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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与“个人”的发现 
——纪念《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 

耿云志

一 

从上个世纪末期以来，我在关于近代思想文

化问题，以及研究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著述中，

都一再地强调，提倡个性主义，高扬个人独立的

思想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件有特别重大意义

的事情。 

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文化最大的缺失，

是个人不被发现。”这是梁先生一个极有价值的

见解。他后来与新文化的几位主要代表人物发生

争论，其实都不在这个问题上。梁氏骨子里还是

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的。 

中国自秦汉以后两千余年里，一直是高度集

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一制度的构建与持续完

善，儒家思想起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它的伦

理-政治一体化的思想是集权专制主义的理论基

础。中国社会的细胞是家庭，家长是一家之主，

是统治全家的最高权威，每个家庭成员必须服从

家长的意志。君主以天下为一家，“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臣民，

都必须服从天子（君主）一人的意志。当然，在

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与巩固的过程中，天子、君

主、皇帝已成为最高权威的一个符号。在实际

上，容有他人，或他种势力操控天子，以行其意

志的现象。但这不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本质。 

这样伦理-政治高度统一的社会制度，臣民

对皇帝的“忠”，与子弟对家长的“孝”，十分紧

密地连贯在一起。自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语词、概念会产生不同的解释，如今我们仍不完

全否定“忠”与“孝”的部分伦理意义。但在君

主专制社会里，以及虽然没有了君主，但仍行专

制主义制度的社会里，“忠”与“孝”是有其确

定的意义规范的。那就是子不能逆父，臣不能叛

君。只有不是的子女，没有不是的父母；只有不

忠的臣子，没有犯错的天子。因此，在通常情况

下，个人都是被“忠”、“孝”两条伦理规范紧紧

束缚着，很难，甚至根本无法发挥个人的天性和

创造精神。整个社会，都是这样的人，或至少绝

大多数是这样的人，则国家、民族缺乏创造力，

缺少鲜活的能动精神就是不言自明的了；其社会

制度两千多年没有根本变化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 

自从清末西方列强以强力打开中国的大门，

一向不知中国之外有世界，两千多年几乎不闻自

由、平等为何事的中国人，手足无措，备受屈

辱，创巨痛深。 

慢慢地才有人想到，也许我们的制度，我们

的文化真的有什么毛病，需要做些调整，做些改

变，才能摆脱这种受制于人的状况。于是才有类

似冯桂芬所谓“不如夷”的觉悟，于是才有改革

的运动接续地发生。而且随着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的增加，随着改革运动的一次次失败和一次次地

再起，国人之先觉者，终于渐渐悟出两个重要的

道理，一个就是必须向世界开放，一个就是必须

解放“个人”，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前者就是世

界化，后者就是发现“个人”。前者这里不论，

本篇只讲“个人”的发现。 

我前面说，秦汉以后两千年，中国人几乎不

闻自由、平等为何事，当然也就无从了解“个

人”是怎么回事。但秦汉以前不是这样的。 

中国古代本有个人主义的学说，如杨子的

“为我”说，就是非常显著的例子。只是因为它

不适合君主专制、大一统和思想定于一尊的政治

需要，便遭遇到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一派人的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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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围剿，才逐渐被窒息、埋没。杨子“为我”之

说，本是强调个人不弃所固有，不求所不当有,

是一种理性的“个人本位主义”，并非孟子所说

的，“拔一毫以利天下而不为”，绝对自私自利的

思想。查《韩非子》、《淮南子》、《吕氏春秋》诸

书，所引述杨子之说，皆与孟子说法不同。如

《韩非子·显学篇》说到杨子时，有这样一段

话，说：“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

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

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1

所说“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其意明显与

孟子所说“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说法大

异。孟子说杨子自私自利，捐一毫小利，以利天

下他都不干。韩非子所述，则是说，以天下之大

利，换取杨子胫上一毛，杨子也不干。一个说的

是自私自利，一个说的是不取非个人所当有之

利，这正是君子之风。再看《淮南子·氾论训》

中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所立也。”2

这里说，杨子全性保真，不逐身外之物，不谋份

外之利。其意与《韩非子·显学篇》略同。《吕

氏春秋》之《本生》、《贵生》、《情欲》等篇，亦

涉及与杨子之说相类的思想，皆与孟子所说不

同。可见，孟子为批判杨子而故意曲解杨子的思

想，用今天的话说，即把对方妖魔化，以便于进

行不讲理的大批判。孟子说，：“墨子兼爱是无父

也；杨子为我是无君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这是典型的大批判的逻辑。中国之有大批判的恶

传统，实是孟子开其端。而其最大的恶影响莫过

于将杨子的个人本位思想完全抹杀，使专制主义

毒焰弥漫天下，缺少抗衡的力量。当然，孟子也

有他正面的贡献，我们这里不去论它。 

中国文化自独尊儒术以后，“人”这个词，

就总是作为一个类概念而存在。 

绝少把“人”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体的人来对

待，基本上是指所有的人，即与自然界之动物、

植物相区别的人；或是指某一类的人，如“大

人”、“小人”、“贵人”、“贱人”等等。 

西方的思想家自从摆脱中世纪的教条之后，

就产生一种觉悟：认识到，只有个体的真实的个

人，才是发现人性的本体。个体高于类，具体高

于抽象和一般。一般只能在具体中体现出来。黑

格尔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同样，人性，只有通

过具体的个人才能体现出来。因此，要尊重人，

就只有从尊重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做起；保护人，

也只有从保护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做起。经过几百

年的历史积淀，尊重个人，保护个人，成为一种

百炼成金的信条。相反，在中国，自从杨子“为

我”之说被剿灭以后，个人成了一个负面的词

汇，强调个人，就成了罪过。要求个人必须服从

集体。但集体应当是由个人集合起来组成的，才

是真集体。没有个人，泯灭了个人，哪里来的集

体？人们通常所说的“集体”，其实不是集体，

只是一个整体，是从一个更大的整体派生出来的

小的整体。整体的意志不是由各个个人集中起来

的意志，而是从更大的整体派生出来的意志。大

一级的整体，支配着小一级的整体。这是秦始皇

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大一统观念支配的结果。

在此观念牢笼之下，个人完全没有地位。晚明时

的李贽强调“私”的重要，清后期戴震主张“遂

情达欲”，这才稍稍向承认“个人”接近了一

步。 

近代的学者和思想家，面对救亡图存、民族

复兴的巨大挑战，发现儒家力主思想定于一尊的

主张，只是为专制君主说话，大不利于激发民族

创造精神。进而发现，古代个人主义学说，被儒

家完全抹杀，是完全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使

国人了解，个人主义思想学说，并非纯粹舶来

品，我们自己民族的思想史上，早有人阐发和提

倡。为民族复兴，应当恢复其本来面貌，使国人

在应对现实挑战时，多一分思想智慧的滋养。 

“西学中源”之说，固非确论，但在中央集

权的大一统政治奠定之前，在儒家一尊的地位确

立之前，先秦诸子中有某些与西方哲人思想略相

近之处，则是事实。 

严复是第一个向国人介绍西方思想原典的

人，他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提出中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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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的区别在于“自由与不自由之异”。他说：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

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

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

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

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

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

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中

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

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

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

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3严复在

这里提出“存我”的概念，这应当是对个人自由

的一种比较吻合的中文表述。但严复此处所说：

“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

尝立以为教者”，实不确。严复如此议论的时

候，那是 1895 年，甲午战争刚刚结束之时。二

十年之后，严复在《庄子评语》中，极力推崇庄

子、杨朱的尊崇个人的思想。严氏评论道：“杨

之为道，虽极于为我，而不可訾以为私。”4能见

到杨子之“极于为我”，不归结于私，可谓透辟

之见。当时，严氏一度以为，庄子或即是杨子；

即使不是杨子，而庄子思想实与杨子极相类。故

借评庄子之书，而阐杨子之说。可贵的是，严氏

还揭出，孟子歪曲了杨子的学说。他说：“为我

之学，固源于老。孟子谓其拔一毛利天下而不

为，固标其粗与世俗不相知之语，以为诟厉，未

必杨朱之真也。”5 

盖杨朱的思想学说，受到儒家学派的大力围

剿，其学说几乎完全被绞杀，湮灭，只剩下经孟子

歪曲过的一句话：“拔其胫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但

既然当年孟轲等辈那样奋力排击杨子的学说，并

谓，当时天下学子，不归于杨，即归于墨，则可以

想见，杨子必有略成系统的学说传之当世，亦即必

有如其他诸子相类的著述存于当世。然而两千年

后，我们终未能得杨子学说的本来面貌，以做出深

入详尽的研究，良可浩叹！此皆孟子及其学派，以

及他们所献功邀宠的统治者之罪。 

继严复之后，倡导个人主义思想的另一位重

要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于 1901 年在《清议

报》上发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在谈

到“自由与制裁”的问题时说：“自由者，权利

之表证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

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6。他还

提出个人自由的界说，谓：“‘自由之公例曰：

‘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7梁氏还

深为感叹地说：“吾以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

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独立，

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8他把

“个人之独立”置于优先的地位，这在中国思想

史上可谓石破天惊之论。值得注意的是，梁氏此

时，即早于严复 15 年，就注意到，中国最早倡

导为我之说的杨朱的思想，实可为我民族“个人

独立”思想的最早资源。他大力称扬杨朱的“为

我”之说，他说道：“昔中国杨朱以为我立教，

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及解英、德诸国哲学

大家之书，其所标名义，与杨朱吻合者，不一而

足；而其理论之完备，实有足以助人群之发达，

进国民之文明者。盖西国政治之基础在于民权，

而民权之巩固，由于国民竞争权利，寸步不肯稍

让。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

下。……故今日不独发明墨翟之学足以救中国，

即发明杨朱之学亦足以救中国。”9他把杨朱“为

我”的思想提到可以救国的高度，实不愧为启蒙

思想家。 

三 

严复和梁启超两位思想家，在诠释西方自由

主义思想时，都引出古代杨朱的尊崇个人的思想

资源，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在中国“重新

发现个人”的先驱者。 

可惜，那个时代，敌国外患太严重了，他们

未能一以贯之地坚守“存我”或“个人之独立”

优先的原则。严复在其《政治学讲义》中反复论

证，自由不得不受种种限制。而梁启超则迳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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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当先倡国家之自由，民族之自由。因为他认

定，当时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切要者是争参政权

和民族建国两个目标。故不得不稍抑个人之自

由，而伸团体之自由。10 

民国初期，继续有人阐发“个人”的地位与

价值。如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个人

之改革》一文，其中说到，中国数千年之积腐，

不改革绝不可。然数十年来改革无成，实因分子

腐败，团体不能善。所以他说：“吾侪不改革自

己之个人，而侈言改革社会，是实吾侪之大误

也。”又说：“凡游历西洋诸国及觇览西洋人在东

亚各地所建设之市场者，未有不喟然兴叹，谓吾

社会苟不从事于改革则将无以自立。然更进而与

西洋社会中之个人相接触，则其身体之强健，精

神之活泼，技能之熟练，服务之精勤，无在不足

使吾侪相形而见绌，于此而不发生改革个人之思

想者，非狂人即愚者矣。”11可以看出，作者已不

是笼统地议论社会改革，或国民性的改革，而是

把着眼点放在“个人”的改革上。稍后，署名

“抱木”的作者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谈论孔

子教义的文章，这位作者显然不是很激进的人。

他对孔子思想尽量作出与现代观念相协调的解

释。他说，孔子是注重个性的。他发挥说：“人

人能发育其个性，而扩充其能力于将来者，是德

之至大者也。”12 

接着，《东方杂志》接连发表有关“个人”

