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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化转型的几个重要问题
——在“全球化视域下的近代中华文化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耿云志 

这个会议的内容，与我的工作有很密切的关

系，所以，我特地来参加，想听听各位的高见。

我在十多年前，带领一些中青年学者完成了一项

社科院的重大课题，就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

究”，一共有九卷书，于 2008 年出版。此书比较

系统地表达了我们一些新的想法。所以颇引起学

界的关注。其中《导论》一卷是我写的。现在这

本《导论》，已经有英文版和韩文版，西班牙文版

和阿拉伯文板，也 始翻译。可见大家很重视，

它反映了改革 放以来我们中国学者在这个重要

问题上，所达到的新的研究水准。

我今天在这里要讲的，包括我十多年前写上

述那部书的时候的一些想法，也包括这十多年来，

继续思考所得的一些体会，提出来供大家批评。

我想谈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文化转型为什么会发生？怎样

才算基本完成转型？

这个问题可用八个字来回答：即，文化转型

“起于政治，终于政治”。这话怎么讲呢？就是说，

人们意识到文化须要根本性的变革的时候，都是

在政治发生危机的时候。而文化转型的完成，须

在政治变革完成，社会走上了平稳健全发展的轨

道之时。

在中国历史上， 重要的文化转型有两次：

一次是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一次是从清末到现在。 

先说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是诸侯并立，互

相竞争，思想文化自由发展，百家争胜。到战国

时候，各诸侯国互相争夺，战争连年不断。思想

文化，学说并立，争论不休，人民感到没有标准

可循。总之，这是一个混乱和战争的年代，同时

也是思想混乱、学说纷纭、处士横议的年代。人

民患苦，希望统一安定。而这时各诸侯国都只想

保住自家封地，得便时，还想吞噬一点别人的土

地。这时，只有秦国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

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贾谊《过秦论》）。

其他六国曾想“合纵”，共同对付秦国。但人心不

齐，一败涂地，终于被秦国各个击破，归于统一，

成大一统局面。这个大变化，到汉代才算安定下

来，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新制度。人民得以安定

下来，赢得汉唐数百年的文化繁荣。

在近代，就更加明显。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军事不修，强敌来侵，

全无抵抗之力，从鸦片战争失败起直到 1900 年的

八国联军，连连败绩，割地赔款，人民负担空前

加重。完全是国将不国的状态。这时，人们才从

思想上逐渐觉醒，觉出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文化

都有根本改革的必要。辛亥革命结束了王朝体制，

成立共和国。然而，人们很快发现，由于文化转

型远未到位，共和只是一块招牌，人们的思想、

文化没有起根本变化，于是乃有新文化运动起来，

随后又有新的革命起来，这个转型过程至今没有

完成，所以，改革还在继续。什么时候中国的一

套新的制度完全成熟了，人民安居乐业，才会再

度迎来数百年的文化繁荣。

第二个问题，文化转型 重要的机制是什

么？

通过我个人的研究，我觉得，近代文化转型

的的 大关键是要形成一个越来越广阔的公共社

会文化空间。这个想法，就是在我写作《近代中

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的过程中形成起来的。我

记得，当时我把这个想法同几个朋友谈起的时候，

对方完全不能理解。我颇有点失望，但这丝毫没

有动摇我的想法。经过这些年来的继续研究和思

考，我更加坚信我的想法是对的。

在古代社会，社会组织结构单一化，全体人

民都以吏为师。人民的知识、信息来源基本都是

自上而下灌输下来的。很难有不同的意见发生。

可视为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只有说书场、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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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之类，文人办的书院，可以自由讲学，也可

勉强算是一种公共文化空间。这些都是极其狭小

的，影响力更是非常有限的，它们完全不可能发

挥改造文化、改造社会的作用。

近代社会就不同了，近代产业发展，人口向

城市集中，产生了众多的社会需求。报纸产生了，

新式学校产生了，公共图书馆产生了，后来广播

也产生了。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大部分是属于民

间的，不是官方的，因而，知识、信息的渠道就

多元化了，各种思想、学说、主张都可以借着这

些公共文化空间去发声，去传播。人民可以从官

方之外，做出自己的选择。这就给社会政治及文

化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 终哪种政治，哪种文

化适应了大多数的需要，那种政治，那种文化便

可能被选择为新的主流。社会与文化就走上新的

轨道。经过一个时期的成长、完善就会完成社会

政治与文化的转型。

第三个问题，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趋向是什

么？

这个问题，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起，

在许多文章里都谈过，我就不多讲了。简单地说，

就是走世界化和发展个性的路。沿着这个方向走，

我们就 终能够实现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完成

这个转型的标志，我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

导论》一书里说，就是从中古的与大一统的中央

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文化，转变到与现

代的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文化。

第四个问题，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传统会

怎样？

现在，铺天盖地讲传统，却未见有人说一下，

传统到底是什么？它在哪里？既然还没有人做清

楚地说明，让我把三十二年前（1987）写的《论

传统》的一篇文章所做的界说引在这里：我说：“传

统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累代传承下来的，凝结

在其文化中，长久地制约着和规范着人们的思想、

行为和情操的那些东西。”这样的传统，它存在哪

里？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关于本位文化建设的争

论中。胡适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说法。他说：“文化

各方面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

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这就是古

今来无数老成持重的人们所恐怕要陨灭的“中国

本位”。这个本位就是在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之

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无

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

有毁灭的危险的。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

学术无论如何改观，政治制度无论如何翻造，日

本人还只是日本人，中国人还只是中国人。”（胡

適：《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胡適

論學近著》第一集，第 555 頁。） 

这里说的文化本位，其实也就是指的传统。

这个传统，不在古人的书本里，也不在今人的口

号里，而是在那无数无数的人民的生活实践中。

有了这种认识，就不会担心在文化转型过程中会

失掉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所以对待传统的态度

是一个中心的问题。我在上引的三十二年前的那

篇文章里有一段话，放在这里正合适。我说：“我

们的目标是向着未来，我们的任务是把过去同未

来连接起来。没有上帝为我们铺好通向未来的平

坦大路。从传统到未来，我们会遇到各种困难和

挑战。……无论是对待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都

应持一种研究的态度，评判的眼光，分析的方法。

迷信传统文化，成为古人的奴隶；迷信外来文化，

成为洋人的奴隶。美好的未来绝不是靠一群奴隶

能建造得起来的。传统是前人创建起来的，是已

成的东西。未来才完全属于我们。聪明的人，利

用传统，创造未来；愚蠢的人把自己捆绑在传统

上。我想起英国大诗人拜伦的一首诗。他说：“世

界好比一捆干草，人们像驴子一样驮着它走。各

人驮的方法不同， 蠢笨的是约翰牛。”那个时候，

拜伦不满意英国的现实，说它是“ 蠢笨的约翰

牛”。我们把传统比作一捆干草，可把拜伦的诗，

改成这样：“传统好比一捆干草，人们像驴子一样

驮着它走。各人驮的方法不同。聪明的人把干草

化成养料，轻松地走向未来；愚蠢的人把干草当

作祖传的珍宝背在肩上，永远是沉重的负担。”

以上发言，匆匆草成，请大家批评指正。

2019，8，23，兰州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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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蒋介石“政治顾问”拉铁摩尔：
胡适 1949 年 10 月 20 日致弗里茨夫人信札考释 

吴景键 

1949 年去国赴美是胡适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点，素为史学研究者所注意。然而遗憾的是，这

一关键年份保存下来的一手史料却相对比较匮乏。

2020 年 3 月，笔者在耶鲁大学拜内克古籍善本图

书馆（Yale 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所藏伯娜丁·索尔德·弗里茨（Bernardine

Szold-Fritz）档案中偶见一封此前未见著录的胡适

1949 年 10 月 20 日信札。这封信札的发现对于我

们了解胡适此时期的思想动态或有一定帮助。 

信件上款人伯娜丁·索尔德·弗里茨是上海

新丰洋行合伙人切斯特·弗里茨（Chester Fritz）

的夫人，在 1930 年代的上海文化圈内以喜爱举办

沙龙著称，故有“花厅夫人”之称。
1
邵洵美和美

国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的初次相识便是在弗

里茨夫人家的一场沙龙上。
2
而胡适也是通过此时

期类似的一个文化沙龙活动认识了弗里茨夫人。
3
 

自 1930 年以降，胡适应与弗里茨夫人一直有

着书信往来，
4
但可惜的是，耶鲁大学所藏弗里茨

夫人档案中目前仅存有一封胡适 1949 年 10 月 20

日来函。信件原文如下（下划线为胡适自己所加）： 

 Oct 20, 1949 

Dear Bernadine: 

Many thanks for your letter dated Oct. 4. You 

are just the same Bernadine who gets “disturbed” on 

behalf of your unjustly victimized friends! More 

power to you! 

I do not know Mr. Bertrand C. Wolfe, have 

never met him, and never corresponded with him. 

In fact, I have never written to any one saying 

that Mr. Owen Lattimore was not an advisor and was 

“not permitted to see Chiang.” (Quotation is from 

your letter). The fact is that I have not written any 

letter to any body on the question of Owen’s 

appointment, because I really know nothing of the 

matter — —  I was not consulted before the 

appointment and I left the Embassy in 1942, not long 

after Owen went to China.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wrote to any one on this 

question. 

Pardon me for the delay in replying. I have not 

been quite well for some time. I am much better now. 

Best wishes from your friend. 

Hu Shih 

译文如下： 

 1949 年 10 月 20 日 

亲爱的伯娜丁： 

   非常感谢你十月四日的来信。你还是当年那

个愿为自己无端遭难（unjustly victimized）的朋友

而“自讨苦吃”（disturbed）的伯娜丁！愿你成功

（More power to you）！

我并不认识伯特兰·伍尔夫先生（Mr. Bertrand 

C. Wolfe），从没见过他，也未曾与他通信。

   事实上，我从未写信告诉任何人说，拉铁摩

尔先生不是蒋的顾问，且“不被允许见蒋” （你

信中的原话）。实际情况是，我从未就拉铁摩尔先

生的任命问题给任何人写过任何信，因为我对此

确实一无所知——在此任命前没有人咨询过我的

意见，而我 1942 年在拉铁摩尔启程前往中国后不

久就卸去了使馆职务。 

    这是我头一次就此问题写信给别人。 

   请原谅我拖了很久才回复，因为我这段时间

感到不太舒服，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 

    来自您朋友的真挚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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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 

胡适作此信的主要目的是要澄清坊间流传的

一则其对蒋介石“政治顾问”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评价。由于未见弗里茨夫人的去函

内容，我们只能从此信的前两段做一番大致还原：

一个叫伯特兰·伍尔夫的人声称其与胡适相熟，
5
并

向弗里茨夫人表示，胡适曾在给他的信中提到拉

铁摩尔并非蒋介石的顾问，且“不被允许见蒋”。

而弗里茨夫人显然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伍尔夫有

诬谤胡适之嫌，故致信向胡适求证。因此，胡适

才会有信件 头那句感谢的话——“你还是当年

那个愿为自己无端遭难的朋友而‘自讨苦吃’的

伯娜丁”，而此处“无端遭难的朋友”不是别人，

应该就是指胡适自己。 

而胡适之所以感到有必要予以澄清，是因为

拉铁摩尔 1941 年获任蒋介石“政治顾问”可算是

中美关系史上相当重要的一个事件。正如齐锡生

教授在《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

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一书中所

言，“拉铁摩尔事件代表中国政府的一种重要努力，

企图运用亲密的个人关系去加强中美的官方关

系。”
6
中方本意是希望通过任命一位在白宫有影响

力的政治人物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从而搭建

起中美外交的隐秘战线；但美国方面却误以为中

方只是想要一名专家指导其进行改革，故而派出

了与罗斯福并无任何私交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教授拉铁摩尔。对于拉铁摩尔的任命，时任国民

政府驻美大使的胡适确实是“一无所知”，也的确

没有人咨询其意见，因为整个事情的运作完全是

在蒋介石——宋子文——罗斯福总统助理劳克

林·居里（Lauchlin Currie）三人间秘密展 。
7
对

此，罗伯特·纽曼（Robert Newman）在《拉铁摩

尔与美国“失去”中国》(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一书中也曾提到，“中国驻美大使

胡适后来向联邦调查局抱怨说，整件事情都是秘

密进行的，他自己还是从一个下属那里听说了这

一任命，而那位下属刚好在一次宴会上碰到了居

里先生。”
8
 

不过，胡适“头一次就此问题写信给别人”

并不仅仅是为了表明自己“一无所知”而已，他

更重要的目的其实是借澄清此事维护蒋介石政权

在美的声誉，而这其实也正是他此阶段旅美的一

个重要使命。
9
因为美国朝野此时对蒋介石政权的

一大批评便是蒋介石心胸狭隘，无法容忍包括拉

铁摩尔在内的美国顾问。而如果此时由胡适出面

证明拉铁摩尔甚至“不被允许见蒋”，那无疑就等

于坐实了这一指控。因此，胡适此信表面只是在

澄清从伯特兰·伍尔夫处流出的一则关于其评价

拉铁摩尔的谣言，但在更深层次则是要努力打消

美国方面对于蒋介石的不满。而这一过程中的种

种遭际，或才是胡适“这段时间感到不太舒服”

的真正原因所在。 

（作者系耶鲁大学博士生）

1 邵洵美：“花厅夫人”，载《时代》第 4 卷第 7 期（1933

年）。
2 弗里茨夫人 1930 年代在上海文化界的活动，可参见[加]

高泰若：《项美丽与海上名流》，刘晓溪译，新星出版社 2018

年版。
3 见《胡适日记全编（五）》，1930 年 1 月 30 日，曹伯言

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49-50 页。 
4 根据胡适档案检索系统显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

究所藏有至少四封弗里茨夫人致胡适函件。
5 遗憾的是，笔者并未考证出伯特兰·伍尔夫（Bertrand C. 

Wolfe）的具体身份，在胡适日记和往来书信中也从未出现

过这个名字。与之拼写相近且有可能相关的是美国托派学

者 Bertram D. Wolfe (1896-1977)，但胡适将 Bertram D. 

Wolfe 误写成 Bertrand C. Wolfe 的概率似也不大。此处尚

留待方家指正。 
6 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

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69 页。 
7 拉铁摩尔任命的详细经过，见齐锡生，同上注，第357-371

页。 
8 Robert P. Newman, 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59.
9 参见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四部：国师策士

（1932-1962）》，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18 年版，第 451-6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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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1928 年 1 月 23 日胡适致孙伏园函

夏  寅 

原信：

伏园兄

送上戴震一篇。匆匆增入七页，可为“中篇”，

吴稚晖一篇尚未修改也。

适之

旧历元旦一时半

跋语：

胡适《中国近三百年的四个思想家》一文，

由古及今地评述了四位他眼中的“反理学的思想

家”，即顾炎武、颜元、戴震和吴敬恒（稚晖）。

四人各占一节，再加上 头的“引子”，全文共五

节，连载于上海《贡献》旬刊 1928 年 1 月 25 日

第 6 期、2 月 5 日第 7 期和 2 月 15 日第 8 期。前

三节为上篇，末两节“戴震”和“吴敬恒”分别

为中篇和下篇。

上面这封未入集的短简，就以影印的形式

于“戴震”一节之末，称之为“佚信”可也。所

署日期为“旧历元旦”，即公历 1928 年 1 月 23 日。

影印此简，显然是刊物主持者孙伏园编辑技巧之

体现：一面参差了版面的形式，好丰富读者阅读

的兴味；一面也显示自己和胡适这样的闻人有交

情，为杂志增添声光。此外，它还为我们了解胡

适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和成文经过，提供了有益

的信息。

文章雏形是胡适 1927 年 12 月在上海东亚同

文书院演讲的底稿。首次连载时，有他写于 1928

年 1 月 7 日的按语加以交代： 

这是我十二月中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讲

演的底稿。底稿是为铃木择郎先生口译时的

便利而写出的，故只有一个纲要，与重要的

引语；文字上全不讲究，本不值得发表。只

因近日上海报纸上已有几次零碎的记录，有

许多朋友常问起这些演稿，今天伏园又来问

我要稿子，我姑且把这稿子送给他发表。1 

其时孙、胡皆居上海，此稿为孙伏园亲自上门邀

得。孙于 1910 年代末入北大国文系就读，其时胡

适正在该系任教，两人年齿相若，当有交往。毕

业后，孙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等京中名刊

的主编，与胡适常有文字往还。1926 年孙氏出京

南下前，身为“语丝社”社员之一，又是浙江绍

兴人，他与周氏兄弟等人的关系更深厚密切，也

分享了较多思想共识，但和胡适的私交也不算坏。

《贡献》之创刊，起于 1927 年孙伏园、孙福熙兄

弟与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交恶。该书局由双方在

1925 年共建，孙氏兄弟对其经营投入甚深。冲突

内情暂难确知，但后果是很清楚的：孙伏园退股，

与乃弟另办嘤嘤书屋，出版《贡献》旬刊，2利用

自己在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等刊物时攒下的人

脉，向各方面社会名流邀稿（尤其是蔡元培、李

石曾、汪精卫、曾仲鸣等有政党背景者），胡适自

然也在其中。

根据这封影印短简和文末“一九二八，二，

七，改定稿”字样，可知《中国近三百年的四个

思想家》一文的写作，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1 月

7 日，孙伏园从胡适处得到的底稿，应为讲稿粗糙

简要的原初形态——“只有一个纲要，与重要的

引语；文字上全不讲究”，包含“引子”、“顾炎武”、

“颜元”三节，是为“上篇”。交出这部分文稿后，

胡适又在十数日中“匆匆”增补“戴震”部分，

于 1 月 23 日凌晨蒇事，是为“中篇”。胡适治戴

震有年，1927 年 10 月刚刚出版了《戴东原的哲学》

单行本，这部分想必写得驾轻就熟。末论吴稚晖

的一节，则是至迟于 2 月 7 日才修改定稿的。正

因如此，这篇文章才呈现出略前详后、畸轻畸重

的特点。

全文见刊后，胡适专门将文章“校改稿”寄

给吴稚晖，并附函一通，内云：“（文章）前半只

存大意，戴氏一讲略有增改，稍近讲演时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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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关于  先生的一讲则系今年旧历新年里所改作，

比原稿多出不止一倍。”3意在表明，关于吴氏的部

分是他精心结撰成文的。吴稚晖得信作复后，两

人又通了一轮信。4胡适专门录存了自己发出的两

封，多少反映了他在面对这位以滑稽多变著称的

国民党元老时，态度之郑重不苟。

分析这几封信并非本文的任务，不过胡适措

辞中混合着谦敬与自持的复杂态度，却是不难察

觉的。他一面以后辈自居，执礼甚恭，对吴稚晖

“反理学”的“文化史观”表以推崇，一面却不

惮触彼之怒，故意提及吴写信吹捧杨虎杀陈延年

（陈独秀之子）的尴尬事，隐然有责备之意，表

明在向后者求取思想和立场上的基本认同之馀，

也另有自己的主张需要强调和坚持。这或许意味

着，面对“北伐”和“清党”后的新局面，胡适

自美回国后，经过半年的调适和观察，尽管还不

无疑虑，但已 始从文化理想方面，寻找与当道

者可能存在的相通点。因此他对吴稚晖在“清党”

