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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丁文江英文书信（两通） 

欧阳哲生 

哲生按：2017 年 7 月我在近代史研究所查阅胡适英文档案时，发现内存丁文江两封信。一封是 1926 年

10 月 4 日丁文江致英国外交部中国赔款委员会主席巴克斯顿爵士的信。此信备存于胡适档案，可能是

因 1926 年初,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中英协商处理庚款事宜时，胡适担任“中英庚款顾

问委员会”中方顾问。该信谈及治理淮河、秦岭的计划等事宜，并提到他不能赴伦敦参加中英庚款委员

会会议。另一封是 1935 年 6 月 8 日丁文江致信胡适（时任中基会秘书），提出辞去中基会董事一职及其

理由，并推荐翁文灏代替他。此事在丁文江去世后得以落实。

一、丁文江致巴克斯顿（1926 年 10 月 4 日） 

The Right Hon.the Earl Buxton G.C.M.G. 

Chairman of the China Indemnity Committee, 

The Foreign Office. 

London. 

England. 

Dear Lord Buxton, 

Your letter of the 25th August was received a 

fortnight ago,and after going through carefully the 

draft report I sent you the following telegram. 

“Report received. Owing to my absence from 

final meetings Huai River Conservancy Scheme was 

not adequately represented to Delegation. Posting 

full report with maps by Freeman. Suggest following 

amendment to substitute paragraphs beginning in the 

view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ending reproductive 

scheme of investment became available on page 

fifteen. 

In the view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before 

the Board of Trustees decide upon any one of the two 

schemes, Impartial experts should be engaged to 

examine carefully their relative merits both asregard 

to the area and population to be benefitted by such 

schemes and the nature of the possible guarantees for 

repayment of the loan. 

The Advisory Committee would suggest that 

both schemes might be undertaken at the same time 

if in the opinion of experts it is financially possible 

or funds from other sources canbe secured to make 

up the deficit. 

Endorse everything else in the report . 

V.K.Ting.” 

My reason for suggesting the above amendment 

is this.It is by no means certain that the Chihli 

ConservancyScheme, though well-studied, will 

confer all the benefits its advocates claim to do, for 

there are five rivers in that Province which are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and I doubt 

that attendingto the Yungting-ho River alone, the 

scheme can be permanently successful. All that it 

will do is probably to make the city of Tientsin safe 

from flooding.That is why the people of Tientsin are 

so anxious to see it materialize and willing to pay the 

heavy surtax on shipping dues. But in that case the 

benefit will be confined to a very small area and will 

hardly justify the heavy expenditure of money. On 

the other hand the Huai River affects a far greater 

area. If we can put it into order with a similar sum of 

money, I would not hesitate a moment about my 

choice. A voluminous report by a well-known 

American engineer, Mr. Freeman, summarizing the 

results of many years of study, is herewith sent under 

separate cover. From that you will see that the 

scheme is not based on scanty date. At the time of 

Lord Willingdon’s visit in Shanghai, I did not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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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port in hand, but I hope at that time to present 

the case fully at the last meetings of the Delegation 

in Tientsin.Unfortunately my duties here prevented 

me from attending these meetings and it took me 

sometime to make a copy of Freeman’s report with 

its numerous maps and diagrams which was not 

ready when Lord Willingdon left China. 

The amendment as suggested would leave the 

future Board of Trustees a freer hand to judge the 

two schemes without prejudice. Again there is also a 

possibility of undertaking the two schemes together 

in case they may be modified or additional money 

can be secured from some other sources. 

I am quite satisfied with the amended text of 

paragraph 50. I may say that personally I am more 

interested in the Research Institute than in anything 

else, not because I have been a research student all 

my life ， nor only because so much concrete 

resultsmay be obtained from such an institute, but 

rather because I consider that the fostering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s far more important to China that 

any other scheme of education. The chief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lies in our mental habit 

just as it is between mediaeval and modern Europe. 

A real change is only possible when a number of 

China’s best sons are actively engaged in scientific 

research. For this reason I included in my report.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which will enormously influence our people’s 

attitude towards life. For the same reason I am glad 

to see that “pure” science is not excluded in the draft 

report. 

I very much regret that owing to the acceptance 

of the post here I was unable to come to London to 

attend the meetings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it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pleasure to me to revisit 

England and get acquainted with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especially with yourself whose 

first memorandum produced such a good impression 

among the Chinese members.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my sincere gratitude for the sympathetic 

and broadminded manner in which the whale report 

was drafted. 

  Yours sincerely, 

(V.K.Ting.)  

二、丁文江致胡适（1935 年 6 月 8 日） 

To Mr.Roger S.Greene 

H.C.Zen, 

Y.T.Tsur, 

S.King, 

Hu Shih, 

China Foundation, 

PEIPING 

My Dear Hu 

I am writing officially to the Foundation to 

resign from the Board of Trustees. In fact at the last 

meeting in Shanghai, I felt already that my 

usefulness was becoming quite limited, but unwilling 

to be hasty or to cause any misunderstanding, I tried 

to give myself a little time. After thinking the matter 

over carefully and especially after the talk I had with 

Zen when he was here a few days ago, I am now 

convinced that I should hesitate no longer.  My 

reasons are frankly as follow: 

Firstly, I fail to agree with the majority of the 

Board on several questions of principle. For 

example: 

A. I think the Foundation should support a 

small number of institutions and such support should 

be continuous. On the contrary, the Board seems to 

think it better to give out its dole in rotation without 

paying any attention to the harmful effect upon the 

institutions supported. The withdrawal (either a part 

or the whole)of the assistance given to the Amoy 

University, the Nankai University, and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Hunan is an illustration. 

 B. Considering the scarcity of funds, I believe 

that the Foundation should reduce its overhea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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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um in order to save up the money for more 

productive work. Whilst a reduction has been made 

at the last meeting, the expenses of the Director’s 

office still amount to nearly9% of the total income, 

and my repeated requests for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of the 

library has been shelved for reasons which I fail to 

understand. Again, my effort in preventing the 

spending of money on the Director’s house in the 

name of investment has been a failure. 

C. I do not think that there is any justification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institutions under the 

direct supervision of the Foundation and those 

merely receiving assistance because the Foundation 

is nothing more than a financial corporation and 

cannot claim any special competence either in 

organization or in supervision. But this seems to be 

directly in opposition to the policy advised by the 

Director’s Office and adopted by the Board. 

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urgency of 

the present need and the uncertainty of the future, I 

think it is wise both for the Foundation itself and for 

“education and culture” to spend at least part of the 

interest instead of allowing it to accumulate. Here I 

need not repeat what I have said at the last meeting 

which not only voted against the proposal of 

spending the interest for the present year but actually 

tried to limit the power of the future trustees. 

As I am likely to find myself in permanent 

minority on all these point, I do not enjoy the 

prospect of perpetually acting as a single-handed 

critic endangering friendship of long years standing. 

Secondly, I think that to uphold the prestige of 

the Foundation. it is not enough merely to keep the 

accounts and the investments in good condition. 

Conscious and continuous effort must be made to 

keep the Board’s impartiality transparent. Whilst the 

oft-repeated accusation that each trustee has his own 

axe to grind is quite unjust, I honestly think that 

some of us too often subconsciously place sentiment 

before reason, and allow our judgement to be warped 

for the sake of friendship. Thinking as I do, I am 

naturally unwilling to shoulder the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in the face of criticism which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sistent, In my opinion, 

such criticism demands heart-searching rather than 

self-complacency or angry denial. 

Thirdly, we are all too intimate with one another, 

familiarity breeds, if not contempt, certainly bias. 

One knows——or one think one knows——what 

Zen would think or Hu would say on any particular 

issue, and what is eventually said loses much of its 

freshness through this anticipation. Perhaps a 

different man, less known to you, pleading for the 

same principles as myself——especially if he does 

so less aggressively——may gain a much readier 

hearing. Inany case, the Foundation needs badly new 

blood to keep it healthy. I am setting an example 

which I hope some of my friends may think it wise 

to follow. 

So much for the personal side. With regard to 

the Foundation I hav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to 

make. I think President Tsai should resign from the 

chairmanship, remaining only as an ordinary 

member of the Board. I was partly responsible for his 

early election in 1927 and his great prestige has been 

an enormous asset to the Foundation. But time has 

changed. His enemies (and those of the Foundation) 

are never tired of asserting that the Foundation is a 

tool in his hands. This is not only bad for President 

Tsai, but equally so for the Foundation. His 

resignation from the chairmanship will at once put a 

stop to such accusations, whilst as a member of the 

Board his influence will still be available. I think if 

you elect W. H. Wong to replace me and then make 

him chairman, the Foundation will substantially be 

benefitted. As you know, in addition to his personal 

qualities he possesses the confidence of General 

Chiang. My idea is that the Foundation should be 

kept free from politics, but at the same time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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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political influence to ensure its independence. 

I think that those members of the Board who are 

not interested in the affairs of the Foundation or who 

are so placed geographically that they are only able 

to attend the meeting rarely and at great expense 

should not be re-elected. As the Board needs badly 

men willing and able to give their attention to its 

affairs, the re-election of such members as 

mentioned will only block the way of introducing 

new blood into the Foundation. I think men like Ku 

(□□□)of the Chungfu Bank, Yih（叶企孙）of 

Tsinghua and Gunn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e the type we need. Continuity  and security are 

of course, important, but they sometimes lead to 

self-complacency and stagnation. 

Thinking that you all know me too well to be 

offended by my frankness. 

 I remain, 

  Yours frankly, 

(V. K. Ting)

胡适 1946 年的一篇佚文 

金传胜 卢婷婷 

1946 年 11 月 16 日，《现代文丛》半月刊第 1

卷第 1 期上刊载了一篇署“胡适”的文章《青年不要

悲观》。因未见《胡适全集》《胡适文集》等作品

集收录，各家胡适年谱也未述及，当是一篇佚文。

《现代文丛》创刊于济南，由现代文化社出版，

至 1948 年 1 月共发行 1 卷 12 期。该刊以“集纳书

报精华，介绍时代知识”为办刊宗旨，经常转载各

地报刊的文章。《青年不要悲观》的文末即括注“北

平中学生”。这说明，此文很可能原载于《北平中

学生》杂志。经查。1946 年确有一种《北平中学

生》，由北平学生出版社编辑出版，北京大学图书

馆藏有第 1 期。由于笔者未见原刊，《北平中学生》

是否为《青年不要悲观》的初刊处，尚待查证。

另外，考虑到胡适发表演讲无数而讲稿多有散佚，

也不排除此文可能是一次演说的记录稿。

自 1938 年至 1942 年，胡适出任中华民国驻

美大使，后辞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46 年 7 月，

胡适结束多年的旅美生涯，回到中国。《青年不要

悲观》一文当作于胡适返国不久。由内容可知，

胡适看到国内的青年普遍存在一种悲观的心理，

于是有感而发，寄语青年保持乐观。

首先，胡适对青年们悲观的理由进行了分析。

虽然抗战已经胜利，但社会上还是有着这样那样

的问题，满怀希望的青年们不免因此心灰意冷，

生出悲观之心。接下来，胡适以“科学的生物进化

论”为理论根据，论证人类历史与社会发展的渐进

性。他既回顾了“五四”新文化革命以后中国在政治、

教育、科学、文艺等领域取得的不断进步，又以

美国 国以降的革命史为例，旨在说明革命与改

革不是暴动与骤变，“天下没有立刻便产生的新社

会，而是一点一滴的努力，和一分一厘的进步”。

最后再次点明主题，劝诫青年“所以不要存太大的

奢望，便没有太大的失望，进步是一点一滴一步

一步的努力结果”。 

返国后的胡适多次在公 演说中论及国内形

势，希望国人继续努力，不要掉进悲观的泥淖。如

1946 年 7 月 20 日下午，上海市各大学校长暨文化

界、教育界、新闻界诸位名流在国际饭店联合举行

茶会，招待回国已两周的胡适。胡适在会上发表讲

话，回忆自己九年的国外经历，继而勉励大家：“我

们现在虽然已经胜利，却决不是已到了休息或者‘写

意’的时候。存了这样的想法，我们也许就不至于太

悲观了。我们应当硏究我们的缺点究竟在什么地方，

是人才吗？学问吗？然后努力加以克服。也许我们

要再吃苦而不作探讨和硏究，那么吃苦的时间只会

更延长。我们文化界，敎育界，应当在这五年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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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咬紧牙关，尽力挽救和改善目前的局面，如

