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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识胡适的学术成就及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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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现代学术文化起源于《新青年》,在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中蔚

为大观。 胡适是现代学院派学术文化传统的典型代表。 疑古证古,评古论今;实证主

义,科学至上;反体系建构,论说观点化、实用化;反对唯心主义,否定形而上学,成为现

代学术文化思想建构和方法论变革的重心。 此等现代学术文化遗产,需要当代学术界

认真反思和清理。
关键词:　 现代学术文化;胡适;新文化观;学术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9)05-0083-09

收稿日期:2019-02-28
作者简介:周仁政,男,湖南津市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湖南　 长沙　 410081)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7 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新青年》回顾与研究:以思想、文学为中心”

(XSP17YBZC120)的阶段性成果。
 

①　
 

胡适:《先秦名学史》,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版,第 774-
775 页。

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胡适的思想方法和学术造就,始终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学术文化的一

座重镇,引领着一部分同样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观念的知识分子在各自的学术思想领域作出不同的开拓,
产生不同的成就。 欧美教育背景与相应的知识观念体系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及其学术

生活的确立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决定了他们在学术道路的选择和基本研究方法及思路上具有某种共

性和共同特征。 于此,胡适堪称典范。 从《先秦名学史》的写作和“整理国故”运动中可以看出:一方面,
胡适确立自己的学术志向,就是要以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从历史的土壤中寻求因缘,“以最有效的

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 ①;另一方面,以“大胆的假设,小
心的求证”为方针,至力于学术开拓与思想创造,为新文化添砖加瓦。 在方法尚实、思想求真的意义上,
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锲而不舍地创设研究领域,开辟学术新路,其新文化观与他人不同,其学术思想也

与别人迥异。 本文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对胡适的学术贡献与局限进行重新认识和理解,并据此反思五四

新文化的反传统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现代学术既要回到胡适,又应该超越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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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及文学史研究

1920 年代,以《先秦名学史》为开端,胡适首选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史,这也是他 1917 年任教北

京大学时开设的主要课程。 其著 1918 年完成部分书稿,1919 年 2 月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题名为《中

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至 1929 年共出 15 版。 1931 年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版本时更名为《中

国古代哲学史》。 胡适说,他当时正撰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决定不再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

中)》的名称了,即将其以《中国古代哲学史》为名单行,以后著述另称《中国中古思想史》 《中国近世思

想史》。① 这是他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总体规划。 最终除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外,《中国中

古思想史(长编)》未完稿 1930 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出过油印本,部分章节在一些刊物上公开发表,全书

手稿本 1970 年代在台湾影印出版。 可留意的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1930 年代转向为中国思想史

研究。 1942 年胡适在美国时,于一本英文杂志《亚洲研究》(Asia
 

Magazine)上发表了《中国思想史纲要》
一文②,可以一窥其研究设想和基本思路。

在中国哲学及古代思想史研究学术史上,《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一书无疑具有重要的开拓性。
蔡元培在为其撰写的序言中指出,除了在材料上去伪存真的功夫,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于

“形式”上填补了中国古代学术历来无史的空白。 由于旧有之学及古人之述无所依傍,胡适不可避免地

采用了西洋哲学史的撰述体例及方法。 这也是中国现代系统性学术研究在形式和方法上西洋化的表

现。 由于胡适出身“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又留学美国“兼治文学哲学”,这是他的学力功底及优势

所在。 对他在学术方法和观念上的创新,蔡元培总结出四大“特长”:“第一是证明的方法”,对于一个哲

学家,考实其生存的时代,辨析其思想的来源,辨别其遗著的真伪,对此多下功夫,“不但可以表示个人

的苦心,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从“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截

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

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诚为胡适撰著的高明之处;“第三是平等的眼光”,传统哲学

尊儒崇孔,意气争讼,胡适“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

面目”,学术态度“平等”公允;“第四是系统的研究”,胡适撰著不似古人旧学之“平行法”,而于诸子之

学“排比时代,比较论旨,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乃其“系统法”的优胜。③

直至晚年,胡适对于自己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所自诩的是:“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