的文章。一位署名“民质”的作者颇接近于古代

杨子“为我”的思想，亦可以说很接近于西方思

想家的个人主义思想，他说：“上天下地，惟我

独尊。世间无我，即无世界。凡事我之所不能

为，未有他人能代而为之者也；他人所不能代而

为之，未有孤特蕲向，存乎理想之物独能代而为

之者也。……一有可为，为之者断乎在我。是故

我者真万事万物之本也。”13此文所说，真充满唯

我主义的味道。我倒是倾向于认为，这只是说

明，那个时候的人，尚未能得到表述个人价值的

恰当的说法。另一位署名“家义”的作者，发表

《 个 位 主 义 》 一 文 ， 说 ：“ 个 位 主 义

（Individualism）者，近世一切新文明皆导源于

此思潮者也。”又说：“人之第一天职即在发育其

个性，使之至于极度也”。他认为：“我国人惟不

知个人本位主义，故其于社会也，惟现一片笼

统，只见有家族，有地方，有国家，有其他社

会，而你见有个人……究之，家族、地方、国

家、其他社会，本以个人为主。既无个人，而所

谓家族、地方、国家、其他社会者亦同等于无。

一国之中，只见有无数寄生之物，不见有独立之

人格，此我国数千年所以毫无进化也。欲医国人

此种笼统之公毒，则必力倡个人本位主义，使人

恍然知我在社会之位置。” 14这位作者把“个人

‘的意义说得比前此诸人要清楚一些。

梁启超在他主办的《大中华》杂志上，也重

新提起并发挥他在清末提出的个人主义的命题。

他在《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

昌明之其道何由》这篇文章里说：“孔子教义第

一作用实在养成人格”。“即以今日论，而国家之

基础，岂不在个人。分子不纯良，而欲求健全之

团体，其安得致？彼泰西诸国，正惟前此尽力于

个人主义之教育，已收全效。……夫诚能国中人

人有士君子之行，则国家主义，何施不可。……

教育之职务原在导发人之本能，而使之自立自

达。……故今日中国，凡百事业，与其望诸国

家，不如望诸社会；与其望诸社会，不如望诸个

人。” 15梁氏在这里相当明确地指出，个人在国

家、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每个个人都能自立、自

达，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才能健全，才能发挥建设

性的作用。同样，由个人组成的最大团体——国

家，因其所由组成之各个分子——即每个个人都

是好的——则国家一定健全，社会一定进步。 

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前夕，已有不少关于个

人解放的思想的文章，它们所阐发的思想已与清

末时期关于“个人”的阐述有所不同，从思想史

的角度看，它们已可与新文化运动领袖分子的思

想衔接起来。

新文化运动领袖分子们对个人独立与个人自

由的问题，具有更为明确和更为坚定得多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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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陈独秀说，每个人都应有“自主自由之人

格”。要“自谋温饱”，“自陈好恶”，“自崇所

信”，“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

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6

又说：“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

失，他何足言？” 17我们不能把这误解为“老子

天下第一”，而是堂堂正正地有个“我”在，所

言所行概由自我负责。胡适较多地使用“个性主

义”这个词。因为传统意识形态一直把个人作为

负面的意义来了解，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缠，个性

主义这个词，较新，亦较中立。胡适说：“真的

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18又说：“发展个人

的个性，须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

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个人

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

所以无论怎样好玩，无论怎样高兴，到底没有真

正乐趣，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格。”19与胡适同

出于杜威门下的蒋梦麟试图把个性主义与个人主

义 加 以 区 别 。 他 说 ：“ 何 谓 个 性 主 义

（Individuality）?曰，以个人固有之特性而发

展之，是为近世教育家所公认，教育根本方法之

一 也 ， 无 或 持 异 议 者 矣 。 何 谓 个 人 主 义

（Individualism）？曰，使个人享自由平等之

机会，而不为政府、社会、家庭所抑制是也。”20

照蒋氏的意思，似乎个性主义是从教育的角度

谈；个人主义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谈。他本人

主要是教育家，他要做此区别，可能有他的理

由。实际上个性主义、个人主义本质上是一回

事。胡适的朋友，《新青年》主要撰稿者之一，

高一涵则主要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说明个人主

义的真义。他指出，有个人才有国家，国家不是

个人的目的，国家只是人造之物，人们建立国

家，是为了保护每个个人的权利。21这就打破了

对国家的迷信，揭破了少数人借国家的名义，压

制普通个人的合法外衣。 

总起来看，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新青年》主

要撰稿人胡适、陈独秀、高一涵等为代表，他们所

阐述的个性主义（亦即个人主义），与清末时期

（包括民初一部分人）所宣传的个人主义至少有三

点不同：第一，清末民初，人们对个性主义、个人

主义的本质意义尚不能界定十分清楚。严复以“存

我”、“絜矩”来表达，显然不够清晰。梁启超、谭

嗣同等用“独立”、“自主”等词语来表达，仍不够

清晰。胡适把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关系说清楚

了。因个人主义在中文语境中，被赋予许多负面意

义，所以胡适说，个性主义就是最健全的个人主

义。他又把个性主义的本质含义说清楚了。他指

出，个性主义第一是强调个人意志自由，第二是个

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这样，就把人们附加

给个人主义或个性主义的种种负面的东西清除出

去；同时也使个性主义与任何形式的奴隶主义严格

区别开来。第二，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

克服了严复、梁启超这些早期启蒙思想家摇摆不定

的困惑，坚定明确地承认，个人自由优先的地位。

他们认为，由自由的人们所建立的国家，才可能是

真实的自由的国家，没有个人自由的国家，不可能

是自由的国家。胡适明确指出，现代的共和国家，

绝不是一群奴隶们能够建立起来的。第三，与第二

点相关联，清末和民初的某些人在讲个人自由的时

候，没有厘清个人自由与民主政治的真实关系。胡

适、陈独秀、高一涵等人，清晰地揭示了，个人主

义、个性主义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出发点，也是它的

落脚点。也就是说，没有健全的个人主义、个性主

义的确立，民主政治只能流为一种口号。 

四 

发现个人，对于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来说，

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从前在君主专制时代，君主自称天子，代天

御民，民如群羊，天子是牧人。不是群羊养活牧

人（及其一家），而是牧人赐给群羊以牧场，有

草吃，赖以活命。同样地，不是人民养活天子

（及其一家，乃至各级贵族），而是天子给人民

以生存的条件。那时，国家就是君主主持的朝

廷，所有的臣民都必须服从朝廷，等于所有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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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君主和朝廷的奴隶。普天下只有君主有自由

意志，有自主言行的权力。这样的国家，这样的

社会，能有多少主动创造的精神可以发挥？非君

主制的其他专制形式的国家社会，也是一样的。

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之下，国家社会之进步缓

慢，乃是必然的。 

近代的民主国家（包括君主立宪的和民主立

宪的国家），是建立在民权的基础上。而民权主

要不是笼统的参政权和监督权，核心是在于各种

基本的人权。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基本的人权没

有落实，就算不得近代的民主国家。基本的人权

就是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的基本权力，例如发表言

论与著作的权力，居住和迁徙的权力，人身不受

侵犯的权力，通讯的权力，等等。而对于这些权

力的意识，只有真正独立自主的个人才能有。 

所以，发现个人的第一个意义是对于国家，

个人独立自在。国家是由许许多多的个人组成

的，因有个人才有国家。所以，用国家的名义抹

杀个人是错误的。 

发现个人的另一层重要意义是从抽象的人，

提升为具体的人。把抽象的人民变成由一个一个

的具体的个人组成的群体。中国古代思想家，尤

其是儒家一派的思想家，总以为“类”高于个

体。人所禀赋的本质，在普通个体的人身上，总

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所以，他们总是强调各

个人要克制自身的种种欲望，力求达到他们说的

玄之又玄的人性。他们以抽象的人性来罩住每个

人，任何一个个人都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真实的人

性。而真实的人性，其实只有在具体的个体的人

身上才能展现出来。抽象的人，作为一个类概念

的人，是无从展示其人性的。个人的发现，突破

抽象的人对所有真实的个人的笼罩，迷雾散去，

每个具体的个人则鲜活地独立起来。人性，人的

权力，都被要求在一个一个具体的个人的身上彰

显出来。由无数这样的个人组织起来的社会，才

够得上现代的社会。近代以来，某些热衷于专制

独裁的人，他们可以承认抽象的人民，却绝对不

承认个人。这个事实也足以证明，“个人的发

现”有多么重要。 

个人的发现，个性主义、个人独立自主的人

格，个人的权力，是《新青年》最重要的核心观

念之一，这个观念得以确立，引发了对专制主义

旧思想、旧伦理的猛烈批判，推动一系列新思

想、新观念的传播。对于《新青年》所带动的，

对个人主义、个性主义的现代阐释，其思想史上

的意义，是无论如何加以强调，都不过分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1见《二十二子》，第 118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版。

2见《二十二子》，第 126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版。

3严复：《论世变之亟》，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第 2-
3 页，中华书局 1986 年。 
4严复：《庄子评语》，见王栻编《严复集》第四册，第

1138 页，中华书局 1986 年。 
5严复：《庄子评语》，见同上，第 1147 页。 
6《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 45 页。 
7同上，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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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 49 页，中华书局 1989 年

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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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 卷 1 期。 
17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1 卷 5 期。 
18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文存》一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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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4 卷 6 期。 
20蒋梦麟：《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蒋梦麟学术文化随

笔》第 43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年版。 
21见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1、2、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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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早年佚文《强权即公理？——国际关系与国际伦理》 

席云舒

胡适《留学日记》卷十 1915 年 7 月 1 日有

一篇长文，题为“记国际政策讨论会”，记述的是

这年 6 月 15 日至 30 日在绮色佳召开的“国际政

策讨论会”期间的活动。这次会议由卡内基世界

和平基金会和波士顿世界和平基金会主办，与会

者皆为美国各大学国际政策研究会选送的杰出学

生代表，共有会员 70 人。会议的目的，一是各

大学国际政策会会员讨论交流，二是“锻炼将来

世界和平风动之领袖”。会议开了两个星期，开

幕那天，胡适致欢迎词。 

胡适在日记里较为详尽地记述了会议的各个

论题，以及他与远道而来的部分会员的交流，尤

其详细地记述了他与日本和平会书记富山接三的

辩论。详情可参看《留学日记》。1“讨论会最后一

夜，讷博士（Dr. George W. Nasmyth——笔者

注）嘱余讲‘伦理与国际政策之关系’。余略述所

见，约十五分钟而毕。”胡适的这次演讲，就是

这篇《强权即公理？——国际关系与国际伦理》，

但他的日记里并未写明他演讲的英文题目，也未

详述演讲的内容。周质平先生主编的《胡适英文

文存》、《胡适英文未刊遗稿》以及安徽教育版

《胡适全集》里均未收录他这次演讲的讲稿，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和台北胡适纪念馆的档案

里也没有收藏此文，故一百年来胡适这次演讲的

内容均不为人所知。 

事实上，在这次会议结束后，1916 年康奈尔

大学就出版了这次会议的论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从这本

论文集中我们可以更为详尽地了解这次会议讨论

的内容，共分为十个论题：一、国际法失败了

吗？（Has International Law Failed?）；二、泛美

关系（Pan-American Relations）；三、美国的亚洲

问题（America's Asiatic Problem）；四、美国军备

的加强：国家和国际的结果（The Increase of 

American Armaments: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sults）；五、一个和平的联盟（A 

League of Peace）；六、民主与战争（Democracy 

and War）；七、强权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Force）；八、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与物质因素

（ Moral and Material F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九、战争中的经济因素（Economic 

Aspects of War）；十、国际政治运动：目标和组

织（The International Polity Movement: Its Aim and 

Organization）。每个论题都有若干篇讨论文章，

讨论得最多的是第六个论题“民主与战争”，有 7

篇文章，其次是第一个论题 “国际法失败了

吗？”，有 5 篇文章；最长的是第三个论题“美国

的亚洲问题”，只有葛立克教授（Pro. Sidney L. 

