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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世界，反思传统，筑起坚实的文化自信 
——在“第四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研讨会上的致辞 

耿云志 
（2019 年 11 月 2 日香山饭店） 

   近年来经常听到建立文化自信的说法。这个

提法很好，但不能停留于口头和书面上；应当深

思，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文化自信，怎样才能建

立起这样的文化自信？我觉得提出这样的问题是

完全必要的。因为我们是有历史教训的。 

   大家知道，鸦片战争时，英国以军舰、大炮

闯 中国的大门。那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不

知道西洋各国情形。突然遭此巨创奇辱，万难忍

受。此时只有极少数人，肯睁 眼睛看世界，设

法了解世界，如林则徐、魏源等人。林则徐下大

力搜集材料，编辑《四洲志》。魏源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编成《海国图志》，初为五十卷，继又扩编

为一百卷。然而，鸦片战争后二十年，林、魏之

书，在国内竟未发生明显的作用，却在日本广为

传播，成为日本人鼓动变法图强的重要思想资源。

返观中国士大夫，却仍活在梦里，以为中国仍是

天朝上国，来侵者，是化外之蛮夷。这些化外的

蛮夷，其所有者，不过奇技淫巧。即使其背后有

什么道理、根据，实则也是源出于中国。这显然

也是一种文化自信。而这种文化自信，是基于不

了解世界，更没有自我反思，纯出于主观幻想，

是盲目的文化自信。这种盲目的文化自信，使中

国茫然无知地虚度了 20 年，未作任何自救、自强

的补救工作。而日本却赶在中国觉醒之前二十年

就 启了改革图强的事业，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强

国，并成为为害中国 大的侵略者。这是一段痛

苦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住。 

   半个世纪之后，欧洲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浩劫，出现很大的危机。这时，一部分中国人又

出现一种盲目自信，以为欧洲人过信物质文明，

过信科学，以致遭此大灾难。说明：他们的文化

有根本性毛病，还是中国的文化 高明，将来全

世界都得走中国文化发展之路。 这显然仍是一种

盲目的文化自信。 

   我们不应提倡盲目的文化自信，应当提倡在

充分了解世界并认真反思传统的基础上建立坚实

的文化自信。 

   如今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

应当如何去应对？我们对世界上的众多国家，特

别是那些与我们有着重要的利害关系的国家，到

底有多少了解？我手上没有可靠的统计资料。但

是我似乎感觉到，别人对我们的了解，和我们对

别人的了解是不对称的。这恐怕是很多方面的原

因造成的。我认为，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加大力

度去了解世界。 

 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到底研究得怎样？

我们看得到，人们对传统空前的重视，在保存古

物，整理古籍，宣扬传统文化等等方面是做了大

量的工作。但是我们对于传统的东西到底研究的

功夫如何?对传统文化消化吸收得如何？是推陈

出新？还是旧戏重演？我觉得，这些是很值得我

们认真思考的。 

   我一直认为，对传统文化应当用批评的眼光

去看待，下大功夫做研究，继承好的，剔除坏的，

就是原来一直提倡，而近年却很少听到的，“取

其精华，弃其糟粕”。 

   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对传统，只能赞赏，

不能有批评，似乎我们所有的传统通通都是好东

西，谁若批评传统就是动摇文化自信。这种思想

倾向是很可怕的。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族，

大的缺点，就是不肯正视自己的缺点。不正视

自己的缺点，就不会有进步；不进步，就要落在

人家的后头。这是我们曾用了无数的痛苦和屈辱

换来的教训。必须知道，真正好的文化传统是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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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害怕批评的，是经得起批评的。 

    所以我强调说，必须在充分了解世界，认真

反思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文化自信。这样

的文化自信才是坚实的文化自信。 

    有了坚实的文化自信，我们才能够坚定地、

从容地，通过不断地积累，建设新时代的新文化。 

    过去很长时期以来，我们民族一些先觉分子，

志士仁人，为建设中国的新文化，艰苦奋斗，做

出了许多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我们也看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会犯急躁的毛

病，恨不得一夜之间改天换地。结果总是欲速则

不达。这当然首先是同内外环境的紧迫有关系。

但同时也是因为他们的文化自信还没有建立在坚

实的基础上。也正是因为环境的过于急迫，前贤

们来不及充分了解世界，来不及深刻反思传统。

试看我们系统介绍西方文化的工作，几度努力，

几度被战乱所打断。我们的整理国故的工作不但

受到内外形势的影响，有时还因为思想领域的复

杂情况而遭遇阻力或受到指责。总之，我们深入

系统地介绍和了解世界的工作，以及科学地总结

传统文化的工作，还一直没有做到位。所以，建

立文化自信的事，是一件很繁重的长期任务，决

非一蹴而就，更不可停留在口号上。 

    文化的主体，或者说文化的本位，文化的基

础，在于亿万民众。我们建立文化自信也好，促

进文化转型也好，都必须把眼光向着民众。真正

的传统文化，不在书本上，至少不仅仅在书本上，

更重要的是它存在于亿万民众的生活实践中。如

果不从这里着眼，无论提出怎样响亮的口号，做

出多少大块文章，都不济事的。所以，我非常希

望相关的学者，今后做近代文化研究，多从社会

的角度，从生活实践的角度去下功夫，那样，一

定会有收获的。 

    以上意见，都是随想所及，不一定正确，请

大家批评指正。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在“百年名人翰墨集萃”展开幕式上的讲话 
 

耿云志 
（2019 年 11 月 16 日） 

 

梁先生、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大家好！ 

承蒙梁先生不弃，邀我来出席这次展览的

幕式。因为还未及看展览的内容，只是听说，这

次展览的作品中，胡适先生的作品占有很大的分

量。大概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梁先生想到

了我。我做胡适研究的时间比较长，略有一些影

响。 

首先，我想说的一个意思，就是要大大提倡

多办各种形式的展览。展览对于展品来说自然是

扩大其知名度，推广其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对于观众来说，它也有增长知识、扩充见闻的功

用。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我这里想强调说一下，

展览，特别是设计、布置得好的展览，有提供现

场感的效用，有可以深切了解作者内心世界的功

效。这对于做研究工作的人来说，非常重要。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新文化运动纪念

馆的朋友们办了一个展览，他们的宗旨就是希望

给观众提供出一种近乎五四现场的感觉。我们从

书本上看到的只是一种平面的叙述。他们把当时

有代表性的一些报纸报导，和现场照片，人物

形象等等，精心设计、精心布置，前后连贯起来，

就会给人提供一种接近于身临现场的感觉。 

这次的展览，通过历史人物真实墨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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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了解相关人物的性格及其内心世界。根据我

自己的体验，我想，我的这种说法也许是可以成

立的。 

比如，我们参观有关抗战题材的展览，当你

看到 1941 年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 天窗的

地方，周恩来挥笔写下的四句话：“千古奇冤，江

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你看那空白的

一片报纸上，用很激切，很劲挺，很放恣的笔势

写出的 16 个字，可以体会出当时作者是如何热血

奔涌，而又强力压抑着满腔愤怒的内心世界。 

再来说胡适的例子，对于胡适我要多说几句。

一来是本次展览，胡适的作品较多。二来是我看

过的胡适手稿、墨迹比较多。我本来不懂书法，

从未临过任何帖子，也从未读过任何一本关于书

法的书。我只是喜欢看前人的手迹。欣赏一幅写

得好的字，就像欣赏欧洲近代写实主义大师们画

的自然风景画一样，久看不厌。 

我看胡适的墨迹，倒不是因为欣赏他的书法。

我是从他的墨迹里，看出他的思想情感，看出他

的内心世界，看出他的性格。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后，陈寅恪先

生请胡适为他夫人保存的其先祖父唐景崧的墨迹

题字。胡适题写道：“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

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几支无用笔，半打有

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读这首诗，看

胡适写的字，可了解胡适当时内心是何等悲哀！

叹恨！你再看陈寅恪先生为此给胡适写的简短谢

函，就更可明白这些读书人当时的心声。陈先生

说：“读赐题唐公墨迹诗，感谢，感谢！以四十春

悠久之岁月，至今日仅赢得一‘不抵抗’主义，

颂尊作既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 

1948 年 6 月，一位印度朋友给胡适画像。胡

适在画像左上角题写杜甫的一句诗：“不眠忧战伐，

无力正乾坤。”反映出他当时的痛苦和无奈。 

胡适先生如今存世的墨迹， 大量的是手稿，

在我们近代史研究所和台北近代史所，都有极大

量的存档。多年前，一次拍卖，陈独秀的信函手

稿，一件可值数百万元。我当时说，若如此计算，

我们近代史所至少可成百亿富翁了。 

胡适的墨迹，另一种大量存在的是书信。非

常可惜，因为政治的原因，胡适的上万封书信恐

怕已经湮灭无存了。但还是有一大批存世。 

再有，就是他给朋友们的题字。胡适的题字

分几种类型。一类就是上述应陈寅恪之请，为他

夫人的祖父唐景崧遗墨题字。这是应人之请而题

字。这种应人之请而题字的情形 多，如给后辈

朋友题字，往往是题治学方法，做人原则之类的。

如写“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要怎么收获，

先那么栽”；等等。给同辈朋友写赠的题字，如给

陈光甫送照片时题写的“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已

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许拼命向前。” 

还有一类题字胡适纯粹为表达自己的心情和

思绪的。如晚年写顾亭林的诗句：“远路不须愁日

暮，老年终自望河清。” 

胡适的字，也很能反映他的性格，关于这一

方面，说起来比较复杂琐碎。这里就不细说了。 

总之，这个近百年名人墨迹集萃展，很值得一看。

近代的中国，风云激荡，世事苍茫，在这极不平

凡的年代里，我们看一代名人，用他们的笔，为

我们留下他们心路历程的标记。从而使我们从另

一种视角，透视那个时代，增长我们的见识，扩

大我们的胸怀。 

以上都是我这个外行人的说法，敬请大家批

评。 

祝此次展览圆满成功！ 

谢谢！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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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留学时期英文佚信三封 

 

陈通造 
 

近来蒐集到胡适留学时期的三封英文佚信，

这里对来源稍作交代，对相关情况略加说明，并

附上我的译文和识读的英文原文。 

 

一 胡适为“共和中国”声辩 

第一封信出自一份在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

（ Scranton, Pennsylvania ）发行的报纸， The 

Times-Tribune，信登在 1913 年 8 月 5 号的报上，

截图如下： 

 
译文和释文： 

 

本报被要求转载康乃尔大学中国学生胡

适的以下信件： 

《康乃尔夏日日报》编者： 

我读到贵报上的一篇“北京来讯”，我注

意到以下消息：“许多省份对中国新的政府形

式充满敌意。”这种说法是错误而又误导的。

因为目前中国的起义并不敌视新形式的共和

国政府。而恰恰相反，这是对当前政府的反

抗，这一政府虽然名义上是共和制，但并未

能让那些想要真正的彻底的民主的激进派满

意。空间和时间不允许我更详细地谈论这次

起义。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派系之争，

也不是个人野心之战。这是一场激进派和反

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希

望我国在这个关键时刻重现流血惨祸，但是，

既然斗争已经 始，我的同情归于向那些为

中华共和国所信奉的原则而奋斗的人。 

胡适 

 

The Times has been asked to reprint the 

following letter written by Suh Hu, a Chinese 

student at Cornell: 

Editor, Cornell Summer Daily： 

In reading a Pekin dispatch to the Daily，I 

noticed the following: "Many provinces hostile 

to new form of government in China." The 

statement is wrong and misleading. For the 

present uprising in China is not hostile to the 

new form of government——the republic. But, 

on the contrary, it is a revolt against the present 

government, which, though republican in name, 

has not satisfied the radicals who want to have a 

true and thorough democracy.  

Space and time do not permit me to speak 

more in detail about this uprising. Suffice it to 

say that this is not a mere partisan struggle, nor 

a fight for personal ambition. It is a struggle 

between radicalism on one hand, and a 

reactionary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Personally, 

I do not like to see bloodshed again in my 

country and at this critical time, but, since the 

struggle has begun, my sympathy goes to those 

who are fighting for the principle to which the 

Chinese republic was dedicated. 

SUH HU. 

 

《康乃尔夏日日报》是 1913 年康乃尔大学专

为这一年的暑假小学期办的日刊，平时的校内日

刊《康乃尔每日太阳报》（Cornell Daily Sun）照惯

例暑假停刊。但这份暑期日刊似乎只办了这一年，

而且很不易寻获。幸好这封信不知因为什么历史

机缘，转载在外地的报纸上，这才没有湮灭在历

史的尘埃中。 

信的内容基本延续了胡适在民国初年为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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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和中国”辩护的主张，我们不妨称之为胡

适的“共和梦”。共和梦当然就是民国梦，也就是

对 republic 的向往。只是“民国”一词往往成为北

京北洋政府或南京国民政府的代名词，反而丧失

了“共和”的本义。我认为这封信很能体现出胡

适对“共和中国”的热切拥护与期待，胡适后来

不少选择，都可以追溯到这一“共和梦”。

1913 年 8 月的战事当然是“二次革命”。大概

“北京来讯”是某位驻中国的通讯记者发来的报

道，当时确实有很多省份宣布独立，其中一些是

“讨袁”的主力军，也有一些确实各怀心思、自

有打算。洋人隔岸观火，以为对名义上的共和政

府不满就是对共和不满，也许情有可原。可以推

断，胡适应该不愿意这样的谬见流传于异邦，所

以写了这封抗议信。他的 后一句向共和志士输

诚的话也颇有“微斯人，吾谁与归”的坚定。

二 胡适谈思想的意义与“智识的责任”

在未刊的胡适“一九一五读书笔记”（胡适纪

念馆检索号 HS-JDSHSE-0062-020）中有一页文稿，

显然是一封信的信稿的节录，据我推测是胡适写

完之后抄录 为重要的段落。此信稿尚未收入各

类胡适书信集。图像有版权限制，我提供译文和

释文如下：

1915 年 2 月 19 日 

近来我一直在考虑写一篇关于“现代社

会运动的伦理意义”的论文，并对大量的观

念和理想感到极大的震惊，这些观念和理想

在不久前还被认为是“骇人听闻”，甚至受到

迫害，但此后却被纳入了人类的共同知识库，

并被接受为正当的，至少是部分有效的思想。

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使妇女选举权成为政

治问题到现在，仅仅过去了半个世纪。还有

社会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还有上帝一位

论！还有无神论！想到人类毕竟能够被思想

所影响，这让我充满了希望和欢欣。

前段时间，我给你写过一封信，谈到利

用谈话和讨论作为将思想“占为己有”的手

段。我只字未提谈话和讨论的另一种更明显

的用途，即用作“宣传”思想的手段。我越

来越意识到有思想的人应负有“智识的责任”。 

Feb. 19. 1915 

Lately I have been thinking for the writing 

of a paper on “The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Modern Social Movements,” and have been 

greatly struck by the vast number of ideas and 

ideals which only a short time ago were 

regarded as “startling” and were even 

persecuted, but which have since becom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mmon stock of human 

knowledge and accepted as legitimate and at 

least partially valid ideas. Only half a century 

has passed since John Stuart Mill made Woman 

Suffrage a political issue. And Socialism! And 

Anarchism! And Unitarianism! And Atheism! It 

gives me hope and good cheer to think that 

after all mankind is capable of being influenced 

by ideas.  

Sometime ago I wrote to you about the use 

of conversation and discussion as a means of 

“appropriating” one’s ideas. I did not say a 

single word concerning the other and more 

apparent use as a mean of “propagating” ideas. 

I have come more and more to realise the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persons 

who have ideas at all. 

在现有的胡适档案中，同年 3 月 24 日有一封

给韦莲司的信，其中也提了同一个话题，

我正在为哲学部俱乐部（这是由哲学系

硏究生所组成的一个俱乐部）写一篇报告，

题目是《现代社会运动的伦理意义》。因为这

个原因，我正 在硏究不同的社会运动，诸如

安置移民的工作，监狱的改革等等。我之所

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对它一无所知，

而我应该对这些事情有些了解。要是我再去

波士顿或纽约，我不去参观博物馆或图书馆

了，我想去看看贫民区和移民安置的情形。

在写这篇报告的时候，我迫切的感到需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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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手的资料。也许因为缺乏实际的知识，

会迫使我放弃写这篇报告。我正在读我能找

到的有关这个题目的书—— Jane Addams, 

Jacob A. Riis 等人的书。（译文据周质平先生

的《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联

经，1999，页 51） 

 

从语气和内容上可以推断，读书笔记中的信

稿不是给韦莲司的。两信中都提到的《现代社会

运动的伦理意义》一文尚未见成稿存世。 

这份信稿有两个意思很重要，一是“人类毕

竟能够被思想所影响”，二是“有思想的人应负有

‘智识的责任’”。这两点都成了胡适的信念，一

以贯之，矢志不渝。前者可以说是“不可救药的

乐观主义”的真正根源之一（另一个根源我认为

是新大陆的人力所成就的“灿烂”文明），后者也

许触及我们如今熟知的所谓“责任伦理”，胡适一

生时常以“负责任的思想”自勉并劝人，其源头

即在于此。 

 

三 一九一五年胡适眼中的远东局势 

1915 年 11 月 25 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十一月十日，纽约《晚邮报》有社论一

篇，题曰〈将来之世界〉。其大意以为世界者，

乃世界人之世界，不当由欧美两洲人独私有

之。亚洲诸国为世界一部分，不宜歧视之。

其 要之语为下录两节： 

（略） 

余与吾友郑莱及韦女士皆久持此意。今

见此邦一 有势之日报创为此论，吾辈之表

同意可知也。余连日极忙，然不忍终默，乃

于百忙中作一书寄《晚邮报》（书载十一月廿

三日报），引申其意。此等孤掌之鸣，明知其

无益，而不忍不为也。（《胡适日记全集》第

二册，联经，2004，页 250-251） 

 

这封信其实并不难找，《纽约晚邮报》（The 

New York Evening Post）是当时的大报，我在胡适

所说的 1915 年 11 月 23 日报上果然找到了信的全

文： 

 
 

译文与释文如下： 

 

亚洲人在今日觉醒 

为中国在战争结束后的世界调整中的利

益发言——“劣等”民族有权为自己的命运

说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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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晚邮报》编者：

先生：请允许我衷心祝贺您在 11 月

10 日发表了一篇令人钦佩的社论，标题

是“明日的世界”。我极为同意您对一种

心态的抗议，这种心态“认为世界只由

两大洲组成，并认为全世界的善后就是

在这两大洲的事务上进行调节，在非洲

和亚洲进行 低限度的修修剪剪，以使

西方的调整尽可能顺利。”