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他

对哲学所真正关心的问题是知识论性质的方法问题,即逻辑思维的问题。 在他看来,不仅历史上的诸子

百家争鸣是一个“名学方法的争论”,至于朱熹、王阳明关于“格物”的不同解释,也是存在于“名学方

法”上的根本分歧。 因此,他理解的中国哲学史不是各家的杂陈,而是思维方法的不同解说与辩护,以
及知识论性质的对于社会历史的不同认识与观察,因而都难免带有经验论色彩,都有客观的和主观的依

据可循。 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的不同,解释社会历史的知识观念的差异,才是哲学的根本问题。 实则这

也是胡适在对于杜威思想的接受中所获得的带有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色彩的哲学世界观,以此解释和

研究中国哲学史,亦必使其充满了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色彩。 在经验论的意义上,胡适只承认各家学说

有不同的来源,及不同的认识和实践价值,不承认其有高下等级。 各种经验(知识)之间是可以排比和

互证的,因而不能彼此分割。 历史上关于诸子百家的不同解释,正是基于互相割裂,以儒家思想为准绳

判定其高下的偏颇,方法上的不同和对立才是根本问题。 所以,他认为,必须“推翻‘六家’、‘九流’的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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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而直接回到可靠的史料,依据史料重新寻出古代思想的渊源流变”,“这个治思想史的方法是在今天

还值得学人的考虑的”。①

在对于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中,胡适以思想方法为重点,按其所理解的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精

神,即所谓“为反对独断主义和唯理主义而强调经验,在各方面的研究中充分地发展科学的方法,用历

史的或者发展的观念看真理和道德”,归纳和阐释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历程。 他认为,从远古到汉

代,“古典时代”的儒学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 而中古时代(唐代及其以前),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盛,
把中国人的思想导入各种非理性主义的宗教狂热。 反对经验,逃避现实,儒学也便在这中间渐渐失去原

有的光彩,中断了它的生命力。 宋明的新儒学派企图以两种不属于儒家的逻辑方法重新解释死去很久

的儒学,意在“复兴儒学”。 一是宋代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 宋儒学派对“格物”的提倡使儒学关注

的中心重新回到经验层面,但其逻辑方法却有三大错误:“(1)缺乏实验的程序,(2)忽视了心在格物中

的积极作用、指导的作用,(3)最不幸的是把‘物’的意义解释为‘事’。”②因而也没能走上如西方近代哲

学那样建立哲学与科学的必然联系的道路,失去了它应有的社会价值。 另外,明代王阳明的“心学”是

对宋儒学派的一种反动,也是一种发展。 他提出的“致良知”把人的思维方法引向“心学”一途,提出“万

物皆备于心”,“心外无物”,却在“独断主义和唯理主义”的意义上误入歧途。 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哲学

这一长期的发展进程,并没有对现实社会政治产生任何实际的促进作用,乃是宋儒“格物致知”的学说

引导了清代由“汉学”所代表的学术昌炽,发展了一种在当时世界堪称先进的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大
概这才是它在传统文化史上的实际效应。

然而在胡适看来,孔子所代表的儒学却是最积极的社会哲学。 孔子是最伟大的社会改革家。 在春

秋社会大变动的特殊时代,他最先把由老子所开创的柔懦的“儒”发展成为刚毅进取的儒学。 他不仅为

老子学说中那个“无名”的“道”找到了最实际的“名”———“仁(人)”,并且旗帜鲜明地在“为政”与“为

人”两条道路上提出“正名”。 倡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即其先于政治重建的思想重建

与道德重建的观念。 他在求知的道路上尚“简”崇“易”,把老子消极的物质运动观(自然社会观)发展

为积极的社会实践理论和教育哲学。 在《易经》一书中,他用一种在当时来说极具有代表性的科学方法

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为他的哲学思想提供理论依据。
另在《说儒》一文中,胡适依据仅有的史实不惜笔墨地塑造了一个作为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的孔子