中的表现仍表示“颇能谅解”，并愿意将来有所合

作——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做一点努力”。

1930 年春，胡适将六年来的散文结集为《胡

适文存三集》。《中国近三百年的四个思想家》一

文收在卷二，且易名为“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

较之刊登在《贡献》上的版本，除了文首按语有

所更换之外，全文几乎未作修改。文末保留的

“1928，2，7 改定稿”几个字，也给人造成了两

版正文相同的印象。但实际上，胡适还是进行了

一处明显且关键的修改，即“吴敬恒（稚晖）”一

节 头的一段总评性文字。两个版本都谈到吴稚

晖在南菁书院看到“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八个

字而受到的触动，“《贡献》版”加以引申道：

他一生的行为，都可以说是实践这八个

字。……

他在思想上也只是实践那“实事求是，

莫作调人”的精神。今日中国的思想家之中，

只有他可说是曾经澈底思想过．．．．．，澈底说出来．．．．．

的．。“澈底”就是“实事求是，不作调人”。 

他又是个富于文学天才的人，能用最诙

谐，最痛快的文章发表他的思想。5 

而在《胡适文存三集》中，这段话变成了：

“实事求是，莫作调人”是一种澈底的

精神，只认得真理的是非，而不肯随顺调和。

近几十年来，国内学者大都是受生计的压迫，

或政治的影响，都不能有澈底思想的机会。

吴稚晖先生自己能过很刻苦的生活，酬应绝

少，故能把一些大问题细细想过，寻出一些

比较有系统的答案。在近年的中国思想家之

中，以我个人所知而论，他要算是很能澈底

的了。6 

两相对比，前者是简单直截、热情洋溢的称颂；

后者虽仍表彰这八个字所代表的“澈底的精神”，

但显然已不把吴稚晖直接认定为这种精神的忠诚

践行者——相较于那些“随顺调和”的侪辈，他

尚能够寻出一些“比较”有系统的答案，“要算是”

很能澈底（“很能澈底”不如“很澈底”）的一个

思想者而已。

从这些限制性、有保留的用词之中，我们不

难察觉胡适降低文章调门的努力。这或许是由于

文章发表场所发生变化，胡适有意调整了措辞中

有涉吹捧的过火之处，增强其作为“著作”的严

肃性；又或者是经过一年多的观察，胡适心中减

少了对吴稚晖的尊敬，故评价亦有所下调。无论

如何，这都说明，即使是一篇看似学术性的论文，

在其文本的写作、修改、刊登、入集等环节的背

后，仍有些值得追究和探明的语境性的东西，未

可轻易地将某一版本作为“定本”来接受。这也

许就是这则短简可能给予读者的启示。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1 胡适：《中国近三百年的四个思想家》，《贡献》1928 年 1

月 25 日第 6 期、2 月 5 日第 7 期、2 月 15 日第 8 期。 
2 陈树萍：《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上海三联

书店，2008 年，第 238–240 页；1927 年 7 月 28 日、12

月 26 日鲁迅致章廷谦函，《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 8 卷，

止庵、王世家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41、

557–558 页。 
3 1928 年 2 月 28 日胡适致吴稚晖函（稿），《胡适来往书

信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334 页。 
4 1928 年 3 月 4 日吴稚晖致胡适函，3 月 6 日胡适致吴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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晖函（稿），3月 10日吴稚晖致胡适函，《胡适来往书信选》，

第 336–340 页。 
5 胡适：《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四个思想家》。着重号为原文

所有。
6 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胡适文存三集》，上海：

亚东图书馆，1930 年，第 151 页。 

《胡适中文书信集》中两封信的考证

林建刚 

目前关于胡适的书信集，以台湾中央研究院

编的《胡适中文书信集》 为齐全。不过，《胡适

中文书信集》中收录的胡适书信，有些有系年上

的失误，如《胡适中文书信集》第三册第 770 页

胡适给赵元任、杨步伟的信，此信写于 1950 年 1

月 6 日而非 1949 年 1 月 6日；有些是书信中的错

字让人不知所措，如《胡适中文书信集》第四册

第 35 页胡适给杨联陞的信中写道：“好久没见《通

报》了，故没有知道得蜜味与戴文达的骂人。”这

里的“得蜜味”，似应注明为戴密微。还有些书信，

没有给出收信人的名字，其实，只要稍加考证，

致信人就很清楚了。下面两封信，一封考证具体

的系年，一封考证致信人之名。 

一、系年考证 

《胡适中文书信集 2》中，有一封 1925 年 5

月 13 日胡适致天行的信。如下： 

天行先生： 

来函收悉。 

承赠《新文学月刊》一册，谢谢。但书

尚未收到，想是书包比函件要慢一点的原故。 

先生欲我写点文字登在贵刊上，我近来

实在忙得太苦，离平半月，诸务丛积，而阁

下文债，至今犹未理清。对于先生的厚意，

最近实难以应命，异日稍暇，当再图报命也。 

《独立评论》从第一百五十一期起已通

知发行处，每期寄奉十册。以后问于独立营

业上的接洽，请直寄 

北平后门慈慧殿北月雪胡同二号 

独立评论社 

匆匆奉复，即颂 

大安 

   胡适 

十四，五，十三 

（潘光哲 主编：《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

集 2》，台北市：中研院近史所 2018 年 10 月，第

12-13 页） 

熟悉《独立评论》的人根据此信内容，很容

易判断此信的系年有错。因为《独立评论》是 1932

年 5 月创刊的，此信系年则是 1925 年。根据这封

书信提供的信息，此信应该写于 1935 年 5 月 13

日。理由如下： 

第一，信中胡适所写“我近来实在忙得太苦，

离平半月”，与他在 1935 年的经历符合。1935 年

4 月 15 日清晨胡适离 北平，前往上海。胡适去

上海，主要是出席 1935 年 4 月 19 日在上海召

的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第十一次董事年会。（曹

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第 477 页。）或许是

因为过于忙碌操劳的缘故，胡适于 4 月 22 日病在

了上海，一直到 4 月底才回到北平。从 4 月 15 日

离平到四月底回到北平，时间上恰好为半个月。 

第二，信中胡适说“《独立评论》从第一百五

十一期起已通知发行处，每期寄奉十册”，而《独

立评论》151 期出版于 1935 年 5 月 19 日。根据这

封信，我们可以想到天行应该是要帮助胡适售卖

或者宣传《独立评论》，于是胡适就知会负责《独

立评论》发行的人，要他们从即将印行的 151 期

始，每期邮寄十册。 

第三，从收信人天行的信息，也可以证明这

封信的写作年月为 1935 年 5 月 13 日。这里的天

行，即史天行，又名史济行、史岩等等。此人被

鲁迅视作文坛骗子。他于 1935 年 2 月 28 日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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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现敝刊大致已告就绪，准在三月二十日

出创刊号。”（周海婴编, 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年 01 月第 1 版,第 166 页。） 

由此可知，天行的《新文学月刊》应该出版

在 1935 年 3 月 20 日。《新文学月刊》出版后，天

行邮寄给了胡适，并向其约稿，这才有了胡适的

这封回信。综合以上三点，可以判定，此信应写

于 1935 年 5 月 13 日。 

二、致信人之名考证 

《胡适中文书信集 3》有一封 1949 年 6 月 18

日胡适致某人函如下： 

○○○： 

《华侨日报》（六月十五）登出〈陈垣给

胡适的公开信〉，你看了没有？我盼望你能看

见此信，并盼望你能告诉我此信是不是伪造

的。 

此信第一段引我去年十二月十三夜讨论

《鄰苏老人年谱》的信末几句话，是完全真

的。问题是，此信全部是真的吗？援庵写此

信时，是自由人吗？ 

匆匆问安，并乞问恒先生安。 

  胡适 

卅八，七，二一 

（潘光哲 主编：《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

集 3》，台北市：中研院近史所 2018 年 10 月，第

792-793 页） 

要想考证此信是胡适写给谁的，关键的信息

是要知道“乞问恒先生安”中的恒先生为谁。这

方面，书信集的编辑在注释中给出了答案，这里

的恒先生，指的是执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东方部

的恒慕义，他是胡适的老朋友。知道了这一信息

后，我们可以判断，胡适致信之人肯定会经常跟

恒慕义见面，而在 1949 年 7 月左右经常跟恒慕义

见面的中国学者，应是袁同礼。此时的袁同礼，

在朝代鼎革之际，选择乘桴浮于海，并到美国华

盛顿国会图书馆工作。对袁同礼的境况，胡适是

很熟悉的。1949 年 4 月 26 日，胡适致信老妻江冬

秀说: 

你信上提起袁同礼先生，他一口气跑来

了，带了一家来，现在在华盛顿做事，赵先

生（赵元任）说他很苦，他想把两个孩子寄

在赵家，赵太太（杨步伟）不答应，所以他

一家都在东方。（潘光哲 主编：《胡适全集：

胡适中文书信集 3》，台北市：中研院近史所

2018 年 10 月，第 783 页） 

这里，胡适说袁同礼在华盛顿做事，其实就

是指他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工作。 后，需要

指出的一点是，胡适是 1948 年 12 月 15 日离 北

平的，而袁同礼则比胡适还要迟一点才离 北平。

袁又跟陈垣较熟，故胡适询问他关于陈垣写信的

真伪问题。袁同礼字守和，按胡适的习惯，这封

书信的○○○，应为守和兄。 

（作者现供职于重庆文理学院） 

胡适致“投稿青年”的一封佚信
——兼及苏州《明报》副刊主编施文龙之生平

肖伊绯 

1935 年 8 月 21 日，苏州《明报》第八版“葑

菲”副刊上，刊印了一通胡适致该刊主编施文龙

的信札影印件。据查，此信未曾收入《胡适全集》

及《胡适书信集》《胡适文集》等相关书籍，实

属“佚信”，颇为难得，弥足珍贵。 

为披露史料，便于考述，笔者不揣陋简，酌

加整理，转录此信原文如下： 

文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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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的信。 

关于你问的第一点，我现在寄两期《独

立评论》给你看。 

关于第二点，我劝你多读书，多读读文

学家作品。同时努力读通一国外国文。 

关于第三点，作品被拒绝，大抵是因为

文字不佳或思想太浅薄，千万不可专责主编

先生。责人是无益的；应该责自己。应该努

力求进步。好文章总有人赏识的。 

 胡适。 

   廿三，八，五 

最好是不要多投稿。有稿子，自己留着

看看，可以验自己的进步。较易发表文字，

是青年人一大病。 

此信以钢笔（硬笔）写于胡适专用稿纸之上，

落款署有明确的时间信息——1934 年 8 月 5 日。

遗憾的是，遍查《胡适年谱》《胡适书信集》等

相关书籍，均无关涉此信的任何信息；另查《胡

适日记》，自当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26 日的日记

均中断未记，更是没有线索可循。 

细观此信影印件，可知信文写毕之后，胡适

意犹未竟，还在信纸“天头”左上端加写了一段

话，劝诫之意非常清楚。仅从这百余字的信文内

容来考察，此信乃是胡适致一位当时急欲投稿发

表作品的青年作者——施文龙的回信。施氏可能

是向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投稿，但胡适不拟

录用，并为之劝诫道：“作品被拒绝，大抵是因

为文字不佳或思想太浅薄，千万不可专责主编先

生。” 

孰料，就胡适回信整整一年之后，施文龙从

一位“投稿青年”摇身一变，做起了苏州《明报》

的副刊主编，从此再无投稿不被录用的烦恼了。

有意思的是，这一社会角色的转变，始于 1935 年

8 月 21 日苏州《明报》第八版“葑菲”副刊版头

一侧的一行小启事，称“葑菲每月两次，一日，

由周绍典君主编，廿一日由施文龙陆寅生主编”；

也正是在这一天，施氏首次以副刊主编身份亮相

《明报》之际，刊印了这一通一年之前胡适劝诫

其少投稿、多学习的回信。 

故作标榜也罢，聊作自嘲也罢，施氏做了副

刊主编之后，即刻将那一通胡适回信发表了出来，

或许令当时的读者以及 80 年后如我辈后世读者，

都不禁颇感新奇。此时的施主编，与先前做“投

稿青年”时的境遇自不可同日而语，可实际上又

面临另一种困扰——稿源有限，好稿难求。一年

之后坐在主编的位置上的施氏，或许更能体会一

年之前给他回信的胡适之感慨罢。 

事实上，由其主编的半月一刊的“葑菲”副

刊，只勉强办至次年 2 月 21 日即告停刊（1935 年

11 月 21 日未出刊），统共只出刊六期。之后由陆

寅生等继续主编，约至 1936 年底停刊；抗战胜利

后，又于 1946 年 12 月复刊，至 1949 年之后再度

停刊。在“葑菲”副刊的主编历程中，施氏主编

的周期应是 为短暂的。 

在仅有的六期版面上，施氏与其共同主编副

刊的陆寅生，虽然几乎每期都要刊出征稿或招呼

文友求稿的启事，可却没什么效果； 终施、陆

二人几乎包办了所有的版面文章，稿源之有限，

可见一斑。 

至于施文龙的生平，因其在主编“葑菲”副

刊之后，几乎在南北文坛上未留下任何踪迹，所

以还只能在苏州《明报》及其“葑菲”副刊上寻

求线索。 

据查，施氏之名首度登上《明报》，乃是 1935

年 8 月 8 日；署以”文龙“之名的一篇散文《苏

州街头的黄昏》，当日刊发于范烟桥主编的“明

晶”副刊。从其行文语气，以及两次提及“苏州

人究竟比上海人高明”云云来看，施氏应当不是

苏州本地人，而是生于上海或其邻近区域的人。 

1935 年 10 月 21 日，“葑菲”副刊又刊发施

氏《月夜吟》现代诗一首，款署“于东大河滨”，

据以揣测，施氏当时可能正在东吴大学任教。1936

年 1 月 28 日，“葑菲”副刊版面之末，刊有一条

简短启事，称“文龙因有要事，离苏返家，大约

于一星期后可来苏……”，据此可知，施氏确非

苏州本地人。2 月 21 日，“葑菲”副刊见报的

后一期，刊发施氏所作《海与高尔基的创作》一

文，文中有大半篇幅的故乡生活之忆述，明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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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我的故乡，是在启东。那是在长江下游，崇

明岛对岸那一个小县”，透露了其出生地与家庭

均在启东县（今启东市）。 

据查，启东市地处长江入海口，三面环水，

形似半岛，是出江入海的重要门户。此地与上海

隔江相望，距浦东直线距离仅 50 多公里。1928 年

3 月，启东正式设立县治，是全国著名的“海洋经

济之乡”。施氏作为启东人，来写《海与高尔基

的创作》一文，文章立意虽属文学评论性质，可

情不自禁的用去了大半篇幅来描述启东海景及早

年海滨生活，亦是顺理成章、别具一格的罢。 

值得注意的是，施氏的文学活动及主编生涯，

虽然不算十分活跃，且时间短暂，可还是引起了

苏州周边地区一些学者及文教界人士的注意。 

就在“葑菲”副刊停办之后不久，当时在南

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即后来的南京大学)任教的

沈振中，于 1936 年 4 月 9日在苏州《明报》第九

版上撰发《一年来苏州的诗歌》一文，文中列举

多名当时身在苏州的现代诗人及其作品并逐一评

述，所列第四位即为施氏。文中这样写道： 

第四个是东吴的施文龙君。他做诗，读

诗，介绍诗都很努力。不过他写出的诗实在

也不多。他是启东人，启东在崇明小岛上，

长江的景物和大海的波涛对于他幼年的生活

是极有帮助的。他 家里很清苦，所以十几岁

时便流浪在外边。他在去年做的诗大根是些

吟咏景物，发泄情感的，有时还好，有时也

不行。……他自己现在所写的诗虽然也有新

的倾向，可是在内容上还是未能十分脱离旧

时的气氛。 

由此可见，施氏的诗文创作及其主编“葑菲”

副刊等文学活动，在当时的苏沪一带，还是有一

定影响力的。当然，获得的评价并不算高，或与

其年纪尚轻、学力、阅历与经验都不够丰富有关。

如此这般，也正应了胡适信中所劝诫的种种。 

令人无奈的是，仅就笔者所见，至沈文提及

施氏之后，再无相关线索可循，无从考索其于上

个世纪 30 年代之后的生涯行踪。也即是说，施氏

至此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失踪者”。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笔者即将搁笔之际，偶

然得观一套上海财经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的上海

奉贤区“贤文化”社区教育系列读本丛书，这一

套丛书的主编署名“施文龙”，不知是否即是当

年与胡适通信后来又做了“葑菲”副刊主编的那

一位“施文龙”？ 

（作者现居成都）

一个未能开启的记忆宝库
——读《胡适英文口述自传》两题

陈通造 

记忆不是固态的，也不是现成的，不是一句

“说吧，记忆”就能 启。《胡适英文口述自传》

（Th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Dr. Hu Shih）就是记

忆宝库未能 启的遗憾之作。尽管如此，这本书

仍是珍贵的，哪怕仅仅因为它来得太晚。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计划中留下的录

音及其整理文稿一直都以档案形式存在哥大，中

文世界能读到的是当年口述的整理者唐德刚先生

的译注版。唐氏的译和注喜好者很多，憎恶者也

不少，我就是其中之一。但无论好恶，没有原文

在手，终究无从置喙。 

据我翻查所见，在 2012 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出版英文本之前，1981 年前后曾有一份名为

China Study in History 的海外汉学刊物选登了文字

整理稿的一多半，由李又宁编辑刊发。李又宁为

连载写了一个简短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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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是几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哥大口

述史计划的工作方式，即胡适一人讲述，没有人

对话和追问。这种方式显然有利有弊，我以为更

为妥当的做法是预先和受访者商讨、制定提问纲

要，进行过程中视情况进一步追问。后来赵元任

在伯克利录制、整理的口述回忆就采用这种方式，

几位提问者也确实从赵元任的嘴里敲出了不少记

忆细节（收入《赵元任全集》第 16 卷）。其次，

在录制口述自传时，胡适没办法利用几十年来积

攒的日记、信函、档案、藏书等基本文件，这使

得他不得不依赖已经公 发表的作品。这就解释

了有《胡适留学日记》可做凭借的留学生涯部分

详尽、细致得多（占去这个版本 250 页正文的 116

页）。

由于胡适的记忆之门并未真正被“撬 ”，

这部口述自传主要成了他对自己毕生追求的“中

国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的晚年自

评或定论。尽管胡适说过“除了思想，什么是我？”

