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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图书馆“罗香林文件”收藏胡适的三封亲笔信 

何光诚 

香港大学档案馆前馆员张慕贞女士数年前告

知在下，港大图书馆所藏的“罗香林文件”有一个

档案收进一些民国学人及其它外国友人的书信，

当中有三封是胡适的亲笔信，分别寄给陈寅恪、

罗香林和朱偰三人，兹抄录原信给研究者参阅。

能够得到胡适佚信的讯息，在此谨向张女士鸣谢。

此外，在下亦向港大图书馆副馆长尹耀全博士及

特藏部陈桂英主任谨致谢忱，蒙其答允及协助把

胡适的亲笔信手迹刊布出来。

（1）胡适致陈寅恪信 1931 年 5 月 3 日 

寅恪先生：

谢谢你的信。

稻孙的《鸣沙余韵》的价钱，昨已买日金送

去了。

朱延丰先生愿译历史书，极所欢迎。他愿译

那一个时代的历史书，有什么 preference 没有？ 

Shotwell 前告我勿译“文学的”历史，当译学

者的历史；他举 Breasted: Ancient Times1为例。我

当时因此书是中学用书2，不甚以为然。近日读其

书，始知此书确是极好的书， 能代表 新的考

古成绩，而文字尤可读。1927 有修正放大本。3我

想寻一可靠的人译此书，文字务求通畅明白，使

此书成为西洋史的人人必读的门径书。你看朱君

能胜任此事吗？乞 酌覆。

谢刚主说 你说孙行者的故事见于《大藏》，

我狠4盼望你能告诉我。 匆祝 双安。 

〈降魔变文〉已裱好，甚盼 你能写一跋。

适。

廿，五，三。

* 来源：香港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罗香林敎授所藏函牍,

他人手稿及贺片”，索书号：罗 110 60 S.76。 

此信罗香林在其〈回忆陈寅恪师〉（原刊台湾出版的

《传记文学》月刊第 17 卷第 4 期，此文亦收入张杰、杨

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第 1 版），页 97-111。），但罗氏作了少量删节。在

下感谢本《通讯》编者宋广波先生告知有关情形。

（2）胡适致罗香林信 1934 年 8 月 4 日 

香林先生：

    在中大《文史学月刊》（二、5）上见大着〈神

秀传疏证〉上半，甚喜。注中（33）说未见我的

〈跋曹溪大师别传〉（坛经考之一），此文曾载武

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一期。

匆匆问

大安。

胡适

廿三，八，四

屡承赠大作，十分感谢。

适之

* 来源：香港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罗香林敎授所藏函牍,

他人手稿及贺片”，索书号：罗 110 60 S.27。此信影印本

亦收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编：

《罗香林论学书札》，（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

第 1 版），页 311。 

信中胡适提到罗香林的论文〈神秀传疏证〉上半，“罗

香林文件”收入此文的抽印本，篇名是〈唐书神秀传疏证

上篇〉，原刊的全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硏究所月刊》，

索书号是：罗 213 34-3   

（3）胡适致朱偰信    1946 年 12 月 29 日5 

伯商6吾兄： 

前天托梁子范先生送还 尊公旧藏明抄宋本

《水经注》二十册，乞恕我不曾亲自送还的罪过。

顷写成一跋，蒙王崇武代抄一份，先道呈 乞

指正。俟到北平后，当自写一本送呈。匆匆敬谢 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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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借校此书的厚谊！并问 双安，并乞代问

令堂大人安。
弟
适 敬上 卅五，十二，廿九

我明早北回。

* 来源：香港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罗香林敎授所藏函牍,

他人手稿及贺片”，索书号：罗 110 60 S.27。 

（作者系香港的胡适研究学者）

1 关于这部历史书，可参看该书 1935 版在港大图书馆的

编目资料：Breasted, James Henry (1865-1935). Ancient 

times : a history of the early worl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career of early man. 

[Boston] : Ginn and company, 1935. Edition: 2nd ed. d ed., 

rev. and largely rewritten. 
2 原信竖排，胡适在此句旁加上“High School”。 
3 胡适在此句旁加上“已成为名著”。 
4 胡适在信中用这个“狠”字，与“很”相通。 
5 此信胡适写在国民大会用笺之上。 
6 收信人朱偰(1907-1968)字伯商，朱希祖的儿子，罗香林

(1906-1978)的妻兄。朱偰的儿子朱元曙在朱偰着：《昔日

京华：三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年第 1

版）写了一篇〈重版前言〉简介他的父亲的生平，可供参

看。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两封书信的系年 

张书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

根据胡适遗留在东厂胡同 1 号故居中的资料，编

辑成《胡适来往书信选》三册，于 1979 至 1980

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以下简称旧版）。当时虽

然是内部发行，不过，发行量却很大（上册和中

册分别为 20000 册，下册为 14300 册）。因为包

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该书出版后，引起了海内

外的广泛关注。1982 年，梁锡华根据中华书局版

《胡适来往书信选》，编辑成《胡适秘藏书信选》

正篇和续篇，由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出版，在台湾

地区发行。1983 年，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在香港地

区也出版发行了上中下三册的《胡适来往书信选》，

和大陆的版本基本相同，略有改善。

胡适逝世 50 年后，因为其著作权中的部分

权利到期，在大陆地区兴起了一个小小的出版胡

适著作的高潮。2013 年，《胡适来往书信选》也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版（以下简称新版）。不

过，遗憾的是，和 30 年前的旧版比起来，新版

基本上一仍旧贯，未能在确定书信的系年和具体

日期方面有所进展，一些书信的系年仍然未能明

确。笔者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试图对《胡适来

往书信选》中两封书信的系年略加考证。

一、叶公超致胡适函

旧版下册第 494 页至 495 页、新版下册第

1168 页至 1169 页收有叶公超致胡适函一通，如

下：

适之兄： 

许久不见，你们都好。听说洵美要来北平，

你有关于他来的消息没有？月刊经费还没寄来。

你的自传动手没有？梁遇春的翻译初稿有十二万

字之多，想必有未及誊清者。请您查一查他交到

何处， 好请把 后几句抄寄给我。假使有已译

出而未交来者，我可以负责抄来给你。至于继续

这件工作的人，我想举荐北大英文系助教袁家骅

君，袁君英文程度还不错，中文笔下亦还清楚，

且对于康拿德原有相当兴趣。我已叫他先译出几

千字来给你看看如何。他前天译了一千多字，拿

来给我看过一次，我叫他再多译几千字拿来给你

看看成不成。此人读书做事都还仔细。我已动手

译Vanity Fair了，想先译成三四万字再请斧政。

这几天评阅入学考卷，整天受罪，苦煞人也。 

问你大家的好。 

弟崇智上 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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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来往书信选》的编者认为，该信可能

写于 1929 年。根据编者的注释，作出上述判断

的依据可能是：梁遇春译康拉德小说《青春》于

1931 年由北新书局出版，此信是谈论该书的翻译

问题的，应在 1931 年以前。 

笔者认为，上述判断是错误的。《书信选》编

者可能不知道，梁译康拉德小说不只《青春》一

种。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笔者看到胡适的一本藏

书：梁遇春、袁家骅译康拉德小说《吉姆爷》（商

务印书馆 1934 年版）。书前并且附有胡适简短的

《编者附记》（胡适当时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

会编译委员会任职，编辑出版译著是其重要工作）。

因为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的《胡适全集》

中没有收入该文，现将该《编者附记》全引如下： 

梁遇春先生（笔名“秋心”）发愿要译康拉德

（Conrad）的小说全集，我极力鼓励他作此事。

不幸梁先生去年做了时疫的牺牲者，不但中国失

去了一个极有文学兴趣与天才的少年作家，康拉

德的小说也就失去了一个忠实而又热心的译者，

这是我们 伤心的。梁先生生前交给我的清稿只

有十五章。梁先生死后，他的朋友检点遗稿，寻

出草稿自十六章至二十三章，由他的同学朋友袁

家骅先生整理之后，我们请叶公超先生校看过。

此下的各章，即由袁先生继续译完。我们现在将

全稿整理付印，即作为梁遇春先生的一种纪念。

我们希望他的翻译康拉德全集的遗志仍能在他的

朋友的手里继续完成。 

胡适（一九三三，六，十五） 

根据胡适的这一佚文，我们大体可以判断，

叶公超致胡适函所谈的，并非梁译康拉德著作《青

春》，而是《吉姆爷》。

1932 年夏天，因为染上急性猩红热，梁遇春

英年早逝。当时，康拉德小说《吉姆爷》才翻译

了二十三章，大约相当于原著的一半。续译的工

作，叶公超向胡适推荐了袁家骅（袁氏 1930 年从

北大英文系毕业，1932 年回母校任助教）。接受

任务后，袁家骅至迟在 1933 年 6 月份就完成了翻

译工作。1933 年 6 月，胡适由北平南下，经由上

海赴美洲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会议。6月16日，

在上海时，胡适将《吉姆爷》等译稿十种交给商

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付印。（参见曹伯言整理：《胡

适日记全集》第六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2004 年版，第 674 页）因而， 叶公超致胡适函

很有可能写于梁遇春去世后没多久，即，1932 年

下半年。

顺便说一句，1958 年，梁遇春、袁家骅两人

合译的这部《吉姆爷》还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

版过。胡适写的《编者附记》自然不见了。因而

很多人也就不知道，胡适和《吉姆爷》之间还有

这么一段渊源。 

二、何永佶致胡适函

旧版下册第 495 页、新版下册第 1169 页收

有何永佶致胡适函一通，如下：

适之先生： 

您去年好意替我担保的书，现在已经出版了；

我除了致献我的拙著外，没有别的法子表示我的

谢意。 

报上说日方要求把您等一百三十人拘捕，并

言您被传至卫戍司令部问讯，不知确否。如确则

我在南方实在惭愧，未能与您分忧。如北大没有

把我辞掉，也许我现在还在北平，与您等共甘苦。 

现在我还在中大做教授，并在二三机关里作

研究咨询工作，月入有七百元左右，生活尚称舒

适，如胡先生去南京，也许我要换地方。匆匆，

敬颂 

学安 

晚永佶拜启 十一月十一日 

通讯处：广州东山华北路十三号。 

《胡适来往书信选》的编者认为，此信可能

写于 1932 年，不确。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笔者找到了何永佶的这

本赠书。这本 The Origin of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or "Mixed" Monarchy 是何永佶在

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论文（英文署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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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g Chi Hoe），1935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

前并且有该论文的指导老师、美国著名宪政史专

家 Charles Howard Mcilwain 写的 Summary。这

本书的扉页，有何永佶的题赠： 

适之先生指正 

永佶 一九三五，十一，十一。 

显然，何永佶致胡适函的时间和他在赠书上

题赠的时间是一致的，都是 1935 年 11 月 11 日。 

而且，我们根据信中所说“日方要求把您等

一百三十人拘捕，并言您被传至卫戍司令部问讯”

的传言也可以判断，此信不可能写于 1932 年。日

方能够提出如此蛮横的要求，至少也得在热河事

变，尤其是塘沽协定签订后，也就是日本人的势

力大肆渗入平津之后。 

（张书克：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路文利博士致耿云志教授函 
（2017 年 1 月 31 日） 

耿老师：

您好！ 

您到博鳌过年吗？真不错！

我两年前博鳌亚洲论坛时到过博鳌，帮助俄

罗斯代表团翻译。地方很不错，可是那时候应（因）

为接待各国高（级）领导，大部分地方没有公

（参观），很可惜。我听说博鳌温泉很特殊！

我想给您介绍一下我目前学术情况。以前有

很多人跟我说，你研究胡适，一定要把他的中国

哲学史大纲翻译成俄文。我去年 12月份 始了，

现在差不多完成了第一篇的俄文翻译。希望 4 月

份前能完成第二和第三篇的翻译。

其实，有一些地方，我还是不太理解胡适的

立场，不知道翻译的对不对。希望下次到北京有

机会和您见面请教。

Kiselev  Valery  路文力敬启 

2017 年 1 月 31 日   

（作者系俄罗斯的胡适研究学者）

有关胡适 1926 年在伦敦两次演讲的新材料 

金传胜 

1926 年 8 月，胡适前往伦敦参加庚款咨询委

员会的会议，先后在英、法、德等国游历、考察、

访学，与西方文化界人士结交晤谈，并在各处发

表了一系列公 讲演。关于胡适在欧洲的行程与

活动，胡适本人的《欧游日记》、给亲友的书信及

相关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信息，但实际上还有

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尚待发掘。2005 年，学

者范劲发现了胡适 1926 年在德国法兰克福所作

演讲《中国的小说》的讲稿（德文版）1。2016

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 3 期刊登了袁洪

权《胡适<思想革命>英文演讲稿发现之意义》一

文，披露了作者新发现的胡适此年对伦敦留英学

生会的演讲稿，并从现代思想史的层面，据以对

胡适 1926 年前后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考

察。这些佚文的问世，对于推进胡适研究无疑大

有裨益。关于胡适在英国期间的演讲活动，笔者

因辑得两则新材料，现不揣浅陋，予以整理公布，

以供学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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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26 年 10 月 9 日在留英学生会年会上的英

文讲稿

上述袁洪权的文章《胡适<思想革命>英文演

讲稿发现之意义》中提到的是 1926 年 10 月 9 日

晚上，胡适在伦敦留英学生会年会上所作的学术

演讲。不过，作者所谓的“英文演讲稿”实际上

是中文译稿，由北大学生康选宜译作《思想革命》，

发表在 1926 年 12 月 17 日的《新生周刊》创刊号

上。作者“相信在今后的文献与史料的整理中，

这份英文演讲文稿 终会呈现出来的”2，笔者经

过一番搜寻后便在《字林报》上找到了该演讲的

英文原稿，兹抄录如下3： 

On this solemn occasion, the eve of the 

Fifteen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ur thoughts naturally turn to the history of the last 

fifteen years; and, in the face of the chaotic 

conditions now prevailing in our country, two 

questions inevitably arise in our minds. Has the 

Revolution of 1911 been a failure; and, if so, 

wherein lies the causes of its failure? We cannot 

better commemorate this historical anniversary than 

by answering these two questions squarely and 

honestly.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the Revolution has 

been a failure in practically all its constructive 

phases. We have overthrown the Manchu Dynasty, 

but we have failed to establish a true republic. We 

have eliminated the old parasitic nobility, but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produce great modern leaders 

to take their place. We have broken away from the 

old political order, but we have not succeeded in 

establishing a new one, nor have we been able to 

check and control the evil forces which have been 

set loose by the Revolution. In short, fifteen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Revolution and we have so 

far failed to make China a great modern state 

worthy of her potentialities. 

