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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年乡音动江关
——侧论《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汪大白

(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245041)

摘要：一部胡适晚年的谈话录，是他晚年的一份“心电图”，透露着他晚年的寂寞情怀和桑梓情思，显

示着他为排解寂寞情怀和桑梓情思所作的心灵自救和情感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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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

录》，封底有段文字介绍说：“胡适之先生学识渊博，

见闻广阔，他们的谈话内容。小到一个字的读音，一

首诗词的字句，大到国际局势的演变，社会背景的

探索，无所不包。或茶余饭后，娓娓道来，逸趣横生；

或有感而发，意气飞扬，跃然纸上。不仅显示了胡适

之先生幽默风趣的谈吐，忧国忧民的情怀。更足以

代表他晚年的智慧。叫1l全书正文之前，毛子水在序

文中又特别指出：“如果从爱克尔曼所记的谈话录

可以看出歌德老年时的智慧。无疑的从颂平所记的

谈话录，亦可以看出胡先生老年时的智慧。”1112凡是

读过这本谈话录的人，对于这样的介绍和评说，一

般都不会提出什么异议。只是作为胡适故乡——

“我们徽州”的读者．从这本谈话录中读到的却不止

这些，还能读到一种动人肺腑的乡音和难以言传的

乡情!

这本20万字的谈话录。自1958年12月5日

起，至1962年2月24日止，所记时间前后不到40

个月，然而其中有关“我们徽州”、有关“绩溪”家园

的谈话，细细检索却不止40处。在这样一大类絮絮

叨叨的谈吐之中，徽州的乡音是那么熟悉和亲切，

怀乡的情感是那么真挚和深厚。

据谈话录所记。1961年4月5日胡适说过：“我

将来写自传时，要(用)一大章来写徽州的社会情

形。叩肛胡颂平在后记中又特地提到：“记得先生有

一次谈起：‘我将来如有功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

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IIiZN

应该注意的是。胡适并非因为谈论自传而提及徽

州．而是因为谈论徽州才提及自传。所以对胡适这

句话．尽管可以作话语本身“意义”的理解——牡会

背景之于人物传记至关重要，这是胡适一贯的看

法，比如知道雷震在写《我的母亲》时，胡适就曾“叫

他把少年时代的乡土风俗习惯都写出来”；!ilm但

是．其实更应该就其语义背后作“情感”的体会——

联系胡适平生常说。我徽州”、“我们徽州”之时的神

情口吻，完全可以体会到，他之所谓“要用一大章来

写”、“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其中包含的思乡怀亲

的情感具有何等份量!

=、乡思万种情无限

胡适平生钟情于徽州故乡．及至亲历沧桑巨

变、人生进入晚年之后．他的桑梓情怀尤深尤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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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相关话题也极多极广。潜心涵泳他的晚年谈