这一名言，但思想之外显然还有历史中的真实个

人胡适之，而这恰是我们从口述自传中很难读到

的。

当然，口述中也有不少偶一提及的记忆细节，

虽如吉光片羽，却让我们可以管中窥豹。我举两

个例子。一是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期间被捕的

细节，我来译出这一段：

1919 年 6 月 11 日，陈独秀被捕了。他被

捕时正在散发由他自己撰写并自费印刷的反

政府传单。那是在北京城南一个叫“新世界”

的游乐场，那天陈独秀、高一涵和我，三个

安徽同乡一起喝茶。陈独秀从口袋里取出传

单，摆在很多张茶桌上。传单上写了几点要

求，其中一条是要求将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

庆撤职惩办。王怀庆在 6 月初抓了几百个走

上街头进行反日演说并宣传抵制日货的学生。

过了一会儿， 我和高一涵就一起回家了（那

时高一涵和我同住）， 陈独秀一个人留在那

儿。他继续散发传单，游乐场的人也越来越

多。很快警察也来了，抓了陈独秀，关进警

察总署的大牢八十多天。 我半夜接到电话，

才知道他被抓了。

记忆细节为什么重要？因为告诉了我们细节，

我们才能按图索骥，左右勾连。比如，关于“新

世界”游乐场，我们可以从胡适 1918 年 5 月 3 日

写给母亲的家书中看到这一段记载：

吾母：

这两天有点小伤风，昨日人更不适意，

今晨又好了。今天六点钟起来，忙了一天。

晚上不高兴在家读书，坐了车出城，到会馆

里拉了同乡章君去游新世界（北京新 的游

戏场），看人打桌球，又看了两套戏法，又去

听北方的大鼓书，南方的滩簧，到半夜才回

来。我最不爱玩，今天实在不耐烦，故玩了

一晚，倒觉得很高兴。

我们还可以翻查资料，知道当时新世界游乐

场的外观：

胡适提到他与高一涵同住，这也可以让我们

多出很多联想和查找的线索，比如我想到了 2015

年出版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中的

这一段：

先生住的竹竿巷的房子，是和高一涵家

同一大门的。这时候高一涵新娶了一位“堂

子”回家，胡夫人坚决不愿和堂子出身的高

夫人同门出入，于是在院子中间起了一道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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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大门，把两家分 了。

《年谱长编初稿》出版时显然出于情有可原

的顾虑而删去了这段话。但是如今读来，确实能

使我们对胡适、高一涵以及江冬秀这几位耳熟能

详的历史人物的真实性情有更切近的了解。（但

是需要指出，胡颂平先生把这件事系在 1919 年，

这是不准确的，高一涵娶“堂子”是在 1923 年，

住址也不是竹竿巷，而是钟鼓寺十四号。）

再比如，我们还可以从高一涵入手，找一找

他对同一件事的不同回忆：《李大钊同志护送陈

独秀出险》。这篇回忆是 1949 年之后所写，自然

不能尽信，但是其中提到陈独秀被捕当天散发的

传单叫作《北京市民宣言》，而传单中的英文原

来是胡适译出的。这一历史细节不会有假，因为

高一涵没理由在新朝给胡适脸上“贴金”。稍作

检索，我们就能看到这份中英文对照的传单：

这个例子就写到这。记忆细节的妙用可谓无

穷，而记忆之门未能真正打 ，其遗憾就可以想

见了。

接下来，我想讲第二个例子，但讲这个例子

的目的主要是为胡适“辩冤白谤”，这“冤”和

“谤”出自江勇振先生的《舍我其谁：胡适》的

第一部《璞玉成璧》。

胡适在口述中回忆了他 1912 年全程观察、参

与美国大选的经历，有一段话将他的一次“民主

体验”讲得非常动人。为讨论之便，这里就引用

江勇振书中的译文：

我 1912 年去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包括

老罗斯福跟进步党纽约州长候选人奥斯卡·斯

特劳斯（Oscar Straus）联袂出席的演讲会。

我在绮色佳所参加的活动裡，最令人难忘的

一次，是老罗斯福被刺的次日所举行的一场

活动。那颗子弹不能取出，留在他的胸腔里。

我去参加了这次的活动。许多教授也参加了。

我很惊讶大会的主席居然是史密斯楼

（Goldwin Smith Hall）的清洁工人。文学院

大部分的系所都在这座大楼里。我真佩服了

这种民主的精神，工友可以当大会的主席。

这次大会，为本党的领袖的康复而祈祷，并

通过了一些议案。这是我所参加过的政治活

动里， 最毕生难忘的一次。（《舍我其谁：胡

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联经

2011 年版，页 283） 

这段译文当然也有一些瑕疵，比如“我真佩服

了这种民主的精神”这种表述是不成话的，原文为

“impressed me very greatly”，直译为“令我极为

倾倒”即可。翻译不是重点，重点是江勇振引用

了这段话之后所加的一长段评论：

这段回忆，又证明了回忆的不可靠。第

一、老罗斯福该年并没有到绮色佳去作政见

发表会。奥斯卡·斯特劳斯到绮色佳作政见发

表会，就只有一次，是在该年 10 月 9 日。胡

适在当天的《留学日记》记说：“山下有美国

进步党（罗斯福之党）政谈会，党中候选纽

约省长Oscar Straus过此演说，因往听之。” 如

果老罗斯福也去了，胡适的日记不会不记，

康乃尔大学的学生报也不会没有报导。胡适

在《留学日记》里记他第一次听到老罗斯福

演讲是在 1914 年 10 月 22 日，是 1912 年大

选过后两年的事。总之，奥斯卡·斯特劳斯到

绮色佳作政见发表会五天以后，也就是 10 月

14 日，老罗斯福就遇刺受伤了。老罗斯福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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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以后第一次复出的演讲，是在纽约的麦迪

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时间

是在 10 月 30 日。当天晚上，奥斯卡·斯特劳

斯跟进步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当然联袂出席了。

但胡适当天不可能去纽约参加这个盛会，因

爲他在日记里记他当天去上课。同时， 那场

盛会的一张票可以卖到一百美元，相当于今

天的 2 千 3 百美元。其次、绮色佳为老罗斯

福祈福的活动也不是像胡适所回忆的，在他

被刺的第二天举行的。他在 14 日遇刺，绮色

佳的祈福活动是在 17 日举行的，而且地点也

不是在史密斯楼，而是在绮色佳镇上的溜冰

场。胡适在当晚的《留学日记》裡有一段话：

“夜往听此间进步党演说大会，有 Judge 

Hundley of Alabama 〔阿拉巴马州的大法官亨

得利〕演说，极佳。”第三、当晚的活动也不

是由史密斯楼的工友主持的。根据 《康乃尔

太阳日报》的报导，主席是康乃尔大学土木

工程系的李蓝（O. M. Leland） 教授。（《璞玉

成璧，1891-1917》，页 283-284） 

江勇振先生这段评论在注释里引证了《胡适

口述自传》、《胡适留学日记》和康奈尔大学校

内报纸 Cornell Daily Sun，按说应该是交叉验证，

无懈可击。可惜，他太心急了，居然对自己刚刚

引用过的胡适原话做了大概是无意的误读。但因

为他讲得太头头是道了，很不容易解释他在什么

地方读错了，我们不得不从一个事实性问题入手：

在罗斯福遇刺之后第二天，即1912年 10月15日，

康奈尔大学的进步党人究竟有没有举行过集会？

这是一个翻一下旧报纸就可以解答的事实问

题：

10 月 15 日的 Cornell Daily Sun 已经清楚写明，

当晚八点在史密斯楼要举行进步党的集会。第二

天，校报上又有关于前一晚集会的相关报道，说

当晚会场上宣读了罗斯福的一篇演讲词以及关于

他伤势的一份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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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胡适所谓他在罗斯福遇刺第二天参加

的活动，并不是江勇振先生所提到的 17号这一场，

他翻阅了 17 号的校报，却跳过了 15、16 两天，

仿佛日历被凭空撕去了两页。

所以罗斯福遇刺第二天，即 1912 年 10 月 15

日晚上，康奈尔大学的进步党人的确在史密斯楼

举行了集会。前后几天的校报上都没有提到 15 号

活动的主席（主持人）是谁，但既然日期是准确

的，而且地点确实在史密斯楼，那么胡适说主席

是该楼的 janitor（江译作“清洁工”，也许译作“看

守”或“楼管”更准确），这个记忆细节应该是

非常可信的。

事实性问题既已澄清，我们再看江勇振的“误

读”。我们可以将胡适的原话和江勇振的解读并列

起来，看个究竟：

胡说：我 1912 年去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

包括老罗斯福跟进步党纽约州长候选人奥斯

卡·斯特劳斯（Oscar Straus）联袂出席的演

讲会。我在绮色佳所参加的活动里，最令人

难忘的一次，是老罗斯福被刺的次日所举行

的一场活动。

江说：老罗斯福该年并没有到绮色佳去

作政见发表会。奥斯卡·斯特劳斯到绮色佳

作政见发表会，就只有一次，是在该年 10 月

9 日……如果老罗斯福也去了，胡适的日记不

会不记，康乃尔大学的学生报也不会没有报

导。

请注意，胡适并没有说老罗斯福到过绮色佳，

他的第一句和第二句并没有递进或补充关系，分

明说的是两件事，而后一件即我们刚刚确证过的

15 号晚上的集会活动。胡适 1914 年日记里说过，

“今日得闻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演说，

年来积愿，于今始偿”，那么他晚年的确有记忆

误植，但是这与罗斯福到没到绮色佳没有关系。

因为一个事实性的错误和一 始的误读，江

勇振先生接下来提到的罗斯福遇刺后第一次复出

演说，胡适已经 学上课去不了，票价又如何如

何高，全都成了无的放矢的不相干内容。他说的

“首先”“其次”“第三”，“其次”和“第三”

反而是胡适记忆更准确，“首先”则是胡适确实记

忆出错，可惜江勇振先生却误读了胡适的话，打

近在眼前的靶子却脱靶了。

证明江勇振先生错了，并不能使我们对胡适

有更多了解，只是使我们认定胡适关于这次民主

体验的记忆细节是准确的。这时候才更让人体会

到记忆细节的可贵。实际上我考证这件“小事”恰恰

因为更多细节的缺失而留下了遗憾。

胡适 1958 年的口述回忆当然没有他 1914 年

的日记记录准确，但是他很可能确实在 1912 年到

外地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时间应该是他当年暑

假离 绮色佳外出漫游期间。可惜，1911 年 11 月

初至 1912 年 8 月底的胡适日记只字不存，包括他

多次提到的漫游中所写的《北田日记》。我们只

能从他 1912 年 6 月的一封家书大致知道他的路线： 

吾母大人膝下：

六月五日发第二号书，想已寄到。儿现

大考已毕，已在暑假中矣。今年暑假拟稍事

旅行，以增见闻。本月廿一日拟往游“北田”，

约住十日可归。七月中当居此，有撰文之事，

当勾当清楚。约八月中当可毕事，八月十几

当往游维廉城，赴吾国学生大会，归途须至

纽约一游。纽约者，世界第一大城也。儿居

此邦已二年，尚未一至其地，可谓憾事。自

纽约归时，约在八月之末。

6 月 22 日他在北田写了一封家书，略记北田

风物。然后就只有 8 月 31 号的家书，告知母亲“儿

现已归来， 学之期，尚在月之下旬” 。这场漫

游的细节大概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无处可

寻了。

当然，胡适口述自传中值得考索的珍贵记忆

细节仍有不少，所以虽是遗憾之作，仍是待 采

的宝藏，它的可贵也正在此。我真诚希望胡适思

想和生平的爱好者，抛 唐德刚先生可疑的译和

注，都来读一读、考一考这个英文本，一起撬

胡适的记忆之门。

（作者系南京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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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两封佚信 

肖伊绯 

◎1947 年末：对王超北公 信之答复 

近日，笔者有幸再次检得胡适出任北大校长

期间的三通“佚信”，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组史料。

包括这三通“佚信”在内的这些史料，均散见于

平素难得一见的旧报刊中，至今仍未辑入《胡适

全集》《胡适通信集》等相关文献中，《胡适日记》

《胡适年谱》中亦未任何记载，更未见有研究者

予以提及，实在是弥足珍贵。在此，笔者不揣谫

陋，酌加整理，逐一转录原文如下；因年深日久，

旧报刊保存状况不佳，有部分铅字漫漶难以辨识

者，均以标示。 

一学生向胡适质疑 

怎样消除绝望心理 

从冬救问题看出社会一切都悲观 

（北平通信）十二月一日《新民报》北

平版之“鼓楼”副刊上，刊有北大学生王韶

北致胡适一函，函中以救济难民一事为例，

提出目前社会上流行一种绝望心理，以求教

于胡适先生，十二月五日，胡适先生发表复

函。根据其实验主义作答，见仁见智，各有

所不同。惟此一问题，实值注意，兹录二函

于后： 

校长大鉴：因为我是你的学生，所以写

信给你，我原来打算同时给清华梅校长，燕

大陆校长，辅仁陈校长的，希望你如果认为

我向你陈述的尚有可值得教诲的地方，敬请

你转函各校校长罢。 

我采用了公开信形式，请你□□□□□

□是一件大家的事。□□不是教育问题，却

是救人的问题，教育不是为了救人，使人成

为人吗？我想同你讨论由于冬令救济而起的

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这并非凑热闹，我对这

个问题，想不通。 

第一，我想问你，目下流行一种“百事

绝望”的心理，对于一切事情的回答都是：“在

根本问题未解决之前，是没有办法的”这是

不是一种推诿？譬如冬令救济这件事，问谁

谁都不很热心，因为大家都觉得救济不是根

本解决贫穷与饥馑的办法，何况难民源源而

来，结果好像个人的良心上毫无责任，就可

以掉头不顾了。推而论之，则我们也可以说：

“在根本问题未解决之前，教与学是没有办

法的。”岂不可以把学校统统解散？ 

在逻辑上是不是可以拿”治本”否定“治

标”？因为治本没有办法，则一切治标都不

爱谈，不爱管，这是日常流行的心理状态。

已经透过一切成为“今日的认识”了，希望

你能够起来说话，因为你负有启发一代青年

精神的重责，可是目前一般是绝望的。你自

己是否也是绝望的？是否也把一切事都推给

“根本问题”上去？ 

第二，我看冬令救济，确乎也很悲观。

把这事看成：“给临死的人一口水”。有的人

认为既然这要死的人一定死，给他水喝大可

不必。不过以人情之常来说，我们亲友中一

位要死者如果喊口渴，这口水给他喝，能算

多余吗？可是目前认为“是多余”的人很不

少，你以为这对吗？这即将死的人是应该要

他早死少受罪？还是让他多活多受罪？这我

想不通，也请你能早点公开答覆我，因为天

下“心如铁石”而自以为“理智”的人太多

了。 

请安！ 

你的学生王超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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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覆函 

以长生不死仙术为例 

超北同学： 

在十二月一日《新民报》“鼓楼”版上看

见你给我的信，我想说几句话。 

我很反对“在根本问题未解决之前，是

没有办法的”这句话，我相信，社会进步全

靠多方面的问题的各个解决，而各个问题的

解决□□□□□□解决，一寸一尺的进步。

解决得一寸的困难，就是得到了一寸的进步。

最明白的例子是近代医学上的进步，古人梦

想求得长生不死的仙术，那是根本解决，但

这种梦想是无益的，医学的进步全靠无数科

学家解决了无数小问题，解剖学的无数问题，

生理学的无数问题，微菌学的无数问题，化

学与生物化学与药学的无数问题，病理学的

无数问题，这无数问题的一点一滴的研究，

一步一步的解答，才造成了今日的新医学，

新医学至今没有解决那长生不死的根本问题，

但人类的病痛减除多多了，人类的平均寿命

也延长到五十八九岁了。 

□□□□□□□□□堂被□□□□□□

□□□人高唱“执事者各司其事”这句话。

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兴盛，世界的进化，都

不靠那些梦想“根本解决”的人，而都靠人

人“执事者各司其事”，各自在他的岗位上尽

他所应该尽的责任，做他所能够做的工作。 

至于你说的救济问题，人人当然应该依

自己的能力救济他可能救济的人，个人的能

力诚然有限，但力量的薄弱只应该鼓励我们

去扩大提高我们力量的，决不可因为力量薄

弱就养成见死不救的冷血态度。古人说：“尽

心焉耳矣”，这是最好的教训。 

胡适卅六年十二月五日 

上述 1400 余字的报道，刊载于 1947 年 12 月

30 日的广州《前锋报》上。报道 篇所言“十二

月一日《新民报》北平版之‘鼓楼’副刊上，刊

有北大学生王韶北致胡适一函……十二月五日，

胡适先生发表复函”云云，表明报道中所录王、

胡二人通信原文，可能乃转摘自 1947 年 12 月 1

日、5 日的《新民报》北平版。因笔者尚未能寻获

这两日刊印的《新民报》，故无从验证与比勘《前

锋报》报道中的这一说法。不过，若果真如此，《前

锋报》报道汇集两日《新民报》所刊相关内容，

倒是极大的便利了当时的读者，以及后世如笔者

这般的研究者了。 

且说北大学生王超北（报道中又作“王韶北”，

因“王超北”之名出现两次，姑且从之），以“冬

令救济”这一现象为话题引导，质疑当时社会上

普遍流行的“百事绝望”之心态，更对所处文教

界流行的“在根本问题未解决之前，是没有办法

的”之推诿态度，深感忧愤，公 致信时任北大

校长的胡适，希望能得到明确的、正面的答覆。 

王超北致信时间为 1947 年 12 月 1 日，四日

之后，12 月 5 日，胡适即撰发 500 余字的覆信，

可谓重视。当天，胡适没有日记存世，无从查考

相关细节。不过，从胡适覆信内容来考察，其早

年坚持“少谈些主义，多讲些问题”的思想立场，

以及后来面对社会问题所一贯抱有的“怕什么真

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之乐观态度，仍

是非常明确的。胡适的这一通公 覆信，在其出

任北大校长已一年之际发表了出来，可以视作其

向来坚持的思想立场与一贯抱有的乐观态度之重

申，更可以视为其对北大学生谆谆不倦的思想引

导之努力。 

◎1948 年初：对胡景明纠扰之处置与外界谣传 

三个月之后，胡适的另一通信件又发表了出

来，信件内容仍是针对北大校内学生的。不过，

这一次是写给其住所片区公安分局的。这一事件

细节究竟如何，不妨细读当年报道，转录原文如

下： 

北大一男生自比少女 

以此相逼胡适做丈夫 

（北平航讯）国会街二十六号，住有北

大学生胡景明，年二十二岁，河南人，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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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第四院宿舍住宿。一月十九日持信一