《晚邮报》公正地抗议了这种心态，

而这种心态的盛行不仅充分体现在您社

论引用的阿斯基斯先生（Mr. Asquith）的

言论中，而且也体现在大多数（如果不

是全部）高谈“明日的世界”的论者笔

下。只要稍加回忆就会发现， 近提出

的所有关于维持和平的国际组织的阐述

几乎都有意或无意地只适用于欧洲和美

洲两大洲，尤其是欧洲。这些国际“理

想主义者”在谈论时，好像“世界”和

“欧洲”是同义词，好像只要在欧洲确

保了和平就能确保世界的和平。当他们

讲到“公义”和“国际正义”时，他们

考虑的不是乌拉尔山脉和高加索山脉以

外的“劣等”民族。

这种心态是很不幸的，因为这种心

态往往忽视了亚洲各国对于在战后和平

善后问题上得到独立考虑甚至积极参与

的许多合理要求。在这些要求中，日本

的要求自不消说，也没有必要重复《晚

邮报》的呼吁，即“印度人有他们的愿

望，塞尔维亚人和波兰人也有他们的愿

望”。笔者只想就中国在战后善后中获得

参与和考虑的诉求稍作补充。

中国的第一个也是 明显的诉求是

她直接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因为一部分

战争就在中国的土地——山东省 打。

胶州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但是，相较而言这只是一个附带的

问题，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

中国与世界和平的关系问题。中国的某

些敌人曾说，巴尔干之后，中国将成为

未来祸端的火山口。但是，让我们自问，

为什么？答案只能是，要么祸乱出自中

国的主动，源于中国因为遭受其穷兵黩

武四邻的长期不公正待遇而生的怨恨；

亦或者，祸端将以国际冲突的形式出现，

是远东地区的国际猜忌和争斗导致的第

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人对欧洲的侵略和不公的怨恨

将再次导致类似第二次义和团战争，这

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中

国人的怨恨在不断增加，这一点已经体

现在中国新闻界对土耳其拒绝欧洲列强

攫取的“特权”所表现出的明显同情。

即便我们认定中国不会像土耳其现

在这样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诉诸武力，

但是倘若列强不愿意防止其在远东地区

的传统政策导致的严峻后果，战争仍可

能在远东地区爆发。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近些年来，东方的大体和平是靠各方力

量在中国的某种平衡来维持的。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种力量平衡已逐渐被破

坏，如今我们看到法国和英国，甚至日

本都站在俄国一边，而 1900 年的《英德

协定》（Salisbury-Hatzfeldt Agreement）

的另一方已被完全赶出了亚洲的舞台。

此外，从 近协约国干预中国政治变革

的报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连英国也默

许了日本在远东的霸主地位。这种默许

会持续多久，这种不协调甚至是冲突的

利益结盟在战后又能运作多久？

在 近的中日危机中，几位日本的

辩解者宣称，日本的行动目标是要把东

亚从欧洲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这种说法

到底有多大程度的真实性，没有人能够

说得清。但是，日本实际上已经强迫中

国宣布不再向任何列强割让或租借任何

领土或港口，这应足以使我们确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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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欧洲人在东亚海岸

的占有地的存在是对其自身安全和活动

的严重威胁。至少可以说，这正是所谓

日本“门罗主义”的唯一实质。 

但是，欧洲列强会屈服于这种“亚

洲人的亚洲”的主张吗？欧洲会同意从

根本上转变其的远东政策，以解除一个

国家的武装（这个国家很可能是唯一能

在此次战争中毫发无损的军事强国），并

使另一个国家从她已经且将要被迫承受

的日益沉重的军备负担中解脱出来吗？

或者，另一种可能是，列强会不会让远

东的局势保持现状，任由势力均衡完全

被打破，任由政治、战略和经济上的竞

争愈演愈烈，任由英日冲突，或第二次

日俄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能

性存在？ 

基于上述这些原因——第一，战争

的一部分就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第二，

欧洲应从中国清除未来祸乱的种子；第

三，目前远东的国际情势亟待及早纠正，

亟需高瞻远瞩的政治谋略——基于这些

原因，笔者认为，不仅是日本和印度，

还有中国，都应有权获得独立的考虑，

甚至积极参与战争之后的善后工作。如

果没有这种参与的先例，那就应该创造

新的先例。 

正如《晚邮报》所仗义执言的那样，

“亚洲是世界的一部分”。欧洲传统政治

韬略的弊端在于始终没有把世界看成一

个整体，并据此处理世界问题。用我们中

国人的话说，传统外交惯于“头疼医头，

脚疼医脚”。但愿我们都能明白，如果中

国是未来战争的火山口，那么它的爆发与

随之而来的灾祸，是可以通过高瞻远瞩的

眼光和补救措施来防止的，而这种防止的

有利契机正是战后的善后和谈！ 

胡适 

哥伦比亚大学，11 月 16 日 

ASIATICS AWAKENING TO THE 

TIME O’ DAY 

A Voice in Behalf of China’s Interest in the 

World-Adjustment at the End of the 

War—Shall the “Inferior” Peoples Have a 

Word to Say About Their Fate? 

TO THE EDITOR OF THE EVENING 

POST: 

SIR:Permit me to congratulate you 

most sincerely on your admirable editorial 

which appeared on November 10 under the 

caption “The World of To-morrow.” I 

heartily agree with you in your protest 

against that state of mind“which sees the 

world as made up of two continents only, 

and which regards a world-settlement as 

any settlement that regulates matters in 

these two continents, with a minimum of 

cutting and trimming here and there in 

Africa and Asia to make the Western 

adjustment as smooth as may be.” 

The prevalence of the state of mind 

against which the Evening Post has so 

justly protested, is amply illustrated not 

only by the utterances of such states-men 

as Mr. Asquith, whom you quoted in your 

editorial, but also by the writings of most, 

if not all, of the theorizers of the "world of 

to-morrow.” A little recollection will show 

us that practically all the recently proposed 

form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were formulated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to apply only 

to the two continents of Europe and 

America, and especially to Europe. These 

international “idealists” talk as if “the 

world” and “Europe” were in synonymous, 

and as if the peace of the world could be 

secured by securing peace in Europe only. 

When they speak of “public right” and 

“international justice,” they are not 

thinking of the “inferior” peoples beyond 

the Ural and the Caucasus. 

This state of mind is unfortunate in 

that it tends to ignore the many valid 

claims of the Asiatic nations to an 

independent consideration and even to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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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peace settlement 

after the war. Of these claims, that of Japan 

is not disputed. Nor is it necessary to 

repeat the plea of the Evening Post that 

“there are Indian aspirations as well as 

Serb and Polish aspirations.” The present 

writer only wishes to add a word in regard 

to China’s claims to such a participation 

and consideration in the post-bellum 

settlement. 

China’s first and most evident claim is 

that she has been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war. For a part of the war was fought on 

Chinese soil—in the province of Shantung. 

The question of Kiao-chau will have to be 

decided upon. 

But that is only a problem incidental 

to a still more fundamental question—the 

question of China’s relation to the peace of 

the world. It has been said by China’s foes 

that next to the Balkans, China will be a 

crater of future disturbances. But, let us 

ask ourselves, Why? The answer can only 

be , either that the disturbances will come 

from China’s own initiative as a result of 

an age-long resentment of the injustice 

which she has suffered in the hands of her 

militaristic neighbors, or that the 

disturbances will take the form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 second world-war 

as a result of the international jealousy and 

rivalry in the Far East. 

That the Chinese resentment of the 

European aggression and injustice will 

again result in anything like a second 

Boxer War is hardly probable. But that 

there is a growing resentment cannot be 

denied, and is seen in the unmistakable 

sympathy which the Chinese press in 

general has shown in regard to the Turkish 

repudiation to the “capitulations” which 

the European Powers had imposed upon 

Turkey. 

And even though we grant that the 

disturbances will not come from China’s 

resort to force for the vindication of her 

own rights as Turkey is now doing, war 

may still break out in the Far East, if the 

Powers are unwilling to prevent the 

precipitous consequences towards which 

their traditional policies in the Far East are 

leading them. This is no alarmist’s 

exaggeration. The general peace of the 

East has been maintained of recent years 

by a sort of balance of powers in China. In 

the course of time, however, this 

equilibrium of power has been gradually 

undermined, and to-day we see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and even Japan, fight on the 

side of Russia, while one part to the 

Salisbury-Hatzfeldt Agreement of 1900 has 

been completely eliminated from the 

Asiatic arena. Moreover, the recent reports 

of Allied Powers intervening in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China clearly show 

that even Great Britain has acquiesced the 

Japanese supremacy in the Far East. How 

long will this acquiescence last？How 

long will this alliance of incongruous and 

even conflicting interests operate after the 

war? 

During the recent crisi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everal Japanese 

apologists declared that the object Japan’s 

actions was the emancipation of Eastern 

Asia from the European yoke. How far this 

was true, no one can say. But that Japan 

has actually forced from China the 

declaration never again to cede or lease 

any territory or port to any foreign Power, 

ought to convince us that Japan has long 

considered the existence of European 

possessions on the eastern coast of Asia as 

the serious menace to her own safety and 

activity. At least that is the only grain of 

truth in the so-called Japanese Monroe 

doctrine. 

But will the European powers yield to 

this claim of “Asia for the Asiatics”? Will 

Europe agreed to radically change her Far 

Eastern policy in order to disarm one nation, 

which will probably be the only military 

Power to survive the war unscathed, and in 

order to emancipate another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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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ing burdens of armaments which she 

has been and will be compelled to bear? Or 

on the other hand, will the Powers leave the 

Far Eastern situation as it is, with its 

balance of powers entirely upset, with its 

political, strategic and economic rivalries 

becoming keener than ever, and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an Anglo-Japanese conflict, or 

a second Russo-Japanese war, or a second 

world war? 

From these reasons, then—first, that 

part of the war was fought on Chinese soil; 

second, that Europe ought to remove from 

China the seeds of future disturbances; and 

third, that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demands early 

redress and far-sighted statesmanship—for 

these reasons, the present writer maintains 

that not only Japan and India, but also 

China, should be entitled to an independent 

consideration and even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post-belllum settlement. If there be 

no precedent for such a participation, new 

precedents should be created. 

As the Evening Post has admirably 

said, “Asia is part of the world.” The 

trouble with traditional statesmanship in 

Europe has been its inveterate failure to 

see the world as a whole, and to deal with 

its problems accordingly. Traditional 

diplomacy has preferred, as we Chinese 

express it, “to treat the head only when the 

head aches, and treat the leg only when the 

leg aches.” May we now learn that, if 

China is the crater of future wars, its 

eruption and the concomitant disasters may 

yet be prevented by far-sightedness and 

remedial measures, and that the most 

propitious occasion for such prevention is 

the peace settlement after the war!  

SUH HU 

Columbia University, November 16 

 

这封措辞恳切、说理透辟的长信似乎一直未

曾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胡适在 1915 年中日危机之

后就认为日本在远东的独霸极有可能引发大祸，

甚至“危言耸听”地预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

发，其远见卓识可以说不亚于他 1935 年就预言日

本海军毁于太平洋大海战。 

 

 

（作者为南京大学博士） 

 
 

新发现胡适佚信一封 
 

耿春亮 
 

胡适的文集在其生前已出多种版本，在其身

后两岸学者继续编辑整理出版其作品集，各种胡

适的作品集不断出版，而收集其作品 为完整的

是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44 册的《胡适全

集》。但编辑整理人物文集，学者们的共同感受是

全集未必齐全无遗，全集之外恐尚有佚文之存在，

这可能需要学者细致搜寻才能有所获。笔者近来

不断翻检《学灯》所载之文，发现在其通信栏有

胡适致西谛（《学灯》的主持者）的信函。因《胡

适全集》第 43、44 册是按日记载胡适作品之刊载

出处以及后来收入两岸学者编辑出版作品集，翻

检胡适作品较为便利，经过核查，此信函在《胡

适全集》之中未予收录，又经过检索近来学者已

经发现的胡适佚文，也尚未提及该信函，故整理

出来以备将来《胡适全集》再版之时以便能够予

以收录。 

《胡适全集》的编辑者坦言：“胡适一生著述

繁富，除其本人生前编集出版者外，尚有大量文

章散见于各种报刊，还有很多手稿、笔记分散各

地，尤其是他写给国内各方人士的信函，为数甚

多，搜集更为不易。尽管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全

集》仍会有不少遗漏。希望海内外朋友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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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搜寻胡适遗著，俟适当时候，续出《全集》

补编。”
1
胡适一生交友甚广，又是截断横流之人物，

他的佚文估计尚有部分刊载于报刊之中而至今仍

未发现者，至于数量尚不能确计，只能依靠研究

胡适的学人尽力搜寻，积少成多，以便使《胡适

全集》更为齐全，也为胡适研究奠定基本的史料

基础。 

1921 年 8 月 5 日，胡适在安徽安庆高等同学

会演讲。早上八点演讲“国语运动与国语教育”，

九时半 始讲“好政府主义”“这是我第一次公

的谈政治”。
2
胡适于 8 月 7 日晚到上海，14 日在

上海国语专修学校演说《好政府主义》。8 月 29 日，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第 1 版登载胡适演讲、

喜镇邦记《好政府主义》，原文为“现在我们应当

从没有政府，造出一个政府才好。古代的老子，

和西洋十五世纪的斯宾塞，Fdmund Spenser 都是

感于当时政府的腐败，和法律的专制，有一种无

政府，无法律，理想的创造；但是不能因为反对

某种的政府，就反对一切的政府；反对某种的法

律，就反对一切的法律；因为一部分的不好，就

反对全部分，这是论理上的错误。”胡适应该在 8

月 29 日看到《学灯》刊载自己的演讲之后，发现

其中的错误，才写此信函致西谛要求更正其中的

错误。原文如下： 

西谛先生： 

今天看见学灯载有喜君记的我的《好政

府主义》演稿，内容尚不及细看。但内有“西

洋十五世纪的斯宾塞 Ebmund Sqenser”一句

一定是错误的。我绝不会如此说，我曾经提

及十九世纪下半的，Herbert Spencer。请赐

更正。 

胡适。   十，八，念九。3
 

胡适在回国之后曾坦言二十年不谈政治，“我

在飞机上忽然想起今天是七月十二日，在二十年

前的七月十二日，我从外国回来后，在上海的新

旅社里发下一愿，决定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

不谈政治。那二十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

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
4
从留学期间的“讲学复议政”鱼与熊掌可兼得的

学术与政治的完美境地，在回国前就急切安排回

国后的建设事业，到回国之后“不谈政治”的志

愿，现实一直催促着胡适对政治保持着“不得不

如是”的境遇。胡适参与署名的《争自由的宣言》

指出：“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

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政治逼迫

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

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

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

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

神的空气。”
5
 “不谈政治”似乎已无可能，那“谈

政治”就顺理成章成为必然。若《争自由的宣言》

是同人的共同政治诉求，则梦游北京万牲园中四

烈士冢而惊醒之后所作的《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

歌》，却是自己起而行的率性表达：“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6
既是对

死者精神的赞扬，也是对生者坐而行的鼓励。从

“不谈政治”到向社会独自公 自己的政治主张

——好政府主义，胡适当然要留意自己“谈政治”

的社会反响。 

胡适在安徽安庆演讲《好政府主义》之后，

即在日记中坦言是自己的第一次公 “谈政治”，

既然是第一次向社会公布其政治主张，当然是想

扩大自己政治主张的社会影响力，对报刊上登载

自己的演讲就会格外的注意。考察这几天胡适在

上海的行程，安排的都十分的紧密，但他仍抽出

时间阅读《学灯》，乃注意到所载之文中出现的错

误，故写信更正其中的错误也在情理之中。考虑

到演讲时各种条件，记录者有可能漏记、错记。

另外，日报的出版出现文字排版问题也是习见不

鲜的。胡适看到自己演讲中出现的问题并马上要

求更正，其一生甚为爱惜羽毛，于此信之中亦可

见一斑。“我绝不会如此说”，更能显示出胡适的

自信和清醒。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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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版说明》，《胡适全集》第 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页。 
2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1919-1922），《胡适全集》第

29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02 页。
3 《通信》，《时事新报·学灯》1921 年 8 月 31 日，第 4

张第 2版。 
4 胡适：《致江冬秀》（1938 年 7 月 30 日），欧阳哲生、耿

云志整理：《胡适全集》第 24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82-383 页。 
5 《争自由的宣言》，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

第 5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89 页。 
6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1919-1922），《胡适全集》第

29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30 页。 

公开信、花笺、名片及其它 
——胡适的十通“佚信”之发现 

肖伊绯

◎1919 年 3 月：胡适致《北京大学日刊》的“公

声明” 

1919 年 3 月 23 日，《北京大学日刊》的“通

信”栏目，刊发了一通胡适来信，原文如下： 

胡适教授致本日刊函 

三月三日刊所登丁绪宝君来信，中言博士顾

任光先生一节，顾字乃颜字之误。颜先生现已由

校长于月前具预聘书延聘为本科教授矣。 

胡适 

据查，《胡适全集》《胡适文集》《胡适书信集》

均未收录此札，即便新近由台北胡适纪念馆编印

的，于 2018 年正式出版的《胡适中文书信集》中

也未收录，确为“佚信”。 

此信内容十分简明，乃是纠正日刊将“颜任

光”刊印为“顾任光”的疏误。信件没有时间落

款，且 1919 年 3 月间，也没有胡适日记存世，无

从查证胡适写信的确切时间。 

胡适信中提到的颜任光（1888—1968），又名

颜嘉禄，字耀秋，今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

是中国现代物理学家、教育家。曾获得美国芝加

哥大学物理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私立海南

大学、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早期

从事气体离子运动的研究，在测定气体离子的迁

移率方面做了独到的研究。 

据目前可以查证到的颜氏生平，俱称其于

1918 年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即留校任

教，次年又在该校赖尔逊物理实验室从事研究工

作。时至 1920 年秋归国，于 1920—1924 年间，

受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1921—

1924）。那么，胡适于 1919 年 3 月的公 信中所

称，当时北大“校长于月前具预聘书延聘为本科

教授矣”，颜氏当时尚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北大校

方几乎提前一年即“具预聘书”，足见北大方面对

颜氏之重视。 

颜任光与胡适曾一度有较为密切的交往，这

可能得益于二人同为康奈尔大学校友的缘故。原

来，早在 1912 年，胡适入学康奈尔大学两年后，

颜氏也入康奈尔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后专攻物

理学。颜氏于 1920 年归国受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

教授，与曾经的校友胡适又成为了同事。 

颜任光虽是物理学家，可对于国内时局及相

关事件，却也非常关注，且与胡适等人保持着政

治立场上的默契。譬如，1925 年 6 月,震惊中外的

“五卅”惨案后,颜氏与胡适、丁文江等四位名教

授联名发表的三千字电报,谴责军阀暴行。随后，

同年 8 月间，在反对“老虎总长”章士钊，要求

北大脱离教育部的运动中，颜氏更是连续四次与

胡适等，联名致函校方。 

1925 年 8 月 19 日，《胡适等 5 人致北大评议

会函》，联合署名者第一位即颜氏，第二位乃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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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1 日，《胡适等 17 人为北京大学脱离教育部

