these concepts yield when they are 

regarded from a point of view which is thoroughly 

comprehensiv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se social 

concepts is one which the social philosopher must 

himself effect. His first task is to make an inven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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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master concep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o 

arrange them in some manner of organic relationship. 

Tentatively speaking, these master concepts are (1) 

work, (2) sex-life, (3) aesthetic enjoyment, (4) 

knowledge, (5) government, and (6) the good. A 

social philosophy, then, properly begins as a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and proceeds to the 

elaboration of philosophies of sex-life, of aesthetics,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of law and government, 

and, finally, of ethics and religion. 

 

Suh Hu. 

 

 

Sensation and Imagination. Bertrand Russell. The 

Monist, XXV, I, pp. 28-44.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nsation and imagination 

is a difference, not in the object, but in the relation. 

Sometimes, though rarely, their objects may be 

identical, and still they are intrinsically 

distinguishable. Different relations to objects are 

involved in the two cases. In sensation the object is 

given as 'now,' i. e., as simultaneous with the subject, 

whereas in imagination the object is given without 

any temporal relation to the subject, i. e., to the 

present time. Whatever time-relation may exist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imagined, no 

time-relation is implied by the fact that the imagining 

occurs. This theory accounts for what is called the 

'unreality' of things merely imagined. This unreality 

consists in their absence of date, which will also 

explain fully their irrelevance to physics. This theory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nsation and imagination, 

according to our author, is more adequate than the 

other theories. First, the difference in causal relation 

to stimulus presupposes a knowledge of external 

reality, and theories of our knowledge of external 

reality generally rely on sensation to the exclusion of 

imagination. Secondly, the theory that images can be 

called up at will, in a way in which objects of sense 

cannot be called up, is also inadequate: our 

imaginations are also limited by our imaginative 

powers. Thirdly, the difference in force and vividness 

fails when we think of the powerful, compelling 

images which a strong emotion often brings with it. 

Lastly, those who attempt to distinguish sensations 

from images by the belief in their 'reality,' forget that 

this difference in respect of their reality must be 

derivative from some other simpler difference, --

from the difference in the relation to objects. Dreams 

and hallucinations are to be classed mainly, though 

not wholly, with images. 

 

Suh Hu. 

 

 

The Vice of Modern Philosophy. W. H. Sheldon. J. of 

Ph., Psy., and Sci. Meth., XII, 1, pp. 5-16. 

The right way to ascertain what is the true 

philosophical problem is to ask, What do men want, 

that they philosophize? The needs of men may be 

grouped under the heads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Well-being. Knowledge, being more inclusive, is the 

higher good of the two.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pursuits may be subdivided into the special branches 

of science, on one hand, and the all-inclusive 

philosophy, on the other. Philosophy represents the 

consummation of a progress in which each science is 

a stage. Such a knowledge, gratifying most fully the 

contemplative instinct, must also tend to promote the 

gratification of the other great instinct, that for 

practical welfare. This being the true philosophical 

problem, modern philosophy has fallen short of it, 

because the present systems have set aside that 

inclusiveness to which the superlative worth of 

philosophy is due. This failure may happen in either 

of two ways. First, a principle might be discovered to 

hold of the universe as a whole, which by its very 

nature could not, in any time, place, or circumstance, 

be turned to practical account. Secondly, a principle 

might be discovered which could not help to account 

for the specific character of any particular 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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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n to science. The kind of principle which 

excludes the satisfaction of other than contemplative 

needs cannot rightly be termed a philosophical 

principle. Nor can we call a principle genuinely 

philosophical, which cannot account for the specific 

character of things; for the superior value of 

philosophy over science lies in that it is broader than 

science, but it is not broader if it leaves out what the 

sciences contain. The ' schools ' of present-day 

philosophy, it is contended, do for the most part 

announce just such intellectually and practically 

barren principles as described above. Not all their 

doctrines are such, of course; but the ones that are 

noticed, fought over, defended, and attacked most 

ardently, are in the main quite sterile. (Here follow 

the author's indictments against the various schools.) 

It is as if one, consumed by thirst, were offered an 

empty goblet, elaborately carved and of exquisite 

workmanship. He may, if his thirst permit, 

contemplate the goblet, and argue with friends over 

its proper description; as the dispute waxes hotter, he 

may even forget his thirst. This way has modern 

philosophy gone. The human race has need of a 

knowledge which philosophy alone is capable of 

giving but which it has not even attempted to furnish.  

 

Suh Hu.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A. C. 

Armstrong. J. of Ph., Psy., and Sci. Moth., XII, 1, pp. 

17-22. 

Many thinkers hold that the morality of nations is 

identical with the ethics of individual life. Closer 

examination, however, shows that the matter is not 

so simple. Aside from certain practical difficulties 

which arise from the backwardness of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morality, the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 is, Can the analogy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nations ever be made complete? The 

collective characte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ten 

gives rise to a kind of obligation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between individuals. Just as the head of a family 

may have certain duties which he might avoid, were 

he free from the family tie, so when a nation is in 

peril, the government may adopt every measure for 

its protection which may not be allowable between 

individuals. The representative character of the body 

politic further enhances the difference: a sovereign, a 

citizen, or even a flag, represents sovereignty and 

demands protection and respect. Disregard for these 

symbols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may lead to war. 

Thus, in point of devotion to duty, in loyalty to 

principles established, in fidelity to obligations 

assumed, in respect for the right of others, 

international morality must be raised to the same 

level as ethics in their personal form. This is the goal 

toward which moral evolution tends. 

 

Suh Hu. 

 

 

Goethe und die spekulative Naturphilosophie. Carl 

Siegel. Kantstudien, XIX, 4, pp. 488-496. 

Fichte holds that all nature is product of the 

activity of consciousness. Schelling is not satisfied 

with this view, and expects to find the principles of 

that activity reflected in objective nature. He finds 

the principle of triple gradation in the formless, the 

crystal and the organic bodies, in the lives of the 

plant, the animal, and the human being, in vegetation, 

irritability and finally consciousness. He also finds 

the principle of polarity in the phenomena of 

electricity, magnetism, optics, chemism and biology. 

Proceeding with a wholly different method, Goethe 

arrives at the same result, namely, that polarity and 

potency (Potenzierung) are the 'driving-wheels of 

nature.' Goethe stood in personal relation to 

Schelling, and his "Metamorphosis of Plants" and his 

first work on optics which had appeared when 

Schelling was only 15 and 16 years old, were of no 

little significance to the Romanticist, whose 



胡适研究通讯   2015 年第 2 期 

11 

philosophy of nature, we may well say, is in a sense 

an attempt to vindicate Goethe's views of nature by 

means of Fichte's theory of knowledge. These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e,--polarity and potency,--play 

an important r61e in Goethe's various scientific 

studies, especially in his optics. His study of the art 

of painting led to his discovery of the law of the 

antithetic relation between the warm and cold colors. 

This law, which is a law of color sensations, is, 

according to him, also valid for the objective world 

of colors. The idea of potency finds expression in 

Goethe's conception of a universal type ascending by 

metamorphosis and pervading the whole organic 

order. This universal type, according to him, is not 

only an instrumental scheme for classification and 

comparison, but also the model after which nature 

forms her manifold organisms. Here again Goethe 

draws no dividing line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objective reality of nature. Thus we may say that 

Goethe unconsciously did what Fichte and especially 

Schelling consciously sought to do: namely, to 

extend to objective reality the categories of the Ego. 

 

Suh Hu. 

 

 

On the Experience of Time. Bertrand Russell. The 

Monist, XXV, 2, pp. 212-233. 

This article contains an exposition of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and propositions. Definitions: 

(1) Sensation is a certain relat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involving a kind of acquaintance with 

particulars which enables us to know that they are at 

the present time. (2) Sense-data belonging to one 

(momentary) total experience are said to be present 

to their subject in the experience in which they are 

objects. (3) Simultaneity is a relation among entities, 

which holds between objects present to a given 

subject in a single experience. (4) Now means 

"simultaneous with this," where 'this' is an object of 

sensation of which I am aware. (5) The present time 

is a class of all entities that are now. (6) Immediate 

memory is a relation which we have to an object 

which has been a sense-datum, but is now felt as past, 

though still given in acquaintance. (7) Succession is 

a relation which may hold between two parts of a 

sensation; it may be immediately experienced, and 

extended by inference to cases where one or both of 

the terms of the relation are not present. (8) Of two 

events succeeding each other, the first is called 

earlier and the second later. (9) An event which is 

earlier than the whole of the present is called past, 

and an event which is later than the whole of the 

present is called future. Propositions: (A) 

Simultaneity and succession both give rise to 

transitive relations, while simultaneity is 

symmetrical, and succession asymmetrical, or at 

least gives rise to an asymmetrical relation denned in 

terms of it. This proposition is requir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hysical time-series. (B) What is 

remembered is past. (C) When a change is 

immediately experienced in sensation, parts of the 

present are earlier than other parts. (D) If a, b, and c 

succeed each other rapidly, a and b may be parts of 

one sensation, and likewise b and c, while a and c 

are not parts of one sensation, but a is remembered 

when c is present in sensation. Thus the relation of 

"belonging to the same present" is not transitive. The 

last three propositions are chiefly concerned with 

mental time. 

 

Suh Hu. 

 

 

On the Meaning of Social Psychology. Robert H. 

Gault. The Monist, XXV, 2, pp. 255-260. 

Social psychology studies the social behavior of 

human beings, i. e., the interactions or adjustments 

that occur among men and women and children, not 

excluding the more or less automatic social habits 

which were of conscious origins. Social psychology 

implies a social consciousness, by which is me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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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aspect of human consciousness in which one 

takes cognizance of one's relations to others; in 

which one voluntarily seeks to control another's 

reactions; in which one anticipates one's reaction to 

the possible behavior of others; in which one makes 

adjustment to an ideal; and finally in which one 

responds to what "everybody else is doing." This 

social consciousness may lapse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automatization, and may also be intensified by 

appropriate reaction. Social psychology is also 

interested in the sense of social unity, which has its 

basis in the sense of one's own personal identity and 

is condition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kind. Social 

psychology discusses the means by which to bring 

about those reactions appropriate to the environment, 

and also the processes by which old forms of 

adjustment are replaced by new ones. 

 

Suh Hu. 

 

 

Justice and Progress. H. B. Alexander. J. of Ph., Psy., 

and Sci. Meth.,XII, 8, pp. 207-212. 

The conception of justice is grounded in the 

compromise of conflicting ends. Accordingly the 

adjudications in which justice finds its expression are 

adjudications of ends and aims. The whole idea falls 

within the domain of teleology, and clearly 

its  interpretation must be teleological. The teleology 

of which justice is the form, however, is not of the 

simple and elegant philosophical type. Rather, its 

progressions are by jolts and hitches: it is a fumbler 

in the dark after the true way. The sanction of rights 

is reason. This justicial reason must be teleological in 

form; must define practicable ends; and must 

recognize that all proper desire is for the good. These 

axioms of the justicial reason rest up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at law in human institutions 

is an expression of faith in the indefinite melioration 

of man's nature, in his progress towards perfection. 

Justice finds its fundamental sanction in the 

assumption of human progress. The advance of the 

procedure of justice, like the advance in natural 

science, has been made only by the method of trial 

and error. Particular applications of justice are the 

consequence of particular hypotheses. This 

assumption of human progress is to moral science 

what the law of uniformity it so natural science. 

Justice may be defined, in a more individual sense, 

as "the individual's equity in human progress," a 

definition which will be found not unfruitful as a 

principle of legislation. 

 

Suh Hu. 