What has been the cause of this failure? 

Numerous answers have been suggested. On the one 

hand, there are the impatient foreign critics who 

jump a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fundamentally wrong with the Chinese race, and 

that the Chinese as a nation are too old and 

degenerate and are therefore incapable of 

undertaking the great task of political regeneration. 

You will find such views in Rodney Gilbert’s 

remarkable book “What’s Wrong with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the impatient Chinese 

nationalists who seek to lay the whole blame on the 

imperialistic Powers which they hold to be chiefly 

responsible for most of the troubles in China. 

I am not called upon to refute these views, with 

neither of which I can agree. With your permission I 

shall state my own answer. My answer is a simple 

one. The Chinese Revolution has failed to achieve 

its purpose because there never was a real 

revolution. There was a downfall of a dynasty, and 

there was a superficial change in the form of 

government, but there was no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ideas and thoughts of the people, which, and 

which alone can be called a revolution. As a great 

nation with a glorious past, China has been too 

self-conceited to come to a real understanding of the 

modern world and its new civilization. We have 

never sincerely and whole-heartedly been willing to 

recognize the merits and spirit of civilization, and 

consequently have never earnestly prepared our 

young men to undertake this great task. We are now 

far behind Japan, simply because we have been fifty 

years behind Japan in coming to a willingness to 

accept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it is fifty years 

which “has made a world of difference.” 

For instance, when China first sent student 

abroad,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go, she sent not 

well prepared leaders but young boys of fifteen or 

under, with the view that they might easily learn the 

languages and return to serve as mere interpreters to 

the great mandarins and officials. And when later 

young men were sent abroad in larger numbers, they 

were sent not to be trained as leaders of men, but 

merely to acquire a technical education—to be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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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ivil or mechanical engineer, a miner, or an 

electrician, a chemist or a physician. Very few took 

up law; and almost none studied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Even as late as 1910, the year before the 

Revolution, when I was leaving for America with a 

group of seventy students, I was strongly advised by 

all my friends to prepare myself to be a railway or 

mining engineer. Thus, even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China had no idea that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could offer anything more than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that we ought to train our 

young men and women in the West to become 

future leaders of new thought and of a new 

civilization. In our national self-conceit we excelled 

in everything. That was the mental state as late as 

1910. 

Then all of a sudden came the Revolution, and 

we were expected by the whole world to transform 

China into a modern democratic state. We were 

caught unprepared. The Revolution found China 

with no modern trained leaders and has only given 

rise to a large number of unscrupulous opportunists. 

The situation today is that men fitted only to 

become drill-masters are now governing vast 

provinces, and petty politicians trained only to do 

clerical and departmental work are now entrusted 

with the helm of the state. Little wonder, therefore, 

that the Revolution has failed to achieve its purpose 

and the Republic has been an empty idea only. 

This, then, is the real tragedy of China. The 

Revolution has been a failure, because, I repeat, 

there was no revolution in the sense that the French 

o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was a revolution. There 

was lacking a new revolution more fundamental 

than a mere overthrow of a dynasty or a change in 

the form of government. 

We need a new revolution, a spiritual 

revolution. It is such a revolution which China 

needs today. We need a new recognition of the 

spiritual value and possibilities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We need a new appreciation of material 

progress, not only as a means of money making, but 

as the only effective means of emancipating human 

energy from the pitiful struggle for bare subsistence 

and of uplifting it for higher values. We need a new 

conception of government, not as a means to 

personal power, but as an organized instrument for 

bringing the greatest happiness to the greatest 

number. We need a new conception of science, not 

as a means of producing a new smokeless powder, 

of aeroplanes for destruction, but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oad to truth and as the only powerful 

liberator of the human mind and spirit. We must 

nationalize our ideas and beliefs, and we must 

humanize and socialize our institutions. Above all, 

we must get rid of our national self-conceit; we 

must sincerely and earnestly feel dissatisfied with 

the existing state of affairs, we must have divine 

discontent, and we must have faith in the New 

Order we are to create. We must have a new 

philosophy and a new literature to preach and 

propagate this new faith. Such a fundamental 

revolution China needs today. 

Without such a fundamental chang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will always remain a failure and 

there can never be a truly modern China. And, 

fellow students, it is you and I who are called upon 

to dedicate ourselves to this new revolution which is 

only beginning and to prepare ourselves for this 

realization. When I first read the Gospels I was 

greatly moved by the sentence, “Plenteous is the 

harvest, but the laborers are few.” The old 

generation has failed and we do not see new leaders 

in sight. Shall we wait for some Dictator to descend 

upon us or be content with that pathetic emperor of 

a thousand years ago who every night burned 

incense and prayed that Heaven might send down 

some great man to save China? Or, shall we call 

upon ourselves to prepare and undertake the 

leadership of the nation? 

During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e last century, 

there was a religious movement in this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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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n as the Oxford Movement. The leaders of the 

movement, Newman, Keble, and Froude wrote a 

number of devotional poems, some of which have 

now become a part of the modern hymn book. 

These poems were collected and copied by the 

authors themselves in a common manuscript book, 

and upon the first page of this volume Cardinal 

Newman wrote a line from Homer which he freely 

translated as follows: —“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This struck me much when I first read it. I 

proposed to the Students’ Club at Peking that they 

should adopt it as their motto, but modesty or lack 

of courage prevented it. 

Fellow students, my I propose this line of 

Homeric poetry as my toast to the Central Union of 

Chinese Students? May I hope that, when you 

return to China, you may be ready to declare to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 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I now 

invite all the guests to join me in proposing a toast 

to the Central Union, wishing it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and wishing that some day some of our 

hosts and hostesses may become the leaders in the 

New Revolution, in the great task of transforming 

China to a different nation, a great modern nation 

worthy of her sons and daughters.  

该讲稿见于《字林报》1926 年 11 月 4 日第 5

版一篇题为《胡适博士在中国学生年会上的伟大

演说》（Dr Hu Shih’s Great Speech at the Chinese 

Students’ Dinner）的新闻报道。报道中没有提及

演讲题目，在引述讲词时添加了数个小标题。文

中还提到了与胡适一同赴宴的有阿德莱德·安德

森女士、汉学家苏慧廉教授（W. E. Soothill）。 

我们知道，《字林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亦称《字林西报》）是近代在中国出版的

有影响的一份英文报纸。从胡适的日记中不难

得知，胡适是该报的忠实读者，并数次致函报馆

主编。他在演讲当天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打成

今晚演说的清稿，因为报馆要此稿。”4虽然并未

提到报馆名称，但笔者认为很可能就是《字林报》。

所以这篇英文稿当为胡适的著述，是其失收的英

文佚作。

实际上，这篇英文讲稿还被国内其他刊物转

载过。1926年秋，上海《同学季刊》（Alumni 

Quarterly）5第2卷第1期以China Needs a Spiritual 

Revolution为题予以刊布，并标明来源于《字林报》。

1927年1月，南京《金陵光》6第15卷第4期则全文

转载了《字林报》上的报道。此外，1927年5月，

上海《英文杂志》（The English Student）7第13卷

第5期也以The Revolution Which China Needs 

Today为题发表。该杂志在刊发时，采用英、中文

对照的双栏排版，配以李永寿的译文《中国今日

所需之革命》。

除《新生周刊》与《英文杂志》外，1927年1

月1日上海《青年友》（The Young People’s Friend）
8第7卷第1期刊登的《胡适博士在英伦 近的演讲》

一文，则提供了此次演讲的第三个中文译本。正

文前有如下文字：“此文乃一九二六年双十节胡博

士对中国留英学生的演词，经谢颂羔君由字林报

中译出”，说明译者谢颂羔也是据《字林报》译来。

这些报刊的相继转载，说明国内社会对于胡适在

欧洲的一言一行与思想动态极为关注，更显示了

胡适对于民国思想舆论界与知识界的影响力。

二、1926 年 10 月 15 日关于中国新文学运动

的演讲

1926 年 10 月 13 日，胡适于当天日记中有如

下记载：“动手写后天的讲演：‘ The New 

Movement in China’〔中国的新文学运动〕。”915

日的胡适日记云：“写完我的讲演。下午去讲演

（China Society〔华人社〕，天大雨，然听者很多，

其中多知名之士，如 Sir Charles Addis〔查理·阿

迪斯爵士〕，Lawrence Bingon〔劳伦斯·宾戈〕，

Arthur Waley〔阿瑟·韦利〕等。”1011 月 11 日，

《字林报》登发了一则《胡适在伦敦的演讲》的

新闻报道，称“胡适上周于伦敦学院（东方语言

学校）作关于中国文学的演讲”。由于报道发布时

间为 10 月 21 日，故据时间推算，所指的应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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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学术演讲。而所谓的“伦敦学院（东方语言

学校）”与胡适自述的“东方文化学校”实际上即

享誉世界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报道中还引述了

胡适讲演的部分讲词，内容也与“中国的新文学

运动”这一讲题相符。现将其译为中文如下：

早在公元前 2 世纪，古代中国的文言文，对

于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已经难以理解。但是直至

1900 年，所有的科举应考者依然不得不通过文言

文的诗文考核。同时，在 16、17 与 18 世纪，数

以千计的长篇与中篇小说诞生于无名作者之手，

足以与西方世界的作品相媲美。它们是以白话文

写成，然而即使它们具备其固有的文学价值，却

被上层人士所禁止。一位出版者告诉我，这些作

品中的三部作品，每年却有上百万的总销售量。 

我们听过有欧洲的父母将其孩子锁进暗室，

仅提供面包和水，让他们去读薄伽丘。当我是孩

子时，中国的父母也是这样做。当别人都入睡后，

我坐在床上，用偷来的菜油点灯，满怀喜悦地读

那些用白话文写就的中国伟大的长篇小说。母亲

和老师认为我还无法理解这些书，所以禁止我阅

读。学校里的教材都是文言文，老师们不得不逐

字翻译成白话文。西方的著作被翻译成很少有人

明白的文言文。不仅包括斯宾塞和赫胥黎的书，

还有狄更斯、大仲马、哈葛德和柯南·道尔的作

品。狄更斯笔下的窃贼、哈葛德笔下的祖鲁酋长，

都用我们的文言体来说话。在过去的十年间，自

从古文传统的桎梏打破后，我们国家一些优秀的

创作者已经开始写作白话文作品。中国公众从事

阅读的人口已增长了 30 倍。 

报道的 后提到，胡适认为在中国新文学的

发展中，长篇小说是唯一不够成功的文体形式。

他认为这是因为大多数的中国青年创作者还缺少

广泛的社会经验。

虽然这次报道比较简略，但我们已经基本可以了

解到胡适此次演讲的大致内容。关于中国新文学

运动，胡适之前已有过数次论评。如果说，作为

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当面对国人讲演此话题（如

1925 年 9 月 29 日在武昌大学讲《新文学运动之

意义》）时，胡适是以“青年的导师”登场，怀着

继续为新文学摇旗呐喊，召集支持者与同盟军的

良苦用心。那么，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所做的这

次讲演，则另具独特的文化意义。从 1917 年到

1926 年，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虽还不足十年，但毕

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通过这次演讲，胡适

自觉充当了一位文化使者，及时地将中国新文学

运动的情形与讯息传达、介绍给了英国的文化界，

推动了中外文学的交流。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胡

氏此时对于新文学的一些新思考。1922 年的《五

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脱稿时，胡适还没有见到长

篇小说的问世11，因而发出“长篇小说不但没有

人做，几乎连译本都没有了”12的感叹。及至 1926

年，新文学第一批长篇小说相继诞生。针对这些

早期的长篇，胡适所作的关于它们艺术上还不够

成功，以及问题在于创作者社会经验不足的分析

显然是十分敏锐而恰切的。当然，若想准确地评

价此次演讲的价值，尚待完整的英文讲稿 The 

New Movement in China 的“出土”。 

（金传胜：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1 参见范劲：《胡适的一篇重要轶文》，《文艺理论研究》

2005 年第 3 期。 

2 袁洪权：《胡适<思想革命>英文演讲稿发现之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 年第 3 期。 