封，至王府大街东昌胡同一号求见胡适校长，

信件内容大要为：“胡校长，我好比是一个十

八九岁的少女，我非常想找到位明白正义，

懂得真理的丈夫来保障我，以便满足我的欲

望。那些野男子们在报上登载着的东西，真

使我唾涎三尺，只要进了他们的门，什么都

由我喜欢，又是你太是我的理想了，我舍不

得你，我跟你受罪也是快乐的，今日我才觉

得我太孤独了，太无保障了，所以我修这封

信，向你求保障，求满足我的欲望，倘若你

不喜欢我的话，请你把‘切’菜刀将我杀掉，

免得再来麻烦你，我在你的门外等着，善恶

给我一个结果。不再写了，敬祝你安，忠实

信徒胡景明谨启”。 

胡适校长见校内语气完全不着边际，恐

有神经病或其他情形，乃令人代见。不料胡

景明非欲亲见胡适校长不可，并云至晚如仍

不见，将在门道内等候。胡无计可施，只得

写一便函报告该管分局，原函如下： 

“青年人自称胡景明，在本月十九日到

敝寓，持疯狂信件，要我给他满意解决，否

则请我把切菜刀将他杀掉，劝他走开，他非

但不走，竟在大门口砖地上睡觉，不肯移动。

因此报告贵区，请派人来将他带走按插（印）

一月十九日。”一分局据报后，即派员警带胡

返局讯话，胡生称：我去年夏季投考北京大

学，未被录取，现旁听已有一学期之久，今

日我写信并亲自到胡校长宅，因要求给我入

正班学生，并无别情等语。 

上述 600 余字的报道，刊载于 1948 年 3 月 1

日印行的《 平华侨月刊》第二卷第二三期合刊

之上。此月刊与《前锋报》的办刊地一致，同为

广州。且说《 平华侨月刊》的报道，将胡适致

信公安分局，要求带走在其住所前无理取闹的北

大旁听生胡景明这一事件，已记述得非常清楚明

白，无须再多做解释。 

据上述报道可知，胡景明纠扰胡适这一事件，

发生于 1948 年 1 月 19 日，胡适写给公安分局的

信，落款也署为“一月十九日”，应当确凿无误。

据查，1948 年 1 月 21 日北平《世界日报》的“教

育界”栏目头条新闻题为《胡适夜归逢怪客！》，

即是对此事 早的报道，只不过限于篇幅，没有

刊出胡适致公安分局的信件内容。次日，该报“教

育界”栏目又刊发了题为《怪学生胡景明，将送

精神病院》的一篇简讯，见载于该报“教育界”

栏目，称因北大学生罗新正向训导处呈文，历数

北大四院的学生胡景明行为怪异，举止失常，校

方将于1月 23日协同警局将其送往精神病疗养院。 

另据 1948 年 1 月 22 日《华北日报》之报道，

又称“北大未经核准旁听之学生胡景明，于二十

一日晚至胡适校长寓所胡缠，胡氏乃请警局将其

带走，当夜即被释放”，可见此事发生时间似又为

1948 年 1 月 21 日。缘何会出现这样的时间差异，

还有待更多的史料发掘予以确证。 

且说胡适与胡景明的这一场小小纠葛，继《世

界日报》与《华北日报》相继有不同程度的披露

之后，消息传播渐远。1948 年 2 月 3 日，广州《前

锋报》也报道了此事，可却将此事改编成了炫人

耳目的“花边新闻”，报道径直题为《胡适未老，

北大女生经以死求爱》。报道中煞有介事的声称： 

（本报特讯）北平二日外息：北大校长

胡适顷为该校一女生狂恋之对象。该女生名

吴清明（译音），廿二岁，伊亲至胡适私邸求

见，伊称：“若汝不爱我，请以手枪将余击毙，

勿使余再扰汝，余乃汝校中之学生，是以知

何者为理想之丈夫，而余亦知汝乃余的理想

丈夫。”胡适无法将之劝服，迫得唤警将之拘

留，检验是否患有狂疾。 

显然，《前锋报》在胡景明的姓名（仅凭名字

发音随意写为“吴清明”）与性别都完全没搞清楚

的情况下，还将胡景明致信中的“切菜 ”误作

为“手枪”，可谓随心所欲，信口 河，真真堪称

“特讯”。这条“特讯”，迅即成为大众读者喜闻

乐见的谈资，迅即传遍南北各地，成了后世谣传

所谓“北大女生以死求爱胡适”这一“掌故”的

始作俑者。 

《前锋报》报道次日，1948 年 2 月 4 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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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民国日报》即刻转发这一报道（略有改动），

改题为《北大女生爱上校长》。报道中煞有介事的

声称，“北大女生胡景明，二十二岁，日前写一委

婉求爱信，表示她认胡校长是理想中的丈夫，亲

自把信送到东厂胡同一号胡家，等候立时回答，

胡适看信后认有神经病，打发听差送之回家，胡

小姐说不立时给我回答，就宁愿冻死在这里。”2

月 16 日，江西《民国日报》的读者，就此发表评

论文章，题为《胡适走红运》，调侃称 22 岁的“妙

龄女郎”如此以死求爱，足可谓“生前愿做胡家

人，死后愿为胡家鬼”。一个月之后（1948 年 3 月

15 日），这一谣传登陆上海，在上海《立报》上也

有所反映，一篇题为《北大女生向胡适求爱》的

文章，占踞了当天《立报》副刊头条。 

虽有《世界日报》《华北日报》《 平华侨月

刊》相继报道胡景明纠扰胡适之事，可广州《前

锋报》、江西《民国日报》与上海《立报》却造谣

传谣，在完全抛 或根本没有求证事实真相的情

况下，随意改编新闻，使所谓“北大女生以死求

爱胡适”的谣传，不胫而走，竟成一时所谓“掌

故”与“轶闻”。至今尚有热衷于研究所谓民国“情

史”者将这一谣传，引为“信史”而津津乐道。 

概而观之，因北大学生王超北公 致信，胡

适即刻公 覆信；因胡景明登门纠扰，胡适不得

不又致信当地公安分局；这两桩事件看似偶然，

彼此间也确无联系，可实则还是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了胡适治校所面临的种种困扰，正在形成一股

层迭累加的压力。 

实际上，归国后一直身处公众视野与社会舆

论中心的胡适，社交活动与学校事务齐头并进、

头绪纷繁需要耗费大量精力；而在动荡时局之下

学生行为管理与学生心理引导方面，稍有不慎，

更会即刻引来各方质疑与异议；更何况胡适还兼

有学术与教育方面宏大理想亟待主张与实现，在

这三个方面均需要付出超负荷精力且要承受高强

度压力，这对于当时已年过花甲的胡适而言，确

实已显疲于应付之态了。 

《胡适口述自传》
（征求意见稿）

胡适口述  唐德刚整理  张书克重译 

第二十二章  “问题与主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

的第一次冲突

前面的章节我曾经提到，我曾经不得不代替

陈独秀主编过一段时间《每周评论》。该刊物由陈

独秀以及他热衷政治的北大同事创办于 1918 年年

底。当时我因母亲去世，短时间离 了北京。

在我离京的这段时间里，陈独秀和其他几位

北大教授创办了这个单张的政治性周刊，以表达

他们的政治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创办这个

周刊是为了尊重我的意见。我的意见是：这场文

化运动应当尽量避免谈政治。我向同事们建议，

这场文化运动（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尽

量限定在非政治的领域，应当有意识地为新中国

建立一个非政治的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

们应当投身于知识、文化和教育这些更为基本的

问题。因而我专门提出：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

年不干政治。

陈独秀等热衷政治的人对我的建议不是很以

为然。于是他们创办了《每周评论》周刊，来表

达政治观点、批评现实政治、提倡政治改革。这

样，《新青年》月刊可以继续原来的风格，不进行

政治讨论和政治批评。陈独秀等人有了自己的周

刊来进行政治评论、表达政治观点，也在一定程

度上感到满意。

1918 年 12 月底或者 1919 年 1 月初，我回到

北京。我对这一新周刊没有说什么。他们要我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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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我也只是翻译了几篇短篇小说。陈独秀被捕

后，没人去接受编务；从 1919 年 6 月中旬到 8 月

底，由我编辑该刊。由于不得不谈论政治，我决

定谈一些根本问题。是年 7 月 1 日，我发表谈论

政治的第一篇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

义’！》。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是为了批评那种危

险的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主

义教条毫无批判的、奴隶似的崇拜。在标题为“具

体问题与抽象主义”的专栏之内，陆续发表了一

些讨论文章。其中有一篇是李大钊写的。李氏是

北大教授，后来成为陈独秀的早期同盟者，并和

陈氏一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1927 年，军阀张作

霖突袭苏联大使馆，李大钊被捕并且被杀害。

我在这篇文章里指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

义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

主义无益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我说，所有的主

义 初都只是人们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建议。

如果我们不去观察和研究我们自己的社会、政治

和文化需求，不去考虑一种主义解决 初问题时

的特定时代和特定地点，仅仅奴隶似的输入一种

抽象的主义，这样做是毫无用处的；第三，偏向

纸上的主义存在这样一种危险：一些无耻政客为

了自己的私利利用这些标签和主义来误导大众。

我接着指出，忽视具体问题，主张大量输入

某一特定派别的主义是一种知识上的懒惰。我强

调说，所有的思想都源自某一具体的困惑和难题；

这一困难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个人的；可能

是制度的，也可能是政治的。这就是我对待这一

问题实验主义的态度。进而言之，因为所有的思

想都始于某一问题，因而，思想的第二步就是提

出假设，提出一个可能的方案，来解决这一 初

的困难、疑问和疑惑。这就要求我们使出所有知

识上的能力，运用我们的教育背景和经验，作为

我们智慧的源泉，来提出和检验各种假设的所有

可能结果，以 终确定一个 为合适的解决方案。

后，从众多假设中选定这一个 可能的解决方

案，并予以验证。当然，在这一社会性的思维过

程中，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人们应当放弃研究理

论或者主义；这是因为，所有的理论和学说都可

以成为我们研究具体问题的工具；它们帮助我们

提出建议、形成假说；它们帮助我们思考某一特

定建议或假设的可能后果。1我这样说道：“我希望

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

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 后我

说，主义的 大危险就是，使得人们（尤其是年

轻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

本解决”。这就使得他们不再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

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了。

这篇文章引来了两场争论。第一场的争论者

是蓝志先（即蓝公武，梁启超的朋友，日报《国

民公报》的编辑）。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也可能

是一篇长文在日报上连载了多天），来讨论这一问

题。我第一篇文章的确切标题是：《多研究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这个标题引起了很多的敌意和

反对。尤其是那些把主义当成口号来进行政治运

动的人，对该文更是敌视和反对。蓝先生对我的

文章提出批评，他说，学说和主义其实相当重要，

因为它们代表了他所谓的“知识化的过程”。他认

为这种理性化的过程是对具体问题进行真实有效

分析的必要前提。他还说，这些主义代表着在接

触具体问题之前必须具备的抽象观念。他接着指

出，这些一般观念很重要，可以用来作为解决某

一特定难题的统一行动的标准，或者用来指示其

一般倾向。他说，学说必然反映未来的理想；他

特别指出，“在不进步的社会，问题是全靠主义制

造成的。”因而他坦率地承认，他极为赞成在研究

具体问题之前先提倡主义。这是因为，正如他说

的那样：问题本身就是主义产生出来的。当然，

蓝先生的上述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第二场争论的反对者则为李大钊，我的北大

同事、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早期拥护者之一。李氏

读了我 7 月 20 日发表的文章后，就写了一篇回应，

我把这篇回应刊登在《每周评论》上（李氏是该

刊物的创始人之一）。他坦率承认，他是布尔什维

克主义的信仰者，他认为俄国革命已经成功地“在

根本上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他说，在俄国，在推

翻罗曼诺夫王朝之前，也就是在对经济制度进行

根本改造之前，任何问题都没法解决；但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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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解决了”。2他是从一个刚刚信仰布尔什维克

主义的中国人的立场出发对我提出批评的。李氏

直言，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依赖大多数民

众支持的共同运动（李氏谈到问题时，总会谈到

“一个社会的解决”）。事实上李氏未能有效回应

我的文章。因为他所谓的“问题”，正是我所谓的

“学说”，根本就不是我所说的“问题”。他说“社

会的解决”必须依靠特定社会里多数人的共同运

动。这说明他是一个革命家，信仰的是社会革命。

他这样说道：“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

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他

举出英国的欧文主义者、法国傅里叶的追随者、

美国新村落的提倡者、日本当时新村主义的提倡

者为例，说这些人都是上述社会运动的代表人物。

他没有意识到我所说的盲信“根本解决”的危险。

关于主义，他这样坦言：“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

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

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

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

以上是两位批评者的主要观点。我写了一篇

回应，来回答蓝、李两位先生的批评。这篇回应，

我称之为《三论问题与主义》（蓝、李二人的批评

我列为《问题与主义》的第二部分）。在《三论问

题与主义》中我说，我的 终结论仍然是：多研

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

一切学说，一切理论，都应该加以研究，但只能

被视为假设的见解，不能作为绝对的真理或者

终的教条。所有的理论与学说，只可被认作参考

印证的材料，不可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

被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被用作蒙蔽聪明、

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

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

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

象名词的迷信。

我 后一篇争论文章准备于 1919 年 8 月 30

日排版付印。这个日期正是警察上门封杂志、没

收相关财物的前一天。因而第 37 期《每周评论》

也就始终没有和世人见过面。3这一期的刊物正在

付印过程中，杂志就被封掉了。因而，关于“问

题与主义”的讨论还没有形成 后的结论就无疾

而终。不过我在编辑《胡适文存》一集时，把这

篇没有发表的文章也收入了。1919 年 8 月 31 日，

警察查封了杂志，因而也就终结了“问题与主义”

的讨论；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从来没有忘掉我这些“乖谬”的文章。30 多年之

后，共产党在大陆掌了权，他们重翻旧案，发起

了一场大规模的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这场运动

始于 1951 年年底，在 1952 年持续了一段时间，

之后冷淡下来；1954 年，该运动重新兴起，并且

扩展到全国范围，持续的时间则从 1954 年 始，

经历了 1955 年全年以及 1956 年的部分时间；共

产党收集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其

字数有几百万字之多。在这场大规模的清算运动

中，他们强调的重点是：胡适所有的思想、学术

和研究工作，其目标都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

他们提出的证据便是我关于“问题与主义”的系

列文章。他们经常引用我写于 1919 年的早期文章

作为铁证，说我所有学术研究工作的背后都隐藏

着险恶的用心。他们说，我写于 1919 年的这些讨

论文章都是为了批评和反对李大钊等人当时发起

的马克思主义运动。

1919 年那个时候，陈独秀还没有信仰马克思

主义。事实上，在他的早期著作中，陈独秀明确

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编辑的信中，

我想他甚至还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不是很感兴趣。因而，陈氏皈依社会主义的时间

要晚于李大钊。早在 1918 年和 1919 年，李氏就

写了多篇文章盛赞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

由于和警察关系很糟糕，陈独秀被迫永远离

了北京。此后有一两次，他乔装改扮，途经北

京。几年以后，有一次他秘密经过北京时还来看

我。不过，不管怎么说，事实上从 1920 年 1 月之

后陈独秀就离 了北大我们这帮人。他离 了《新

青年》我们这帮北京的老朋友，在上海又结识了

一批热衷政治、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克思

主义的新朋友。久而久之，陈独秀也就和我们北

大这帮人渐行渐远了。我们也慢慢发现，我们没

有了自己的刊物。原本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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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的《新青年》，慢慢变成了上海所谓“劳工运

动”的刊物，后来更演变成共产党进行宣传活动

的机关刊物。 后，上海法租界当局将《新青年》

杂志予以查封。

（作者系律师，现居北京）

1 唐德刚先生的译本中，此处还有这样一句话：“有了许多

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办

法。”
2 其实李大钊的原文为：“全都解决了”。 
3 胡适此处所说他的 后一篇争论文章为《四论问题与主

义》。事实上，第 37 期《每周评论》出版了。现存有该期

的第一个版面。

胡适“最得意的一首小诗”

马文飞 

1 胡适题写《小诗》 

拙文《清水安三眼中的胡适先生》称：1936

年，“胡适的朋友”日本神父清水安三游历中国各

地后，感觉“中日之间已经到了随时随地都可能

爆发战争的地步”，因此到米粮库去拜访胡适。清

水安三坚持“不是想预告要进行战争，是想预防

战争”，但胡适“很不客气”地用英文告知清水

“Naturally we should fight against Japan”，胡适对

“七七事变”后的中日局势，态度坚决。临别时，

胡适赠送清水安三一幅字：放也放不下，忘也忘不了，

剛忘了昨兒的夢，又分明看見夢裏的一笑。1我们现在很

难揣测胡适写此诗给清水安三的用意，清水安三

反复吟诵，“好像明白其中的含义”，具体意义为

何，清水安三未明言，似又成了谜。其时有人解

曰：缠绵悱恻，真才人之笔也。
2
 

左图为胡适送给清水安三先生的题字（图片来自网络），

右图为胡适送给索书的寄尘先生（胡怀琛）题字（图片来

自《胡怀琛诗歌丛稿》，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版）。 

其实胡适还曾将这首《小诗》题赠过刘海粟。

胡适与刘海粟是 1925 年相识的。之前，一个因首

创“模特儿”人体写生，被卫道者诬为“艺术叛

徒”，另一个则因提倡白话文被视为“文学叛徒”。

两个“叛徒”一旦相见，自然是惺惺相惜，一见

如故了。
3
刘海粟保存了胡适为他写的一个条幅，

用拳头大的字题着加上标点的白话诗，这倒是不

多见的，足见“文学叛徒”（胡适）的“叛”。
4
条

幅是这样写的： 

剛忘了昨兒的夢，又分明看見夢中的一笑！ 

十四年九月初识海粟，写小诗乞正。 

胡刘相识后，两人过从甚密。 

1926 年 7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怀

琛诗歌丛稿》一书，书前有胡适应胡怀琛之邀而

写的题词手迹—— 

剛忘了昨兒的夢，又分明看見夢中的一笑。 

小诗一章，寄尘先生索书。 

适 

胡怀琛号“寄尘”，他也作了答诗：“尘世原

如梦，谁非梦里人。梦中还说梦，非梦也非真。”

两人的诗颇有值得玩味处。
5
其实 1920 年 3 月，上

海亚东图书馆印行胡适《尝试集》，是中国新文学

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诗集问世以后，1923 年 3

月上海泰东书局印行了《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一

书，胡适的安徽老乡胡怀琛就是编者。就诗中的

用字、造句来判其优劣。代作者改诗，如对《黄

克强先生哀辞》一首，他改“先生”为“君”；把

“字迹娟逸”改为“字迹雄逸”。对此，胡适回应：

“这种不收学费的改诗先生，我自然很感谢……

我的意思以为改诗是很不容易的事，我自己的经

验，诗只有诗人自己能改的，替人改诗至多能贡

献一两个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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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曾将这首诗送给杨联陞。1949 年 11 月