话．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的乡思乡情极其丰富。

(一)伦理亲情：乡思之魂

谈话录中最富情感的谈话是关于胡适自己自j

父母以及家人。他谈论父母，说“父亲是一个怪人。

不过文章写得很好”，11芦说“母亲的头发又多又长”，

梳头都“要站在矮凳上”。(IJl71他谈人的寿命，不仅谈

到父母，还谈到三哥三嫂以及侄子思永，谈到祖父

祖母以及外祖父外祖母。呻1谈诗歌欣赏，他还谈及

大姐、大姐夫以及“我的外甥”。o脚谈入口问题，他

会说起“我的一族”两干户、“堂房”七个人。[111∞谈日

本分食，他竟谈到自家叔伯七房“住在一起”，男女

先后吃饭的情形⋯⋯【lJ懈家人的种种、家族的一切．

带着追思，带着牵挂，带着慰藉，带着感慨，鲜活地

出现于他的言辞之中。尽管他的谈论那么自然，言

辞那么平和。但在我们看来，却似句句在意、字字有

因，不知不觉之间，怦然为之心动，油然而生同感。

请看1961年6月14日的一段谈话，因为晚饭有个

菜叫“油焖笋”，胡适又想起早年的故事。他说：

我第一次从美国回来之后，到家不久，母亲对

我说：“你种的茅竹现在已经成林了。你去菜园看

看。”我说：“妈，我没有种过竹，菜园里哪有我种的

竹?”母亲说：“你去看。”她把莱园的钥匙给了我

⋯⋯母亲既然吩咐。我就去了。进了菜园。我一看全

是长满了茅竹⋯⋯lql77

原来胡适十二三岁时，族叔随手给他一根小

竹。母亲替他种在花坛里，后来移到菜园中。谁知11

年过去，他带回家里的那根小竹，居然“旺满了菜

园”。“总有成千根”!谈论这个大约500字的故事，

他仍然是那么自然、平淡。但是我们却好似阅读一

则美丽的童话．观赏一幕动人的话剧，从中感受到

彼时彼地母亲对儿子极深极博的爱心，更进而感受

到此时此地游子对家园极殷极切的怀想。

(--)乡风里俗：亲和可人

作为游子，胡适的亲情怀念感人至深，他的桑

梓情重也超乎寻常。还看谈话录吧：他会因为晚餐

有鱼而不自觉地谈起徽州养鱼，【】1l∞会因为吃茶而

想起卖茶、卖火腿的老家店铺。[ilL-蔓甚至在医院上厕

所时也能想到家乡的茅厕与猪栏。II】m可以说，凡与

故乡有关的簟事体”，都会悄然触动他的乡思，引发

他的谈兴。而且毫无疑问，在他所有谈论故乡的“事

体”之中．无一例外都再现着鲜活的人生命运与社

会图景。试看1961年5月31日的两段记录：

晚饭时．先生谈起“徽州的两句土话‘出门身带

三条绳．可以万事不求人’。从前出门的网篮，网坏

了，绳断了。轿杠断了，扁担断了。都得用着绳。妊要

时还可以用绳上吊。”

“还有一成语：‘一世夫妻三年半。’这是对14岁

的孩子出门当学徒算起。3年出师。17岁了。出师之

后。开始有了有限的薪水。到了21岁，家里才给他

结婚．有3个月到3个半月的时闻可以在家里拿薪

水的。从此又做了3年，才有3个月的假期。一世30

年。只有36个月在家的。所以叫做‘一世夫妻三年

半’。说来是不人道的。”1111叮

。必要时还可以用绳上吊”。当然不是简单的幽

默话语。而是和“说来是不人道的”意味相近，都是

属于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冷峻言辞，包含着对社

会落后、人生惨淡的深沉感慨。尽管如此，从他那不

惮其烦的具体介绍和细致计算之中，仍然可以体味

到一种因为对徽州故土太熟悉、太关切、太热衷而

产生的特殊情愫。这种情愫在他更多的谈话中表现

得都很明朗、很阳光。比如看到台湾南港的“拜拜”