Gulick）的一篇长文，达四十多页。胡适的文章

被编在第八个论题下，现将全文录出，供大家参

考。 

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

二年，以德国、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和以英、

法、俄为首的协约国交战正酣，此时美国尚未参

战，但有关欧战和国际形势的问题在美国大学里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德国自 1898 年强占中国青

岛，一次大战中日本为了获取德国在远东的利益

而对德宣战，1915 年 1 月又蛮横地向袁世凯政府

提出“二十一条”，不仅在中国国内掀起轩然大

波，也引起了留美中国学生的激愤，胡适在 1914

年 8 月 16 日和 17 日的日记中都曾谈到青岛问

题，2此外他还写了多篇讨论欧战的日记和文章。

在留美学生中，“中国人别无选择，只有决一死

战”这类的观点，也充斥着 1915 年上半年《中国

留美学生月报》的版面。此刻身处美国的胡适，

持“不争主义”观点，他认为以中国当时的兵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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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足以对日作战，“螳臂当车、以卵击石决

不是英雄主义”，因此他主张“让吾等各就本分，

各尽责职；吾辈之责职乃是读书学习”。3他在给

韦莲司的信里，也谈过他的“不争主义”和“道德抗

拒哲学”。41915 年 3 月 19 日，他写了一封《致

全体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刊登在 1915 年 4 月

号的《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他批评那种情绪

激动的呼号为“爱国癫”，他呼吁中国留学生要“安

于学业，力争上流，为将来振兴祖国作好一番准

备，只要她能幸免于难——余深信如此——若是

不能，吾辈将为在废墟上重建家园而努力”。5然

而，他的观点在同一期《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

就遭到了邝熙堃的责难，被诋为“木石心肠，不

爱国”，还有一些留学生写信来责骂他。6但胡适

不为所动，他后来在 1916 年 1 月 11 日和 25 日

的日记里两论“造新因”，希望从教育入手，“为祖

国造不能亡之因”。71915 年 6 月 15 日至 30 日的

这次“国际政策讨论会”就是在一战背景下召开

的，会议不仅讨论了大战中的各种问题，更重要

的是，大家希望能从哲学层面探讨一些国际关系

原理，以便为将来建立国际伦理法则提供思想基

础。 

我不打算就胡适此文的内容多说些什么，但

我想就胡适发表这篇演讲的思想背景再说几句。

1914 年下半年，胡适写了一篇《洛克的〈政府论

两篇〉研究》（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随后又写了一篇《约翰·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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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篇文章均已刊在《胡适研

究通讯》上；81915 年 3 月，他写了一篇《康德

的 国 际 伦 理 原 则 》（ Kant's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1916 年 6 月，又写了一篇

《武力在国际关系里有没有代替物？》（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这两篇文章都收录在《胡适全集》

第 35 卷。根据他 1915 年和 1916 年的英文读书

笔记，他这个时期还系统地阅读了从霍布斯、洛

克到康德之间的各种知识论和伦理学著作。9我们

如果把这些文章做比较阅读，就能了解胡适这个

时期的“不争主义”（即“和平主义”）思想的哲学

来源。他在这篇演讲中讨论黑格尔的伦理性、中

国的“理”或卢梭的“公意”观点中，功利主义的解

释主要来自密尔，而“我的邻人”观念则无疑来自

康德。换句话说，胡适的“不争主义”既吸收了康

德《永久和平论》中的观点，也吸收了密尔的功

利主义原理（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理”），

同时还含有中国传统的观念。 

胡适演讲完之后，大会主席诺曼·安吉尔先

生、墨茨博士、讷博士都做了发言。墨茨博士是

德国人，1913 年秋天被美国世界学生同盟会推举

为会长，胡适在 1914 年 12 月 6 日的日记里称他

为“德国学生界倡大同和平主义之巨子”。 10安吉

尔先生的发言主要是针对胡适的演讲，墨茨博士

和讷博士的发言则主要是关于欧战。安吉尔先生

批评了功利主义观点，又从康德哲学的角度对胡

适的观点做了进一步探讨。胡适日记中说：“吾

初以安吉尔为一种唯物的理想家（Materialist），

今始知其不然。此君具大识力，读书甚富……”他

引述了安吉尔《情感与谬误》中的一段主要观

点，并称：“吾以为此说乃为吾所谓‘道义的抗拒

主义’（Ethical Resistance）下一注脚。”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1胡适：《记国际政策讨论会》，见《胡适全集》（第 28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163—175

页。

2胡适：《青岛归谁》、《还我青岛，日非无利》，见《胡适

全集》（第 27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449—450、451—452 页。 
3胡适：《致留学界公函》，见《胡适全集》（第 28 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89—90 页。 
4参见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

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64、66 页。 
5译文参见胡适：《致留学界公函》，见《胡适全集》（第

28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90 页。 
6参见胡适：《〈致留学界公函〉发表后之反响》，见《胡

适全集》（第 28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

第 106—107 页。另见 Suh Hu: An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 H. K. Kwong: What is Patriotic Sanity?载

 8 



胡适研究通讯   2015 年第 3 期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April, 1915, vol.ⅹ, No.7. 
7参见胡适：《论“造新因”》、《再论造因，寄许怡荪书》，

见《胡适全集》（第 28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第 297—298、306 页。 
8Suh Hu: 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John Stuart Mill on Justice: a Study of the Fifth Chapter of his 
"Utilitarianism"，见《胡适研究通讯》，2014 年第 1 期和

2015 年第 1 期。其中《洛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我

已翻译出来，并写了专门的研究论文，载《社会科学论

坛》，2014 年，第 11 期。 
9胡适 1915 年和 1916 年的英文读书笔记，保存在中国社

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号 E-62-9、E-62-2。 
10胡适：《墨茨博士》，见《胡适全集》（第 27 卷），合

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567—568 页。 

DOES MIGHT MAKE RIGH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THICS 

By Suh Hu

I am more interested in the sub-title of the topic 
than in the topic itself.  The sub-title 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thics."  But before I take up that 
question I shall first dismiss the main topic in a few 
words.  What does this epigram mean, "Might makes 
right"?  It certainly cannot mean, Might makes 
rightness.  There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right as 
meaning what is right or rightness, and right in the 
sense of a right or rights.  It cannot mean that might 
makes what is right or rightness, because, if that is 
true, we should condemn all those who martyr their 
lives for new truths, who fight against the existing 
orders which are always supported by the powers 
that be.  We should condemn any revolution which 
seeks to overthrow the established régime. 

But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truth in the other 
sense, that might makes rights; that it gives us a right 
to something.  The property right, for instance, is 
held by some as originated in occupation.  The origin 
of property, according to this theory, lies in force, in 
might.  We cannot here enter into a discussion on the 
various theories of the origin of property.  But we 
can say this much: that a right implies a claim on the 
part of the owner to ask society to protect him in the 
possession and enjoyment of that right, and that 
society recognizes the validity of that claim.  So in a 
sense it is true that all rights, like the property right, 
imply some kind of force or might which society 
uses in enforcing them.  But in another sense it is 
false; for if a right implies a promise of society to 
employ its might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it is because society recognizes in 
those rights something useful, something important 

to the welfare of society as a whole.  We cannot 
expect society to recognize our right to kill, because 
a right to kill implies something detrimental to the 
well-being of society.  So a right always implies a 
utility, a social good, a common good.  And it is this 
social utility, and not mere force, which makes a 
right what it is.  After all, when we interpret the 
sentence, "Might makes right," we must interpret it 
in the proper sense, that, although a right is always 
protected by social force, that protection is always 
based upon the intrinsic utility of that right. 

As I said, I am interested in the sub-topic, "The 
Rela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thics."  The question is, what rôle can the moral 
philosopher play in the better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 think he has a very important rôle.  
Those of you who have heard the discussion on the 
sanc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led by Prof.  
MacDonald some days ago, will remember that he 
pointed out several sanctions: 1st, military force; 2nd, 
economic pressure; 3rd, public opinion.  The last-
mentioned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For are we 
all obedient to national laws because we are 
constantly compelled to be so by the police force 
behind them?  Certainly not.  We obey the law every 
day of our lives without ever thinking of the police at 
all. 

A year ago Lord Haldane, Lord Chancellor of 
Great Britain, came to address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which met at Montreal.  His topic was 
entitled, "The Higher Nationality."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final sanction of law is what Hegel calls 
Sittlichkeit.  The Chinese call it Li.  Rousseau ca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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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the general will.  It is public sentiment, morality in 
the highest sense, literature,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everything that makes up the Sittlichkeit which 
constitute the force behind the law and without 
which no law can exist.  If laws are always 
dependent on police force, how can we live in peace 
at all?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last resort, must find 
its sanction in public opinion, in the creation of that 
public sentiment which G.  Lowes Dickinson calls 
the "Will to peace," of that general will which makes 
us feel unconsciously obedient to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laws.  That is the final and most 
effective sanction.  The rôle which the moral 
philosopher can play is to create that sentiment 
behi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question is, how can we create this final 
sanc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my mind there are 
two ways in which the moral philosopher could 
contribute most effectively to this movement.  In the 
first place, the moral philosopher could point out the 
end or object or purpo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Armaments, war, peace and diplomacy, 
— all these things are not absolute in themselves: 
they are only means to some end.  It is the task of the 
moral philosopher to point out what should be, what 
ought to be the true end, the true purpose of these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Let me give an illustration.  
Law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as something absolute. 
But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many thinkers 
came to doubt the absolutism of legal philosophy.  
They began to ask, what is the purpose underlying 
law?  So Bentham in England and Jhering in 
Germany began to try to find out what is the 
"Zweck," or purpose of the law.  Law thus lost its 
absolute character, and became a means to an end.  
But what is that end?  The Utilitarians pointed out it 
is utility, social good,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  They tried to apply that test to 
every law or institution and justify or condemn its 
existence on its conduciveness or hindrance to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 

What is true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is no less 
tru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 are sorely in need of some rational test 
by which we can judge the governmental policies.  
Take armament, for instance.  Is it conducive to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nation?  If so, let us devote 
our whole energy, and our resources to armaments 
instead of internal improvements.  To find some such 
criterion is the great task which the moral 
philosopher can do.  For, after all, when we sit down 
to think, it will appear that the greatest trouble past 
and pres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re has been too much irrationalism.  But if we 
have some criterion by means of which we can test 
wherein the true interest of your nation lies, you can 
apply it to every policy and criticize intelligently. 
That is the first contribution which the moral 
philosopher can make. 