果我们自己先就悲观，觉得世事不可为，那末国事

真更将令人悲观，令人觉得不可为了。”（见 1946

年 7 月 21 日《申报》） 

胡适不仅自许为一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

者”，而且经常鼓励亲友学生与普通大众在困境中

乐观奋进。《青年不要悲观》便反映了胡适的乐观

主义思想，也体现了胡适基于生物进化论的历史

观，想必对于胡适研究不无参考价值，故整理于

此，以飨学人。

青年不要悲观 

胡 适

今天我讲一句话，在困难状态下，大家无论

是老年人或青年，尤其是青年，不可太悲观。 

我自回国以来，到处看到青年多很悲观。我

们中国打了八年仗，有的参加抗战工作，有的在

沦陷区受到种种痛苦。天亮了感到没有光天化日，

没有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而仍是大风大雨，所

以大家感到不满足。当然我们都有很大的希望，

没有依照我们的希望，这是悲观的理由。 

为什么不要悲观，而要乐观呢？ 

我的乐观主义，是建筑在历史上，而我的历

史观，却是根据科学的生物进化论，自十九世纪

以来，达尔文研究出生物是怎样演变出来的了。 

最低生物一等一等的演变，直到哺乳类，很

慢，而且这演变是从极小的差异而来，由于在某

种环境，感到不适，感到痛苦，感到有灭亡危险，

于是有一点变化，比较适宜一点，便可以生存，

而不被淘汰了，这就是所谓“适者生存”。再传种

下来而不变的，由于环境的不适，就被淘汰而趋

于灭亡。 

这一点的小变化，就是生存的要素，于是再

变一点，再变一点，渐渐的就演得与前大不相同

了，拿各种动物来比较，种种方面，自有其基本

上的相同，如人手，马蹄与鸟翅，虽然外形上迥

然不同，而实际上，是同一的来源。 

这种演变，是很微细很慢，特别努力的结束。

不过生物演变进化，很少有人能把它适用到人生

社会政治各方面，讲到人生社会政治，都有它的

基本原理，并不是今天一革命，明天硬要演变；

因为没有骤变，乃是一步一步，一寸一寸，一分

一厘积起来的演变，很少政治变迁是立刻就能达

成的。 

去年八月，中国胜利了，大家想天亮，而希

望立刻是天朗气清，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政治演

变，是许多的努力，而完成了许多大任务，这些

大任务，再加到一起，才能成一大的骤变，乃是

由差一点差一点的努力演变，而成了骤变。 

所谓革命，乃是在差一点差一点的演变过程

中，于某一个时间，而有了自觉。改革乃是根据

一分一厘一点一滴的努力，不然，便会渐渐又退

步下来，所以天下没有立刻便产生的新社会，而

是一点一滴的努力，和一分一厘的进步。 

革命不是暴动，不是立刻抓到新社会，所以

我主张我们不要悲观。 

我在外国九年，此次回国后，看看都恰巧是

我所希望的，我瞧得历史过程，是逃不了一步一

步一分一厘的努力，只要继续努力，只要环境允

许我们继续努力，我们可以在很短期间，便能如

我们所想。 

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诸位那时还年青，也

许不大感到，那时，可以看到中国政治，渐渐建

设起来，除了敌人在各处搅乱，而教育界文化界，

在民国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年之间，都

已经很有成就。 

那时，无论在科学方面，社会科学方面，以

及文艺方面，都可以看到一步一步进步得很快。

国外出版界，对于我国的出版物，都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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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生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医学，地质

学，以及历史，都在国外出版界，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生物学家林可胜，他的著作，计四十七部，

比那一国生物学家的著作都多，十年当中，一步

一步建设起来，建设了社会秩序，以及政治制度，

一天天往上走，教育界，学术界，一天天为世界

所注意。 

民国二十六年，非打仗不可，于是全国都准

备牺牲，才有八年抗战，才有最后的胜利，如今

眼前的种种现状，都不能满意，然而生物的演进，

是根据一点一滴的进化，一步一步的进步的，这

样，我国胜利后，并没有骤然的光天化日，是必

然的。这样看来，就不至于太悲观太失望了。 

美国的进步是了不得的快，自 国至今，不

过一百六十年的历史，但美国是一个强国，是大

家所公认，美国虽然基础最稳固，文化水准高，

也并非天天光天化日，风调雨顺，也仍有很多的

问题。 

美国在革命时，比我们抗战还要苦，鞋子没

的穿，饭没的吃，华盛顿在一七七七年二月七日，

退到一个山谷，鞋上满是血迹，那时十三州起来

革命，彼此嫉妒，彼此怀疑，没法子组织中央政

府，他们的大陆会议（国会）不能抽税，只有发

钞票，所发的钞票不值钱，在他们革命中心地，

有的以钞票糊墙。 

所以美国革命的困难，与我国抗战很相同，

但大家不肯放弃而一直继续努力，这是美国革命

成功的第一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全欧洲都与英国作战，英国

退去，这时美国天亮了吗？美国在革命成功后，

大陆会议没有敢组织联邦，而只组织了邦联，那

时没有钱，货币跌到没人要。一七八七年，宪法

会议，也不能立刻办好，又经过多少次修正，计

十九次重要修正，才一步步做成。如此国家却又

发生了奴隶问题，经过六十年的调和，结果还是

发生了南北战争，所以美国乃是一百六十年，一

步一步一点一滴地进步而来，这是根据历史的生

物观。 

所以不要存太大的奢望，便没有太大的失望，

进步是一点一滴一步一步的努力结果，如果没有

这种观念，则永远要陷入悲观，进步只有一步一

步的路程可以做到。（北平中学生）

胡适 1934 年的一篇佚文 

金传胜 卢婷婷 

笔者新近在天津《大公报》上见到了一篇胡

适的演说稿，既未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

编初稿》（1984），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

谱》（1989），耿云志《胡适年谱（修订本）》（2012）

等研究资料著录，又失收于《胡适全集》《胡适文

集》等作品集。虽可能未经胡适审定，但仍可依

学界惯例，视为一篇佚文。 

该文《青年的出路——胡适在西山夏令会演

词》（以下简称《青年的出路》）刊载于 1934 年 7

月 7 日、8 日的《大公报》，署“杨肖彭笔记”。

同年 7 月 23 日、30 日，天津《新生活周刊》第 1

卷第 13 期、第 14 期曾予以转载。 

原文为句读形式，现酌加标点，转录如下：

青年的出路

胡适在西山夏令会演词

杨肖彭笔记

【北平通信】河北省基督徒学生联合会一百三十

余人，连同平津及津东三区各大中学总计二十六

校，于上月二十八日赴西山卧佛寺，举行夏令会。

五日晚七时半在该寺博爱堂夕阳会中，特请北大

文学院院长胡适之博士演讲，讲题为《青年的出

路》。因胡氏是晚在该寺过夜，故于演讲后由胡氏

领导讨论，兹志其演词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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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此地听说让我讲两个题目，一个是《青

年的出路》，一个是《思想与事业》，这两个题目

都是很大的问题，今天只可合并在一起对大家讲

一讲。诸君在报纸上也许看见过，前几天北平有

一家报纸的社论，讲到学生的毕业问题，说的很

有道理，有人说现在的毕业就是失业，在现在的

社会组织之下，毕业生是不会有饭吃的，于是有

人这样说，大学毕业生应当先改造社会，把社会

改造好了，大学毕业生才能找到饭吃。诸君请想，

假若大学毕业生在毕业以后，先不吃饭而去改造

社会，等到社会改造好了以后才吃饭，那末这些

大学毕业生就不得了了。 

谈到出路，我以为是个人的问题，若是属于

社会的，我就不对诸位讲。青年的出路，应该先

为我，然后再为人，找饭吃是一件小事，也是个

人的问题，没有人可以替你找事，即使找到事，

也不是你的正当出路。真的出路，是你自己打出

来的，不是请你的父兄师长或朋友，写一封“八

行书”介绍来的，别人替找的事是不能永久，不

能使你发长（Grow）的，出路应从思想与事业的

发展上着想。前几天有人批评，说我只说毕业生

不好，而不怨社会。因为我想这个出路的问题是

应当自己去打，没有人可以帮忙的。 

比如上海大马路的福禄寿饭馆，是一位美国

大学毕业生开的，后来又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开

了一个小小的中华照相馆。现在这两家，一个是

上海有名的饭馆，一个是上海数一数二的照相馆。

这位开照相馆的，本来是学的工程，因为毕业以

后没人用他，他不能去建造铁路而去开照相馆。

又如铁展中的大中华玩具公司所造的玩具，就是

日德法美等国的出品也不能与他相比较，这位先

生是看见了社会的需要而找到这项事业，这条出

路是自己打出来的。有人说现在有许多大学生找

不到饭吃，我想不对。我以为现在的大学毕业生

不能找不到饭吃，不但自己不应找不到，而且还

需要再开一条路为别人找饭吃，这才是我们的责

任，自己开出来的路是 可靠的。 

现在的社会，已经改变了，全社会都在那里

物色人材。例如上海的中国，中南，金城，盐业，

上海等银行，都在那里找专门人材，不过他们不

敢登广告，现在社会上是要用人，事情在等着我

们。你如果打算找饭吃，请你把我的成绩拿出来，

你的师长以及学校当局是否可以保证你的成绩优

良，如果你的成绩不好，这还能抱怨社会不给你

饭吃吗？去年我在《国闻周报》上看见一篇文章，

写的非常好，我那时就设法在各处探访这位青年，

结果找了半个天下，才知道这位青年是大公报馆

送到美国去读书的，他回来以后，又在大公报服

务。又有一次我在火车上看书，见到一篇关于经

济学的研究的文章，思想非常好。后来我才知道

他就是北大的一个学生，我把他找来，问他还有

别的文章没有，他于是又拿了几篇来，我看过以

后，的确不错。因为彼时北平，社会调查所陶孟

和先生正在找这样的人材，我就把他介绍给陶先

生，陶先生对他十分满意。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现在的社会是在找人，

你有成绩请拿出来，自己问一问自己，我是不是

有好成绩呢，是不是够社会用我的标准呢？如果

我自己的学生找我介绍事情，我先要向他要成绩，

如果有，不愁没饭吃的，如果你的成绩只有六七

十分，将将及格，那怎么办？我想 低的限度，

你自己总有开这宝库的工具啦。万一不成，也可

以开一个小小饭馆，或是照相馆，因为你学过一

点经济学，又懂一点新式簿记，至少可以比一般

人来得好些，这样我准保你有饭吃，准保你可以

发财。 

有些毕业生找我，说他要在北平找事，因为

可以利用图书馆，继续研究，然而他在学校的时

候，就不利用图书馆，不好好念书，等做事的时

候，他还能去利用图书馆吗？德国的科哈是在一

个三千人的小村中研究，而成为世界第二的医学

家。我是学哲学的，然而我另外又找了几样玩意

儿，就提倡白话文学，到现在我想诸君至少可以

念我一点好处，这种玩意儿就是英文所谓的

（Hobby）。又如米洛先生，原在东印度公司做事，

那是他的饭碗，可是他父子二人有余暇的时候，

就研究他们所喜爱的玩意儿，后来便成了哲学家，

经济学家以及论理学家。有人若以为玩意儿不好

听，我们可以换一个文雅一点的名词，就叫它做

“业余”。你们在白天工作完了，回来以后，至

少也可以看看显微镜，玩玩照相机。例如庞德

（Pound）原来是学植物学的，他利用他的业余，

后来成功为法律家。又如辅仁大学的张星烺先生，

他 初是学的化学，后来在山上养病，看了马可

波罗的游记，于是致力翻译，一边翻一边往上面

加字，结果加上了二十万字之多，现在这位张先

生已成为中西交通史的专家了。 

我们在学校所分的科或是系，都是靠不住的。

你如果想学化学，你先自己问一问自己，你是不

是喜欢化学，你配不配学化学，还是因为化学可

以救国呢？我们普通所谓的兴趣（Interest）往

往是假的，因为中国的家庭太单调，在家里边从

来就没有见过钢琴，等到看见一架钢琴，就说他

有艺术天才，对音乐有兴趣，这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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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从乡下来的青年，到了城市以后，看见

