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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治学方法及其与朱熹、戴震学说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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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胡适．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倡导“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这个方法，是其通过

对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方法论的吸收、借鉴、消化、改造而成，胡适学术思想与朱熹、戴震的学说存在千丝成

缕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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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的著述中，每当叙述朱熹或戴震时，往

往在他们的名字前冠以“我的老乡”，字里行间洋溢

出浓浓乡情。如此深情．人们也许会误会朱熹、戴震

同胡适不仅是“老乡”．而且是同时代的好友。实际

上．朱熹是南宋哲学家。而戴震是清代思想家，两者

相距500多年；至于胡适，是现代学者，与戴震也相

距200多年。他们相距的时间虽很遥远，但他们的

故里都属徽州，都生存在“山谷崎岖，峰峦掩映”这

样的一个空间中，都是徽州老乡。徽少I'1人重乡谊，胡

适尤甚，对故乡人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唯桑与

梓，必恭敬止”，Ill发自内心，融化于血液。当然，胡适

对朱熹、戴震如此亲切，不仅限于乡情，更重要的是

朱熹、戴震的思想哺育了他幼小心灵的成长，并一

直深深地吸引、影响着他。胡适认为自己幼时的启

蒙教育就是读了朱熹的《近思录》，其中“学原于思”

深印在他幼年的脑海中，敬为千古圣言，从而引导

他重视思想方法的研究；后来，考上留美官费生主

要靠《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考证文章，得了高

分。这个关键的成功．使他对思想方法的研究兴趣

更浓．促使他一生走上了以方法为主体的治学道

路。

通览胡适的学术思想，方法论的确是其核心。

他自己也说：“我治中国思想和中国历史的各种著

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

在主宰了我40年来所有的著述。”这个“方法”是什

么呢?他认为，科学的方法，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就

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他看来，“假设不

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足，不能使人信服”。【1】

这个方法，是他通过对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方法论

的吸收、借鉴、消化、改造而成．是属于胡适自己的

独特的方法。

在西方现代科学方法论中，杜威的实验主义对

胡适一生的学术思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杜威把

实验主义界定为“工具主义”或“实用主义”，其核心

就是“五步思维”。简而言之，首先观察事实，搜寻例

证，即归纳；在此基础上，提出种种假设，并推出其

可能导致的结果，这就是演绎；然后，再把自己的假

设垒到事实中去验证。胡适接受了杜威这个思想，

但不是照搬、照抄。实际上，胡适在师从杜威之前，

对治学方法已有最初的感悟，这个最初的感悟，就

是徽州文化的心理积淀，是从朱熹那里获得的。胡

适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聆听杜威的教诲，并接受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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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的实验主义。

现代人类学指出，入不能脱离自己的传统去学

习新的东西。胡适当然也不能例外。美国入格里德

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说，胡适的“早

期教育已为他奠定下根底的思想，而且，他只是吸

收了与他到美国之前虽未坚定于心却也显露端倪

的观点最为合拍的那些当代西方思想。”[21胡适自幼

读书，就是“四书”、“五经”，且日复一日地反复诵

读，细雨润物，浸渗弥深。如此地对“朱注的认识和

训练”，使胡适深感朱注“比较近情人理”，朱熹理学

就这样在熏陶中内化为胡适本人的治学原则。胡适

自己也认为“朱熹的宋学为我后来治汉学开拓了道

路”。13】那么。朱熹给予胡适的治学原则是什么呢?就

是归纳的方法和怀疑的精神。“即物穷其理”，“力屏

臆测之见，每立一说，必求其例证”，“这便是归纳的

精神”；13J治学应先存怀疑、辩伪之心，然后立说，即

“做学问要在无疑处有疑”，也就是“读书无疑者，须

教有疑”，“过了一番渐渐释，以至融会贯通，却无所

疑。方始是学”，四这便是怀疑的精神。胡适就是在徽

州文化这块园地里吸取了朱熹的这些思想，并承继

这样的传统，远涉重洋，到了美国，见到了杜威的实

验主义，心有灵犀，一拍即合，从而在方法论上取得

交融。

胡适对杜威的实验主义情有独钟，因为这是他

所要寻求的“致用哲学”，于是想把它介绍到中国

来。但他很清楚地认识到，任何西方的思想学说，要

输人中国，并在中国扎根、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就必须和中国的传统思想相结合。为此，他耍在中