 

（席云舒整理） 

 
胡适君 

 
（日本）鹤见祐辅著 

 
编者按：此处发表的《胡适君》等 3 篇译文，是由欧阳哲生教授搜集并请人翻译的。 

 

“所谓儒教在中国已死。” 

胡适君仿佛若无其事、与己无关地说道。而

我却不禁愕然。 

说话的地方是位于北京城北后门内钟鼓楼胡

适君的居所，时值大正十一年（1922）五月初。 

夏日早至的北京城已到了穿着夹衣亦会微微 

 

出汗的时节。窄巷深处胡适君的宅前好像有一株

大槐树，嫩绿的枝桠丰茂交错，一匹白马静卧在

树荫下。跨过前门稍向左折，穿过第二道门是一

扇常见的绘有安宅辟邪纹样的木门，其后是一进

石砌的中庭，其四面是单层的中式房屋，其中一

间便是胡适君的书斋，又看似会客室。听到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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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步声，屋主胡适君边用右手撩起会客室的门帘

边说“请进”。那是我第一次目睹现代中国新兴

文学革命运动的明星胡适君的风姿。古老的中国

大地上掀起的那场新运动，带给邻国的深深触动

已不必在此赘述。亦不必赘语我等是以一种怎样

的期待去注视立于拍岸惊涛浪尖的年轻人那飒爽

的英姿。一切冷嘲着观望新运动之人的存在也许

反倒激励了文学革命运动的同情者。 

我常常想，要观察某一运动的真面目，与其

解读运动本身产出的大量文献，莫如去见识一下

那场革命的指导者。于是我亦计划借此次中国旅

行之机，见见分处于各地的可谓现代中国动力之

人。胡适君当属其中一人。 

着一身灰色的传统便装，穿着一双黑绸子面

的中式鞋子，微笑着站在那，这便是我眼前的胡

适君，加上这白皙的面容，那一瞬我更加感到他

蓬勃的朝气。身材略显瘦削，白皙的面容又泛着

一种东方人特有的白色，精干的短发，嘴边蓄着

短须。尤其是那清澄黝黑的双眸、浓密的眉毛使

得整张面庞变得生动起来。而且没有任何神气十

足的距离感，倒是让人觉得甚是亲近。看上去比

吉野博士稍显年轻，与十年前的鸠山秀夫1
君十分

相像。 

入口室的右侧是胡适君的书斋，东道主的佐

藤汎爱君与我并排坐在了椅子上。主人随意地坐

在对面的一张简陋的睡榻上，开始用流利的英语

交谈。在这个狭小的房间，以中文书为主的各种

书籍堆满了整个书架。书桌上杂乱无章，似乎在

讲述着主人多种工作的忙碌。 

“由于这次要推出《努力》这一新的周刊杂

志，所以昨夜（星期六）因编辑的事情一直忙到

很晚。发行数量也不是很大，但在中国这样的销

量算是好的。不仅是北京，也发行到地方上。我

们运动的反响除了北京，从四川省、甘肃省也有

反馈。” 

其后胡适君说起文学革命，我忽然想到伦敦

见到柯尔2
一事。 

前年在伦敦见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巨擘、世

界闻名的柯尔君时，我感到一种强烈的羞耻感。

当时卅二岁的柯尔君已积累了如此的修养及思

考，使其看上去远比其年龄显得老成。如今眼前

的胡适君云淡风轻地谈笑，朝气十足，看上去还

不到三十，却已经发表《中国哲学史》这样的大

作。当然，维新前后的日本人中亦有更年少时便

已成就一家之说且造诣深厚者。与其相比，今日

之吾辈痛感腹中无物，实应羞愧自省。 

然后胡适君又说起以北京的国立大学为中心

掀起新运动之概要，并围绕如下几条做了解释：

（一）国语改良问题，即所谓白话文运动；

（二）新思想运动，即日语中的文化运动；

（三）社会主义运动；（四）反宗教运动。于是

我谈起了困扰自己的两个问题。 

“根据勃兰特3
的著作的话……” 

众人默不作声，胡适君答曰： 

“应该停止去读勃兰特的书，那全是谬误。

上次勃兰特来中国的时候竟宣称‘我是为了证实

我的理论而来’。来到外国根本不提‘为研究而

来’却说是为了弄清自己的学说而来，这岂不是

荒谬绝伦。” 

他一扫一贯的冷静，慷慨激昂起来。可是我完

全不理会地重复着“根据勃兰特的著作的话”。 

“支那所有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口问题。作为

支那弊病被各国所指摘的支那人的金钱欲，是因

人口过多的国家持续不断的生存竞争所致之恶

果。人口之增加不会停止，正如今日之支那家族

制度依然存在一般。因此，你的新运动若不触及

这个人口问题以及家族制度问题的根本，恐怕是

不行的。” 

“中国的家族制度已经在开始崩塌。” 

这是胡适君抛出的令人震惊的第一个论点。 

“在我的老家安徽省，族人已经开始离乡，

这不仅限于安徽省一处。个人主义的影响已使家

族制度开始崩塌，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因此，

家族制度已经不能成为未来中国新运动的障碍。” 

胡适君斩钉截铁地说道，他毕竟是十分直率

之人，这也许是其性情所致，或许又是美国教育

的馈赠。众所周知胡适君乃支那名门儒家之后，

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就读，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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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得博士学位。 

我的第二个问题便是关于儒教的：在等级意

识强烈的儒教教义盛行的支那，是否能实现以四

民平等为基本方针的共和制度？想来这也是困扰

我多年的一个疑问。 

“即便如此，家族制度的思想不是中国强大

的思想势力的儒教之根本吗？在儒教教义依然存

在的支那，如何去摧毁家族制度呢？” 

此时的胡适抛出了第二个令人震惊的论断。 

“所谓儒教在中国已死。” 

当我听到胡适君这一大胆论断时，一段十一

年前的记忆忽然掠过我的脑海，而且恰似昨天刚

发生般地鲜活。 

那是十一年前的事。 

一九一一年秋，我在美国费城郊外一个名叫

威尔特的小镇，第一次听到武昌发生中国革命的

报道。那年三月到北京时还曾感到满洲朝廷的统

治坚如磐石。我当时对中国的暗流全然不知，黎

元洪将军（知晓“黎元洪”及识得这个汉语名字

完全是其后很久的事）究竟进攻至何处？也只是

怀着一颗对待传奇小说般的好奇心，远远地关注

着事态的进展。然而，从烟灰缸出来的烟蒂之火

亦可瞬间成为燎原的野火，战火已经烧至长江一

带。整个事件犹如电影般不断发展。就连英文报

纸的电报栏中也陆续出现了一些我所知晓的人

名，袁世凯、孙逸仙投身于革命的烈火中。清朝

的幼帝——在美国的报纸上被可怜地冠以“Baby 

Emperor”之名，因而博得了很多妇女同情的宣

统皇帝——好像从火车上下来的旅行者般，飘飘

然地就从那宝座上下来了。 

通过美国报纸了解到这一迅猛发展的事件的

经过时，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疑问：“在儒

教的传统中成长的支那人能实现民主政治吗？”

那好比晴朗的夏空中飘过的一片白云，忽地浮现

又忽地飘逝了。已经过了十一年，原本以为自己

就那样忘记了。 

胡适君的这句话又让我瞬间想起了那件事。

我一边盯着胡适君，一边不由得大叫道：“这论

断真是令人振聋发聩。” 

可他本人并未觉得这是什么大论断，微笑着

说： 

“关于这个结论的解释，下周日拜访时再慢

慢聊吧！” 

其后数日，胡适君造访了我住的旅馆。他是

来赴约的，是来同我详叙“儒教之死”的。 

那是一个平静的周日，依旧身着一身中式服

装的胡适君闲适地坐在沙发上，开始聊了起来。 

“我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千百年来一直统治

中国人思想的孔教竟那样轻而易举地灭亡了。” 

胡适回答道： 

“儒教完全控制了中国人的思想这一想法本

就不对。支配中国人思想的除了儒教之外还必须

算上老庄之说、禅宗之思想。那是中国人思想界

的理想主义。”胡适君拿起铅笔，写下老子、庄

子，并划了一道竖线，在旁边又写下了禅字，并

在这三者下面划了一道横线，写上自然主义。 

极其漂亮的笔迹。本来老庄、禅宗称为理想

主义，而儒教称为自然主义。当然此自然主义同

文学上所指的狭义的自然主义是不同的。 

“那么说到儒教，儒教到底是什么呢？可以

说是孔教。好，那么所谓儒教中有多少是孔教的

东西呢？首先我们按顺序来梳理一下他的著述。

先看五经中的第一经《诗经》，这算不上什么孔

教之经，只不过是集了古人的东西而已。《易

经》，这不过仅仅是阐述了定义，附加上了形而

上的理论而已。《书经》，其古文是伪经，其今文

亦多为伪造，今文只有二十八篇是他所撰（我已

不大记得他对于《书经》的论述）。接下来是

《春秋》，这不过仅仅是一本史书，而且满是矛

盾不通之处。《礼记》，汉代成书。其后所谓“四

书”、《大学》以及《中庸》，不过是编辑整理的

东西。《论语》也不就仅仅是断篇似的道德和常

识吗？而且其中有十六篇是伪文。《孟子》，自然

同孔子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如此来看，若说是孔

子之教义感化天下，其具体内容到底为何物？” 

“可是”，我打断他的发言问道：“我理解了

您对孔子教义的观点。但您不能否认孔子的人格

感化了当时，影响到后世这一事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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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人格中的哪一部分感化了后世？我本

人并不否认基督的人格感化了后世。首先，可数

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大事，仅此一件便可留

给后世一种神秘的感化。孔子一生中并无一件让

人觉得如此深刻且神秘的感化人之事。” 

“但是您不能否认孔子感化了三千弟子这一

（似乎是少了“事实”）吧。” 

“说到弟子，所谓弟子是何人？哪一个弟子

受到何种感化，又将什么传于后世了？颜回？颜

回做了何事？只能说颜回贫困至极，能说他有何

感化之事？”胡适君一改儒雅之风，一一反驳，

又拿起笔写下“一、命运—知足；二、果报；

三、道家之报应。” 

“这才是统治着中国人的思想。”言毕，又

一一做以详解。 

以上是胡适君所言之梗概。但是，我对儒教

没有任何科学研究，关于那段记述也许不能完全

表达胡适君的原意。只是在儒教全盛的支那——

与胡适君的言论无关，仅是我如此思考——他

（如）此大胆地率直地否定儒教以及孔子的权

威，我被这位年轻的偶像破坏论者的热情所感动

了。说到底，以国权即军权和财力将一种哲学或 

者宗教强加于普通百姓是一种卑劣的做法。自汉

武帝以来,在国权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儒教在今

日支那成了被大家自由地毫无忌惮地批驳的靶

子，这也得益于中国统治阶层纲纪废弛，就好比

在中世纪的暗黑时代，欧洲真正的文明兴起一

般，支那的动乱亦有可能成为支那思想发展上的

恩惠。如果儒教本身有着极强的生命力，那便能

极其容易地经得住这场批判，凭借自身之力苏醒

复活。 

 

（译自鹤见祐辅著：《坛上・纸上・街上的人》

第四篇《支那大陆的人们》二五《偶像崩塌之漩

涡》,东京：大日本雄辩会发行大正十五年

（1926）十一月五日印刷） 

 

 

翻译者：蒋云斗（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

院讲师）、崔学森（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1.译者注：鸠山秀夫 ,1884～1946，日本近现代民法学

家，著有《债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日本债法各论》、

《日本民法总论》等。 
2. 译者注：G.D.H.Cole,，1890- 1959.。基尔特社会主义运

动创始人之一，是工党著名的理论家。 
3. 译者注；Willy Brandt ，1913—1992。德国政治家，

1969 年—1974 年任西德总理。 

 
《四十自述》再版后记 

 

（日本）吉川幸次郎著 
 

七年前翻译的此书得以再版，身为译者，我

倍感快慰。 

重读此书，感觉某些地方若是如今则不会如

此翻译。但是，除词不达意之处，几乎未作删

改。因为身为支那语学者，我对七年前的这一翻

译尚未感到太多不满。修改之处如下：第一章

“彼が本を読みたがらなかったのも、無理なら

ぬ次第である”1（全集 355 页）中，初版用了

“無理からぬ”，该词是不甚文雅的日语，更为

文雅的当然是“無理ならぬ”。此处修改受益于 

落合太郎先生的指教。另外，序幕的结尾处有 

 

“旌徳ノ新橋ニ宿ス”（全集 347 页），当时使用

的原本中“桥”字缺失，故语义不明，初版中已

附记说明。经武田泰淳君指教，业已澄清。各位

读者如此仔细地阅读我的拙劣文字，实属荣幸之

至。 

另外，关于此书翻译时所取的态度，在收入

拙作《支那》（1946 年，秋田屋版）中的《致竹

内好书简》（全集 17 卷 515 页以后）和《支那语

及其翻译》（同上，508 页）中均有所提及。为避

免繁琐，此处不予摘录，但如蒙参照，实为译者

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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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据最近由北平回国的江实君所言，著