致同仁函》，联合署名者第一位即颜氏，第九位乃

胡适；8 月 23 日，《胡适等 14 人致蒋梦麟函》，联

合署名者第一位即颜氏，第七位乃胡适；8 月 25

日，《胡适等 16 人致蒋梦麟函》，联合署名者第一

位即颜氏，第九位乃胡适。（详参：《胡适中文书

信集》第 2册） 

仅据这四次公函颜、胡二人俱为联合署名者

的情形来窥测，颜、胡二人的政治立场一度保持

着相当默契。近十年之后，胡适后来在《再论信

心与反省》（1934 年 5 月刊于《独立评论》105 号）

一文中，还将颜氏视作当时中国科学领域的代表

性人物，将其与其友人丁文江，翁文灏相提并论。

文中这样写道： 

我们民族这七八十年来与欧美文化接触的结

果，虽然还不曾学到那个整个的科学工业的文明

（可怜丁文江，翁文灏，颜任光诸位先生都还是

四十多岁的少年，他们的工作刚 始哩！）究竟已

替我们的祖宗消除了无数的罪孽…… 

诚然，胡适对颜氏颇有志同道合之感，颜氏

也确实对北大物理系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二

人在北大共事的那一段岁月，应当彼此印象皆是

不错的罢。不过，仅从上述四通联名公函，颜氏

俱为第一署名者的情形来看，颜氏对章士钊主政

教育、蒋梦麟代理北大的情势，抱着极其失望，

同时又绝不妥协的态度。时局如此，颜氏在北大

的教学生涯，注定行将结束。 

果不其然，四通联名公函发出后不久，颜即

辞去北大教职，转赴上海与丁佐成共同创办了中

国第一个现代科学仪器工厂——大华科学仪器公

司。 

时至 1926 年 6 月，胡适虽知晓颜氏自北大辞

职，可还并不了解颜氏 新动向，一度以为颜氏

乃是赴聘于北洋大学。有感于当时颜氏及众多北

大教员辞职，胡适为北大前途深感忧虑；为此，

曾致信老校长蔡元培，痛陈北大现状。信中写道： 

孑民先生： 

今天忍不住，又写此信与先生。 

现在学校的好教员都要走了。 

北大 好的是物理系，但颜任光兄今年已受

北洋之聘，温毓庆君已受东北大学之聘。此二人

一走，物理系便散了。 

数学系 久而 受学生爱戴者为冯汉叔兄，

汉叔现已被东北大学用三百现洋请去了。他的房

子帖“召租”条子了。他的教授的本领是无人能

继的。 

钢和泰为世界有名学者，我极力维持他至数

年之久，甚至自己为他任两年的翻译，甚至私人

借款给他买书。(前年有一部藏文佛藏，他要买，

学校不给钱，我向张菊生丈借了乙千二百元买了

一部《论藏》，此书为涵芬楼所有，但至今借给他，

供他研究。)但他现在实在穷得不得了，要卖佛像

过日。现在决计要(以下缺) 

注 2：此信今存两页，或为残件，曾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在“胡适与北大”文献展中展出。因

其为《胡适全集》未曾收入的“佚信”，笔者曾将

之整理录文，辑入拙稿《胡适致蔡元培书信之新

发现 》之中，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发表于《南

方都市报》。2018 年 5 月 21 日，台北《胡适中文

书信集》编者据网络得见拙稿，并据拙稿转摘了

胡适此信信文，辑入《胡适中文书信集》第 2 册

第 36 页。唯拙稿录入胡适信文时，将第二页倒数

第三行“……乙千二百元”的“乙”字，录作“一”

字，不够规范；末行“……要卖佛像过日”的“卖”

字，刊发时又被手民误植为“壹”字。这两处误

录误植，《胡适中文书信集》自《南方都市报》所

刊原文转摘时，完全照录，亦从其误。今特纠正，

并说明之。 

注 3：拙稿《胡适致蔡元培书信之新发现 》

一文（未发表部分），尚录有一通胡适于 1919 年 6

月 22 日致蔡元培信札，原系残件（仅存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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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信件内容难以完整呈现，但经笔者对信件内

容仔细考察后发现，这通书信的上半部部分（前

四页）内容曾经辑入《胡适书信集》《胡适全集》

（《胡适中文书信集》亦据此转录），而另外两页

则属于两书曾明确标示“以下缺”的部分，从未

公开披露过，亦属“佚信”之一部分。因本文篇

幅所限，在此不赘。 

 

◎1921-1922 年：胡适致孙壮手札四通 

（1）1921 年 11 月 8 日，胡适致孙壮 

 

伯恒先生： 

林译小说承尊处照预约计算，已很感谢了，

不料来示复令作为赠品，使我更感谢。 

尊处新到之英文书籍，甚为可用。今日已指

定三种为教本，皆属 modern library 中之戏剧，

计每种约需三十本，已令学生向尊处购买。惟尊

处钞来之书单，今日传观后忘取回；事后往寻，

已不能得，想係校役不知而毁去。甚盼日内尊处

能再钞一份，不知不致太麻烦否？甚歉、甚歉。 

胡适上，十、十一、八。 

 

《人名大辞典》中有“英布”等英姓八人，见 704

页，不知先生已检得否？ 

适。 

 

（2）1922 年 1 月 14 日，胡适致孙壮 

 

伯恒先生： 

昨日我便道过琉璃厂，因去看先生，不幸不

相遇。 

有一事奉覆。先生前嘱我与余先生相商，我

已同他说过了。他说，此次编的讲义，实在太简

单；他另有一份详细的，程度稍高，不久也可以

编成。他说，他两次失信于中华，有点难为情，

故拟将这一份简单的讲义先给中华。那份详细的

讲义一定给商务。 

我的讲义——《国语文学史》——已成三分

之二，将来做成时，约有十万余字。梦旦曾问及

此书，将来定可给商务出版。 

《学津讨原》预约期已过否？馆中曾送特别

优待券来，一时不知搁置什么地方了。如尚能照

九折预约，请先生为我定下一部。十八日南下赴

上海一行，可与菊丈、梦丈诸公一晤，归期约在

旧历年外了。 

适，十一、一、十四。 

（3）1922 年 2 月 3 日，胡适致孙壮 

 

1. 

伯恒先生： 

我在上海住了几天，见着商务里许多朋友，

谈的很畅快。后来我又到南京住了三天，过了年

才回来。临离京时，承先生要我察看王姓少年的

成绩，我已托出版部的章洛声君代为考问他的算

盘。章君说，他的算盘还好。 

此子名王普斌，年十七岁，做事很勤谨，没

有坏习气。已在海甸高等小学毕业。他在我家住

过很久，我可以保证他的行为。他并无什么奢望。

如尊处能有相当的事，尚望留意。琐屑奉烦，心

实不安。 

适上。 

十一、二、三。 

《咸宾录》已交菊翁了。 

 

2.注 4：此为同一通信札的附言，另附一纸书写 

 

伯恒先生： 

《咸宾录》当代带去。《宋诗钞补》收到，谢

谢；其价请暂记账。 

蔡先生处已有信去，想当有办法。 

适。 

（4）1922 年 3 月 10 日，胡适致孙壮 

 

伯恒先生： 

上月沪馆送来顾颉刚先生一月份薪俸五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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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顾君出京，由我代收下了。现顾君已回京，如

二、三月份薪送到时，请先生仍饬送我处，因他

为祖母病废，他拟辞去此间职务，回家专事为商

务编书。一俟此两月余到，他就南下了。 

又近闻《大学丛书》批发折扣长至九五扣，

此间学生惯于旧例，颇觉困难。此项书籍多至五

版以上，公司方面似不无微利，可否将折扣稍减，

以便寒苦学生？   

匆匆奉白，即问 

近好。 

胡适敬上。 

十一、三、十。 

上述四通信札，内容均为胡适向孙壮商洽一

些公私事宜，大多与商务印书馆业务相关。曾与

一大批包括严复、蔡元培、林纾、钱玄同等致孙

壮的信札，一同付诸拍卖。 

孙壮（1879—1943），字伯恒，号雪园、高逸

居士，斋名读雪斋、澄秋馆；北京大兴人。曾任

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经理、河南省博物馆馆长。

雅好书法诗词，家藏金石古印颇丰，曾辑有《读

雪斋印谱》付涵芬楼影印刊行。 

据查，《胡适遗稿与秘藏书信》（黄山书社，

1995）第 32 册中，辑有孙壮致胡适的五通信札，

只有一通写于 1923 月 2 月 4 日的信札，乃为回复

胡适向其推荐王普斌入馆工作之事。其余四通，

虽与上述四通胡适致信内容无关，但仍主要是商

洽商务印书馆业务相关事宜。 

◎1927 年 7 月 18 日：胡适致《晶报》的“公 声

明” 

1927 年 7 月，《晶报》第 1006 号刊发了一通

“胡适之君来函”，乃是胡适致《晶报》主编余大

雄、主笔张丹斧的公 信，亦是其个人的一番“公

声明”。报载全文如下（原文均以顿号断句，今

酌为整理，改为通行标点）： 

胡适之君来函 

大雄丹斧两位先生:《晶报》第一千零五号登

有神豹君的《妇女慰劳会零拾》，说慰劳会的游艺

大会 幕时，有胡适之博士演说“声音颇低，惟

至‘我总理’三字，则声调甚高朗也’云云。神

豹君一定错认人了，慰劳会曾邀我于 幕时到会

演说，不幸我那一天下午先有别处约会，不能到

徐家汇去。那天早晨，我曾亲到筹备主任郭夫人

处，留书道歉。却不料神豹君硬把别人的演说，

派作我的演说，不敢掠美，敬此声明。  胡适敬

上，十六，七，十八。 

据信文可知，《晶报》第 1005 号刊发的署名

为“神豹”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胡适在上海徐家

汇的妇女慰劳会讲演之事，可胡适当天并未赴会

讲演，故致信《晶报》主编与主笔，公 声明此

事乃为“误认”。 

注 5：此报载原文为苏州文史学者黄恽先生提

供，特此说明并致谢。 

◎1930 年 12 月 17 日：胡适答谢黄秋岳的“花笺”

手札 

秋岳先生： 

谢谢你的信。集词联两幅都佳，请您有工夫

时，写了赏给我。请勿用红色纸，白色黄色都好。 

第一联的上联真是好极了；下联也好，但没

有上句的浑成。 

我也曾试集联句，但不敢试集词。曾集《楚

辞》自赠云： 

吾方高驰而不顾， 

夫孰异道而相安？ 

友人储皖峰曾集《胡适文存》中句云：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 

此联颇为吾侪所喜。 

匆匆草此，敬谢厚意。 

胡适。 

十九，十二，十七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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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通手札，于次年（1931）2 月 6 日，被影

印刊发在了《北京画报》第 4 卷第 152 期之上。

与此札同时刊发的，还有“黄秋岳集辛稼轩词赠

胡适之联”影印图片一幅。显然，这应当是黄氏

一并交付报社发表的。 

手札之上，特有的“胡适之体”书法，生动

展现，舒展豁然。信文中对“贺寿联”书写于何

种色泽的纸张上，有明确的建议，足见对黄氏作

品的珍重与郑重其事。另一方面，对“贺寿联”

下联，也明确提出了个人观感与意见，认为“下

联也好，但没有上句的浑成”。随后，还列举了自

己“集楚辞”与友人“集胡文”联各一付，以作

交流切磋。真诚答谢之意，充溢于笔端纸间。 

有意思的是，胡适此札书写于一种印有果子

图样的特制信笺之上，除了图样还有“果”字纹

章，别是一番天真意趣。仅据笔者所见，这样的

笺纸，在已披露公布的胡适信札中，似为首例。

当然，也正因为信笺中有横向排列的数枚果子图

样，胡适书写其上的字迹间或被遮掩，加之受当

年报刊影印效果局限，对辩识手札中的个别字迹

反倒有所障碍了。 

这样的情形，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胡适建

议黄氏用白、黄纸而不用红纸书联，或许同出此

理。红纸书写“贺寿联”，本为惯例，并无不妥；

但考虑到若将来要影印发表，则白、黄纸书联的

影印效果，自然更胜一筹。同版刊发的“黄秋岳

集辛稼轩词赠胡适之联”，应当即是黄氏采取胡适

关于书联用纸建议之后的作品罢。 

与这一通胡适手札同日同版刊发的，由黄氏

亲笔写定的“集宋词”贺寿联，对研究胡、黄二

人的交谊亦有一定参考价值。联文如下： 

 

刘伶元自有贤妻（定风波），乍可停杯彊吃饭

（玉楼春）。 

郑贾正应求腐鼠（瑞鹧鸪），看来持献可无言

（玉楼春）。 

 

适之先生四十生日，集辛稼轩词奉赠。上联

所说大家朋友都知道的。下联即是尔和所谓何必

与人谈政治之意也，可算今年的一段公案。只是

词句不如上联浑成。我还集一联句云：扶摇下视，

屈宋降旗，闲管兴亡则甚；岁晚还知，渊明心事，

不应诗酒皆非。意思重复，且嫌有些纤巧，不再

写了。秋岳黄濬。 

 

仅从黄氏联语之外的题词来看，黄、胡二人

当有一些交道。题词中拈题到的的胡适遵从妻训

戒酒之“掌故”，汤尔和所赠贺寿联之“公案”，

以及回应胡适复信中所称“下联词句不如上联浑

成”的意见，都在表明，黄氏相当重视与胡适的

交谊，颇有迎合之意。 

 

◎1934 年 4 月 7 日：胡适名片上留致王云五的“荐

稿信” 

近日，笔者有幸获见一组民国时期商务印书

馆旧存文档。档案之中，有一份刘学濬简历，为

手抄本。这份简历首页粘贴有两张名片，一为刘

学濬名片，一为胡适名片。 

胡适名片上，有胡适本人用钢笔写就的一通

十分简短的“荐稿信”。原文如下： 

 

云五先生： 

刘学濬先生（两年前曾作赵元任兄的助理员）

著有“新式速记”一书，他很自信，很想由贵馆

出版。我劝他和先生接洽，倘蒙许他寄呈审查，

至感。 

 

适上，廿四，四，七 

 

应当说，在名片上写下简短留言，向接收此

名片者致意或建言，乃是民国时期社会交际方面

的惯常现象。这一情况，与清末以来，在“名刺”

上留书只言片语，用以致意问安或简述事务，都

是相近似的。 

仅就存世实物而言，笔者曾寓目留书“短札”

于其上的多件“名刺”或“名片”。传统文士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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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罗振玉等；新派学者诸如胡适、顾颉刚

等。其中，胡适在名片上留言致意、签名题赠者，

存世数量应有不少。只不过，尚少有研究者对胡

适名片上的留言予以足够重视，并未将其视作“信

札”来加以整理辑录。当然，类似于这一通留写

于名片上的“荐稿信”，书写款式较为规范，可以

视作“信札”者，确实也不多见。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胡适向商务印书馆总经

理王云五（1888—1979）推荐出版的“新式速记”

书稿，其著者刘学濬乃是中国速记学领域内的先

行者。早在 1928 年，刘氏即在燕京大学讲演《中

国速记术的发明》，之后在各大学校教育机构推广

速记学，可谓不遗余力，其讲演活动屡见于学校

内刊及北平报刊。 

时至胡适发出“荐稿信”近一个月之后，1935

年 5 月 4 日，有读者鲁自如曾致信北平《世界日

报》，希望读到刘氏速记学著作，报社方面由编辑

李翰章出面，公 答复称，“刘学濬君撰《中国速

记学》，并未出版，曾向汪怡庵先生谈及此书，怡

庵先生在两年前仅于友人处匆匆一览其蜡印本，

想蜡印本亦必不多也”。 

据考，汪怡庵，即另一位中国速记学先驱汪

怡。汪、刘二人曾就速记学方面的问题，有过切

磋与交锋。汪氏所见《中国速记学》蜡印本，乃

是刘氏自著自印之物，并非正式出版物。那么，

胡适“荐稿信”中所提及的亟待出版的刘氏所著

“新式速记”，是否有可能并不是什么刘氏新著，

而正是指称此刘氏自著自印的蜡印本呢？ 

至于为何会产生胡适所荐“新式速记”书稿，

可能是指原汪氏自印蜡印本《中国速记学》的联

想，并非笔者毫无根据的凭空猜想。 

据查，与“新式速记”书稿名称相近的另一

部中国速记学名著《中国新式速记学》，乃汪怡所

著，早已于 1919 年由北京新式速记传习所出版，

且由商务印书馆经售。试想，刘氏书稿若继续采

用与前辈学者颇为近似，模棱两可的书名，从常

理上而言，不太可能。且 1935 年前后，关涉刘氏

讲学的报道及其本人撰发的文章来考察，只是经

常就中国速记学理论及现状发表感言或评述，从

未提及过曾自著“新式速记”一书。 

仅就笔者所见所闻，除了前述《世界日报》

所公布的《中国速记学》一书之外，无论自印本

还是正式出版物，刘氏并无其它专著存世。所以，

胡适“荐稿信”中所提及的“新式速记”之名，

可能只是一种印象上的“概称”，并不是什么书稿

原名，可能原本乃是指称刘氏业已自印的《中国

速记学》一书。 

然而，笔者几经查证，发现与刘氏《中国速

记学》同名的著作，尚有蔡锡勇、蔡璋合著的《中

国速记学》一书，早在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

即已由北京速记传习所出版，至 1934 年又由中华

书局重版。这样一来，刘氏著作使用与前辈学者

著作完全相同的书名，已有前例。所以，笔者前

述之联想，已然被事实否定；刘氏曾新著有一部

名为“新式速记”的书稿的可能性，尚不能一笔

抹煞。 

不过，文史研究者有时侯在故纸堆中百转千

回、百思不得其解，有时候也会突然因一种关键

史料的现身，令所有疑虑与揣测，涣然冰释。近

日，笔者就有幸寓目了当年《世界日报》所公布

的那一部刘氏所著《中国速记学》蜡印本原件，

为上述探研联想重新奠定了更为牢靠的史实基础。 

原来，刘氏此著原名并非“中国速记学”，而

为《刘学濬制中国国语速记》，正文之前尚有刘氏

写于 1930 年 7 月的自序。也即是说，《世界日报》

所谓《中国速记学》蜡印本，并不真实存在；而

是将《刘学濬制中国国语速记》之名，概称为“中

国速记学”，这只是因编辑方面不够严谨造成的一

种“误记”。也正因为如此，胡适所称“新式速记”