国传统哲学中找结合点，找到移植的合适土壤。于

是．胡适认真考察了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发现从

宋学到徽州朴学都具有一个基本精神，即怀疑、辨

伪、求是。胡适认为．实验主义的“历史的方法”、“实

验的方法”以及“假设”、“求证”等等一套思想规则

和运作程序与中国传统考据学、训诂学并无实质的

不同，而且有相通的一面。胡适指出，“在那个时候，

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方法和我国古

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相通之处。我是第

一个说这句话的人。”131

胡适特别具体地研究了清代朴学方法论。他认

为清代朴学的方法论原则主要表现在，每一种新见

解，必须有例证，即“举例为证”；之所以能举例作

证，是脑子里先有一种假设，即“有假设的能力，又

能处处求证据，证明假设的是非”。141这一方法论原

则，就是“忽而归纳，忽而演绎，忽而又归纳”，也就

是胡适所说的“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

因此，胡适总结出了“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朴

学确有‘科学’的精神”的精辟见解。并且他认为。清

代朴学的方法论原则，戴震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作

了充分发挥，诸如“因物求则”，重实证，尊重事实，

也就是“有证据的探讨，即无证不信”。这种方法体

现出的是治学的实证精神。因此，胡适把目光转向

戴震，系统地研究了戴震的哲学和方法论。他特别

欣赏戴震提出的“但宜推求，勿为株守”的八字方

针，认为这是清学的真精神，从而把“不自觉的”方

法变为“自觉的方法”，于是成为他的“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来源。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适在以考据

为核心的基础上吸取了实验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形

成的方法，是胡适所倡导的“全证据来”的实证精神

在科学方法论方面的具体体现。胡适说：“我从考据

学方面着手逐渐地学会了校勘学和训诂学。由于长

期钻研中国古代典籍而逐渐学会了这种方法。”141这

个方法要求研究学问，首先详细占有资料，从大量

资料的综合研究中，先形成一个初步的看法，然后

提出大胆的假设；为了证实这个假设，再细心去求

证据。在胡适看来。这一方法论的成功之处在于它

很好地实现了演绎和归纳，也就是假设与求证的统

一。应该说，这种治学方法确有可取的地方。胡适曾

把它运用于学术实践，他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和

对《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十几部中国古典

小说的考证以及为戴震的《水经注》辩诬过程中，都

采用了这种方法，从而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有价值

的成果．他的学术追随者也运用这种方法取得了一

定成绩。

虽然如此，应该如实地看到，这个治学方法，的

确不是一个完善的科学方法。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首先，“大胆的假设”有鼓励人们敢于突破旧有结论

束缚的积极作用，但是，孤立地讲“大胆的假设”，而

且不设立假设的前提条件．一味主张“愈大胆愈

好”，，必然导致主观膨胀，从而使假设滑向主观唯心

主义的陷阱。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过的

“入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错误，就是类似的主

观唯心主义所造成的荒唐闹剧。其次．“小心的求

证”，即主张“拿证据来”，跟着证据走，也就是“教人

举例”。既然如此，例证的取舍只能由研究者决定，

这就不可避免会包含着研究者的主观意志。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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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了例证。也不保证结论是科学的，其中的主

观随意性，完全有可能为任何一种选择性的观点找

到自己所需要的例证．这正如列宁所说的使“举

例”、“求证”陷入“儿戏”。甚至连“儿戏”都不如。最

后，讲求证据的方法在本质上限定了只能解决具体

的个案问题，只承认对各个个别事物的分别认识．

承认在若干认识基础上所作的归纳，充其量只能查

明具体事情的真相，一旦面临作全面的判断和抽象

的概括便无能为力了。正因为如此，可以考察一下

胡适的学术研究工作。他搜求证据勤奋，运用证据

严谨，但往往第一步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就未能再

深入下去，这与他的“科学方法”给他带来的限制有

很大关系。可见，这种治学方法的缺陷是明摆着的，

但是胡适没有看到。也不能看到。

回眸胡适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不能不深深叹

惜。一生反对“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胡适，相反却被

杜威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居然把实验主义当成自

己“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有人说：“胡公虽然一

辈子鼓励人家‘怀疑’，他自己却不大愿意人家对他

底思想有所‘怀疑’。”胡适确实如此，他在这里走进

了悖论。但也不得不看到，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

的求证”的治学方法，是对接通中西文化作了一次

尝试。其实际意义，与其说作为科学方法论原则的

具体运用，不如说其中所体现的科学实证的理性精

神对于改变中国传统思维方面作出了自己独特的

贡献。艾思奇也说过：“实验主义在今日．谁也知道

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它能一变而成唯心论哲

学。但在当时，作为与传统迷信抗战的武器。还不失

为历史推进的先锋。”[51“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不

失为一位杰出的启蒙学者，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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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等近现代学者都对戴震的学术思想有过不同阶段的划分.文章在学术主体视界下探讨戴震的学术思想分期,并分析戴震各阶段的学术思想特点及其各阶

段学术思想嬗变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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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化用戴震"但宜推求,勿为株守"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以之作为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典型示例教育后学.然而,戴震重视运用假设与求证

方法的具体实践,令人很少论及.从材料出发,对戴氏反对凿空和株守,倡导归纳和推求的考证方法加以推阐,可为我们今天国学研究的提供借鉴.