者胡适氏于战争结束后，结束了多年的美国生

活，即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已在返航船中。 

 

 

昭和二十一年（1946）六月十七日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养德社《养德丛书》1008） 

（崔学森译，李芳<大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校

译） 

 

                                                             
1. “他不想读书，也不无道理”。 

胡适——《其时其人》补遗 
 

（日本）吉川幸次郎著 
 

上 

 

胡适自传《四十自述》由我翻译出版，是在

昭和十五年（1940）。当时，我尚未结识此人。

卢沟桥事变三年后，此人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

使，根本无缘相识。 

在此之前，我有机会见过此人。翻译此书十

几年前，应该是在昭和二年（1927）秋，我刚刚

从京都大学毕业，就读研究生。此人当时还不是

驻美大使，但好像频繁往来于中美之间。归国途

中，在京都落脚，访问狩野直喜博士以表敬意，

时在狩野氏京都大学退休前不久。或许因胡氏来

访，当时召 了临时支那学会，胡氏做了演讲。 

我当时较为保守。胡适将过去的文学置于自

己的理论框架之内，仅凭《三国》、《水浒》是用

口语写成就予以尊崇，对其他大部分文学，因其

为文言而视为一文不值。我对身为“文学革命”理

论家的胡适和当时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所采取的

这种鲜明态度感到不满。而且，我感到所谓“整

理国故”的主张——将中国过去的文明如列索引一

般重新排列——好像将峡谷的风景湮没在水库

中，而我所喜爱的是峡谷的风景本身。而且，我

的指导教师狩野博士的指导方针是，在其湮没之

前要热爱它，要仔细思考其中的韵味。与其说我

遵从老师的方针，莫如说我热爱这一方针。 

记得当天演讲会在友乐会馆楼上大厅举行，

我迟到了。听众人数不少，正面后排坐着狩野博 

士，少见地穿着和服，一旁是身着西装的铃木虎 

 

雄博士。胡适氏站立演讲，不久，在黑板上写下

“虏学”两个大字。这两字在当时的日本学界和中

国学界，意味着前沿学术之一——周边民族研

究。胡氏说，那虽然是西方学者 拓者的“虏

学”，但只研究这些可不行，必须更好地研究中

国本身，所幸京都这里有这方面的顶尖学者。胡

适指着狩野和铃木二氏，对场下听众说：你们为

何不多向这些先生请教呢？当时，数十名在京都

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在场，虽为听众，却反驳

了胡适。从会场留学生座席方向响起了嘈杂声，

夹杂着苦笑。 

这一部分演讲用的大概是汉语，因为我记得

胡适氏将“虏学”发音为“luxue”。仓石武四郎副教

授致闭会词，说今天胡先生的演讲，用的不是汉

语，而是英语，是因为听众汉语能力不足，这凸

显出我国学界的落后。这是当时的实情，确实包

含这些意思。因为迟到，我没有听到演讲的前

半，大概前半使用了英语。昭和二年（1927）我

虚岁二十四岁，出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的胡

氏三十七岁，尚未撰写《四十自述》。胡适身着

茶色西服，与中国新文明的领袖身份相称。 

次年起，我在北京留学三年，但一直无缘见

到此人。北伐成功后不久，国立北京大学的教师

几乎均为浙江人，胡氏是安徽人，被排挤在外，

置身于上海。胡氏曾一度来京，同为留学生的仓

石氏拜访过他，我没有同行，是因为生病之故。 

回国后，我进入东方文化学院工作不久，有

一段时间研究所举行汉语讲座，我担任讲师。教

材使用了《四十自述》，并将其翻译。如翻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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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所示，当时中国的新文化人物，与此人类似，

多为前清士大夫子弟，这一传记是典型写照。而

且，中国式的无神论根植于民族传统，这与日本

人轻率的预想相反。传记反应出这一点，这也是

翻译的动机，但更主要的动机则是为了我自身的

语言练习。 

 

中 

 

实际上，我通过翻译胡适氏的自传《四十自

述》，注意到汉语中某些普遍或看似普遍的现

象。例如，第一人称主语“我”，在汉语中的添加

比日语中添加第一人称更为频繁。 

我那时读杜甫的五言侓诗最多，所以我做的

五律颇受他的影响。七言律诗，我觉得没有一首

能满意的，所以我做了几首之后就不做了。现在

我把我在那时做的诗抄录在这里。…… 

私はその頃、杜甫の五言律詩を一番沢山読

んでいたので、私が作った五言律は、かなり彼

の影響を受けている。七言律詩は一首も意に満

ちたものが出来ぬ気がしたので、私は何首か作

った上でやめにした。これから私は、私がその

頃作った詩を、幾つかを抜書きすることにす

る。……（全集本卷，410 页） 

不到二十岁的胡氏回忆了在上海中国公学热

衷于创作旧体诗。前节为我的译文，原文中“我”

字竟然出现六次，我的译文也将其逐一译出。然

而，这些“我”字，与日语中的“私”类似，在汉语

中也可以省略，即因表达意思已充分，未必需要

这些字。之所以逐一添加其中，或许与著者精通

英语有关。换言之，英语为了使句子成立，主语

必不可少，或许胡适受到了英语习惯的影响。但

是，原因或许不仅如此。可以省略的“我”字如此

之多，与其说是为使文章的意思完整，莫如说是

为使文章的节奏感更强。 

如果仔细观察，不仅胡适氏的文章如此。在

日常会话中，与日本人说“ワタクシ（我——笔

者）”的频度相比，中国人说“我”的频度更高。

正如刚才举的“ワタクシ”一例，日语单词以多

音节为原则，而汉语单词则以单音节为原则，如

“wo”1字。因此，为使每句话有每句话的长度和

节奏感，“wo”的添加不得不比“ワタクシ”更为

频繁。 

从这一点来看，我斗胆推测：“我”字无疑

是第一人称代词，但同时其置于句首，引出下

文，因此，或许也是一个“发语词”。 

我想更加斗胆推测，不仅汉语如此，诸如

“I”、“ich”、“je”和日语中的古语“ア”之类最为简

单的音声语，不管在哪门语言中，只要作为第一

人称代词使用，或许均同时具有使句子增加节奏

感的发语词的性质。它们不仅用来限定和强调行

为主体，还有无意中脱口而出的附加语的性质。

从事物产生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让我们再回到

汉语中，《诗经》中频繁出现“言”字，有时训读为

“ワレ（我——笔者）”，有时训读为“ココニ（这

里——笔者）”，而且多数情况下训读为两者均可，

这是不是含有上述的意味呢？ 

这一大胆的想法尚未形成成熟的学说，也未

在哪里发表。现在我一直抱有的这种想法，就源自

翻译这本书。另外，总是将“这”和“那”机械地译成

“これ”、“それ”、“この”、“あの”，有时会有不妥

之处。在表达指示的概念时，两国语言也多少有所

差异。也是翻译此书时，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翻译出版是在昭和十五年（1940）春。竹内

好对日语翻译提出批评，译文着实拙劣，但并无

误译之处。我回信说仅有两处翻译拿捏不准。来

往的书信和文章见于竹内氏等人的杂志《中国文

学》。（全集 17 卷）但无法向处于交战状态国家

的驻美大使寄送译文，拿捏不准的两处译文便无

法释疑。 

我与此人初次会面，是十四年之后的昭和二

十九年（1954）春季，四月初的某日深夜，在太

平洋的孤岛威克岛上，一个堪称二十世纪鬼界岛

的奇妙空间。 

 

下 

 

昭和二十九年（1954）春季四月上旬某日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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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联合国军解除日本占领不满三年，日航美国

航线作为首条国外航线已经通航，我作为美国国

务院招待的客人，从羽田机场搭乘 PAA（泛美）

航空的飞机，当时还不是喷气式飞机。飞机迟迟

未能起飞。 

春天的暮色徐徐浸透机场，前来送行的三好

达治拉着当时是中学生的我的女儿的手，站在围

栏外面说道：“空港有点奇怪”。为出国的人送

行，我们的一般印象是在海港。像大海波涛般漂

浮着的东西，这里一样也没有，螺旋桨干裂的轰

鸣声更煞风景。我说，这恰似没有美酒的宴席

啊！这散文式的比喻得到了诗人（三好达治——

笔者）的赞同。 

登机是在暮色完全退去之后，我也跟首次乘

飞机的人一样，非常不安。巴顿·华兹生听说我要

去美国，便说一起坐船去吧。得知我乘飞机时，

他瞪大眼睛说：“Oh，you fly！” 当时就是这样一

个时代。机场的绿色引航灯在斜下方渐渐远去，

仪表堂堂的乘务员演示救生衣的穿戴方法之后，

端上了咖啡，同时附带塑料包装的砂糖，这在当

时的日本比较罕见。另外，飞机遭遇了暴风，初

次搭乘的飞机左右摇晃，嘎吱作响。 

胡适氏也乘同一飞机，这是出发前前来送行

的朝日新闻出版局的所武男君告诉我的。斜前方

的座位上，一位头发斑白、身穿藏蓝色西装的绅

士，跟三个中国青年人坐在一起。确实是胡氏其

人。 

螺旋桨飞机中途首先要在威克岛小憩。飞机

顶着风暴下降，等到绿色引航灯掠过视线，乘客

在孤岛的临时建筑里喝着机组提供的菠萝果汁，

度过了一小时。深夜的珊瑚礁散发着腥味，惟有

电灯的强光反衬出向周围蔓延的黑暗的巨大。在

这里，我向胡氏递去名片，可谓是奇遇。 

胡氏说着“哦，吉川先生”，握住了我的手，

他已经知道我翻译了《四十自述》。而且，我提

起在《元杂剧研究》中，探讨杂剧作者的年代时

引用了胡氏之说，胡氏也说知道。他不愧为大学

者。中国学者一般不关心外国学者尤其是日本人

的工作。而且，当时在战败国民和胜利者中国人

之间，容易产生距离感。 

飞机在威克岛久未起飞，身着白色制服的地

勤人员在照明灯下奔走，检查着机体。胡氏指着

说：“他们很谨慎。”有另一个中国人走了过来，

询问留在中国大陆的胡适之子的情况。胡氏说：

“他没能勾（够——译者）出来，还说了我的坏

话。” 

胡氏语调拉得特别长，不像是个学人，倒近

似于实务家的口吻。英语叫做 plausible 吧。胡氏

过去论敌不少，敌意和厌恶或许与这种 plausible

（务实性的——笔者）讲话风格不无关系。 

飞机的下一次休整是在夏威夷的火奴鲁鲁，

因时差之故，仍为深夜，风夹带着腥味。听说胡

适路过此处，夏威夷大学的教授们——主要是女

教授——赶了过来。胡适被围在中间，地点是休

息的酒店大厅。 

飞机上的漫漫长夜，我的不眠之夜，终于消

去。一抵达旧金山机场，胡氏立即被新闻记者围

住，与我隔 了。他与我约好在纽约再见，并递

给我一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片。 

几天后，当我赶到纽约酒店的远东学会会

场，正值胡氏做特别演讲，随后是铃木大拙氏。

胡氏演讲的内容是关于中国哲学的乐观人生观方

面的，或许对基督教国度的听众而言，有难解之

处，会场上偶尔混杂着私语。第二天午餐席间，

我在找寻胡适的身影，但未见其人。 

胡氏的公寓位于中央公园东部的某十街区，

电话是 MO 区域的号码，我访问其寓所，是在我

习惯了一个多月的独自旅行，几次前往纽约之

际。事先通了电话，胡氏站在街头的入口处等着

我。 

房间略显阴暗，胡氏向我展示了脂砚斋写本

《红楼梦》。满头白发的胡夫人出现在窗帘的另

一侧，端上了类似于日本艾蒿叶糯米饼的点心，

作揖而去。胡适说：这是我们歙县的点心，刚蒸

好，还热着。后来从中国教授那里得知，胡夫人

很少在客人面前露面。另外，当时胡氏受普林斯

顿大学委托，进行某人所藏汉藉、称作访客图书

馆的整理工作，听说做得不太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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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见面是六年后的昭和三十五年

（1960），是我作为哈佛委员会委员赴台北之

际。胡氏关于佛教史的演讲精彩绝伦，对日本的

《续藏》和高丽的《大藏经》引用自如。另外，

我在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氏之南港官邸喝过

威士忌，那年应该是其去世的前一年。 

对胡氏之毁誉尚未定论，诋毁者试图抹去其

作为文学革命提倡者的功绩，我感到不妥。另

外，我认为在胡适氏之后，将不会再有能如其那

般对日本人之业绩甚是敏感的中国学者。 

 