形象,寄寓自己的现实情怀和政治理想,借古人之樽浇自己的块垒。 首先,他根据有限的材料论断老子

和孔子都是殷商遗民的后裔,他们所执的“礼”原本都是殷礼。 在春秋之际列国纷扰,“礼崩乐坏”的时

代,老子首先以“柔懦”的姿态厌世避世,力主回复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 而继起的孔子则反其道而行

之,力求“入世”。 “举逸民”,“继绝世”。 努力实践殷商民族亡国后流传着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

“救世圣人”的预言。 他为政为教,只在贯彻一个“礼”字,但在“礼”的问题上他没有老子似的保守和偏

执。 他相信周公文武当年伐纣是顺乎天命的,数百年前的殷礼也变成实际的周礼,所以他感慨道:“郁

郁乎文哉,吾从周!”他最高贵的品质就在于克服了一个保守“柔懦”的殷商遗民的靡废心态,坚信“天生

德于予”。 不仅在鲁国贵族的议论中,更在他自己的心灵里执着于一个信念:“圣人之后,必有达者,今
其将在孔丘乎!”他为人仁爱温厚,旷达乐观。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他周游列国,四处碰壁之后专心

执教后生,令受教者仰之曰:“以予观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在其崇拜者眼中,他仍葆有一副“素王”的

面目。 一部《论语》使他仪容俱在,传输着后世对他的景仰。 他的“克已”姿态使他谆谆从事于文化事

业,整理出《诗》《书》《易》《礼》,以为后世“复礼”之凭据。 以其未竟之志写作了微言大义的《春秋》,寄
托对现实政治的愤懑之情,令后世乱臣贼子惧。 及终,他慨叹之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在胡适看来,作为“素王”的孔子这种“不满意”的结局,多么像犹太民族亡国之后应命而生对其民族实

施精神拯救的耶稣。 大哉孔子! 胡适写道:“他抱着‘天下其孰能宗予’的遗憾死了,但他死了也‘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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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他打破了殷周文化的藩篱,打通了殷周民族的畛域,把那含有部落性的‘儒’
抬高了,放大了,重新建立在六百年殷周民族共同生活的新基础之上:他做了那中兴的‘儒’的不祧的宗

主;他也成了‘外邦人的光’,‘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

亲’。”①在胡适看来,孔子所“复活”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带优势性的文化,而是成就了一场存在于殷周民

族之间颇有意义的文化上的“反征服”。
改革家的人格魅力与“调和三代文化”的开放精神,以及“仁(人)”的人文主义观念,是胡适从近现

代政治文化意义上推崇孔子的思想基础。 与此相对应,在胡适的心目中,老子的地位便与孔子大相径

庭。 胡适在其论述中把老子的活动和哲学思想,视为孔子及其学说产生的“背景”。 据胡适论证,老子

生活的公元前六世纪初,是由诗人和“辩者”构成的“古代中国的启蒙时代”。 老子就像古希腊的普罗塔

哥拉,“是他那个时代的最大的批评者,并且他的批评总是带破坏性和反权威性”。 从近代哲学与政治

意义上来说,他便是一个“哲学上的虚无主义者”和政治上的“放任的无政府主义者”②。 然而,老子是

“中国哲学的始祖”,他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反动”。③ 在他的思想中,为寻

找一个世事万物的根本而提出了“道”,并设定其内涵是“无为”和“无”,因而“他主张废除一切由文明

创设的人为约束和制度返回到自然状态中去”④。 从《老子》一书中老子抨击时政的观点看,他的学说的

产生可谓一场革命。 但他毕竟是一个“殷商老派的儒”,以“柔懦”的本色,奉其“不争”之道。 “损不足

以奉有余”的世道人心使他“从一个最拘谨的丧礼大师,变到了一个最恣肆无礼的出世仙人”⑤。 但仍不

改其“柔懦”本色。 他尚沉思,反对行动,认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他倒退的历史观“使他关于变化的概念不大像是从‘简单’和‘细致’到‘复杂’和‘困难’的一个连续展