了陶希圣先生胡适之先生都在这里，有左有右，

你先找一找你自己，是近乎左呢，还是近乎右呢，

配做左呢，还是配做右呢。你自己要探险，找一

找你自己。又如大算学家开利罗，他家里原来让

他学医学，等他入了大学以后，才发现他有算学

的天才，结果在几何学上有 大的贡献，把整个

的世界改变了。就以我自己来说，我的饭碗到现

在还没有决定。 

现在应该谈一谈思想了。讲到思想，有两条

大路，第一是个人自由的发展（Individualism）

第二是团集
1
的发展（Collectivism），或社会主义

（Socialism）。我是落伍者，现在不妨讲几句落

伍的话。我是相信个人自由发展的，我们中国人

是没有个人自由发展的，我们个人没有充分自由

的发展，如何来谈集团的发展？不错，个人的利

益要为社会牺牲，不过思想要以个人为出发点。

王安石先生勤勤恳恳的为社会牺牲，改革新政，

他写了一篇《杨墨》的文章，意谓学者必先为己，

为己有余，而后方可为人，所以我们要先把自己

造成一块材料。我 钦佩易卜生先生，他说：“你

的责任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物”。现在请你

们自问，你是否自己已成材料。现在社会上的人

为什么恭维苏俄的共产主义，因为他们崇拜科学，

充分利用专家政策，所以才有目前的成绩。 

总结来说，我们要自由的充分发展我们自己，各

个人都成专家，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可是在现在还要加上“时髦不能动”的精神，

如此我们的事业才有出路，思想才有发展。 

根据正文“前记”可知，此次演说的时间为

1934 年 7 月 5 日晚，是胡适在西山卧佛寺对参加

夏令会的青年学生所讲。记录者杨肖彭，直隶（今

河北）霸县人，1923 年入天津南 中学，1929 年

入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辅修新闻学，1933 年毕

业后参加基督教全国协会主办的青年会干事训练

班，1934 年进入天津青年会工作，后成为天津基

督教的领袖之一
2
。 

当时，华北学界每年暑假 6、7 月间都会于西

山卧佛寺举办夏令会，多由基督教青年会组织。

期间安排有丰富的活动，如分组讨论、自由谈话、

文艺表演等，还会延请社会名人作演讲，与学生

互动交流。1925 年 6 月 28 日，胡适就曾应北京基

督教学校事业联合会举办的夏令会的邀请
3
，在西

山卧佛寺万松亭讲《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讲稿业

已收入《胡适全集 第 9 卷》（2003 年安徽教育出

版社出版）。 

在发表演说《青年的出路》之前，胡适即在

1934 年 6 月 24 日《大公报》上发表星期论文《赠

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此文对 1932 年 7 月 3 日

《独立评论》第7号上的同名文章作了一些补充，

为失望的大学毕业生“贡献第四个方子”，建议

他们：“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专责备别人，更

不必责备社会”。从内容上看，《青年的出路》所

阐述的观点与上文相近，如强调毕业生求职要靠

个人的真才实学，失业青年应从自身找原因；工

作之余要发展自己业余的兴趣与爱好。此外，胡

适还谈到了思想问题，认为没有个人自由的充分

发展，集团的发展便无从谈起。这就重申了其一

贯坚持的个人主义立场。 

此次演讲中，胡适说：“前几天有人批评，

说我只说毕业生不好，而不怨社会。”这里应指徐

梅的批评文章《读胡适先生<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

生>文后》（以下简称徐文）。此文虽刊载于 7 月 7

日、8 日的天津《大公报》，但胡适最迟于 7 月 4

日即演说《青年的出路》前一日应该业已读到，

并作《写在徐梅女士的文章的后面》（后载 8 日《大

公报》，附于徐文之后）。如此观之，《青年的出路》

虽与徐文同时揭载，但也可以视作胡适对于徐梅

的继续回应。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的《赠与今年的大学毕

业生》《青年的出路》《写在徐梅女士的文章的后

面》这三篇文章发表后，继续有青年学子表示了

异议与不满。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后来成为著

名学者并与胡适交谊颇深（两人为中央研究院同

事）的徐高阮在 1934 年 7 月 23 日的《清华暑期

周刊》发表了《胡适之的青年出路论》一文。该

文认为胡适在三篇文章中的申说并不能解 徐梅

和一般人的怀疑，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首先，徐高阮认为“所谓出路问题不仅仅是

吃饭问题，更不是发财问题”，而胡适所论的“出

路”只是指“有饭吃”、“发财”，过于狭隘了。

其次，作者指出“胡先生在论文和讲演里所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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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真材的学术机关，不过是偶然的例子”，虽

同意银行界在吸纳人材的事实，但在援引时人论 

著的基础上，认为“中国金融资本的畸形发展不

惟不是中国经济向荣的表征，反是工商衰落的结

果；同时，对于国民经济又有害而无利”。徐高阮

继续写道：“胡先生看到畸形发展的银行业和几

个学术机关在找求人材，便断定‘现在社会上要

用人，事情在等着我们。’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的眼光！再如现下私情援引的风行，本是尽人

皆知，而胡先生却绝口不谈，反而说社会怎样好，

真令人甚至要疑心胡先生在故意粉饰社会！”显然，

在徐高阮看来，在青年求职碰壁和失业问 

题上，整个社会难逃其咎，胡适仅要青年反省， 

不谈社会痼弊的论调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如若

人人只管自己的吃饭以至发财，不管问题的整个，

那么，社会的黑暗只有变本加厉的向前发展，个

人的出路也将更加困难”。据笔者目力所及，胡

适可能并没有读到或听闻徐高阮的反驳意见，因

而也就没有两人进一步的“对话”了。 

（金传胜 ：现供职于扬州大学）

1 原文如此，应为“集团”。

2 参见《天津近代人物录》，天津市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

总编辑室 1987 年版，第 144 页。 

3 参见杜春和等编：《胡适演讲录》，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3 页题注。关于此次演讲，耿云志《胡适年谱》

（1989）记载：“6 月 28 日，应北京青年会夏令营之请，

在西山卧佛寺万松亭讲演《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蒋介石挽胡适联之一解 

张书克 

1962 年 2 月 24 日，胡适去世。次日，蒋介

石在与宋美龄散步时构思了一副挽联：“新文化

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

氏颇为得意，认为此联“公平无私”，既没有对

胡适“过奖”，“更无深贬之意”。 

蒋氏此联流传甚广。很多人对它赞誉有加。

我却总是感觉此联不伦不类，有点不对劲儿。究

竟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一直没有想清楚。今天试

着解释一下，我为什么对蒋氏挽胡适联感到不对

劲儿。 

的确，蒋氏此联有点小聪明。比如，使用白

话对联来挽白话文的大师，的确很合适；“新”与

“旧”的对举，使得这幅对联的对仗很有意思。 

不过，在这些小聪明下面隐藏着的，却是蒋

氏这样一个深层的心理：他不愿意对胡适作出过

高的评价，不愿意对胡适“过奖”。因而，他选择

了“明褒实贬”。蒋氏说他“更无深贬之意”，其

实已经承认，自己对胡适是有贬低之意的。虽然

他没有“深贬”，毕竟还是“浅浅地”贬了胡适一

回。 

如果蒋氏愿意赞扬胡适，他完全可以称胡适

为“新文化的代表”、“新思想的师表”、“旧道德

的楷模”、“旧伦理的典范”。我想胡适完全可以当

得起这些称号。甚至，胡适也可以称得起是“旧

文化的代表”（别忘了，胡适是公认的“国学大

师”）、“新道德的楷模”。后一点尤其重要。胡适

身上，继承了传统的道德观念；更为重要的是，

他身上还有着许多新的道德观念，比如：个人主

义、平等观念、公民观念、法治观念、自由思想、

责任伦理、独立意识，等等。胡适主张“新生活”、

“新思潮”、“新文化”，核心是在呼唤一种“新道

德”（所谓“健全的个人主义”）。终其一生，胡适

也在身体力行着这种“新道德”。蒋介石当然不会

承认这种“新道德”，也不会承认胡适是“新道德”

的代表。在蒋氏看来，道德还是老的好，中国的

传统道德，才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蒋介石的内

心深处，对“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其

实是极为排斥的。（1958 年 4 月 10 日，胡适就任

“中央研究院”院长。简短的就职典礼结束后，

举行第三次院士会议 幕式。蒋介石在致辞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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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胡适的旧道德，并且希望“中央研究院”在弘

扬传统道德方面有所贡献。胡适当场反驳蒋氏的

意见，认为蒋氏对学术机构的角色定位是错误的，

蒋氏对自己的赞扬也是错误的。可见，蒋氏颇为

看重胡适身上的“旧道德”，而胡适本人并不认同

这一点。） 

蒋介石不愿意“过奖”胡适，于是就玩起了

文字游戏，绕来绕去，把我们都给绕晕了。所谓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在蒋介石看来，鼓吹

“新文化”的一小撮别有用心、崇洋媚外、不讲

道德的人，也就胡适你们少数人而已；在你们这

一小撮不讲道德的新人中，你胡适算是比较讲道

德（“旧道德”）的人了；当然了，在旧伦理中，

你也就算是新思想的代表了（蒋氏不能不承认，

胡适是新思想的代表）。如果“新”是一个“圆圈”，

“旧”也是一个“圆圈”，这两个“圆圈”重叠的

部分其实很小，你胡适就是这重叠部分的代表了，

你是这重叠部分的楷模。也就仅此而已。这类似

于我们现在挖苦一个人：在相声界，你唱歌唱得

最好；在音乐界，你相声说得最好。说来说去，

在蒋介石眼里，胡适也就是一个“跨界歌王”而

已。 

胡适与蒋介石只能算是“反共抗俄”道路上

的“同路人”。是客观的历史形势使得他们走在了

一起。他们算不上是“同志”、“同调”。蒋介石对

胡适宣扬的自由、民主、法治、宪政这些普世价

值极为反感，因而对胡适评价甚低。胡适死后，

蒋介石认为，“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

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其实，蒋介石所

谓的“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何尝不

是中国接受普世价值的巨大障碍。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张书克）

财产、法治与自由：胡适对洛克《政府论》的轻忽 

张书克 

一、问题的提出 

在胡适研究领域，曾经有过一场争论。先是邵建

先生在其撰写的胡适传中提出，胡适接受的，是

密尔以后的自由主义，对于洛克等人的古典自由

主义，并不是很熟悉，很可能他根本就没有读过

洛克的《政府论》，所以胡适的自由主义是半截子

的自由主义，很容易出现偏差。 江勇振先生在查

阅胡适私人档案时，则发现了胡适留美时期写的

一篇英文读书报告“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洛克<政府论>之研

究》），说明胡适认真读过洛克的《政府论》，并且

写有读书报告，但是对古典自由主义持批判的立

场。此后邵建先生还写了一篇《说有易，说无难

——向胡适先生道一次歉 向江勇振先生致一次

谢》，在网上发布，对江先生进行了回应。 

江、邵两位先生之争很有意思。它向我们提

出了一系列问题：从最浅层面来说，胡适究竟有

没有读过洛克《政府论》？何时读的？是否进行

了认真的研读？从深一点的层面来说，胡适对《政

府论》是否存在误读或者轻视？误读或者轻视的

原因何在？洛克《政府论》对胡适自由观究竟有

没有影响？胡适的自由观存在何种缺陷？是否真

如邵建先生所说，“胡适读过《政府论》就不会走

到自由主义的反面”？以上种种，正是本文试图

解决的问题。 

二、胡适阅读《政府论》的时间 

以上提到了江、邵两位先生之争。其实在我

和席云舒先生之间，也存在着一场小小的争论。

这场小争论涉及胡适阅读洛克《政府论》的时间

问题。 

胡适不仅阅读了《政府论》，并且写了一份

读书笔记：“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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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Government”（《洛克<政府论>之研究》）。此文

对于确定胡适阅读《政府论》的时间十分重要。

席云舒先生对该文的写作时间进行了考证，认为，

此文很有可能写于 1914 年下半年，即胡适在康奈

尔大学学习期间，是“哲学 30：经验论与唯理论”

一课的作业。其理由是：胡适 1915 年和 1916 年

的读书笔记中，没有关于《政府论》的内容；该

文的笔迹比较工整，而胡适 1915 年以后的笔迹比

较潦草；文后的教师批语与杜威的笔迹差别较大。

1在我看来，上述理由并不充分，只能算是推测，

缺乏直接证据的有力支撑。 

根据胡适的藏书和学习课程，我倾向于认

为，胡适阅读《政府论》、写作“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的时间应该在1916

年上半年，即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时期，杜威 了一

门“社会政治哲学”。 课的时间大概是 1915 年

下半年到 1916 年上半年，共计一年的时间。2巧

合的是，胡适藏书中有一本“人人丛书”版的 Two 

Treatises on Civil Government（即《政府论两

篇》），出版商是伦敦的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Limited 和纽约的 E. P. Dutton and Co.，无出