 

戊申六月二十三日（1968 年 7 月 18 日）。 

 

（原载一九六八年一月、四月、八月《季刊东

亚》） 

 

（崔学森译、李芳校译） 

 
                                                             
1.译者按：此处有三声拼音标号，排版时需添加。 

胡适与哈佛燕京图书馆 
 

邹新明 
 

2013 年，笔者有幸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访问交

流一年，工作之余，留意于该馆所藏有关胡适的

资料，并且有一些惊喜的发现。同年底，在结束

一年的访学时，笔者曾以“胡适与哈佛图书馆”为

题，略作汇报。时光匆匆，转眼回国已是一年，

兹将所收集的资料整理成文，与同好分享，同时

作为笔者哈佛燕京图书馆访学一年的纪念。 

一．哈佛燕京图书馆对胡适研究的帮助 

胡适留美归国之后，曾多次再访美国，其中

1937 年和 1949 年的两次在美客居时间最长。在

这两次留居美国期间，胡适都曾在查阅图书资料

方面借助于哈佛燕京图书馆。 

抗战期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942 年 9 月

卸任之后，重新投入学术研究，准备完成《中国

思想史》的著述。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必然要参

考大量的中文书籍，胡适丰富的藏书都在国内，

远水不解近渴，面临“书荒”的胡适，只能转而依

靠美国的各大图书馆。 

在胡适心目中，美国图书馆中中文藏书可资

参考者就包括哈佛燕京学图书馆，当时称为“哈

佛燕京汉和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Chinese-

Japanese Library）。胡适在 1942 年 12 月 7 日写给

翁文灏、王世杰、蒋梦麟、傅斯年、汤用彤、罗 

常培诸人的长信中，提到自己续写《中国思想 

 

史》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此邦有几个中国的藏

书中心，一为国会图书馆，一为哈佛，一为

Columbia ， 一 为 Princeton 收 买 的 Gest 

Collection，皆允借书给我。其地皆相去不远，其

书都很可够我借用。” 1 

卸任后的最初一段时间，胡适主要利用的是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书，这主要得益于当时在该

馆整理中文善本的王重民的帮助。2王重民不仅热

心，而且精通版本目录学，足堪充任胡适的学术

助手，加之国会图书馆有丰富的中文收藏，当时

北平图书馆又有大量中文善本寄存在该馆，因此

胡适在中文图书的利用方面还是比较便利的。此

外，胡适对哈佛燕京图书馆也很留意。据胡适日

记，胡适在 1943 年 2 月访问哈佛期间，曾于 12

日参观“中日文图书馆”，3即当时的“汉和图书

馆”。次日胡适再去看“中文图书馆”。如果说第一

次参观有可能是礼节性的拜访，那么第二次去，

应该是带有一定的查阅目的了。而此后不久，胡

适就曾请哈佛燕京首任馆长裘 明帮助查找文

献。胡适原信不见公布，我们可以从裘 明 1943

年 4 月 14 日给胡适的书信中推知此事，信中

说：“承询《训纂堂丛书》，惜敝馆无此书，惟其

中所收五种单书，除《帝王世纪》足本十二卷本

外，余均入藏，兹列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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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林逸文一卷《四部丛刊》，《武英殿丛书》 

历代载籍足征录一卷在其《珍埶宦遗书》内 

补晋兵制一卷《二十五史补编》 

谯周古史考一卷《平津馆丛书》、《龙溪精舍

丛书》 

以上四种，先生如需用，明即可寄上。《帝

王世纪》本馆有残缺十卷本，在《指诲》及《说

郛》二丛书内。”4 

裘 明先生的回信，体现了图书馆人的专业

和敬业精神，以及对胡适的竭诚帮助。 

此后，胡适又欲向哈佛燕京图书馆借阅《十

通》，购买《四部丛刊》，裘 明在 1943 年 8 月 6

日的复信中说：“先生所欲参考《十通》，系随

《万有文库》预约，美国除国会圕、哈佛、芝加

哥、加州大学等四处外，恐无多人有此书，明家

有一部，可以借给先生……至于《四部丛刊》，芝

加哥及敝馆有的复本，都是初编；二、三编恐怕

无处有重本。将来遇有机会，明当向人代为征

求。”5 

1943 年 11 月 8 日，胡适因为王重民的一封

信，决定重审“《水经注》案”。为此，需要收集

尽量全的相关版本，进行对勘。胡适当时借助的

美国各大图书馆，除了上引四家外，还包括芝加

哥大学图书馆。胡适对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水经

注》版本的情况，拙文《胡适对美国各大图书馆

〈水经注〉版本的利用：1943-1946》已有介绍，

这里不再赘述。6大致胡适在参考哈佛燕京图书馆

藏《水经注》版本时，主要得到该馆首任馆长裘

明和当时在哈佛读书的杨联陞的帮助。胡适当

时主要利用了哈佛燕京图书馆四种《水经注》版

本： 

1.钟惺《水经注钞》六卷，清顺治十五年赵

吉士重刻“三注钞”本 

（“三注”，除《水经注》外，另外两注为

《三国志》裴注，《世说新语》注。） 

2.赵一清《水经注释》，清光绪六年张寿荣

刻本 

3.黄晟刻《水经注》，清乾隆十八年槐荫草

堂刻本 

（过录有戴震（东邍氏）早年校《水经注》

残本，即胡适所说的“戴震早年校水经注残

本”） 

4.赵一清《水经注释》，乾隆五十九年仁和

赵氏小山堂刻本 

笔者有幸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库查阅当年

胡适借阅过的《水经注》版本，发现胡适还是留

下了一些阅读痕迹的。如乾隆十八年黄晟刻本

《水经注》其中一页有胡适铅笔眉批：“适按：

此条经文当有朱笔单抹。”再如：乾隆五十九年

赵氏小山堂刻本赵一清《水经注释》，夹有数张

纸条，从纸条情况看，极有可能是胡适留下的。 

1949 年 4 月胡适再度赴美，直到 1958 年 4

月到台北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九年时间基

本都在美国度过。胡适 1948 年底仓促飞离北

平，大半生积累的丰富藏书都留在了北平寓所，

来到美国的胡适再度面临“书荒”。此次在美九年

期间，胡适想必直接或间接利用过哈佛燕京图书

馆的藏书。笔者目前仅发现一个例证。胡适 1952

年 9 月 21 日写给杨联陞的书信中，提到“昨夜草

成短文一篇”，其中一处引文请杨联陞利用哈佛

藏书代为校对：“我引韦处厚的《大义禅师碑》，

是用《全唐文》本，来源大概是《文苑英华》。

哈佛若有好版本的《全唐文》与《英华》，乞代

一查勘，至感。”7 

二．胡适对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捐赠贡献 

胡适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成立之初，即以著述

相赠，可见其对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看重。此后更

是投桃报李，在受惠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支持的

同时，不忘对该馆的回报，主要表现在捐赠图

书、手稿，以及一些具体事情的帮助。 

1. 捐赠藏书 

笔者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整理钢和泰档案资料

时 ， 发 现 一 册 该 馆 最 早 的 进 书 登 记 账 册

（ Chinese-Japanese Lib. Harvard-Yenching Inst. 

Accession Book），偶一翻阅，在中文图书部分竟

然发现胡适捐赠图书的几处记录。这本账册对图

书来源分为“赠书”和“自购”两栏，在 1928 年 7 月

24 日的“赠书”栏记录有 1 种 1 册图书，“来源”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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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为“Dr. Hu Shih, Shanghai”。考虑到胡适 1928

年恰好有《白话文学史》（上卷）出版，其时又

恰在上海，笔者推测，胡适捐赠的或即为此书。

经笔者检索核查，终于在图书馆找到了这本当年

的赠书。这本书没有胡适的赠书题记，但空白扉

页上钤有哈佛燕京图书馆用于记录赠书的蓝文

章： “ 哈佛大学图书馆汉和文库， Chinese-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章内

注有此书的接收日期：July 24, 1928，与登记册上

的日期相合，而且蓝文章下有铅笔书“From the 

author”字样。至此，我们可以确定，登记册上的

这册胡适赠书就是《白话文学史》。哈佛燕京图

书馆成立于 1928 年，大致可以说，此书是胡适

捐赠该馆的第一本书。 

此外，这本登记账册还有两条胡适赠书的记

录，均寄自纽约，分别为： 

1945 年 9 月 18 日，赠书 1册； 

1946 年 4 月 29 日，赠书 3种 7册。 

这两次赠书具体包括哪些，笔者一时尚找不

到查询线索，只能暂付阙如。胡适 1946 年 6 月 5

日离 纽约， 始回国行程，所以，胡适 1946 年

4 月 29 日的赠书，大致应为临行前的整理捐赠。 

这本进书登记账册中文图书部分截止的时间

为 1946 年 6 月 30 日，此后的胡适捐赠，只能寻

找其他线索了。笔者检索胡适纪念馆“胡适档案

资料库”胡适与裘 明往来书信，有了新的发

现。 

1951 年 9 月 18 日，裘 明给胡适的书信

头说：“前日由纽约回剑桥，奉到先生赐给敝馆

令尊大人所著《台湾纪录》两种，无任欣慰！”8

笔者据此线索，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到了这本赠

书，封面有胡适圆珠笔题记：“敬赠哈佛大学汉

和图书馆，胡适，一九五一，八，廿五。”封面

另钤有哈佛燕京图书馆“Sep. 17, 1951”日期章，并

有铅笔书“Gift of Dr. Hu Shih”。 

1960 年 1 月 14 日，裘 明致信胡适，感谢

其赠书，书信正文为哈佛燕京图书馆通用接受捐

赠致谢函：“I am directed to return to you the 

grateful thanks of the Trustees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or your esteemed 