的书名，极可能就是原指《刘学濬制中国国语速

记》一书，只不过可能因对此书不甚了解，而一

如《世界日报》编辑那样，将其书名概称为“新

式速记”之名罢了。 

另一方面，刘氏不但专擅于速记学，在实验

语音学研究、汉字改革、外国文学译介方面也颇

为热衷与尽力。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间，刘氏有多



胡适研究通讯   2019 年第 4 期 

18 

篇编译、自撰文章发表于北平《世界日报》及胡

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之上。其中，还因撰发《我

对于西医及所谓国医的见解》(载于《独立评论》

第 121 号)一文，引发傅斯年的激烈批评，一时谓

为“学林公案”。或亦正因为刘、胡二人曾因《独

立评论》有所接触，有所交往，胡适遂为其向王

云五致意，在名片上留下了这么一通“荐稿信”。 

 

◎1935 年 10 月 20 日：胡适致史天行的手札 

1947 年《礼拜六》杂志第 84 期之上，“人物

志”栏目刊发了史天行所撰《记胡适》一文。文

中除了记述作者所了解的一些胡适生平，表达一

番景仰之情，为表示作者与胡适确曾有过交往，

还特别附印了一通胡适手札。原文照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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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搁下文债，

至今犹未理清，对于先生的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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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当寄奉十册。以后问于“独立”营

业上的接洽，请直寄： 

北平后门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号 

独立评论社 

匆匆奉覆，即颂大安。 

胡适 

廿四，五，十三 

 

史天行，字济行,笔名天行、史岩、史济行等，

浙江宁波人。1920 年代末在上海艺术大学就读，

后在《宁波日报》 任编务并兼任宁波斐迪中学教

职。1930 年代,在宁波主编过《宁波文学》等地方

文学刊物,在上海、武汉等地创办过《新文学》《人

间世》(武汉版)《西北风》等较为知名的文学刊

物。 

胡适此札，是婉谢史氏向其约稿，别无其它

内容。在此之前，史氏致胡适的约稿信中，提到

奉赠其主编的《新文学》杂志，作为答谢，胡适

此札中也表示将寄赠《独立评论》每期十册。二

人确曾有过交往，是无疑的。 

只是细观此札笔迹，不似胡适笔迹一贯的清

健潇洒之风，而显得笔划拘谨、字形方钝，类似

于一般的抄录笔记体。且信札末尾处的胡适落款，

字形明显大于信文中的字形——这样的情形，可

能表明此信乃胡适助手或学生代笔，据胡适交待

的大体内容写成之后，由胡适亲笔落款，权作签

字确认。这样的情形，也很可能表示二人几无交

谊，终日忙于各项事务的胡适，便请人代笔，婉

谢了史氏的约稿。 

仅据笔者查览，现有已知的胡适年谱、日记、

书信中，均未有提及史氏，可以想见，二人应当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交往。唯有《胡适遗稿及秘藏

书信》第 24 册中，辑有一通史氏（署名为“史济

行”）致胡适的信件，应当写于 1929 年 8月 30 日。 

信中提到《新月》刊发胡适所撰《人权与约

法》一文引发社会争论，表示自己赞同《人权与

约法》一书的基本思想。信中还提到《新月》在

宁波被禁，报载胡适被当局撤去中国公学校长的

传闻，为此，史氏邀请胡适到普陀山游览散心。

信末落款“一个不相识的史济行上，八，三十，

下午”，由此可见，此信乃是史氏试图结交胡适而

寄呈的第一封信。此信胡适是否回复，无从确考。 

 

◎1948 年 10 月 20 日：胡适“留片”杭州市长周

象贤 

1948 年 10 月 20 日，下午 2 时，胡适在浙江

大学讲演。两个小时之后，下午 4 时，从杭州乘

快车返归上海。临行前，胡适给时任杭州市长的

周象贤（1885—1960，别名企虞，浙江定海人），

匆匆留下了一通短札。 

10 月 18 日由北平赴浙大讲演的胡适，此行在

杭州只逗留了两天，可谓来去匆匆。那么，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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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他仍不忘给杭州市长留下的那一通短札，

究竟又说了些什么呢？ 

十天之后，1948 年 11 月 1 日，《杭州市政》

半月刊新一卷第三期印行，这是分发至杭州市各

级机关的一份“内刊”。这样一份政府内刊的当期

封面上，醒目的印有“胡适来杭游览留片向市长

道别”的报道标题，报道后刊载胡适给杭州市长

的信： 

企虞兄： 

十多年没有来游杭州，这回来玩了两天，因

为我知道你实在很忙，故不敢让你知道。前天走

过你府上门口，也不敢进去报到。今天托季谷兄

代我道歉，并代我问好。 

弟胡适 

其实，胡适所留短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

容，更象是对一位久未谋面的旧友，予以“到此

一游”的道别留言罢了。只不过，刊物编辑以“其

文字似有韵脚，琅琅可诵，宛如一首新诗”，再加

之胡适“来杭游览，勾留二日，各方知者极少，

即胡氏老友之周市长亦于渠离杭之日得知”的神

秘匆促，故而将这一通短札与当时了解到的胡适

在杭两日行程，合在一起，做成了一篇足以登上

当期封面的，引人注目的报道文章。 

对于约略了解胡适生平的读者而言，可以说，

这共计 500 余字的报道，以及包含其中的 70 余字

的胡适短札，简要勾勒出了胡适生前 后一次杭

州之旅的行迹。那渗透于字里行间的所谓“历史

现场感”，还是跃然纸上的罢。 

事实上，那一场在浙大举办的“自由主义与

中国”讲演的内容，作为胡适晚年思想表述的重

要文献，可能也因此行太过匆促，“各方知者极少”

的缘故，《胡适全集》《胡适文集》等书也未曾收

录其讲演稿全文。 

不过，同年 9 月 4 日，胡适在北平电台播讲

的《自由主义》，10 月 5 日在武昌为公教人员讲演

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这些播讲与讲演的文本内

容，均是全文收入《胡适全集》（第 22 册）与《胡

适文集》（第 12 册）等书中了的。通过检阅这些

同年稍早同主题播讲与讲演的文本内容，是不难

了解同年稍后在浙大那一场讲演的大致内容的。 

时至 2018 年，台北胡适纪念馆所编印的《胡

适时论集》（第 6 册），全文收录了胡适在浙大的

“自由主义与中国”讲演内容，后世读者终可一

睹此次讲演全貌。然而，那一通胡适致杭州市长

的短札，却因其只刊发于“内刊”之上，故而知

者无多，至今仍未公 披露过，确实仍为“佚札”。 

至于报道中称“胡氏老友之周市长”，胡、周

二人的“老友”关系，大概是指二人既曾为同学，

又曾为同事的关系。1910 年，胡、周二人俱考取

美国庚子赔款第二批留学生，为同批 70 名留学美

国的中国学生之一。周氏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和

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之后，归国又在北大出任工

科讲师，与当时同在北大任教的胡适有同事之谊。 

之后不久，周氏涉足政界，在各地市政部门

供职有年。周氏曾三度出任杭州市长，即 1928 年

11 月至 1930 年 8 月、1934 年 8 月至 1937 年 12

月、1945 年 9 月至 1948 年 8 月间任杭州市长，投

身于市政建设的周氏，与昔日同学与同事的胡适

的交集并不太多。仅据笔者所见，胡适于 1948 年

10 月 20 日匆匆写下的这一通短札，可能是如今已

知的二人唯一通信。 

令人颇感兴味的是，胡适此行离杭“临行前

并曾留片向周市长道别”之举，此处这一“留片”，

恐怕并不是一张纸片或明信片之类，而是如前述

那一通致王云五的“荐稿信”一般，留下的乃是

一张用钢笔写就短札于其上的名片罢。 

若果真如此，胡适留在名片上的“短札”，已

然散佚与尚存于世者，应当都有相当数量。于此，

尚待更多机缘闪现，能令如我辈后世读者得见更

多“佚札”。 

（作者现居成都） 



胡适研究通讯   2019 年第 4 期 

20 

 
整理他人致胡适函专栏 

 
刘垣致胡适书 

 
孙绪谦  发现并整理 

 
适之先生： 

孝若遗书披读一过，所得感想如左： 

孝若所述家庭中事，尤其彼所谓三伯父之种

种情形，十九均系实录。所谓三伯父者，出身市

侩，全无知识，不足多责。如本责备贤者之意，

张季直先生不能辞其咎也。 

季直先生性情坦白，器量恢扩，其人格之高

尚为我平生所仅见，惜乎封建思想过于浓厚，彼

手创之公司不免希望子孙能掌实权，大生纺织成

立不久即引用其兄为助，儿子孝若方在青年求学

时期，不令其入大学习专科，而听其参预公司及

地方事务，所谓“揠苗助长”，匪徒无益，而又害

之也。 

鄙人见办理实业传之家庭者，首推寿州孙氏，

但孙氏子弟恒先令其留学国外，有相当成绩，然

后回国担任业务，故比较尚能维持，然视公司为

其世产，前途如何，殊为疑问，因此我联想张菊

生之于商务馆，叶揆初之于浙江兴业，其局面不

及南通而能为事求人，殊可佩仰也。 

孝若与其伯父之恶感完全由于争权，楚固失

矣，齐亦未为得也。观孝若遗书，字里行间，似

乎公司政权渠为法定继承人，而其三伯父乃蒙夺

嫡闰位之嫌。此种思想宁不可笑。推本穷源，不

能不谓季直先生一念之私所酿成也。 

孝若幼年天资颖异，涉笔成章，假定季直先

生无急切速成之意，令彼多受高等教育及通才之

熏陶，其成就未可限量。惜乎不逮成熟，遽令出

而问世，以致受人利用，未及中年，偶遭挫折，

遂有一蹶不振之感，殊可叹也。 

孝若为人，我知之颇审。彼公私之念夹杂不

分，一方面欲为社会闻人，勉自振拔；一方面不

知从根底上努力，凡是辄思取巧。因彼思想上之

矛盾，遂成行为上之错误。当北洋军阀时代，彼

常奔走各方，思得一当以自露头角。迨国民党得

政权，彼不免大受打击，知无活动余地，遂埋头

作其父传记。此为孝若平生 大事业，亦可云

大成功。但彼之雄心并未灰冷，居恒叱咤无聊，

牢骚满腹，彼之遗书大半吐其不平之气，彷徨歧

路，归咎及于家庭，其精神上之苦痛烦闷，更值

得吾人同情，先生为彼作传，当能写出彼之胸襟

也。勿泐，即颂 著安 

 

弟刘垣再拜廿六年二月一日 

 

按：刘垣字厚生，江苏武进人，曾任工商农林部

次长，为总长张謇所倚畀，以经营实业知名。 

 

来源期刊：《武进乡讯》 第 188 期 出版时间：

1984-06-01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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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梦旦、高君珊父女致胡适信 

夏  寅 
整理说明

高梦旦（1870–1936），福建长乐人，原名凤

谦，字梦旦，以字行。早年即好实学，不乐仕进，

倾心维新。世纪初，他率浙江大学堂学生留学日

本，觇国年余，觉“日本所以兴盛之由，端在教

育，而教育根本在小学，因发编辑小学教科书之

志愿”
1
。回国后，旋为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所聘，

任编译所国文部长，后升任所长。他后半生与商

务关系极为密切，得该馆前后两任主脑张元济、

王云五倚为臂助，深入参与了它的规划与经营，

“不啻三十余年之总参谋”
2
。高梦旦主持编纂的

小学国文教科书、《辞源》等，均为影响既深且广、

一时之风气的出版物。他和长兄凤岐、次兄而

谦，与同乡林纾相交甚笃，
3
著名的“林译小说”

多由商务出版，与此大有关系。 

胡适和商务印书馆的几位高层老辈私交都很

好，胡适感念他们相待的厚谊，自言：“能常亲近

梦旦、菊生二公，是我一生的幸事。”
4
“新文化运

动”前后，为了因应新思潮的播散，商务 始与

胡适接触。1920 年，高梦旦进京与胡适商谈发起

“世界丛书”事，聘其为审查委员。次年春，他

又专程北上，试图说服胡适入馆任职，甚至以编

译所所长之职相让。胡适被他的诚意打动，遂于

暑假赴沪考察，并举王云五以自代，深刻影响了

商务的未来。此后双方推诚相待，生动演绎了一

场新文化人与现代出版的密切互动。 

高梦旦之信任胡适，除了他为人诚挚虚心，

乐于推挹人才以外，两人思想性情之投契是根本

原因。一方面，胡适作为“新人”，能恪守旧道德，

“不背旧婚约”，令高梦旦感到亲近和敬佩。
5
是以

林琴南在小说中化身荆生，“足践狄莫”，
6
高梦旦

却冒着故友绝交的风险为胡适作说客，以其“事

亲孝，取与严，娶妇貌不飏，相敬如宾”为论据，

劝林纾放下成见，“勿轻责人”。
7
另一方面，高梦

旦虽是所谓“老新党”的一员，却思想通达，能

服善趋新。他研究汉字改革、推崇白话、信仰科

学，都是明证。胡适叹佩他的人格风度，尊为“福

建的圣人”，认为比起董康、孟森等“在过去世界

里生活”的老辈，
8
“要算是 无可指摘的了”

9
。

两人年纪相差二十岁之多，相处却坦诚融洽如平

辈，几度把臂同游：1923 年，胡适养病于西湖烟

霞洞，高梦旦常携儿子仲洽前来探望；五年后，

又换成胡适父子和他结伴上庐山。综观高梦旦写

给胡适的书信，事务往来的成分固然不少，对胡

适健康的关切更贯穿始终。胡适累次抱恙，在高

信中都有反映，几可当作一份漫长的病历来读。

其设想之周到、叮嘱之殷切，足令观者感动。在

两人难得的友谊之中，似乎蕴含着某种新旧交融

的可能，以及胡适超越代际而广受欢迎的秘密。 

高梦旦有三子四女，高君珊（1893–1964）

是长女，曾留学美国，研究教育学。回国后，她

陆续任教于第四中山大学（即东南大学）、燕京大

学、中央大学等校，还担任过一些教育上的行政

职务，在儿童教育、女子教育等方面有所著述。
10
1928 年 5 月，胡适赴宁参加全国教育会议，高君

珊负责会议日刊的编辑，曾向胡适约稿。高梦旦

病逝后，胡适所撰的小传和碑文，也是应她的邀

请而作的。她希望写出的高梦旦的几个特点，在

胡适文中都能找到对应的表述。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
11
收高梦旦致

胡适函 42 通，另有致丁文江、胡适函 1 通。其中

4 通已见《胡适来往书信选》：3 通写于 1927 年（4

月 26 日、5 月 5 日、某月 21 日），1 通写于 1932

年（8 月 1 日）。前书同册还收高君珊函 7 通，其

中写于 1928 年 8 月 23、25 日的 2 通亦见《胡适

来往书信选》。此外，有高梦旦 1924 年 8 月 27 日

致胡适、丁文江函 1 通，载沈从文《丁文江藏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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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与商务印书馆交往之点滴》一文；
12
高梦旦 1935

年 3 月 10 日致胡适函，被胡适收录在在日记内。
13
 

兹将《秘藏书信》一书中，高梦旦、高君珊

父女二人致胡适函未经识读的那些整理如下，注

出不常见的人名和文章名，凡例仍同上期。高梦

旦致胡适函，时日不明的几封，为略作考证，附

于其下。高君珊函系年均甚明了，不烦推求，故

从略。感谢曹一吉、林建刚、陈翔、蔡春旭、王

睿临等友人提供的帮助。 

 

高梦旦致胡适信三十八通（附一通） 

一、（1920 年 4 月）
14
 

适之先生大鉴：在津寄奉一书，计已达 

览。审查委员报酬事（每人年五六百元）已否 

接洽？乞 

示知，以便致送。《条例》发表后，此间舆论甚赞

同。后此接洽事必多，非有专员办理不可。如一

时难得适当者，鄙见可先请助手一人，后来专员

聘定亦可，令其管理杂务。 

先生甚忙，事事躬亲，鄙怀甚不安也。 

敬讯 

起居。 

期高凤谦 

菊生先生附笔问候。 

 

二、（1920 年）
15
 

适之先生大鉴：“世界丛书”审查委员会事，承 

俯允担任，同人不胜感佩。兹送上年金六百元，

乞 

詧入为幸。敬讯 

起居。 

期高凤谦 

按：前两信均谈胡适就任商务印书馆“世

界丛书”审查委员事，以及此事的薪酬。 

1920 年 1 月 14 日，高梦旦离沪赴京，
16
2

月 2日胡适日记载：“请高梦旦谈《世界丛书》

事。”此后 3 月 19、21 日，都有高来访的记

录。3 月 24 日日记：“大陆饭店：高梦旦。”
17

估计是饯别宴。五天后，高回到上海。
18
 

第一封信中谓“在津寄奉一书”，应指此

前曾在离京途中从天津发出一信，则此时高

梦旦已回到上海，两信间隔必不太久。后文

所说的《条例》，即胡适起草的《世界丛书条

例》，系 1月 26 日所拟，
19
3 月 26 日刊《北京

大学日刊》。同日，张元济也收到了高梦旦寄

来的一份。
20
自 4 月 6 日起，该条例在《申报》

登载了几次，因此高梦旦有“此间舆论甚赞

同”的说法。由此推断，此信当写于 1920 年

4 月，高梦旦回到上海后。 

第一封信同胡适接洽担任审查委员的薪

酬，云“每人年五六百元”，则具体数目并未

讲定。第二通迳称“送上年金六百元”，当写

于第一通发出后不久。 

 

三、1920 年 6 月 7 日
21
 

适之先生大鉴：得九年六月二日 

手书，敬悉一一。 

取款办法承接洽，甚慰。戴君月薪拟按月由

京馆迳送戴君处。 

书目稍缓发表，甚是。如能于二三个月出书

数种，竟不发表，亦无不可。因外间所发表者未

必即出书，不必与争竞也。 

《中国历史》事，拟即依  尊意，就夏穗卿

之书为蓝本。但要求其审定，未必做得到耳。 

《西洋史》草案，敬悉。此间同人另有意见

书一纸，请  詧阅。草案附还。 

《大学月刊》收到，仅及一星期，中间何以

延阁？甚为可怪。当属速排，以应亟需。以后各

期，能否将稿早日寄下，乞先接洽。 

马君武来函寄  阅。此间拟为出单行本，亦

不必标明某某丛书字样。现稿子亦尚未寄来。 

耑此奉复。敬讯 

起居。 

期高凤谦 

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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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20 年 8 月 2 日
22
 