25 日，杨联陞日记中有《小词，用胡先生诗意》：

旧梦依稀谁与温，绿杨新雨湿苔痕。楼头一笑最

销魂。燕子未沾王谢土，柳丝犹系六朝春。思量

不是薄情人。注：前夜宴客，胡适先生在纪念册

上题写旧作两句：剛忘了昨兒的夢，又分明看見夢裏的

一笑。1949 年 12 月 1 日，杨联陞在致胡适先生信

中说：“想起您题的‘夢裏的一笑’，绉(诌)成一首

小词。本欲广先生诗意，不料又拐了弯儿。实在

不成东西。幸勿示人，以免有人妄加揣测。”
7
 

胡适也曾把这首诗英译后送给美国人。1958

年至 1962 年，美国政府指派庄莱德
8
（Everett 

Francis Drumright，1906-1993）为驻台湾大使，其

夫人庄富兰芝
9
（Florence Drumright （1915-2003）

亦曾任《纽约时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

者，著有《台湾：亚洲的伊甸园》（Taiwan，Eden 

in Asia，Caves Book Co.1969）等书）。1961 年 6

月 10 日下午，胡适给庄富兰芝的纪念册上题写了

两句诗，翻成了英文。又给她写一封信。大意是：

我题的两句三十年前的旧诗，“剛忘了昨兒的夢，又

分明看見夢裏的一笑”。我的诗，在旧诗人看来是野

蛮的诗；我的字，在书法家看来是野蛮的字。我

今天用野蛮的字来写野蛮的诗给你。
10
我们暂时没

有查到庄富兰芝的这本纪念册，因此胡适将两句

诗翻译成什么也不得而知。但从信中内容可见胡

适的幽默与俏皮。 

2 《小诗》价值

从左至右：胡适送给葆真女士、铃木先生、槃菴先生（陈

槃）的题字。（图片来自网络） 

收藏家章用秀认为，胡适的字随意浑洒，清

俊飞动，字中富有情趣。如他写的行书诗句：“放

也放不下，忘也忘不了，剛忘了昨兒的夢，又分明看見夢

裏的一笑。”此幅作品运笔提顿起伏不大，写得较为

精紧规整，有硬笔书法的意味，而墨色则随笔迹

运行或湿或枯所书为散文式的语句，虽似不经意，

但内容及书写形式都充满美感，给人以回味。胡

适书法亦有所见，精品价位较高。上海工美 2003

年 12 月拍出其行书立轴(138 厘米×39 厘米)，写

的是自作诗句，款识:“葆真女士正字  胡适”，

估价 3 万元至 5 万元，以 8.8 万元成交。
11
 

胡适亦曾将“剛忘了昨兒的夢，又分明看見夢中的

一笑”送给了索书的日本人铃木先生，这两句价值

不菲，据西泠印社2010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介绍，

这两句行书尺寸为 25.5×32cm，此作书于一种日

本的发笺纸，以致用笔较难控制，但自然之气尚

且流露，存日本原装裱。拍卖成交价 RMB：179，

200（含佣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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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也将两句“剛忘了昨夜的夢，又分明看見夢裏

的一笑”送给槃菴先生。
13
槃菴先生就是陈槃，广

东五华人，是傅斯年的入室弟子，1931 年进入中

央研究院史语所，以研究春秋左氏义例和谶纬学

为专业，后从事春秋史地研究。
14
胡适曾多次向陈

槃请教过“嵩山故大德净藏禅师身塔铭”等

问题，
15
亦曾至少两次提议陈槃当选院士。

16
胡适

与世长辞那天，陈槃在场。1962年2月24日上午，

陈槃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下午四点多，胡适在

举行酒会的路上“看见他（陈槃，也是新院士唯

一参加酒会的人），热切向他握手道贺”，
17
并与其

合照。
18
下午六点三十五分，胡适逝世。胡适赠给

陈槃的这首小诗是写在水墨纸本上的，未标明题

写时间，但能看出陈槃保存的细心。据中国嘉德

2016 年春季拍卖会网站介绍，胡适送给陈槃这幅

字尺寸 45×15.5cm，成交价：632，500 RMB（含

佣金）。
19
 

3 《小诗》出版

胡适这首《小诗》在其生前没有公 发表过。

1952 年 9 月，胡适“检点民国十一年以来残存的

诗稿，留下这几十首”，初选《尝试后集》，将《小

诗》纳入其中。《尝试后集》直到胡适逝世都未刊

行。胡适辞世后两年，1964 年 12 月台湾商务印书

馆才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为名将之首次刊

印，在版权页耐人寻味地标注：著作者 胡适，出

版者 胡江冬秀，发行人 赵叔诚。到 1986 年，远

流版的《胡适作品集》第28种命名为《尝试后集》，

将胡适“初选”的诗（包括《小诗》），进行正式

出版发行。 

4 《小诗》 评价 

1936 年，针对一时“胡适之体”诗的现象，

胡适在《自由评论（北平）》发文以《小诗》举例

自述他作诗信条三：说话要明白清楚，用材料要

有剪裁，意境要平实。其中谈到，（诗歌）用材料

要有剪裁。消极的说，这就是要删除一切浮词凑

句；积极的说，这就是要抓住 扼要 精彩的材

料，用 简练的字句表现出来。……我并不是说，

人人都该做小诗。长诗自有长诗的用处。但长诗

只是不得不长，并不是把浮词凑句硬堆上去叫它

拉长。古人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

太短”，才是剪裁的真意义。
20
 

梁实秋则在同期《自由评论（北平）》刊文认

为，现在不必提倡“胡适之体”或任何体，但是

“胡适之体”的诗之优点是颇值得我们做诗的朋

友们考量的。胡先生的诗并不足以做大家的模范，

但是至少他的“明白清楚”的主张是正确的，是

今后所应依照进行的一个方向。是人就得说人话，

诗人也得说人话，人话以明白清楚为第一要义。
21
 

针对胡适《谈谈“胡适之体”的诗》中自称

“我受的训练只许我说这平淡的话”，而写了这首

小诗。学者梁宗岱从“年龄和训练”以及“本质

或禀赋”
22
指出，“真正的‘平淡’并非贫血或生

命力底缺乏，而是精力弥满到极端，‘返虚入浑’，

正如琴弦底 整微妙的震荡到了顶点时显得寂然

不动一样。”因此，“只有丰饶的禀赋才能够有平

淡的艺术。枯瘠的沙漠既谈不到浓郁，更谈不到

平淡”。
23
 

梁实秋署名“灵雨”给《自由评论》编辑部

写的信中称：我想梁宗岱先生的大意，大概是说

胡适之先生的诗谈不到平淡，而是窘乏、浅陋、

庸俗、贫血，生命力的缺乏，枯瘠的沙漠！
24
 

胡颂平在编写《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时，将 1924 年 1 月 15 日编写如下： 

仍在北京大学。 

一月十五日 有《小诗》一首。 

剛忘了昨兒的夢， 

又分明看見夢裏那一笑。 

先生自跋：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的猫“慢慢地

不见，从尾巴尖起，一点一点地没有，一直

到头上的笑脸最后没有。那个笑脸留了好一

会儿才没有。” 

——原注赵元任译本页九二 

又自注： 

原有前两行： 

坐也坐不下， 



胡适研究通讯   2019 年第 3 期 

24 

忘又忘不了。 

同日，又有《烦闷》诗一首。（见《尝试

后集》）25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胡颂平全文录了胡适的

《小诗》，而只是点了《烦闷》的题目，可能认为

《小诗》比《烦闷》更重要些。 

学者步大唐以胡适《小诗》为例，说明胡适

之“剪裁的意义”。正因为他强调选材要精，所以

胡适所写的诗歌，往往少则两三行，多则十几行

或者二十几行，大多是八行，极少写长诗。
26
 

5 《小诗》创作与修订 

读者或许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本文在引用

胡适《小诗》时，刻意将内容用鲜亮的颜色标识

出来，其实是有原因的。就是胡适本人以及学者

在用这首《小诗》时，自觉不自觉的对诗歌个别

字词进行了改动，个中缘由，且待下文解释。 

2004 年联经版《胡适日记全集》中收录了关

于这首小诗的 早日记： 

十三，一 ，十五 (T.) 

這十五日來，煩悶之至，什麼事也不能

做。前幾日曾戲寫一詩，如下 ： 

煩悶 

很想尋點事做， 

卻又是這樣的不能安坐。 

要是玩玩罷， 

又覺得閒的不好過。 

提起筆來， 

一天只寫得頭二百個字。 

從來不曾這樣懶過， 

也從來不曾這樣沒興致。 

小詩 

剛忘了昨兒的夢 ， 

又分明看見夢裡的一笑 。 

《阿麗思漫遊奇境記》中的貓「慢慢地

不見，從尾巴尖起，一點一點地沒有，一直

到頭上的笑臉最後沒有。那個笑臉留了好一

會兒才沒有。」 (趙元任譯本頁 92) 

夢旦昨日到京，今日來談，甚久。 

夢麟、一涵來談。27  

在这个《胡适日记全集》里，我们只能看到

《小诗》的两句。 

那到底胡适 初写这首《小诗》的原始状态

是怎样呢？ 

胡适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其实是做了修改的。

1936 年，胡适在文章《谈谈“胡适之体”的诗》

认为，写诗要“要抓住 扼要 精彩的材料，用

简练的字句表现出来。”举了例称：十几年前，

我曾写一首诗（即《小诗》），初稿是三段十二行，

后来改削成两段八行，后来又删成一段四行，

后我把前两行删了，只留 后两行。
28
 

1990 年遠流印行了《胡适的日记（手稿本）》，

其中有 1924 年 1 月 15 日日记手稿，
29
我们得以一

窥《小诗》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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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 1 月 15 日（民国十三年一月十五日星期二）日记

手稿（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 

依照胡适 1936 年的记叙和日记手稿以及《小

诗》 终稿对比，我们知道胡适写这首诗，可能

一共有四稿。第一稿名称可能为《烦闷》，三段十

二行： 

煩悶 

很想尋點事做， 

卻又是這樣的不能安坐。 

要是玩玩罷， 

又覺得閒的不好過。 

提起筆來， 

一天只寫得頭二百個字。 

從來不曾這樣懶過， 

也從來不曾這樣沒興致。 

放也放不下， 

忘也忘不了。 

待忘了昨兒的夢 ， 

又分明看見夢中的一笑 。 

第二稿两段八行，内容或为： 

煩悶 

很想尋點事做， 

卻又是這樣的不能安坐。 

要是玩玩罷， 

又覺得閒的不好過。 

提起筆來， 

一天只寫得頭二百個字。 

從來不曾這樣懶過， 

也從來不曾這樣沒興致。 

第三稿为一段四行，即： 

  小诗 

放也放不下， 

忘也忘不了。 

待忘了昨兒的夢 ， 

又分明看見夢中的一笑。 

后一稿胡适只留了 后两行，他“才满意

了”：首先，把“放也放不下，忘也忘不了。”两

句给框了起来，意即“两行删了”；第二，将“待

忘了昨兒的夢”之“待”改为“剛”，即为“剛忘

了昨兒的夢”； 后，在“又分明看見夢中的一笑。”

一句，用“裡”替换“中”，即此句变作“又分明

看見夢裡的一笑。”。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了该诗的

创作过程， 后他将《小诗》工整地誊写在稿纸

上，誊完以后，胡适又用红色笔迹进行了一个字

的修改，将“又分明看見夢中的一笑。”之“的”

改为“那”，即“又分明看見夢裏那一笑。”另外，

用铅笔标注：“原有前两行：坐也坐不下，忘又忘

不了。”说明胡适创作此诗时，在“放也放不下”

与“坐也坐不下”之间犹豫过，不过在终稿时，

都舍弃了。胡适将《烦闷》视为另外创作，也誊

写在稿纸上。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

念館所赐，我们可以看到《小诗》内容 终稿： 

小詩 

剛忘了昨兒的夢， 

又分明看見夢裏那一笑。 

《阿麗思漫遊奇境記》中的貓“慢慢地不見，從

尾巴尖起，一點一點地沒有，一直到頭上的笑臉最後

沒有。那個笑臉留了好一會兒才沒有。”（趙元任譯本

頁九二） 

十三，一，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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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前兩行： 

“坐也坐不下， 

忘又忘不了。” 

在整个《小诗》的创作与修改过程中，我们

知道： 

第一，胡适创作新诗用到了非常通俗的儿化

音词——昨儿，另外对其中字词做了修改，如“待”

改为“剛”、“裡”替换“中”等，足见其对新诗

词句的运用和把控，达到了胡适所谓的新诗需要

“平实”“含蓄”“淡远”的境界，亦即古人所说

的“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胡适对

《小诗》的削改，可见“剪裁的真意义”。
30
 

第二，胡适在日记里写《小诗》时来来回回

修修改改，确实“烦闷”，可以称日记《小诗》为

日记稿（即草稿），稿纸上誊写的《小诗》可称之

为稿纸稿（即终稿），尽管稿纸稿定为“剛忘了昨兒

的夢，又分明看見夢裏那一笑”，实际上，胡适后来给

别人题写此诗时，多写为“剛忘了昨夜的夢，又分明

看見夢裏的一笑”或“剛忘了昨兒的夢，又分明看見夢

中的一笑”，可以说又回到了日记稿。 

第三，胡适在《谈谈“胡适之体”的诗》中

承认这是一首少年的新诗人当然感觉“不过瘾”

的“情诗”。据耿云志先生等学者考证，这是胡适

思念曹诚英之情诗，当非妄断。
31
 

1925 年 1 月 25 日夜，胡适在天津写了《一九

二四年的年谱》：
32
 

今年真是糊里糊涂地过去了。教了一学期的

书，此外什么事都没有做。 

…… 

八月一个月在北戴河，住在丁在君夫妇寓里，

常常游山下海。这一个月要算是今年最快活的日

子。 

今年做的诗有几首，最得意的是一首小诗： 

剛忘了昨兒的夢， 

又分明看見夢中的一笑。 

今年因选词的关系，受词调的影响很大，作

诗多带词意，但已能脱胎换骨，不像《尝试》第

二编的一路了。填的词也有好几首。 

…… 

以此可见，虽然胡适“糊里糊涂”度过了 1924

年，年初的“烦闷之至”，终于在八月的“游山下

海”中得以解脱。这个八月，也成了胡适当年“

快活的日子”。尽管《一九二四年的年谱》把年初

日记中《小诗》其中一句“又分明看見夢裡的一笑”

改回了“又分明看見夢中的一笑”，但在胡适看来，这

首《小诗》成了他“ 得意的一首小诗”。因为是

“ 得意的小诗”，也就不奇怪为什么胡适题字时

给诸多人送这首诗了。 

写于 2020 年 3 月 5 日 

改于 3 月 6日 

（作者现供职于陕西师范大学） 

1 中文译本里将此诗误誊为：忘也忘不了，放也放不了，

刚忘了昨儿的梦，又想起梦中的一笑。见（日）清水安三：

《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一个基督徒教育家在中日两国的

传奇经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页

152-153。 
2 东：《雨花：胡适之诗》，《论语》，1947 年第 135 期，页

792。 
3 谷苇：《艺林剪影》，学林出版社，1987 年，页 13。 
4 石楠：《石楠文集 长篇传记小说卷 第 7 卷》，中国戏剧

出版社，2006 年，页 43。 
5 姜德明：《余时书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年，页 19。 
6 高杨编著：《民国第一现场》，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2014 年，页 12。 
7 蒋力：《杨联陞别传》，商务印书馆，2018 年，页 21。 
8 庄莱德（1906-1993），美国资深外交官，自上任多年以

来辗转于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政局动荡的 20 世纪中

旬，会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庄莱德来到了中国，并曾定居北

京、上海、南京以及重庆。庄莱德于 1945 年被任命为国

家事务部主司任，而又于 1958-1962 年被指派为美国驻台

湾大使。退休后的庄莱德选择投身于教育事业，曾赴多所

美国大学职教。 
9 庄富兰芝（1915-2003），曾任《纽约时报》和《基督教

科学箴言报》旅游记者。  
10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册 10，台北：联

经出版公司，1984 年，页 3633。 
11 章用秀：《民国书法鉴藏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 年，

页 233。 
12 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西泠印社 2010 年春季艺术品

拍卖会 近现代名人手迹专场（10 春拍），http://www. 

xlysauc.com/auction5_det.php?ccid=265&id=26627&n=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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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陈槃(1905-1999)．广东五华人。字槃庵，号涧庄。中

山大学文学院毕业。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青研究所助理

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49 年到台湾后任教于台湾大学，

1962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四届院士：撰有《汉晋遗简识小

七种》、《左识春秋义例辨》等专著。见 陈玉堂编著：《中

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页 534。 
14 政协广东省五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五华

文史 第 10 辑》，政协广东省五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1991 年，页 97。 
15 胡适致陈槃函，1961 年 10 月 12 日，见潘光哲主编：《胡

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2018

年，页 516。 
16 胡适致李济函，1961 年 6 月 9 日，见潘光哲主编：《胡

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2018

年，页 422。 
17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册 10，台北：联

经出版公司，1984 年，页 3897。 
18 陈存恭编：《石璋如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3

年，页 325。 
19 艺度拍卖：中国嘉德 2016 年春季拍卖会 书剑无负平生

-百年政坛、文坛、艺坛名人翰墨留韵，http://www. 

yidulive.com/auctionend/jgdetail.php?aid=449392&p

age=4&sid=1126。 
20 胡适：《谈谈“胡适之体”的诗》 ，《自由评论(北平)》，

1936 年第 12 期，页 13-18。 
21 梁实秋：《我也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自由评论（北

平）》，1936 年第 12 期，页 18-19。 
22 傅修海，付祥喜，郑力民著：《梁宗岱集》，广东人民出

版社，2018 年，页 81。 
23 粱宗岱著，马海甸主编：《梁宗岱文集·评论卷》，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页 167。 
24 灵雨：《诗的意境与文字》，《自由评论（北平）》，1936

年第 16 期，页 14-17。 
25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册 6，台北：联

经出版公司，1984 年，页 561。 
26 步大唐：《评胡适的《尝试后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第 3期)，页 75-124。 
27 《胡适日记全集（第四册）》，联经出版公司，2004 年，

页 247-248。 
28 胡适：《谈谈“胡适之体”的诗》 ，《自由评论(北平)》，

1936 年第 12 期，页 13-18。 
29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五册）》，遠流出版事业股

份有限公司，1990 年。 
30 胡适：《谈谈“胡适之体”的诗》 ，《自由评论(北平)》，

1936 年第 12 期，页 13-18。 
31  耿云志：《胡适的两首情诗》，见耿云志：《胡适新论》，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 年，页 233-238。又见沈寂：《胡

适的婚姻与恋爱》，见沈寂：《胡适史论拾零》，合肥：安

徽大学出版社，2011 年，页 18-65。
32 《胡适日记全集（第四册）》，联经出版公司，2004 年，

页 291-293；《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五册）》，遠流出

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 

清水安三眼中的胡适先生

马文飞  王红 

今年（2020 年）是胡适先生逝世 58 周年。其

实去年（2019 年）就看到关于胡适先生的一个日

文资料，找王红老师翻译，掌握了材料的基本含

义。近来因为受到 COVID-19 疫情影响，只能在家

读书写字，加之在“江南皮革厂近史所刻印局”