gift to the Library as noted below.”书信后面列出了

胡适捐赠的著作十二种： 

胡适文存第一集-第四集十二本 

胡适留学日记（一）-（四） 

中国古代哲学史 

词选 

白话文学史上卷 

国语文法概论 

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 

治学方法论 

什么是文学 

南游杂忆 

师门五年记 

四十自述 

笔者按图索骥，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到了除

《白话文学史》、《什么是文学》以外的其他十

种，这些书均无胡适题记，但钤有“胡适敬赠”蓝

文印，另有哈佛燕京图书馆“JAN 14 1960 GIFT OF 

THE AUTHOR”章。 

以上笔者查证的胡适捐赠哈佛燕京图书馆图

书共计 18 种 37 册。 

就在笔者草写拙文期间，哈佛燕京图书馆王

系老师、国家图书馆刘波先生先后邮件告知，最

近有读者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发现一册胡适签名赠

书，并在微博上发布。根据刘波先生转发的照

片，此书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二

十九本《庆祝赵元任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抽印

本，胡适发表的文章题为《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

会和尚遗著两种》。封面有胡适题记：“敬赠哈佛

大学汉和图书馆，胡适，一九五九，三，四”。 

这样，胡适捐赠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图书目前

了解到的共计 19 种 38 册。 

2. 捐赠手稿 

前文已经指出，胡适在美重审“《水经注》

案”时，曾参考了哈佛燕京图书馆等美国五大图

书馆的《水经注》版本。作为回报，胡适将自己

的两篇哈佛燕京图书馆《水经注》版本的跋文赠

送该馆，笔者有幸在该馆见到了手稿原件，结合



胡适研究通讯   2015 年第 2 期 

22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两篇同样跋文为复制

件的情况看，胡适当年把手稿原件赠给了哈佛燕

京图书馆，而自己带回国的是手稿的复制件。 

这两篇手稿为： 

（1）记哈佛大学藏的《水经注》所过录的

戴东原校改残本 

（2）再跋哈佛大学的过录戴东原校《水经

注》残本 

3. 其他 

此外，胡适还在其他一些方面对哈佛燕京图

书馆有所帮助。 

哈佛燕京学社首任馆长裘 明曾编有《汉和

图书分类法》，于 1943 年出版，该书的中文题名

就是由当时在美国的胡适题写的。 

胡适还曾帮助哈佛燕京学社联系购买图书。

1951 年 9 月 18 日，裘 明给胡适一信中提到：

“又前蒙介绍台湾李府出售明本《云间三子新诗

合稿》，现已收到。”9 

1950 年 9 月至 1952 年 6 月，胡适曾任普林

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馆长，其间曾对哈佛燕京

图书馆有所帮助。如 1952 年 4 月 30 日，裘 明

给胡适的书信中说：“前承赐寄大英博物馆藏唐

咸通刊《金刚经》影印底本，现已照印复份，谨

将原物奉上。”10 

又裘 明 1951 年 9 月 18 日给胡适的信中，

还请胡适帮忙：“兹有恳者，洪先生撰《杜甫

传》，欲用阎咏之《左汾近稿》，该书附于阎若璩

《潜邱札记》六卷足本之末，前查贵馆藏书库书

目第九一六页，似有此书（《皇清经解》有二卷

本，敝馆已有），但不知是否其孙阎学林所编初

刊本，或系吴玉搢重编本，刻请本校大学圕

Widener Library 向贵馆借之，敬祈允许出借，是

为至祷。”11胡适是如何答复的，惜原信无存，且

裘 明此事的再回复也不见于各资料中，因此无

法确知，以胡适与裘 明多年的交往，以及当时

两馆的关系推想，胡适应该是尽力帮忙了。裘

明 1952 年 4 月 30 日致胡适的信末说：“《潜邱

札记》六卷足本，乾隆九年其孙阎学林初刊，已

由日本买到一部”12，应是对此事的后续交代。 

此外，胡适在遇到珍贵资料的捐赠时，也会

想到哈佛燕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藏司徒雷登书

信中有一封美国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编辑

David McDowell 1955 年 10 月 4 日写给司徒雷登

的信。David McDowell 是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

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一书的编辑，信中

说：“I remember distinctly that Dr. Hu Shih felt very 

strongly that the corrected galleys and manuscript 

should go to the Yenching Library at Harvard”（大意

为，我很清楚地记得，胡适博士强烈建议将校样

修改稿和手稿原件捐赠给哈佛燕京图书馆。）这

里提到的校样和手稿，应即《在华五十年》的校

样、手稿。胡适对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重视由此可

见一斑。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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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詹姆士实验主义的亲与疏 

 

吴巳英 
 

有关胡适与实验主义的探讨，以往学界关注

的多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忽略了詹姆士的实验主

义。细读胡适译介实验主义的文章以及相关英文

原著后，笔者发现，胡适对詹氏实验主义表现出

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态度，颇值玩味。 

 

1) 胡适改改写写中的实验主义 

胡适译介实验主义的文章有以下五篇： 

1) 《实验主义》，《新青年》第 6 卷第 4 期

（1919 年 4 月 15 日）； 

2) 《实验主义：记胡适之先生在江苏省教

育会演说辞》，《新教育》第 1 卷第 3 期（1919 年

4 月1）； 

3) 《实验主义》，收《胡适文存》第二卷

（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 

4) 《实验主义》（此篇为 1923 年出版的

《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中

《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的第五节2）； 

5) 《杜威哲学》（1952 年 12 月 3、8 日在

台湾省立师范学院的讲演）。 

为方便表达，下文简称 a 为新青版， b 江苏

版，c 文存版，d 五十版，e 台湾版。新青版、江

苏版、文存版实为一篇文章的不同阶段，其中文

存版为定稿3。之后的五十版与台湾版，跟文存版

相比略有变化，但大体都未出文存版的框架。因

此以下分析主要以文存版为蓝本，必要时会涉及

其他版本。 

 

2) 二手译介詹氏实验主义方法论 

文存版第四章题为《詹姆士论实验主义》，

此章主要杂糅了两本（篇）著作，即詹姆士的

Pragmatism: 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 (1907) 以及杜威的 “What Pragmatism 

Means by Practical” (1908)4，其中后者是对前者所 

 

做的书评。胡适的夹注很多张冠李戴，不核对英

文原著，无法理清哪些观点源自詹姆士，哪些出

自杜威。 

这一章中，胡适将詹氏实验主义分为方法

论、真理论、实在论三部分介绍。然而詹姆士在

Pragmatism 中却只是分成方法论与真理论两部

分，虽然他也讨论了“实在”（reality）, 但他关

于“实在”的讨论是由真理论申发出来的，与真

理论浑然一体，并没有单独分出一个“实在

论”。胡适的三分法实出自杜威的书评。 

胡文方法论部分就是对杜威书评 I 部分的缩

写 ， 虽 然 胡 适 夹 注 中 标 的 是 詹 姆 士 的

Pragmatism。笔者之所以做此判断有如下三点理

由： 

1. 此部分介绍的是实验主义方法的三种应

用：事物的意义、观念的意义和信仰的意义，正

对 应 于 杜 威 书 评 I 部 分 。 虽 然 詹 姆 士 在

Pragmatism 中也说到这三层应用，但却隐而不

显，没有像杜威那样一、二、三清清楚楚地 列

出来。若非借鉴了杜威的书评，胡适不太可能做

出完全相同的总结。 

2. 这一部分有个比喻源自杜威，即“一个

观念（意思）就像一张支票，上面写明可支若干

效果，如果这个自然银行见了这张支票即刻如数

现兑，那支票便是真的，——那观念便是真

的。”5杜威的原话是:  

…an idea is a draft drawn upon existing things, 

an intention to act so as to arrange them in a certain 

way. From which it follows that if the draft is 

honored, if existences, following upon the actions, 

rearrange or readjust themselves in the way the idea 

intends, the idea is true.6 

这个比喻在詹氏 Pragmatism 中遍寻不着。 

3. 胡 文 此 部 分 夹 注 标 明 来 自 詹 姆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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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matism 的话，杜威在书评中也都有直接引

用，胡适很可能是转引了杜威书评中引用的詹姆

士的话。 

质言之，胡适译介的詹氏方法论实为经杜威过

滤的方法论。这一点，胡适在文存版中没有交代，

但在五十版中却挑明了，他承认“以上是杜威就詹

姆士书里搜括出来的方法论”7，相应的，原来冒

充来自詹氏 Pragmatism的夹注随之销声匿迹。 

 

3) 一手译介詹氏真理论、实在论 

方法论是从杜师处二手转来的，但是真理论

与实在论则不然，那可是詹师的亲传！笔者仔细

核对原著后发现，这两部分的全部引文及主要观

点出自詹姆士的 Pragmatism。 

杜威在书评中对个人意志色彩、甚而是宗教

色彩浓厚的詹氏真理论、实在论提出了批评，批

评是主调。然而胡适介绍詹氏真理论、实在论

时，却是欣羡之情跃然纸上，尤其是对建立在实

在论基础上的改良主义（meliorism，又译淑世主

义）；虽然胡适也有批评，但他主要是从逻辑论

证上批评詹氏上帝观站不住脚，批评分量小、力

度弱；即使是论及宗教观，胡适的言语有时也难

抑钦佩之情。笔者认为这应归因于，詹姆士的真

理论、实在论、宗教观和改良主义，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难分彼此。胡适对此也有所认识，他

说： 

这种实在论和实验主义的人生哲学和宗

教观都有关系。总而言之这种创造的实在论

发生出一种创造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詹姆

士称为“改良主义”（meliorism）。这种人

生观不是悲观的厌世主义，也不是乐观的乐

天主义，乃是一种创造的“淑世主义”。世

界的救拔不是不可能的，也不是我们笼着

手，抬起头来就可以望得到的。世界的拯救

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须要我们个人尽力做

去。我们尽一分的力，世界的拯拔就赶早一

分。世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长成的，但

是这一点一滴一分一毫全靠着你和我和他的

努力贡献。 

他（詹姆士）说： 

假如那造化的上帝对你说：“我要造一

个世界，保不定可以救拔的。这个世界

要想做到完全无缺的地位，须靠各个分

子各尽他的能力。我给你一个机会，请

你加入这个世界。你知道我不担保这世

界平安无事的。这个世界是一种真正冒

险事业，危险很多，但是也许有最后的

胜利。这是真正的社会互助的工作。你

愿意跟来吗？你对自己，和那些旁的工

人，有那么多的信心来冒这个险吗？” 

假如上帝这样问你，这样邀请

你，你当真怕这世界不安稳竟不敢去

吗？你当真宁愿躲在睡梦里不肯出头

吗？8 

这就是淑世主义的挑战书。詹姆士自己

是要我们大着胆子接受这个哀的米敦书的。

他很嘲笑那些退缩的懦夫，那些静坐的懦

夫…… 

詹姆士自己说，“我吗？我是愿意承认

这个世界是真正危险的，是须要冒险的；我

绝不退缩，我绝不说 ‘我不干了！’”9 

这便是他的宗教。这便是他的实在论所

发生的效果。
10
 

江勇振先生评胡适的《实验主义》，说“翻

译得最为信达雅，最为动人的，就是詹姆士那段

用激将法号召同志现身改造社会的宣言……”。11

笔者认为，此处确是《实验主义》最出彩的地

方，但并不能说胡适此处翻译得“最为信达

雅”，毕竟各节译介的对象不同。这部分之所以

精彩，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原作者詹姆士本身的

思想魅力和文字魅力，胡适不过是慧眼识英才。 

然而对于胡适而言，詹姆士讲得最精彩的还

不 是 Pragmatism 一 书 ， 而 是  “The Will to 

Believe”。胡适在文存版中说到：“最妙的是他的

‘信仰的心愿’论（The Will to Believe）。这个议

论太长了，不能引在这里，但是那篇议论中最重

要又最有趣味的一个意思，他曾在别处常常提

起，我且引来给大家看看。”12可见，限于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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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适 在 文 存 版 中 只 好 退 而 求 其 次 ， 引 用

Pragmatism 中类似的说法。 

在五十版中，胡适补充了“最妙的”“The 

Will to Believe”中“最重要又最有趣味的一个意

思”。大篇幅地引用“The Will to Believe”后，他

还做了精辟的总结，说“信仰的愿心”是 

一种赌博的态度：宗教若是假的，信仰的上

当，存疑的可幸免；但宗教若是真的，信仰

的占便宜，存疑的便吃亏了。信仰与存疑，

两边都要冒点险。但是人类的意志（Will）

大都偏向占便宜的方面，就同赌博的人明知

可输可赢，然而他总想赢不想输。赫胥黎一

派的科学说，“输赢没有把握，还是不赌为

妙。”詹姆士笑他们胆小，他说“不赌哪会

赢？我愿意赌，我就赌，我就大胆的赌去，

只当我不会输的！” 

他这种态度，也有他的独到的精神。13
 

他这一补充，把詹姆士的宗教观讲得更透彻，更

“有趣味”了。 

胡适承认詹姆士的学说有“独到的精神”，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确实多次批评詹姆士。文存

版 头就敬告读者：“他（詹姆士）这个人是富

有宗教性的，有时不免有点偏见，所以我又引了

旁人（以杜威为最多）批评他的话来纠正他的议

论。”14还从逻辑上论证詹姆士的上帝观站不住

脚，说他“不先把上帝这个观念的意义弄明白，

却先用到宗教经验上去，回头又把宗教经验上所

得的‘外快’利益来冒称这个观念本身的价值。

这就是他不忠于实验主义的所在了”15。五十版一

面承认“詹姆士的哲学确有他的精彩之处”；一

面又担心它“太偏向意志的方面，带的意志主义

（Voluntarism）的色彩太浓重了，不免容易被一

般宗教家利用去做宗教的辩护”16。 

从中不难看出胡适对詹氏学说的态度：情感

上，欣赏他的真理论、实在论、改良主义，也钦

佩其宗教观中放手赌一把、许自己一个美好前程

的果敢与勇气；但理智上，他清楚这么“有趣

味”的意志主义容易“被一般宗教家利用去做宗

教的辩护”，沦为“玄学鬼”的理论武器。而众

人皆知，胡适是杜威的弟子，是“赛先生”的忠

诚卫士。笔者推测，胡适之所以在理智上与詹姆

士保持一定距离很有可能是出于维持形象的心

理。 

 