适之先生大鉴：近畿战事发生， 

尊寓不免惊惶。现在幸而无事，殊可慰也。南京

讲习事，是否仍须一行？如有到沪，幸 

见告。弟拟八月末或入京一行也。前 

所云苏君甲荣编辑《中学本国地理》事，未审已

否接洽？如能将编辑条例草示，尤幸。敬讯 

起居。 

高凤谦 

九年八月二日 

五、1920 年 8 月 17 日
23
 

适之先生大鉴： 

前谈甚快。 

《经济史观》计五万九千字，如何办法，有

复信即  见示。现已赶紧付排矣。 

所询《东方》之“蠢才”，系胡君愈之别号。

此君刻在馆中，《东方》译件 多。“愈之”“蠢才”

“罗罗”及“W”，皆其手笔，但用“蠢才”时较

少耳。 

从者何日来沪？先期示知，以便趋谈。 

耑此，敬讯 

起居。 

九年八月十七日 

六、1921 年 1 月 22 日
24
 

适之先生大鉴：一月十六日  手书已收到。 

尊体因工作又有不适，甚为念念。此等病，

其来源甚远，断非旦夕可愈，尤不宜用峻剂以求

速效。鄙见仍以有经验之西医详为诊治，并多多

休息，俟完全复原之后，再行办事。每日黄芪十

两，是否适宜，仍须斟酌。弟不敢谓中国无方药，

但有奇效者，必有一部分之危险，不如科学的治

疗为稳妥。愿三思之。 

《哲学史》版税，据出版股查复，另纸附  阅。

虽间有因兵乱阻碍，及分馆存储，以致迟迟；实

则此间范围过广，督催不力，亦无可讳言。现已

嘱主者力加整顿，以后不至更蹈此弊，尚祈  鉴

亮。 

《四部丛刊》毛边纸一部，当即寄奉。价值

照预约办法，于版税中扣抵。 

承寄〈神〉田喜一郎对于《四部丛刊》评语，

收到，谢谢。其中颇有足供参攷之语，此间拟与

通信，并研究版本。 

大学编译处售书一节，与此间直接以书价抵

版税结账等事，颇觉周折。即如书籍之销否，版

税之付否，函件往返，甚易歧误。 好以编译处

改与北京分馆交接，较为直截了当。至版税由此

间直接交付著作人，亦甚便利。  尊意如谓然，

乞与编译处一商见示为荷。 

承  嘱拨付千元，遵即由兴业银行寄奉，但

不便以垫付版税为名。因有版税之书甚多，恐他

人援以为例，尚希  秘之。敬讯 

起居。 

高梦旦 

十年一月廿二日 

再，前函询《石壕吏》译文系何人手笔，便

乞示知。 

七、1921 年 1 月 29 日
25
 

适之先生大鉴： 

一月廿五日惠书收到。 

尊恙请名西医诊治，殊慰。 

《石壕吏》译文收到，谢谢。 

出版股报告，《哲学》件封函时竟忘附入，嗣

后另函寄上。弟近来精神恍忽，类此遗忘错乱不

止一次。而所办事又甚繁剧，殊不相宜。 

《四部丛刊》收据一纸附奉，该书另行运京，

并闻。 

前由兴业寄奉千元收到否？《四部丛刊》书

价等四百三十二元，希  赐一收条为荷。 

敬讯 

起居。 

高梦旦 

十年一月廿九日 

八、1921 年 12 月 12 日
26
 

适之先生大鉴：顷得刘叔雅先生函云对于敝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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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办法均表同意，嘱将垫款五百元由银行电汇等

语，自应照办。惟此事尚有种种手续，电汇稍有

不便。兹赶办支单五百元，请 

先生代交。又契约二纸中，如书名、著作人、地

址等项均未填，请刘先生逐项填入并签名盖章后，

以一份掷敝处备查。再稿本请 

先生代为收存。如能印行，乞 

迳交京华书局排印，送交刘先生校对。琐琐费神，

乞 

谅察。敬讯 

起居。 

高梦旦 

并请刘先生给一收条，以便备查。 

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九、1921 年 12 月 15 日
27
 

适之先生大鉴：顷得菊翁电话，言得到刘君叔雅

函，言《淮南子》稿本已全交 

尊处，渠需款甚亟，速即电汇云云。查此事已于

十二日将契约及五百元支单寄交 

尊处，计已早达。应如何接洽之处，乞 

就近代办。琐琐费神，甚不安。敬讯 

起居。 

高梦旦 

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十、1921 年 12 月 21 日
28
 

读报知中央教育费仍属无着，北京教职员多

在窘乡， 

先生自不能从容。此间同人甚为念念。且以  先

生为此间尽力甚多，兹致送千元，尚乞  察入。

区区之诚，必蒙鉴及，故不多赘。敬讯 

适之先生起居。 

高梦旦 

十、十二、廿一 

 

十一、1922 年 1 月 9 日
29
 

适之先生大鉴： 

来书以所闻质直见告，相厚之意，感佩无极。

此事非无因由，详细面谈。但此后宜格外注意，

总期于事有济足耳。旬日内将相见，极慰。阴历

过年有一周假期，拟同作西湖之游，何如？ 

梦旦  十一、一、九 

 

十二、（1922 年）3 月 28 日
30
 

适之先生大鉴： 

三月十七  手书收到。 

擘黄可以留沪，甚幸。但教育前途如此，令

人惘惘。 

《章年谱》初版印二千份，销行如何，一时

尚看不出。已经寄百五十部交大学出版部矣。所

云此书不必采用版税制，每印千部，但送  尊处

百五十部；此诚简捷，但于  尊处不免吃亏。鄙

见仍用版税制，在  尊处本无甚麻烦。此间有人

司会计，亦不必计较及此。 

《北大月刊》改季刊，极好。已将告白交各

杂志登载矣。 

《中国哲学史》第七版尚有存书，北京竟至

缺书，殊为不妥。已函告伯恒，
31
并将此书寄去矣。 

《欧洲政治思想史》及颜先生英文书稿均已

收到。 

菊生赴粤未回，附闻。敬讯 

起居。 

高梦旦 

三月廿八日 

大著英文书已由岫庐接洽。 

按：此信系排印件，个别字有墨笔添改

痕迹，附笔与签名为墨笔手写。信纸左下角

栏外印“商务印书馆启事用笺”，页脚印“本

馆自制华文打字机”字样。其他排印件情况

与此类似，不再一一注明。 

《章年谱》，指胡适所著《章实斋先生年

谱》，1922 年 1 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又信中云：

“菊生赴粤未回”，1922 年 3 月，张元济确有

赴港粤之行，系与汪精卫等人商谈在此地建

设商务印刷分厂事，并作实地考察。
32
可知此

信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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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1922 年 9 月 30 日
33
 

适之先生大鉴： 

久不通书，胸中似有无数话要说，把笔时不

得要领，辄复中止。 

大著《努力》每来必先读，无异面承  教言。

《读书杂志》关系尤巨，甚望对于此类多多撰述。

现在之政治本体太坏，无论如何苦口，终无人愿

听。本周《努力》对[劝]教育部用语体公文，此

诚得寸得尺之道，较之制宪问题尤有实利，不知 

先生谓何？ 

叠书对于整理国故事，懃懃见教，此间同人

亦知其重要，但苦不得其人，尚无具体办法。 

《崔东壁遗书》此间只有日本版，无从校订。

未知  先生有他版可以见假否？ 

慎侯骤死，实出意外。幼希本有继续其遗著

之意，但日来方病，殊为可虑。
34
 

黄芪已收到，交幼希。以后如需要，可自行

购取。 

敬讯 

起居。 

高梦旦 

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十四、（1923 年）4 月 19 日
35
 

适兄鉴： 

久不通问，心中无时相忘。前闻  兄有安庆

之行，曾托经农相邀，又恐不果来，则约会于南

京。既乃知未出都门一步，为之怅然。叔颕
36
自都

来，言兄不久且至。孟和则云本约同行，以事牵，

稍后数日。乃久盼不至，嗣知为令侄危病阻梗。

何相见之难如此！现在令侄如何？  兄果能南来

稍稍休息否？此间同人均甚相盼，不独弟一人也。 

敬讯 

起居。 

高梦旦 

四月十九 

孑民先生已到此，亦甚盼  兄来。 

按：胡适有两个侄子曾随他一起在北京

生活，分别是思永和思聪，均早亡——胡思

永死于 1923 年 4 月 13 日，胡思聪死于次年 3

月 6 日。
37
此信写于 4 月 19 日，信中说胡适

暂缓南下是因侄子“危病阻梗”之故，显指

胡思永无疑，故此信当写于 1923 年。数日后

胡适便赴上海、杭州等地养病，即高梦旦所

谓“南来稍稍休息”也。 

十五、1923 年 6 月 20 日
38
 

适之先生大鉴： 

在嘉兴曾上一片，言平民教育情形，计登  鉴。

日来游兴如何？蔡先生已否回绍兴？吾  兄是否

尚在新新？何时可移入烟霞洞？便中  示之。 

照相镜迳寄旅馆，计早  收到。 

《章氏遗书》本日寄杭馆转交，当较此函后

到。 

弟回沪后，稍有腹泻之疾，现已向愈。赴杭

之期，或须稍缓数日。 

觉之先生
39
一二日后可到馆，附  闻。敬讯 

起居。 

高梦旦 

十二，六，二十 

十六、（1923 年）6 月 27 日
40
 

适之先生大鉴： 

得  书知已移住山中，未审  起居如何，颇

适意否？ 

弟本拟日内趋前，因此间事务甚多，岫庐过

于忙迫，不能不稍稍赞助，只得暂缓，尚祈  鉴

谅。 

穗卿遗著及先兄哀挽录，另邮寄奉。 

敬讯 

起居。 

高梦旦 

六月二十七日 

顷又得自山上来书，知□□便利，殊慰。稍

可脱身便行，附闻。 

十七、（1923 年）7 月 12 日
41
 

自杭返沪将及一月，竟不能践约，不审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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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彼苦寂寞否？  先生虽不寂寞，但负约之愆，

终不能自恕，惟望  先生恕之。前函所云旬日之

说，又恐不能实行，现在更不言日期。在此似无

事，离 又不可，奈何！ 

钱经宇一函附寄，若能为一草，甚好。但暑

中宜休息，俟秋间可耳。 

适之先生 

高梦旦 

七月十二 

 

十八、（1923 年）8 月 9 日
42
 

适之先生大鉴： 

两书均悉。转来各函亦收到。谢谢。 

莫泊三小说前日由发行所迳寄烟霞洞，收到

否？ 

山中凉快，甚慰，但不知苦闷否？此间亦凉

快。 

兄在山既甚适，弟再三筹思，  兄宜谢绝北

大，半日著作，半日休息，于一己、于社会，均

有大益，但住所宜择僻远处。此事在  兄决心，

不必多言，幸三思之。敬讯 

起居。 

高梦旦 

八月九日 

 

十九、（1923 年）9 月 5 日
43
 

适之先生： 

来书言复三
44
盛馔，令我食指大动。中秋时，

兄如尚在山中，必谋一聚。 

琴南二十七年前之新诗，见解颇好，本拟觅

寄，为《五十年文学史》之材料，惜无从觅取。

前数日，儿辈忽于破纸堆中检得，原名“闽中新

乐府”，曾印千册。今抄录数首寄阅，可以见思想

变迁之易，而稚晖先生真不可及也。 

尊体如何？闻有来沪之说，确否？ 

敬讯 

起居。 

高梦旦 

九月五日 

按：1924 年 4 月，胡适南下，先抵上海，

其间赴西湖一游，5 月 3日又返上海，后仍回

杭州。6 月初，与高梦旦、蔡元培游至西湖烟

霞洞，“爱其风景很好，房屋也清洁，有久住

之意”，高蔡二人也极力赞成。遂与管洞人金

复三讲定，于 6 月 23 日搬至此地休养病体，

直到 10 月离 。在此期间，高梦旦往返于沪

杭之间，常携儿子仲洽来此地探望，“他们的

父子间的生活”很令胡适感动。
45
 

这四封信显然都写于胡适烟霞洞闲居之

时。“知已移住山中”，“自杭返沪将及一月”，

“莫泊三小说前日由发行所迳寄烟霞洞”，

“复三盛馔”等语，都是证明。在这段漫长

的休养期，胡适竟然没有留下日记，这几封

信正可作补白之用。 

 

二十、（1923 年 12 月）16 日
46
 

适之兄鉴： 

在途一函计达。 

尊体如何？极念念。鄙见宜善养息，北方天

气宜于  尊体，但必择僻地而居。大学、《努力》，

均宜谢绝。调养一两年，身体复元再出任事，并

不为迟。  兄赋秉本厚，而作践太甚，及今不图，

将有后悔，千万勿大意！ 

兄如不做事，生活费至少须若干。如何筹措，

幸以详情见告，弟亦可参末谋。现在必须为二年

计画。  兄素不经意于此，弟以为此着亦不可不

计及。因后来养病，不可以小事分心也。  兄谓

如何？ 

梦旦 

十六 

按：此函未署年月。从“北方天气宜于  

尊体”，“大学、《努力》，均宜谢绝”等语，

可以推测写于胡适结束了烟霞洞的休养，离

杭离沪返京之时。是刚分别之际，高梦旦对

胡适未来生活的忠告。此信中的意思，高梦

旦也对胡适的挚友丁文江屡次申说过，如同

年 11 月 12 日致丁函云：“弟劝适之一到都即

移住山上，宣言养病，人或相谅。即偶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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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踪迹无定，访问自稀。适之颇以鄙言为

然，但未必果能实行。先生如预为部署，并

通知其家人于到都二三日内即行入山，可以

省却无数口舌。总而言之，适之病体实未复

元，其性尤不宜于都市，南方既不可居，舍

此殆无良法……”11 月 19 日函又述此意，同

时对胡适不能下定决心谢绝外事，“自言须看

北大情形方能定夺”表示无奈。
47
 

胡适于 10 月 2 日离 烟霞洞，三日后抵

上海，“七日与努力社议决把《努力》停办”，

后于 11 月 30 日起程，在南京、天津等地

短暂盘桓后，12 月 5 日到京。
48
此信写于某月

16 日，若为 11 月，则胡适此时还在上海；若

为次年 1 月，则胡适抵京已有一段时间，不

符合原信辞气，故定为 1923 年 12 月 16 日所

书。 

二十一、1923 年 12 月 20 日
49
 

适之先生大鉴： 

得叔雅先生来书，大意言所注《论衡》稿费

可以比《淮南》减少一二百元，并允任校对，不

取酬金。查《淮南》正文较少而注家较多，《论衡》

反是，或者劳力可稍减少。如在八百元以内，即

请  尊处代为决定。 

再原稿  先生想已见过。如果完全，即可定

议，否则稍缓为荷。 

敬讯 

起居。 

高梦旦 

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此信勿示叔雅。 

二十二、（1924 年 4 月）18 日
50
 

适兄鉴： 

久不得书，不知近况何似，热度已退否？无

他病痛否？甚为念念。 

前得在君书，言曾劝  兄赴北戴河养病，已

得允诺。今日阅报，又言将有南满讲演之事。弟

意夏日工作 不相宜，讲演尤辛苦，千万勉应在

君之言，到北戴河休息二个月，于尊体必有益处，

幸注意注意。 

弟拟八月底同儿辈赴美一游，往返期以三个

月。 

仲洽拟在科仑比亚肄业，有人言若得  兄介

绍，颇有便利之处。如确，当嘱其将西文姓名、

学科寄奉。 

敬讯 

痊安。 

高梦旦 

十八 

按：高梦旦1924年5月8日致丁文江函，

有“弟已有函促（适之）及早赴北戴河”等

语，照应此函中的“前得在君书，言曾劝兄

赴北戴河养病，已得允诺”句。 

又高梦旦 4 月 26 日致丁函云：“弟离京

已旬余”，
51
可知他 4 月才离 北京。那么这

封信就写在他离京之后，5 月 8 日致丁文江信

发出之前，即 1924 年 4 月 18 日。 

二十三、（1924 年）7 月 5 日
52
 

适兄鉴： 

来书敬悉。 

任光来言  兄稍向好，但仍不能节劳云云。

弟意此等根本之病，非有长时间之休养，虽稍稍

进步，不能算数。告假一年事能决定甚好，但如

何修养，亦须豫为计画。若游游泛泛，亦难得益

处。晒太阳一事弟 擅长，惜相距过远，不能作

伴。 

大连背山面海，风景颇佳，于消夏尚相宜。

若讲演不多，能久住亦好。青岛亦善地，但无良

伴，均未必能久居耳。 

在君病腰痛，殊非轻症，却又到南京讲演。

大抵贤者能者皆有舍身之精神，然为社会计，亦

属失策，弟始终不以为然也。 

岫庐甚忙，而身体却能支持。弟颇劝其稍稍

节劳，亦不能听受。弟则逍遥自在，甚愧对  兄

辈。 

梦旦  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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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1924 年）7 月 8 日
53
 

适兄鉴： 

前寄一函，计收到。 

日来尊体如何，有进步否？甚念念。 

偶与直士
54
谈及  从者将赴大连，渠言南满医

院极好，何不就近一诊？附上介绍函，乞  察入。 

梦旦  七月八日 

 

二十五、（1924 年）7 月 16 日
55
 

适兄鉴： 

前寄直士介绍函，计达。直士阳历八月初有

事到大连，极欲相见。  兄到大连后，乞以住址

见示，以便转告直士。直士于大连颇熟悉也。 

日来尊体如何？甚念念。弟美行或不果，附

闻。 

梦旦  七月十六 

按：前三封信接连谈胡适赴大连休养事，

可知均写于 1924 年。胡适此行，系受中华青

年会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满铁”）

的邀请，“7 月 24 日到沈阳，25 日到大连，

在满铁暑期学校讲演。”
56
 

 

二十六、1924 年 9 月 10 日
57
 

适之先生大鉴： 

日来天气潮凉，不审已回京否？  尊体如何？

甚为念念。兹有关于疗治肺病二事，姑举以奉告。 

舍亲黄勗哉女士，曾有肺病、颈间结核，经

余云岫用某药注射，经半年全消。余观此药甚普

通，却有效验，药方附奉。 

同事史久芸患肺病甚剧，吐血垂死，后移住

牯岭年馀。前日归来，强健异常，办事甚有精神。

其体之丰腴，为未病时所未曾有。据云该处并不

冷，因肺病在彼过冬者甚多，大抵有效云。 

以上二者，均弟所目击，故举以相告。后者

比前者尤有益，不知能勉行否？ 

敬讯 

起居。 

高梦旦 

十三年九月十日 

 