情形．他便饱含乡情地追忆“我们徽州”为南霁云和

许远“举行迎神赛会”的热闹景象。flp比如谈到文字

方面的问题。他又津津有味地追叙徽州。小学”的

“严格训练”，他说：“在我们的前一辈，在我们徽州，

所谓江(永)戴(震)之乡，他们的小学工夫很深，从

小就要背<说文>的⋯⋯大概这班人都是天资很高

的人，天资高，才能背得熟。”【lp9再比如，当人提及盐

商的时侯，他便由“盐商都是徽州人”的话头，谈起

徽州程、汪两姓，谈到程颢、程颐，最后谈到朱熹，深

为徽州“出了不少哲人”而流露自豪之感。011撕

(三)方言土语：乡思无限

乡音不改。乡思无尽。胡适说：“徽州话是我的

第一语言。叫-M胡适的徽州话成为他寄托乡情乡思

的天然载体和理想形态。不难想像。当他兴致勃勃

地介绍“我们徽州话”何以说“翻脊”、n脚说“索面”、峭
说“柿陀叩p．2⋯⋯之时，他的魂魄似乎已经徜徉于徽

州故土之上。甚至可以看出。他的故乡情结早在童

年即已系就，所以当他诉说当年玩“苏子”、玩“码

子”的游戏之时．11芦他还显得童心未泯、稚趣盎然。

胡适很看重徽州方言，也习惯用徽州方言寄托

乡情乡思乃至身世感慨。谈起“多谢”二字，他说：

“《：西游记>用‘聒噪、聒噪’，跟我徽州的‘晤噪、唔

噪’同一语根。我二哥从前告诉我过—他是很有
学问的．可惜早死了。叫-】饼徽州习俗是“长哥为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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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嫂为娘”。1918年胡适在给胡近仁的信中写道： 想必是大有流亡海外、有家难回的哀伤情调在。

“侄尝为吾叔言，生平有二大恩人，吾母吾兄而已。’唧∞ 1961年3月7日写道：“先生谈起这几天来在

足见由语词“嚼噪”说到亲人“二哥”，对于胡适而言 背《词选》，还是用徽州话背的。”接着便谈起蒋捷

决非偶然。还有，像胡适举例说明方言L、N不分时，。《一剪梅》(舟过吴江)。【1】116这首词原文如下：

指出“徽州的‘娘’、‘凉’两字同音”，【1雄其实也不能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

看作平常一句话．因为这话本身有着不平常的故 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

事。那是他儿时一个初秋的傍晚，姨妈要他穿上小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客

衫，说是天凉了，他随口答道：·t娘(凉)什么!老子都 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不老子呀。”因为这句轻薄的话。他被母亲“重重地 蒋捷在南宋亡后隐居江湖，词作多写乡国哀

责罚了一顿一。但是在他为此害上眼病之后。母亲又 思。这首词写于离乱之中、飘零之际，表达的便是流

用舌头舔他的病眼。追忆及此．他在文章中动情地 、光易逝、归家无期的苦愁和忧伤。显而易见，这样的

写道：。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一13PO读过这个故 词句一经胡适用乡音吟诵出来，实质上就已自然转

事，不难体会，谈论“娘”与“凉”的字音，对于胡适有 化成为他自身流落无期、还乡无望的衷情倾诉。

着何种意味!更富意味、更耐咀嚼的是．在谈到“徽 以乡音吟诵，借古诗抒怀，这种寄托忧愁、宣泄

州朝奉”之时。他深有感慨地脱口而出：“大家都说 郁闷的独特方式，对于流亡海峡彼岸的胡适来说，

·徽州朝奉自己保重·．·朝奉，我自己现在也晓得自 既可见其智慧，更可见其无奈。

己保重了。”11J131

(四)乡音吟诵：游子悲声 三、岁暮途穷奈何天

诗言志，歌咏情。平常人通常以吟诗作赋来抒

写胸臆，胡适晚年却总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抒情方 思乡怀亲本是人之常情，早自《诗经>以来一直

式．那就是用徽州方言背诵古典诗词来排解他内心 就是诗词文赋的一大主题；这类作品不仅植根于

深处的乡思乡愁。 “狐死首丘”的恋土意识，往往还展示出“感士不遇”

试就谈话录所记拈取3例： 的愤世情怀。但是，胡适的特殊身份、特殊经历，及

1959年2月28日：“今天先生在卧房里吟诵杜 其晚年面临的特定形势、特定处境，决定了他的思

甫的<咏怀古迹>五首的一首。一会儿出来了，满面 乡怀亲大不同于早年，更不同于常入。要深人体察

笑容地对胡颂平说：·真奇怪。我少时用绩溪话念的 胡适晚年的内心世界，还得特别关注他当时所处的

诗，现在也只能用土话来念；长大时用官话念的，才 外在环境——唯有“知入论世”，方可“庶几近之”。

能用官话来念。，”l巾 (一)早岁去国多乡思，如今老病情何如!