版日期。扉页上有胡适的钢笔签名：“Suh Hu，Dec.，

1915，New York”。 

根据上述情况，大体上可以作出如下推断：

1915 年下半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教授 了一

门“社会政治哲学”，该年 12 月，胡适买了一本

Two Treatises on Civil Government，以供上课

之用。上述推断，不仅时间吻合，而且，从常识

来判断，“社会政治哲学”课上读洛克的《政府论》，

不仅合情合理，而且顺理成章。因而，我倾向于

认为，胡适“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一文应该是杜威所 “社会政治

哲学”课上的作业，写作的时间应该是 1916 年上

半年。此文后面“very good indeed & well 

written”的评语也应该是“社会政治哲学”课程

任课教师所为（当然未必是杜威本人的亲笔）。也

就是说，胡适很有可能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期才

首次阅读洛克《政府论》的。（当然，以上只是根

据常理进行的推测，同样缺乏直接证据的支持。

很有可能，胡适早就读过《政府论》；也有可能，

他关于《政府论》的作业是在康奈尔大学时期完

成的。对此我并不固执己见。） 

知道我的观点后，席云舒先生和我进行了私

下的交流，他并且在《康奈尔大学（时期）胡适

的成绩单与课业论文手稿》一文中对我的观点进

行了公 的回应。席先生坚持他原来的观点，重

点强调，“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一文后面评语的笔迹和杜威笔迹差

别较大。
3
老实说，席先生没有说服我。第一，对

于笔迹鉴定，我们不可过于迷信。专门的笔迹鉴

定专家，都不敢说对自己的鉴定结论有百分之百

的把握。我以前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十二宫》

（Zodiac），影片中笔迹鉴定专家认定，送检笔迹

不是嫌疑人的笔迹，但是在观众（乃至导演）心

目中，实际上此人的犯罪嫌疑最大。第二，论文

后面的评语也可能是杜威助教所写。第三，说“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是“社会政治哲学”课上的作业合乎情理，说它

是“哲学 30：经验论与唯理论”课上的作业有点

不合情理（毕竟，《政府论》探讨的是政治哲学，

与纯粹的哲学理论存在很大距离）。有鉴于此，该

问题不妨存疑。 

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需要解释：洛克《政府

论》一书的英文书名，胡适作业中用的是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其藏书则为 Two 

Treatises on Civil Government，二者稍有差异。

不过，我想这个疑问也很好解释，洛克此书自初

版时起，通常的书名都是 Two Treatises on（of） 

Government，人们谈及此书，通常也称之为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胡适用的是通常的用

法。 

三、“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的主要内容 

胡适此篇手稿只是课程要求的作业，是他阅

读洛克《政府论》的读书笔记，不是严格的论文，

所以内容相对比较简单。不过，据此我们也能看

到胡适对洛克政治思想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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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第一部分介绍了洛克和他所处的时代。

胡适沿袭旧说，认为洛克此书完成于“光荣革命”

期间，其目的是为革命辩护。但根据英国学者彼

得·拉斯莱特 20 世纪 50 年代的研究成果，洛克

此书其实完成于“光荣革命”之前，1679 年至 1681

年间。“光荣革命”后根据新形势进行了全面修订。

可以说，洛克不是在为革命辩护，他是在呼唤革

命。写作《政府论》，其实也是洛克参与实际政治

的一种方式和具体表现。
4
胡适认为，洛克解释了

潜藏在英国内战背后的民主原则，进而提出了一

套新的政治哲学，并对后世各国（包括中国的辛

亥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手稿第二部简单介绍了《政府论》上篇的内

容。胡适认为，以反驳罗伯特·菲尔麦先祖权力

论为主要目的的上篇，已经很少能够引起现代读

者的阅读兴趣了。不过，我们现在知道，在洛克

当时，《政府论》上篇是剧烈政治斗争的一个体现，

并非可有可无、无关宏旨之作。 

手稿第三部概括了《政府论》下篇的主要内

容，比如，洛克关于父权、政治权力、专制权力

的定义；关于自然状态以及政府起源即社会契约

论的看法；关于自由和财产的观点；关于国体形

式以及政体形式的看法；关于特权和暴政的论述。

最后，胡适并且对洛克的理论作出了评价。胡适

引用别人的说法，认为洛克的价值观是片面的，

他关于国家起源的说法也没有得到公认。胡适并

且认为，洛克关于国家的构想主要是指向个人的。

胡适似乎想说：除了保护个人，国家还有别的任

务；个人也应该为国家提供服务。
5
 

四、洛克的财产理论、“有限政府”论与自由观：

胡适的轻忽 

（一）财产理论 

《政府论》第五章对财产权的解释非常有

名，而且影响极大。洛克本人也非常自负，自我

表扬说：“我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到一个对财产

权问题的分析胜过一部名为《政府论》的书。”
6
政

治思想史研究专家萨拜因认为，私人财产权问题

是洛克政治学说中最重要的方面。
7
洛克的财产权

理论逻辑结构严谨，是其自然权利观的关键，同

时也是洛克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 

胡适也承认：洛克关于财产权的理论是非常

重要的。胡适注意到了洛克理论的神学色彩，即，

该理论首先假定，上帝把大地给了人类，土地属

于人类共有，用以维持人类的生存和福祉。这就

意味着，最初的人类是没有私人物品的。这样，

洛克面临的理论问题就是：上帝送给人类的共有

礼物是如何实现个体化的，也就是说，私有产权

是如何产生的，私人财富、私人财产权的合法性

是如何证成的。洛克引入的概念是劳动。一个人，

如果通过劳动使得某物脱离了自然状态，则他对

该物就享有了完全的所有权。对于私人物品的占

有，洛克做了一个限定：任何人都不能贪吃多占、

暴殄天物，“每个人能占有的应当同他能利用的一

样多。”
8

胡适还注意到，对于洛克来说，劳动不仅是

财富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是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胡适指出，这种劳动价值论的观点非常重要，后

来成为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

前提。不过，胡适引述现代学者的观点指出，洛

克这种关于价值的理论是“片面的、不可信的”，

因为，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多种因素，除了劳动外，

还有效用、供求关系等等。 

胡适可能没有认识到，洛克的劳动价值论还

存在一个缺陷，那就是：缺乏具体针对性。此前

此后的劳动价值论倡导者都是针对某个剥削阶级

的：经院学者针对的是高利贷者；李嘉图反对的

是地主；马克思反对的是资本家。至于洛克，好

像对任何阶级都不抱敌意，而是在一种真空状态

中主张这一理论的。
9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于洛克

的财产权理论是了解的。不过，他虽然认为这些

理论很重要，毕竟过于原始和简单，已经过时了。

洛克极端强调财产权对于自由的重要性，胡适对

此似乎也没有共鸣。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受到

法律明确保护的私人财产权利，构成了个人自由

的切实基础；财产权利是私人自由、私人领域的

核心。正因为如此，后人对洛克的财产权理论评

价很高。有财产权保障的自由，经常和洛克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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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联系在一起，被人们称之为“洛克式的自由”。

不过，遗憾的是，胡适对于洛克的财产理论并不

敏感。这说明，胡适对此问题还没有 窍，表明

了中西文化基因在自由问题上和财产制度上的巨

大差异。胡适对于洛克的财产理论的漠视不是他

一个人的问题，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人们不太重视和强调对私有

财产权利的保护。很多中国人难以理解，为什么

英国人把私有财产的保护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

步。按照英国继承法的规定，所有权人缴纳遗产

税后，剩余部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处置。

对于这样的规定，胡适就未必能够接受。在胡适

的观念中，遗产继承属于不劳而获，遗产继承制

度应该废止。
10
另外，胡适对财产权利的忽视恐怕

也是人文类知识人的通病。这类人士重视精神财

富，却不重视财产问题，认为经济问题是无足轻

重、无关紧要的。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看法。 

好的一点是，经历了那么多的历史磨难，现

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私有财产权的重

要性，认识到了洛克财产理论的重要意义。比如，

哲学家赵汀阳认为，在体现自由的诸种权利中，

私有财产权最为关键。而洛克的贡献就在于点明

了私有财产权对于自由的特殊地位，认为私有财

产权是自由的首要基础。私有财产权是现代最重

要的政治成就之一，而且很可能是最具正面价值

的现代政治成就。私有财产权虽然面目庸俗，却

是现代社会的第一基石。洛克力推私有财产权，

是切中要害的真知灼见。
11
赵汀阳对洛克的评价相

当高。 

另一方面，在我看来，洛克的劳动价值论，

其主要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解释私有制产生的原

因（洛克认为，财产私有给人类带来的好处要远

远大于财产公有，因而，财产私有是人类历史上

一个巨大的进步）。不过，该种解释似乎并不是历

史事实，这种解释只是理论虚构，其理论虚构性

正和社会契约论一样。而且，洛克的理论也存在

矛盾和不周全的地方。比如，洛克一方面承认万

物（包括人）属于上帝，一方面又说，劳动是属

于私有的，这就是一个不小的逻辑漏洞。这样的

理论，显然引不起胡适的共鸣。总体上来看，洛

克的劳动价值论是一种比较简单、朴素的理论；

而且，这种理论似是而非，难以全面正确解释复

杂的人类生活。胡适否弃了这种理论，只是，我

们现在还不清楚，胡适所说的“现代学者”是谁，

他又从哪里获取了关于商品价值更现代的理论，

我们更不清楚，他是否了解奥地利学派关于“主

观价值论”的洞见。而主观主义（subjectivism）

是奥地利学派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倾向，具有较强

的理论解释力。这种主观主义的倾向强调人的行

为（包括经济行为）的主观性，反对对经济活动

进行过于僵化、客观、物理学式的解释。 

（二）“有限政府”论 

虽然没有使用“有限政府”这一术语，洛克

的相关看法还是被后人解释为一种“有限政府”

的思想。现在普遍认为，“有限政府”的思想是由

洛克首先阐发的。 

在《政府论》下篇中，洛克反复强调，公民

社会（其实即政府）的主要的目的，是保护每一

个公民包括生命、自由和财富在内的各种财产，

除此之外别无目的。很多论者注意到了，洛克侧

重于限制政治权力以维护个人的自由。
12
他把个人

作为价值主体，以个人利益作为价值选择标准来

规范社会政治生活。
13
正如萨拜因指出的那样，洛

克运用常识紧紧抓住了英国解决问题的根本伦理

理想，即个人权利。
14

在手稿“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中，胡适对于洛克的上述思想只

是简单提及，但没有直接进行评价。他似乎注意

到了，洛克所用的“财产”（property）一词是广

义的，指向的是个人的整体权利（生命、自由与

财物）。从手稿最后胡适对洛克的整体评价可以看

出，他似乎认为，个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义务是

双向的；而且，公民社会（政府）的职责不限于

保护个人，还有别的任务。胡适认识到：“洛克关

于国家（政府）的构想主要是指向个人的”。对洛

克而言，“国家（政府）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个人的

幸福”。胡适提问道：“个人的存在也是为了国家

（政府）吗？他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其他个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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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吗？难道国家（政府）没有比仅仅为个人提

供安全与保护更为重要的职责吗？”上述提问显

示，胡适对洛克的相关理论是不认同的，这里潜

藏着两人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在洛克看来，

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只是为了保护众人的生命、

自由和财产，除此之外别无目的。洛克形成“有

限政府”思想原因有二。其一，按照洛克的社会

契约理论，政府的权力本来就是由人们让渡来的，

是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主要是执行权和处罚权，

人民的其他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不

可转让、不可剥夺的。政府的权力当然不能超过

人们让渡出的权利限度。其二，洛克认为，政府

权力和个人自由之间存在着很是微妙的关系：政

府权力可以保护人们的自由，也可能因为人性存

在缺陷被掌权的人滥用，构成对个人自由巨大的

威胁。可见，洛克对政府的权力持有戒心，他相

当警惕政府权力对自由的侵犯。
15
以上两个方面的

因素使得洛克形成了“有限政府”的想法，认为

政府的权力必须被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政府权

力的有限性意味着，一方面，政府权力受到了法

律的约束和限制，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政府的

权力存在边界，有些领域它不能侵入，这些政府

不能侵入的领域被称为“私人领域”，也就是以私

人财产为核心的个人自由。至于政府权力可以进

入的领域，可以称为公共领域。当然，“私域”、“公

域”的划分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清晰确定的。不

过，“政府权力是有限的”这一点在洛克那里是毫

不含糊和毋庸置疑的。应该说，对政府权力的警

惕、有限政府的思想是洛克《政府论》中的精髓，

是洛克最有价值的思想遗产。可惜，胡适对此却

缺乏了解，他不太清楚洛克的思路，不知道洛克

何以提出“国家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幸福”，

再加上受到欧美当时福利主义、干预主义思潮以

及黑格尔派国家观念（甚至包括格林、杜威等人

国家观念）的影响，认为政府对个人的福利负有

责任，和洛克的有限政府思想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可以说，在“有限政府”这一点上，当时的胡适