3 整理时删去了原刊所拟的小标题。 

4 胡适：《胡适全集 第 30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65 页。  

5 该刊创刊于 1925 年 9 月，为基督教大学同学联合会季

刊。

6 该刊创刊于 1909年，停刊于 1930年 5月。英文名为“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gazine”，是金陵大学的一份校

刊。

7 该刊系月刊，1925 年 1 月创刊，由吴继杲编辑，商务

印书馆发行，是英语教育类刊物。

8 该刊系月刊，1921 年 1 月创刊，由青年友月刊社编辑，

是基督教青年刊物。

9 胡适：《胡适全集 第 30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75 页。 

10 胡适：《胡适全集 第 30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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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新文学 早长篇小说是张资平出版于 1922 年 2 月 15

日的《冲积期化石》与王统照同年出版的《一叶》。胡适

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脱稿于 1922 年 3 月 3 日，写

作时应该还没有读到这两部小说。

12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主编：《胡

适文集》第 3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6 页。 

胡适演讲《科学的人生观》钩沉 

金传胜  金周详

1994 年黄山书社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

信》第 9 册收录了一篇题为《科学的人生观》的

残稿。该文作于 1923 年 8 月 22 日，是胡适看了

彼时科学与玄学论战的许多文章之后，对于这个

问题“稍稍有所修正”的见解。据该文 篇胡适

自己的回忆，自 1921 年至 1923 年 8 月，他曾前

后在各地发表过五次题为《科学的人生观》的学

术演讲。实际上，据现有文献，可能并不止五次。

早的一次是 1921 年夏于暨南学校1，此后他又

于 1921 年 8 月 3 日在安庆，1922 年 3 月 25 日在

北京法政专门学校，1922 年 10 月 18 日在济南一

中，1923 年 8 月 12 日在浙江暑期学校演讲过。

另外，1923 年 11 月 11 日，胡适在上海大学发表

了一次题为《科学与人生观》的演说，由周白棣

记录后发表于同月 16 日上海《民国日报》，谈的

其实也是“科学人生观”的问题。直至 1928 年 5

月，胡适在苏州青年会又作了一次《科学的人生

观》的演说，重申并补充了自己的科学人生观。

此次演讲因有王君纲的记录稿连载于 1928 年 6

月 1 日至 2 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后

被范祥善编入《现代科学评论集》（世界书局，1930

年）印行流通，故而影响较大。

上述两篇《科学的人生观》现已分别收入《胡

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 7、8

两卷，成为研究胡适思想的重要文献。笔者近日

则在 1922 年 6 月《辟才杂志》第 1 号上见到了一

篇《胡适之先生讲演科学的人生观》2，是胡适在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附属中学（以下简称“女高附

中”）所作同题讲演的记录稿。由于此文未见有胡

适研究论著提及，现辑录于此，以供研究者采择。

全文如下：

胡适之先生讲演

科学的人生观

何肇葆 谭贻德 傅豫文 何肇华笔记

   今天我来，有一件事，很是高兴；就是

外面风雨狠
3
大，竟得与诸位畅谈消遣这晦闷

的天气。 

    本欲在诸君所拟的题目中，选择一个；

但是全都是今后的问题。关于今后的事，大

半都是悬想，幸而言中，或不中，非将来不

可有效，无可谈的价值。诸位的题目里，有

一个是“今后的人生观”。我想与其谈今后，

不如谈现在“科学的人生观”。科学的人生

观，人多误会以为是物质的人生观，像是分

子原子轻养
4
等等……机械的，要晓得这种见

解，不在今日讨论之范围。科学的人生观，

并不是将人生专纳于物质的范围；乃以科学

的精神，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去应付

解决人生的问题。 

前年杜威博士到此，曾说科学的教科书，

或者因为地震陆沉，完全毁灭。可是科学的

精神方法，仍然存在，在短的时期以内，就

能恢复原状。如果是精神消失了，单独书籍

存在，那科学的精神，将要变成迷信的。所

以科学不注重在书本和结果，注重在精神和

方法。 

有人并没有进过实验室去试验，但是他

的态度，很是科学的。像是清代的顾亭林阎

百诗戴东原王怀祖等。全没有学过科学；但

是他们的著述，是从来毫不苟且。他们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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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不论他是考据，是注释，全是本着

科学精神的。又有人自幼即学科学，植物的

隐花显花，动物的哺乳腔肠。种种的分类，

完全知道；但是不知道科学的精神。学科学

的，并不是要知道动植物的分类，及化学物

理的公式；所要知道的，就是科学的态度，

精神，方法，和人生重大的关系。科学的态

度，精神，方法，到底是什么？分着说在底

下： 

一、具体的（非笼统的） 就是个别的。

科学家得着一个问题，不是笼统的解决他，

必定去分析他，一直分到一个原子，不能划

分了，才着手去研究。像人到医生处看病，

诊脉，视舌，验血，试温度，就是对于一个

笼统的病，必要个别的研究他。笼统的 大

的弊病，关于人生的，就像说裁兵如何，教

育经费如何，不去个别的根本研究他；总是

个没有结果。就像家庭问题，现在有三百人

在这，可是敢说家庭内的情形，没有二个相

同的；就是姊妹兄弟，一个或者聪明些，一

个或者愚笨些，将来和现在，也是不能相同

的。如果要人人必定相同，那一定要一个大

哲学理想家，立出一个定则来，叫作父母的

必定如此，作子女的必定如此，不如此者斩，

才可以。能解决我的问题，不能解决他人，

科学者决不是笼统的去研究。 

二、研究的（非盲从的） 具体是对笼统

说的，研究是对盲从说的。科学家决不能说

古人如此做，我们也如此做。盲从的有两种，

1.习惯的。不研究事理，只是因循做去。2.

因人的。人家这样做了，我也这样，不去研

究。研究的，必定要一点一滴全都研究。 

三、假设的（非武断的） 武断的，我愿

如此便如此，不依此不可，科学家有一个问

题，如此可，如彼亦可；先试试第一方法如

何，第二三四方法如何，以假设的想象他；

如果理想或者实验，第四个方法好了就依着

他去做。凡是科学，全没有绝对的真理：孔

子的说话，不是绝对真理；就是马克斯克鲁

泡特金也不是绝对的真理；不可以迷信他。 

四、求证的（非冥想的） 如以上的所得，

不论如何，必须求证以证明之。如承认一学

说，或发明一主张，皆须证据；证据东就东，

证据西就西。 

五、实行的（非空言的） 科学家何故而

研究科学？有一个字，曰“做”，如做医生的，

是为医治人的病，以实行为主。证明假设是

不错的，去研究具体问题的解决，或者先有

问题，具体的去研究他；先假设了，寻着证

据，再去实行。这就科学家的方法态度了。 

距今八九十年以前，法意两国因为蚕瘟，

在养蚕造丝上，大受影响，这是一个具体的

事实。于是法国有好多人起来研究这事。里

面有一个叫 Bassi 的，在一八三七年，发现

病蚕身上有亮点，可是无病的蚕，都没有那

亮点。所以他想这亮点，必定跟蚕病有关，

这是他的一个假设。到一八四〇年，有一个

解剖学大家，Henle 提出大假设，他说，“一

切传染病，皆由于细菌”，但是并没有证实。

到一八六五年，法国的蚕业，差不多都因为

蚕病废止了。那时有个大学者，Pasteur 与

他的友人叫 Pach 的，研究此事，当时已经发

现病蚕血里有流动的血轮，是病蚕身上发亮

的原因。Pasteur 以先已研究发酵是由于细

菌，因推定此项流动的血轮，是病的原因。

他要证实这事；所以他拿病蚕捣碎，成一种

浆；无病的蚕，也捣成一种浆；那病浆洒在

桑叶上，给好蚕吃了，就生病而死；拿好浆

给好蚕吃，还是无病的；于是他就证实蚕病

是由于细菌的传染，先起于肠，渐渐的蔓延

到全身，就死了。这事他的求证，以后他就

用显微镜考种，隔离病蚕的种子，将来病蚕

的子孵的蚕，总是有病；好蚕的子孵的蚕，

永是好蚕，这他才作到实行的一步了。于是

法国将要破产的蚕业，因为这个，就又恢复

了。 

以上所举的，不过是一个例。其他的，

如贵校会客室里的所挂的画像，牛顿、福兰

克林，凡是发明一件事业的人，莫有不本着

这五个通则去作的。所以我们有种种的问题，

来到面前的时候，也应当一步步去假设，求

证，研究，然后总归去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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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知道科学与人生是连带的问题。

或者说为什么我们要拿这样态度，解决人生

观？父母兄弟……等，能像原子分子那样实

验，分离吗？不然。我说现在的时事，所以

不能解决的原因，就是因为拿人生科学分离

的太开。要知人类虽不像原子分子那样分开；

然而若是能照那五个通则去做，也可以减少

好些痛苦。就像是道德问题。昔人视为不可

讲解的，有人问道德是什么？他必定答道德

就是道德，韩愈的《原道》篇说，“由是而之

焉之谓道，足乎已而无待于外之谓德”，这样

的解释，能满我们的意吗？所以道德者，就

是有各种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解决他的方

法。我们对于一样事情，今天也这样去做，

明天也这样去做，久而久之，就对于我们的

人生发生了一种影响，就成了我们的习惯，

我的品格。所以道德的为物，并非如《太上

感应篇》跟《修身书》上所得的道德；是很

活泼泼的得来的，活泼泼的用去的。如现在

的家庭，和政治各问题，都是随时变换的。

像是孔子尊周室，孟子就不尊周室；他们相

差不过二百年，道德就如此的不同了。又像

二十年前的康有为，是清室的叛臣罪人；二

十年后的康有为，是前清的功臣，民国的罪

人了。所以无论孔子、孟子，无论是杜威、

罗素、克鲁泡特金，我们都不可以武断盲从。

我们必定找了种种的事实，逐一去研究去，

然后证实那一个是可信的。设如我们是信罗

素学说的，而罗素是主张非战的，假使我国

一旦跟日本打仗，我们是坚守罗素的学说呢？

或是去打仗呢？我们不能武断盲从，只好拿

他的学说，做一个参考罢了。学子的态度，

无论是古圣人，今圣人，死圣人，活圣人，

我们全部不可盲从他，只好供我们参考罢了。

尝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费无限的光阴，去

研究《水浒》《红楼》，还不如介绍康德的学

说给中国呢？”他不知道，我就是提倡这个

学说，主张进化论的达尔文，凡事必求证据，

才信他；不信上帝，后来他的 爱的一个儿

子死了，他友人对他说，“你还不信上帝吗？

这就
5
上帝给你的警戒。”达尔文说，“你给我

拿出证据来，我就信。”所以我们拿科学的眼

光去解决人生观，就要拿科学的精神，科学

的态度，科学的眼光，去考查事理，要还按

着就去实行。不要信了，只是不去干。要知

道我们要打破笼统，打破武断，打破盲从，

打破冥想， 后的一个字，就是干！干！干！ 

《辟才杂志》系年刊，由女高附中校友会学艺

部编辑出版。刊名系因校友会产生地辟才胡同而

来。1922 年 6 月，该刊第 2 号“纪载”栏目内的

“本校大事纪”在民国十一年五月下记载：“二十

八日 胡适之先生来校讲演科学的人生观”。然而，

查 1922 年 5 月的胡适日记，关于此次演讲的记录

不见于 28 日，而是出现于 29 日：“到女高师附属

中学讲演，题为《科学的人生观》。”6这说明《辟

才杂志》第 2 号上的记录有误，胡适的演讲时间

当为 1922 年 5 月 29 日。由署名可知，该讲稿由

何肇葆、谭贻德、傅豫文与何肇华四人共同记录。

四人当时应系女高附中的学生，皆有多篇文章发

表于《辟才杂志》。值得一提的是，何肇葆还曾与

路学仁合作，记录了鲁迅先生 1923 年 12 月 26

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所作的著名演

讲《娜拉走后怎样》。此为鲁迅研究界所共知，这

里就不赘述了。

此外，1928 年 6 月 15 日，江苏苏州中学的

校刊《苏中校刊》第 1 卷第 8 期上刊发了一篇《科

学的人生观》，署“胡适之讲 许自诚笔记”。1929

年 3 月上海《学生文艺丛刊》第 5 卷第 4 期也曾

刊载《科学的人生观》一文，目录页署“江苏苏

州中学 吴福元 龚寿鹤”，内文则署“胡适博士讲，

吴福元 龚寿鹤记”。观两文内容，与胡适在苏州

青年会所讲的《科学的人生观》相近，可知是同

一次演讲的另外两个记录稿。尽管王君纲笔录的

《科学的人生观》广为通行，但许自诚的版本在

不少地方却更为详尽、丰富，因而也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1 1921 年 6 月 3 日的胡适日记云：“拟定在保定讲演的

题目：《文法的研究法》、《诗经的研究》、《新诗的运

动》、《科学的人生观》、《中学教育与中学学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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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革新的几个条件》，定明天早七点十分去。”不过，胡

适翌日是否在保定讲过《科学的人生观》，尚待考证。

2 目录页题为“胡适之先生讲科学的人生观”。 
3 “狠”今作“很”。 

4 原文如此，疑为“氢氧”之误。 
5 此处疑脱一“是”字。 
6 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9 卷，安徽教

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35 页。 

胡适：国难当头的“中国复兴论” 
——以 1931 年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胡适论文为例 