开,却成为一个可以周期地倒退到最初的和原始的状况的循环过程”⑥。 为了强调“无名”的自然状态的

优越性,他过于看重事物的相对性而使“名”的概念变得不真实。 如此等等。 在胡适看来,老子哲学恰

好代表了一种“诡辩”时代哲学上的非逻辑性,而有待于发展到孔子哲学所代表的“逻辑时代”。 并且,
为维护这种理论上的逻辑性,胡适在研究中反复论证并坚持老子及其《老子》一书在时间上先于孔子及

其著述的观点。
无论是胡适的哲学史观还是其有关孔子和老子的论断,均可看出胡适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特征是对

于中国文化思想史的逻辑论和经验化的理解和解释。 他关心的不是哲学和思想本身的问题,而是其在

历史序列中的意义和价值定位。 即它的“有用”性而非“唯理”性,它的已然的价值和意义而非未然性的

“终极”思想和理论。 故此,胡适否定老子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认为这一切都是保守和消极的

要素,不利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而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际,胡适也不欲再谈论孔子及其儒学的哲

学思想内容和价值———早在 1917 年 2 月,在他发表于《新青年》2 卷 6 期上的《白话诗八首》中,就这样

评述过孔子及其学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识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
(《孔丘》)无疑,在胡适看来,孔子的人格作为历史的经验化的赋予是可效仿和永存的,但其思想(学

说)则未必,甚或已过时而不足道也。
以思想、文化为重点,胡适的文学史研究亦颇有建树,古典小说研究包罗万象。 他把自己关注的重

心放在俗文学史序列,在于他要以自己的方式,通过搜罗历史材料,重新解释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求
证他在文学革命中提出的“白话为中国文学正宗”的观点。 《白话文学史》一书正是他演绎自我观念,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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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术支撑,建构文学(文化)革命思想体系的重要实践。 胡适认为:“白话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

部分。”文学革命乃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因为处处要拿“传统的死文学(按:文言文学)来做比较”,以
阐明白话文学进化的事实,一部白话文学史在胡适笔下俨然一部货真价实的“中国文学史”。 其撰述中

常能上下求索,旁征博引。 实质上,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一部在其历史观念指涉下的中国文学由文

言到白话的演化史。 而且,在书中胡适对“白话”作出了宽泛的解释:“‘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

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

白晓畅的话。”①就研究方法上说,除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审慎的态度和实证的方法亦使这部著作增

色不少。 研究中,胡适坚持用材料说话,不尚空谈,尽管为着演绎观念用心良苦,但总体上并不给人空泛

突兀之感。 通过这部书的写作胡适坚定了两个文学史上的基本观念:(一) “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

间”②,(二)“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③。 不同于激进主义者对于历史的断章取义和

粗暴拒绝,胡适以自己的学术成就证明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基因是潜伏在自己民族的血脉和历史源流中

的,现代文化革命乃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二、胡适新文化观及其学术文化品格

以“中国文艺复兴”的思想来建构自己的新文化理念,是胡适学术文化活动的特征。 在这个意义

上,一方面,胡适认为中国现代文化不是外来文化,它必须建构在自己文化历史的深厚根基上;另一方

面,中国现代文化也不是传统文化,它在思想和方法上必须接受现代世界文化的影响,达到“充分的世

界化”和真正的现代化。 他说:历史上存在着“近一千年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从西历纪元一千年到

现在,将近一千年,从北宋开始到现在,这个九百多年,广义的可以叫做‘文艺复兴’。 一次‘文艺复兴’
又遭遇到一种旁的势力的挫折,又消灭了,又一次‘文艺复兴’,又消灭了。 所以我们这个四十年前所提

倡的文艺复兴运动,也不过是这个一千年当中,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当中,一个潮流、一部分、一个时代、
一个大时代里面的一个小时代”。 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所进行的“革命”其实是复活和再生,即“文艺复

兴”(Renaissance),这正是傅斯年等当年所订《新潮》刊名英文译名的由来,胡适极为赞赏。 白话在胡适

看来则“是我们老祖宗的话,是我们活的语言,人人说的话”。 白话文学就是以“全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区

域,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所说的话”为基础的文学,就是国语文学。 以“文艺复兴”的观点来看,胡适把