和洛克是相当隔膜的。我们不妨征引一条 1922 年

的资料。 

1922 年 5 月，胡适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

主张》（该宣言由胡适起草），提出“好政府主义”

的诉求。至于“好政府”的标准，积极方面是两

点要求：其一，“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

谋充分的福利”；其二，“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

爱护个性的发展”。
16
该主张体现了胡适试图调和

新旧自由观（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以及“小政

府”与“大政府”的努力。所谓 “个人的自由”、

“个性的发展”，当然是英美传统自由主义与德国

自由主义的概念，显示了密尔等人的影响。至于

“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

利”，显然是福利主义、国家干预主义的表述，它

所要求的，是一个强势的政府、强有力的政府，

自然和洛克提出的“有限政府”有很大差异。这

充分说明，胡适未能理解或者说未能接受洛克的

这一重要观点。
17
 

洛克提出的“有限政府”毕竟只是一种思想，

一种原则。实现这种思想和原则需要具体的制度

安排。从这个角度出发，不难理解洛克“分权说”

的用意。在洛克看来，如果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

该人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他就一定会滥用权

力，走向独断专行，侵害个人自由。为了防范权

力的集中和滥用，使得政府成为一个有限政府，

洛克认为，还必须对政府的权力进行分解。这就

引出了洛克有名的“分权说”：国家权力应分为三

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因为对外权

总是和行政权在一起的，洛克的“分权说”其实

是“二权分立”。洛克主要强调的是立法权和执行

权的分立。洛克认为，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

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极大

的诱惑，使人们在制定法律时考虑私人利益，制

定出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法律。
18
这些权力中，立

法权处于最高地位，是一个国家中的最高权力。

当然，立法权不是绝对的、专断的，而是有限的，

受到种种限制的。既然政府权力是有限的，立法

权当然也是有限的。立法权不能侵害人的生命、

自由和财产。洛克明确地说，最高立法权力，未

经本人的同意，不能取走任何人财产的任何部分。

从这个角度出发，不难理解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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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立法”条款的意义（“不得立法”限制的正

是立法机关的权力）。而且，立法机关也不能揽有

权力，以临时的专断命令来进行统治，而只能以

经常有效、普遍适用的法律来进行统治。另外，

洛克还指出，立法机关不能把制定法律的权力转

让给别人。
19
对于分权的目的，洛克明确地指出，

分权不是简单地在形式上把权力分散化，而是为

了更有效地对权力进行限制。如果分立的权力没

有得到应有的控制，权力的公共性同样会受到扭

曲并对私人自由造成更大的侵犯。 

在手稿中，胡适分析了洛克的“分权说”，

不过，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洛克提出“分权说”的

理论动机。所以，胡适的分析未免流于简单化和

表面化。胡适正确地指出，洛克使用的立法权、

执行权、对外权这些概念和今天（胡适当时）这

些概念的含义有很大的不同。在洛克那里，立法

权不仅包括制定法律的权力，还包括解释和实施

法律的权力（这种权力后世则称之为司法权）。对

于洛克来说，还没有明确的司法权概念。至于执

行权，洛克仅仅意指监督法律执行的权力，这只

是现代政府权力中很小的一部分。当然，洛克也

可能把国家公务人员的任命权归入执行权之中

了。至于对外权，洛克实际指的是外交代表权和

对外用兵权，在后世完全属于执行权。 

胡适还将洛克和孟德斯鸠进行了对比。胡适

认为，洛克未能和孟德斯鸠分享多少三权分立学

说的荣誉。胡适的意思是说，和孟德斯鸠比起来，

洛克的分权说相对比较简单、粗糙。
20
不过胡适也

认为，洛克是第一个主张将立法权和执行权分离

的人，也是最早提倡立法权至上或者说议会至上

的人。我们现在无法确认，胡适是否注意到了洛

克对立法权所提出的种种限制。相对于立法权至

上，洛克对立法权进行的限制也许更为重要、更

值得关注。 

（三）自由观 

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享有“自然

自由”，既不受更高权力的约束，也不受其他人意

志的支配，只存在于自然状态之下，只受理性的

约束。进入文明社会后，人们只受立法权的支配，

而这种立法权是经过所有人同意建立起来的。人

们在这种情况下所享有的，是“社会中的自由”。

这种自由意味着，人们只受长期有效规则（法律）

的制约，而不受任何人反复无常、事前不知道的、

武断意志的支配。这种摆脱他人专断意志的自由

相当重要，是一个人进行自我防卫的必要条件，

与人的生命同在。没有这种自由，一个人形同奴

隶。可见，对于洛克来说，自由是一个价值范畴，

自由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是人的其他自然权利

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洛克是一个自由至上论者，

他认为，国家与政府只有保障个人自由才有存在

的理由。 

显然，洛克的自由观是和他的社会契约论以

及法治观分不 的。洛克所主张的，是一种法治

下的自由，即人们只受长期有效的、大家共同遵

守的法律规定约束，不被别人暂时的、多变的、

任意的、专断的意志打扰。这当然是一种很重要

的观点。不过，胡适对此没有做出评论。所以，

我们不太清楚胡适对此究竟有何看法。 

五、结论 

洛克在西方世界的重要性得到了普遍的承

认。罗素认为，洛克“不但是认识论中经验主义

的奠基者，同样也是哲学上的自由主义的始祖。”
21
伯林更是称洛克为“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主

流的哲学和政治传统的始祖。”
22
 

毫无疑问，留学美国时期胡适就曾经阅读过

洛克《政府论》这一名著，这一点没有问题。认

为胡适没有接触过洛克的看法是不对的。 

《政府论》是西方历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

它第一次系统构建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建立了

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对后世的政治理论和

政治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胡适对于《政

府论》的阅读似乎算不上深入细致，可以说，他

并没有抓住该书的精髓（胡适藏《政府论》一书

中批注和圈划的痕迹很少，似乎颇能说明问题）。

对于书中所论重要各点，比如自然状态、社会契

约、劳动价值论、个人权利等，胡适似乎都不赞

同。在他看来，自然状态、社会契约是一种理论

上的虚构，历史上并无其事。劳动价值论则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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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至于胡适为何对“国家的存在仅仅是为了

个人的幸福”的观点持保留和反对的态度，可能

和当时他阅读的新黑格尔派著作国家主义的倾

向，以及当时干预主义、福利主义的潮流有关。

上述偏向使得胡适无法理解洛克“有限政府”的

理论。可以说，在阅读《政府论》时，胡适受到

新黑格尔派著作家以及当时社会潮流的影响还很

明显（其实杜威身上黑格尔主义的倾向也很明

显），这显然干扰了他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

当时的胡适年轻气盛，认为古典自由主义的相关

理论已经过时，对之并不重视。对于洛克法治与

自由关系的论述，胡适似乎也不太注意。 

胡适对洛克所论财产权的重要性尤其缺乏

敏感。胡适对于洛克的财产理论的漠视不是他一

个人的问题，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偏颇。同

时，也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轻视财产、

轻视财产权的普遍特点。问题在于，没有了财产

做支撑，一个人的自由难以为继；没有经济自由，

也很难指望个人其他自由的实现。正如阿克顿所

说，反对私有产权制度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由

为何物。作为人们心目中的“自由主义者”，胡适

漠视财产权是不应该的，他所理解的自由也是残

缺不全的。更加不应该的是，此后的事实表明，

胡适轻视财产权的倾向还和他精英主义的倾向相

结合，使他得出了对于大多数“不向上、不努力、

不长进”的“凡民”来说共产、私产无关紧要这

样非常荒唐的结论。
23
事实证明，越是“凡民”，

越需要私产和占有欲的刺激。孟子所谓“无恒产

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还是很有道理的。 

有一个事实似乎并非不重要：洛克的这本名

著，胡适是根据课程要求进行阅读并记下笔记的。

作为人的有意识的活动，阅读有它的启动机制。

并且，阅读不是一个孤立的动作，而是有它的前

因和后果：读者为什么阅读？是为了完成什么任

务？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动机？有着什么样的情感

需求？读后有什么效果？对于一个人阅读动作之

外的事情，我们了解的越多越好。一个人，或者

根据外界的要求，被动进行阅读；或者基于阅读

者自己的内心冲动和内在需求，主动进行阅读。

一般来说，后一种情况下阅读过程更为愉快，阅

读效果也更好。指出这一点并不是毫无意义。不

管怎么说，以后的胡适很少提及洛克，他似乎也

没有重读过洛克的《政府论》，以致有学者会误认

为，胡适没有接触过洛克，胡适对古典自由主义

不甚了了。我的看法是，在胡适的成长时期，他

的确接触到了洛克《政府论》这一古典自由主义

的名著。不过，胡适对洛克的了解比较肤浅，对

《政府论》相对也比较轻忽，未能把握到洛克自

由思想的精髓：私有财产权理论和有限政府理论。

洛克的自由思想对于胡适自由观的形成未能发生

应有的作用。胡适之所以忽视《政府论》，其中既

有时代的原因，同时也有民族文化的因素。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张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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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胡适，转而提出“无为的政治”，

主张政府消极无为、与民休息，但这更多的是受到了中国

传统政治智慧的启发，很难说是受到洛克“有限政府”思

想的影响。可以说，对于洛克“有限政府”的论证思路，

胡适一直不是很清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哈耶克看

来，主张政府无为并非就是自由主义，事实上自由主义要

求的是：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其所当为而不为其

所不当为。参见【奥】哈耶克著，滕维藻、朱宗风译：《通

向奴役的道路》，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79-80 页。 

18 参见【英】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洛克：《政府

论》下篇，第 89 页。 

19 以上洛克关于立法权限制的论述可参见【英】洛克著，

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篇，第 83-89 页。 

20 在胡适藏书中，有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版

本信息为：Baron De 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Law，
New York:P. F. Collier & son,1900。胡适购买的时间

为 1916 年 4 月（该时间似乎能够为胡适关于《政府论》

的手稿写于 1916 年上半年的推测提供一个佐证）。遗憾的

是，《论法的精神》中只留下了胡适一处批注。很有可能，

胡适只是翻阅了孟氏的这本名著。 

21 【英】罗素著、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卷，第 134

页。 

22 I. Berlin，The Age of Enlightenment，New York：

The American Library，1956，p.30.转引自许良英、王

来棣：《民主的历史》，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9 页。 

23 参见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载《胡适文存》三集，

第 42 页。 

胡适、林语堂与张大千巴黎画展 

肖伊绯 

    1955年12月，“张大千书画展”在日本展出。

当时，巴黎卢浮宫博物馆馆长乔治·萨勒(Georges 

Salles)出席画展，对张大千的书画艺术深感赞佩，

观展后即决定邀请张大千赴巴黎举办画展。1956

年 5 月 31 日至 7 月 15 日，张大千在巴黎举办了

两个画展，一个是设在卢浮宫的张大千近作展，

一个是在东方博物馆举办的敦煌壁画临摹展。 

关于张大千巴黎画展，以及张大千在法国尼

斯港的“加尼福里尼”别墅与毕加索会晤的诸多

报道与相关研究论文，当时与如今都层出不穷，

在此不赘。当年在巴黎出版的各种相关画册，如

今虽然价格高昂，但毕竟也还能寻觅得到——半

个多世纪之前在巴黎举办张大千画展的盛况，不

难想象。 

然而，除却这些相关报道、研究论文、各种

画册之外，笔者新近获见一张张大千巴黎画展的

英文介绍单，却颇为罕见，至今尚未见有过公

披露。虽然这张介绍单制作极其简单，仅有三个

页面印有英文介绍；但英文介绍的撰写者为胡适

与林语堂——这两位早已蜚声海内外的中国学者

同为一次画展撰文，实不多见。 

   试想，当年的张大千巴黎画展，由来自中国

的两位“重量级”嘉宾联袂撰文介绍，当时最为

优秀的中国绘画大师与文化大师相继“出场”，

其国际文化交流的规格与品位之高，实在是空前

绝后。然而，由于年代久远（时过 60 年），且该

介绍单应为参观者当场领取之物（笔者获见者尚

有胡适的中英文亲笔签名，应为参观者索签之后

的私人珍藏），又并未附印于各类画册出版物之内，

不易收藏，故后世知之者甚少。因资料难得，笔

者不揣陋简，将其原文译为中文，转录如下： 

胡适的介绍 

我的朋友张大千先生，生于 1899 年，他是中

国四川省内江人。他是家中的第八个子女，自小

在一个耕读之家中长大。他的母亲也是一个艺术

家，从他幼年时代开始，即教授他花鸟、人物、

山水的绘画技艺。他的两个兄弟都是画家。 

在他的少年时代，他离家远行，寻求“新式

教育”。1916-1918 年间，他初到上海，再赴日本

京都，在那里学习了一些相当有用的技艺，诸如

纺织设计与染色。但年轻人很快放弃了他的实用

技艺，回到了上海，在那里向两位老师学习书法

与绘画。这两位老师是李瑞清（1867—1920）与

曾熙（1861—1930）。这些古典艺术家通过他们自

己收藏的各类古代书画精品，向张大千展示了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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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世界的自由门径——特别是那些活跃在17世纪