4) 译介詹氏改良主义第一人 

我们常听胡适说“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

“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17，却不曾听他说“詹

姆士教我怎样改良”，而实际上，胡适“一点一

滴”的改良主义深受詹氏改良主义的影响。 

1945 年 4 月 10 日，胡适在哈佛大学神学院

殷格索讲座（Ingersoll Lecture）做了题名 “The 

Concept of Immortality in Chinese Thought” 的演

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

里有一封落款 1945 年 4 月 11 日 William James 致

胡适的信函。詹姆士 1910 年已过世，此 William 

James 是彼 William James 的儿子，我们且称他小

詹姆士。信中说到，胡适讲座中关于不可知论者

的伦理（the ethics of the agnostic）那一部分，让

他想起了他父亲的改良主义。18然后 4 月 18 日，

胡适回信说，自己是中国介绍詹姆士改良主义的

第一人，早在 1919 年的演讲（新青版《实验主

义》）中就有介绍，言辞之中不无得意，并且胡

适主动提出把演讲稿修改好后送一份给小詹姆士

夫妇。19通信中还涉及一些琐事，而在此之前，

1945 年 3 月 8 日小詹姆士夫人也曾致信胡适20， 

3 月 9 日胡适旋即回信21。从这些通信看得出胡适

与小詹姆士夫妇有些私交。 

小詹姆士信中说到的让他联想到詹氏改良主

义的部分很可能是指胡适论及墨教的部分：胡适

把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未知生，焉

知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的观点归为不可知论（agnosticism）。儒家的这种

观点遭到墨翟领导的墨教 (the Mo religion) 的反

对。墨翟相信鬼神的存在，相信有人格神，神的

意志是人应兼爱。墨翟曾在《明鬼》一文中试图

证明鬼的存在，其理由之一是相信鬼的存在有益

于国泰民安。22 

胡适笔下的墨教思想与詹姆士的实验主义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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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似！又与他厌恶的“玄学鬼”的“意志主

义”的立场何等一致！而且，这不是胡适第一次

论述这种观点，也决非他最后一次。这种观点反

反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他于 1915-1917 年在

哥 伦 比 亚大 学 读 博时 写 的 博士 论 文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有关墨翟的逻辑一篇的第一章标题即为

“实验主义方法”（The Pragmatic Method）。他的

著述中，举凡提及墨翟的思想，都是中国版实验

主义, 只是有时写得明显，用到“Pragmatism”、

“pragmatic”、“实验主义”、“应用主义”这样的

字眼，有时写得模糊，没有贴上述标签。据笔者

不完全统计，除上述作品外，还包括：他在博士

论文基础上改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1919），他母亲去世后不久所作的《不朽：我

的宗教》（1919）以及在此基础上改写的英文版

“ Immortality as a Guiding Principle”（1920），

《从历史上看哲学是什么》（1925），《杜威的

“正统哲学”观念与中国哲学史》（？），“The 

Natural Law in the Chinese Thought”（1951） , 

“The Right to Doubt i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1954)。在胡适笔下，墨翟始终都是把一位可敬

可爱的实验主义者，胡适称墨子是中国历史上最

伟大、最可爱的人之一23。从这些作品中，不难

看出詹姆士实验主义的影子，不难感受到胡适对

詹姆士学说的欣赏。 

 

5) 小结 

有关胡适对杜威实验主义方法论的推崇，学

界早已达成共识，但是关于他对詹姆士实验主义

的态度，却认识不够。笔者从胡适译介实验主义

的文章入手分析后发现：胡适对詹氏实验主义，

一面是情感上的欣赏，一面是理智上的疏离。究

其原因，詹氏改良主义与其意志主义色彩浓厚的

真理论、实在论、宗教观浑然一体，难分彼此。

胡适欣赏詹氏实验主义，对其中的改良主义更是

倍加推崇，但他对其中意志主义的成分又存有戒

心，担心它“被一般宗教家利用去做宗教的辩

护”，因此他对詹氏实验主义表现出时亲时疏的

微妙态度。过去学界在分析胡适的改良主义时，

往往只注意到杜威的影响，忽视了詹姆士的影

响，从本文可以看出胡适的改良主义也深受詹姆

士的影响。 

 

笔者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图

书馆胡适特藏负责人邹新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茹静女士的大力协助，在此对他

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博士生） 

 

文献缩写代码说明： 

一．MW x. y = 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 

1899-1924, Electronic Edition, Volume x, Page y 

二．《胡适档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所：《胡适档案》 

三．《胡适全集》x. y = 《胡适全集》（合肥；安

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 x 卷, 第 y 页 

四．《胡适文存》x-y. z = 《胡适文存》影印本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第 x 集-第 y 卷, 第

z 页 
                                                             
1.应该是指农历 4 月，对应于公历 5 月，因为《实验主

义：记胡适之先生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说辞》中记录的演

讲时间是五月二日。参胡适（讲）、潘公展（笔述）：《实

验主义：记胡适之先生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说辞》，《新教

育》第 1 卷第 3 期（1919 年 4 月），页 331。 
2.笔者按：《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后又被收入《胡适文

存》第二集（1924 年 1 月），此外还有申报单行本（1924
年 3 月）与上海世界图书馆单行本（1924 年 4 月）。不知

是有意还是无意，梁启超为上海世界图书馆单行本题名

时，改成了《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史》。笔者在下文中采

用的是收入《胡适文存》第二集的版本。 
3.根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适于 1919 年 3 月

初在教育部讲演实验主义，讲稿发表于《新青年》1919
年第 4 期，之后他陆续修改，到 7 月 1 日改定，后收入

《胡适文存》。笔者据此以及文章内容与发表时间判断：

新青版、江苏版、文存版实属一篇文章，文存版为定

稿。参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3 册（台

北：联经出版社，1984），页 338-341。 
4.“What Pragmatism Means by Practical” 后被收入杜威的

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 (1916)，胡适的夹注显示他参

考的是 Essays 一书。出于方便检索的原因，笔者采用的

是 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 的电子版，但同时也有

参考 Essays，以作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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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适：《实验主义》，收《胡适文存》1-2. 97。
6. John Dewey, “What Pragmatism Means by Practical,” in
MW 4. 102. 
7.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收《胡适文存》2-2.
261. 
8.划线为笔者所加，划线部分为胡适直接引用的詹姆士的

话。 See William James, Pragmatism: 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 (London, Bombay, and Calcutta: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7), pp.290-291. 
9.划线为笔者所加，划线部分为胡适直接引用的詹姆士的

话。 See William James, Pragmatism: 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 p.296. 
10.胡适：《实验主义》，页 107-109。
11.江勇振：《第二章杜威思想，赫胥黎怀疑》，《舍我其

谁：胡适》第二部上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页 119。 
12.胡适：《实验主义》，页 103。
13.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页 254-255。
14.胡适：《实验主义》，页 94-95。

15.同上，页 105。
16.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页 257。
17.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收《胡适全集》4.658。
18 .William James, “James, William to Hu Apr. 26, 1940. 
1p.,” 收《胡适档案 E0243-007》。笔者按：胡适档案标题

中的时间有误，信中落款时间是 Apr. 11, 1945。 
19 . Hu Shih, “James, William,” 收《胡适档案 E0098-
005》。笔者按，《胡适全集》也收有此信，参胡适： “To 
William James,”《胡适全集》41. 498。 
20 .Alice James, “James, Alice to Hu, March 8, 1946. 3p. 
Sunday. 2p.,” 收《胡适档案 1946E0243-001》。笔者按：胡

适档案标题中的时间有误，信中落款时间是 Mar. 8, 
1945。 
21 Hu Shih, “James, William,” 收《胡适档案 E0098-005》。
笔者按，《胡适全集》也收有此信，参胡适： “To William 
James,”《胡适全集》41. 458。 
22 . 参胡适：  “The Concept of Immortality in Chinese 
Thought,” 收《胡适全集》39.178-179。 
23.同上，页 179。

“工具主义”还是“实际主义”？ 

吴巳英 

胡适译介实验主义的文章中，有三篇都有对

实验主义四位代表的思想及其支派的名称进行介

绍：

一．《实验主义》，《新青年》第 6 卷第 4 期

（1919 年 4 月 15 日）； 

二．《实验主义：记胡适之先生在江苏省教

育会演说辞》，《新教育》第 1 卷第 3 期（1919 年

4 月1）； 

三．《实验主义》，收《胡适文存》第二卷

（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 

发表在《新教育》上的《实验主义：记胡适

之先生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说辞》（以下简称江苏

版）把杜威一派归为“实际主义”，詹姆士一派

归为“工具主义”2；而其他两个版本均把杜威一

派归为“工具主义”，詹姆士一派归为“实际主

义”3，刚好与江苏版相反。事实上，杜威认为思

想 是 助 人 成 功 的 工 具 （ instrument ）， 常 以

“Instrumentalism”（即“工具主义”）标识自己

的哲学思想。显然，江苏版的说法有误。为什么

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

胡适，杜威的亲传弟子，不可能连自己老师

的哲学流派的名号也不清楚。发表在《新教育》

上的江苏版非胡适的原稿，而是潘公展记录的版

本。笔者推测：潘公展边听边记，误记的情况在

所难免。后来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所的《胡适档案》里找到了胡适的原稿4，证实了

笔者的推测。原稿的说法跟其他两个版本一致，

可以还胡适一个清白（虽然笔者目前没有发现有

人就上述矛盾提出质疑）。

这段小插曲让笔者对当时那些由他人记录的

演讲稿的可信度产生了严重怀疑，采纳类似史料

时应当慎之又慎。

(在此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所茹静女士对笔者的资料收集工作给予的大力协

助。)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博士生）

1 .应该是指农历 4 月，对应于公历 5 月，因为《实验主

义：记胡适之先生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说辞》中记录的演

讲时间是五月二日。参胡适（讲）、潘公展（笔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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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主义：记胡适之先生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说辞》，《新教

育》第 1 卷第 3 期（1919 年 4 月），页 331。 
2 .参胡适（讲）、潘公展（笔述）：《实验主义：记胡适之

先生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说辞》，页 332。 
3 .参胡适：《实验主义》，《新青年》第 6 卷第 4 期（1919 
年 4 月 15 日），页 342；《实验主义》，收《胡适文存》第

二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页 76。 
4.《胡适全集》没有收入原稿，收入《胡适全集》第 7 册

的《谈谈实验主义》是载于《晨报副刊》的版本，与

《新教育》上刊登的《实验主义：记胡适之先生在江苏

省教育会演说辞》相比，少了 头一段潘公展写的前

言，除此以外内容完全相同。参胡适：《胡适：实验主

义》，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 0122-

001》；胡适：《谈谈实验主义》，收《胡适全集》第 7 册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页 438-443；胡适

（讲）、潘公展（笔述）：《实验主义：记胡适之先生在江

苏省教育会演说辞》，页 331-335。 

记舅父程万孚在上海给胡适当助手的经历 

胡其伟 

我的大舅父程万孚（1904-1968)在 1928-1929

年的两年间，曾经给在上海中国公学工作的胡适

当过助手。程万孚与胡适的关系，除了我外祖父

与胡适的渊源外，还有章衣萍这条渠道。章的父

亲章善宾与我外祖父是表兄弟，章早年追随胡适

就读北大，并由此步入文坛。万孚在北京今是学

校毕业后，由章衣萍引荐去胡适家，由此考入北

大中文系， 始在《国闻周报》、《北平晨报》和

《大公报》发表文章，以稿费补贴生活。他与同

在北平的二舅朱溪都是通过章衣萍出入胡适门下

的。1927 年万孚自北平南下赴沪，参与沈从文、

丁玲、胡也频的人间书店的筹建。1928 年，执教

中国公学的胡适住在法租界艾斯菲尔路 49 号

甲，并让万孚担任他的助手。时任安徽省教育厅

长、歙县人江暐这时也住在上海，向胡适提出为

他儿子江之凡物色一位家庭教师，补习功课考大

学，胡即介绍万孚去任职。于是万孚除在人间书

店工作和当胡适助手外，又担任江暐家的家庭教

师。在家教时认识了已上大学的江家次女江萱，

产生了感情并发展成为情人关系。为商讨两人的

婚嫁问题，1929 年 6 月，我外祖父专程由屯溪赴

上海商谈，并写信给在北平的二舅朱溪：“到沪

已三日，下雨天无所事事，不过买了些东西，看

了一次适之。今日午后在亚东晤见了知行，晚间

孟邹请吃西餐。后又在亚东遇铁民，瀬住铁民

处..........”。按：瀬即广瀬，系万孚小名，铁民即

章铁民，其时也在胡适处当助手，并以翻译外国 

小说为生，译著有《少妇日记》等。 

1967 年初夏，万孚舅从南京文博会办了退休

手续，趁这“真空”机会来西宁我处住了一个月。

据他说，胡适的学术著述，包括正规学术论文和

大量提纲式构思，以及需查找的有关资料摘要、

出处等，都需要助手协助进行。当时除一部英文 

打字机外，全都是手工操作，工具书主要靠《辞

源》、《辞海》和古典线装书，效率缓慢，工作量

巨大。胡适是名教授，那时每月工资有四五百银

元之多，雇用一两位助手（也称“书记员”）的费

用对他算不了一回事。胡适在上海住宅一楼一

底，楼上是夫妇两人的卧房，书房，还有万孚和

章铁民的工作室和小住房。楼下是会客与进餐之

用，江冬秀和客人玩小麻将也在楼下。胡适去学

校上课或 会，回家就上楼在书房读书写作，有

客人来时才下楼见客。如留客人在家便饭，由厨

子烧菜款待，有时也陪客外出就餐，大都在附近

的徽菜馆里。万孚和章铁民因为在几处打工，一

般不在胡宅吃饭，而往往上小饭馆吃份客饭或阳

春面，既方便又实惠。至于住的问题，我外祖父

来沪后给二舅朱溪的信中说，在亚东遇铁民，万

孚住铁民处。此时为 1929 年 6 月，但据安徽人

民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家书》209 页给江冬秀

信：“......我本想带祖望去，后因招待所不便带他

去，若把他交给大姐，又怕他们家中有肺病，故

决计留他在家中，睡在万孚房里。”日期为 1928

年 5 月 22 日；另一信：“......祖望今日阳历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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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请他看戏，我请万孚同他去了。” 再一封