肖伊绯 

◎太平洋国际学会易址风波 

1931 年“九• 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出

兵侵占东三省。国难当头的中国人，如何面对这

突如其来的“国耻”？无论是惊恐万状、不知所

措的东三省民众，还是群情激奋、坚决要求以牙

还牙的后方民众；无论是努力让自己冷静决策、

揣度万全之策的军政要人，还是以各种方式奋起

抗议、撰文评论的文人学者；此时却突然接到一

个国际性会议召 的通告——太平洋国际学会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第四届大

会，将于 1931 年 10 月 21 日在杭州召 。 

按：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文名称则繁多。

在 1920 年代又称之为“太平洋国交讨论

会”，1930 年代以后则有多种称呼，如“太

平洋国际学会”、“太平洋学会”、“太平

洋关系学会”、“太平洋国际协会”、“泛

太平洋学会”、“太平洋会议”、“太平洋

关系研究所”等。其中“太平洋国际学会”

是 1931 年以后中国分会对这一机构的正式

称呼，但在国内媒体报道中，太平洋国交讨

论会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两个名称往往混用，

并不统一。 

太平洋国际学会是由美国学界和商界人物发

起组织的非官方性质的政治学术团体，于 1925

年 7 月在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正式成立并举行第

一届大会。参加者为来自美国、中国、日本、朝

鲜、加拿大、澳大利亚、纽西兰、菲律宾等太平

洋区域内及沿岸国家的代表 112 人。会议主旨是

对太平洋沿岸各国面临的问题及国际关系之症结，

研究讨论，交换意见，以增进国家间相互了解和

民族间彼此亲睦。此次会议决定，在各国设立分

会，以后每两年召集一次大会。正是在 1929 年于

日本京都召 的第三届会议上，议定 1931 年的第

四届大会在中国举行。 

 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在 1931 年时已有

会员 105 人，执行委员 15 人，胡适为执委会委员

长，会员包括蔡元培、王云五、朱经农、黄炎培、

黄郛、唐绍仪、张伯苓、林语堂、蒋梦麟、宋美

龄、宋子文、孔祥熙、吴经熊、丁文江、潘光旦、

陈光甫、陶孟和、刘鸿生、陈衡哲等，名流时俊，

济济一堂。由于人才荟萃，各方襄助，第四届大

会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当年年初即议定于 1931

年10月21日至11月2日，在杭州举办此次大会。 

但 1931 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日军对东北的

虎视眈眈，已屡见端倪。杭州、南京、北平等地

民众得悉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将在中国举

办的讯息之后，纷纷表示强烈反对，一致认为该

会向来为帝国主义利益为中心诉求，从来无视弱

小民族及国家的利益与主权，在中日临战之际召

这样的会议，无异于自取其辱。包括国民党内

部人士在内的，甚至于还有参加过往届年会的中

国分会代表参与其中的，大量的反对者瞬间涌现

出来，反对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只需稍稍拣阅

当年的旧报刊，相关信息便尽收眼底。 

譬如早在 1931 年 5 月 28 日，以方竹峤为首

的国民党党员 134 人，取名具呈当局，请求拒绝

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在中国举办。1931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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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北平《世界日报》发表长篇“社评”，题目

径直就作“反太平洋国际学会”，清楚明白的交

待了反对之理由，即“为反对帝国主义之侵略，

为反对帝国主义之压迫弱小民族，为反对吾国解

放运动之阻碍，为反对拥护帝国主义榨取政策之

扩张……为民族利益计，为国民革命计，为反对

似是而非之学术团体计，为反对假学术会议之后

而施行侵略政策之实计，不得不出于反对之举”。

该“社评”刊出 5 日之后，甚至于在北平真的还

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反太平洋国际学会联席会

议”。该会议有来自党政军工农学界代表达 73

人之众，会议向全国各界呼吁，要求一致反对太

平洋学会，一致努力打倒帝国主义。迫于社会各

界压力，南京方面于 8 月 18 日曾有专电消息，声

称“该会义之中国总干事陈立廷，恐招全国朝野

唾弃，将请求取消在杭 会”。 

看来，“九•一八”国难当头之际，即使是纯

粹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也无可避免的要沾染上

浓厚的政治色彩，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高涨之下

的集体无意识，自然而然的 始排斥这一有日本

代表及学者参与的大会。原定杭州举办的计划在

各方舆论压力下受挫，为减少民意与会议发生冲

突，会址只得由革命气氛浓厚的杭州，改迁至租

界林立的上海。 

◎胡适力图“学术救国” 

1931 年 10 月 21 日上午，太平洋国际学会第

四届大会在位于上海静安寺路的万国体育会馆内

幕。到会正式代表 140 人——美国 26 人、英国

20 人、日本 19 人、加拿大 11 人、澳大利亚 9 人、

纽西兰 6 人、菲律宾 5人、荷兰 1人、国际联盟

2 人、国际劳工局 3 人、中国 38 人。国难当头下

的这次国际学术会议，能历经波折、勉强召 已

颇为不易。为此，本届大会主席及中国代表团团

长胡适在 幕式上便苦口婆心地说： 

各位会员，我们不要过于乐观了。大会在

今天仅仅开始，在我们前面还有许多繁难的问

题要我们分析。并且若是可能的话，要我们解

决。若是我们所持的研究态度不对，我们会失

败的。若是我们仅以意气用事，不听对方的理

由，我们会失败的。若是我们来到这里，仅仅

为某一种学说去宣传，或是仅仅为某一种事件

去辩护，我们会失败的。 

所以在我们工作开始的头一天，不妨把我

们工作与我们问题的性质先仔细地观察一下。

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国家与国家间的问题，是

民族与民族间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替这些

国家与民族去思想。这个工作 高尚、 纯洁，

却同时也是 危险的。古哲有云，一言兴邦，

一言丧邦，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除非开诚布公，

捐除成见，我们是不能希望成功的。我们到这

里来不是要揶揄，不是要呐喊，乃是要了解。

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要教训旁人，乃是要共同

思想，彼此交换意见。只有用谦恭寻求真理的

精神，我们才可以得着一部分的成就。(刘驭

万编:《 近太平洋问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

会印行，1932 年 10 月，第 4-5 页) 

应当说,胡适在会议 幕致辞中的立场与态度，充

分体现了一位中国学者的真诚与气魄。但这样的

场白，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却又是相当

不合时宜的。须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

人的愤怒也在瞬间爆发；“爱国主义”之下的任何

举动都可以找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反日、

排日、抗日以及在任何国际活动中体现这一立场

都势所必然，面对这样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也不例

外。胡适当然知道，他的 幕辞及其所表达的立

场意味着什么；作为本届会议主席兼中国代表团

团长，他当然更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任何一个

用词不当，都有可能导致会议夭折，或者自己被

炮轰出局。 

尽管如此，胡适仍然没有从国际准则与爱国

主义角度上去谴责日本，而是话锋一转，在 幕

辞中直截了当的谈起了太平洋学会的理念，并尽

可能的为此次国际学术交流盛会，确立一种平和

有序、不偏激的氛围。他说：“我们在此，不是

来哭，也不是来笑，只是来明白一切。我们在此，

不是来教导，只是来互相交换意见。”反对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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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问题上“唱高调”，这是胡适的基本主张。他

审慎的认为战争是一件大事，作为民众领袖应尽

一切可能去避免战争，否则就不能算他尽到了对

国家的责任。而作为民众则应冷静地考虑替代战

争的其它方法，单凭爱国主义是救不了国的。 

◎《中国文化论集》力图“文化救国” 

其实，此次大会在学术层面上要交换什么样

的意见，陈衡哲（1890—1976）的计划已经付诸

实施。陈参加过 1927、1929 年两届太平洋国际学

会年会，深感在历届年会中，关于中国文化的专

题研究与集中展示都相当缺乏。无论是要确立中

国文化的国际地位，还是要争取中国人在国际学

术中的话语权，都迫切需要在此次的年会中汇集

中国知识界精英力量，编撰完成一册《中国文化

论集》，并提交大会研讨。为此，她曾于 1931 年

4 月 4 日写信给胡适，一方面说明她的总体计划

与用意，一方面也正式向胡适约稿。胡适对此全

力支持，倾尽全力撰写稿件，也因此成为《中国

文化论集》中唯一一位有两篇文章入选的中国学

者。 

《中国文化论集》是英文版(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1931 年 10 月在上海印制完

毕时，还没有接到将会址改为上海举行的通知。

所以，在扉页处可以清晰的看到一行英文

——Prepared for the Four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Hangchow—October 21 to November 

4,1931.仍旧明确无误的标注着杭州会址与会议

时间。无论如何，这一册由陈衡哲主编、胡适鼎

力支持的《中国文化论集》还是被带到了上海会

场；胡适强调的“只是来交换意见”，在这样一

部由当时的中国知识精英们所撰写的论文集中，

已经交待得清清楚楚了。 

是书收录了丁文江《中国文明的形成》、胡适

《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和哲学》、蔡元培《绘画与书

法》、赵元任《音乐》、朱启钤《建筑：北京城》、

余上沅《戏剧》、胡适《文艺复兴》、任鸿隽《中

国科学之引进及其发展》等等，与陈衡哲 后的

一篇“总结”，共计达十八篇英文文章。其中，

胡适的两篇文章，与中国分会指定的论文题目

“中国对西洋文化之态度”并不一致，但又有所

默契与呼应，特别耐人寻味。 

诚如在扉页处的一则寄语——To those Who 

work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This book is 

hopefully Dedicated（此书衷心期望书中这些文

章能让世界各国更好的了解中国），这和中善意的

期许，实际上提前向包括日本代表在内的与会者

释放了一个信号，即中国希望和平，中国无意制

造争端，也不愿意发生战争。胡适在书中的两篇

文章，也均在暗示同样的理念，即中国愿意与世

界各国保持友好合作，中国有诚意与决心解决好

包括文化冲突在内的国际争端。 

显然，这样的理念，理性、平和、美好，无

可挑剔。但在“九·一八”事变背景下的中国，

表达出这样的愿望，阐论这样的理念，在民族主

义与民粹主义已经占据社会舆论话语权之际，无

疑仍是有相当压力与风险的。那么，为什么胡适

等人不顺应时潮，干脆拒绝参会，甚至走上街头、

振臂高呼一番呢？事实上，从 1931 年的“九·一

八”事变，到 1937 年的“八·一三”事变，这期

间胡适一直奉行通过外交努力争取和平的主张，

是典型的“主和派”；他始终认为，中国在此时

此刻，根本还不算是一个现代化强国，还绝没有

能力与日本相抗衡。他特别期望，即使进入全面

战争状态，也要在此之前做好外交谈判工作，尽

可能的为备战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与布署时间。 

胡适的良苦用心，在当时普通民众的社会舆

论中，几乎没有支持者。即使在相当理性的学术

界与知识分子群体中，也鲜有人予以回应。毕竟，

胡适的主张不符合当时国人的情感与处境，那一

顶“卖国贼”的帽子随时都可以扣过来；这种主

张本身，也需要践行这一主张者有相当大的能力

来参与国事、推动外交，即使是知识分子群体中

有能够理解者，也未必有能力与之呼应。孤家寡

人的胡适，此刻还是顶住种种压力，在《中国历

史上的宗教和哲学》、《文艺复兴》两篇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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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与会各国代表乃至中国民众，阐示了他心目中

的未来中国是何模样，揭示了中国将如何尽快走

向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全面复兴之路。文章极

其细致耐心地暗示着一个主题——中国文化将与

世界文明同步发展，并必将为之作出贡献；希望

各国（包括日本）不要在这条共生共赢的和平发

展之路上，有所偏见，有所阻碍。 

如今看起来，这样的主张，似乎过于书生气、

过于理想化。这样的主张，势必淹没在已经日益

沉重的战争阴影之中，非但中国知识界对此不予

支持，更可能领受中国民众的骂声一片。但胡适

之所以要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预判与掂量；与同

时代知识分子相比，他更了解中国实际的军政状

况与实力。1933 年 3 月 13 日，胡适在河北保定

与蒋介石的私晤中，亲闻其“军事上不能抵抗，

外交亦无办法”的表态，也再一次证明他的预判

是正确的。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能力应付这样一

场残酷的战争，更无可能打赢这场大战。 

◎胡适“中国复兴论”求和平 

胡适在国难当头之际，抛出了中国哲学（理

性主义）、文艺（人文主义）的全面复兴设想，说

到底，是绕着圈子向国际社会来表达“中国无威

胁论”，是相当委婉含蓄的向日本等国表达“中

国正在强大论”。“中国无威胁论”，显然是“主

和”；“中国正在强大论”，则表明战胜中国也

不容易。这当然是一种外交博弈策略，胡适将其

运用于文化论文之中，这是他的智慧，更是他的

苦心。 

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和哲学》

一文中，胡适写道：中华民族的人性和理性思想

始终没有因绝望而放弃斗争，它奋斗不止， 终

成功地把中国拖出了中世纪的魔掌，并逐步建立

起一种世俗的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文明。让我们期

望，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中华民族，其理

性主义和人文主义一定能够以新的活力完成这一

未竟的事业，取得我们的祖先所未取得过的更大

成就。而在《文艺复兴》一文中，胡适更是提出：

许多个世纪的工作就可能被缩短为短短的几年时

间，确保文学革命能够一举成功，实际上文学革

命不过是两千年历史进化的 高峰而已。 

在这两篇文章中，胡适把“中国无威胁论”