千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看成是一种双重进化的历史:“一个是上层的文学,一个是下层的文学。”上

层文学是“贵族文学,文人的文学,私人的文学”,“大部分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毫无价值的死文学,模仿

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了的文学,没有生气的文学”;下层文学“是老百姓的文学。 是活的文艺,是用白

话写的文艺,人人可以懂,人人可以说的文艺”。 譬如儿歌,民间的山歌、情歌;《今古奇观》、“三言二

拍”、《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的小说。 其产生既不关个人功名利禄,流行于民间亦无补于人们建功立

业。 宋元以降,“话本” “弹词” “戏曲”等都“是由老百姓唱的‘情歌’、‘情诗’、‘儿歌’ 这些东西变来

的”。 这就是我们新文学的基础。 以此为基础的新文学的产生就是“文艺复兴”。 因此,所谓“中国的文

艺复兴”,胡适解释说:

我们老祖宗已经做的事体我们拿来提倡,我们学他们的样子,我们来发扬光大。 我们从前以为

这是老百姓的东西,士大夫看不起,我们当初大学教授们号称为学者,都是从古文里面打了跟斗出

来,从古文里面洗了澡出来。 在古文里面,无论是古文,无论是古诗都站得住了,在社会上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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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了,我们愿意解放这一种古诗古文,我们愿意采用老百姓活的文字,这是我们所谓的革命;也可

以说不是革命,其实还是文艺复兴。 我们的资本———这个语言的资本,是我们的几万万人说的语

言,是我们文学的资本,文学的范本,文学的基础;几百年来,一千年来,老百姓改来改去,从无数的

无名作家,随时改来改去,越改越好,这些名著这些伟大的小说做了我们的资本。 所以说文艺复兴,
正是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的材料,给我们的基础。①

“新文化”也好,“新文学”“新文艺”也好,在胡适看来只要从历史中重新择取,重新判断其优与劣,
重新掂量其是与非,让已泯灭的再生,让被压制否弃的恢复应有的地位,就是我们的现代文学和现代文

化。 其中需要我们重新建构的,仅仅是新的方法和观念。 对于文学革命,胡适强调的是“国语”的观念

建构。 他说:在现代欧洲文学发展史上,文学的语言必定是一国的“国语”,任何“国语”都必须是文学创

作的最佳工具。 “大凡一种方言被选择为一国的国语”,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这方言是该国最普遍

使用的方言”,即“它必须是各该国最流行的语言。 在中国,后来被尊为‘国语’的‘白话’,原是‘官话’。
它是中国最普遍使用的方言”。 第二,“最好这个方言之中曾产生过一些文学”,如但丁写作《神曲》所用

的意大利多斯加尼的方言。 “中国的‘官话’包括北京方言、华北方言、长江中上流域的方言。 纯‘北京

话’曾产生过像《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等小说名著。 ‘普通话’也曾产生过许多小说,最早的像《西

游记》和《儒林外史》。 这许多大部头的官话小说,使中国的‘官话’具备了足够的资格作为中国的‘国

语’”。 第三,“是一个方言之内的文人学士,对该方言的文学价值的有意识的肯定”。 这正是五四文学

革命之功。 文学革命就是改变了人们对于语言与文学的观念,以白话为工具,创造了“国语的文学”和

“文学的国语”。 就更广大的“新文化运动”(“新思想运动”)而言,犹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促进“新文

学、新文艺、新科学和新宗教之诞生”,及现代民族国家之形成。 亦如“国语”的观念一样,其最高的建构

亦必然是“国家”的观念。 对此,胡适指出:新文学的产生适应了人们自我表达的要求,白话成为“新的

自我表达的工具”。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还有一项极其相似之点,那便是一种对人

类(男人和女人)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欧洲文艺

复兴是个真正的大解放时代。 个人开始抬起头来,主宰了他自己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维护了他自己的权

利和自由”。
与此相呼应的,五四时代便有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的观念。 因此,人们开始讨论“人类的性生

活、爱情、婚姻、贞操等等问题”,以及“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家庭与社会的关系”等各种问题。 “家庭革