信：“.....我的肚子早好了，喉痛了两天，我托万

孚去买了一瓶福奚明达，一盒六神丸，两样同时

吃下去，明天就好了。” 后两封日期是 1928 年 3

月 6 日和 10 日。由此可见，万孚早在 1928 年就

在胡适家中当“助手”了，而至迟在 1929 年 6 月我

外祖父来上海时，他已与章铁民合住在另处的租

屋，这是准确的情况。 

这一时期，胡适聘请在沪 办“人间书

店”、出版《人间》与《红黑》杂志的沈从文到

中国公学教授中文课程，并支持沈与张兆和恋

爱。沈从文与万孚也时相过从，成了无话不谈的

密友，详情见拙著《三十年代前后沈从文与程万

孚程朱溪兄弟书信钩沉》一文（《新文学史料》

2000 年第一期）。 

程万孚与江萱订婚后，娘家嫌男方北大的学

历太“低”，必须留学深造。因此万孚在 1930 年 9

月经西伯利亚至巴黎，在巴黎大学市政管理系上

学。胡适则于同年 5 月辞去中国公学校长，11 月

28 日迁回北平，居住米粮库 4 号。程万孚也结束

了这段长达 2 年给胡适当助手的经历，但他与胡

适之间的交谊却一直保持着。 

1932 年底，程万孚学成归国，返沪与江萱结

婚，即去福建省建设厅任技正。1934 年夏，万孚

夫妇陪同我外祖父母赴北平二舅朱溪家小住，与

胡适再度晤面，胡适请我外祖父母和万孚朱溪两

家去米粮库家中吃饭，江冬秀烧了徽菜“一品锅”

盛情款待，并一起游览了中央公园和北海，合影

多帧，但均已毁于文革浩劫，极为可惜。胡适认

为福建的工作不理想，先后请丁文江、翁文灏为

其介绍工作，但均未果。于是由丈人江暐出面请

老友许世英帮忙，介绍给皖籍军事高官卫立煌。

卫正需要懂外文的幕僚，给了个少将秘书处长职

务。不久西安事变发生，程万孚以随员身份被

扣，惦记妻子的他化妆设法逃出西安。卫大怒，

在事变结束后 除了程的军籍，于是又通过江暐

的关系到安徽大学图书馆工作，并翻译了《西藏

的故事》与《柴霍夫（契科夫）书信集》，均由

亚东图书馆出版。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军兴，翌年 9

月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直至 1942 年 9

月，胡适离职。八年抗战期间，程万孚一直住在

时称“小上海”的老家徽州屯溪，担任皖报社长、

教育厅督学、安徽企业公司襄理等，与胡适中断

了联系。程万孚与胡适的交谊画上句号是 1949

年元月上旬他们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招待所的晤

面。胡适夫妇由北平飞抵南京后，某日晚，大

舅、舅母带我一起去看望胡适、江冬秀，这是他

们最后相见，也是笔者唯一和胡适的一面之缘。

由于与胡适的“关系”，解放以后，万孚舅与我在

劫难逃，都被打成右派，沦为贱民。直到文革浩

劫席卷神州，程万孚不堪批斗迫害，被迫自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错划的 55 万名右派全部

平反改正，可是冤死的万孚舅已看不到这一天

了。 

中国的文化教育界广泛流传着“我的朋友胡

适之”的说法，寓噱于谐，引用广泛。综观生活

中的胡适一生各阶层的朋友确实很多，胡适对他

们均友好平等。这既是胡适一生倡导自由民主思

想的体现，也是胡适天生的乡谊人情浓郁，与人

为善待人以诚的性格使然！ 

程万孚 1928-1929 年在上海胡适处作助手的

两年里，有记载的一件工作是帮助胡适整理抄录

了甲戌本《石头记》本文。此见《胡适研究通

讯》2015 年第 1 期（总 29 期）上高树伟《无畏

庵主记胡适席间谈甲戌本”》。高文最后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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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原放曾将此本书借给魏绍

昌看过，后来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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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幸事。”我的分析，这美好的愿望怕是难以

实现。我舅父遭错划右派、下放劳动、文革抄

家、批斗、自尽等变故，生前收藏文物及信札、

资料、文稿全部损毁殆尽。 

解放后亚东历经查封、停业、转行等变故，

特别是 1952 年底上海军管会以“出版托派书籍”为

由搜查亚东，没收了大批书籍资料，可知亚东的

书稿资料损毁严重情况。学林出版社 2006 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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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汪原放著）255 页

附录中叙述上海解放后，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索要

瞿生前放在亚东的书稿，汪孟邹万般无奈，动员

亚东编辑所所有人一齐寻找，结果在放纸型的三

四十只铅皮箱中的一只里找到了这两部稿子，汪

孟邹捧着稿子跪在天井里朝天叩头：“祖宗有

灵，保佑了我！”-----如此乱象，时间又过了六十

多年，若当年程万孚帮胡适誊写的甲戌本红楼梦

副本存放在亚东，肯定是凶多吉少，难以寻觅。

这部“弥可珍也”的甲戌本誊抄本，和程万孚曾担

任过两年胡适的助手一样，成为一段永远的历史

了！ 

2015 年端阳节前于西宁，时年 87 岁 

（作者现居西宁） 

胡适的“提高”“普及”观 

陈   新 

1921 年 9 月，蔡元培从欧美考察教育回国，

在北大作了一次讲演，说到“从前胡适之先生曾

提出提高与普及两个词”，似乎是第一次听到这

种说法。我们可以推测，在现代中国提出“提高”

与“普及”的问题，胡适即使不是第一，也应当在

少数最早者之列。一个胸襟阔大、思想邃密、爱

国心切的学人，在一个文化普遍落后的国度里，

不可能不关注这两个方面，但把它明确地提出来

进行思考，这就是胡适高于一般同时代人的地

方，也可能是他又一次“ 风气”的伟大之处。 

蔡元培这句话，应当指胡适 1920 年在北大

学典礼上的讲演，题目即是“提高和普及”。胡

适说：“唯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越‘提’得‘高’，

越‘及’得‘普’”。他还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你

看，桌上的灯绝不如屋顶的灯照得远，屋顶的灯

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阳照得远。”胡适讲得何等

清楚明白、浅显直观，谁不一听就懂呢？这就是

他的“提高”“普及”观，一直持守，终生不渝。 

胡适在现代中国影响最大、功绩最彰的事

业，是发动了“白话文运动”。在短时期内，白话

文提升到了国语的地位，使“文化下移”即“普及”

成为可能，连胡适也极感意外。应当说，他高瞻

远瞩地一再强调要“靠文学的力量”去推动，是一

个关键性的原因。 

甲午之后，一些人也曾大力提倡“白话文”，

着眼点无非是普及教育；《安徽俗语报》时期的 

陈独秀与《竞业旬报》时期的胡适，也脱不了这

个局限。胡适此时要高远深邃得多，明显有了新

的境界。他说，“这是一头牛”、“砍了你的脑袋

儿”，“这种国语教授法，就教了一百年，也不会

有成效的”。他还说：白话文运动“不独在普及教

育”，不仅“在能通俗，使妇女童子都能了解”。我

们“第一个目的是要使中国有一种国语的文学”，

要用白话文创造新文学；这个运动的“唯一宗

旨”、“根本主张”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

个大字。胡适斩钉截铁地说：“有了国语的文

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

们的国语才算得真正的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

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

达。”等到我们“有了伏尔泰、福楼拜、莫泊桑、

易卜生、契诃夫、萧伯纳、贝里”等一流作家，

白话文运动才算真正成功——“国语的文学”，是

胡适发动“白话文运动”的标高、愿景、理想，包

含了胡适多少期望和激情，赋予了它多少时代的

重任，也完全体现了他的“提高”“普及”观：“唯有

真提高才能真普及”。 

所以他急不可待地盼望着新文学实绩的产

生。他以“前空千古，下 百代”的先驱者的精神

（陈子展语），用白话写诗，出版了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新诗集——《尝试集》；像一个勇士冲在前

面迎接辉煌，而等不及曙光之自然升起。他关注

文坛的点点滴滴，激动地称赞鲁迅小说“成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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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差不多没有不好的”；称周作人《小河》为

“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 

胡适的大学教育思想也同样如此，坚定不移

地瞄准世界一流水准作为目标。他早在 1915 年 2

月 20 日留学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

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

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1917

年回国到北大任教，即与陈独秀一起为北大的提

高订立各种制度，效法欧美大学进行一系列改

革，其中之一就是提倡学术研究，创办研究所。

胡适强调“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

展”，特别提出“大学应为国家造就领袖人才”。胡

适为中国没有高水准的大学而浩叹：“茫茫的中

国，何处是训练大政治家的所在？何处是养成执

法不阿的伟大法官的所在？何处是训练财政经济

专家学者的所在？何处是训练我们的思想大师或

教育大师的所在？” 

胡适在《提高和普及》讲演中说：“我不希

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

同人一起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工夫。”在 1921

年北大 学典礼上，胡适甚至一改他习惯性的平

和与稳健，说出了峻急的狠话：“外界人说我们

是学阀。我想要做学阀，必须造成像军阀、财阀

一样的可怕的、有用的势力，能在人民的思想上

发生重大的影响……要造成有实力的为中国造历

史、为文化 新纪元的学阀。这才是我们理想的

目的。”甚至在日记中还说：“学阀之中还要有一

个最高的学阀。”真是振聋发聩！ 

1947 年，胡适任北大校长，为国民政府拟订

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关于大学建

设，胡适提出在第一个五年里，挑选五个大学，

用最大的力量培植他们，特别发展他们的研究

所，使他们在已有的基础之上，在短时期内，发

展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中心。在第二个五年里，

再挑选五个大学进行培植。政府应该下大决心，

在十年之内，不再添设大学或独立学院。 

这个计划由于国内政局剧变而流产，但胡适

的思想始终未变，直至晚年。1958 年 3 月 26

日，寓居美国的他，在给陈之藩的信中，接过陈

之藩“其实应该集中一校，五校太多了”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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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胡适的“提高”“普及”观，是他整个世界观中

精英主义倾向的一个映现，它的核心就是通过高

端扩大影响，取得普及。它或有偏颇，但无疑给

我们提供了另一视角，无疑丰富了我们的智慧，

无疑为民族的思想存量增加了厚度，值得我们了

解和思考。 

（作者单位：上海市工商局） 

近代史研究所举办“耿云志先生荣休学术座谈会” 

2015 年 6 月 9 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举行学部委员耿云志先生荣休学术座谈