7.期刊论文 李帆 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戴震--以清末民初学者对其考据学之"科学"性的评估为核心 -黄山学院学报

2004,6(4)
    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等学者在总结清代学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引入了自西方而来的科学视角看待考据学,特别是戴震为代

表的皖派考据学,力图在中国学术传统里发掘出西方式的科学精神或科学方法,以利于正处西学冲击下的中国学术实现现代转型.

8.期刊论文 吴根友 精神现象考古的知性价值与文化学意义--读许苏民《戴震与中国文化》 -江汉论坛2002(8)
    如果说,20世纪初,以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戴震研究,凸显了戴震哲学的现代性价值,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哲学界的戴震研

究则主要展示了戴震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其突出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安徽学术界同仁整理、出版了<戴震全书>和<戴震全集>,为全面、深入地研究戴

震提供了最为丰富、全面的资料.

9.学位论文 张利明 胡适的传统文化观 2007
    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学者，长期以来胡适一直被视为“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而胡适本人

，则喜欢用“中国文艺复兴”来概括自己从事的文化活动。那么，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到底怎么样?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使我们有必要关注胡适的思

想学说，从胡适思想本身出发，不但能使我们了解胡适对传统文化的看法，而且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加深对胡适思想的理解。      胡适一生所

致力的事业与追求，无论其以政治、思想、学术或其他形式表现，总的可概括为四大项，那就是“科学”、“民主”、“实验主义”和“自由”。按照

胡适的解释：“科学”是一种方法，合乎逻辑，合乎法理，用这种方法，可以在实验中求出真理来。“民主”则是一种人类生而平等，与生俱来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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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的个体或团体的生活方式。在政治上就是反对独裁和专制，实施民主和法治。“实验主义”则是一种由哲学向科学过渡期的哲

学。它没有终极真理，只有实用价值的观念才是真理，真理可以随时制造，随时扬弃，并非一成不变的。至于胡适终生所追求的“自由”则是在科学、

民主、实验主义交互为用的配合之下所产生的一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较为合理的状态。本文更多地从民主、自由、治学方法等方面多角度地探讨

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建树与贡献，讨论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的汲取。      胡适少年时期受过典型和严格的传统式教育，其文化背景可

以说是以传统旧学为底色。他早年所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可从他获得的教育内容、伦理规范、思想观念和治学方法等多方面得以印证。早年的教育对他

人生的影响也很大。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

的大运动在对自由的阐述中指出自由并非西方独有，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存在绵延不绝的自由思想，从墨子、杨朱到桓谭、王充，从范缜、傅奕、韩愈到

李贽、颜元、李堞，都可以说是为追求思想自由奋斗的东方豪杰之士，思想运动，或政治运动，但中国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的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说含有

争取某种解放的意义。到了晚年，胡适总是援引传统文化中的自由思想来阐释当今，更多的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继承文化中的精髓遗产，以促使自

由民主与社会进步。中国的民本主义是胡适民主思想的渊源之一，胡适始终认为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就是民主。他说：“我们古代也曾有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思想。”《淮南王书》最能体现胡适具体民主思想和政治主张。胡适将《淮南王书》中

的无为政治与当时国情实际的“与民休息”观念联系起来。并进一步探究其政治思想，概括为三个要义：一是虚君的法制，二是充分的用众智众力，三

是变法而不拘故常。胡适在满怀认同与赞赏地诠述《淮南子》的政治思想时，已经融入了自己的民主概念与法治理想，阐扬民主，推进法治实际上成为

他的骨鲠之言。      本文最后一章探讨胡适对传统治学方法的整合。综观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他用力最深影响最大的还是所谓的“科学方法”。文

中着重从朱熹、戴震的学术脉络来分析其传统学术的渊源、精神，以及胡适的认同和改造。朱熹的“看文字须如法官深刻，方穷究得尽”，对胡适的影

响很大。胡适推崇戴震“但宜推求，勿为株守”八个字是清学的真精神，并将其发展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皖学是他胡适终身倡导治学方法的根

源，他受皖学影响之深远远超出一般人所知的程度。他一生的学术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皖学决定的。他一生的学术成就表现在哲学方面、古小说的考

证与《白话文学史》及疑古精神等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胡适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塑造，在情感上对传统文化有所依恋。他对传统文化

的态度也是相当理性的，曾说过：“不要把中国传统当作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看，要把这个传统当作一长串重大的历史变运进化的最高结果看。”并认

为这是一种可以使人更好的了解中国传统的很有用的方法，胡适指出各种时代的一切文艺复兴运动、一切思想变迁、宗教改革乃至一切文化生活的变迁

，都是无法摆脱传统影响的。正如胡适所说：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个再生的结晶品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是带着西方的色彩，但是试把表面剥掉，你就可以

看出做出成这个结晶品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澈的中国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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