命”“伦理革命”等口号应运而生。 这种“新潮”便是文艺复兴的潮流。 “科学”和“民主”,胡适认为只是

一种不同以往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 他说:“在我看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

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 科学和民主两者都牵涉到一种心理状态,一种行为的习惯,和
一种生活方式。”一方面,“因为我们拥护德先生,我们必须反对儒教,反对旧家庭传统,旧的贞操观念,
旧的道德和旧的政治。 因为我们拥护赛先生,我们一定要提倡新文学、新艺术和新宗教,正因为我们要

拥护德、赛二先生,我们只有去反对所谓‘国粹主义’”;但另一方面,这一切作为“新思潮的意义”,则只

在于“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就是“评判的态度”,即尼采所谓“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对于“新文化

运动”而言,其最重要者在于:“第一是研究当前具体和实际的问题”,第二是“输入学理”,第三是“整理

国故”。 用新的观念来认识国家,重建政治———“民主”;用新的方法来研究历史,重构文化———“科学”。
这正是胡适“中国文艺复兴”思想的核心和目标。②

余英时认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代表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建构自己意识形态的要求,他
“从资本主义的美国带回来的实验主义便恰好能满足这个阶级的精神要求”。 这一方面使近代以洋务

运动为标志的“中体西用”的保守主义文化观念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一方面使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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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克服激进主义困扰,循序渐进地沿着自己既定的目标前行。 正如

余英时所说,胡适之后,“‘中学’、‘西学’的旧名词基本上便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类的概念所

取代了”。 旧的思想僵局被打破,从文学革命、整理国故到中西文化讨论,胡适倡导的“评判的态度”和

所开创的以考据和实验主义科学方法相结合的新的治学门径,在知识界和现代学术史上树立了新的典

范,开辟了新的道路。 余英时提到,胡适晚年《口述自传》里曾列举了 1954 年大陆对“胡适思想”所进行

的系统的“批判”,包括“哲学思想” “政治思想” “历史观点” “文学思想” “哲学史观点” “文学史观点”
“历史和古典文学的考据”,以及“《红楼梦》研究”等项目。 “这一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胡适思想的全面

性———它几乎触及了广义的人文学科的每一方面”。 同时,余英时指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胡适在这

许多专门学术上都有高度的造诣。 以他个人的研究业绩而言,我们可以说,他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

(特别是小说史)方面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这种开新纪元的成就主要来自他所提倡的方法、观点和态

度。 这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新典范’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也可以称为方法论的层面———他

的思想影响才扩散到他的本行以外的广大领域中去。”就其因由而言,余英时认为:“胡适思想影响的全

面性主要由于它不但冲激了中国的上层文化,而且也触动了通俗文化。”胡适对通俗文化的倡导目的在

于“改革中国语文以普及教育”。 这是他“在美国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礼之后”,理智上“已改变了‘我们’士
大夫轻视‘他们’老百姓的传统心理”,“毫不迟疑地要以白话文学来代替古典文学,使通俗文化有骎骎乎

凌驾士大夫文化之上的趋势。 这一全新的态度受到新兴知识分子和工商阶层的广泛支持”,而“白话文

学之所以激起当时守旧派的强烈反感也正是由于通俗文化的提倡直接威胁到士大夫的上层文化的存

在”。 在上层文化方面,儒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地位已根本动摇,但经学领域,“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正处

于尖锐对峙的状态:前者有章炳麟、刘师培,后者有廖平、康有为、崔适,都卓然成家”。 另有梁启超、王
国维在子学和文学方面的重大影响。 他们不仅各有所成,且正努力开拓新的学术疆土。 “但是他们的

精神凭借和价值系统基本上则多来自儒家”。 胡适在学术方法上一方面继承了乾、嘉以来考据、辨伪的

“汉学”传统,一方面把西方哲学和哲学史的观念及研究方法带进了现代学术领域,开辟了新的传统。
余英时说:在新文化运动中,“如果胡适仅以提倡白话而轰动一时,那么他的影响力最多只能停留在通