In the second place, he can point out the 
tendency of moral progress, by which I mean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which mankind has followed 
in the past and will follow in the future.  If the 
history of mankind teaches us anything at all, it 
teaches that the human race has constantly enlarged 
its conception of "my neighbor."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ishop Butler preached a 
sermon on "Who is my Neighbor?"  He defined "my 
neighbor" as "that portion of humanity which comes 
under my immediate notice, acquaintance and 
influence."  If we apply this definition to present-day 
conditions, you will find that the whole world is my 
neighbor.  That is the tendency which history teaches 
us.  Those of us who have faith in human progress, 
can not believe that the national state is the highest 
ideal of humanity.  It is the task of the moral 
philosopher to point out and teach a new philosophy 
which shall show the world that patriotism is not the 
highest idea of humanity, and it is possible for 
mankind to strive toward that ideal which Lord 
Haldane happily called a "higher nationality."  It is 
his duty to teach mankind not to exalt one's own 
nation at the expense of the rights and property of 
other nations, but to develop one's own country for 
the benefit of that higher nationality.  It is his duty to 
inspire mankind to work for that ideal state in which, 
to use the words of Emanuel Kant, "every state, 
including even the smallest, may rely for its safety 
and its rights not upon its own power or its own 
judgment of right, but only on this foedus 
amphictionum, on its combined power and on its 
decision of the common will according to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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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FOLLOWING ADDRESS BY MR. 
HU 

Mr. Angell: I was greatly interested in Dr. Suh 
Hu's paper, and he did there raise some very 
fundamental questions.  We have to thresh them out. 

First, there is one little point that I would like 
to call your attention to and leave it at that.  That is 
this, in the discussion of this question many of us are 
apt to make this confusion because we desire to 
show that there is no conflict between morality and 
self-interest, we argue that the motives of moral 
action must necessarily be calculated self-interest.  
This is not the case at all.  It may be entirely to a 
man's interest to educate his children properly.  His 
motive may be simply that he likes to do it.  That 
very often is the motive.  The motive of an ac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morality and self-
interest are one and the same thing.  The utilitarians 
made something of that error because they tried to 
show that the basis of action should be general 
interest, tried to show that men necessarily acted 
from calculated self-interest.  This is no necessary 
part at all.  We may perfectly well admit that men do 
act from motives quite other than self-interest and 
yet put forward the claim that self-interest is in no 
way contradictory of morality. 

Then comes the question, What is self-interest?  
Your interest is the interest in another sense, the 
French sense interest, of doing things.  Even when 
we consider what our interest is we exclude those 
non-material things, companionship, good opinion of 
our fellows, and so forth; these are real definite 
human interests, if you include these you will find 
that the reconciliation of interest and morality is 
identical.  Even when you have proved that, it is not 
a necessary part of the utilitarian case to say that we 
necessarily act from motives of self-interest.  I have 
talked higher metaphysics long enough. 

Dr. Mez: At the present time, this very moment, 
it is for me, as a German, a very great thing to be 
with Norman Angell discussing the peace problem.  I 
do not know if you can realize my feelings when I 
cut loose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Atlantic, from 
those who have coöperated with me in the 
Cosmopolitan Clubs.  Several have been killed. 
Then, what it means to be coöperating with men like 
Norman Angell.  This fact is very impressive to me, 

all must be very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in 
present events to have him with us.  It was a great 
thing to get him across the Atlantic, when the 
militarist says that fighting is the thing to do for 
civilization.  Perhaps one of the best practical 
teachings of our Conference is that Mr. Angell has 
not killed me, but of more importance is it that I have 
not shot at Mr. Angell.  Fighting could never be the 
cause of human progress. 

Dr. Nasmyth: I cannot help wishing that there 
were 6,000,000 Dr.  Mezs on the German side and 
6,000,000 Mr. Angells on the English side. 

In England we needed no occasion to get rid of 
formality.  We met in the barn of William Penn.  We 
were there from July 7th to 17th.  We had tents 
outside.  We also had four sessions a day with 
breakfast at 7, discussion from 8:30 to 10:00, another 
until luncheon, then one in the afternoon, and 
another after dinner until about eleven o'clock.  Then 
we carried it through most of the night.  We tried to 
get away from the discussion by changing around 
sleeping quarters. 

All of it comes down to the question,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about it?  We have treated the 
problem lightly sometimes, sometimes as a huge 
joke.  I think that was the thing that hurt us most 
about Hudson Maxim, that he could treat it as a huge 
joke, a spectacle.  Even we must sometimes treat it in 
lighter vein.  But the other side is there. 

Here are millions of young men just like those 
in our own universities giving their lives for a great 
idea, the highest they know, their fatherland, their 
country, ideas of liberty and democracy they think, 
and yet for ideas which, looked at from a distance 
where we can get a perspective, we realize are false 
ideas, a wrong aspect of force, a desertion of some of 
the great laws of civilization. 

As I have travelled through the universities this 
past year I have found a tremendous response to this 
appeal, if young men are willing to give their lives 
for a great ideal as they see it, are we not willing to 
sacrifice some of our time and energy to build up a 
true theory of human relationships and coöperation 
and justice which shall forever make that kind of 
thing impossible in the world.  In the last chapter of 
Mr. Angell's pamphlet on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War" you will find that exp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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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oquently. 
Europe is now so torn that it can not do 

constructive tasks, and the great task of 
reconstruction is going to fall to the share of America.  
I was at Williamstown and the President took me to 
the historic monument where five students got 
together and said to one another, "Here is the great 
world of Asia waiting for the ligh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go to them.  Can not we go to them 
and give them these things which we believe are best 
for civilization?"  They gave themselves to this work 
and there the great foreign missionary movement 
was born.  If from a group of five men who had seen 
a vision, who had been gripped by an idea of 
something to be accomplished, such a tremendous 
movement as that could rise, which is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is it not possible that even from a 
group such as is here in our Conference, influences 
may go out which will have a part in reshap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give her that heritage of 
leadership which may be awaiting her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world, not of the old kind of 
military power, but a leadership which will be 
welcome, because it is of service, of life, of those 
great words of President Wilson, "brotherhood, 
justice, humanity." 

These are the things for which America stands. 
It is worth while sometimes to read the speeches of 
Washington, Jefferson, and so on.  They were not 
founding a nation just like others, but a new kind of 
nation in the world, a new plan from which even the 
nations of Europe should gain inspiration and help. 
We forget these things sometimes.  It is worth while 
to go back and see the great vision of the founders of 
our Republic and believe that the body of young men 
and women are pretty thoroughly agre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is international problem. 
This could have an almost irresistible influence in 
bringing it about that on this question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 whole level of public opinion and 
discussion should lower itself to the point of calling 
men undesirable citizens, and so forth, and call these 
arguments.  This shows how low has fallen the 
discussion of this problem.  We need to raise that 
plane, to bring to bear upon it all the intellectual 

force, the rational force, the power of the human 
mind and spirit we can, because it is the greatest 
problem before the generation. 

I went to Europe some years ago to learn more 
about physics than any one else knew.  But studying 
there in German universities, I could see this thing 
which was giving the revanche feeling in France, 
militarism, not giving autonomy to Alsace-Lorraine, 
the building up of armaments.  That situation grew 
on me and other American students there at that time, 
gripped me so deeply that I was impelled to give up 
my other work and get started at the bottom again. 

This is merely an illustration of the fact that the 
problem is so tremendous that when started it must 
create and have influence. 

I do not believe that we can have a true theory 
of human society and hope to build men worth while, 
while we have this theory of force in ou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 cannot hope to get the 
attention and work of men on the real problems of 
society, on the abolition of poverty, vice and 
ignorance, until we get rid of these false ideas. 

We have had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in these 
two weeks of intimate association with Mr. Angell, 
who, I believe, will be counted as one of the men of 
genius of this century, a man whose professional 
influence, political thought, and ideas will receive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s the results of this war 
begin to be borne, and people begin to return to a 
sense of the remedies involved, and this opportunity 
bears with it responsibilities, "unto whom much has 
been given, from him much is required." 

I can see men going out from here leavening in 
colleges, labor unions, schools, and getting articles in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and even writing books, 
springing from this Conference, until we shall look 
back at it five or ten years from now as the starting 
of a tremendous influence in beginning this work of 
the organizing of the world.  We feel gratitude to Mr. 
Angell to-night and thank him for the interest which 
has come into our lives with the study of this great 
constructive movement of modern history. 

（席云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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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梁启超与《秋蟪吟馆诗钞》 

邹新明

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最初

是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

而作，文章在总结这一时期的诗歌时，主要介绍

了两位诗人：黄遵宪和金和。对此胡适解释说：

“这个时代之中，我只举了金和、黄遵宪两个诗

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有点特别的个性，故与那一

班模仿的诗人，雕琢的诗人，不大相同。”1他认

为：“金和与黄遵宪的诗的好处就在他们都是先

求‘通’，先求达意，先求懂得。”2 

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60 年 3

月 26 日，当时胡适因心脏不稳定住院，罗家伦

给他带来金和的《秋蟪吟馆诗钞》精刻本一部。

胡适说：“金和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亲

戚，太平天国时代，他在南京围城中作的诗最

好：大胆，老实，有一种新的风格。这个精刻

本，是梁任公个人的意思删选后，由金和的第二

个儿子金还精刻的。当年我在病中，任公送我一

部。我在《五十年来中国的文学》一文里，曾经

提到他，可以说是任公和我两个人特别把他提醒

大家注意的。”3 

黄遵宪在诗界的声名确立很早，而金和最初

则不大为人所知，根据上引胡适的说法，金和后

来引起人们的重视，是他和梁启超努力提倡的结

果。平心而论，梁启超对此事的贡献更大，他不

仅在 1915 年整理删选出版了《秋蟪吟馆诗钞》，

而且在序言中对该诗集极加推崇：“余尝怪前清

一代，历康雍乾嘉百余岁之承平，蕴蓄深厚，中

更滔天大难，波诡云谲，一治一乱，皆极有史之

大观，宜于其间有文学界之健者，异军特起，以

与一时之事功相辉映。然求诸当时之作者，未敢

或许也。及读金亚匏先生集，而所以移我情者，

乃无涯畔。吾于诗所学至浅，岂敢妄有所论列，

吾惟觉其格率无一不轨于古，而意境气象魄力，

求诸有清一代未覩其偶。比诸远古，不名一家，

而亦非一家之境界所能域也。呜呼！得此而清之

诗史为不寂寥也已。”4从上引文字看，梁氏对于

《秋蟪吟馆诗钞》评价相当之高。到了 1920 年

11 月，梁启超在《改造》第 3 卷第 3、4、5 号连

续刊载《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也就是

后来汇集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他在这篇原

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一发而不可

收，只好单独出版的长文中，评论清代文学“以

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直至末叶，始有金

和、黄遵宪、康有为，元气淋漓，卓然称大

家。”5 

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完成于 1922

年 3 月 3 日，他在 1923 年 2 月 25 日《东方杂

志》第 20 卷第 4 号发表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

学书目》中，在“文学史之部”中也收有《秋蟪

吟馆诗钞》，以郑珍的《巢经巢诗钞》和《秋蟪

吟馆诗钞》代表道、咸、同三朝；黄遵宪代表末

年的过渡时期。6因此，对金和的推崇，胡适在梁

启超之后，当无疑问。那么，两人都推重金和，

到底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胡适受了梁启超的

影响呢？笔者在整理胡适藏书时恰好发现了梁启

超所赠整理删改本《秋蟪吟馆诗钞》，书衣上有

梁启超满篇题记，拟不揣浅陋，结合梁启超致胡

适书信、当时文章评论、胡适日记等相关资料，

对此事做一探究。 

对于笔者提出的问题，其实在胡适《五十年

来中国之文学》和《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发表后不久，即有学者有所论断或揣测。胡先骕