的中国画家，在明代灭亡前后的那部分中国画家，

以隐士或和尚的生活方式，对抗外族的征服。 

在张大千学习绘画的过程中，对其产生过显

著影响的生活于 17 世纪的明代画家有三位，即八

大山人、石涛与张风。 后这一位“张风”通常

被称为“张大风”，这也正是张大千“大风堂”

名号的来由。 

中国新生画家中的徐悲鸿，是受过西方教育

的中国画家与艺术批评家，他将张大千列为“近

五百年来中国 伟大的画家”。在中国古典绘画史

上，他之所以获得其杰出地位，主要是通过三个

方面的工作：一是用一生的时间，致力于搜集与

收藏中国古代书画精品，并籍此向中国古代著名

画家学习技艺；二是通过游历中国名山大川，向

自然造物学习技艺； 后是通过长年考察与临摹

敦煌壁画，这样做使他与伟大的中国古典艺术传

统，尤其是唐代的古典艺术直接发生联系。 

毫无疑问，他是一位伟大的中国绘画收藏者，

不仅仅因为他对这些杰出画家与作品充满热爱，

更因为他还是一位积极行动、付诸实践的搜寻者。

他长年跋涉，只为观赏这些杰作。有一段时间，

为了观赏一些原属末代皇帝溥仪的古画，他还将

自己化装成日本人模样。因为溥仪在这段时间居

于天津，他愿意将收藏的古画展示给日本商人观

赏。 

在他为自己的藏品图册所作的短序中，他自

豪的（尽管不是无可争议的）宣称自己的评判：“近

五个世纪以来，无人可与之匹配”。他看上去非常

热爱并承习着中国古典艺术杰出作品中的优秀传

统，因此他可以不断丰富与提升自己的艺术风格。 

从古至今，还没有一位中国艺术家，能象张

大千那样，如此广泛与透彻的游历。他熟知乡土

中那些伟大山川的所在，创作了数量众多的关于

著名的峨眉山与青城山的绘画作品。他穿过大峡

谷，既乘坐小木船，也搭载大航船，一路观赏。

他两次登临陕西华山，三次考察安徽黄山。山东

泰山、湖南衡山，以及浙江天台山，都成为他画

中的景物。可以这么说，他杰出的风景画作就是

艺术的再现了他那广泛而透彻的游览经历。从这

个意义上讲，他又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 

1941 年夏，在抗日战争中期，他首次造访敦

煌石窟。此处位于中国西北的甘肃省，这里历史

悠久，迭经斯坦因先生与伯希和博士发现而声名

远播。在千佛洞中，他为这些壮丽的中世纪（11-15

世纪）绘画深感震撼与敬畏。他后来忆述称，“在

我一生的搜寻历程中，曾经看到过许多近一千年

来的杰出作品，但要想寻觅到隋代（公元 591—618

年）和唐代（公元 618—907 年）的作品，则相当

困难，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这里，就在这

敦煌石窟里，有数以千计的这一时代的绘画隐藏

其中，在千年时光中，它们竟与世隔绝！……这

里还保存着自北魏时代（公元 398—559 年）至西

夏王国（西夏人始建于公元 990 年，11 至 12 世纪

还存在的王国）的绘画作品，每个王朝都在此留

下了独特的贡献。这里真是一所巨大的秘室宝库，

里边秘藏着中国古代绘画的珍贵遗产。 

他也因之被激励。他为之投入两年半的时间

（1941—1943），去学习这种“神圣的古代绘画”，

临摹了超过 220 幅的壁画。这些壁画大多来自敦

煌莫高窟，还有一部分来自位于敦煌东北的安西

榆林石窟。他是中国现代画家中第一位研究与临

摹古代壁画者，这些壁画代表着中国佛教艺术的

高度。 

1944 年 1 月，他在成都公开展出了他的敦煌

作品，这在一个中国内陆省会城市引起了轰动。

当年5月，此次展览又被挪至中国的战时陪都——

重庆举办，同样盛况空前。他的敦煌作品被印成

两本画册，于 1944 年在成都出版。另一册《敦煌

壁画研究》则于 1947 年在上海印行。 

对中国中世纪宗教绘画的研究经历，使他无

论作为艺术家还是艺术批评家，都拥有了独一无

二的资格。他研究了巨量的、可靠的过去 15 个世

纪以来的古典绘画资源，这是别的画家无法做到

的；通过这样的历史体验与知识，作为一位画家，

他的风格体系已无比丰富与多彩了。 

1950 年，他的作品曾在印度新德里展出。1955

年 12 月，他的作品又赴日本东京展出。现在在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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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的这次展览会，是他的作品在欧洲的首次公开

展出。 

胡适    

林语堂的介绍 

张大千 

此刻非常高兴，能向大家介绍张大千先生。

我认为，参观张先生的作品与藏品是一次难得的

人生经历。 

毫无疑问，张不仅是当代中国画坛的顶尖人

物，他还是一位始终致力于表现中国古典艺术传

统的中国艺术家。他在绘画技艺上的大胆创新及

经常会有的某种激动人心的冒险之举，无不体现

着他对中国古典艺术传统的执着与探索。一位艺

术家总比常人更富激情——对山岳的激情，对旅

行的激情，以及所有与艺术或自然相关的激情。

我曾用“极好的”这个词来形容他的激情。当他

还是少年时，因为一次变故而立下了出家为僧的

志愿，但他 终还是脱掉了袈裟，回到了尘世。

后来，他花光了自己积蓄的以及借贷的所有钱财，

要用一生时光去研究古代壁画。这就意味着要放

弃他相当努力才购得的房产家业（等同于再次“出

家”），但他对此并不以为然。 

作为一名画家，他是多才多艺的。起初他是

石涛与八大山人的崇拜者，他也因之在中国古典

绘画领域眼界开阔，在“文人画”方面独树一帜。

自从他考察了敦煌石窟之后，他开始重新探索自

15、16 世纪以来的中国古典绘画传统。因而他继

续提升，成为艺术技法创新的发现者与先锋。与

他同时代的，同样杰出的中国当代画家徐悲鸿，

曾将其誉为“近五百年来中国 伟大的画家”。 

因为他酷爱收藏，还是众多古代绘画珍品的

收藏家。有好几次，他都极其幸运的购藏到了大

量古代绘画珍品。然而，他却这样描述自己，称

自己“有时富得象个国王，有时又穷得像个老鼠”。

这就是一个人，为了收藏与鉴赏，所表现出来的

疯狂与激情罢。 

他的展览为世人瞩目，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

的作品，还因为那些他临摹的自公元六世纪至十

世纪的敦煌壁画，这些作品同样令人激动与赞赏。

这些作品都有众所周知的、完美真实的艺术魅力。 

林语堂     

   据上述译文考察，可知张大千巴黎画展的英

文介绍单上，前两页胡适的介绍，译为中文的字

数达 1800 余字；末一页林语堂的介绍，字数约 700

字。显然，胡适的介绍内容，更为详实细致，更

着重梳理了张大千艺术生涯的历程，以及绘画风

格的源流，整篇文章体现出了浓厚的学术考据之

旨趣。而林语堂的介绍，则富于文艺气息，充满

激情与幽默意味，更象是一篇简短的 幕致辞。 

   那么，两篇介绍文章从规模到旨趣的不同，

是否说明胡适可能比林语堂更了解张大千，与张

大千的交谊也更为深厚呢？笔者怀着这样的疑问，

查阅了涉及胡、张二人的多种文献资料，包括日

记、信札、文集、年谱等等。遗憾的是，对于胡

适与张大千的交往史料，极为少见，根本无法从

中拈提考索出二人的交谊究竟如何，更无从考察

胡适为张大千巴黎画展撰写英文介绍的任何相关

历史信息。事实上，胡适的这篇英文介绍，也从

未辑入过他生前或死后出版的各类文集、选集之

中，实属“佚文”。同样的，林语堂与张大千的交

往史料，也不多见，他所撰写的这篇英文介绍，

也未见辑入其个人文集之中，或亦属“佚文”。 

也正因为如此，胡适与林语堂为张大千巴黎

画展所撰写的这两篇英文介绍，才更应当引起中

国近现代文化史、文艺史乃至文学史研究者的高

度重视，理应深入探研与发掘更多的相关历史信

息。事实上，这两篇介绍不但是近代著名人物的

“佚文”，更因其关涉张大千巴黎画展这段历史，

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研究方面也独具价值。 

（作者籍贯：四川郫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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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申报》关于胡适谈话、讲演的报道（一） 

魏明明 整理

编者按：作为最有影响的学者、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胡适的一举一动都为报纸所关注。因此，胡

适生前有关的报道文字是极多的。一位胡适的新粉丝魏明明先生前不久将胡适在天津《大公报》、《申报》

上有关谈话、讲演的报道发给《胡适研究通讯》。本刊选出其中特别有价值的部分，将陆续刊登出来。

这里发表的，就是第一部分。

“患盲症”——胡适对现政府之批评

胡适本日在联合俱乐部演讲，谈及现政府之举动

云，自命为革命的政府，既不能剿匪，亦不能建

立任何公共服务之制度，或成立预算或审计制，

或按照民主制管理其自身行动之任何办法，惟用

其权力，禁止人民庆祝旧历元旦之无辜举动，是

种政府系患盲症，完全缺乏适当之透视感觉云。

（天津《大公报》，1930/08/30）

胡适谈：赞成莱顿报告

昨晚胡适与路透社记者谈话，称彼对莱顿报

告书感觉满意，认为颇属公允，尤以关于沈阳事

变之责任与缘起以及设立傀儡政府之第四及第六

两章为最。彼对于报告书中所列圆满解决中日纠

纷之原则十项，亦表同意。彼惟一反对之点，为

关于顾问会议建议之组织比例，感觉此种建议办

法，稍迁就日本军阀去岁在满造成之情势。记者

询以华报反对组织特别制度治理东三省事，氏答

称：彼认此项计划无须严重反对，彼信此项计划

可代表莱顿，麦考易与希尼三委员之理想，盖彼

等预期中国将来政治之发展，将按照集中自治制，

彼对于此种观点，亦表赞同云。（天津《大公报》，

1932/10/05）

十九国委员会新决议草案 胡适谈于我有利

近几日来，吾国报纸对于本月十五日国联十

九国委员会通过的新议决案，似乎都不很注意，

即偶有注意的都表示不满意或大失望，我觉得这

是错误的。这个新议决案，是很値得我们研究的。

你看日本政府的回训和日本全国报界的宣言，看

他们如何坚决的反对这个国联新议案，我们就可

以明白这个新议案的重大意义了。此案全文尚未

公布，但我们研究路透社和新联社日内瓦专电所

传，可以知道这新议案及附加理由书的内容，依

据这个电传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此案有五个重

大的意义：

（一）此案正式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五条的第

三项进行调解，这是进了一步。因为日本现在还

反对第十条任何条项的引用，第三项失败时，自

然进到第四与第六项了。

（二）此案中申明三月十一日的国联大会议

决案，确认一切解决必须不违反国联盟约、非战

公约及九国条约的旨趣。我们应注意此项议案牵

入了九国条约，是三月十一日原案所没有的，我

们看日本政府回训的极力反对此一点，就可明白

此案的严重了。

（三）此案中提议邀请美俄两国加入调解，

这也是日本极力反对的。

（四）此议案组织一个调解委员会，由这委

员来办理中日间的交涉……这是最可注意的一点。

日本政府已极力反对此点，他们要求把调解委员

会的任务限定于“促进两国间的”，而不会来“办

理交涉”，我国政府对此点态度，我们还不知道。

但这一点是最值得全国人的注意的。

（五）此议案明说交涉应根据莱顿报告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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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而参考第十章、这已含有否认“满洲国”