的基础，建立在中国尚未完成现代化这背景之下，

是颇令人信服的。而把“中国正在强大论”的基

础，寄望于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复

兴上，则多少有些流于纯精神层面上的理想了。

让胡适左右为难的是，“中国无威胁论”既要表

达，又不能太过，太过则几近于“媚日”、“示

弱”； “中国正在强大论”必得表达，且要与

“中国无威胁论”相制衡，但又的确拿不出更令

人信服的数据与实绩来，则只能以推论式、口号

式的语句来勉强陈述。或许，国难当头的哲学与

文艺复兴，始终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转移视线，当

时胡适本人能做到的，能承受与分担的“国难”，

也仅此而已罢。 

在此次大会之后，胡适仍多次在各种场合、

各类文章中阐扬其“中国复兴论”，只不过论述重

点更加倾向于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国人奋进与国

民进步。1934 年，胡适英文专著《中国的文艺复

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在美国出版，

标志着胡适“中国复兴论”在文艺领域内的定格，

这一论调也或多或少的触动了当时的欧美民众。 

除此“学术动作”之外，从 1931 年至 1937

年，胡适还始终奔走于中国政要、欧美甚至苏俄

大使之间，寻求外交斡旋、国际博弈的解决或暂

缓战争的途径。在此期间，他甚至于冒天下之大

不韪，提出过“承认伪满”、“放弃东三省”等

一系列看似极其荒唐的建议，极力主张“与日本

公 交涉，解决一切悬案”，提出了“原则为求

得十年的和平”，“方法为有代价的让步”的外

交策略。这种“割地求和”的思维模式，在胡适

看来，无非是效法苏俄（当年为确保暂时和平而

与法西斯德国签订和约），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缓兵之计——此时的中国，岂止哲学与文艺尚无

复兴气象，军备与国力 更是弱不禁风、不堪一击。

而在“八·一三”事变中，胡适更目睹了战争的

惨绝人寰、侵略者的无耻残暴、国军的誓死如归；

面对这一切，外交策略上的“以退为进”、文史

典故中的“忍辱偷生”等等，都不过是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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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意气罢了。此时的胡适，也 始了更为决绝

的反省；他之后的言行，则更象是一位书剑同携，

而 终亮剑的志士了。 

◎从求和到求战 

国难当头的哲学与文艺复兴，更需要知识分

子的骨血与胆魄；更需要知识分子有共赴国难的

信心与决心；更需要知识分子有带领民众共克时

艰的号召力；更需要知识分子有影响国际外交的

能力。所谓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在此时此刻的

中国之复兴，前提条件只能是抗日救国；无论主

战主和，放弃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的权宜之计，

都将让理性与人文覆灭，何来复兴之希望？ 

胡适终生未曾放弃过的中国哲学与文艺术复

兴之理想，在日甚一日的日本侵略者恶行之下，

也终于浴火重生，大变其旨。“八·一三”事变

之后不久，1938——1942 年，胡适任驻美大使，

始频繁穿梭于美国各地，倾力争取美国朝野对

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他历时五年，400 余次

演讲，终于让美国人参与并终结了太平洋战争，

也终于使中国抗战不再是孤军血战。应当说，从

先前的学术救国、文化救国思维框架中的“外交

求和”主旨，胡适的这一思维框架本身并未彻底

崩溃；此刻，他仍以学术、文化为切入点，来撬

动外交杠杆，只不过这一次是“求战”——吁求

美国参战，予中国抗战以支援。 

胡适的学术理想与政治实践，在日本人眼中

也就此经历了微妙变化——从 1920、1930 年代日

本学界普遍赞誉其为“支那学坛麒麟儿”，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东条英机在昭和天

皇面前怒骂其为“日美敌对的元凶”；这一赞一

骂，一“麒麟”一“元凶”，又何尝不是中国知

识分子“知行合一”古老信条的另一注脚呢？先

前一直力图以知性力量感召日本、达成和解的胡

适，此刻同样以知性力量，在美国践行着抗日国

际战线的缔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战争

爆发，美国参战之后，日本知识界及文化界人士

不但密切关注胡适的一言一行，甚至于这时恍然

大悟般的，将十年前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上印发的

《中国文化论集》翻译为日语版，日本著名汉学

家石田幹之助（1891-1974）任总监译，福井康顺、

原三七分别担任了胡适两篇文章的译者，于 1942

年 6 月以《支那文化论丛》为名，正式出版发行。 

其实，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在胡适成为

日本人眼中的“元凶”之后，再来翻看这一册十

年前印制的《中国文化论集》，在《中国历史上的

宗教和哲学》、《文艺复兴》这两篇文章中，所表

达的和平之愿望、文化之理想，如何如何的不切

实际与不合时宜；或许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

是，文章本身所体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善意与仁

爱、审慎与自尊的人格力量；而这种人格力量一

旦被迫向反向发展，一旦被迫向自卫抗争的方面

发展，也终将是一股不可忽视、不可估量的坚韧

力量罢。做了“过河卒子”的胡适，以一个中国

知识分子的“拚命向前”，让美国朝野感动，让

日本政界惊恐，让中国知识界振奋。 

1960 年，69 岁的胡适在美国纽约宣布“太平

洋国际学会”解散；他多次劝阻蒋介石连任、反

对修宪的种种政治努力，在当年也告失败。毛子

水去信劝慰云：“四十多年来，先生所发表的言

论，没有几句话不是可使我们国家的地位提高的，

没有几句话不是可以使我们民族的智慧增加的。

但到了现在，国难日深，民德愈下，这只能说是

中国的命运，在先生可以对得住国人了，对得住

世界了。”这句话，或可概括胡适一生的理想与

实践——终生坚信并始终致力于中国哲学与文艺

复兴的他，并以此寄望“中国复兴论”的他，也

正是在无数次失败与奋斗中，完满了自己的人生。 

◎题外余音：胡适出席第五届大会徒劳无功 

1933 年 8 月 14 日至 26 日，太平洋国际学会

第五届会议在加拿大的班夫（Banff）举行。此次

会议的主题是“太平洋区域国际经济冲突：其控

制与调节”，以胡适为首的中国代表 15 人，参加

了此次会议。 

    1933 年 11 月 2 日，北平《世界日报》刊载

一条“特讯”，第一时间报道了胡适会后归来的

感言。报道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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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昨晚返抵北平 

蒋梦麟任鸿隽等均到站迎接 

（胡对记者谈……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中……） 

（我国虽博得不少同情……但于事实无补） 

【特讯】北大文学院长胡适，已于昨晚八

时四十分即抵平。蒋梦麟夫妇，胡夫人江女士

等，八时即抵站，任鸿隽、孙鸿文、毛凖、江

泽涵夫妇及胡氏亲友等共二十余人，亦相继到

站迎候。八时四十分车入月台，胡氏即下车与

欢迎诸人，一一握手，寒暄毕，偕同出站。记

者当即趋前叩胡以此行感想，及此次太平洋国

交讨论会中对中日问题有何讨论。据胡答称：

余（胡自称）感到各国虽在经济凋敝状况中，

但其社会状态，均能勉强维持，安静无事，较

之中国今日社会之现象，大不相同。至于国交

讨论会中，对中日问题，虽曾论及，我方对此

问题，亦曾讲演多次，日方代表，则极少发言，

结果我国虽博得不少同情，但事实上仍毫无办

法可言云云。 

面对记者，胡适的会后感言简短收敛，但失望之

意，仍流露无遗。胡适返归北平后次日，可能感

到车站里发表的简短感言，意犹未竟，次日又约

记者在家中详谈。11 月 3 日，《世界日报》又将

这一胡适家中的访谈内容公诸于众，报道原文如

下：

胡适返平后谈话 

对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表示三点感想—— 

出席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我国首席代表胡

适，于前晚返平，昨晨胡又约记者在寓谈话，

兹志如次：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此次在加拿

大贝府开第五次会，计出席代表一百五十余

人，我国出席代表十五人，会议中加拿大代

表 多，计为三十四人，美国代表三十人，

英国十八人，颇极一时之盛。本人感想有三：

（一）代表团均係专家，尤以此次会议中，

人材特多。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素无议决案，

只能讨论各种问题。加拿大、美国、英国，

因地理上之便利，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放心

发言，经济问题中特别主要者，为“美国工

业复兴”。美国专家解释，各国专家讨论，非

经济专家之听讲者，获益甚多。大家感到各

国有许多困难，非一时可以解决，但经讨论

后，彼此瞭解，亦为一件好事。（二）中国问

题，非专门之议题，在经济问题中讨论，中

国代表如陈总、陈翰笙、张肖梅女士、梁庆

春、朱炳南等，均参加各种经济问题之讨论。

因大会中讨论，决无结果，于是在会外讨论

中日问题，中日两国代表讨论有三晚之久，

日本代表发言，似乎不自由，因有所顾忌也。

（三）太平洋讨论会中， 重要之益处。促

进人与人之感情，各国专家会集一堂，互相

认识人材，因友谊之关系，增加国际之瞭解。

加拿大与中国感情上本不融洽，禁止华工入

口，上次加拿大代表来华，返国后，为中国

解释宣传，于是加拿大对于中国始能瞭解。

此次中国代表团赴加拿大，直接与该团代表

接谈，在会外讨论华工问题，解释隔膜不少，

下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于檀香山、菲律宾、

美国旧金山三处择一开会云。 

看来，此次会议议题限定在国际经济领域内，

虽的确是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各国关注点

所在；但将太平洋地区正在发生的、且愈演愈烈

的日本侵略问题、中日冲突问题搁置一边，显然

是在刻意回避。事实上，胡适对此次会议刻意回

避中日问题的做法早有预见，他在赴会途中，曾

应邀访晤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席间明确提出

了第五届大会上不应回避中日问题的鲜明观点。

他这样说道：“以前到会的日本代表总是规避满洲

问题，甚至于正式请求将此问题避 ；而中国代

表则处处拉入此问题。所以可说是一种‘捉迷藏’

的把戏。我说，中日问题是太平洋问题的中心问

题，无法可以规避，不如老实承认此问题，大家

诚讨论，也许可以想出一个解决办法。”为了能

在会上切实讨论中日问题，胡适还设想了分组办

法、会议规则等等，但日方代表们对此反应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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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渡户博士先答话，佐藤与高柳、鹤见亦发言，

此诸人皆属于旧派中年人，处处回避本题的要点。”

（详参：《胡适日记》1933 年 6 月 22 日记录） 

据此可见，在正式会议之前的私下磋商尚且

如此，在正式会议上，日方代表的消极态度也就

可想而知了。事实上，且不论此次会议本就不准

许正式提交中日问题议案，即便是会下的中日双方

代表商谈，也毫无结果可言， 终还是不了了之。 

继第四届大会之后，胡适在第五届大会上的

种种努力，再次付诸东流，徒劳无功。他的“中

国复兴论”，终究还是要落实到外交实践中，才能

发挥切实有效的影响力。仅仅靠所谓“知性力量”，

仅仅靠所谓“理性”与“文明”的方式，试图去

感召侵略者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只能流于空想

了。为此，他确实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临危

受命，出任中国驻美国全权大使，将他的“中国

复兴论”付诸外交实践，在推进中美两国文化交

流与政治互信，并 终达成美国参与太平洋战争

与军事援华方面，做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

（作者现居四川郫县）

胡适留美期间读书藏书系年（二） 

邹新明

1914 年 

1 月 

16 日 

胡适藏书：

Essays of William Hazlitt/ by Frank Carr.——

London, New York: The Walter Scott Publishing Co., 

Ltd., 1915 

书名页钤“适盦藏书”朱文圆印。

扉页有胡适题记：Gift from S. Z. Kwank to Suh 

Hu. Jan. 16, 1914. 

20 日 

胡适藏书：

The Americans /by Hugo M ü nsterberg, 

translated by Edwin B. Holt.——New York: McClure, 

Philips & Co., 1904 

扉页有胡适签名：Suh Hu, Jan 20, 1914. 另有

题记：吾以原价五分之一得此书于旧书肆，适之。

胡适藏书：

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by Henry Summer Maine. — —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imited 

题名页钤有“适盦藏书”朱文圆印。

扉页有胡适钢笔题记：Suh Hu, Jan. 1914。《古

律》。

胡适藏书：

The Evolution of Living Organisms/by Edwin S. 

Goodrich.——London: T. C. & E. C. Jack, 出版年不

详

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Jan. 1914 

胡适藏书：

Heridity/by J. A. S. Watson.——London: T. C. 

& E. C. Jack; New York: Dodge Publishing Co. , 出版

年不详

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Jan. 1914, Suh Hu。 

书内个别页有胡适圈划。

2 月 

胡适藏书：

Platon/von Wilhelm Windelband. — —

Stuttgart: F. R. Frommanns Verlag, 1910 

书名页前页有胡适签名：Suh Hu。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Feb. 1914. 《柏拉

图》，此万字式纸乃吾国所有，今遽见之于此，如

见故人也。适之。

书内 70 页有胡适铅笔、钢笔批注圈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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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胡适藏书：

Selected Papers on Philosophy/by William 

James.——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 出版年不详 

Everyman's Library: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扉页有胡适铅笔签名：Suh Hu, March, 1914。 

4 月 

胡适藏书：

Alton Locke: Tailor and Poet/Charles Kingsley.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出版年不详 

Everyman's Library: Fiction 

扉页后页钤有“适盦藏书”朱文圆印。  

扉页有胡适签名：Suh Hu, April, 1914.  