是学衡派的主将之一，他先后于《学衡》第八期

和第十八期发表《评金亚匏〈秋蟪吟馆诗〉》和

《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两文。在第

一篇文章中，胡先骕把金和归入“三四流诗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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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说：“余尝细读金氏之《秋蟪吟馆诗》，其

五、七言古体诗，诚犀利痛快，言无不尽。然读

之每觉其骨格不高，锋利太甚。非但不足以方大

家，且去名家尚远也。其近体之凡猥纤细，直元

明人之陋习，当与王次回《疑雨集》相伯仲，视

袁枚、龚自珍之流，且有逊色。梁任公乃谓其元

气淋漓，且拟之于莎士比亚、忧狄尔，一经品

题，声价十倍。甚矣乎！不负责任之批评，淆乱

视听，为害于社会匪浅也。”7很显然，胡先骕认

为金和的“声价十倍”，其始作俑者为梁启超。而

在《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

胡先骕先是指出：“至于论诗，则愈见其文字造

诣之浅薄。近五十年中以诗名家者，不下十余

人。而胡君独赏金和与黄遵宪，则以二家之诗浅

显易解，与其主张相近似故也。实则晚清诗家高

出金、黄之上者不知凡几，胡君不知，甚或未之

见耳。”8进而对梁启超、胡适推崇金和的先后因

果提出质疑：“胡君于晚清诗人所推崇者为郑珍

与金和，梁任公亦以二人并称。而比金氏于荷

马、但丁、莎士比亚、弥儿顿、忧狄尔。吾不知

二公之互相因袭欤？抑 ‘英雄所见，大抵相同 ’

欤？”9 

如果说胡先骕对于胡适是否因袭梁启超的说

法还比较客气，那么徐英的《平〈秋蟪吟馆

诗〉》则说得很直白了，文章说梁启超之前的人

“皆未能于亚匏之诗有所推崇，而平骘之语，亦

极有分际。至新会梁启超序其诗，始舒其如椽巨

笔，尽极嘘咈夸张之能技以揄扬之，若天壤间有

亚匏之诗，然后可以增无穷光色者。……观其论大

家之所以为大家，及前清一代诗人之不足以称此

名，然后知梁氏之所以烘染亚匏者，至矣极矣，

无复加矣。……此论一出，而《秋蟪吟馆诗钞》始

稍稍见知于时。浅陋无识者，复振惊于梁氏之虚

声，遂以为亚匏之诗，真可以发灵光于两大之间

而不可朽，而列入于所谓‘研究国学之书目’中，

见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以诏示初

学。初学亦相与竞传亚匏之诗，亚匏之诗，遂俨

然为近代名籍。”10此文直接把胡适归为受梁启超

影响的“浅陋无识”者。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梁启超在赠给胡适的《秋

蟪吟馆诗钞》书衣上的题记： 

庚申秋半，走视适之病，适之索《人境庐

诗》，余昔携三十帙馈知友，皆尽，无以应矣。

与语金亚匏《秋蟪吟馆诗》，适之乃未见，遂检

赠之。亚匏诗云：“更从古人前，混沌辟新意，

甘使心血枯，百战不退避。彼抱窃疾者，出声令

人睡！何不指六经，而曰公家器？”又云：“所

贵为其难，大力鲜疑惮。”此殆彼一种宣言也。

其诗亦实能践其言。倘生三十年后，所造又宁止

此？当彼时而有此，抑岂可不谓豪杰之士耶？诗

旧有排印本，余为汰其侧艳之作数十章，校定重

椠，则此本也。倘再汰其半，亦选《人境庐诗》

之半，最而刊之，盖新文学先驱之两驷矣。适之

有意耶？启超 

“庚申”即 1920 年，查这一年胡适的“日程与

日记”，胡适 1920 年 9 月确曾两度生病，但未记

梁启超探视、赠书之事。而梁启超在 1920 年 9

月 26 日曾致信胡适，主要内容即此赠书事，信

中说： 

适之我兄： 

昨谭快慰。……昨托百里带呈《秋蟪吟馆诗

钞》，想达。此公之诗，不能谓为有创造的理

想，但总算放胆做去。其最精彩者，如卷一之

《围城纪事六咏》《苜蓿头》，卷二之《原盗》

《痛定篇》《议团十首》，卷五之《兰陵女儿行》

《黄婉梨》，或以日记体入诗，或以演说体入

诗，或以传志体入诗，皆能自辟蹊径，大抵大体

多佳，近体则可取者殊少耳。公试一浏览，谓为

何如?
11
 

据此信可知，梁启超在赠书题记中所说“庚

申秋半，走视适之病”，具体日期当在写此信之

前一日，即 1920 年 9 月 25 日，此也与胡适的

“日程与日记”九月所记生病相合。信中说，就在

当天，梁启超就托蒋方震（百里）将《秋蟪吟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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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钞》带给胡适，故梁启超题赠胡适此书的时间

应该就在 1920 年 9 月 25 日。大概梁氏在题赠之

后意犹未尽，次日又修书一封，对诗集中认为的

佳作加以推荐。 

此外，题记中所说“适之索《人境庐诗》，余

昔携三十帙馈知友，皆尽，无以应矣”之事，笔

者恰好在胡适藏《人境庐诗草》书内发现胡适的

题记，胡适开篇即说：“我求《人境庐诗草》，已

求了十五年了。梁任公是原刻此书的人，尚不能

为我寻一部，我几乎要绝望了。”此语不仅是梁

启超题记的证明，也表明胡适对黄遵宪诗作之重

视，与其《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于诗界独推

黄、金相呼应。 

在《秋蟪吟馆诗钞》题记中，梁启超说得很

明白：“与语金亚匏《秋蟪吟馆诗》，适之乃未

见，遂检赠之。”也就是说，在此之前，胡适没有

见过《秋蟪吟馆诗》，因此，他对于金和的关注，

当属受梁启超的影响无疑。笔者查阅北京大学图

书馆藏《秋蟪吟馆诗钞》，发现一册曾任北大国文

系主任多年的马裕藻的旧藏 12，其书衣上有马裕

藻题记：“胡君适之所赠，民国十年三月十六日，

裕藻识。”此可证明，受梁启超的影响，胡适也开

始推崇金和的诗，并向友朋加以推介。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题记中还把金和与黄

遵宪并称为“新文学先驱之两驷”，与胡适在《五

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于诗界只举黄、金二人

的看法相同。而且，梁启超在题记中所引“更从

古人前，混沌辟新意，甘使心血枯，百战不退

避。彼抱窃疾者，出声令人睡！何不指六经，而

曰公家器？”一诗，也见于胡适《五十年来中国

之文学》一文，胡适在引用之后评论说：“正因

为他深恨那些‘抱窃疾者’，正因为他要‘更从古人

前，混沌辟新意’。故他能在这五十年的诗界里占

一个很高的地位。”13 

大约在此后不久，梁启超作《晚清两大家诗

钞》题辞，文中说：“晚清两大家诗是甚么？一

部是元和金亚匏先生的《秋蟪吟馆诗》，一部是

嘉应黄公度先生的《人境庐诗》。我认这两位先

生是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驱，我认这两部诗集是中

国有诗以来一种大解放。这诗钞是我拿自己的眼

光，将两部集里头最好的诗——最能代表两先生

精神，而且可以为解放模范的，钞将下来，所钞

约各占原书三分一光景。”14由此还可以推测，梁

启超大约在赠送胡适《秋蟪吟馆诗钞》之前，已

经开始抄录删汰两家诗集了，并有意约胡适一起

完成此事。从《晚清两大家诗钞》未见刊行的事

实看，这个建议并未如愿。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太

平天国之乱是明末流寇之乱以后的一个最惨的大

劫，应该产生一点悲哀的或慷慨的好文学。……说

也奇怪，东南各省受害最深，竟不曾有伟大深厚

的文学产生出来。”即使“一代诗人”王闿运，他的

《湘绮楼诗集》“竟寻不出一些真正可以纪念这

个惨痛时代的诗。”之后胡适笔锋一转，介绍金

和的《秋蟪吟馆诗钞》：“但是这个时代有一个诗

人，确可以算是代表时代的诗人。这个诗人就是

上元的金和，字亚匏，生于一八一八，死于一八

八五，著有《秋蟪吟馆诗钞》七卷。” 15此段文

字，与梁启超的《〈秋蟪吟馆诗钞〉序》的行文

和思路颇为相似。 

翻检《胡适日记全集》，我们可以了解一些

胡适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情形： 

1922 年 2 月 5 日的日记中记有关于金和与黄

遵宪年岁的资料， 162 月 6 日的日记说“开始做

《五十年的中国文学》一文。此文初看似容易，

其实不容易，平常收集的材料也不多。”17可以从

另一方面说明胡适此前对金和的了解并不多。 

而 1922 年 6 月 11 日胡适日记，则可以让我

们知道胡适对于梁启超删编《秋蟪吟馆诗钞》的

评价： 

金仍珠先生送我一部《秋蟪吟馆诗钞》排印

本六册，乃系未经梁任公“汰其侧艳之作”之

本，附有《词钞》一卷，……他的艳诗也有很好

的。……他的词也有很好的，但因为艳词多，也

被删了。删的人不是“方袍幅巾”的人，却是新

学家梁任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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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胡适虽然与梁启超都很推崇金和，

但在具体诗词的评判上，还是有所不同的。 

综上引证分析，笔者认为胡适在对于金和

《秋蟪吟馆诗钞》的推重方面既在梁启超之后，

又受到梁启超很大的影响，只是二人在推崇的原

因以及具体诗歌的评判上有所不同。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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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的一幅画作谈起 