俗文化的领域之内。 上层文化界的人不但不可能承认他的贡献,而且还会讥笑他是‘以白话藏拙’。 蔡

元培一再推重胡适在乾、嘉考证学方面的造诣,正是针对着上层守旧派的这种心理而发的。 胡适……在

《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用那么多的篇幅讨论有关考证、训诂、校勘的种种问题,恐怕多少也和这一心理背

景有关。 他的工作方向事后证明是有效的。 他在考证方法上的新突破弥补了他在旧学方面功力和火候的

不足。 他运用西方的逻辑知识来解释《墨经》,尤其受到时流的推重。 梁启超治诸子虽远在胡适之前并且

对胡适有启蒙之功,但是这时他反而因为受到胡适的影响而重理旧业了。 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墨经

校释》是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墨经新诂》的刺激之下而撰写的。 1920 年梁启超综论清末的考

证学竟以胡适为殿军”①。 其曰:“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②

三、胡适学术方法论及其局限

一方面,以白话文学的倡导为标志,重视文学在“破除迷信,开通民智”方面的启蒙价值,走现代文

化的大众化之路;另一方面,通过整理国故运动的倡导,以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为突破口,改造传统学

术,以实验主义精神“大胆的假设”,以科学方法“小心的求证”。 现代文学的雅俗共赏和现代学术的自

由生发至此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精神和思想理念。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在学术造就和文化创设上具有显著的特征:第一,以启蒙主义为鹄的,胡适

注重方法论而不认同思想的绝对性。 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他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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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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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 7 页。
 



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 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 杜威先

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

想的结果。”他认为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基于科学的进化论,“教我们明

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还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
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后者则出于黑格尔哲

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流于简单和武断。① 第二,作为实验主义者,胡适所接受的杜

威哲学乃是一种“存疑的唯物论”。 这使其在学术文化创设中“不看重任何‘新奇之学说’和‘高深之哲

理’,而专注意一个‘术’字”。② 在“留学日记”中胡适曾说:“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

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 以吾所见言,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
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对“我所关心之问题”,胡适记曰:“近来所关心之问题,如下所列:
(一)泰西之考据学,(二)致用哲学,(三)天赋人权说之沿革。”③就实验主义而言,余英时曾指出,实验

主义在胡适心目中的“基本意义仅在其方法论的一面,而不在其是一种‘学说’或‘哲理’”。 除了作为

方法论的科学及实验主义哲学,胡适对于任何西方哲学学说都没有发生理论的兴味,自己也似乎无意于

创设一种哲学学理作为金字招牌。 他关注的哲学(科学)方法论都是一种对象化的学以致用。 在任何

方面,他仅仅是一个研究者而非学问家。 他的非“玄学”的观念使学术在他那里永远是“术”而非思想理

论之“学”。 这样,以此为渊源,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在胡适的引导下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究理穷经,以“学”
为学的轨道,一直沿着以“术”代“学”,“术”而为用的道路前进。 作为实验主义的信徒,正如余英时所

说,胡适对于杜威哲学本身也并“没有追源溯始的兴趣———也就是说,没有运用‘历史的方法’来加以分

析。 他只强调实验主义是达尔文进化论在哲学上的应用,因而使人觉得它是最新的科学方法。 他曾不

止一次地说过,实验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它一方面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观念,另一方面则抛弃了黑格尔辩

证法的影响”。 这实质上是忽略了杜威早年受黑格尔思想影响的一面。 如果不是胡适对杜威哲学了解

的不足,则说明他“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只求把握它的基本精神、态度和方法,而不是墨守其枝节。 他是

通过中国的背景,特别是他自己在考证学方面的训练,去接近杜威的思想的。 从这个背景出发,他看到

实验主义中的‘历史的方法’及其‘假设’和‘求证’的一套运作程序,一方面和考证学的方法同属一类,
但另一方面又比考证学高出一个层次,因此可以扩大应用于解决一切具体的社会问题。 他深信这便是

科学方法的最新和最高的形式”④。
在余英时看来,方法论的观点是胡适思想的核心。 他的 “ 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化约论