二十七、1924 年 9 月 20 日
58
 

适兄鉴： 

前在《晨报》见一涵文章，
59
持示岫庐、经农。

当时即虑吾  兄有所发表，且必为此间辨护。经

农言，当以书劝  兄。今读《晨报》，果不出所料。

吾  兄所言具是事实，但如“拳匪鬼运”、“讼棍

行为”，措辞未免过激。至于此间代销代印《努力》

各节，亦说得太过。
60
此等文字易招反响，口众我

寡，纠缠不清，甚不犯着。此间近年营业较好，

且所接触者皆读书人，其遭指斥，岂复待言？只

得以不闻不见置之。 

尊体如何，能稍休息否？千万不可以无谓之

议论“榨”出《努力》来，至嘱至嘱。天下圣者

能者有几，而社会必使之不能自立。思至此，不

能不痛恨于宋人之好议论也。 

前寄一函，言庐山宜治疗肺病事，计已收到。

以  兄之身体，值此时势，能偷闲疗养数月，一

切不管，俟身体好后，作事之日方长，勿亟亟也。 

敬讯 

起居。 

高梦旦 

九月二十 

史君来沪供职将一月，体魄精神均好。弟每

见史君，即联想起  足下。何不勉为一行？ 

 

二十八、1924 年 9 月 22 日
61
 

适之先生大鉴：迳启者，年来国内文化潮流一日

千里，移译东西各国书籍层出无穷。译名纷杂，

莫衷一是；译者读者，均感不便。历次各省教育

联合会，对于译名统一，屡有提议，迄未举行。

敝馆有鉴于斯，特编《标准汉译外国人名地名表》

一书，都二万馀条，世界各国之重要人名地名，

略具于是。并附列《西文译音总表》，以供繙译新

名之用。兹谨寄奉一册，尚乞 

赐以教正，甚幸。敬请 

台安。 

高梦旦上  十三年九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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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1924 年）11 月 6 日
62
 

适兄大鉴： 

久不通书，甚念念。日来战事蔓延，尤为悬

悬。十月廿三日本拟赴都吊畏庐之丧，并视程氏

事。临上舟，以消息不急，为亲朋阻止，不果行。 

昆山来，言尊体仍未甚好。时局稍定，仍宜

为久远调治之计。长此因循，终非良策。 

儿辈已安抵美国，家报甚多。洽儿对游学本

不甚踊跃，到美后仍不十分满足。大抵习惯未久，

而求学亦未入深处也。 

敬讯 

起居。 

高梦旦 

十一月六日 

按：此信提到“吊畏庐之丧”，林纾号畏

庐居士，为高梦旦挚友，卒于 1924 年 10 月 9

日，可知此信年份。又信中云“日来战事蔓

延，尤为悬悬”，当指不久前正打得如火如荼

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冯

玉祥倒戈不久，挥师返京，曹锟遭囚，一连

串的变乱甚至连累林纾的灵柩无法立刻归葬。
63
。 

三十、1924 年 11 月 28 日
64
 

适兄鉴： 

得十六日书，知  兄踵骨又痛，是否与当年

相似？凡有形态、有痛苦之病，必审其症结所在，

非“休养”二字可以已之。中医虽偶有奇效，然

学无本源，不过幸中，不可尝试，畏庐可为前车

之鉴。鄙见宜多询西医。或者京沪无能手，何妨

到日本一行？以上为治病言之。若云养病，则不

能以时局为衡，尤不能以谣言为进退。不过清华

地方虽好，而学生甚多，究非静养之所；跑马厂

亦太近。弟意果欲静养，非深山不可；久居深山，

非移眷不可。此事须  嫂夫人作主，幸以此书示

之。昔人谓，天下一石之才，子建得八斗。吾意  足

下虽未必八斗，亦必在半石以上。甚望勿自菲薄，

尤望善用所长，不可以感情用事。现在自以治病

为第一义，一切均不问。病愈后，仍以提倡白话

文为布帛菽粟之事业，政治固不必问，即国故亦

可缓图。近来新人物颇多厌恶白话文，大抵浅尝

者甚多，不足餍人意，又无中心人物主持其间。

弟私念吾  兄成绩至多，而以白话文为 有关系，

因可节省儿童二三年之日力；且为普及计，非此

不可也。弟如此迷信白话文，而自己却未尝一举

笔，诚不欲强不能以为能故耳，  兄得无以为矛

盾否？ 

仲洽此行殊勉强。途中以西食、西服、西礼

为苦；到校后，对于功课，亦不能满其所望。  兄

谓其不似少年人，弟亦以此语之。渠复书言，世

苟有测验感情年龄之方法，自知当在六十岁以上

云。然每次信来，感情亦渐变。或者宽以时日，

方得见宗庙百官之美富，未可知也。 

时局不可问。此间商界虽有保卫团之设，力

甚薄弱，且多委之中下级。智识界中人虽有，亦

甚少，不能谓为觉晤，或者痛苦尚未深否？ 

高梦旦 

十三年十一月廿八日 

三十一、1925 年 5 月 26 日
65
 

适之先生大鉴：久不通书，在君及与儿
66
来，得略

知近状。  尊体既不甚好，都中不可久居。闻有

赴英之说，能成事实否？甚念念。 

前承  代购《释藏》，载古人有复来否？该书

是否在  尊处？尚缺若干？便中希  示为荷。 

前年同  兄赴杭，值林社祭日，大雨如注，

与祭者颇盛。今岁为二十五周纪念，风雨益甚，

而来宾益多。杭人之笃旧真不可及。兹将征文启

事寄奉，  兄如高兴，能书数字寄来汇刊，尤为

幸事。 

今岁五七风潮，北大学生主持，一面上课，

一面运动，竟以此脱离学生联合会。此事动机如

何，道远不知其详。近年学潮频频，无论何事，

动辄罢课至旬月之久，颇为世人所诟病。时局如

此，禁止学生干政，不啻为恶政府张目。若常常

罢课，将学业根本推翻，且难保无假借风潮为避

考避学之手段。今上课与运动并行不背，则一切

流弊可以扫除。或怪二者并行，为时间所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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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实际言之，社会运动主持者不过少数人。近

来学校注重体育，所有运动员不免废学，学校亦

加以原谅，不笃责其分数。社会运动何尝不可仿

行？即有时群众示威不能不需多数人，或以课外

为之，或限制其时间，则旷课不过半日一日而已。

未知  尊意谓何，能为提倡否？姑妄言之，敬讯 

起居。 

高梦旦 

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三十二、1926 年 6 月 26 日
67
 

适之先生大鉴： 

七月廿二兴安岭外一书、八月一日莫斯科一

片，先后收到。壮游甚健羡，恨不得追随  左右，

遍历欧美，并一视儿辈也。 

君珊已回沪，不日又赴南京。君韦仍在康乃

尔肄业，大抵明岁二月或八月返国。 

仲洽在旧金山养病，病不甚深，有不日归国

之说，刻尚未定。  足下果到美，当可问而知。

承  垂询，特详之。 

《物质文明》一文实获我心，不厌百回读，

擘黄辈亦甚赞同。承  嘱《东方》转载，已遵行。
68
旅中见闻所及，如有记载能付《东方》发表，甚

幸。《东方》销行四万份，且有较永久性质，不可

谓非宣传之工具。惜少佳文，愿吾  兄有以张之。 

《续藏》代留一部，可照办。 

足下决计赴美时，不妨一示。或者有机会相

见，未可知也。 

高梦旦 

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三十三、1926 年 6 月 28 日
69
 

适之先生大鉴： 

昆山来，述  尊况甚好。下月由铁道西行，

经过新俄，见闻当较确，甚羡甚羡。但不得话别，

殊怅怅耳。 

前承  代购《藏经》，现在是否仍存某君处？

拟请交孙君伯恒代收运沪。此间图书馆已 幕，

颇有人询问及也。敬讯 

起居。 

高梦旦 

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三十四、1927 年 3 月 2 日
70
 

适之先生大鉴： 

元旦片、二月一日  书先后收到，甚为欣慰。 

我  兄专攻历史，关系甚巨，岂有持异议之

理？影印殿版二十四史业已售完，不再版。现拟

更印古本各史，目录寄  阅，但须二年后方能出

完。如不能久待，当为代觅影印殿本备用。此等

书当非难求也。 

仲洽病已愈，体加胖，工作亦有限制。但仍

喜静，气质无甚变化。君韦二月中旬离美，与  足

下能相遇否？殊难说。 

先生西行数月，国内变动甚剧烈。想  从者

抵国时，当有一部份之解决。相见不远，不絮絮。 

高梦旦 

十六年三月二日 

 

三十五、（1928 年）3 月 11 日
71
 

适兄大鉴：承示与吴氏
72
往反书牍，环诵再三，极

为感动。 

兄之赞扬吴氏无微不至，服善之诚，岂常人所可

及！而爱人以德，颂不忌规，且涉及 重要者，

毫不顾忌，尤使弟五体投地。前此所云，感情用

事，真浅之为丈夫也！ 

梦旦 

三月十一 

 

按：此信谈胡适“与吴氏往反书牍”，当

指 1928 年 2、3 月胡适和吴稚晖的几轮往复

书信，俱见《胡适来往书信选》。给吴稚晖写

信前，胡适刚发表了《中国近三百年的四个

思想家》一文，其中设专节谈到吴氏的思想。

他以这篇文章为由头，集中述说了对吴稚晖

的学说信仰及近期言行的看法，其中特意谈

到吴写信吹捧杨虎杀陈延年（陈独秀之子）

一事，认为是其“盛德之累”。向吴稚晖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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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敬、求取认同之余，也毫不掩饰对他的批

评。
73
高梦旦称胡适的信“涉及 重要者，毫

不顾忌”，即指此而言。 

这几封信胡适都留了稿，显然看得颇重。

从“前此所云，感情用事，真浅之为丈夫也！”

一语来看，高梦旦似乎曾对胡适的立场有所

不解、不满。胡适出示这几封信，殆为向尊

敬的长辈表白自己的态度。1927 年 4 月，胡

适正在日本观望国内形势，高梦旦 26 日去函

云：“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

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74
可见其对北伐党军的意见。吴稚晖是支持

“清党”的关键人物，高对他的看法可想而

知。对于这样炙手可热、争议极大的党国要

人，胡适能不卑不亢地陈述己见，于赞美和

批评两端均无顾忌，博得了高梦旦的激赏。 

三十六、（1929 年×月）20 日
75
 

前日晤云五，渠言《新月》某篇尊意可稍加

删节。昨日晤志摩，为道云五意，志摩亦表同情，

并允注意。早间以人多，未能奉达，特闻。 

张叔良来件求序，附奉。乞  察收。 

适之先生 

梦旦  廿 

按：此函具体时日难以确考。其中提到

了王云五、徐志摩等人物，又说“早间以人

多”，可知当时他们（包括胡适和高梦旦）都

住在上海。故这封信当写于1928至 1930年，

胡适定居上海时期。又王云五言胡适发表于

《新月》的某篇文章“可稍加删节”，度其语

意，似指此文有得罪当道的违碍之处。查胡

适交给《新月》发表的几篇政论文，有《人

权与约法》（1929 年 4 月 10 日 2 卷 2 号）、《我

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1929 年 6 月 10

日 2 卷 4 号），以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写于 11 月 19 日，载 1929 年 9 月 10 日 2

卷 6、7 号合刊，脱期出版），都是“一石激

起千层浪”的厉害文章。信中所指当为其一，

则此信写于 1929 年，殆无疑问。 

三十七、（1932 年）4 月 7 日
76
 

适之先生大鉴：振铎来，言兄病已愈，但尚未出

院。顷得来书，知住院至少四十四日之久，体重

锐减。此为病后常态，千万保养，勿过操劳，周

刊文字亦不必急急。此间租界已复原状，界外甚

萧条，交通阻梗，停战事未解决。局部如此（江

浙两省甚不安，多迁徙），大局更不堪问。商务事

千头万绪，岫庐苦得不堪，菊生终日坐镇，但尚

无解决办法。今春本有华山之约，并拟顺途至平

一行，竟不能如愿，殊惘惘。敬讯 

起居。 

高梦旦 

四月七日 

按：此信提到胡适住院事，当指他 1932

年 2 月突发急性阑尾炎，入协和医院手术，

月余方得出院。郑振铎是高梦旦的女婿，娶

了他的小女儿君箴，当时任教于燕京大学，

所以此事由他通报。而胡适早在筹办的《独

立评论》，也因此推迟到 5 月 20 日才面世。

高梦旦信中说“周刊文字亦不必急急”，就是

指这个了。 

信中还谈到“商务事千头万绪，岫庐苦

得不堪，菊生终日坐镇，但尚无解决办法。”

是年“一二八”事变后，日军进攻上海，商

务印书馆总厂被炸，附设的东方图书馆等建

筑遭火焚，损失无算。琳琅宝籍，尽化劫灰。
77
这里简略描述了几位商务高层为此疲于奔

命，忧心如捣的情状。 

三十八、（1933 年 3 月）19 日
78
 

适之先生大鉴： 

来示敬悉。附致刘崧生书，业已代交。渠对

此事毫无意见，请释 

念。蔡孑民曾约汪子健，子健以共事者不甚相习，

因未果就。兹事结果者，当在意料中，想不至有

大关系也。此次北上，时日较久，以往来城内外。

临行又得腹疾，以此不能践约作长夜之谈。相见

虽多，未尽所怀，于心殊耿耿。临行时，承 

惠假大衣，途中毫无所苦。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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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用心细密，尤为可感。儿辈对于国联报告书有

所论列，曾寄外交当局。兹将稿本呈奉，乞 

指正。如能附登《独立评论》，尤幸。敬讯 

起居。 

高梦旦  十九 

按：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应国民

政府之请，以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于次年

来华考察，并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调解。1933

年 2 月，国联报告书发布，在国内引发热议，

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也刊登了不少评论

文章，集中在 2 月 26 日第 39 号至 4 月 9 日

第 45 号上。信中有“儿辈对于国联报告书有

所论列……如能附登《独立评论》，尤幸”等

语，那么高梦旦此信也应写在这一时段前后。 

另外，信中提到的刘崇佑（崧生）和汪

子健，都是闻名一时的大律师和法学家。谓

后者“以共事者不甚相习，因未果就”，似指

当时发生了一件需要这些法律人士合作的事。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有一通刘崇佑写

给丁文江的短信，提到陈独秀案云：“如有需

要，弟处可为尽力，乞告适之兄。”
79
查陈独

秀于 1932 年 后一次被捕，次年 4月在南京

庭公审。
80
从时间上来看，胡适所张罗的十

有八九就是此事，不过辩护律师 终仍由与

陈独秀关系深厚的章士钊领衔担任，
81
刘、汪

均未与事。综合上面的信息可以推断，此信

当写于 1933 年 3 月 19 日。 

 

附： 

1932 年 6 月高梦旦致丁文江、胡适函
82
 

在君/适之先生大鉴：久不通问，时于《独立评论》

中得读 

大著，佩慰无似。《评论》文章日益进步，孟真先

生两文深得我心。对于监察院问题，此间论议虽

不能一致，但弟则以为在今日为必不可少之作。

近来对于邮政小问题稍有意见，录副呈奉，尚祈 

指正。《独立评论》预定办法，亚东、新月均不照

办，阅者颇感不便。能切嘱其实行否？敬讯 

起居。 

高梦旦 

二十一年六月□□日 

印件寄独立评论社。 

 

高君珊致胡适信五通 

一、（1928 年）5 月 23 日
83
 

适之先生：前日承  惠大著，不胜感激。（已登昨

日《日刊》中，并已寄奉，想收到，为书报。）
84
关

于义务教育．．．．之论文已否草就？甚盼即日寄下（星

期日（廿七）为 后集稿期），以便登入《日刊》

中。再游戏文章可否续完．．见惠？《日刊》文字多

甚枯燥，如将  大作寄下，亦可调剂一下。如能

见允，不胜厚幸。无厌之求，望乞见原。返沪时，

当趋前道谢也。 

君珊 

五月廿三日 

 

二、（1928 年）5 月 31 日
85
 

适之先生：  来稿登在 后一期的《日刊》【《日

刊》另寄上】，作为西菜中的 dessert。
86
这种淡而

无味的东西， 后有了这一碗“甜菜”，一定可以

给读者一个狠好的印象。这一点应当大大的感谢  

先生的。 

但是还有一点应该向  先生告罪的，就是我

们斗胆将  大作改动一点。  先生要是知道我们

不得已的苦衷，一定要原谅我们的。原来代抽的

那一签十分灵验，一场好梦就此醒过来了。听说

他这几天十分懊恼，若是照原稿登上，恐怕看见

了要恼羞变怒，拿我们来出气。所以踌躇再四，

只得将大作略为更动一下，想  先生一定不会见

怪的。（至于何以变了卦，还有狠长的故事呢。） 

自今天起脱离大学院以后，要闲得多。但是

会后的善后事宜一切都不管，似乎有一点对不住

人家——可是也顾不得了。 

君珊  五月卅一日 

 

三、（1934 年）1 月 14 日
87
 

适之先生： 

前天承  赐我《四十自述》一册，谢谢。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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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序》之后，却引起了我这次南下的动机，