的意义了。但本案附加理由书的末项，又特别申

明“虽不期待满洲原状的恢复、然确认满洲现政

权的维持与承认、亦非解决。”这一点在文字虽不

能满足我们的期望，但在实质上等于不承认满洲

伪国，所以日本政府极力反对，修正昨日日本全

国报界拥护满洲伪国的表示，也是对此议案而发，

那是无可疑的。所以我主张，此案若能依照十五

日的草案通过，是于中国比较有利的、是中国代

表团可以赞成的。（天津《大公报》，1932/12/21）

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昨成立  胡适致辞

今日本人以三个之一的资格，对到会诸位，

做简单之报告。关于保障人权的意义，在座诸君

甚明了，无须解释。民权在临时约法第二章第六

条至第二十四条中完全都是，现在国家已经有基

本法律，但仍来讲保障人权，实令人难为情。民

权的保障实以非法问题，为其重要因子，所谓法

制习惯，就是有一点权利都不肯放松。在三百年

前，有一位犹太的哲学家，他叫斯宾诺沙，他为

了遗产的问题和他的姊妹来诉讼，结果胜诉了，

但是他不要遗产，他所争的是权利。一个哲学家

为了自己的权利，来和亲属相争，可见人权之重

要。现在中国有人被当局非法逮捕以后，常常求

私人人情去营救，很少拿法律来应用，可见一般

人都缺乏法律的习惯。我们成立此会目的有三：

（一）、帮助个人，（二）、监督政府，（三）、彼此

了解法律习惯的应用。此次当局要杀陈独秀和牛

兰，我们要营救他，此外一切被压迫的人士也要

设法保护云云。（天津《大公报》，1933/01/31） 

人权保障同盟系根据约法组成 胡适对市党部否认该会之表示

国闻社云，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于

上月三十日成立后，积极进行工作，各种专门委

员会，亦在筹划组织中.北平市党部日前通知军警

机关，认该会不合法，请予以否认，并请对该会

一切请求予以拒绝等情.记者昨往访该会主席胡适，

询以该会对此事之态度.据谈如次：人权保障同盟，

系根据中华民国之约法而组织，若谓此为非法，

则法将何解？至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出版法，

与民众团体登记条例等等，吾人则认为皆系急应

废止之法律。余所办之《独立评论》，在去年四月

间曾以极合法之手续向本市机关呈请立案，至今

将届一年，仍未批准。我们若遵行今日之所谓法

律，岂非至今尚不能出版。人权保障同盟北平分

会若俟记之后再织，则不知将候至何时。在此种

情形之下，吾人既非违法份子，当然只有依据根

本大法，照常推进会务，想亦不致引起他人之不

满或误会。至于市党部对本会之态度，余认为还

算客气，此或系其职责内所应有之表示云云。（天

津《大公报》，1933/02/05）

胡适之谈片：政府逮捕政治犯 必须有四个原则

国闻社云，记者咋晤人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

主席胡适之氏，谈及营救政治犯问题，据胡氏谈

称，当沪总会成立时，对此问题，并未规定原则，

本人意见，对政府逮捕政治犯，并不是无条件的

反对，但必须具有四个原则，(一 )逮捕前必须得

有确实证据，(二 )逮捕后须遵守约法于二十四小

时内移送法院，(三 )法院侦查有证据者，公 审

判，无证据者，即令取保 释，(四 )判罪之后，

必须予以人道的待遇云云。（天津《大公报》，

1933/02/06）

在北平图书馆普意雅纪念室 幕礼上致词

今天本馆普意雅先生遗书纪念室举行 幕典

礼，本人感觉有深大意义。此次普意雅太太及普

氏家属，将普先生遗书地图，捐与本馆，本人今

日一方面代表本馆接受普先生遗书及地图，对普

先生家属表示感谢，一方面本人参加普意雅纪念

室 幕典礼，表示十二分荣幸。本馆数年来购买

之地图，及内阁大库地图与搜集之地图已甚多，

本有舆图室储藏之，此次与普意雅遗书地图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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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室，名之曰普意雅纪念室。此次约请大家来参

加此 幕典礼，希望继续发展，一方面高兴本馆

此次之建设，另一方面感谢普氏家属，且对此次

纪念室帮忙诸君表示谢意云云。（天津《大公报》，

1933/03/02）

关于民权保障 胡适之之谈片

胡适之氏在由保返平途中对记者谈：关于民

权保障大同盟事，本人意见，民权不能离 法律，

故言民权保障，必须维系法律，如离 法律而谈

保障民权，是缘木求鱼。至假借此种团体作政治

活动，非予所主张，故予认为如合作困难，不如

分道扬镳。（天津《大公报》，1933/03/16）

胡适在京谈办学经验

胡适谈大学生就业问题。谓本人执教北大，

所见之毕业生甚多，除最少数有特殊情形者外，

大多数能于毕业后谋得相当职业；甚至因就业无

须毕业文凭，而积极脱离学校者亦复不少，其少

数不能就职者，则因学而不能适用，尤以读哲学

者其出路较为狡窄故欲任事愉快，无失业之忧。

首须有任事之能力与学识，燕京每届毕业生之能

先期被人争聘，盖因历届毕业生就业后能予社会

以良好之印象。反之，毕业后不能就业者，当求

其不能就业之原因，不必怨天尤人，而惟责之于

己，自已有能力，又何愁无饭吃。至于失业之救

济，则为另一种社会问题，使失业者有业，亦社

会应尽之责任。（天津《大公报》，1934/11/05）

胡适畅谈敎育问题 对考铨会议感想颇良好

胡氏首对此次考铨会之经过表示满意，谓此

次会议，就 会效率而言，实有重大之进步，会

议期间为四日，而讨论通过提案将近百件之多，

可谓无丝毫时间之浪费。考试院及各机关在大会

以前二月期间，曾举行预备会议，将大会中应讨

论之重要议题，先行寄发各省市及应派代表出席

之各大学，事先对于讨论事项详为研究，故各地

代表到会后，对于议题已有充分认识。计第一日

大会后，即分为两类六组 审查会，第二第三

两日提案审查完毕，第四日再 大会，将全部提

案讨论通过，第五日仅行闭幕典礼，其 会效率

之大，实属惊人。出席代表除四川因刘湘辞职，

省府无人主持，电请中央免派代表，及广东未有

代表参加外，其余边远省分均行参加，结果出人

意外。

考选类要案。胡氏谈此次考铨会之重要决议，

在考选类方面，有四项决定，关系重大。㊀国家

考试与学校课程应有相当联络，内分三大原则，

普通考试科目程度与中学课程联络，

高等考试科目程度与大学课程联络，及普通与高

等考试科目内容，应由考试院规定客观范围，即

每二年内由考试院对于每种科目指定几种基本参

考书，以为考试范围。㊁专门技术人员考试，现

决以专门科目为第一试，以口试及党义等笔试为

第二试，前者之成绩占总成绩百分之七十，此为

最公平之改革。㊂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此

为工程师律师等之考试，以后统由考试院考试，

及格后，始发给证明书，使之从业。㊃专科以上

学校毕业考试，由国家主持，原则上已决定由民

国二十七年实行，因过去毕业考试系由学校主持，

而国家考试则系由考试院主持，故总希望毕业考

试之科目由国家承认不再重考，以免重复。现各

校毕业考试均系美国制度，为最末学期考试，而

课程至最末学期时，均系选科，而不重要。若国

家承认毕业考试，则不应如此，或于学期考试外

另由国家主持毕业考试，或四年八学期考试，均

由政府人员主持，原则上虽如此决定，而详细办

法则待敎育部与考试院商决。至铨叙类方面则以

严密考绩制度及各省设铨叙分会二案为最重要，

前者规定各机关每年举行考试一次，裁汰不及格

者百分之四，同时每年举行公务员考试一次，递

补新进人物，此案讨论时间最为长久。

大学生职业。记者询问对于江南学风之印象，

胡氏答称，在京沪时间虽比较长久，但因 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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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无暇注意及此，故无意见发表。记者旋询问

学术咨询处工作进行状况，胡氏称，该处由前北

大敎授程振基主持办理，但未得机缘参观。继称，

学生毕业后之职业问题，决非组织起来即可有饭

吃，且亦非待社会改良后，即有饭吃。学校造就

人才，只能顾到国家及文化前途远大方面，决难

顾到各个人才之需要，如研究印度梵文及希腊文

字，相信难有出路，但为国家文化前途计，学校

对此项人才必须培养与鼔励，而不应以暂时之有

用与否为标准，如现在国家需要理料人才，即看

不起文科法科，实由于眼光过短。胡氏并引证称，

欧美各国对培养大法学家.法官等不遗余力，政治

方面由上至下均在法学家手中，而法律家法官亦

被视为社会高等领袖，如此政治方上轨道，实与

国家法治精神及秩序均有莫大关系。氏并谓，改

革大学敎育，因中国大学太年轻，不必谈改革，

应试办几十年再看，如美国哈佛大学有三百年历

史，莫斯科和哥伦比亚两大学有一百八十五年历

史，义大利和巴黎大学均有千年历史，牛津大学

有八九百年历史，欧洲有五百年历史之大学甚多，

而中国最老之北京大学则只有三十六年历史，其

余当更年轻。中国大学刚才 始，成绩尚难看出，

又由何改起？谈至此，记者更询对于读经意见，

胡氏谓此系各时代所同有之思想反动，应不足怪。

再询问对复兴文言问题作何感想，氏谓，现主张

复兴文言者均非通文言者，此反时代之运动，必

无成功可能，吾等不必为此种运动所震动云云。

（天津《大公报》，1934/11/15）

中国哲学会第二届年会上的欢迎词

中国哲学年会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宴会厅举行，

参加人员六十余人，胡适主席，并致 会辞，代

表北大对各参加人员表示欢迎。并谓闻去年有某

位中国哲学家到欧洲与欧洲某大哲学家相遇，询

以中国有无第一流聪明人才从事哲学研究？答复

如何？未得而知，但每一种高深学问，如无聪明

人才加入研讨，其前途必表现枯叶暗淡。中国哲

学界情形如何于此实有重大关系。今日第二届年

会举行之期，希大家对能力与工作，多加反省云。

次冯友兰报告会议筹备经过及各方寄来函电后，

始论文宣读讨论，午后继续宣读讨论，共宣讨

论文十篇。（天津《大公报》，1936/04/05）

胡适就北平图书馆钞善本案真相谈话

近日报载北平图书馆二三馆员为东方文化会

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并偷抄摄影馆中珍本费

籍，且有益售等情，又涉及北大教授等事，记者

昨访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氏，及北大文学院院

长胡适氏，胡适谈话如次：“北大从来不干涉教员

的学术工作，更不问他们的学术文字在何处发表，

从前有一两位讲师，曾为东方文化会编撰某项专

门书目提要若干篇，这不过等于我们在日本杂志

上发表文章，本来并不奇怪 我知道这几位先生，

因朋友的劝吿，已不继续了。”（天津《大公报》，

1937/05/19）

在中国敎育学会第四届年会与中华儿童敎育社第七届年会上的讲演

本人对敎育学会为最新加入会员，无讲话资

格。本人对敎育向来自认为外行，不敢讲话，因

被主席临时绑票，无已，且说几句希望的话。本

人对中国敎育目前希望的第一点，即盼望大家赶

快恢复已往敎育界对敎育的信仰。三十年前，国

人一致迷信敎育为救国无上良策，以为德之胜法

以及日之胜俄，均为数育所收良效。山东武训，

一生乞讨办学，足证已往国人迷信敎育之深切。

惜近若干年来，因受政治影响，国人思想发生变

迁，常有谓敎育培养出若干易于投机摇动之知识

分子，足以阻扰或影响革命救国大业，不必定须

受高深敎育者乃能胜任，以是国人迷信敎育之风，

大为减弱。现在无论德国或俄国之反动政治国家，

亦颇抓着敎育为训练民众之重要工具，足证国人

已往对敎育迷信狂热，并不错误。目前国家在百

分危急之时，至少敎育界应早努力恢复昔日之敎

育信仰。第二点，年会中集各种敎育理论与实行

专家于一堂，应对中国今日所急切要求之敎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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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所发挥和贡献，以期早日完成中国自有之敎