胡适藏书：

Coningsby/by Benjamin Disraeli.——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 

出版年不详

Everyman's Library: Fiction 

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April, 1914。 

胡适藏书：

The Analogy of Religion Natural & Revealed/by 

Bishop Butler.——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06 

Everyman's Library: Fiction 

丛书页钤有“适盦藏书”朱文圆印。

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April, 1914。 

书内 10 页有胡适铅笔批注圈划。 

6 月 

28 日 

胡适藏书：

Easy French Plays/ by Charles W. Benton.——

Chicago: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00 

扉页有胡适题记：法文短剧三出，适，三年

六月。

书内 42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  

第一出戏剧末有胡适注明的阅读日期：June 

28, 1914. Suh Hu.。 

30 日 

胡适日记：

偶过旧书肆，以金一角得 H. A. Taine’s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又以九角八分得 Gibbon’s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二书皆

世界史名著也。

书上有旧主人题字“U. Lord Cornell, Reading, 

Penna”。其吉本《罗马史》上有“五月十六日一

八八二年”字，三十余年矣。书乃以贱价入吾手，

记之以志吾沧桑之慨。吾有书癖，每见佳书，辄

徘徊不忍去，囊中虽无一文，亦必借贷以市之，

记之以自嘲。

按：胡适藏书中有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缺第一卷。 

胡适藏书：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by Edward Gibbon. — —

Philadelphia: Porter & Coates, 出版年不详 

全本共五卷，胡适藏书缺第一卷。其他四卷

扉页均有胡适题记：Suh Hu, June, 1914.吉本《罗

马衰亡史》共五册，适之。

另，胡适藏书中亦有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应即此日所购： 

胡适藏书：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by H. A. Taine.—

—New York: John Wurtele Lovell, 出版年不详 

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June, 1914 

胡适藏书：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by Friedrich 

Paulsen.——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895 

书名页钤有“适盦藏书”朱文圆印。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June, 1914. Bought 

from Caudee. 另有胡适题记：鲍而生《哲学入门》，

适之。

书内 102 页有胡适圈划。  

7 月 

3 日 

胡适 5 日日记： 

前夜在 Rev. C. W. Heizer 处读美国思想家《爱

茂生（Emerson）札记》（1836-1838 年份）数十

页。此公为此邦文学巨子，哲理泰斗，今其札记

已出五册，其书甚繁。即如此册所记仅三年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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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有四五百页之多。……书中名言中有读《论

语》手抄数则，盖 Marshman 所译本也（吾在藏

书楼见残本），……

5 日 

胡适日记：

读《旧约·鹭斯传》（The Book of Ruth）如读

近世短篇小说，今人罕读《旧约》，坐令几许瑰宝

埋没不显，真可惜也。

7 日： 

胡适日记标题：

读《老子》“三十幅共一毂”“七月七日”

17 日 

胡适日记：

有人赠我莎士比亚名剧《亨利第五》，全书三

百八十余页，用薄纸印之，故全书仅广寸有半，

厚不及半寸（英度），取携 便，因以置衣囊中，

平日不读之，惟于厕上及电车中读之，约一月而

读毕，此亦利用废弃光阴之一法也。

18 日 

胡适日记：

发起一会曰读书会，……

余第一周所读二书：

Hawthorne: 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 

Hauptmann: Before Dawn. 

上所举第二书乃现世德国文学泰斗赫仆特

满（Gerhart Hauptmann） 初所著社会剧。赫氏

前年得诺贝尔奖金，推为世界文学巨子。此剧《东

方未明》，意在戒饮酒也。德国人嗜饮，流毒极烈，

赫氏故诤之。全书极动人，写田野富人家庭之龌

龊，栩栩欲活，剧中主人 Loth and Helen 尤有生

气。此书可与伊卜生相伯仲，较百里而（Brieux）

所作殆胜之。

自伊卜生（Ibsen）以来，欧洲戏剧巨子多重

社会剧，又名“问题剧”（Problem Play），以其每

剧意在讨论今日社会重要之问题也。业此 著者，

在昔有伊卜生（挪威人），今死矣，今日名手在德

为赫氏，在英为萧伯纳氏（Bernard Shaw），在法

为百里而氏。

今日又读一剧，亦赫氏著，曰《织工》（The 

Weavers），为赫氏 著之作，写贫富之不均，中

写织工之贫况，真足令人泪下。书凡五出：第一

出，织工缴所织布时受主者种种苛刻虐待，令人

发指。第二出，写一织工家中妻女穷饿之状。妻

女日夜织而所得不足供衣食，至不能得芋（芋

贱也）。儿啼索食，母织无烛，有犬来投不去，遂

杀以为食。种种惨状，令人泪下。第三出，写反

动之动机，兽穷则反噬，固也。第四出，织工叛

矣。叛之原因，以主者减工值，工人哀恳之。主

者曰：“不能得芋，何不食草？”（此有“何不食

肉糜”风味。）工人遂叛，围主者之家，主者狼狈

脱去，遂毁其宅。读之令人大快。……此一幕写

新旧时代之工人心理，两两对映，耐人寻味，令

人有今昔之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此旧时

代之心理也。“人实为之，天何与焉？”“但问人

事，安问天意？”“贫富之不均，人实为之，人亦

可除之。”此新时代之心理也。今工人知集群力之

可以制资本家死命也，故有同盟罢工之举，岂得

已哉！谁实迫之而使至于此耶！

此剧大类 Mrs. Gaskell’s “Mary Barton”，布局

命意，大抵相类，二书皆不朽之作也。

20 日 

胡适日记：

读赫氏一剧，名《獭裘》，为谐剧，写一极狡

狯之贼婆及一极糊涂之巡检，穷形尽致，大似《水

浒传》。

30 日 

胡适日记：

读瑞典戏剧巨子施吞堡（Strindberg）短剧名

《线索》者（The Link），论法律之弊，发人深省。

易卜生亦切齿法律之弊，以为不近人情，其所著

《玩物》（A Doll’s House 或译《娜拉》）中娜拉与

奸人克洛司达一席话，皆论此题也。

31 日 

胡适日记：

又读一剧名《梦剧》（The Dream Play），全无

结构，但以无数梦景连缀成文，极恣意诙奇之妙。

胡适藏书：

Auld Lang Syne Second Series: My Indian 

Friends/by F. Max Müller.——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09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July. 1914.价二十

五分，适之。



胡适研究通讯   2017 年第 1 期 

21

胡适藏书：

Carlyle Sartor Resartus/by Archibald 

MacMechan .——Boston, New York, Chicagom, 

London: Ginn & Company, 1896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July 1914, 价一角。 

胡适藏书：

Sprechen Sie Deutsch? Or, Do You Speak 

German?/著者不详.——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出版年不详 

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July, 1914 

胡适藏书：

Crowds: A Moving-Picture of Democracy/by 

Gerald Stanley Lee.——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13 

此书扉页钤有“适之”朱文方印。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July 1914. 价二角

五分。

8 月 

8 日 

胡适 9 日日记： 

昨日读易卜生名剧《海妲传》（Hedda Gabler），

极喜之。此书非问题剧也，但写生耳。海妲为世

界文学中第一女蜮，其可畏之手段，较之萧氏之

麦克白妃（Lady Macbeth）但有过之无不及也。 

按：胡适藏书中有此书。

胡适藏书：

Hedda Gabler; The Master Builder/by Henrik 

Ibsen.——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7 

The Collected Works of Henrik Ibsen 

书名页钤有「适盦藏书」朱文圆印。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March 14, 1914. 伊

伯生名剧（一）海妲传，（二）大匠。

书内 158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其中批注 8 页。 

书末有胡适注明阅读日期：March 17, 1914. S. 

Hu.   

21 日 

胡适日记：

《老子》一书，注之 早者，莫如韩非矣。

其所引《老子》原文先后，颇不与今本《道德经》

同，不知非著书时，初不循原书次第乎？抑其所

据本果为古本，而吾人今日所见乃为后人所颠倒

更置者乎？盖未尝无探讨之价值也。故录非所引

《老子》次第于是，……

31 日 

胡适日记：

偶读亚北特（Lyman Abbott，《外观报》之总

主笔，为此邦有名讲道大师）之《自叙》

（Reminscence），中有其父（父名雅各布·亚北

特[Yacob Abbott]，亦文人，著书甚多）训子之名

言数则，……

胡适藏书：

Wisdom of the East Taoist Teachings/by Lionel 

Giles.——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mpany, 

1912 

书名页钤有“适盦藏书”朱文圆印。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August, 1914.《列

子》七篇，其第七篇他译。

胡适藏书：

A Brief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by 

Daisetz Teitaro Suzuki.——London: Probsthin & Co., 

1914" 

书名页钤有“适盦藏书”朱文圆印。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August, 1914. 

书内 74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   

按：作者 Daisetz Teitaro Suzuki，即铃木大拙。 

9 月 

13 日 

胡适日记：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者，

亦此邦文人，著小说甚富，余前读其《七瓴之屋》

（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见卷五第一四则），

其书大抵皆恢奇耸人。

麻省工校曾君昭权有《廿四史》一部。前闻

其捐入波城公家图书馆。三次觅之不获，今始知

其在工校藏书室。下午因往觅之，其书堆积室隅，

无人顾问，捐入之后，余为第一人惠然来访者也。

审视其书，亦不完全。仅有十史，余所欲见之南

北史乃不在此，怅怅而返。

在饭馆遇袁君，余告以觅书事，袁君言：“此

间有中华阅书室，乃友人张子高、朱起蛰诸人所

设，颇有书籍，盍往观之？”遂同往。室设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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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君之家，书殊寥寥，报亦仅数种耳。中殊无佳

书，惟《日知录》版佳，偶一翻阅，便尽数卷。

又有《章谭合钞》，取其《太炎文钞》读之，中有

《诸子学略说》，多缪妄臆说，不似经师之语，何

也？

10 月 

27 日 

胡适日记：

顷读葛令（T. H. Green）《伦理学发凡》中之

一篇论《公益范围之推广》（pp. 237-253），其立

论与我年来所持一一吻合，其文亦清畅可诵。吾

月前在伦理学会演说“人群之推广”（ The 

Extension of the Group），略言“自一家而至一族

一乡，自一乡而至一邑一国，今人至于国而止，

不知国之外更有人类，更有世界，稍进一步，即

跻大同之域。至国界而止，是自画也。”今读葛氏

书，深喜古人先获我心，故志之。吾前年在西雷

寇大学大同会演说“大同主义”之真谛，以康德

“常把人看作一个目的，切勿看作一种用具”

（Always treat humanity as an end, never as a 

means. 此语 不易译）之语作结，葛氏亦然。 

按：胡适藏书中有此书，所署日期为 1914

年 10 月，应即此书。 

胡适藏书：

Prolegomena to Ethics/by Thomas Hill Gree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06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October 1914. 葛

令著《伦理学》适。

书内 158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  

胡适藏书：

The Conduct of Life/by Ku Hung Ming.——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mpany, 1912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October, 1914. 

书内 22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 

胡适藏书：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by Henry 

Thomas Buckle. — — New York: Hearst's 

International Library Co., 1913 

两卷四册，每册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Oct. 1914。 

胡适藏书：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to 

Inquire into the Causes and Conduct of the Balkan 

Wars/b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Division of Intercourse and Education.——

Washingt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14 

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October, 1914。 

封 内 贴 有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赠书卡。 

胡适藏书：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John Locke/by 

John Locke, edited by J. A. ST. John.——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13 

两卷，扉页均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October, 1914。 

第一卷书内 58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第二卷

书内 9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 

11 月 

6 日 

胡适日记：

读 Morley 书，见原文，叙录一段： 

……

  — — John 

Morley: On Compromise 

在藏书楼见 Wm. F. Mayers’ 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 （ London: Trübner and Co;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一书，乃中

国词典也。其书甚佳，考证详悉，非率尔操觚者

之比也。此书出版于一八七四年，距今适四十年，

而书之附页未割，盖四十年无人问津，至余为第

一人耳。作者有知，得无有知己不易得之叹乎？

14 日 

胡适日记：

读英人大卫氏（Sir John Francis Davis）所译

元剧《汉宫秋》。此书原本余未之见，乃先读译本，

真所谓隔靴搔痒者也。此剧是完全哀剧。即以译

本论，其布局殊得剧家神意。

15 日 

胡适藏书：

The Influence of Emerson/by Edwin D. Mead.

——Boston: American Unitarian Association,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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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页有胡适题记：此为吾友亥叟 C. W. Heizer

之遗物。亥叟死后，其家人以其生平所藏书分赠

知交，余得此册，因记之。民国三年十一月十五

日，适。

按：胡适 1914 年 10 月 19 日追记：“友朋中

又死一个矣！死者亥叟（C. W. Heizer）先生（生

于一八四九年，死于一九一四年十月十三日），寿

六十五岁。……亥叟为世界会会员，故与余相识，

颇蒙器重，遂为忘年之交。”

16 日 

胡适日记：

昨夜读一小说 David Harum，by Edward 

Westcott（1899，Appleton, N. Y.），写此邦风土人

物甚生动，深喜之。久不读长篇小说矣，以其费

时也。哲学教员客雷敦（J. E. Creighton）之夫人

称此书于余，且以此册相假，故以暇时读之。

22 日 

胡适日记：

连日读《墨子》，颇有所得。昨日以一日夜之

力作一文论墨子之哲学，分四章：

……

25 日 

胡适日记：

吾友薛尔勿曼（L. L. Silverman）博士以犹太

文豪 Asher Ginzberg（“Ahad Ha-Am”[one of the 

people]）所著文相假（“Selected Essays”: The 

Jewish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12）。此君博学能

文，爱其种人 切，著书甚富。……其文都佳，

尤爱其“Two Masters”一篇。 

胡适藏书：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by David Hume.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96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November 1914. 