<咏怀古迹>是杜甫于代宗大历元年(766)由夔 胡适早年留美学习期间，念念不忘故国家园，

州至江陵的飘泊途中．凭吊宋玉宅、庾信故居、昭君 曾经写了不少诗篇，编成一册<半天集)，以寄托异

村、先主庙、武侯祠等古迹之后写成的抒怀之作。 国思乡的游子情怀。I-司。寸，翻阅他的留学日记，思乡

。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一，这是杜甫创 怀国的文字也随处可见。1911年5月19日一首《孟

作这5首诗的特定背景和具体处境：国事“支离”之 夏》长诗中有句云：“信美非吾土，我思王仲宣。“安

伤，身家“飘泊”之痛．也就成为涵盖与渗透这一组 得双仙凫，飞飞返故园。”凹悖1914年6月9日日记径

诗的重要情思。所以．尽管不能确指胡适这一天吟 以“思家”为题，开头便说“吾日来归思时萦怀绪”，

诵的是哪一首，但是其中必定流露出感伤身世、怀 接着念及大哥，念及二哥，念及诸侄，特别地思念母

念故土的情绪则可想而知。 亲，最后再次引用王粲赋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

1960年3月5日：“胡颂平出来后不久，听见先 曾何足以少留?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

生用绩溪的方言在背诗．好像是·庾信生平最萧瑟， 耶?”问m1915年7月26日，他因对月怀人而赋诗

暮年诗赋动江关，两句。仲】_6这里提到的诗句正是出 《今别离》，诗前他感慨良深地写道：。千里远别，犹

自杜甫《咏怀古迹>的第二首。庾信作为梁朝使臣被 可共婵娟之月色，今之去国三万里者，其于国中父

羁留北魏，粱灭之后更无法回归，晚年遂以《哀江南 老骨肉．日月异明，昼夜异时，此夜绮色佳之月，须

赋：》等极写其乡国之思。胡适用故乡方言背诵此诗， 待一昼夜之后始可照吾故园桑梓。”问肼还有，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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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一封封家书当中，乡情归思更是如泣如诉不绝 归时!对胡适来说，因为“国事”大势已去，自己有家

如缕。他在给二哥的信中曾说：“羁人游子．百不称 难回，愁苦之心已是不言而喻；何况还有政治批判、

意时，当念莽莽天涯中还有一个家在。”他说他写到 思想围剿，专门针对着他本人，在海峡两岸此起彼

此处已是“不禁凄然欲绝者久之”。151227 ，’．伏、连续冲击。神州大地风雷起，台岛海峡波浪惊。

早岁去国多乡思．如今老病情何如!胡适到了 胡适晚年可谓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他

晚年，健康状况堪忧。1957年2月17日他息胃溃疡 那一颗自由主义的灵魂不能不深深地陷入孤独之

住院一个多月，胃被切除十分之六。到了6月4日 境。

这天。他甚至写下了英文遗嘱托付后事。他知道自

己来日无多，决心离开美国返回祖国，终于在1958

年4月8日回到台湾定居。其实当时对他来说，更

大的威胁是心脏病。1960年3月19日他心脏病复

发住院半个多月。1961年2月25日心脏病又发，住

院近2个月。同年11月26 15t再次因心脏病住院一

个半月。疾病缠身，暮年光景，自然使胡适的乡思离

愁更为深重、更觉悲凉。在此期间，胡适内心的感慨

和无奈断非早年思乡怀国之际所能比拟。

显然，胡适晚年的悲凉与无奈又决不仅仅因为

自身的衰老与疾病；更重要的在于他亲历了“天翻

地覆”山河改．陷身于连年喧嚣不自在。古语有云：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语无二三。”他本人有言：

。不愉快的事情多．愉快的事情少。”【1p如果说他早

年的乡国情思不妨尽情倾诉的话。那么他晚年的乡

国忧愁却是难以言传的了。

(二)天翻地覆山河改，游子焉得归去来1

1948年12月15 E1，眼看解放在即．胡适仓皇

逃离北京。1949年元旦，胡适在日记中感慨道：。在

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17日了!”1614而在元旦前一

天的除夕．胡适与其高足傅斯年共度那个不平常的

岁末，“夜阑秉烛，孤灯双影，相对凄然，无语凝噎，

如在梦中。”二人借酒浇愁，吟诗抒怀，感慨系之，潸

然泪下1 1610他们所吟乃陶渊明《拟吉>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榆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

当时．江冬秀想回绩溪老家定居，胡适也曾为

此折腾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傅斯年等人极力劝

阻，胡适便改变主意将夫人送去台湾；他自己则于

1949年4月6日乘海轮离开大陆前往美国，开始了

他有生之年最后13个春秋的飘零生涯，从此他就

再也没有能够踏上祖国大陆一步!