就是发一个宏愿，要想在此两周之间，替我的父

亲写一篇狠短的小传。因为我知道请他老人家作

自传，是不能实现的。至于我父亲所经历的事情，

我知道的并不多。所以这庄[桩]事的成败如何，

还要看他老人家合作的态度如何了。因为知道 

您曾经劝过他几次，所以特地奉告。也许仍不过

是一个 grand promise 罢了。 

君珊。  一月十四日，津浦车上。 

四、（1936 年）7 月 12 日
88
 

适之先生大鉴：昨承存问父病，甚感。今日家父

叠次命珊走访，告以病渐向愈，请  先生放心，

并代送远行。珊以侍疾，未便走 。且知  台驾

必多外出，即访亦未必能值，故用短笺达意。家

父肺炎实已就痊，惟心脏甚弱，脉跳忽快忽慢，

且十分不规则，故为可虑。幸今日天气转凉，于

病体不无裨益也。此次承蒙相抬到北大任教，未

能如愿，良用怏怏。希望将来再有此机会，因珊

已厌倦南京久矣。（而且中大“人浮于事”，应自

引退。）专达，并祝 

一帆风顺。 

君珊  七月十二晚 

昆三先生及其女公子闻亦同行，祈为致意。

承其多次问疾，甚感甚感。 

五、（1936 年）9 月 7 日
89
 

适之先生：  先父之丧，辱承远道电唁，感泣无

已。珊自遭惨变，方知人世愁痛之事，真足以绞

人肝肠。即终日痛哭流泪，亦不足以发泄哀思于

万一也！此次之病，已日有起色，且已能起坐，

并曾在桌上进食一次。孰知竟为庸医所误，而至

于不治。伤哉！闻诸父执将有纪念文章在《东方

杂志》发表，云五先生并言珊等在子女之地位，

亦宜有所述作。但此种剧烈创痛，刺人肺腑，如

何能下笔写一字也？念先生与吾父友谊素笃，且

深知吾父之为人，必能用亲切之文字，缕述吾父

之生平（或一二庄[桩]可纪之事），告世之不知吾

父者。兹经与诸弟妹及菊生、云五诸先生商妥，

拟请  先生做一篇碑文．．．．．，字数约在五百到一千之．．．．．．．．．．

间．（在墓碑旁另立一碑），想必能慨允所请。归途

中海行多暇，或能在其时写好带回。兹特寄奉商

务所出《方[同]舟》一册，中有庄百俞先生所作

传记一篇。但其中不无与事实有出入之处，闻后

来已删改矣。（珊觉得“爱才如命”“不居功”“乐

见人为善”“乐见人成功”实为吾父之特点。）兹

因欲改换环境，使家母略减愁思，故舍间已移到

愚园路岐山邨十四号。但迁移之时，常常触到先

父遗物，而多年未见之君韦遗物，亦复现于眼前。

为欲解愁，而反添愁也。嗟呼[乎]先生！吾父在

家庭中之地位，对子女之态度，不仅是一好父亲

而已，实兼一友谊至笃之朋友。因为有此朋友，

故珊及诸弟在交往中甚少关系极密之朋友。而今

已矣，而今已矣！临楮心酸，不知所云。 

君珊敬上  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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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子水致胡适信十四通 

毛丹丹 
整理说明

毛准（1893-1988），字子水，谱名延祚，生

于浙江江山县石门镇清漾村。1913 年考入北京大

学预科，1917 年升本科入数学系。1918 年，新潮

社成立，毛子水是第一批社员。1920 年毕业后，

经胡适介绍执教于北大预科。1922 年冬，经北大

史学系考选，赴德国留学。1924 年，入柏林大学

理科研究所，专攻科学史。1925 年，北大公费中

断，毛子水的生活陷入困顿。毛子水曾向恩师胡

适写信求助，胡适 1926 年 12 月 29 日日记有载：

“与元龙同到银行，寄三十磅与毛子水，三十磅

与许楚僧……”
1
1926年，结束在柏林大学的学习，

后经俞大维介绍，在驻德公使馆商务部担任职员。 

1930 年春，毛子水回国，应傅斯年之邀，任

教于北大史学系，后又任图书馆馆长。自此，毛

与胡适在北大共事六年有半。1936 年，清漾毛氏

续修族谱，毛子水曾请胡适为题字。胡适的题字

现仍存毛氏家谱中，胡适所题“清漾祖宅”的匾

额则悬挂于毛氏祖宅。 

胡适与毛子水的师生情谊甚笃，胡适晚年指

定毛子水与杨联陞为其遗嘱的执行人，人们熟知

的胡适墓志铭亦为毛子水撰写。 

毛子水致胡适信尚未系统识读，《胡适遗稿及

秘藏书信》第 24 册收有毛致胡 15 通
2
，只有 1 通

被识读并收在《胡适来往书信选》
3
。这些书信从

多角度反映1949年前胡毛之间的往来和师生情谊。

按时间先后，笔者将 14 通识读如下。整理方式大

体根据《胡适研究通讯》2019 年第 3 期“整理他

人致胡适函专栏”的“凡例”。舛误之处，尚祈方

家指正。 

整理过程中，得到了夏寅、默雨、林建刚、

Nous、马文飞、陈翔、肖久闰、陈通造、介志尹

等师友的帮助，在此致谢。 

一、1920 年 5 月 8 日 

适之先生： 

早间来见，因时间短促，未及详谈。我现在

官费留学已没有希望，拟下半年仍留北京，一来

因为北京有杜威及  先生等的演讲，我可以随时

旁听；二来因为北京的参攷书籍较为完备。 

我在北京大学读了七年多的书，别的事情都

很适意，就是怕尘土。所以我早想今年暑假后，

到南方做一个教员——我昨天见到沈尹默先生，

还是这样说。现在我想起种种的困难，决计不到

南方去了。下半年倘若能够在北京得着一个教员

的位置，我甚愿在北京做二三年教员的苦工，带

着自己再念点书，以为将来官费或俭学出洋的预

备。 

从前  先生对我说要我在北大预科教国文的

话，先生的意思固然是很好的。但是下半年沈尹

默先生又要到日本去了。钱玄同先生是一向不管

事的，此外的人，恐怕未必能够相信我。况且我

所能教的国文的科目，是文法、作文、修辞（Style 

& Invention），等科；这些都是北大国文教科里

面所不注重的。我的意思要负责做一件事情，总

要做一点成绩出来才好；但是在这个情境底下，

恐怕就是有一点正当的见解，亦难以发表出来。

这是我对于 先生的话所以踌躇的原因。沈尹默先

生面前，因为他要走了，我连这个意思亦并没有

向他表示过。 

我在预科的时候，曾读过英文文学史及莎氏

戏剧数本。这几年来，我于论理学及修辞学也读

过好几本书。  先生倘能荐我做一个论理学及英

文文法和修辞学等的教员，我或者能够用一点心

思才力到社会上去。这是我早上请  先生代我介

绍的原因。 

我屡次以个人的事情烦扰你，很对你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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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〇，五，八。毛准。 

 

二、1921 年 2 月 17 日 

适之先生： 

《国语文法概论》的第一章，已印好。明天

或后天，我当检几份给先生。 

我想先生这几篇文章，若不即出版，正可拿

来做《北大月刊》的材料，即题为“国语文法的

研究法”或“中国现代语法的研究法”。先生的意

思，以为何如？ 

我在预科教语法，有几个学生极反对我。我

现在已向马幼渔先生辞职了。至于我决意辞职的

原因甚多； 重要的，是我自己实在觉得没有把

握。（我曾教两点钟模范文，但时常觉得选文的艰

难。）其次，我所要教的发音学和注音字母等，屡

次受学生的反对。还有一种原因是，国文的功课，

学生常不能静听，而我上课的时候，未免太严厉

一点，所以学生对我感情极不好。 

我去年未毕业的时候，本预备教英文或论理

学的；教国文本来不是我的本意。后来一想到国

文教员坏的实在太多，所以又答应幼渔先生教国

文。现在我自己想；我也没有什么好的法子来教

这个国文。 

二月十七日。子水。 

《国语文法概论》第三章的钞本，已于前晚

收到。又及。 

 

三、1921 年 2 月 18 日 

适之先生： 

你前天写给我的信，我昨天晚上才接到。

Sweet 的书我共有八种。兹把其中六种送上。其余

二种，是 a primer of Phonetics 和 The Sounds 

of English，和语法无关。 

这六种里面，半农用得 多的，是 New 

English Grammar，他的第二讲，真是所谓“模仿”

的了。但我想 Sweet 的 Logical 和 Grammatical 

Categories，本来就不好，讲文法要这样讲起，

便太麻烦了。 

至于我所要做的语法，本来是要学 Sweet’s 

a primer of Spoken English 的。讲了一个学期，

只讲了一点发音学。我讲这个的意思，纯粹是要

学生于读外国文的时候得一些便利。这一部分讲

义，已交女高师印去。印好时当检一份呈阅。 

外送上《国语文法概论》四页（每页五份）。 

子水。十，二，十八 

 

四、1921 年 4 月 19 日 

适之先生： 

文法稿系交大学讲义课印的。但付印之稿，

系我这里另外钞起来的一份，并不是从先生处拿

来之稿。前三章的稿，早已交给讲义课了。惟正

要交第四章的稿时，就停课了，所以第四章之稿，

虽然钞起来，还没有交给讲义课。至交还先生处

理的稿，已用不着了。 

子水，四月十九日。 

 

五、1921 年 12 月 3 日 

适之先生： 

兹送上廖平的《今古学攷》和《知圣篇》各

一册，请检收。《今古学攷》稍好，《知圣篇》大

半都是荒谬的说话，可为今文家曲说的代表。 

《古韵论》还可寻得么？这本书和莫友芝的

《韵学原流》，都是韵学史的参攷书，我很想得着

一本。 

十二月三日。毛子水 

中一区，大石作，三十二号。 

 

六、1922 年 7 月 7 日 

适之先生： 

我因为家里的事情，一星期后，即要动身南

旋；大约八月底或九月初才能回来。前蒙介绍女

高师英文班国文教席一事，乞  先生再和陈斠玄

君接洽，或写封信给他，使我可得着一个确定的

消息。 

我存在 先生处那篇英文的演说稿子，  先生

若得闲空，便望为我看一看；不通的地方，尽可

删改。改好便可寄北大第二宿舍（东斋）交给我。 

我屡次以私人琐事烦扰  先生，心里觉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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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得很！ 

七月七日。毛准。 

七、1926 年 10 月 6 日 

适之先生： 

前闻先生来欧，甚为欣喜。久想写一信问候，

屡苦于无寄信钱，只得作罢。傅孟真君赴巴黎时，

曾托他代为道好，我近来的状况，想傅君或已向

先生言及了。 

数日前闻此间一友人言：先生于月内或可来

德一行。如果确，请即告诉我——如打算多住几

天（如其三星期以上），希先将行期示知，我可预

为租定一住房，可省得一点旅费也。 

几年在德，实在没有一点长进可言；非特自

己出国时所抱的志愿百无一成，便是自己职业以

内的东西也无一点把握。近来更为生计所窘，典

质借訾，道路俱穷，未知如何了局。晤见或不远，

一切统待面谈。 

祝你安好。 

毛准。 

柏林，一九二六，十，六。 

八、1926 年 11 月 14 日 

Berlin -Charlottenburg 4, Leibniz St. 57, 

14，11，1926 

适之先生： 

从 Frankfurt 反还伦敦以后的来信，都已接

得；惠借三镑，亦已收到，均甚感谢。 

先生此次不能来柏林，非特我一人失望，许

多交好亦甚觉失望。我现在急要向先生商量者，

是我的如何能回国，或如何可以不回国的问题；

明知先生也许无法可想，但我自己更无法可想，

所以也只得向先生提出这个问题。 

北大不给我们钱，已有五个月了（约自六月

下半月之学费欠起）。当初因校费困难，不忍催促，

且因期满在即（去年年底），想校中或许为筹寄一

款便得回国，故只得困守静待。乃四五月来，皆

无消息，连电请求一点暂时维持生活之费亦不可

得。他们大概已决定不寄钱来了（如上次国立各

校得到‘俄款’时，亦未寄钱来）！我家中戚族，

并皆贫穷；三月前家父母闻我困处柏林，将田产

抵押得三百元寄来，意欲使我回国；我得此款，

只能还去一部分重利之债，即能动身回国！计我

在此欠人之债，算至此月，已有七十余镑；其中

卅余镑，系以重利托人代借的，本钱恐尚不到二

十镑，余皆为重利所积，言之痛心！照现在的情

形而论，当然以即刻动身回国为上策；但至少非

约一百十余镑不行（以本月底动身计算），我于一

月前即将这种情形写信详告校中，请他们为我筹

一笔动身回国之费了，但至今并无一字答复。 

若要在此暂留，非得有卅余磅将重利借款还

清不可，不然，多欠一月，即加高三四磅；此外

每月维持生活之费，至少亦须八九镑，因德国生

活近来日以昂贵也。但这两款亦已非少数，北大

若无款寄来，万非朋友借贷所可为力。我久欲在

此谋一月薪足敷生活之事情去做，迄不可得；债

款更无法可想矣！数月前我曾向浙省请求补一名

省费，但省中回文说，至早须俟明年省费有缺款

时始能交付审查，无论万难补得，即能补得，亦

大有‘河清难俟’之慨也。[因我的想补官费，实

在是想回国路费有着耳；若能补得，亦决于明年

暑假中即回国也。]一月前此间一友人（俞君大维）

曾为写一信至清华，托人为在清华谋一助教或图

书馆员之职；以为若得有事情，月薪有定，则可

先筹借还清重利债款及其他必需之回国费；其余

借款，俟回国后再行分期付还。此事迄今亦无消

息，想亦难成功；即能谋得，回国费亦甚为难也。

日夜思惟，无可为计，在此多耽搁一天，则负债

愈多，回国愈难。非特不能回国而已，实非作饿

莩不可。一切情形，本想俟见面时再谈，没有机

会一见，故拉杂详写以相启，未知  先生能为我

想矣善计否？ 

上段提及的俞大维君，旧在哈佛读书，自一

九二一年来此；其人天资学问，颇仿佛赵元任君，

系我国学生中之希有者。惟我意他在此处境不甚

好，或不能如赵君之精进而耳。我本想  先生这

回来柏林，即为介绍与之一谈，或可使他预备回

国以从事于较为有成效的工作；乃亦不得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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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为怅怅。（闻姚君从吾说，俞君亦希望得与先生

一晤谈也。） 

我现在虽还向柏林大学听功课，但明天的面

包钱尚不知向何处去谋得，读书的力量，可想可

知了。 

敬问你的好。 

毛准。 

 

九、1926 年 12 月 

适之先生： 

大约二十天前我曾寄给你一信，未知驻英使

馆曾否将此信转到。 

我困居此地，欲归不得，欲住不能，颇为忧

愁。上月间北大曾寄一款给我的，但我除去还旧

欠房租外，他项债款仍未能还，不要说回国的路

费了。（我现在住的房租甚贵；从前不能搬家，因

积欠太多的缘故；下月决意搬家了！）这个月又是

年节，一切零碎债款，俱须还清；下月又要搬家，

不知你尚能借我一款以渡过这个年关否？ 

我在欧洲几四年，别的学问不成不要说了，

即欧洲几种 重要的语言，亦自觉毫无把握。我

尝想到伦敦住二三月，专为学习语言及泛览

British Museum 中几种书籍起见；若有机会，使

我可以用极省节之法在伦敦住二三月，乞你为我

留意！！ 

前见广州报纸载国民政府电中有云“中山大

学为中央 高学府，极应实施纯粹之党化教

育，……成为纯粹党化大学。”这一个命令，非特

政治上无一点好处，文理亦不通得可笑；未知你

曾见到否？以此看来，广东那边实无人懂得教育

的意义，懂得学术的意义了。我虽然因自己材质

的关系，不能干政治（因此也不入国民党），但从

有知识以来，便抱“好政府”主义，所以只望国

民党的胜利（这当然不是因为国民党都是好人）；

对于黄埔军事学校，尤有特别的期望，因我想中

国要真正太平，固不当仅扫清国内‘匪阀’而止

也。至于所谓党化教育，我一向即以为系无赖辈

之谰言，万没有想到会在政府命令上发表的。如

果大学真可以党化，党化的大学真有益于党，有

益于国，我们又何必吝惜一个毫未有成绩的中山

大学！事实上已做不到，且更使一般幸进的人以

大学为做官的捷径，到不如北京各校之直捷痛快

的关门为好！我久想写一信给吴稚晖君了（我以

为在国民党政府中诸人，此君□尚懂得一点道

理！），但我和他素不相识，且又懒于执笔，所以

迄未如愿。我想先生有暇，可写一信给吴君，讲

讲此事，未知先生以为何如？总之，学术（真正

的学术！）是应当绝对的自由的，一个政府下的大

学党化不党化，是毫无关于其政府（甚至其‘党’）

的成败的。未知先生以我这个意思为何如？匆匆

不及详写，顺问康健。 

准。 

 

十、1930 年 5 月 17 日 

适之先生： 

到北平后，又过了一个月了。一因为身体不

好，须天天就医，一因初来教书，觉得格外忙碌，

所以还没有写片纸只字给你。 

寄存的书籍，已搬至傅孟真兄家去了。你屡

次搬家，想必甚为麻烦，我很感谢你和帮助你的

人。我若早知道你租有房子在此堆书，我来北平

时便即继续租住了。（甚悔在沪时对于此事不曾问

得清楚。） 

你近来身体如何？我极希望你把哲学史早日

完成，却更希望你不以用功过度而伤害康健！前

闻孟真兄说你新写的哲学史已印成许多了。若尚

有存余，极盼即惠我一部。 

暑假后若我的身体稍好，生活安定，当努力

做点东西出来，不然，真对不起一响的良师益友。 

我到北平后，即住在欧美同学会中，前天才

移寓西四，大院胡同，甲九号。若赐信件，希均

寄此处。 

我很盼望暑假时能回南一行，但我甚怕坐船，

颇望天下能早日太平也。 

敬问你和胡太太的好。 

准 

北平一九，五，十七 

前在沪临行时承赠《文存》，均此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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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1930 年 8 月 11 日 

适之先生： 

前傅孟真君由沪回来，谈及先生打算着手做

繙译的事情，我想这件事如果做得好，是大有益

于中国文化的。但傅君说，先生的意思偏重历史

方面的著作，未知是否？ 

我想，自然科学的经典，至少应当和历史的

名著一样重。我从见到 Ostwald's Klassiker d. 