董立功

1906 年暑期过后，胡适考入中国公学就读。

这是一所民主和革命氛围非常浓厚的新式学堂，

胡适在这里一共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直到 1908

年 10 月 3 日，胡适因为参加夏秋之际的中国公

学罢课风潮而被开除。

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期间，曾参加了一个叫

“竞业学会”的社团。这是一个有革命倾向的进

步社团。学会办有一份《竞业旬报》，1906 年 9

月 11 日创刊。在该报的创刊号上，胡适就以

“期自胜生”的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地理学》

的文章。后来，胡适成为该报的主要作者之一。

除了“期自胜生”这个笔名，胡适当时使用

的还有“铁儿”、“铁”等多个笔名，其中，“铁

儿”这个笔名最为常用。据笔者统计，单单在

1908 年，胡适以“铁儿”为笔名发表的作品就达

51 篇。这其中既有胡适的译作，又有胡适自己撰

写的“社说”（类似于社论）、“谈丛”、“传记”、

“杂俎”、“小说”等。

在这诸多的作品中，有一幅是胡适以“铁

儿”的笔名发表的一幅画作，发表在 1908 年第

37 期《竞业旬报》上。胡适一生虽然著述颇丰，

洋洋洒洒达数百万言。但其留下来的画作却凤毛

麟角，较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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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胡适没有专门学过绘画，所以这幅画作

的水平自然属于涂鸦的水平，在艺术上没有太大

的价值。但胡适为什么要画这幅画？他想要表达

什么思想？却值得我们思考。

胡适画作放在“滑稽画”栏目下，画作内容

是两条假辫子，胡适给自己画作起的题目是《时

世妆》。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有一首《时世妆》

的诗，诗曰：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 

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 

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 

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 

唐代的“时世妆”不求美感，只求怪异。而

胡适笔下的假辫子，和正常的辫子相比，无疑是

怪异和滑稽的。假辫子，本是在清末才出现的新

事物。辫子是清朝入关后为国人规定的标准发

型。清末，被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辫子被外国人视

为笑柄”，一些接受过新思想的中国人偷偷剪去

拖在脑后的这条辫子。

上海作为中国当时最开放的城市，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就有人偷偷将辫子剪掉（章太

炎于 1900 年 7 月 26 日在上海剪辫）。但由于当时

剪辫毕竟不合法，所以剪辫者在公共场合还是会

戴一条假发辫，用来应付官府的检查。

少年胡适当时估计是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觉

得很滑稽，于是用自己稚嫩的画笔将其描摹了下

来。当时，胡适的同学中偷偷剪掉辫子的很多，

因为剪辫子是“革命”的象征。胡适 1952 年 12

月 23 日回忆说：“我当年年纪很轻，是同学中的

‘子供’（日语“小孩”之意），还留着一条辫

子，不够革命。同学们认为我年岁小，也不强求

我革命，大家都鼓励我做学问。”1 

虽然剪辫当时还不合法，但呼吁和支持剪辫

的声音还是委婉地表达了出来。在上海 1904 年

出版的《女子世界》杂志第八期上，刊登了何亚

希的一则短文，题为《剪辫》，内容如下：

梳发之时虽不费数时，然光阴比金银为可

贵。今变法之人，大半皆剪辫发，此等人甚爱时

候。梳头虽不费大工夫，而光阴已去，后不再来

矣。2 

这则短文虽并未明确号召大家剪掉辫子，但

委婉地指出留辫子之人会耗费光阴在梳头之上，

而光阴比金银更可贵。字里行间仍流露出作者对

于剪辫的支持态度。

当时剪辫子现象最先发生的地方就是各种新

式学堂。在这些新式学堂内，学生能够接触到大

量来自西方的书籍，自然也就受到西方先进思想

和文化的熏陶。久而久之，他们对于拖在脑后的

辫子也开始由习以为常转为怀疑和反感。

清廷虽然对于禁而不止的剪辫现象心知肚

明，但在官方文书和报刊上仍毫不妥协，并频频

刊登禁止学生剪辫的新闻和通告。上海的《大同

报》1910 年第 11 期“国内紧要新闻”栏目下，

刊登了一则题为《学生不能自由剪辫》的新闻：

学部拟通致各提学使：严谨学生自由剪辫。3 

这则新闻虽然只有一句话，但清楚表明，直到

1910年，清廷在剪辫问题上的态度仍未改变。 

《大同报》1910 年第 14 期上，再次刊登此

类新闻。在这则题为《取缔学生剪辫》的新闻

里，报道了湖北省在这个问题上的严厉措施：

鄂省学界自闻改装易服之议实行者居多数，

兹提学司高藩台严行禁止，以肃学章。如查有违

禁剪发者，即将该生立即开除。已分别移行各学

堂监督转饬各生一体知悉矣。4 

辫子一旦剪去，想要在短期内恢复是不可能

的，而没有辫子是无法到公共场合活动的，于是

假辫子便应运而生了。鲁迅当时从日本留学归

来，也碰到了类似的麻烦：

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

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

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

这时上海有一个专装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

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

生都知道。

辛亥革命前，上海到底有多少人剪去了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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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已不可考。但相当数量的人已偷偷剪掉自己

脑后的辫子则是不争的事实。但可以肯定的是，

胡适直到 1910 年夏考上庚款留美官费生时，仍

没有剪掉自己脑后的辫子。而比胡适大四岁的钱

玄同早在 1904 年就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胡适直到到了美国以后，才剪掉自己脑后的

辫子。有意思的是，胡适没有把剪下来的辫子扔

掉，而是寄回了老家，留给自己的母亲作为纪

念。他后来回忆说：“我十九岁还不到就出国

的，那是宣统二年。我记得我的头发剪断后寄到

家中保藏起来。”5可见，胡适在骨子里还是很传

统的，他没有忘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

训，不敢轻易将自己的发辫丢弃。

北宋大文豪苏轼，在评论唐朝著名诗人与画

家王维（字摩诘）的作品时，曾说过这样一段名

言：“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

中有诗。”胡适的画作《时世妆》显然达不到王

维“画中有诗”的境界，但还是“画里有话”

的，它反映了少年胡适对于“剪辫”的保守态

度，更反映了胡适的保守性格。虽然胡适后来在

美国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但他骨子里仍是一

个传统的人。在婚姻方面，他没有因为自己是留

洋归来的博士就抛弃母亲为他选定的江冬秀。在

治学方面，他把实验主义的精义与中国传统治学

方法——考证学相结合，创造出一套自己独有的

治学方法。唐德刚称胡适“骨子里实在是一位理

学家”，“三分洋货，七分传统”，我看是很有道

理的。

（董立功，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1胡适：《回忆中国公学》，载《胡适全集》第 20 卷，第

280—281 页。 
2何亚希：《剪辫》，载上海《女子世界》1904 年第 8 期，

第 3—4 页。 
3《学生不能自由剪辫》，载上海《大同报》1910 年第 11
期，第 30 页。 
4《取缔学生剪辫》，载上海《大同报》1910 年第 16 期，

第 34 页。 
5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 年 5 月 16
日，第 194 页。 

台北谒墓记 

方利山

夏日的宝岛台湾，满目的翠绿葱茏，相思

树、椰子林，繁花遍地，植被非常丰富。冒着酷

暑高温，迎着拂面海风，公元 2015 年 8 月 4

日，我们趁着朱子会议的空隙，专程前往台北南

港中研院，拜谒徽州先哲大儒胡适先生墓园。 

由于路程不短，车流拥堵，到南港已是下午

5 点多钟，中研院文哲所蒋秋华博士已经在中研

院大门口顶着烈日等了近三个小时。 

我们怀着激动、虔诚的心情，走近中研院内

的胡适先生纪念馆。这里是当年胡适先生任中研

院院长时的工作生活之所。摄影留念之后，我们

立即前往胡适公园。 

一进入胡适公园，迎面是靠山坡矗立的胡适

先生“箴言”墙，几十块大理石碑上金字镌刻着

胡适先生的语录。登上山坡台阶，胡适先生的雕

塑铜像安放在绿荫丛中，于右任先生手书“胡适

之先生像”，是中国公学同学会 1963 年捐建。再

往前，就是胡适先生长眠的墓园了。 

胡适先生墓园简朴端方。石棺后壁上镌刻蒋

中正题“智德兼隆”四个金字，花岗石棺盖上镌

刻于右任先生手书“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

墓”。墓两边翠柏护围，墓前有一大理石砌鲜花

祭坛。 

去年准备赴台出席学会议的时候，我们就盼

着拜谒徽州先哲胡适先生墓园。现在我们终于来

到胡适先生墓地，胡适先生那微笑的形象好象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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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我们面前。 

安徽徽州绩溪的胡适先生（1891--1962），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徽州文化中最重要