同人鼓励，特别是若望师的鞭策下，斗胆码些字

来纪念胡适先生。 

1922年左右，日本人丸山幹治(1880-1955)
1
安

排清水安三采访对中国局势有影响力的人物，写

成长篇报道和述评，在《读卖新闻》进行连载。
2
后

来清水安三又将这些稿件进行集结，命名为《支

那当代新人物：旧人和新人》，经东京大阪屋号书

店印刷，于 1924 年出版，在日本二十年代初有一

定的影响。 

从目录看，《支那当代新人物：旧人和新人》

涉及到中国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包括溥仪、黎元

洪、曹锟、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颜惠庆、

王正廷、顾维钧、王宠惠、汪荣宝、辜鸿铭、柯

劭忞、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周三人、陈独秀、

李大钊、李石曾、江亢虎、孙文、蔡元培等。其

中篇章不乏真知灼见。特别是《周三人》（即周树

人、周作人、周建人）一节称鲁迅为“中国作家

的第一号人物”而被中国学界接受，“成为日本中

国学论说鲁迅及其文学的又一层面”，
3
清水安三亦

为“向日本译介鲁迅的第一人”。
4
《辜鸿铭》一章

也被学界接纳，收入辜鸿铭的一些研究材料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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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安三，《支那当代新人物》，东京大阪屋

号书店 1924 年。（图片来自日本国会图书馆） 

《支那当代新人物：旧人和新人》之《胡适》

一章，共分八个部分。对胡适的个人经历和学术

做了介绍和评价。 

第一部分对胡适之的名字做解释，认为当时

“混沌一片的中国，混乱不堪的中国，到底该何

去何从，表现出了当时的迷茫”。因此，“中国正

在寻求出路。为了前途，将胡适之君作为引路人

来看怎么样呢。正如他的“适之”（即去往何处之

意）姓名所示，中国今后何去何从，中国胡适之？” 

第二部分介绍了胡适的学术之路。其中称胡

适博士论文是“非常例外的、具有独特的思想性”。 

第三部分谈了胡适的文学革命改良。其中提

到了辜鸿铭关于“改良”的言说。其实这一节，

清水安三早有文章《中国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

专门论述过。 

第四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胡适成为新文化运动

的“旗手”。清水安三认为，“与其说是西方思想

开始冲击东方古国，不如说是新思想强行进入了

中国”。对于当时有人认为胡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

旗手是有“内幕”的言论做了解释，“其实并没有

什么内幕。只不过他的“文学革命”大旗获得了

人气而已。而且有西方文学发展史做背书，从而

风靡天下而已。”

第五部分清水安三分析了当时的国语运动现

象，认为在中国现实的教育情况下“几乎是行不

通的”。 

第六部分论述了胡适所谓的“中国之文艺复

兴运动”。认为“文学革命让胡适名扬中国，也让

欧美人了解到了中国也迎来了文艺复兴运动。敲

响了新中国的文学革命的洪亮钟声。在这场文艺

复兴时代里，胡适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对中国

人和欧美人而言，胡适就是文学革命的一面大旗，

日本人当然也因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而承认他

的地位”，清水安三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推崇有加，认为是胡适“呕心沥血”之作……在

论证和写法上都非常不凡，这也获得了日本的汉

学界一致认同。 

第七部分，清水安三认为胡适“努力”做的

《努力》周刊出版，“这本小杂志就仿佛给静静的

湖水里投入了一颗小石子，虽然波浪很小，但是

打破一湖宁静。”也提出胡适的一些观点，即胡适

认为“美国的现在就是改革中国的模板。”

后一部分中，清水安三批评了部分日本人

提到胡适就“酸溜溜的”，其实这是对胡适“不着

调的粗暴评判”。认为胡适虽然是留学归来，“但

并非是一个狂妄不羁的人，当然他是一个信奉自

由主义的人，但也毫无疑问是一个沉稳有见识的

人。”同时，提出胡适的身体，特别心脏病影响了

胡适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清水安三评价胡适

称： 

他是一个很有热情的男人，有着与生俱

来的汉学实力，有着过目不忘的聪明。他的

汉学实力与过目不忘的资质，加上他的热情，

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无比宝贵的。让我们再看

看新中国其他具有热血的男儿吧。社会主义

阵营里有陈独秀、李大钊，后起之秀的胡适、

高一涵，联邦自治论的彭一湖、徐佛苏，都

是不平凡的新锐热血男儿。6 

提起清水安三，学界比较留意的是，鲁迅写

给他的四句十六字佛偈：放下屠 ，立地成佛；

放下佛经，立地杀人。
7
 

清水安三(1891 年 6 月 1 日--1988 年 1 月 17

日)，日本人，基督教牧师、教育家。崇贞学院与

樱美林大学的创始人。1915 年毕业于同志社大学

神学部，后留学美国，获神学博十学位。1919 年

以神父身份被派到北京，身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胡适研究通讯   2019 年第 3 期 

29 

近距离感受中国现代转变的时代脉动，但清水安

三汉语功底较弱，所以读了陈独秀、胡适、鲁迅

等人的大量作品，即，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踏入对中国思潮的研究。很朴实有趣的逻辑，从

真实本分出发，不涉玄理大义。81921 年清水安三

在北京创立崇贞学院，同时从事中国文学和历史

的研究工作。清水安三到北京后，先与新支那社

的藤原镰兄相识。藤原镰兄脱离新支那社后，于

1922 年 1 月在北京创办《北京周报》，自任主编和

发行人。清水安三也成为《北京周报》的记者和

撰稿人，同时也在日本《读卖新闻》上刊载一些

介绍中国思想文化界人物的文章，译载了不少文

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的作品，
9
其中与鲁迅、

李大钊、
10
胡适等人交游甚密。从此，清水安三成

了中国问题专家，
11
亦有研究者称之为“新中国通”。

12
1946 年清水安三回到日本，创立樱美林大学，从

事教育事业。著有《支那新人と黎明運動：新儒

教、新文学、新運動》（大阪屋号書店，1924）《支

那当代新人物：旧人と新人》（大阪屋号書店，1924）

《支那の人々》（友社 1938）《姑娘の父母 崇貞

ローマンス》（改造社 1939）《朝陽門外》（朝日

新聞社 1939）《開拓者の精神》（鄰友社 1940）《支

那の心 続支那の人々》（鄰友社 1941）《支那人

の魂を掴む》（創造社 1943）《桜美林物語》（桜

美林学園 1964）《中江藤樹》（東出版 1967）《北

京清譚 体験の中国》（教育出版 1975）《石ころ

の生涯 崇貞・桜美林物語》（キリスト新聞社 

1977）等。 

清水安三晚年的回忆录《朝阳门外的清水安

三》称其“与胡适同岁，是二十多年的朋友了，

他（胡适）的血型是 O 型，我也是 O 型。”
13
清水

安三与胡适年纪一般大，但比胡适大 6 个月，都

生于1891年。清水安三的回忆里有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第一次知道胡适是 O 型血。 

据相关资料可知，清水安三是以向导身份，

陪同福田德三、鹤见佑辅、长谷川如是闲访问胡

适，并由此结识胡适的。
14
1921 年 5 月 24 日胡适

日记称：夜有日本人清水安三邀我与一涵到大陆

饭店吃饭，说可遇见日本社会主义者大庭景秋

(Oba)。我们到时，始知请的客甚多，除大庭外，

有国际通信社的古野伊之助，《朝日新闻》之大西

斋，《读卖新闻》之井上一叶，日本财团同人会理

事山内嘉，日本观光局之佐藤泛爱，《新支那》之

藤原镰兄……等。中国人尚有陈惺农，彭一湖、

杜国庠三人。席上略有演说。散后，我听说日本

报纸上早已大登此会，称为中日大会！日本真可

厌，这一席的谈话又不知被这班新闻家拿去搓揉

成什么样子！

显然这次宴会，是日本新闻媒体想借胡适高

一涵等人做“中日友好”宣传，胡适明显对此不

太满意，觉得“可厌”。
15
 

1936 年 1 月 3 日，胡适日记载：日本人清水

安三夫妇同寺田喜治郎（沈阳中学校长）来谈，

我很不客气的同他们谈中日问题的各方面。他们

都劝我到日本去看一些时。

关于胡适和清水安三见面，《朝阳门外的清水

安三》有比较详细记载，尽管清水安三坚持“不

是想预告要进行战争，是想预防战争”，但胡适“很

不客气”，告知清水“Naturally we should fight 

against Japan”， 胡适对“七七事变”后的中日

局势，态度坚决。
16
胡适还赠给清水安三一幅字：

放也放不下，忘也忘不了。刚忘了昨儿的梦，又

分明看见梦里的一笑。此四句是 1924 年 1 月 15

日胡适所写之《小诗》，一般以为此诗与胡适情事

有关。但很难揣测胡适写此诗给清水安三的用意，

清水安三反复吟诵，“好像明白其中的含义”，具

体意义为何，清水安三未明言，似又成了谜。不

过，胡适曾经将此诗后两句送给了索书的日本人

铃木先生。 

胡适写给清水的《小诗》。（图片来自网络） 

1937 年 1 月 2 日，胡适日记又记：日本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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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安三的夫人带了六个日本人来访，谈了两个钟

头。我很恳切的同他们谈，有几个人似很受感动。

我谈话时用铅笔在一个名片的背面写了「尊王攘

夷」四字，他们临走时，有一个人向我讨此片带

回去做个纪念。有一段谈话，清水夫人翻译时，

我看她两眼汪汪的噙着眼泪。去年此日，清水夫

妇也带了客来，其中有一段话是我希望日本大学

对于中国学生的工课要采取严格主义。今天她说，

她已将此意传达许多教育家，现在真实行了。

七七事变时期，清水安三“为了避免北平古

城在战火中遭到毁灭，曾多方奔走游说请愿”。
17
从

以上胡适一则日记可见，在中日关系紧张之际，

胡适能与来访的清水安三夫人等日本人“恳切”

交谈，还赠与“尊王攘夷”四字，其中大有深意；

民族危亡之时，胡适依然提醒日本教育家对于中

国学生的教育要采用“严格主义”，不可松懈。 

另外，清水安三曾经至少赠送过胡适一册图

书，就是 1924 年大阪屋号书店发行的《支那新人

と黎明運動》，
18
但胡适对清水安三这本书究竟是

什么评价，不得而知。其实中文学界对清水安三

这个中国通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目前仅能看到《朝

阳门外的清水安三》《朝阳门外的彩虹》两册图

书以及三篇硕士研究论文和零星的研究文章。希

望学界能践行胡适之“打算盘要打 不如意的算

盘，然后方能作 大的努力”的劝诫，
19
继续努力，

做更多关于清水安三的研究。据说日本樱美林大

学日本思想史的教授太田哲男撰有《清水安三与

中国》，
20
惜未见到，希望其中有更多有关清水安

三与中国及胡适的历史细节。 

1 丸山幹治，日本长野人，主要从事政治评论。见松田義

男編：《丸山幹治年譜・著作目録》，2010 年。 
2 清水安三：《值得爱戴的老人》，见杭州大学中文系编：

《鲁迅研究资料》，杭州大学中文系，1977 年，页 32。 
3 严绍璗著：《日本中国学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年，页 344。 
4 王升远：《清水安三的中国情缘：译介鲁迅在日本 早》，

环球时报，2007.03.08，第 13 版；李明非《清水安三先

生与中国——几多鲜为人知的往事》，外国问题研究，

1992(03):页 61-67。 
5 宋炳辉编：《辜鸿铭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年，

页 176-190；黄兴涛编：《旷世怪杰：名人笔下的辜鸿铭 辜

鸿铭笔下的名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8 年，页

290-302。 
6 清水安三：《支那当代新人物》，东京：大阪屋号书店，

1924 年，页 164-191。 
7 关于这四句十六字佛偈已经有一些学者考证过了。见 李

思乐：《鲁迅寄给清水安三的一张明信片》，鲁迅研究月刊，

1996(11)：页 72-74；周国伟著：《鲁迅与日本友人》，上

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页 49-52；陈子善：《鲁

迅书赠清水安三字幅考略》，当代文坛，2016（1），页 4-7；

黄乔生：《合众文丛 我心依然 读写鲁迅》，上海：上海科

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 年，页 18-27。 
8 朱桂英.《清水安三，朝阳门外的贫民教育家》[N].新京

报.2012.06.30(第 C06 版(书评周刊·历史))。 
9 周国伟著：《鲁迅与日本友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页 49-50。 
10  刘柠：《清水安三眼中的李大钊》，人民政协

报.2014.07.03（06:春秋周刊）。 
11 （日）山崎朋子著，邢丽荃，吕莉，李尚波译：《朝阳

门外的彩虹：崇贞女学校的人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07 年，页 58。 
12 方光锐：《清水安三の中国観》，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4 年（感谢东北师范大学秦春生老师赠来此份材料拷

贝）。 
13 （日）清水安三著：《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一个基督

徒教育家在中日两国的传奇经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2 年，页 151。 
14 李明非：《清水安三先生与中国——几多鲜为人知的往

事》，外国问题研究，1992(03)，页 61-67。 
15 歐陽哲生：《新文化的異域回響：胡適及其著作在日本》，

中国文化，2015(02)，页 60-82。 
16 （日）清水安三著：《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一个基督

徒教育家在中日两国的传奇经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2 年，页 152-153。 
17 闻黎明：《“七七事变”时清水安三的请愿游说》，团结

报(北京).2017.07.27(第 05 版：文史周刊 1）。 
18 藏书信息为：6083  支那新人と黎明運動/清水安三著.

——东京：大阪屋号書店，1924；4,3,387 页；19.4 厘米；

PKUL（馆藏号缺）。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编纂：《胡适藏书目录》，桂

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页 2069。（感谢“江

南皮革厂近史所刻印局”若望师赠我此份材料拷贝）。 
19 马文飞，《“打算盘要打 不如意的算盘，然后方能作

大的努力”——胡适演讲稿<中国抗战意义及前途>之发

现》，《胡适研究通讯》2018 年第 2 期（总第 42 期），页

39-41。 
20 李少涌：《中日文化差异下翻译的动态对等——《清水

安三与中国》翻译实践报告》，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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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避嫌 

 

陈  新 

 

胡适的廉洁应当没有争议，根本的心理驱使

是公私界限划得清楚，又轻财。抗日军兴，克扣

自己，处处为国家节省 支，则是另一番境界了。

胡适爱惜羽毛，看重清誉，所以，对于钱财特别

注意避嫌；在有可能引起猜忌、嫌疑之处，都分

外的小心。 

他在驻美大使任上有一个近世有名的古董商

卢芹斋，因仰慕胡适的人格学问，送给他一个绿

玉炉鼎，很贵重，价值 2500 美金，当时是一笔巨

款。胡适放在大使馆中陈列了半年，下任时，物

归原主。这有无功不受禄的意味，避嫌也是一个

重要原因，因为毕竟是在官任上受赠的。1943 年

1 月 4 日，胡适在日记上特别就此事作了“补记”。

胡适一向有“插柳不叫人知道”的“无声道德”，

特作“补记”，很可能是为今后留下辩白的证据。 

这绝非多疑和谨小慎微，应该是教训在先的

“立此存照”。1933 年 3 月 6 日，鲁迅在《申报》

发表《王道诗话》（实为瞿秋白所写），说：“胡博

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就拿了五千元“程仪”。

结尾还有一首顺口溜，其中有“好向侯门卖廉耻，

五千一掷未为奢”。以《申报》的影响和胡适的人

脉，胡适不可能不知道，但他未作任何辩白——

他明白时间的辽远——却留下了日记：何键送的

是四百元，胡适说明旅费由各方面承担，此钱不

能受。不想何键又派人送到火车站，“推来推去，

不成样子，所以终于收下了”。这至少提供了另一

种说法，而且是比较有真实“硬度”的日记，否

则“五千一掷未为奢”即难以廓清了。 

1942 年 9 月，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迁居纽

约重过学者生活。与青年才俊王重民切磋学问，

通信频繁。王重民其时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远东

部工作，胡适又是大名人，因而得到了借阅书籍

的极大便利。当时国会图书馆有一大批重复书，

预备和其它图书馆交换。王重民告诉胡适后，胡

适很感兴趣，想用自己的图书资料来交换；来往

书信讨论了多次。王重民显然得到了图书馆负责

人支持，说“交换书事蒙同意”，馆中“亦引为荣

幸”，但胡适 后没有实行。 

1943年4月18日，胡适给王重民信中解释说：

“交换书事，鄙意公共机关负责人当然甚有大困

难，不如决定借阅”。“长久借书与换书并无大区

别，而馆中负责者可无失入失出之嫌”。 

五天后，胡适又在信中更明确地说：“交换书

事，尊意与当事人意，均极可感……将来万一有

人借此攻击馆长或部长，他们亦无法可以证明此

中无上下其估价之事。故我为馆计，不愿陷他们

于任何嫌疑。故决意继续借书，不愿交换。”接着

又说：“我主办公家事业，三十余年，向持一个原

则，宁可令公家受益我一点便宜，切不可占公家

一点小便宜。”——胡适既为馆方当事人考虑，同

时也为自己避嫌。 

胡适曾经有很高的教授收入，稿酬的丰赡也

为天下知。但他一生只租房，不买房。原因是多

方面的，避嫌应是其中之一。 

胡适离 大陆后，拟寓居美国。1950 年 1 月

6 日写信给在美国的赵元任，说：“房子决不可先

定，因为我确实没有力量买房子……况且胡适之

买房子，是要挨骂的。”胡适被骂了几十年，在去

世前的酒会上还连声说，那是小事，那是小事。

而对于钱财的谨慎，却如此临深履薄，令人感叹。 

1958 年，胡适从美国回台湾任“中央研究院”

院长，想盖一所房子，身后作为“院产”。他坚持

自己出资，先汇去2500美金。不想惊动了蒋介石，

下令从自己稿费中列支，胡适才无奈作罢。 

研究院在台北郊外南港，当时路况很差，一

部小车早已成了“老爷车”。院方要给胡适更换新

车，胡适坚持用自己的款项。当时他的经济已很

拮据，才想到动用托高宗武投资股票的一笔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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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汇 2500 美金。这项投资，胡适实际上是以“托”