会。座谈会由近代史所党委书记周溯源同志主

持。本所近五十位学者参加了座谈会，已经 80

岁高龄的刘志琴教授参加了座谈会，北京大学的

臧运祜教授也特地从学校赶过来参加会议。

座谈会首先请耿云志先生作报告。耿先生回

顾了他 51 年的学术生涯。耿云志先生说，我是

1948 年下半年入学，到今年是 67 年。一路走

来，一直是在“瓜菜代”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

即是在基本条件不大具备的情况下生活和工作。

我最初读书的那个小学，算是一个中心小学，但

校舍不够，教员不够，需要采取复式教学。学校

在牛庄西，接近辽河入海口的地方，比较偏僻，

学习的空气不太浓，所以我小学时期的求学环境

不是很好。我入中学那年，海城县扩大中学教育

规模，在一中、二中、三中之外，新建了四中。

由于突然增加了一所中学，教师显然又不

够。我上的是海城三中，入学后，我发现很多老

师是从小学调来的，有一些老师是海城三中当年

毕业的学生。这是很典型的“瓜菜代”。初中一

年级下学期，我转到了本溪三中。这所中学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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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不好，所幸我那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很好，她

出身于中药世家，有大家闺秀的风范。我学习成

绩比较好，年年都是特优生，升高中时，被保送

到本溪第一中学。这个中学本没有高中，因为扩

大招生，才有了高中，当时叫戴帽高中。所以

说，我读的高中，也是一个不太具备办学条件的

高中，仍然是“瓜菜代”。后来考大学，我当然

希望上北京大学，但据说是因为与考试成绩无关

的某种原因，我没有考取北大，最后被录取到辽

宁大学。我入学时，辽宁大学的哲学系刚刚创

办，其师资比较匮乏，所以说又是“瓜菜代”。

1964 年大学毕业时，中宣部委托黎澍先生搞一个

理论小组，到全国各地挑人。我在辽宁大学哲学

系算得上是“白专”典型，在特别突出政治的年

代，我们班的辅导员居然推荐了我。经过考察，

我被选中，这样我就到了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

研究所是全国最好的研究机构之一，这不能说是

“瓜菜代”了。但我的工作条件仍然没有摆脱

“瓜菜代”，到现在我连一个起码合格的书房都

没有。所以我说，我这一辈子生活、工作条件一

直都是“瓜菜代”的水平。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为什么没有气馁，还努

力做好工作呢？我想主要是我给自己树立了一个

人生的目标。一个人生活有目标和没有目标大不

相同，有目标，就会有动力；没有目标，顺水漂

流，就很难说会漂到何处。目标怎么确定？章学

诚说过：“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为之。”

我文学、哲学、理论方面的基础还比较好，历史

也不算太外行，但是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际，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以做学问为人生方向，从政、

经商，都不适合于我。有了奋斗目标，就要储备

能力。我认为，做学问有两种能力是不可缺的：

第一是文字表达能力，再一个就是思想能力。文

字表达能力是做任何工作的基础，这是中小学阶

段就应当解决的。过去说读书人能“出口成

章”，我再加一句“落笔成文”。良好的文字功夫

是做好学问的最基本的条件。思想能力要靠自己

有意识地去训练、培养，训练的方法就是，要自

觉地去读一些理论的书、哲学的书，有意识的去

多思考问题。思想能力又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综

合概括的能力，一个是分析的能力。我的分析能

力主要通过读书，读哲学著作与理论著作逐步养

成的。现在很多人说马克思主义不时髦了。其

实，学问没有时髦不时髦的问题，一切学问，一

切前人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都是供我们的运

用的工具或资料，运用好了，你的能力就会增

强。马克思的《资本论》像层层剥笋似的揭露问

题的真相，非常精彩，非常了不起。非马克思主

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我也读过一些，但

我觉得就分析问题的能力而言，大多都不如马克

思。再一个综合概括的能力，这也须从小时候

起，就有意识地加以培养、训练。我读小学五年

级时，学校规定要上时事课，我们的班主任老师

年纪大，他要我给大家读报，读什么完全由我自

己决定。我就选报纸，确定读哪些东西，读后我

重述要点，同学们记下我说的要点。后来学期终

了，全校 展时事测验，我们班的成绩最好。这

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感觉到自己好像有

某种能力，这种能力好像很有用。后来我才明

白，这就是综合概括的能力，能把主要的东西概

括出来。我的这种能力后来在读书过程中逐渐提

高。除了上面说的两种能力以外，我想还有一点

非常重要，就是要养成全神贯注的做一件事的习

惯。我很欣赏苏东坡的一句话，“作一意求而得

之”。我不是学历史的，进入历史学研究的门槛

很晚，我还能取得一点成绩，大概同我善于把握

中心、全神贯注地做好一件事的习惯很有关系。

对于自己的学术工作，耿先生说，我做学问

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 43 年。我是 1964 年 8 月到

近代史所报到，但直到 1972 年民国史研究室成

立，才 始进入研究工作。这 43 年我主要做了

三件事：一是清末立宪运动研究。到七十年代末

期，李新挑选我们四个人写民国史第一卷。这第

一卷实际上就是辛亥革命史，讲中华民国是怎么

来的。此前大陆学界写的辛亥革命史实际上是革

命党人的革命史，对立宪运动、立宪派，学界一

直全面否定，认为立宪派是反动派、反动力量，

是保皇派，可以说只有批判，没有研究。李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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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善用，他将没有研究积累的立宪运动的研究任

务分派给我这样一个那时对于辛亥革命史甚少了

解的人。我接受任务后，从资料入手，花了两年

半的时间去查找、阅读原始资料。在扎实的史料

工作的基础上，我写的书稿，李新、黎澍二位先

生看后都很满意，想不到我能做成这个样子。虽

然我的观点完全是新的，与他们原来的观点不一

样，但是他们都能接受我的新观点。因为我有材

料，有理论分析。我发表在 1980 年刚刚创立的

《中国社会科学》上关于立宪运动的第一篇文章

（《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是中国大

陆第一篇正面肯定立宪运动、肯定立宪派的文

章。当时在学界震动很大。自那以后，学界对于

立宪派、立宪运动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件事是胡适研究。我的第一篇研究胡适

的文章，是 1979 年发表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

新文化运动》，载《历史研究》）。我研究胡适与

民国史研究的启动直接相关。研究民国时期的思

想文化，胡适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假如没有

民国史研究，我估计我不大会花这么大精力去研

究胡适。民国史研究室刚成立时，李新说，咱们

先从搞材料入手，分三摊：一是人物传，一是大

事记，一是专题资料。我被分在人物传小组。我

是学哲学的，对思想文化比较感兴趣，所以就负

责思想文化方面的人物。我下决心研究胡适，也

有一个过程。一 始，我只是给胡适写一篇小

传。1975 年，我断断续续花了 10 个月的时间将

胡适档案看了一遍，有些东西没有细看，但我对

胡适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新的认

识。但那时“文革”没有结束，我还不能将我研

究心得都写出来。1978 年秋，李新先生提出希望

我在明年举办纪念五四运动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

上提交一篇研究胡适的论文。我当时虽然答应

了，但胡适能不能写，能写到什么程度，我心中

并无把握。1978 年 12 月，我听到十一届三中全

会公报的广播，我意识到做学问的环境肯定会大

大改善，研究胡适的文章可以写了。但还不能完

全按照我的新认识写，只能写几个方面，主要是

学术方面，肯定他的贡献，政治方面还是能敢

动。即使如此，大家还是觉得这篇文章够大胆、

够解放。我研究胡适不仅仅是弄清楚他有什么思

想主张，他在学术上有哪些贡献，而是在此同

时，努力造成一种空气，即对于我们过去的历史

要以研究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年来，人们对于胡

适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初中二年级语

文课本选收了胡适《四十自述》中关于母亲的那

一章。这是了不得的变化。

第三件事是创立了近代史所的思想史研究

室，领着思想史研究室的朋友做了一系列的研

究。这些研究成果大家都挺认可。我的比较特别

的贡献，是我提出了近代发展的两个基本趋势，

即世界化与个性解放。世界化就是 放，个性解

放就是解放人的创造力。过去习惯说五四给我们

指出了两个方向，一个民主，一个科学。我认为

这有一定道理，但是民主与科学所指的范围比较

有限，而且民主和科学不在同一个层面，而我所

说的这两点，可以将所有近代人物的思想主张和

社会演变的实际过程都包括进去。 放就能学习

别人的长处，也能把自己的东西扩散出去。封闭

自己只能落后，人家前进多少都不知道。个性解

放就能解放社会的活力，人民不把创造力发挥出

来，国家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进步。我领着

思想史研究室做的课题，第一个是西方民主在近

代中国。这是和胡绳先生有一次谈话时提出的。

我当时对胡绳先生说，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对民

主的认识有很多模糊，有很多谬误，需要澄清一

下，所以我想研究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与实

践。胡绳说那很好啊。那时候我们院里刚刚 始

设立重大课题制度，就把我这个项目列入院重大

课题。这个项目于 2002 年结项，2003 年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后来又接着做中国近代文

化转型研究。有人问，思想史研究室为什么不直

接做思想研究，怎么要先做文化转型研究呢？我

是这样想的，整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范

围，思想是文化里的核心，我们要想把思想弄得

清楚一点，先要把外围的东西理出头绪。所以我

们要先做文化研究。也不是做文化史研究，而是

专讲文化转型的机制和条件。在此基础上再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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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代思想通史，似乎更顺一些。目前来看，近

代思想通史的研究进展，堪称顺利。

最后，耿先生对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各位

同事，研究所的行政人员、人事处、科研处的各

位同事以及各研究室的同事，表达了由衷的感谢

之情，并希望研究所的同事们珍惜近代史研究所

良好的学术环境，发挥自己的能力，做出好的成

绩，并祝愿所有的同事身体健康、工作顺心、家

庭幸福、前途似锦。

耿先生报告后，刘志琴、郑大华、雷颐、臧

运祜、李学通、左玉河、邹小站、刘巍等同志做

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大家对于耿先生的学术贡献

与品格给了高度的评价，表达了对于耿先生的良

好祝愿。

最后，王建朗所长做了总结发言，他高度评

价耿先生的学术建树、治学方法以及他对于近代

史所、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与发展所做的重大贡

献，并表达了对于耿先生的良好祝愿。他指出：

耿云志先生的学术生涯给我们很多启迪，一是在

困难的条件下，只要坚定信念，瞄准目标，抓住

机会，奋勇前行，便能取得成绩。与前辈学者筚

路蓝缕、备受艰辛相比，今天的年轻人所面临的

困难程度无法同日而语。二是要学习和掌握做学

问的方法，尤其是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充分地占有史料，力戒从观点到观点、为观点而

组织材料的做法。王建朗指出，前辈学者严谨治

学的精神、老实做人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

所几代学人，形成我们所独特的所风，青年学者

有责任将其传承光大。

（宋广波、邱志红供稿）

《回眸胡适》展览在美国休斯顿展出 

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

馆）与国际佛光会休斯顿协会中美文化讲坛联合

举办的《回眸胡适》展览于当地时间 4 月 25 日

上午在美国休斯顿中美寺隆重开幕。馆党委副书

记李战崎、新文化研究室副研究员秦素银，中美

文化讲坛总监刘建昆，中美寺监寺觉安法师，莱

斯大学历史系教授赵沈允，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

江勇振及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代表等嘉宾和近

百位中美观众及有关媒体参加了开幕式。

赵沈允教授、李战崎副书记、觉安法师在开

幕式上先后致词，刘建昆总监、觉安法师、江勇

振教授、李战崎副书记、秦素银副研究馆员等人

共同为展览剪彩。秦素银为到场的嘉宾进行了现

场讲解。

《回眸胡适》展览共展出 59 块展板及 50 件

展品，集中展示了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胡适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文化建设中作出的积极

贡献。胡适曾长期在美国学习工作，展品特别选

取了胡适在美学习工作的记录，如胡适的美国哥

伦大学博士学位证书、哈佛大学授予的胡适名誉

博士学位证书、胡适 1940 年在美国期间全年演

讲目录索引等，十分吸引观众。

开幕仪式结束后，江勇振教授和秦素银副研

究馆员分别作了题为“天才透露的轨迹”、“胡适

文物手稿背后的那些事儿”专题演讲，受到到场

观众的好评。

《回眸胡适》展览在中美寺的展出将持续到

5 月 24 日结束。然后将于 6 月 2 日-6 月 25 日在

美国洛杉矶西来寺展出。此次展览必将会对促进

新文化运动及胡适研究、增加中美国文化交流起

到积极作用。

（秦素银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