的先哲先贤之一，是我们心底景仰的学术大儒。 

我们一行在蒋秋华博士陪同下，肃立胡适先

生墓前，先向这位学术前辈三鞠躬，接着由我代

表来谒墓的乡后学宣读《谒乡先哲胡适先生墓祭

文》，祭文云： 

乙未季夏，幸得机缘，徽州后学，谒拜墓前： 

世人钦仰，先生贡献，白话改良，覆地翻天。 

民主科学，终生宿愿，徽州骆驼，负重志远。 

呕血斥倭，履职勤勉，过河卒子，拼命向前。 

傾情根魂，徽学新见，旧邦新命，导师箴言。

南港首丘，夫子万年，黄山白岳，永久怀念。 

尚飨！ 

徽州乡后学方利山等叩首 

公元 2015 年 8月 4日 

在胡适先生墓园，大家和蒋秋华博士一起，

又回顾了当年胡适先生为白话改良、为中国民主

科学、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所作出的贡献，说起了

当年胡适先生当大使宣传抗日的往事，缅怀胡适

先生对徽州文化、对徽州浓浓的故乡情。 

2015 年 8 月 6 日于徽州屯溪近贤居 

（作者单位：黄山学院）

胡适研究会二十多年工作的总结 

（2015 年 7 月 20 日） 
耿云志

各位朋友： 

胡适研究会是 1992 年成立的，至今已 23 年

过去了。 

当年创立此会，目的就是联络有志做胡适研

究的学者，努力推动这项工作持续地进步和发

展。而随着工作的渐次开展，我们学会的工作又

不仅仅局限于推动研究工作，而且把让更多的人

了解胡适，理解胡适，作为自己的责任。这就是

说，我们学会的工作，一个方面是推动胡适研究

的学术工作；一个方面是致力于在社会群众层面

介绍和阐释胡适的思想。因为，经过深入地研

究，我们知道，胡适的思想中有很多东西仍然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更稳健地走上现

代化的道路。我们过去二十多年的工作，就是在

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展开的。 

我们的工作，具体地说，有下述几个方面： 

一、举办学术研讨会 

在胡适研究会成立之前，我个人在胡绳先生的

支持下，在近代史研究所的支持下，于 1991 年，

在胡适先生的故乡，安徽绩溪举办首次研讨会。 

胡适研究会成立后，我们举办的较大型的研

讨会共举办五次： 

（1）学会成立的第二年，即 1993 年 5 月，

在青岛举办胡适思想的国际研讨会，包括内地、

台湾、美国的学者共 50 多人参加。青岛大学、青

岛社会科学研究所（青岛社会科学院的前身）、青

岛社会科学联合会等团体的朋友都有参与。 

（2）1995 年 6 月，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

办胡适与新文化运动国际研讨会，我们请到上海

的老辈学者王元化、周楠、徐中玉等到会，还请

到了胡适先生任驻美大使时期的秘书傅安明先

生，以及韩国著名学者，第一位系统向韩国读者

介绍胡适思想的闵斗基教授前来参会。到会学者

70 余人。华东师范大学的校、系领导对此会给予

充分支持。 

（3）2001 年 12 月 9 日，在北京举办纪念胡

19 



胡适研究通讯   2015 年第 3 期 

适诞辰 110 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有 30 多位学者

出席会议。特别请到一些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中

国革命史研究的学者参加，这是很有意义的。我

们研究胡适的学者，同他们进行沟通，对于国人

了解胡适，具有特殊意义。 

（4）2005 年 10 月,与鲁迅纪念馆合作举办

鲁迅与胡适的研讨会，参会者有 30 余人。 

（5）2008 年 12 月，与绩溪县政府合作，在

绩溪举办研讨会，有 40 人参加。会后集体参观

了上庄胡适先生的故居。 

（6）2011 年 4 月，在南京大学举办纪念胡

适先生诞辰 120 周年国际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海

内外学者 60 余人。85 岁高龄的台湾学者张朋园

先生，刚刚经历大地震和大海啸巨大灾难的日本

学者山口荣先生的到会，非常令人感动。会议讨

论十分热烈。 

除了这些外，小规模的学术座谈会，以及本

学会的年会还举办过十余次。 

二、编辑书刊 

1993 年，我们编辑出版全国第一次胡适研讨

会的论文集《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发行量颇

大，曾再版一次。 

从 1995 年到 1998 年，我们共编辑了三期

《胡适研究丛刊》，发表高水准的研究论文 80 余

篇，除了国内著名胡适研究专家写的论文以外，

还发表过海内外老一辈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如

罗尔纲、张岱年、瞿同祖、何兹全、周汝昌、周

策纵、唐德刚、吴相湘、陈桥驿、闵斗基（韩

国）、郭豫适、萧乾以及参与过《自由中国》杂

志工作的马之骕、胡虚一等人的文章。使《丛

刊》格外光宠。 

从 2008 年至今，编辑定期出版的《胡适研

究通讯》，已出 30 期。因经常发表新发现的中外

文资料和有研究深度的论文，而受到海内外学界

的普遍关注。 

从 2008 年至今，我们恢复编辑出版不定期

的《胡适研究论丛》，已出版三辑。 

另外有些大型胡适资料书，如耿云志编辑的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胡适论争集》以及欧

阳哲生编辑的《胡适文集》，虽然没有署上胡适

研究会的名字，但我们作为胡适研究会的主要工

作人员，所做的这种与胡适研究有重大关系的工

作，理应也被看作是胡适研究会的工作成果。 

三、举办推展胡适研究的相关活动 

我们除了积极支持和参与鲁迅纪念馆、新文化

运动纪念馆等单位举办的相关活动以外，我们独立

策划和施行了在中学生中开展读胡适的活动。 

2013 年，我们得到绩溪县适之中学以及该县

领导及该县教育、学术团体的支持和配合，成功

地举办了“中学生读胡适作文评奖”活动。这项活

动，发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我作为学会的创建人和负责人，多次受邀在

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高校，以

及文津讲堂、腾讯燕山大讲堂等处做宣讲胡适的

活动。 

总之，胡适研究会成立二十多年来，做了不

少工作，这些工作能够取得成功，能够发生积极

的社会影响，是和在座的以及今天不在座的众多

同行朋友的支持分不开的。要成功地举办一次学

术研讨会，没有大家踊跃撰文，积极参与，是不

能设想的。此外多家出版社为我们出版相关图书,

支持我们的工作。还有一些朋友无私奉献，在经

费方面给予资助。大家知道，胡适至今在一些人

心目中仍是敏感人物。所以，公开支持胡适研究

的活动，对于许多有权利、有资本的人来说，还

是很不容易的。在此情况下，那些多年来肯于支

持和资助我们的人，显得格外可敬可佩。这里我

想应该让大家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是胡绳先

生、王子野先生和陈宏正先生。 

胡适研究会已经取得一些成绩，在学术界，

乃至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影响。希望继续得到

大家的支持，使我们的工作取得更大的进展，发

挥更大的社会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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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研究会换届年会上的讲话 

（2015 年 7 月 20 日·北京） 
欧阳哲生

尊敬的耿先生、主持人、各位同道朋友： 

刚才耿先生对过去的工作做了回顾和总结。

由于年事已高，耿先生表示要卸下胡适研究会会

长一职，并希望我接任。我个人开始并没有心理

准备，前两周从《胡适研究通讯》校样稿上看到

耿先生荣退的消息，我明白了先生的心思，也才

理解他的想法。他真正希望胡适研究会后继有

人，持续开展工作。 

耿先生从 1979 年开始发表胡适研究第一篇

论文，到 1985 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胡适

研究论稿》，到 1991 年发起、组织首届胡适学术

研讨会，再到 1994 年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

信》，在胡适研究的初起阶段，他做了大量具有

开拓意义的工作。1990 年代以后，他为推进胡适

研究，又先后主编了《胡适研究丛刊》、《胡适研

究论丛》，组织了北京燕京饭店（1992 年）、青岛

东海宾馆（1993 年）、上海华东师大（1995

年）、北京（2005 年）、安徽绩溪（2008 年）、南

京大学（2011 年）多场胡适学术研讨会，可以

说，耿先生为推进胡适研究付出了辛勤劳作和艰

巨工作，对他的这些工作，我们表示由衷的敬

佩。在他荣退之际，我想也借此机会，表达我们

对他真诚的感谢。 

耿先生过去是我们的创会会长，今后则是我们

的荣誉会长。胡适研究会仍有赖于耿先生的继续支

持，希望他对研究会行使指导、督导之责。胡适研

究会是一个志愿性的学术组织，目前我们还不是会

员制，也不要求大家交会费，完全是一个志同道合

的结合。胡适研究不是一个人或是几个人的事，学

术研究乃天下之公器，我期待大家通力合作、协同

努力，共同推动胡适研究向前发展。 

有关本会今后的工作设想，我想本着“持续

发展、稳健求进、拓展会友、协同推进”的十六

字方针，继续做好胡适研究会现有的三项常规性

的工作： 

一是继续办好《胡适研究通讯》。《通讯》这

项工作在耿先生、广波的努力之下，已坚持办了

30 期。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可以说越办越

好，可看的文章越来越多。今后为办好《通

讯》，我想可以做一些改进性的工作，设置一些

专题栏目，以便引导大家投稿。我设想的栏目

有：“胡适佚文辑补”，主要刊登《胡适全集》（安

徽教育版）未收入或遗漏的胡适作品。“胡适遗

稿整理”，主要发掘和整理胡适的未刊手稿。“胡

适评论作品译介”，主要编译过去国外评论、介

绍胡适的作品、书评。“胡适新论摘编”，主要介

绍国内外胡适研究论文、著作。“胡适研究动

态”，主要报导胡适研究会的活动和海内外有关

胡适研究的活动。尽力扩大《通讯》的信息量，

使《通讯》成为联络海内外胡适研究者的共同园

地。 

二是每年或最多两年召开一次胡适研究会的

常会。为开好会议，可以根据时宜确定会议主

题，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活跃胡适研究气氛，保

持会员之间的来往和联谊。 

三是继续力争每两年能出一期《胡适研究论

丛》。 

为了推动胡适研究向更高、更广的层面发

展，我设想，策划、筹备 2017 年在北京召开一

次胡适国际学术研讨会。1917 年可以说是胡适生

命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一年。这一年 1 月他在

《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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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的第一声；9 月他进入北京大学任

教。为纪念“文学革命”一百周年，我们争取与北

大合作，在 2017 年召开一次以“胡适与中国新文

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我们要继续拓展胡适研究会的工作。争取本

会在联络海内外研究同人的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胡适研究过去是海峡两岸三地（大陆、台

湾、香港）和中国与美国等国学者合力推进的一

项研究工作。这项研究事业，海内外学人相互交

流、互通有无、增进了解，使这项研究工作获得

了长足的发展。今后我想本会在联络美国、台

湾、香港等地学者方面，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以

扩大本会的影响力，并使之成为联结海内外同人

的纽带。 

我们要继续拓展胡适研究会的资源，与相关

出版社合作，争取出版更多的胡适研究论著。在

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我们可考虑以研究会的名

义，组织、编辑胡适研究丛书，使胡适研究有计

划、有组织、成规模地展开，以拓展胡适研究的

资源，提升胡适研究的学术水平，扩大胡适研究

的影响。 

胡适研究是老、中、青三代学者合力推动的

一项研究事业。过去，老一辈学者季羡林、邓广

铭、罗尔纲、周汝昌，海外学者唐德刚、周策纵

等健在时曾对胡适研究给予了热情洋溢的支持，

如今这些学术老人多已故去。原来的中年学者也

都年过古稀之年。我们这些曾经是小字辈的学人

也已步入中年。扶植青年学者，吸引更多的青年

学子投入胡适研究，壮大胡适研究队伍，是我们

刻不容缓的一项任务。 

胡适研究仍有一定的空间，胡适研究还有相

当的工作需做。 

从文献整理和史事考证看，《胡适全集》不

全，仍有一定的补遗工作需做，我们可将新发掘

的胡适作品编辑《胡适集外文编》。《胡适年谱》

虽已有三部，但胡适一生中仍有许多疑点和空白

需要考证和填补；胡适在美国二十五年，目前我

们所依赖的线索主要是胡适本人的书信、日记，

其它材料基本上尚未发掘和利用，或者说利用得

相当有限；在条件成熟时，我们可以考虑海峡两

岸学者、与美国学者一起合作编辑新的《胡适年

谱长编》。有关胡适的回忆材料和评论材料已有

不少，但良莠不齐、真伪互现，我们有必要对这

些回忆材料做系统清理、整理，编辑类似《胡适

生平资料汇编》、《胡适回忆录》、《国外评论胡适

文集》这样的集成文献资料集。 

从问题意识来看，胡适是中西文化结合造就

的一个文化巨人，我们对于胡适在中西文化交流

中的作用和成就、局限，胡适与外人的关系，胡

适的西学阅读，仍有相当的空间需要理清。胡适

是“整理国故”的提倡者，他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开

拓性的工作，他的这些工作和成就是当今国学研

究的重要基础和重要资源，我们对他在这方面的

工作成果仍有必要进行纵、横比较。胡适是中国

近代思想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提倡的实验主

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科学方

法，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基础，对

胡适思想进行现代诠释，仍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

思想史的重要对象和重要素材。 

过去的胡适研究工作，我们是本着“胡适精

神”推进。所谓“胡适精神”就是日渐积累、循序渐

进，不期待有一蹴而就的大成就，但要求有持续

稳健的进步，我们过去是这样做，今后仍然会坚

持这样做。胡适研究会愿意为大家提供一个交

流、联谊、互动的平台。愿大家利用充分利用这

个平台，各展其长，调动资源，协同创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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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出版 