书内 209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  

胡适藏书：

The Nature of Mathematics/by Philip E. B. 

Jourdain.——London: T. C. & E. C. Jack; New York: 

Dodge Publishing Co. , 出版年不详 

    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Nov. 1914. 

胡适藏书：

Additional Official Documents Bearing upon 

the European War/ 著者不详 . —— New York: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1914 

封面有胡适钢笔题记：Suh Hu, Nov. 1914 

12 月 

6 日 

胡适日记：

韦莲司女士以英人毛莱（John Morley）之《姑

息论》（On Compromise 1874）相假，读之不忍释

手，至晨二时半始毕。手抄数节：……

按：胡适后来自购此书，并在扉页留下题记：：

一九四十年八月廿二日买到这本旧书。胡适。

20 日 

胡适日记：

连日读赫仆特满（Hauptmann）两剧： 

（一）《韩谢儿》（Fuhrmann Henschel） 

（二）《彭玫瑰》（Rose Bernd） 

又读梅脱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 ——梅

氏为比利时文学泰斗，为世界大文豪之一）四剧：

（一） Alladine and Palomides 

（二） The Intruder 

（三） Interior 

（四） Death of Tintagiles 

又读泰戈尔（Tagore, 印度诗人）一剧： 

The Post Office 

三人皆世界文学巨子也。

胡适藏书：

The Unknown Guest/by Maurice Maeterlinck.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14 

此书扉页有胡适题记：Christmas gift from M. 

& Mrs. L. E. Patterson, December, 1914.   

月份不详 

胡适藏书：

Ethics/by John Dewey, James H. Tufts.——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8 

书名页钤有“适盦藏书”朱文圆印。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1914。 

书内 221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 

按：此书可能是胡适阅读的较早的杜威著作，

书内批注圈划很多。

胡适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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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cket R. L. S./by Robert Louis Stevens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出版年不

详

题名页钤有“适盦藏书”朱文圆印。

扉页有胡适题记：Gift of N. B. S. 1914。 

书内 10 页有胡适圈划。 

  按：Robert Louis Stevenson 苏格兰小说家、

诗人。

1915 年 

1 月 

7 日 

胡适藏书：

Manual of Mythology: Greek and Roman 

Norse and Old German, Hindoo and Egyptian 

Mythology/by Alexander S. Murray. — —

Philadelphia: Henry Altemus Co., 1897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Jan. 1915. 今年

已去七日，共购二书，其一为英译本《茶花女》，

以赠张熙若，今日购此书，为己有之第一书也。

22 日 

胡适藏书：

The Legend of the Christmas Rose: Five 

Christmas Painting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s/by Henry E. Jackson.——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14 

扉页有作者题记：Presented to Mr. Suh Hu 

together with high personal regards and best 

wishes of his friend the author Henry E. Jackson, 

Jan 22-1915.  

胡适藏书：

The Positive Outcome of Philosophy/by Joseph 

Dietzgen.——Chicago: Charles H. Herr & Company, 

出版年不详

  扉页有胡适题记：From Alfred Bosch, Jan. 

1915. 

胡适藏书：

The Poems & Plays of Robert Browning, 

1833-1844 Volume I /by Robert Browning.——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06 

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Jan. 1915.  

书内 3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 

按：胡适在 1914 年曾以 In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 参加征文比赛获奖。 

2 月 

6 日 

胡适藏书：

Sādhanā/by Rabindranath Tagore.——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3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February, 1915. 昨

日吾友郑耒书来极称道此书，今日偶过书肆，见

此册，购之以归。适，民国四年二月六日。

本书第五部分 Realisation in Love 有胡适朱笔

圈划多处。

    按：此书是泰戈尔 1912 年访问美国时的演

讲集，有译作《人生的亲证》。

22 日 

胡适藏书：

Virgin Soil/by Ivan S. Turgenev.——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 

出版年不详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Feb. 22, 1915.《新

土》适。扉页内页有胡适题记：In an introduction 

to Constance Garnett’s version (London: Wm. 

Heinemann, 1901), Edward Garnett wrote: “In 

drawing Solomin, Turgenev did not achieve an 

artistic success.……By temperament Turgenev was 

antagonistic to it, and accordingly Solomin is a little 

too doubtful, a little too undetermined, a little too 

wooden.”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contrary is true.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Solomin is a great “artistic 

success”. The author could not possibly be 

antagonistic to this type of man. Indeed, he 

worshipped it, longed for its coming, and dreamed 

of it. 

书内 82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 

按：据胡适 1915 年 1 月 27 日追记：“郑君

（郑莱——引者注）谈及俄文豪屠格涅夫

（Turgenev）所著小说 Virgin Soil 之佳。……此书

吾所未读，当读之。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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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日记：

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

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

科学辅焉。

胡适藏书：

Crowds: A Moving-Picture of Democracy/by 

Gerald Stanley Lee.——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14 

书名页有“藏晖室主人”朱文方印。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Feb. 1915. Gift from 

N. B. S. 

胡适藏书：

The Great Analysis: A Plea for a Rational 

World-Order/by William Archer. ——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2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Feb. 1915. “What 

men……really require to learn is to think 

planetarily.”……p.59.    

3 月 

7-13 日 

胡适 19 日日记： 

上星期读康德之《太平论》（Zum Ewigen 

Frieden），为作《康德之国际道德学说》一文。 

按：此时间为据万年历确定大致时间。

胡适藏书：

Les Miserables: A Novel by Victor Hugo/by 

Victor Hugo; translated by Charles E. Wilbour.——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 1909 

两卷，第一卷书末有胡适铅笔题记：G. K. 

Chesterton: Twelve Types: a book of Essays-London, 

1902; 第二卷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March, 1915 

胡适藏书：

The American Whitaker Almanac and 

Encyclopedia for 1915/by C. W. Whitaker.——New 

York, Garden City, Chicago: Doubleday, Page & Co. , 

出版年不详

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March, 1915 

4 月 

胡适藏书：

An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s/by A. N. 

Whitehead. — —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11 

此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April, 1915。 

5 月 

8 日 

胡适日记：

吾友卫女士（Wenona Williams—与韦女士同

姓，故以“卫”别之）赠 Aucassin and Nicolete 一

册。此书相传为中古（十二世纪初叶）以法国老

兵所作，写 A 及 N 恋爱之情，其文体颇似吾国之

说书（平话）。散文之间，忽插入韵文，为西文所

不多见。此书为 Andrew Lang 所译，极可诵。 

日来读爱耳兰文人信箕 J. M. Synge 著剧一种，

名 In the Shadow of the Glen，甚喜之。此君今已

死，所著多可传，其 Riders to the Sea 尤有名于世。 

20 日 

胡适日记：

近读大隈重信所纂《日本 国五十年史》

（Fifty Years of New Japan-New York, Dutton, 

1909），深有所感。吾国志士不可不读此书。 

29 日 

胡适藏书：

The Rational Sex Life for Men/by M. J. Exner.—

—New York: Association Press, 1914 

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May 29, 

1915. 

30 日 

胡适日记：

吾昨购法文豪穆烈尔（Molire）集二巨册，

原价五金，以书肆易地，吾以二金得之，此则不

论价之让价也。

按：胡适藏书中有此书。

胡适藏书：

French Classics for English Readers: Moliè

re/by Curtis Hidden Page.——New York,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908 

两卷，第一卷扉页有胡适题记：May, 1915. 

Suh Hu. 民国四年五月杪以两金得此书。原书盖



胡适研究通讯   2017 年第 1 期 

26 

五金云。法国文豪穆烈尔集，适之。

胡适藏书：

The Value and Destiny of Individual: The 

Gifford Lectures for 1912, Delivered in Edinburgh 

University/by B. Bosanquet. — —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3 

此书题名页钤有“适盦藏书”朱文圆印。

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May, 1915. 

6 月 

4 日 

胡适藏书：

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lity and Value: The 

Gifford Lectures for 1911 Delivered in Edinburgh 

University/by B. Bosanquet. — —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2 

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 Suh Hu, June 4， 1915。 

扉页、题名页分别钤有“适盦藏书”朱文圆

印。

书内 30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 

15 日 

胡适日记：

吾友 W. F. Edgerton 称 Olive Schreiner 之寓言

小说《猎人》（The Hunter）之佳，因读之，殊不

恶。其命意与邓耐生之“Ulysses”，及卜郎吟之“A 

Grammarian’s Funeral”同而不及二诗之佳也。 

所述二诗，皆“发愤求学，不知老之将至”

之意，皆足代表十九世纪探赜索隐百折不挠之精

神，令人百读不厌。

胡适藏书：

A Shorter French Course /by W. H. Fraser, J. 

Squair.——Boston, New York, Chicago: D. C. Heath 

& Co., 1913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June, 1915. 

书内 5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  

7 月 

10 日 

胡适日记：

连日读托尔斯泰（Lyof N. Tolstoi）所著小说

《安娜传》（Anna Karenina）。此书为托氏名著。

其书结构颇似《石头记》，布局命意都有相似处，

惟《石头记》稍不如此书之逼真耳。《安娜传》甚

不易读；其所写皆家庭及社会纤细琐事，至千二

百页之多，非有耐心，不能终卷。此书写俄国贵

族社会之淫奢无耻，可谓铸鼎照奸。……

托氏写人物之长处颇类似莎士比亚，其人物

如安娜，如李问夫妇，如安娜之夫，皆亦善亦恶，

可褒可贬。正如莎氏之汉姆勒特王子，李耳王，

倭色罗诸人物，皆非完人也。迭更司写生，褒之

欲超之九天，贬之欲坠诸深渊：此一法也。萨克

雷（Thackeray）写生则不然，其书中人物无一完

全之好人，亦无一不可救药之恶人，如 Vanity Fair

中之 Rebecca Sharp 诸人：此又一法也。以经历实

际证之，吾从其后者，托氏亦主张此法者也。

23 日 

胡适日记：

连日读《墨子》《经上》、《经说上》、《小取》

三篇，又读《公孙龙子》三篇，极艰苦，然有心

得不少。

27 日 

胡适日记：

读英人高尔华绥（John Galsworthy）之讽刺

小说（Satires）二篇；一名《小人》（“The Little 

Man”），一名《避邪符》（“Abracadabra”）。《避邪

符》盖刺耶教医术派（Christian Scientists）之教

旨，读之忽思及老子《道德经》“吾所以有大患，

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之语，念此

岂主观的唯心主义（Subjective Idealism）之先河，

而耶教医术派之鼻祖乎？不禁掩卷大笑。

胡适藏书：

A Book of English Essays, 1600-1900/by 

Stanley V. Makower, Basil H. Blackwell.——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2 

题名页前页钤有“适盦藏书”朱文圆印。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July, 1915. 以五分

钱得此于旧书肆，适之。

目录页有胡适圈划。

8 月 

31 日 

胡适日记：

读俄人屠格涅夫（Turgeniev）名著小说《丽

沙传》（Lisa）。生平所读小说，当以此为 哀艳

矣。其结章尤使人不堪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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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藏书：

The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625-1660/by Samuel Rawson Gardiner.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99 

书名页钤有「适盦藏书」朱文圆印。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August 1915. 《英

国大革命时代之文牍汇刊》。四年八月以贱值得

之，。适之。

胡适藏书：

The First Six Chapters of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by David Ricardo.—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9 

扉页钤有“适盦藏书”朱文圆印。

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August 1915. 

9 月 

7 日 

胡适日记：

读韦儿斯（Herbert George Wells）名著 The 

New Machiavelli。 

韦氏生一八六六年，今年四十九岁，为当代

文学巨子之一。著书甚富；所著皆富于理想，不

独以文胜也。

The New Machiavellio 为政治小说，读之增益

吾之英伦政界之知识不少。

胡适藏书：

The Principles of Descartes' Philosophy/by 

Benedictus de Spinoza.——Chicago: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05 

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Sept. 1915, 

New York. 

10 月 

3 日 

胡适藏书：

A History of Philosophy/by Clement C. J. Webb.—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出版年不详 

扉页有原书主题记：Wang Cheng, Oct. 3, 1915。 

胡适日记：

读《集说诠真》

天主教司铎黄伯禄斐默氏辑

光绪己卯年上海慈母堂藏板

四册  又提要一册  续编一册（庚辰）

此书盖为辟多神迷信之俗而作。蒋序曰：“黄

君搜集群书，细加抉择，编年释地，将数百年流

俗之讹，不经之说，分条摭引，抒己见以申辩之。”

是也。所引书籍至二百余种之多，亦不可多得之

作。今年余在哥伦比亚大学藏书楼见之。

按：此条及以下几条未标明日期者，原记于

标 10 月 15 日至 10 月 30 日的条目之间，故大致

应在十月。

胡适日记：

叶书山论《中庸》

《两般秋雨盦随笔》云：“叶书山庶子谓《中

庸》非子思所作。……”

胡适日记：

姚际恒论《孝经》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论《孝经》：“《汉志》曰：

‘《孝经》，张禹传之。’案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

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

胡适日记：

读 The Spirit of Japanese Poetry 

日人野口米次郎著 The Spirit of Japanese 

Poetry——Yone Nogouchi，吾友韦女士读而喜之，

以假余。此君工英文，其书文笔雅洁畅适，极可

诵。然似太夸，读之令人不快。

胡适日记：

论宋儒注经

赵瓯北（翼）《陔余丛考》论宋儒注经之谬，

有可取之处，……

胡适日记：

为朱熹辨诬

顷见陈蜕盦遗诗，有《都十五国诗偶及集注》

七绝句，……

胡适日记：

怡荪、近仁抄赠的两部书

昨日怡荪寄增所手抄之俞樾《读公孙龙子》

一册，读之甚快。

友朋知余治诸子学，在海外得书甚不易，故

多为余求书。去年近仁为余手写吾草庐《老子注》

全书，今怡荪复为写此书，故人厚我无斁，可感

念也。

胡适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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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by A. E. Taylor.——London: T. C. & E. 