Exacten Wissenschaften 的时候，心中便十分歆

羡，因为一个正当底文化民族，应有这样一部书。

我的第一念便想根据 Heiberg 的刊本从新繙译欧

几里得。至于注解，则 Heath 所收集者已够参酌

采取。前在德时，尝和陈寅恪君商量此事，即我

在柏林大学习希腊文亦专为此。（当然尚不够用。）

惟自量功夫尚差，并且想等 Enriques 的意大利文

译本（坿有注解）出全时再行动手，故未敢率尔

操觚。但是我总念念不忘做此事的；实在，我自

见到 Heath 的译本时，便决心学希腊文了。 

近我打算先译 galileo 的 Discorsi e 

Dimostrazioni matematiche intorno a due nuove 

Scienze。此书英德文都有好译本，Mach 的 Die 

Mechanik 中的解析上好。我拟叫北平图书馆购一

部"Edizione nazionale"的 galileo 全集来作底

本，未知做得到否？ 

此事我本拟于今年暑假后 始做的，（暑假中

两月，我早预定专读关于 近发达的物理的书籍

的，）因北大已不设地理系，我无甚重要的功课，

所以有工夫做这件事。惟目前已有一难问题发生，

即是北大经费无着落，我的生活不能安定，（我自

到北大后，还没有干净拿着一个月的薪水，）所以

恐怕这个计划又成画饼！ 

前在欧洲时，尝想回国后在一较大之图书馆

做事情，因自己可有余暇校书、译书或作文也。

现在想求这样一个位置亦不可得。早知如此，还

不如仍留欧洲，尚可得着浸淫于书籍的机会。若

有适当的图书馆的事情，  先生可为我介绍的，

希为留意！ 

我因在北平自己尚未租有房子，所以暑假中

暂借清华园金龙荪君的房子住，大约月底便回北

平。这个月内有回信，希寄北平清华园工字厅。 

敬祝康健 

胡太太处均此问候 

毛准谨上 

清华，一九，八，十一 

十二、1931 年 12 月 16 日 

适之先生： 

明天你的生日，我病在医院，不能前来致贺，

怅怅 

今日在医院中，偶遇何海秋先生，云蔡先生

竟受学生的殴辱。二十年来卤莽灭裂的教育，真

令人寒心。 

敬此坿祝你的生日 

毛子水 

二十，十二，十六 

十三、1931 年 12 月 30 日（残信） 

又近来图书馆支用零星书账，校中会计课亦

讬词支吾。准意基金会津贴校中购书款项，虽可

由会计课经手，但应绝对独立。不然恐怕校中易

于移作别用，此事亦须由基金会特别向校中声明

方好。 

准已出医院，惟医生嘱尚须静卧一星期。故

现暂寄住同乡家中，希望不久便全愈也。 

敬祝年禧。 

毛准上 

二十，十二，卅日 

十四、1943 年 11 月 11 日 

适之先生： 

前天看到由蒋校长转给泽涵的信，欣慰之至。

同时得□□君来信，述及  先生于百忙中为关照

一切，心中甚为感激。亦有一事要烦  先生的。

联大同事陈梦家君，自七八年来，屏弃文人事业，

潜心学问，极为努力，对于中国文字学及中国古

代经典的研究，确有许多很可喜的贡献。我常把

他看作同辈中的孙季逑。 先生听见这个消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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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至如袁子才的固执而不喜欢的。他自抗战以

来，任清华教授，现已将满六年，例得休假至国

外研究。惟清华惯例，休假只有一年，而陈君拟

乘这个机会，在美多读一二年书。又，清华只能

给与陈君平日薪水，而陈君必须与其夫人同去美

国。因此，陈君须在美国得一有薪水的事情方可。

前闻赵元任先生为哈佛编纂中国字典，欲找丁声

树君赴美助理，而丁君不愿去。未知  先生能为

即函元任先生推荐陈君任其事否？据我的看法，

丁君若任此事，固然 为适当。而陈君似亦极为

合宜。（陈君七八年来的写作，载在燕京学报及清

华学报，及北平图书馆考古学丛书，海外中国铜

器图录一二集，甲骨摄影第一集，想俱可在美国

见到。）若此事元任先生已觅定他人，盼望  先生

即另为在其他学术文化机关择一适当的事情，可

以维持生活，同时亦可以增长学问的。（陈君预定

在美所注意的学问：（一）考古学：发掘方法；（二）

中国以外各民族□象形文字；（三）史学方法）至

祷至祷。陈君的夫人赵萝蕤女士，系燕大赵紫宸

先生的女儿。中英文字，并皆佳妙，并通德法语

言。比之孙季逑之夫人王采薇女士，似有过之。

这种人若得留美一二年，将来对于我国的教育和

文学，定有很大的贡献。惟近来国内限制赴美学

极严。  先生若能在美为赵女士觅一教中国文的

事情，使得凭美国来信以向政府请求出国护照，

则陈君的事情，即暂时无着落亦可。（赵女士系燕

大毕业及清华研究所毕业。）总之，我觉得他们夫

妇赴美，实为一正当的事情。若陈君能在美得一

事做，他们夫妇固可用普通护照出国。否则，陈

君可由教部请得国外进修护照，而赵女士则须先

在美国得着一事情，然后才能得着出国护照。一

切惟祈先生相机帮忙，专此敬祝 

著祺 。 

毛子水敬上 

卅二，十一，十一 昆明 

（毛丹丹：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1 《胡适日记全集》第四册，曹伯言整理，台北：联经出

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第 606 页。 
2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合肥：黄山书社，

1994 年，第 584-613 页。 
3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史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801 页。 

上期更正 

上期（2019 年第 3 期）“整理他人致胡适函专栏”，刊布了笔者整理的《高一涵致胡适信八通（附一

通）》及《陈源致胡适信十六通（1925–1949）》两批书信。惟因鉴识不精，成文匆遽，在发信人的生平

介绍，个别信件的系年考定、内文释读等处出现了一些纰漏。察觉之后，甚感惶愧。谨制勘误表如下，

供读者对比参考。不便之处，希见原为幸。部分信件的写信时间既经更动，各信的序号和文前的表格，

自也应重新调整。然而说明起来太过繁琐，此处只得从略，祈读者诸君鉴之谅之。夏寅启。 

页码及位置 错误 更正

高一涵致胡适

信八通（附一

通）

第 34 页 

第二通内文

胡夫人既此。 胡夫人统此。

第 35 页 

第六通系年

（1920 年 7 月）14 日 （1920 年 8 月）14 日 

第 35 页 （1923 年）8 月 2 日 1 （1920 年）8 月 2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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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通系年及

注释

1 ……见 1923年胡适致

张洛声、高一涵、张慰

慈片，《胡适全集·胡适

中文书信集 1》，潘光哲

主编，台北：中研院近

史所，2018 年，第 546

页。

1 ……见胡适致章洛声、高一涵、张慰慈片，《胡适全

集·胡适中文书信集 1》，潘光哲主编，台北：中研院近

史所，2018 年，第 546 页。此书编者推断这封明信片

写于 1923 年，误。当写于 1920 年 7 月 31 日。见韦昭：

《胡适致高一涵、张慰慈、章洛声片系年指误》，“胡

适评论”公众号 2020 年 7 月 30 日，

http://mp.weixin.qq.com/s/vCRngtZKA3TzfrCCmJlxPg。

陈源致胡适信

十六通

（1925-1949） 

第 36 页 

整理说明

1927 年……武汉大学

文学院，直至 1943 年赴

英国中英文化协会任

职。

1927 年……武汉大学文学院。1943 年，陈源与晏阳初

等赴美“研究战后问题”；1次年赴英，在中英文化协会

任职。2 

1 《中央社华盛顿五日专电》，见《蒋夫人乘车赴纽约》，

贵阳《中央日报》1943 年 5 月 7 日。 

2 陈源于 1944 年 3 月 25 日抵英，见《陈源教授昨抵伦

敦》，《扫荡报》1944 年 3 月 26 日。 

第 37 页 

表格

24  1943 年 7 月 31 日 1

1 这封信……当在

1943 年。 

24  1944 年 7 月 31 日 1 

1 这封信……当在 1944 年。 

第 38 页 

第六通内文

就请你鼎立成全了他 就请你鼎力成全了他

第 41 页 

第十四通系年

（1942 年）9 月 28 日 （1943 年）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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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章  “整理国故”

我在前面说过，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有四项目

标。第一，研究当前具体、迫切的问题；第二，

从国外输入 能与现实问题进行参考印证的新观

念、新理论、新学说；第三，整理国故；第四，

以上三个方面 后归结为一个主要的终极目标：

再造中国文明。今天我要说的是第三个方面：整

理国故。

1923 年，北京大学出版了一份《国学季刊》。

以后该刊不定期出版，并且经常脱期。但是在其

全盛时期，《国学季刊》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有

很大的影响。这本刊物是关于中国传统学问的，

不过其形式却完全是现代的：横排，从左到右阅

读；完全使用新式标点符号。这也算是一个小小

的革命。一个堂堂国立大学出版的国学刊物，竟

然采用了如此“洋化的形式”，这让很多人感到震

惊。

我是该刊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受命写一

篇发刊词。这就是《<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该文

既是一篇简要的论述，同时也是一篇大胆的宣言；

它阐述了一种研究国学的新方法的基本原则和具

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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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简要说说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我

说，不论是哀叹传统学术的消亡，还是试图阻止

古学大师的日渐凋谢，这都没有什么用处。传统

学术的消亡和古学大师的凋谢，这都是历史必然

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有很多迹象表明，我们

这个时代是一个学术大复兴的时代；对传统学问，

可以采用新方法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我们相信，

这场新的复兴将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越传统学术此

前全部的成就。

接着我把近 300 年来的学术成就进行了简要

的列举（近 300 年是学术复兴的年代，其中 为

典型的就是所谓“汉学”传统的复兴）。我说，近

300 年来，中国古典学者在三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

成就。首先，古籍校勘方面取得了系统的发展；

其次，发明了科学的演绎法来研究词语的古义或

者原始义；其三，发展出了一种中国的“高级校

勘学”，试图确定中国古代典籍的真伪。以上三个

方面（校勘学、训诂学、高级校勘学），构成了近

300 年来传统学术的第一个成就：有系统地改进和

修复了古代典籍。1简言之，这第一项成就使得许

多古代典籍（不论是儒家的还是非儒家的）对近

代的读者来说更好理解，也更加可读。

第二项成就，可以称之为：发现古书、翻刻

古书。近 300 年来可以被称为文艺复兴时代。这

是因为，这个时期的人们有意识地搜求手稿、摹

刻本、精校本、评本、重刊本等，正是一种学术

的复兴。许多人自觉地搜求古手稿、宋版书、元

版书，并且翻刻或者改进，将之视为己任。因而，

出现了中央政府主持刻印的“殿版”，各省印书局

刻印的版本，以及大量私刻的版本。许多爱书人

和私人藏书家都集资募款，编印珍本秘籍。因而

可以说，这是一个学术复兴的年代。另有一项风

气，那就是辑佚书。也就是说，从别的古书里保

存的各种引文中搜集和复原已佚古书的部分内容。 

第三项成就可称之为考古学的成就——发现

古物。近 300 年来，学者们一直致力于搜寻古物：

商周鼎彝，泉币，碑版，壁画，雕塑，古陶瓷，

等等。那时候还没有科学的考古学；他们的研究

不是很有系统性，也不是很科学；不过，毫无疑

问，他们都有着浓厚的好古兴趣。在这一时期的

后，这种好古的兴趣也引出了几项重要的发明。

其中之一便是殷商甲骨文的发现。发现甲骨的地

方为安阳，商代 后一个首都。

以上就是近 300 年来传统学术取得的三个主

要成就。我的文章也指出，传统学术虽然有其无

可置疑的成就，并且在许多方面也是科学的，仍

然存在着至少三个主要缺陷。其一是研究范围的

狭隘。学者们研究古代字典和古书旧注，不是为

了研究这些著作本身的价值，而是为了帮助理解

几部儒家典籍。当然，无疑也有一些一流的学者

使得这些“辅助”科学成为独立的研究分支。比

如，研究古代韵文的学问逐渐演变成了独立的古

韵学。 近几十年来，研究儒经以外子书（比如

研究墨子的著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独立的学

问。不过整体来说，传统学者的研究领域仅限于

儒家经典。因而，这一时期的学术成绩也就大大

受到限制。

第二个缺陷是，近 300 年来的传统学术浪费

了太多的时间进行繁琐的考证，忽视了对整个古

典传统进行综合概括理解的重要性。这一点不太

容易用英文来解释清楚。这一时期的晚期，清代

学者对宋明理学侧重哲理性解释的做法有所反感，

就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有意识地专门致力于繁琐

的校勘和训诂。他们在前人的著作中寻找错误，

自己却尽力避免对这些著作进行综合性的哲学理

解，也避免作出概括性的结论。

还有第三个缺陷。这些传统学者缺乏外来的

资料来进行参考比较。我在前面提到，他们研究

儒经以外的子书，来提倡训诂方法和进行音韵比

较，这等于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但是除此之外，

他们就几乎没有别的资料了。没有可供比较的资

料，没有外来的参考，这些学者几乎不可能真正

理解他们的研究对象。比如，他们研究古音古韵

的方法确实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他们的研究

资料主要限于《诗经》。有时候他们也将研究对象

扩大，把别的古籍中的音韵和《诗经》中的例子

进行比较；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认识到研究方言的

重要性；他们没有认识到，在仍在使用的方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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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南方方言中，还包含有很多的古音古韵。

当然了，他们对拿外国语言来进行比较研究的重

要性就更加一无所知了。这些学者之中，很少有

人懂得广东方言、福建方言和厦门方言；而在这

些南方方言中，其实包含了很多古音。他们更是

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朝鲜语、日本语和越南语

中，也保存有可供利用的汉语古音。

有鉴于传统学术以上三个主要缺陷，我接着

说道，我们北京大学同人提议以下三点，作为复

兴旧学、振兴新学的新方法：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尽可能扩展我们的研

究范围。历史眼光之下，我们的研究范围包括：

儒家经典、其他诸子各家、佛教典籍、道家著作

——不论这些著作是正统的还是异端的；我们既

要研究高雅的古诗词，也要研究低俗的俗谣民曲；

既要研究文言诗文，也要研究白话小说。在中国

文化演进的过程中，每一种形式都有其历史地位。 

第二，注意弥补缺乏系统性、综合性的缺陷。

我们要拥有一种真正的系统性的研究方法，就要

吸收一些现代的方法，比如编制索引等等。以前

古籍几乎从无索引。 近乎索引的，是嘉庆年间

的《史姓韵编》，算得上是重要的史籍索引之一。

2但是，除了此编及少数几部类似的著作外，中国

古代典籍再无其他索引可查。因而我们提倡，更

加广泛地使用索引，并且要重视索引，这样学者

们就不必完全依靠他们的好记性了。

另外，我们还提倡使用一种结账式的方法，

来对古籍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正如商人 店，到

了年底，总要把这一年的帐结算一次。让我们以

《诗经》的研究为例。自古以来，有关《诗经》

这一伟大经典的研究性著述数以千计，但是很少

有人对它们进行系统性的整理。要想对《诗经》

展 系统性的研究，首先必须进行异文的校勘，

并在此基础上汇编出一个 好的版本；然后研究

《诗经》中古字的古音古韵；再后是系统整理此

前训诂学的各项成就； 后是系统研究有关每一

首诗具体含义的各种观点。这就是我所说结账式

的系统研究。把各项研究成果列一个清单，我们

就可以为各种古籍出版一个 后的定本来；这个

版本将会涵盖过去学者所有的研究成果。

此外，我们还建议进行专史式的整理。比如

语言文字史、文学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思

想交流史、技术史、艺术史、宗教史、风俗史等

等。这种专史式的研究方法，中国传统学者几乎

没有使用过。以上三种方法，可以用来弥补传统

学术缺乏系统性研究的缺陷。

第三，注意弥补缺乏外来参考比较资料的根

本缺陷。这一点显然在传统学术的狭隘范围之外。

因而我们号召大学同人求助于各种参考资料、进

行各种比较研究。比如，老一辈的学者在研究古

文字时使用归纳的方法，对相似的例子进行比较，

也能形成很正确的结论；但是由于缺乏语法，中

国学者从来没有发展出一种系统的语法分析方法。

到了这一时期的晚期，学者马建忠充分利用欧洲

语言的语法知识，写出了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马

氏文通》。我要指出的是，既然在语法研究方面我

们可以充分借鉴其他语言的语法，那么，在音韵

研究方面，我们同样可以借鉴西方世界语言研究

的成果，参考中国各地的方言，以及日本、朝鲜、

越南等邻国的语言。这样我们才能有新的进展。

我还指出，正是由于使用了这种新方法，欧洲汉

学家、瑞典的伯纳德·高本汉先生研究中国音韵

学仅仅 20 年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中国音韵学

者在 300 年的时间里也未能取得上述成就。这是

因为高本汉先生懂得一些欧洲语言，知道欧洲语

言中音韵变化的规则（他可以将上述规则用来研

究中国的音韵学）；他还充分参考了广东方言等华

南方言以及日语等邻国的语言，因而他能够在 10

年、20 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中国学者在几百年的

时间里都未能取得的成就。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新国学基本原则和具体方

法之宣言的简要内容。我用三句话来总结一下：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视

国学为对整个中国文化史的研究；第二，用现代

的组织方法（比如索引和清单的形式），对大量未

经组织的国学资料进行系统性的、纲领式的整理；

第三，以比较研究的方法来辅助上述历史研究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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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新国学的研究大纲，同时也是我们

这些北大同人努力试验、尽力在各方面进行扩展

的目标之所在。当然，正如耶稣所说，“收成是很

多的，可惜工作的人太少了。”这也正是那时候国

学界的情况。当时北京大学的情况很困难。政府

的财政状况并无改善。教授的薪水经常七折八扣，

而且总是拖欠个一年半载。

事实上当时的政治斗争很严重。先是军阀之

间的混战，接着是国民党首先在南方发起的国民

革命。

这就是 1923 年，我们创办《国学季刊》的那

一年；也就是所谓“五四运动”后的第四年，国

民革命发生前的头三年。

我在这里不厌其详地谈论《国学季刊》的发

刊宣言，这是因为，该宣言显示，在《新青年》

团体分裂后，语言改革正在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试

验，并且成为一种文化上的创造性的努力。它不

再是一场少数大学教授发起的运动。大学教授们

（尤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应该定下心来从事

“整理国故”的工作（“整理国故”只是这场文化

运动的一个方面），对整个中国文化史进行系统的

研究；这才是学者们应该扮演的角色。

下面简要说说，在这场整理国故运动中我个

人的努力。 好的方法当然是从 1923 年一下子跳

到 1954 年 12 月 2 日。就在这一天，共产党决定

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来清算胡适思想或者叫

胡适遗毒。这一决定是在红色中国“中国科学院”

和“全国作家协会”的联席会议上作出的。清算

的内容有九项，每一项中国共产党都成立了一个

专门的批判和讨论小组。这九项内容是：（一）胡

适的哲学思想；（二）胡适的政治思想；（三）胡

适的历史观；（四）胡适的文学观；（五）胡适的

历史观点、哲学史观点；（六）胡适的中国文学史

观点；（七）考据在历史研究和古典文学研究中的

地位和作用（共产党所谓的“古典文学”是指共

产革命之前的所有文学，包括《红楼梦》这样的

白话小说）；第（八）项和第（九）项都涉及《红

楼梦》（我被认为是《红楼梦》研究的学术权威，

因而对我的批判也始于对我《红楼梦》研究的批

判）。3这张单子使我认识到，即使现在，共产党也

认为我曾经做了一些工作，并且在上述七个方面

遗毒无穷。

（作者系律师，现居北京）

1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文原文此处的说法很简单，

就是四个字：“整理古书”。
2 《史姓韵编》，清代鲍廷博、汪辉祖等撰，共 64 卷。该

书是把二十四史中的人物列传、附传中的人物，标姓汇录，

依韵分编，并叙述其生平梗概，以便翻检查阅，因而是阅

读二十四史人物传记的辅助性工具书。
3 第（八）项为：《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第（九）

项为：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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