的名义，对高宗武的资助，不想高宗武大获成功。

这是胡适第一次、也许也是生前 后一次动用这

笔钱。 

胡适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渊源颇深，

曾长期主持其事，遭到多次质疑；《胡适书信集》

收有两封胡适的自辩信。缘由是 1932 年《探讨与

批判》杂志、1959 年台湾《联合报》刊文责询“为

什么胡适、任鸿隽等可以支配庚款补助留学生及

其它文化事业”、“中美庚款……成为禁脔，留作

逃美基金”，胡适作（做）出了理直气壮的说明和

反驳，一时廓清了迷雾。这应该与该基金操作规

范、账目清楚，胡适自己处处谨慎有关。 

此时我不禁想起了邓拓先生。据茅盾夫人孔

德沚的弟媳金韵琴记录，茅盾晚年回忆：文革前，

面对刘少奇的批评，邓拓辩解说：“我拿自己收藏

的画，标价出售，看到别人的画，和我的标价相

同，而且又觉得比我的好，就跟荣宝斋的同志商

量，用自己的画换来了。”而且还当着康生的面说：

“这不是我先想出来要这样干的，康生同志早已

是这样做的。”（《报刊文摘》 2015 年 2 月 9 日）

这位可敬可悯的老资格革命家，在诱惑面前少了

点谨慎，情急之下的应付又犯了处世的忌讳，成

为文革中第一个罹难者，难说与康生没有关系。 

“我主办公家事业，三十余年，向持一个原

则，宁可公家受益我一点便宜，切不可占公家一

点小便宜”，胡适这句平平淡淡的话，听来像天籁、

禅语、琴音，月亮吐音般的美，却分明震响着他

自尊自爱的强音。世人能不感动！ 

（作者现居上海）

整理他人致胡适函专栏

编者按：胡适是 20 世纪中国交游极广之人。他人致胡适函电，是胡适研究的重要史料。收藏他人致胡

适信函 多者，莫过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胡适纪念馆两处所藏“胡适档案”。关于前者，

耿云志先生曾将其中精粹部分影印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 年）。但格于当时的影

印技术，加之有不少写信人本来字迹潦草，不少重要信件辨识起来极为麻烦。有鉴于此，几位年轻的胡

学朋友，如陈通造先生、夏寅先生等发愿将这些书信辨识出来。这是嘉惠胡适研究和相关研究的大好事。

从本期 始，《胡适研究通讯》将次第发表他们的整理成果。此外，对未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的重要的他人致胡适信，本《通讯》也乐意刊登。

高一涵致胡适信八通（附一通） 

夏  寅 

整理说明

高一涵（1885–1968），原名永灏，字效梁，

安徽六安人，是近代中国知名的政治学者，活跃

于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早年留学日

本，归国后一度任职北大，与章士钊、李大钊、

胡适、陈独秀等交好，也以《甲寅》《新青年》《每

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等名刊主要撰

稿人之一的身份为世所知。

在东京明治大学就读期间，高一涵与胡适的

早年挚友许怡荪是交往甚笃的同学。通过许怡荪

的转述，胡适在美时就对高一涵“心向慕之”，“恨

不能”像许怡荪一样与之“共晨夕，言志向学”1。

1917 年，胡适归国，任教于北大，与高一涵同住

一寓；此后虽各有搬迁，断断续续仍做了数年邻

居2。双方兼为同乡和同事，有多次共同办刊的经

验，在关乎安徽政治和教育的几件事上也有不少

合作。1931 年前后，由于中国公学的人事风波，

两人几乎“绝交而散”3，此后渐相疏远。无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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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两人的往来通信总是研究《新青年》与新文

化运动、《每周评论》与《努力周报》的组稿和运

营，以及胡适的人际交往和日常生活的重要史料。 

胡适致高一涵信已见《胡适全集》，高一涵致

胡适函则散见各处，尚未得到系统整理。其中一

些以手迹影印的形式收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以下简称“秘藏书信”）第 31 册中，读者认读

不易。兹将其中未经整理的八通，以及致章洛声

的一通识读如下，注出隐晦少见的人名，以广利

用。其中不免舛误，尚祈读者指正。

《秘藏书信》收高一涵致胡适函影印件 22

通4，其中 12 通已刊《胡适来往书信选》5，2 通

刊《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6。此外，另有 1 通《秘

藏书信》未收，仅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在胡适

日记里，也保留着 1 通高一涵的来信7。 

现将这些已经识读出来并整理出版的高一涵

致胡适信共 16 通，并本文新识读的 8 通，按时间

先后罗列如下：

1 1918 年 12 月 1 日 本文

2 1918 年 12 月 19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3 1920 年 1 月 28 日 本文

4 1920 年 2 月 13 日 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

5 1920 年 2 月 25 日 本文

6 1920 年 3 月 8 日 本文

7 1920 年 4 月 29 日 本文

8 1920 年 5 月 2 日 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

9 1920 年 5 月 20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10 1920 年 5 月 27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11 1920 年 6 月 1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12 1920 年 6 月 17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13 1920 年 7 月 14 日 本文

14 1920 年 8 月 11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15 1920 年 8 月 16 日 本文

16 1923 年 5 月 30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17 1923 年 6 月 3 日 胡适日记全集

18 1923 年 6 月 9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19 1923 年 6 月 12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20 1923 年 7 月 15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21 1923 年 8 月 2 日 本文

22 1923 年 8 月 6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23 1930 年 11 月 20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24 1930 年某月 31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凡  例
一、每封书信均标明日期和出处。年月日中，原

信未署，由推测考证而得的部分，以（ ）标

示。

二、书信格式，除竖行改横行、段前空格外，尽

量与原信保持一致，分段、抬头、提行等均

予保留。双行夹注改为单行，以（ ）标示。

页边注以【 】标示，据文意插入正文；如无

法确定具体位置，则单独成段。

三、原信字体多为繁体，间有简化书写，现一律

改为简体，个别异体酌情保留。

四、标点大体一仍其旧，除直角引号改为西文引

号外，偶有不合今日规范之处，不擅作改动，

以存原貌。唯标示人名、地名、书名等的专

名线或直角引号，则予取消；并列的专名以

顿号隔断，书名加书名号。原信如无标点，

由整理者酌加，并予说明。

五、明显的讹倒、脱文、衍文，分别用[ ]（ ）〈 〉

标示订正处，难以辨认之处以□代替。

一、（1918 年 12 月）1 日8 

适之足下：

前日因未接到  足下自芜湖来信，心中狠着

急的；又因交通银行行长张荟甄君往沪，（是他昨

日来电报说的。）恐怕旁人不肯付款；又恐怕  足

下过芜湖或不到胡 文店中去，不能接得电报；

所以我们连打两次电报到交通银行里去问；到昨

夜一时才接到张君的电报，说已拨二百元交  足

下取去了，得到此信，方才放心。

你在火车上所写的信，已收到了。《导报》已

寄两天，以后当连同《大学日刊》逐日寄来。

著作权的印花，已寄到上海去了。

商务书馆昨日寄《思维术》一百本来，因这

两日放假，所以尚未取来。

张君说“再过几天，再由邮政局汇百元给  足

下”，已打听绩溪邮局是可以汇兑的，想不致于误

事也。

《墨家哲学》已寄两本到上川去了，又有友

人信数封，亦已寄来，今日又有信片及信三件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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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芜湖赭山高语罕、刘希平两先生因听说  足

下要打芜湖过，便欢喜的了不得。好一点的学生，

亦多望  足下到校演说一次。语罕来信，并请过

芜时，即下榻该校。我叫他直接写信给  足下，

或者有信到绩溪来，亦未可知。  足下能于返京

时，到该校演说一次，向他们谈谈新文学否？

藉询  近况。

高一涵白  一号

二、（1920 年 1 月）28 日9 

适之兄：

来信已收到。你闭门著书甚好，我以为比较

东跑西奔的教课还要收效多些。

《大藏经》我已同文伯代你们问过；据森江

君说：“这种书往年很难买，现在刚刚有人卖出来，

可以赶紧要去。”第一种缩印的字很小，同《晨报》

上五号字一样，是铅字排印的，其中有没有错字，

不敢说定。第二种 好，板子亦很大，字也很大，

装订也很工。你究竟要那种，还要请你早点来信。

这个书铺很不大（专卖佛书），恐怕不能像丸善书

屋可以用“代金引换”的。

《佛教大辞典》今日已托森江君找去，明后

日当可寄来。

前回托中西书屋寄上两种佛教史，你已经收

到了没有？

下月三日，吉野介绍我同文伯两个在帝大辩

论会讲演，我因为没有别的可说只得把你的《新

思潮的意义》重新讲演一番，以后并加上新思潮

的具体主张。因为吉野很盼望我们讲中国新思潮

的内容，所以才选择这个题目。文伯讲的是“中

日将来之关系并两国之青年”。看讲过之后影响如

何！

今天看见《时事新报》中（一月廿四日）张

东荪答志希的书，内中很有些“混账话”。说什么

“浅薄心理”，说什么“五四而后，出了许多新伟

人”，说什么“专卖新思潮的真正老店”，“止此一

家，并无分铺”，“认明招牌，严防假冒”……我

看了，觉得他这个人到底是“非我族类”。

仲甫的信我已接到了，他到武昌有什么事？

此时想已走了，故不覆了。五月间“劳动运动号”

叫我预备做“日本劳动界的组织及运动”，我姑且

调查材料，不知能否做到成功！

胡夫人既此。

一涵  廿八日

三、（1920 年 2 月）25 日10 

适之兄：

接到来信，知道你把罗素的文11改正了，感

谢之至！我为什么要做这一篇文呢？因为有一天

会到中泽先生12，他自命专门介绍罗素的，他著一

本《正义与自由》，有一大半是介绍罗说。承他情

送我，叫我也介绍介绍。我那时还没有看罗的哲

学书，所以直钞他的，现在已知道有许多靠不住，

我已写信给仲甫叫他不必发表。（你如果没寄到上

海去，请不必寄，待我后来再修正罢。）

你替我指出几本书，我很感谢，已去定了。

我做的书恐怕不免有许多错误，做成之后你

能替我修正一下，那就感激万分了。

一涵  廿五夜。

“小胡”13的相片已收到，请你代我们谢谢

他。

四、（1920 年）3 月 8 日14 

适之兄：

来信已收到了。

《大藏经》已买到了。昨天去看过一遍，东

翻西看，大致该没有残缺。这部书是一个文学士

吉田修夫家藏的，他自己从头至尾看过一遍，所

有重要的地方，都用硃笔作了记号，并在书头上

批下小字。吉田死去，所以拿出来卖。他是一个

专治佛学的，著的有一小册子《観音の信仰》和

《仏教の革命》《観音の救済》《聖徳太子の信仰》

都已出版，并听说是高楠博士15所器重的人。如果

到你的手，再加上些批评圈点，将来必定成一种

很可纪念的书。

这两天书铺正在打包，等木箱做好，便可送

来。至迟三月底总可送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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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看看做《政治学》没有什么意味，已

着手做《政治学史》，现在做到亚里士多德了。但

是中世纪的参攷书很难搜求，借出来的书又不能

久看。——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你知道有什么

好书可以帮助我吗？丛书中的书 好，因为价钱

便宜，又容易购买。

《新潮》和《国民》请告诉洛声，教他直寄

“日本东京神田区北神保町十番地中国青年会马

伯援先生收”。（《新潮》一百册差不多卖完了。）

外有两个书单（发票）请交给洛声。——是

大学出版部买的书，都已经寄来了。内中有没有

舛错，请洛声查一查。

慰慈好吗？何时接婚，千万不要瞒着我们！

小胡已会说话了，更可爱了。待我们回来，

恐怕要不认得我们了。

一涵  三月八日。

五、（1920 年 4 月）29 日16 

适之兄：

文伯近来意思很坚决，无论如何要朝欧洲去，

将来终身做研究学问的事业。我对于他 后这一

句话是非常赞同；但是不大赞成他在朝欧洲去，

你看如何？

我现在正在写 Stoics 同 Epicureans 两派的政

治学，但是这两派的名称真有点不好译。你寻常

讲哲学时是怎样译的？请你告诉我罢。（日本人译

为禁欲派、快乐派，总觉得不大好。）（我看这两

派很有点像中国的理学派同名士派）

佛经已收到了没有？不知道这个板子可合意？

森江书店又送来《日本续藏经目录》一本，我因

为是小本软壳子的书，不好寄，所以还存在这里。

我做起来的书，做到后头，前头已经不得意

了。恐怕做起来的时候一看，简直不能用也未可

知？千万请你允许替我看一过！

一涵。廿九夜。

六、（1920 年 7 月）14 日17 

适之兄：

来信已收到。关于上海方面的事，我已同孟

和、文伯两人说了，——梦麟今天可以看见你的

信，他的意思怎样还不知道。——都主张请你代

表我们，同上海言论界筹议实行的方法。寡虚言

而不联络各界实地做去，是没有效果的，请你斟

酌办罢。

慰慈昨天已动到南京，想可以会到了。

昨天孟和打电话给我，说莘农找我担任政治

学史，我当时绝决表示不干；谁知他们竟提到聘

任委员会通过了。我所以不就有两层理由：（一）

学问不足担任；（二）不愿以清清白白的身子冒因

人求事的嫌疑。所以我左思右想还是不干干净。

叔永事已由蔡先生提到聘任委员会，听说亦

通过了。

刚写到这个地方，接到同乡会的电话，说明

天警厅不让我们 会的事，我要去通知同乡，不

再说了。

胡夫人说：“请你事完即回，不要再干与别的

事。”

涵。十四日

七、（1920 年 8 月）16 日18 

适之兄：

你的夫人于十六日午前十一时前五分产生一

女，于十五日夜便觉腹痛，到天亮打电话给长老

医院，即派女医生三名来寓，事先设备一切。杨

太太和王、周夫人均在寓照料，他们都是有经验

的人，所以应该想得到的地方，他们都一一弄好

了。

胡夫人很平安的，说话同平常一样。你希望

女儿，女儿便来了，望你再做一首《我的女儿》

的诗罢。

事毕当可即回，不多说了。

一涵  十六日二时

八、（1923 年）8 月 2 日19 

适之兄：

你要的那三种书已经由洛声寄来了。20 

北京和家中都没有事。

抚五说程铸新的事，也不知说了多少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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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只得法科三个钟头，不够吃饭，还想在文科

稍为弄两三点钟。兹把抚五的信寄来请你斟酌。

一涵。八月二日

附：高一涵致章洛声函

（1920 年 2 月）25 日21 

洛声兄：

来信和《新青年》都到了，吉野作造处我们

由北京赠过他（的）《新青年》没有？请你查一查

覆我。

书信邮费我弄不清楚，请你再查前账算一算，

如果九十一块钱里边没有邮费在内，请你在我的

薪水以内扣除罢。

光成馆和东京堂的账拟今明日去，给算清楚

叫他 发票前来便是。

《新中国》请你替我买一册，把我的《政治

学研究方法》22一篇裁下来寄来便是。 

学校以后发薪请你即代为寄下，如果关于我

有什么用费，请你扣存若干，以便将来应用。

适之、慰慈均好。

一涵。廿五日

陈源致胡适信十六通（1925-1949） 

夏  寅 

整理说明

陈源（1896–1970），字通伯，笔名西滢，江

苏无锡人。少年时即由其表叔吴稚晖携至英国，

先后就学于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回国后任教

于北大英文系，与胡适、温源宁、林语堂等同事。

1924 年底，他与周鲠生、皮宗石、王星拱、高一

涵、燕树棠等人共办《现代评论》周刊，负责部

分编务，并主持该刊的“闲话”专栏。次年，围

绕着女师大学潮、“三·一八”事件等话题，与周

氏兄弟、刘半农等《语丝》同人展 了一场著名

笔战。1927 年，陈源与夫人凌叔华赴日小住；次

年回国后，一直任教于武汉大学文学院，直至 1943

年赴英国中英文化协会任职。1946 年，他又被国

民政府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中方

常驻代表。

陈源在英留学期间即与徐志摩相友善，处此

交际圈中，回国后与胡适自然地建立了友好的关

系。1926 年他与凌叔华成婚后，两人还一度租住

过胡适的房子23。1930 年代，胡适两次赴武汉大

学参观讲学，都受到了陈源的招待。抗战爆发后，

两人先后受命出国，公私交往不断。陈源和胡适

虽非至亲密友，但同为新月社员，在政治立场、

思想观念、文学趣味等方面，有不少共同语言。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以影印手迹的形式

收录了陈源致胡适信 29 通24，又有电报 1 通，系

与赵元任同署。其中 10 通已见《胡适来往书信选》，

3 通见于《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现将剩余 16 通

整理如下，考其年份，以便阅读和使用。其中涉

及陈凌婚事、沈从文任教武大、中研院院长评选、

陈寅恪英国治眼疾、胡适与英国汉学家的交往等

近代史事，颇足珍贵。疏误之处，祈见告是幸。

在认读手迹的过程中，蒙林建刚、默雨、田

俊、刘高辰、戴汉宸、Nous、曹一吉等师友提供

帮助、指点疑难，谨此致谢。

陈源致胡适函系年及出处

1 1925 年 5 月 28 日 本文

2 1925 年 7 月 6 日 本文

3 1926 年 3 月 12 日 本文

4 1926 年 6、7 月间 本文

5 1926 年 7 月 15 日 本文

6 1928 年 1 月 28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7 1928 年 7 月 15 日 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

8 1928 年 7 月 30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9 1928 年 8 月 25 日 本文

10 1929 年 12 月 26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11 1930 年 2 月 24 日 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

12 1930 年 6 月 6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13 1930 年 6 月 12 日 本文

14 1930 年 7 月 16 日 本文

15 1930 年 9、10 月间（残） 本文

16 1931 年 5 月 2 日 本文

17 1931 年 12 月 10 日 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

18 1931 年 12 月 25 日 本文

19 1932 年 3 月 24 日 本文

20 1940 年 4 月 21 日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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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940 年 8 月 29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22 1941 年 1 月 26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23 1942 年 9 月 28 日 本文

24 1943 年 7 月 31 日25 胡适来往书信选

25 1945 年 4 月 1 日 本文

26 1945 年 7 月 7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27 1945 年 10 月 6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28 1946 年 1 月 14 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