(reductionism)的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 在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
“他所重视的永远是一家或一派学术、思想背后的方法、态度和精神,而不是其实际内容”。 他认为思想

和学说是主观的,需要与时变易;“但是方法,特别是经过长期应用而获得验证的科学方法,则具有客观

的独立性”⑤。 他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

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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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故此,胡适习惯于“把一切学说都

当作‘假设’、‘印证的材料’和思想的‘工具’看待;也就是一切学说都必须约化为方法才能显出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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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即成为“创造的思想力”。 20 世纪以降,“不断有人曾怀疑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着这样一种悬空

的方法论? 更有人曾质疑人文现象和自然现象的研究是否真能统一在一种共同的‘科学方法’之下?
但是胡适的答案始终是肯定的”。 对此,余英时认为:

(胡适)坚强信心建筑在他早期成功的历史上。 他提倡文学革命,开辟国学研究的新疆域,以

至批判中国的旧传统,都用的是实验主义的方法。 在方法论的层次上,他的确不折不扣是杜威的信

徒。 无论我们是否接受或同情他的立场,我们都必须承认,他所提倡的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确和其他

成套的学说(如马克思主义)不在同一层次之上。 方法论虽然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价值取向,但是

在一定条件下它是可以转化为中立性的工具的,自然科学方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早已是一个不可

否认的事实;只要每一门科学专业的人不越出他自己的研究范围,他的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 甚至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论也未尝没有可以普遍化和客观化的成分。 例如……“实事求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便至少间接地和胡适的思想有渊源。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而是一个“经世致用”的实验主义信

徒。 他“在学术上的兴趣本在考证,不过他想比清代的考证再进一步,走向历史,特别是思想史的综合

贯通的途径。 他在思想上一方面提倡‘科学方法’,另一方面则鼓吹民主自由,希望把中国引上他所向

往的现代化方向。 他在这两个方面都做的是‘开风气’ 的工作,用现代的名词说,就是‘启蒙’ 的工

作”①。 胡适曾这样评价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 ……我抱定一个宗

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②“明白清楚”是致力于文学(文化)
的大众化,“浅显”则代表着观点的明晰性。 但“观点”毕竟不是思想,所以胡适的思想也始终只能流于

“观点”的层面。
故此,方法上的实证化和目的上的实用主义融集为中国现代学院派学术文化的深厚传统。 胡适之

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无不沿着“浅显”的逻辑和零碎的“观点”表达踟蹰前行。 余英时认为,胡适的学

术思维方式和传统士人一样,企求于“改变世界”而非在于“解释世界”。 但就其“改变世界”的愿望而

言,一旦放弃了激进主义和暴力革命,就难免受到来自社会理想和现实否定性力量的双重遏制。 由此我

们便“清楚地看到了胡适思想在‘改变世界’方面的内在限制。 他的‘科学方法’———所谓‘大胆的假

设,小心的求证’———他的‘评判的态度’,用之于批判旧传统是有力的,但是它无法满足一个剧变社会

对于‘改变世界’的急迫要求。 批判旧制度、旧习惯不涉及‘小心求证’的问题,因为批判的对象(如小

脚、太监、姨太太之类)已提供了十分的证据。 科学方法的本质限定它只能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
但是它不能承担全面判断的任务”。 作为实验主义者,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笃信使之陷入方法论的困

惑之中:“科学方法要求我们不武断,对于尚未研究清楚的问题不能随便提出解决的方案,当然更不能

盲目的行动。 但是从个人到社会,随时随地都有许多急迫的实际问题需要当下即作决定,这些问题往往

都不是事先能够预见的,更没有时间等待科学方法来个别地解决,生活既不能静止不动,那么这些决定

便只有参照以往的经验做抉择了……胡适由于深受考证学和科学方法的训练,所以常常要人在证据不

足的情形下‘展缓判断’”。 不只关于老子年代的学术问题,就算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走哪条路”
的问题,“胡适的实验主义既不能提出具体而有效的行动纲领,自然便只好让位了”③。 这不仅是现代中

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学术文化的宿命。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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