世变多歧路。行人应慎之。故园一去后，回首无

(三)连年喧嚣不安宁，谁怜孤独寂寞心1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开展大规模的政治运

动，集中批判了胡适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主张。当胡

适看到儿子胡思杜公开批判自己的文章时，他的心

灵该是如何震撼。恐怕难以想像。

随后不久。1956年台湾岛内也对胡适幽灵展开

大肆围剿。再到后来，思想围剿尚未完全告结，胡适

又遭遇政治上的雷震事件。1960年9月胡适曾有关

联的《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因为“涉嫌叛乱”

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胡适先是为之深感震惊，

最后觉得大为失望。据唐德刚说：“那时他老人家那

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20年的样子，我前所未

见，看来也着实可怜见的。”171忉

事情没完，1961年11月6日，胡适在亚东区科

学教育会议上讲话，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

改革>，结果再次引起四面八方的口诛笔伐，台湾岛

内的《民主评论>、《政治评论>、<世界评论》等，共有

lO来种刊物发表大块文章，针对胡适猛烈抨击，不

少尖刻言辞简直不堪入耳。

所有这些批判、抨击和围剿。最终算是有了一

个结果。在1962年2月24日的酒会上，胡适声调

激动地提及自己的遭遇和处境。他说：。我去年说了

25分钟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

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

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

自由。”11128e这是胡适生前最后一次自我排解和自我

表白，口头说得似乎轻松，心头其实十分沉重，否则

他何以就在这次说话之后当场倒地。猝然之间与世

长辞!

可悲的是，胡适唯有长辞人世才能结束他的人

生飘零。魂归他难忘难舍的故土家园。

可叹的是，胡适至死还在标榜他的自由主义，

其实在他本人的一生中何曾有过自由!

。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m他早年的婚姻
需要如此解嘲，他晚年的政治何尝不是如此。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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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台湾学者李敖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说过一

句别人没有说过的话。他说：“别看他笑得那么好，

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91193我们赞同这

种说法，至少胡适晚年确实如此。因老病而忧生，临

覆亡而逃窜。遭围剿而孤独，所有这些导致胡适晚

年莫名的寂寞与无边的乡愁。一部胡适晚年谈话

录，就是他晚年的一份“心电图”，记录着一种寂寞

心灵的律动。显示着一种悲凉情思的投影。由此律

动和投影之中。窥见胡适晚年的优生之思、怀乡之

情，窥见了他为排解人生忧思、寄托桑梓情怀所作

的心灵自救和情感自慰。

当然，不能不承认，眼前这本胡适晚年谈话录，

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语言表达，始终显得那么平淡、

那么自然。衣着饮食、说文解字．所谈所录基本属于

家常或类似家常；即使间或涉及总统选举、雷震事

件之类确实重大的政治话题．似乎也是一种闲谈形

式、平常语气。考究其中原因，恐怕除了由于“谈话

录”编写的体例与题旨制约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在

于胡适为人平和、为文浅近的个性素养．以及名人

迟暮、处境孤独的寂寞心态。

但是，又不能不注意，就在如此平淡、如此自然

的闲谈形式、平常语调之中。晚年的胡适既显示出

折服人心的文化功底、人生智慧，又倾注着他从不

消减的求索欲望和社会关怀，与此同时，还特别渗

透了他自身无法诉说的逆境悲慨和异乡哀怨。因为

胡适为人平和、为文浅近的个性素养及其名入迟·

暮、处境孤独的寂寞心态。在晚年谈话录中的这种

逆境悲慨和异乡哀怨，尽管渗透字里行间，但却表

现得了无痕迹，让人不易察觉。一部深不可测的谈

话录，表面却水平如镜，如果对此不多留意、不细体

察，那么孤独的胡适必然会更感孤独，寂寞的幽灵

必然会更觉寂寞。果真如此。对于这一部谈话录，胡

适在天之灵可能会再次感慨一看似“全无紧要
话”，却叹“此意无人晓”!l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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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Accent in Old Age Moving Jiangguan