C. Jack, 出版年不详 

封面有胡适题记：阿里士多德。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Oct. 1915. New 

York. 泰牢，《阿里士多德》。 

全书三十余页有胡适黑笔圈划，多处有胡适

批注。

胡适藏书：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by Charles Darwin.——New York: P. F. 

Collier and Son, 1900 

扉页有胡适钢笔题记：Suh Hu, Oct., 1915, 

New York. 

11 月 

23 日 

胡适藏书：

Five Dialogues of Plato bearing on Poetic 

Inspiration/by Plato.——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 1910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Nov. 1915, New 

York(14)  

书中有胡适朱笔、蓝笔批注圈划数十处。

书末记：吾尝谓此篇与 Symposium 相伯仲而

难为尹邢。昨张仲述告我以此在柏氏文中为第一，

今夜重读之果然。四年十一月廿三夜，适。

胡适藏书：

Socratic Discourses/by Plato, Xenophon.——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10 

此书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Nov. 1915. 

New York. 

12 月 

1 日 

胡适藏书：

Schools of To-Morrow/by John Dewey, Evelyn 

Dewey.——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1915 

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Dec. 1, 1915, 

New York。 

书内数页有胡适朱笔圈划。

胡适藏书：

Two Treatises on Civil Government /by John 

Locke.——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Limited;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 , 出版年不

详

扉页有胡适钢笔题记：Suh Hu, Dec. 1915, 

New York. 

1916 年

1 月 

8 日 

胡适藏书：

Short Story Classics: Volume Two, Italian and 

Scandinavian/by William Patten.——New York: P. F. 

Collier & Son, 1907 

扉页有胡适题记：《短篇小说汇刻》意大利、

瑞典、那威之部第二。

书内 16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 多篇小说后有

评语。其中“Hermann Bang”一篇末有胡适题记：

“五年正月八日读此喜之。”又题：“此乃佳作，

颇似白香山‘琵琶行’而远胜之。十二日”

2 月 

胡适藏书：

The Trojan Women of Euripides/by Gilbert 

Murra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5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Feb. 1916. New 

York. 此书有二特色，一为世界 早之亡国哀剧，

一为世界 早之“非攻文”之一。适。

胡适藏书：

The Meditations and Selections from the 

Principles of Réne Descartes/by Réne Descartes.—

—Chicago: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09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Feb. 1916. New 

York. 

书内 53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 

3 月 

胡适藏书：

War and the Ideal of Peace/by Henry Rutgers 

Marshall.——New York: Duffield & Co., 1915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March 1916. Gif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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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胡适藏书：

Women at the Hague: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Women and its Results/by Jane 

Addams, Emily G. Balch, Alice Hamilton.——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5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March 1916. Gift 

of the Am. Asso.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胡适藏书：

Spinoza's Ethics and "De Intellectus 

Emendatione"/by Spinoza.——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10 

扉页有胡适钢笔题记：Suh Hu, March 1916, 

New York。 

书内 49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 另，P.25、41、

63、64、81 有折页。 

胡适藏书：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著者不详 . —— Boston: 

World Peace Foundation, 1916 

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March, 1916 

胡适藏书：

The Phantom 'Rickshaw/by Rudyard Kipling.—

—New York: The Regent Press, 出版年不详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March 1916. 

4 月 

胡适藏书：

The Spirit of Laws/by Baron De Montesquieu, 

translated by Thomas Nugent.——New York: P. F. 

Collier & Son, 1900 

本书两卷，扉页均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April 1916. 

第一卷书内三页有胡适批注。

6 月 

21 日 

胡适藏书：

Aes Triplex and Other Essays/by Robert Louis 

Stevenson.——Portland Maine: Thomas B. Mosher, 

1903 

书末有胡适铅笔签名：Suh Hu。 

扉页有赠书者题记：To Suh Hu, In happy 

memory of his (此处有一单词不能辨识)and his 

(此处有两个单词不能辨识)， from his friend (此

处赠书者名不能辨识)Williams, June 21st, 1916。 

胡适藏书：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by John Dewe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6 

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June 1916. 

胡适藏书：

The Dangers of Half-Preparedness: A Plea for a 

Declaration of American Policy/by Norman Angell.

——New York,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916 

扉页有胡适铅笔题记：Suh Hu, Cleveland, O. 

June, 1916 

胡适藏书：

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by John Dewey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6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New York, July, 

1916. 杜威著《实验的名学》。书内多处有胡适批

注圈划。

8 月 

31 日 

胡适日记标题：

读《论语》二则

9 月 

1 日 

胡适日记标题：

又一则

按：据前一天胡适日记，应为读《论语》又

一则。

2 日 

胡适日记标题：

读《论语》一则

3 日 

胡适日记标题：

读《易》（一）

4 日 

胡适日记标题：

读《易》（二）

12 日 

胡适日记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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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易》（三）

14 日 

胡适日记标题：

研（读《易》四）

胡适藏书：

Lyrics from the Chinese/by Helen Waddell.—

—Bost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6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Gift from Elmer 

Beller, Sept. 1916. New York.  

书内 3 页有胡适批注。 

胡适藏书：

Towards an Enduring Peace: A Symposium of 

Peace Proposals and Programs, 1914-1916/by 

Randolph S. Bourne. —— New York: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出版年    

 扉页有胡适题记： Suh Hu, Gift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N. Y. C., September, 1916.  

胡适藏书：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by William James.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890 

此书两卷，扉页均有胡适钢笔题记：Suh Hu, 

New York, September 1916. 另，书内有胡适铅笔

批注圈划。

10 月 

胡适藏书：

A 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ies/by C. 

Edward Merriam.——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3 

扉页有胡适钢笔题记：Suh Hu, October, 1916. 

New York City。 

11 月 

1 日 

胡适日记标题：

读《论语》

6 日 

胡适日记标题：

欧阳修《易童子问》

胡适藏书：

The Iphigenia in Tauris of Euripides/by Gilbert 

Murra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5 

题名页前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November 

1916, New York City. 

胡适藏书：

The Law: Business or Prefession?/by Julius 

Henry Cohen. —— New York: The Banks Law 

Publishing Co., 1916 

扉页有作者题记：To my friend Suh Hu, with 

very good wishes of Julius Henry Cohen, Nov. 10. 

1916。 

12 月 

26 日 

胡适日记：

顷得吴挚甫《点勘墨子读本》，读之终卷，仅

得可采者一二事耳。古文家治经治古籍 不足取，

以其空疏也。……桐城先生岂并《十三经注疏》

亦未之见耶？若然，则古文家读书之少真可令人

骇怪矣。

又按，此说未免轻易冤枉人。适又记。

胡适藏书：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to National Advantage/by Norman 

Angell.——New York,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913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December 1916. 

Gift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月份不详 

胡适藏书：

Japanese Expansion and American Policies/by 

James Francis Abbott. — —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6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New York, 1916. 

Gift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1917 年 

2 月 

胡适藏书：

Creative Intelligence: Essays in the Prag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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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tude/by John Dewey, Addison W. Moore, etc. .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7 

书名页钤有「胡适藏书」朱文方印。

扉页有胡适题记四处：1. Suh Hu, New York 

City, Feb. 1917。2. 实验的态度，适。3. 吾译此书

名,思之月余不能满意。昨夜床上得此译法，恐亦

不能佳耳。六年六月三十日,太平洋舟中。“建设

的聪明”4. “创造的思想”。八年三月重用这个

直译法。另，书中有胡适批注圈划几十处。

胡适藏书：

The Positive Sciences of the Ancient Hindus/by 

Brajendranath Seal.——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5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Feb. 1917, New 

York, Gift of Professor B. K. Sarkar. 

胡适藏书：

Letters of Lord Acton to Mary Gladstone/by 

Herbert Paul. — —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4 

扉页有胡适朱笔签名：Suh Hu, Feb. 1917. 

3 月 

27 日 

胡适日记：

月前在旧书摊上得一书，为英国厄克登勋爵

（Lord Acton, 1834-1902）寄格兰斯顿之女媚利之

书（媚利后嫁为朱鲁[Drew]夫人）。厄氏为十九世

纪英国第一博学名宿，尤长于失学（失学？）。后

为康桥大学史学院长，今康桥所出之《康桥近代

史》，即其所计划者也。

厄氏有“蠹鱼”之名，以其博学而不著书也。

其所欲著之《自由史》终身不能成，朱鲁夫人戏

以“将来之圣母”称之。……

然吾读此诸函，论英国时政极详，极多中肯

之言。虽在异域，如亲在议会。其关心时政之切，

其见事之明，皆足一洗其“蠹鱼”之谤矣。

人言格兰斯顿影响 大，独厄氏能影响格氏

耳，其人可想。

此诸书皆作于五六年之间（1879-1885），而

多至八万言（尚多删节去者）。其所论大抵皆论学、

论文、论政之言也。此亦可见西国男女交际之一

端，故记之。

4 月 

胡适藏书：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by 

Frederick Goodrich Henke.—— London-Chicago: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1916 

扉页有胡适题记：Hu Suh, April, 1917. 

书内 19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另，P177、212、

215、227、229、400、422 有折页。 

5 月 

2 日 

胡适藏书：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ts 

Problems and Conceptions/by W. Windelban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New York City, May 

2, 1917, - the day I completed my dissertation. 德

国文代斑著《泰西哲学史》，适。

书内 254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 

31 日 

胡适藏书：

Semantics: Studies in the Science of 

Meaning/by Michel Breal.——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1900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May 31, 1917. 伯

里亚尔著《字义学》（训诂学）。适。

书内 69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 

31 日 

胡适藏书：

The Voice of the City: Further Stories of the 

Four Million/by O. Henry.——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11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May 31, 1917。倭

亨利之短篇，二十五种。

胡适藏书：

Public International Unions: Their Work and 

Organization/by Paul S. Reinsch.——Boston: World 

Peace Foundation, 1916 

扉页有赠书者题记：To Dr. Sŭh Hŭ, whose life 

will mean much for the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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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y! Congratulations from Frieda Fligelman, 

Columbia University, May 1917。 

6 月 

6 日 

胡适藏书：

Landmarks in French Literature/by G. L. 

Strachey.——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12 

扉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hu Hu, June 6, 1917。  

书末有胡适毛笔题记：此书始终不提 Zola 之

名，可谓怪事。

P.228、230 折页。 

16 日 

胡适藏书：

Five Plays/by Lord Dunsany.——New York: 

Mitchell Kennerley, 1914 

  The Modern Drama Series 

扉页有胡适铅笔题记：Gift to Suh Hu, June 

1917。 

P.99 有胡适铅笔题记：此颇似 Strindberg's 

"The Strongs"。然殊无大可取之处。 

书末有胡适铅笔题记：S.H. June 16, 1917。 

21 日 

胡适藏书：

Margaret Ogilvy/by J. M. Barrie.——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6 

扉页有赠书者题记：To Mr. Suh Hu, from his 

friend, Nellie B. Sergent， June 21, 1917. 

胡适藏书：

Philosophical Essays in Honor of James Edwin 

Creighton/著者不详.——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7 

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 June, 1917. The 

Volume was presented to Prof. Creighton on June 

12th, 1917. S. H. 

胡适藏书：

The English Language/by Logan Pearsall Smith.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12 

题名页有胡适钢笔签名：Suh Hu, June 1917。 

书内 24 页有胡适批注圈划。 

月份不详 

胡适藏书：

Truth and Re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Knowledge/by John Elof Boodi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1 

扉页有胡适铅笔签名：Suh Hu, 1917 

以上是根据胡适日记、藏书整理的胡适留美

期间读书藏书情况，考虑胡适有的藏书没有留下

购买或阅读日期等信息，应该有不少遗漏。据笔

者整理胡适藏书时的调查，凡是钤盖“适盦藏书”

的胡适藏书都属于留学期间的，大致有近四十种。

因没有具体时间，暂不列出。

从整理的资料看，胡适留美期间阅读范围很

广泛，包括德语、法语，甚至拉丁文类的语言学

习读物；世界各国小说、戏曲、诗歌；西方从柏

拉图到实验主义经典哲学著作；《左传》、《诗经》、

《荀子》、《墨子》等中国经典著作等等。大致来

说，哲学、历史、文学、宗教、政治是胡适主要

的阅读和收藏兴趣所在，其中尤以哲学、文学为

。

从所整理的资料看，胡适藏书所揭示的内容

不仅可以与胡适日记相印证，而且可以对日记有

很多有益补充。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