耿云志 
（2015.8.13）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影印本出版，是一件

很值得庆幸的事。据我所知，除了中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胡适纪

念馆保留有大宗的胡适手稿以外，《胡适留学日

记》的手稿是迄今胡适手稿最重大的发现。如今

把它原模原样的影印出版，是一件对学术界，特

别是对于胡学界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胡学”

一词，是已故的唐德刚先生最早提出来的。自上

世纪 80 年代以来，胡学渐渐成为显学。所以，

要指出此书的出版，对于胡学界具有特殊意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为此书

的出版，可谓费尽心血。他们在选纸、用料、编

辑、排版等等方面，都做到了精益求精。举例

说，《胡适留学日记》原稿里面，有些粘贴上去

的剪报。这些剪报各种形状都有，有很大一部分

是折叠的。编者和排印者，皆精心按照原样大

小，另行选纸、定色排印出来，然后再按原有形

状，原有的折叠方式，粘贴到正确位置。所以，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部《胡适留学日记手稿

本》，是高度仿真，可以“乱真”的“胡适留学日

记手稿”。他们花这样大的力气，不惜人力、物

力，把这部书做得这样好，根本原因是他们认识

到这部书的价值。这是一部值得永远流传下去的

书，这是一部值得有心人永远珍藏的书。

近年来，出版了许多历代人物的日记，应当

说，这些日记都不同程度的具有历史史料的价

值。但是，我觉得，《胡适留学日记》远不止是

具有历史史料的价值，它是一部青年励志教育的

最好教材；它是一部教人做人做事的方法的书；

它是一部培养开放的文化观念的书；简言之，它

是一部引领一代青年投入现代化伟大历史运动的

书。

十六年前，我在由我主编的《胡适评传》一

书所写的导论中指出，胡适一生可分为五个阶

段：准备期、开创期、稳定期、动荡期、晚年

期。留学时期，是他一生志业的准备期。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复兴，需要有一个准

备期。如西欧国家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

就是他们复兴的准备期。一个人要成就一个大目

标，成就一番大事业，也需要有一个准备期。

我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里说到，胡适到美

国，经过一段学习方向的选择和对西方生活方式

的适应之后，他给自己确定了人生的明确目标，

那就是他自己说的，要做“国人之导师”。为此，

他要在思想学问等各方面准备条件。首先需要求

得一种有普遍意义的做人做事的方法。他选择了

实验主义。他明确意识到中国人所面临的根本问

题是尽可能地使中西文化相协调，相结合，使中

国古老文化中一切优秀的东西获得新生命。这也

就是说，中国需要一场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一

场文化革新运动。胡适认定自己的最大使命就是

在这样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中，充当一名开路的工

人。在留学最后的两年，他居然找到了中国文化

革新的入手的途径，就是文学革命。所以，胡适

能够成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

领袖，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为此做了

自觉的、极为充分的准备。1915 年 3 月，他在给

他最好的、最了解他的朋友许怡荪的信中说：

“适居此四年半，学业所成就，无异于恒人。惟

颇通晓此邦之文明、学术、政教、人心。此中所

得，远胜读书十年也。”当时的人和后来研究这

段历史的人往往责备胡适不务正业。其实这对于

立志成为“国人之导师”，后来也果然成为一代青

年的导师的人来说，这个被人看成非正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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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最必要的正业。大家要特别注意，胡适这

里提到的“文明、学术、政教、人心”，这些东

西，若不花很长的时间、很大的毅力，广泛、深

入地了解，和具体亲切的体验，是无从真正理解

到的。介绍西方思想观念，早在清末，严复、梁

启超他们就开始做了。但他们凭借的，主要是读

一些西方的经典著述或一般思想、学术著作，远

没有广发深入地了解和具体亲切的体验西人的文

明、政教和人心。胡适从这些方面自觉地下功夫

做了准备，所以，他最有资格做中西文化的协调

与结合的工作，最有资格引领中国的文艺复兴、

文化革新的运动。

胡适留学是他为引领中国文艺复兴和文化革

新运动做准备的时期，他的《留学日记》是关于

他这个准备过程的真实记录。今天，我们正在做

民族复兴的艰巨的准备工作，所以提倡读《胡适

留学日记》，在今天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当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胡适留学日

记》的手稿影印本，不是直接服务于国人，特别

是向广大青年推广这本书的目的。但它有极大的

启示作用，它表明，这本书具有长久的历史价

值，也许可以说，几十年、上百年后，此书对国

人，特别是青年，仍然具有启示作用。

现在既然有了这个完整的手稿影印本，那

么，以后就应当据此出版一种新的内容完整，而

形式利于普及的平装排印本。要大力提倡、鼓励

青年用心读这本《胡适留学日记》，使大多数青

年都为民族的复兴，自觉地、有意识地做准备。

这个准备工作的基本内容就是明确地树立目标，

求得科学的方法，为实现这一目标积累所需要的

能量。

听说，上海人民出版社已准备接着就出版内

容完整而形式利于普及的平装排印本。我感到非

常高兴。

最后，热烈祝贺《胡适留学日记》手稿影印

本的出版成功！向发现和提供《胡适留学日记》

手稿的梁勤峰先生，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

相关编辑人员表示敬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胡适研究会举行 2015年度学术年会

7 月 20 日，胡适研究会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举行 2015 年度学术年会。本次年会

议程有两项：研究会换届；就《心长路远》（《胡

适研究论丛第三辑》）一书出版进行座谈。 

会议首先由耿云志会长总结研究会二十多年

的工作。耿会长说，研究会成立已 23 年了，当

年创立此会，目的就是联络有志做胡适研究的学

者，努力推动这项工作持续地进步和发展。而随

着工作的渐次开展，学会的工作又不仅仅局限于

推动研究工作，而且把让更多的人了解胡适，理

解胡适，作为自己的责任。这就是说，学会的工

作一方面是推动胡适研究的学术工作；另一方面

是致力于在社会群众层面介绍和阐释胡适的思

想。因为，经过深入地研究，我们知道，胡适的

思想中有很多东西仍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可以

帮助我们更稳健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耿会长回

顾了学会创立以来先后在青岛、上海、北京、绩

溪、南京等地举行多次国际、国内级别的学术研

讨会（另有小规模的学术座谈会，本学会的年会

还举办过十余次）。此外，学会还编辑出版了

《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胡适研究丛刊》（三

辑）、《胡适研究论丛》（已出三辑，仍继续编辑

出版）、《胡适研究通讯》（已出 30 期，还将陆续

编辑出版）。学会的主要负责人还出版过在胡适

研究领域发生过重要影响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

信》、《胡适论争集》、《胡适文集》等资料书。还

有，学会除积极支持和参与鲁迅博物馆、新文化

运动纪念馆等单位举办的相关活动以外，还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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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和施行了在中学生中开展读胡适的活动。耿

会长衷心感谢在座的和不在座的多年来一直支持

学会工作的海内外的朋友们。 

次由耿云志会长宣布：推荐北京大学教授欧

阳哲生为新任会长、推荐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宋广波为新任副会长人选。与会者一致同意耿云

志会长的提名，并向耿云志先生表示敬意，向新

任会长、副会长表示祝贺。 

次由新任会长欧阳哲生教授讲话。他说，在

胡适研究的初起阶段，耿云志先生做了大量具有

开拓意义的工作，我们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感谢。

耿先生过去是我们的创会会长，今后则是我们的

荣誉会长。胡适研究会仍有赖于耿先生的继续支

持，希望他对研究会行使指导、督导之责。胡适

研究会的秘书长，仍由宋广波先生兼任。本会今

后将本着“持续发展、稳健求进、拓展会友、协

同推进”的方针，继续做好项常规性的工作：办

好《胡适研究通讯》；每年或最多两年召开一次

研究会的常会；力争每两年能出一期《胡适研究

论丛》。争取在 2017 年召开一次以“胡适与中国

新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争取联络海

内外同行共同推进胡适研究；进一步扶植青年学

者。总之，学会将一如既往坚持的“稳健”的态度

推动胡适研究。 

随后，围绕《心长路远》一书举行座谈。与

会者对该书的十位学者的回忆文章（因健康等原

因，有几位对胡适研究做过贡献的学者未能如约

撰文）给予较高评价，对该书的大事记和几种目

录索引的资料价值也给予肯定。大家对今后的工

作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会议由宋广波主持。出席此次年会的有周质

平、陈漱渝、雷颐、杨琥、姜异新、吴浩、宋舒

白、胡文立、李建军、秦素银、席云舒、邱志

红、宋娜、彭姗姗等。（本会供稿）

“纪念《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

2015 年 9 月 19 日至 20 日，由中国现代文化

学会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共同主办的“纪念《新

青年》创刊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复旦大

学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广州、贵阳、哈尔滨

以及台湾等地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研讨会共分开幕式、四场讨论会以及闭幕式

三大项议程。开幕式由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

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

林研究员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分党委书记刘

金华女士致欢迎辞，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耿云志研究员以及复旦大学历史系特聘资

深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姜义华教

授分别作题为《<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百年回

响》和《新文化运动中启蒙者的自我启蒙——论

<新青年>的创刊与转型》的主题报告。在随后的

四场讨论会中，许纪霖、梁景和、罗志田、郑大

华、张仲民、张德旺、王代莉、章清、赵立彬、

丘为君、邹新明、左玉河、邹振环、张宝明以及

王奇生、徐思彦等学者分别围绕《新青年》的启

蒙内涵、五四时期的婚姻变革、白话文运动与梁

漱溟的“东方文化派”、刘师培的世界语、胡适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新青年》与《东方杂志》

的新文化建设路径选择、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新

型传播媒介引导的变革的意义、黄文山与《新青

年》、《新青年》论欧战与陈独秀激进世界观的形

成、《新青年》编辑部的迁址、新文化运动与中

国现代新文化的建构、作为《新青年》赞助人的

群益书社、《新青年》的“公共空间”意涵、《新

青年》与“个人”的发现等主题，对《新青年》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意义与影响进行了深入讨

论。

（邱志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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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 

编者按：近得山口荣教授来函，对总 30 期

《胡适研究通讯》的有关文章的翻译提出异议。

我们仔细审核后认为，山口荣教授所指出的各点

都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在这里郑重更正。此

外，尚有另外一处翻译文字，承有关朋友提出异

议，因我们正在查找有关材料核实，待核实完毕

后即在下期《通讯》做出说明或更正。以下更正

内容均据山口荣教授来函。 

P16 左，“友乐会馆”，应为“乐友会馆”。 

P17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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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这乃是胡氏 

对于他不到二十岁上海中国公学在学中热衷于创

作旧体诗的回忆”。 

P18 左，“我的女儿的”，应为“我的两个女

儿的”。 

P18 右，“胡氏语调拉得特别长”，应该是

“胡氏语调很有好特点”。 

P18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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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当时，胡氏对某人所藏汉藉而寄

赠于普林斯顿大学的书籍称作葛斯德文库进行整

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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