—On Hu Shizhi"s Talks in His Old Age

Wang Daba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The book of Hu Shizhi7 Talks讥His Old Age is an”electrocardiogram”of his old life．

disclosing his loneliness and homesickness at that time，and expressing his self—salvation and serf-comfort

on account of that．

Key words：Hu Shi；old age；loneliness；dialect；homes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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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新星版《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勘误——兼论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 -云梦学刊2009,30(6)
    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是公认的研究晚年胡适的必备参考书.该书现有台北联经、北京友谊和新星三个版本.各版本均有不同程度的

舛误.新星版的"技术处理"问题尤多.联系是书中胡适关于学术训练和学术规范的种种论述,给人以深思和启迪.

2.期刊论文 王志维.陈漱瑜 回忆胡适的晚年生活 -各界2008(10)
    1991年1月22日和23日,我花了两个上午时间前往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采访王志维先生.王先生当时是胡适纪念馆的实际负责人.关于王志

维先生和胡适的关系,胡适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跟我做过简介.他们说,王先生是中央研究院的老员工,抗战时期就到了中研院,编制原在史语所,跟胡适交往

甚多,是胡适晚年身边的工作人员.

3.学位论文 周月峰 梁启超晚年政略转向及与新知识界政治交往研究 2006
    一战前后，梁启超的政治策略有一明显的转向，渐渐退出“当局”政治。但他的宣布退出政坛只是想从在野的地位以另一种形式从事政治活动，联

合、吸收新人才，重新整合政治势力，积极准备组党。而新知识界的代表人物胡适正是其主要拉拢对象。但胡适因不同的文化认同及梁启超的政治背景

，拒绝联合。

    本文旨在对梁启超一战前后退出政坛的决定、政治策略转向的具体内容进行史实考订，在此基础上梳理梁启超与胡适的交往关系，分析胡适迎拒梁

启超的原因。通过对上述史实的阐述，以期对梁启超晚年政治生活及境遇有进一步的认识；给20世纪10、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新旧关系与分野画一幅线

条分明的素描。

4.期刊论文 散木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姑妄听之 -中国图书评论2008(5)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胡颂平编著,新星出版社,2006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是"胡适学"中相当重要的一本书,庶几也是晚近学术史或学人谈屑的一本极有价值的书,此书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先有中国友谊出

版公司1993年的一个版本,作序者是耿云志先生;

5.期刊论文 陈漱渝 胡适鲜为人知的晚年生活 -文苑2009(3)
    胡适与夫人江冬秀

胡适在北京居住期间,太太吃完晚饭就出去打牌,出门之前先煮一个茶鸡蛋,用饭碗一扣;再沏一壶茶,就走了.胡适说:"我太太最好.她去做她的,我做我的

."

6.期刊论文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王志维谈晚年胡适 -鲁迅研究月刊2008(10)
    1991年1月22日和23日,我花了两个上午前往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采访王志维先生.王先生当时是胡适纪念馆的实际负责人(有人称他为馆

长,有人称他为馆主任).1989年9月21日,我曾采访过他一次,写成了一篇短文<侧影--参观台北胡适故居>.这次重逢,谈得更为深广,我当场认真作了笔录.