育哲学理论。依中外已往历史观察，哲举家即敎

育家，敎育家亦即哲学家。中国之孔子、朱子、

王阳明与外国亚里士多德等莫不皆然，《三字经》

与《论语》起首数语，“人之初，性本善”与“学

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均含有至深之敎育哲学意

味。中国今日究竟需要何种敎育哲学，正待大家

讨论贡献，但如我们自己找不出象样的合用的敎

育哲学，则外来的某种敎育哲学，将必代而出之，

故今日势不能不积极的作此打算，要作，则必须

从小学儿童敎育以至大学敎育，由各专家学者公

讨论，集思广益，以求得一健全完整体系，供

诸宣传与实行云。（天津《大公报》，1937/7/8）

胡适对选举发表意见

北平市政府以参议员选举在即，为提高市民

竞选兴趣及奠定民治之基础，十七日下午四时在

市府邀请平市各大学校长，教授及文化界名流五

十余人，何市长致词称：希望文化界领导民众，

协助民众……胡适之校长发言，大意谓：国民党

执政三十余年，现已还攻于民，实行宪政。去年

本人参加国民代表大会时，已经看出政府的诚意。

前两天见到何市长的谈话，也十分眞诚。最几朋

友发起市民治促进会，与平津市政法治专家 诸君

讨论了一个“市治通则草案”，已寄至府参考。关

于两位市长日邀集的意思，我分同情，关于我对

选举 意见，日与几位专家研究，以 选名额较少

为宜，最好是五十人，七十人也还好，日前见报

战北平参议员名额就为一百零七人，嫌太多，不

易召集，如果可能最好是将代表人加七人之内。

其次关于目前大学校长教授多未加入教育会的组

织，将影响到选举……胡适之长并建议推聘市政

法律专组织选举技术的顾问或咨询团，何思源市

长当即宣布市府已准备聘家为顾问……（天津《大

公报》，1947/08/18）

胡适谈选副总统

记者二十七日叩询胡适博士关于副总统举的

见解。胡氏答称：“许多纠纷的发生,每次对于无

记名投票制度缺乏充分信心,我看了头两次副总

统选举,印象极好。第一次投票时,我还担任监察

职务,得到切近观察的机会,我看见秩序良好,且

绝无弊病,整个过程对于参与的同人实具有教育

的价値,吾人于此得强烈信怠,认清秘密投票,可

以充分保障选举的公平,任何外来压力或为贿赂

或为威胁均难生效,各投票人利用秘密投票的武

器,足可有效的抵抗或挫败任何外来不当的压力,

所以我盼望各位候选人和他们的助选人,都能对

于私密投点完全信赖,我更盼望将来多数投票的

结果,大家都要欣然接受。”（天津《大公报》，

1948/04/28）

五四运动廿九周年胡适指出靑年之路

 “五四”廿九周年纪念的早晨，记者找到了

“五四”运动的领导者胡适之先生。胡先生 头

就和记者肯定的说：“五四”运动是一个新思潮新

文化运动，当时并不是政治运动。”接着胡先生追

述当时的情形说：“那时我们觉得要想提倡新文化，

新思潮，就必须在非政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

基础，所以我们那时的主张是廿年不干政治，甚

至有人主张不谈政治。不谈政治是不可能的，但

我们很多人确实做到二十年不干政治，我个人就

是在五四运动的廿一年后才做外交官的。我们当

时极力的避 政治，但是政治却不能但 我们，

反之却来逼我们，以致五四运动慢慢成了带有政

治性的运动，各党派的领导人，都认为这是一种

伟大的力量，当时中山先生在给海外同志书中，

就曾说到学生力量的伟大，其他共产党和别的党

派，也都 始认识了靑年学生的力量。”

 “后来政治性就格外的加强了，这也许是好

的，也许是坏的，我不愿意评论，但文化的意义，

就慢慢的削弱了。我个人觉得这个政治化的运动

未免太早，因为力量实在不锋。三·九年以来，

我个人始终觉得政治的基础应该建筑在文化及思

潮的基础上，从文化方面去努力，现在还要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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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去努力。”胡先生低乎有些偃叹的说。

 谈到当时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胡先生对于

当前文字的复古，不禁愝系更深了。他对记者说，

现在的国民政府是革命政府，但革命政府的文吿

还是用文言，甚至比文言还要古老，就拿报纸来

说，数年来已经有很显著的进步，也有慢慢用白

话文写稿的，俱大多的报纸还是用文言，所以以

“白话文”为例，这已经有点对不起我们那时的

时代了，那时我们提倡白话文是在民国五年六年，

可是不到几年的功夫，各小学校的敎科书就都改

为了国语，民国十年的时候，白话文白话诗已经

是很普遍了。

最后胡先生指出靑年的路说：“从白话文时代

出来的人，要朝白话走；从新思潮时代出来的人，

要朝新思潮走，受过新文化敎育的人，我们要向

前走！五四时代一方面是破坏旧的，一方面是建

设新的，当时的口号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现在

这两方面都还要努力，我们要用努力来纪念五四，

不是单单 个会就算是纪念五四的”。（《申报》，

1948/05/05）

在上海北大同学会欢迎会上演词

北大校长胡适博士，出席国大公毕，于前夜

由京来沪。本市北大同学会，昨午假九江路伯乐

飯店举行聚餐会，欢迎胡氏演讲，由该会理事长

束云章主持，并报吿该会将捐献五十亿元，作为

今年十二月十七日母校五十大庆祝贺礼品。继由

胡氏致词，说明北大五十校庆，应该大事庆祝，

惟当此物力艰难之日，渠于北返后，将建议校庆

筹备会，今年校庆改为纯学术纪念，包括发行刋

物，学术展览。希望各地同学会捐款，在“不勉

强”，“不要敲竹杠”原则下进行，充作纸张印刷

费用。继称：“等到北大六十周年，天下太平时，

再有计划的庆祝一下”。胡氏次答复同学会某君询

问称：日前外传蒋主席希望渠参加竞选总统，并

将出任行政院长之说，是“半真半假”，后说尤为

不确。胡氏称：蒋主席对渠曾作数小时商谈，态

度诚恳可感，最后，“仍如老师放学生回家一样，

主席让我回北大去敎书”。某君继询胡氏：何以不

愿任总统，而愿继续任穷大学校长？胡氏笑答：

北大穷，北大同学穷，此正北大五十年来之光荣

历史，余之不能干政治，一则因病，一则我有自

知之明，只能当校长。盖余“无知，无能，无为”

以治校，学校诸事均由院长，系主任，敎授，分

劳任怨，如以之治国则不可。某君更请胡氏说明

其“不可”之理由，胡氏答称：“现在不宜发表，

让史书去评述”。（《申报》，1948 年 5 月 9 日）

胡适谈政治革新

南京记者团十九日午后赴北大,访胡适校长,

宾主间几次谈到行宪后的新改革要先从那方面做

起。胡氏认为每个国家政治均有其持续性,且有人

的因素在,突然一新人民耳目的大改革不可能,除

非是暴力革命或经济上有变更,行宪后能否有轰

轰烈烈的改革,他个人还看不出从那一方面来。总

统就职后,胡氏以国民的立场希望新政府对技术

机关用专门技术人员,给以全权，充足的经费与技

术的自由,不要像农林部一样来回送礼。立法不应

该专求一致,每院部一套部长，次长，司长,如考

试,就用不到一偭院,有的国家只是一个文官考试

委员会就够了。问民青两党右退出政府,会不会又

变成一党政府,胡氏说：这是小问题,不必谈。（天

津《大公报》，1948/05/20）

胡适再谈教育问题

胡适校长十九日与南京记者团谈教育问题说:

二十几年来学校里虽有三民主义课程,但党化程

度很浅,不能说是党化的教育制度。谈到教育改革,

应该根据八年抗战经验,大家好好讨论一番,我们

究竟需要那种教育。民国十一年改学制,我也参加

会议,中学级制,当时是希望每省一两个完整中学,

请好先生,教育学生。可是政府无力,于是一办中

学都自己办了两级,初中教员兼高中,程度低落了。

当时还决定了办职业学校,希望由中学往上分两

条路,训练青年技术,后来竟成单轨。北平市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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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偭中学,仅一偭市立职业学校。从十一年到现在

过去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很可惜,这并不是学

制有过错,是政府未办,私人无力。又谈到宪法上

规定敎育经费占全国总预算百分之十五一事,胡

氏说：这不可看做儿戏,但也不算多,台湾敎育经

费占百分之二十五,我们为甚么做不到？敎育是

一种投资,希望限要放远一点。北大各院每月吃饭

要三百亿,办公纔十四亿,你们看看！某记者问苦

胡先生当了敎育部长是不是还要提 

高敎育经费,胡氏说：敎育部长不会是我,我也当

不了部长。（天津《大公报》，1948/05/21）

胡适谈新阁

胡适校长对翁文灏氏及新政院的看法,据胡

氏称：翁氏在四月底，五月初时也是被谈到之一

人,大家谈到的有张群，何应钦，王世杰，翁文灏

几个人,不过没有想到这次会这样顺利地就通过

了,我很高兴。这位新行政院长真是千呼万唤始出

来。他是世界知名的学者,他将来对国家一定会从

大处着手,他虽是国民党的中委,但至少全国的知

识分子都会认为他是没有党派的人，他的学术地

位很高,知识分子一定很欢迎他的。我想世界的学

术界听到这个消息,也一定很高兴。记者再询及胡

氏点翁氏组阁的展望。他说：当然,朋友们都很佩

服他的勇气,因为这件事是要有勇气才肯担负的。

翁先生他很心真诚的,我们很信任他,现在要看看

他的内阁人选怎样,我们对他是有信心的,我想他

所的政策一定不会使人失望的。最后记者又向胡

氏询及他对美国扶助日本的看法。他说：我相信

美国不致胡涂到要恢复日本的武装和侵略力量,

今天美国扶助日本只是要使他们恢复一部工业,

用他们的生产来换取收入,养活他们自己。（天津

《大公报》，1948/05/26）

胡适谈话：戡建会无成立必要国代不应支取岁费

胡适顷对戡乱建国委会应否成立，及国代应

否支岁费，曁应否召 国大问题，发表评论称：

目前情形下，戡乱建国委会实无成立必要，此机

构之成立，对戡建工作进行并无补益。至国代岁

费，本人亦认为绝对不应支取，□国代均系社会

有地位人士，其本身已有职业，有固定收入，不

应再向政府取薪，增加人民负担。至召 临时国

大，商议修宪，更无必要，一部宪法好坏，必须

经过相当时期的实验，才知能道它的长短利弊，

然后才能着手修改。我们的宪法，才实行几个月，

利弊未见，就要召 临时国大，实在不妥当。（《申

报》，1948 年 7 月 30 日）

胡适在中国亚洲关系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演

继由胡适致词，谓去年新德里 会有廿八个

国家与会，我国有杭立武次长等出席，明年 会，

我国须作主人，故积极组成此会。本人当大学敎

授卅一年，任大学校长两年，就敎育立场言，对

中国亚洲关系协会贡献二项意见：㊀中国为世界

大国，五强之一，在亚洲为最老大国家，而全国

大学，对亚洲各国，如缅甸，印度，安南，朝鲜

之文字语言历史，未曾设有科系研究，以谋沟通，

增进了解。以印度论，据调査人口确数，有四万

万人，语言文化未通，殊为遗憾。北大自成立东

方语文学系，研究印度梵文以来，回敎已资送学

生入学。希望政府重视此事，因促进亚洲国家之

合作了解，必须为东方语言文字历史培育人才。

㊁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被打倒，民族得

解放生存自立，我侨胞在外，以劳苦血汗所得谋

生活，往往遭误解，忍辱受苦。欲救其弊，惟有

从增进亚洲各国民族间的了解办法，最为彻底，

可以改善。故本人认为本会非国际间外交应酬门

面之事，乃关系亚洲各国，因此可以增进了解，

为和平繁荣之基石。（《申报》，1948 年 10 月 9 日）

（魏明明：自由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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