29 1946 年 3 月 21 日 本文

30 1946 年 12 月 3 日（电）26 胡适来往书信选

一、（1925 年）5 月 28 日27 

适之，

送还三本书。又诗集一束，请你看看有没有

好诗。

此外有《古本水浒与俗本水浒》28一篇，是

与你讨论的。如值得登载，请你写几句答覆在后

面，好吗？

又汪静之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一篇也

请你看看。

【志摩信奉还】

源

五月二十八日

二、（1925 年）7 月 6 日29 

适之，

顾宪成集我已经问过丁梅轩（福保）先生，

他说现在极不容易找。他处有两部极有用的书《东

林列传》和《东林院志》，据说前一部极不易得，

后一部还可以买到。不知你有没有？你如要什么

请快快通知我一声。我大约一星期后到无锡去住

几天。

丁先生新印了高忠宪诗集。托我送你一部，

还送了一部关于说文的东西。

稚晖先生文存出版了。也是他们书局出板的。

编得糟极了。我同他谈了半天，他极愿意送吴先

生百分之二十版税。可是第一编选得不好，第二

发行不好。我想到亚东先同他们商议代销或重印

的办法，不知你写过信没有？

源

七月六日

三、（1926 年）3 月 12 日30 

适之，

听说你又不回来了。你的家现在已经在迁移，

你回来时我们便是紧邻了。志摩还没有回京，干

么去了？

英国庚款委员会快 会了。对于许多人的许

多大主张，我都毫无可否。不过我有一点小意思，

希望你同在君能够注意到。我现在看看中国的事

情，觉得实在毫无可为，倒不如想一个方法，让

几个比较优秀有希望的人救出自己来。你们能不

能在庚款里想些方法救出几个人来。一种是让几

个人有研究学问的机会。在君的地质调查所是很

好的。但是想研究学问，能研究学问的不止是科

学的人材。就以颉刚来做例。他什么也不希望，

只想研究他的学问。然而国学研究所的薪水是不

能养活他一家人的，所以他不得不干许多他极不

愿干的事。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不幸，也是颉刚的

不幸。一种是 Travelling Scholarship，我以前听见

那威等国派送已经有些成绩的文学家，美术家，

科学家，到外国去游历，我觉得比我们送留学生

的制度好得多。听说日本也有同样的事情。你以

前不是曾经劝达夫到法国去住一两年的么？我相

信达夫如能到欧洲去几年，他的作品还可以好好

的发展。

近来杨金甫时时的想去欧洲，我就要写信给

你。前天见到颉刚，他提起这话，希望你们能助

他研究他的学问，我就更觉得非写信给你不可了。

我自己自然也有私心，我很希望有机会再到欧洲，

好好的弄些德法的文学，叔华也想到法国去学画。

法国赔款那些人是不能同他们谈了，只有你们那

里还有几分的希望。你觉得可以建议吗？

源

三月十二日

四、（1926 年 6、7 月间）31 

适之，

昨天看见志摩。他说那家花园很好，很大方。

他也说中国人不见得能够懂得另一地方行礼的好

处。我想就定那家花园也好，要是可以借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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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凌老太爷与那家是有交情的，幼伟也一定有

法想罢？

北京饭店不但太贵了，而且侍候不周到。温32

那一次，在中国人看来，完全失败。晨报的小说

里已经说过了。

十四那天是不是一定要有家长？北京方面，

我一个长辈的亲属都没有——可惜吴老走了。可

不可由一位父亲的熟朋友，如廉南湖等，代行？

我的父亲是因为铁路不便，恐怕不能来了。

源

五、（1926 年）7 月 15 日33 

适之：

我们已经到天津了。一路听好些人说这旅馆

很不差，所以就来这里。不过能不能久居还不知

道。你如有什么信给我们，还是寄津义奥交界五

马路 44 号戴宅转交稳当。 

昨天的风雨真大，从廊房到天津，一路的电

线杆几乎都吹倒了。我们的车因此误了钟点，幸

而只迟了一点钟。我们一到客店，外面又下大雨。

几天前大家怕干旱，现在已经有人怕水灾了。

叔华送给你的手卷是一个新裱的。你今天给

我看的是她给裱糊匠的样子。不知怎样裱糊匠给

送错了。我前一个月读了裤子裆里阮的燕子笺，

觉得那裱糊匠错得太荒唐，谁知道现在就有这样

的裱糊匠呢！

叔华的意思，是希望你到欧洲后遇到名人，

尤其是名画师，请他们留一个纪念。她那个手卷

也是这样的一种纪念物。她已经写信给经手的朋

友，请他赶快把那个手卷送到你那里去了。希望

你收得着。我们更希望你一路平安。

源

七月十五

六、（1928 年）8 月 25 日34 

适之，

接到你的信便回了一信，迄未得覆，不知此

信曾寄到否？

我们本想早些归国，因觅船等问题，得九月

四五才能离日本，大约十号前后可以到北平。以

后的行动，还毫无把握。可是无论到那里去，北

平的家宅总得先收来，东西总得先检点，所以不

得不先去走一䠀[趟]。你如有回示，请迳寄北平

好了。

昨天见沪报，有国府任罗志希为清华校长的

消息，不知确否？

舍弟洵，想转学中国公学预科，来信要我介

绍。我们这位老三，从小天资倒很好，只是不爱读

书，前三四年送入南 ，功课绝坏。南归后听说很

有些悔过之意，在南洋中学读书，成绩稍优。忽然

一场大病，病了一年馀。现在病已好了，想到上海

攷学校。因为中国公学由你接办，据他所说，“名

誉既佳，功课极严”，所以极希望能准其转入预科。

我想中国公学本来就办得不错，地点也比上海好些，

有你做校长，更可以放心，所以也极希望他能转学。

要是在校章容许之中，可以成全的地方，就请你鼎

立成全了他。要是他的程度相差太多，或有别种原

因，今年不能转学，也请你指示一个学校给他，使

他有一个读书预备的地方，不胜感激。我叫他去见

你，请你当面攷问他一下。

源

八月二十五

叔华附候

七、（1930 年）6 月 12 日35 

适之：

还没有覆你的信，便听说你去北平了。不知

此时已回上海否？朋友兼同事朱东润好多年来时

时渴想去见你，今年暑假要到上海，托我介绍，

但不知他有这达到愿望的福气否？朱先生对于英

文很有研究，同时又是一个诗人，书家。他近年

很想对于欧美人的中国文学国学研究，做一番功

夫。他知道在这条路上，只有你能够领导他。希

望你像对待所有一切有求于你的学术上帮助的人

一样，不吝金玉的指教。我敢说你的功夫一定会

有成效的。

源

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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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930 年）7 月 16 日36 

适之：

从文事我早已提过几次。他们总以为他是一

个创作家，看的书太少，恐怕教书教不好。现在

雪艇尚在上海（说是十七八回鄂），可否请你即刻

与他会一面或通一电话，把从文的学问，见解及

教书成绩详细的谈一谈？如此信到时，雪艇已走，

可否再来一封比较详细的信？我极希望我们能聘

从文，因为我们这里的中国文学系的人，差不多

个个都是攷据家，个个都连语体文都不看的。

这里的讲师，月薪从二百元起，钟点约有七

八时以上。

这里的助教，月薪百二十元以上，担任些事

务上的事，可以不教书，教书亦不过二三时。

从文自己有信来，说不愿意再教书（因为在

中公“教书失败，对不起胡先生”）。所以我说请

他来做助教亦好。现知他的话是一种冲动的话，

似乎仍以请他为讲师为是。

友人朱东润到上海，承指点许多欧洲治中学

的学者及书籍，很是感激。

文哲季刊第二期将付印。极希望有新著见赐。

哲学史稿在鲠生处见到，兴味无穷，惟大都篇幅

至长，一期登载不完。

问你们都好。

源

七月十六

叔华附候

九、（1930 年 9、10 月间）37残 

适之，

海上一晤，已又二月。在君叔永等过汉，听

到些你的近况。白话文学史中卷恐又快付印了吧？

英文学百种翻译的计画，我们都极端赞成，都极

愿效力，不过你同志摩等总得多担任几种才好。

听说你们拟了一个百种书目，可见示否？看报上

广告，《新月》已出至十期，可是武汉方面的同人

连九期都没有见到，不知何故。志摩如已回沪，

可请他一问，他如未回，便不得不劳你的驾了。

又《新月》稿纸我们也希望多寄些来。

叔华十一月底来武昌。在此颇想念北京的环

境，上海的朋友。寒假内我们或到沪宁走一趟，

看看你们。

叔华说，书柜因已够用，所以没有借用你

十、（1931 年）5 月 2 日38 

适之：

又是问你要文章来了。不论哲学史，文学史

方面的东西，只要寄来都欢迎，一万字左右的更

欢迎。

志摩住在你那里，可否逼他写些文章？

叔华拟六月初即去平。我因种种牵累恐怕至

早亦得到七月底才能到平。祝

你们大福

陈源

五月二日

十一、（1931 年）12 月 25 日39 

适之：

两封信都已收到。

公超也高兴译 Jane Austen 真是好极了。不过

Pride and Prejudice 那一本叔华已经在译，怕还不

止译了万馀字呢。暑假在平与你提起此事，你不

是亦劝我们动手的么？我自己也因为教 Pride and 

Prejudice 有好几遍， 爱那本书，想先译它，只

因叔华也要译这一本，所以就让给她了。听说她

很早便着手在译，也许已经有些成绩了。所以

好请公超另译一本罢。要是有三个人译，也许真

可以在二年内把 Austen 的书全译过来呢。 

你托叔华说的话，她已经转达到了。我以为

这件事只有你做 好， 相宜， 胜任，只有你

才做得下来。别人谁也不能担负这一个责任。希

望你积极的干，千万不要放弃。过了几年，有了

很好的成绩，你有更重要的事业去干时，别人也

许勉强可以接手。对于翻译我比较的感到兴趣。

所以很久以前我便对叔华说过，要是学校有什么

风潮，学生不想读书，我打算换一换活动，不教

书了。我打算关起门来，专门给你译书去。现在

还是这么想。此刻一时虽不容易脱离，但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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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这志愿能成为事实。所以务望你继续“努

力”，留下一个给你帮忙的机会与我罢。

志摩的翻译我很愿意再校阅一道。现在各书

都不在手边，恐怕得到春天才能着手了。这不太

迟罢？

诗集是以一多编 相宜。

险的忘了一件事。有两个人要我介绍给你，

与文化会译书：

（一）石民    上海北四川路士庆路 75 

（二）徐仲年  上海霞飞路 624 

石民是北大英文系十七年度的毕业生，与冯

文炳等同级。他的功课，在班上是前五名中间的，

文笔很好。著有一新诗集《良夜与恶梦》。他毕业

后便在上海卖文为生，是“北新”编辑之一。他

译过好几种书，但因为是“买卖货色”，自己都不

满意。他“自认为苦心孤诣之译品二种——一为

波特莱尔之散文诗集《巴黎之烦恼》，一为近代诗

人选译集《他人的酒杯》”至少[今]均未能付印。

他捡出发表过的一部分寄来，兹将另封寄呈。他

写来一个拟译的书目，亦寄呈。我看他的译笔确

是不坏，只是错误仍是很多，要是有一个人负责

指导，是将来一个良好的译手。

徐仲年是我的表侄。他在法国留学八九年，

娶了法国太太，得有文学博士的学位。他的法文

是好的。巴黎的几个出名文学杂志上登载有他的

作品。Mercure de France 九月或十月号登有他的

《红楼学述》。(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十一

月号登有他的中国文学通讯。从前在中国的杂志

上，也写过创作小说之类。他的译笔怎样，我不

曾看见过。我想可以要他寄些你看看。他现在正

在给“新月”译Mauriac的 Le Baiser aux[au] lépreux，

Destins。他打算给基金会译罗曼罗兰的大著作 Jean 

Christophe。另 了一个极长的书单，因为太多了，

所以也不寄上了。

你到上海的时候，可否找他们去与你会一下

面？

源又启

十二月二十五日

石民译书计划

寓上海北四川路士庆路 75 

……

Shakespeare：Julius Caesar 

  "   ：Othello 

  "   ：Cymbeline 

  "   ：Twelfth Night 

  "   ：Measure for Measure 

  "   ：As You Like It 

Cervantes：Don Quixote 

Goethe：Wilhelm Meister 

Carlyle：Sartor Resartus 

Hugo：Les Misérables 

Hardy：Tess of the D'Urbervilles（此书一多曾译过

几章， 好劝他继续译下去。）

十二、（1932 年）3 月 24 日40 

适之兄：

现在这里的情形，只有请你实行上月答应我

的话，每月给叔华送些钱去了。这种办法，可以

催促我自己继续不断的译书，也是一件好事。

Emma 已译了二万馀字，也许一年内可以译出（约

有三十万字）。但暂时请每月送百五十元便够了。

多了恐拖欠了债，不容易还。

我译书的方法，是要整部的初稿译完后，自

己细细修改一次，请人抄好，又修改一次，方算

完卷。第一次的初稿不能作数。修改须在译完后，

至少在译成半部后，因为那时的思想笔墨才能透

入原文，比较的打成一片。所以缴稿有些不方便。

我到[倒]愿意陆续的按月寄稿，让基金会去负保

管及损失的责任，只是把自己不作数的稿寄出，

似乎也不相宜。你说怎样办好？

你同叔永都说国难会议后，可以来看看武大

的新校舍。这里的朋友听了，都非常的高兴。学

校已有正式的公函请你们来参观了。希望无论如

何，拨冗一行。仲揆楚青也可以来。如有别位朋

友高兴同来，我们无不欢迎。

从叔华及别的朋友来信，知道你的健康已恢

复，不胜欣幸。希望珍摄。

源

三月廿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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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1940 年 4 月 21 日41 

四川乐山，半边街五十七号

29 : 4 : 21 

适之兄：

自兄离□□42，我不曾给您写过信。久别后

始写信，常常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之感，

反而更懒怠写信了。

上月十五日，舍妹与竺藕舫兄在渝结婚，我

送她去重庆，在那里住了有二十天模样。恰好中

央研究院在那时 评议会，而蔡先生又正在 会

前半月逝世。本来是 会推选第二任评议员的，

忽然 大的任务成为推选院长候选人。那时候许

多朋友谈话的题目，差不多离不了这一问题。在

会前大家已众口一辞的认为 适当的是你，雪

艇，骝先和詠霓。那时也有李石曾，佛菩萨43等呼

声。佛菩萨谁也不愿意招揽他。李呢，也许正好

借此将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合并，可是也谁

都不愿意惹他。那时书遗[诒]则忽然想到了顾孟

馀。但是一般对于政治没有兴味的科学家却不愿

以研究院为□44勋（没有跟汪去也）的奖品。吴老

先生也有人提，但是一则说他没有这方面的兴味，

再则他的主张不尽相同， 重要的是说他年龄太

高，近来身体不大好，恐不久又得重选。我当时

也献些末议。我认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适当

的人选当然是你，但是你现在在美国的使命太重

要，不能回来也是事实。所以我的提议是现在推

选吴老先生担任。等到和平之后，吴先生年事方

高，无心再管，则美国方面也不一定非你在那里

不可了，那时再推你为院长，岂非面面顾到？可

是人微言轻，没有人理会我这话。那天选举时，

有几个人不愿意你此时返国，使某些人快意，没

有推你，故你得二十票，骝先詠霓各二十四票，

仲揆六票，雪艇四票，孟馀一票。我与一部分朋

友至今仍认为你是蔡先生后唯一的继任人，但是

又不愿意你在此时离 美国，所以不知道自己希

望的是那一样，能暂时遥领则太好了。

抗战时期后方生活稍苦，一般人们的脾气也

较大，许多□□都有磨擦或风潮。武大也不是例

外。

外致鲠生兄一信，请转交，不知你还45 

弟源

十四、1942 年 9 月 28 日46 

适之兄：

文章已经请鲠生兄修改过，现在奉上，请毫

不客气，尽量删削。对于内容如有指示，更所眄

望。听说这两天您正在搬家，实在不应当再来麻

烦您。可是对外发言，尤其是这样一个题目，似

乎不可不较为郑重。您的意见和经验是不能不请

教的。

去英事正在踌躇。此事十年前在国内即有接

洽，大约不好不去。动身之期，希望稍迟，可以

在这里多看些地方。

即颂  日绥

弟源  上

九月廿八

十五、（1945 年）4 月 1 日47 

适之兄：

昨见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名单，觉得

中国很有进步。不知  兄能离剑桥到西美一行否？

牛津大学之 E. R. Dodds 教授，月内去美，调查美

国方面的 Far Eastern Studies。他此行是受罗氏基

金所聘，将来对于英国的东方学术研究，或可有

改进的建议。他问到美后应访问的中国学者，我

说  兄与元任兄及今甫兄，不可不见，其他学者

兄等自能介绍。Dodds 谓  兄过去来英时，曾在其

家住过一晚，故是熟人。

听说水经志[注]问题已写成文章，Arthur 

Waley 特向崔少溪（骥）借阅。弟与 Waley，Lionel 

Giles，剑桥之 Haloun 教授，牛津之 E.R.Hughes 都

相当熟识。他们常常问起  兄的近况及著述。以

后如  兄发表的作品，可以赠他们；弟极愿代为

分发。

去年十二月，弟购寄 Giles 的 Six Centuries 

of[at] Tun-huang 册下寄上，借以祝寿，不知曾收

到否？

Mrs. Hartmann 想已毕业，能去美工作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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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乞代致意。专此即颂

撰安

弟源上

四月一日

元任兄转乞道念

十六、（1946 年）3 月 21 日48 

适之兄：

上月托游建文兄带上一函，及文件数种，想

已达览。上月底曾去日内瓦，出席国际国民教育

会议。本月十六日回英，得蒋仲雅兄信，知在不

久以前，曾与  兄同吃茶，则数日前尚在美。不

知何日动身返国？念念！

兹有一事奉恳。寅恪兄在英医目疾，并无治愈希

望，故决计返国。因医言飞行与目疾不相宜，只

有乘船回国。过去一月馀在各方设法，方得一船，

船名是 Priam，Blue Funnel Glen Line，由 Glasgow

行。 奇怪的是此船经过美国，（说是纽约）及

巴拿马运河到华。幸同船有前驻瑞士代办任起莘，

及驻荷使馆秘书赵惠谟及家属，所以沿途有人作

伴照料。寅恪兄深惧美国海关检查不讲理，因其

病目，便以为有沙眼，予以拘留或隔离等处分。

所以请  兄托纽约领事馆派人前往照料（彼所领

为普通护照）。此其一。

骝先兄汇来美金千元，补助寅恪兄医药用费。

不幸中央银行将教部汇款数万元（大部分为救济

流落学生之用）全数改为英镑。此事由使馆去电

教部财部改汇美金，迄无答覆。恐即可办到，寅

恪兄亦不及等候。寅恪兄不愿带英金，但英金在

美无法换为美金。如去电教部汇款去美，恐亦无

把握可不耽误。可否请兄在 unesco 款项下取出千

元，分打成不记名．．．汇票三张或四张，亦托领馆方

面的人送给寅恪，此款即可在此间以英镑交弟，

存入 unesco 户下。闻  兄接信后即覆一电，表示

是否可行。如此间想到其他办法时，弟亦当电兄

取消此议。

提到 unesco 的款项，望  兄于回国前筹一适

当处置。如元任兄一时不回国，请交元任兄。六

七月间筹委会 会甚久，并有各委员会 会，我

国教部已派有专家数人（元任兄在内，馀为孟和、

守和、封[冯]德培三位），届时想有一部分能来。

故届时必有需用款项之处。亟望元任兄彼时能来

英到会。如有便人来英时，请托带四五千元之美

金汇票来此，以便存入 unesco 美金账（弟手中有

一英金户及一美金户，但已不到千元），以备不时

之需。（汇票不要汇英，因汇英即折为英镑也）。

匆匆即颂

大安

弟源上  三月二十一日

（夏寅，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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