7.学位论文 兰梁斌 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观(1895—1969) 2010
    自由主义是西方17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19世纪末年由严复翻译介绍进入中国，产生了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作为中国近代与文化保守

主义、激进主义并存的三大社会思潮之一，自由主义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主要研究了中国近现代(1895-1969)自由主义的传统观

，即自由主义者对待中国传统的观点和态度。本文认为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者在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上，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严复首次运用自由、

民主等西方思想批判中国传统，但对于仍然深受传统影响的“自由主义之父”而言，对中国传统也有着一以贯之的肯定，晚年的严复对中国传统进行了

积极肯定和反思，然而，严复并没有形成关于传统的系统理论认识；胡适是“五四”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的领袖，高举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对中国传统的

惰性面大加批判。学术界对其批判传统多简单理解为全盘反传统，而忽略了其更深层的文化主张，本文认为胡适的“全盘西化”与“整理国故”一体两

面，都是在其文化本质一致论基础上的主张。同时，本文认为胡适思想并不是完全西化的产物，跟严复一样，其仍然深受中国传统的重要影响。以“全

盘西化”和“整理国故”为基础，胡适开始了对中国传统系统的批判和反思，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传统是什么?这个传统的将来又怎样?”的理论问题

，显然，胡适并没有能够对这个理论问题提出深刻的答案，批判与依恋并存的倾向十分明显。殷海光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核心人物，提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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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反思自己和自由主义前辈过激的批判传统的倾向，是反思型自由主义的代表。晚年殷海光提出了系统的传统观，对“什么是传统?”、“何为中国传统

?”等问题做了系统的思考，提出“经验论者”的传统观，力图走出传统主义和反传统主义的藩篱，并提出“新陈代谢”的改造传统方案，其学生林毓生

在其基础上，提出了“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的方案，至此，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观正式形成。<br>　　

 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传统观主要以对“什么是传统?”、“传统与自由的关系?”、“传统的现代意义”等问题的思考深度而演进，呈现逐渐清晰和深刻

的方向。自由主义者倾向用自由、民主、理性等现代价值来衡量中国传统，对中国传统中诸如封建专制主义等进行了猛烈批判，其时代色彩和理性色彩

十分浓厚。难能可贵的是，三代自由主义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传统的积极价值，晚年严复对孔孟思想在维持国性中的作用和道德价值高度肯定

，胡适虽然说儒家的几个道德是各种文化共有的几个道德，但对这几个道德是不否定的，晚年殷海光通过对孔孟思想的分析，对孔仁孟义积极肯定，但

是肯定的并不是毫无变迁的儒家道德，而是不与自由相冲突、被赋予新内涵的新道德。自由主义者对中国传统的现代价值也进行了积极思考，严复用自

由、民主注释《老子》、《庄子》，胡适发掘了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殷海光重建中国文化的设想，都是对中国传统现代意义的推进。<br>　　

 毫无疑问，自由主义的传统观有着自己的特点，其理论在不同阶段也存在失误的方面，其最终毕竟走进了科学理性的层面。因此，我们不能把自由主义

的传统观简单地理解为反传统，他们对中国传统有批判，有肯定；有反传统的阶段，也有理性对待的阶段，是一个逐渐成熟和理性的过程。

8.期刊论文 蔡波.余博 为宪政与自由而一搏的晚年胡适 -兰台世界2007(13)
    余英时先生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他是始终能在知识青年的心目中保持着'偶像'地位的唯一人物.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胡适崇拜'的现象并不是由

政治权威造成的,相反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象征了向政治权威挑战的心理.

9.期刊论文 何况 播种者胡适之 -厦门文学2009(9)
    我最近对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书发生了很大的兴趣.这本书收录了胡适先生晚年的言谈,大到国际局势的演变,社会背景的探索

;小到一个字的读音,一首诗词的字句,无所不包.我细细地读了几遍,获益匪浅.

10.期刊论文 胡旭华.HU Xu-hua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视域中的苏俄——以胡适为中心的考察 -安徽史学2010(4)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对苏俄的看法经历了从热望到失望的变化过程.五四时期,胡适对苏俄保持了一种实验主义的审慎观察态度.20世

纪二三十年代,虽然胡适表现出对苏俄的赞赏,但是仍未脱离其自由主义的根本立场.40年代,胡适激烈批评苏俄的专制,甚至在晚年对他一直追寻的社会主

义梦想也一并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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