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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与白话的“死活”问题一直是胡适新文

学建设的核心命题，直到1928年他仍在《跋〈白

屋文话〉》中抱怨，“今日鬼话文的余孽并不曾扫

尽，依然在那里滋蔓着，而且声势浩大，猖獗非

常”。至少在胡适看来，古汉语并未像拉丁文那样

成为僵死的语言文字，从而成为故纸堆中的遗

迹。让人不解的是，胡适也没认真执行自己的“判

决”：编订新学制课程标准时，依然把“增加使用

古书的能力”“继续练习用文言作文”设为高中学

习的主要目标，白话文只占所列阅读书目的五分

之一，且只要求略读。同时，诸子文粹及姚鼐、曾

国藩、林纾的古文却被列入精读范围。（1923年

《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此时新文

学力量薄弱当然是一个原因，但这无法解释，为

何国语运动借行政力量在全社会展开后，国语文

学却与文言文学有了和解倾向。古文并未退出历

史舞台，作为新文学基础的国语文学（白话文学）

本身也有许多模糊之处，这些矛盾重重的阴影，

成了它合法身份确立、内部质素协调和整体发展

的主要障碍。

《文学改良刍议》是“文学革命”的发轫之作，

其逻辑起点是对“文言文学死亡”的判断。胡适的

思考集中在文言形式对文学内容的作用方面，文

言文学往往和白话文学对举使用，“今日之文言

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因不能使人听得懂之故”，

而历史上活跃在人们交际中的白话“活文学”一

直被古诗文压制着。文学的实用性适用性被当成

判断其“死活”的重要标准，文言不再被最广大的

社会群体使用，因而成了“半死”的文字。但这一

推理存在明显错误：文言与白话大体相当于书面

语言和口头语言，对应于文学就变成“美术文”和

“应用文”的区别，美术文对表达深刻性的要求使

它自然地与日常交往隔离，至少它不直接反映日

常经验。阅读必须借助深层的心理活动，而说话

更倾向直接反应，文言和白话的优劣之分实际转

换为视觉和声音两种信息传播方式的区分。胡适

早期文章中讨论文学语言问题时主要针对诗歌，

很大程度是因为诗歌易于诵读，散文在这方面相

对要差，因而更容易被认定是“僵死的”文学。

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这是胡适的高明之

处，但也给他的文学理论造成重大缺陷。“八不主

义”把论述重点放在古典诗词，试图用“以诗纳

文”的思路寻求旧文学所有问题“根本解决之根

本解决”。选择诗歌做文学革命的目标，好处是晦

涩难懂或浅易明白可以理解成两种诗歌风格，以

文风做旗帜当然比根本改变旧文学的庞大体系

容易。用典问题占用很大篇幅却少说服力，原因

是用典和俗语的使用被放在一起讨论，烦琐的修

辞讨论将深层文学语言问题掩盖了。旧文学“文

以载道”的传统并不会因使用白话而产生多少改

观，这是五四文学革命很快由白话文运动转向思

想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而胡适天真地认为，白

话词汇和句法可以构成一个与文言对峙的新语

言系统，中国新文学可以将此当成建设目标和理

想状态。但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情况非常复杂，一

个表现就是对语法要求低，古文如此，诗歌更是

如此。胡适大概不愿承认这一点，而将最需解释

的“需讲求文法”一笔带过。对旧文学的分析如

若拆解为散文与诗歌两种文体的优劣比较，文学

革命势必会被引向机械唯物论和简单进化论，从

而陷入古文白话“生死难分”的循环论争中。

对文言文学“半死”或“全死”的性质判断，根

源于关注语言形式还是关注文学本体的这一对

根本矛盾。“半死”实际是区分古文和古诗词之后

的折中之论。古诗词最接近口语，因而更多带有

革命性的活跃的白话因子。胡适日记多次讨论以

古诗词不拘格律的方言土音实现文学革命，至于

非韵文，则只有演说、讲学、笔记等实用文体在其

白话改革的考虑范围内。史著散文篇幅长依赖于

书面阅读，对白话的吸纳程度较低，当然和口语

距离更远。在胡适的概念里，“文字”和“文学”是

可以互换甚至同一的，“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

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死文字“决不

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

学”，这就混淆了语言文字与其所承载内容的关

系。他曾批评晚清白话倡导者注意普及白话却忽

略了白话文学，只有五四时期才认真攻击已成为

“死文学”的古文。但从实际情况看，“白话文学为

中国文学之正宗”似乎离五四文学革命的总目

标越来越远。胡适编写《国语文学史》，编到宋代

之后只好付之阙如，一个重要原因是“国语文学”

或“白话文学”的概念混乱，二者理不清楚，白话

文学史就容易变成宽泛的中国文学史。国语是就

民族共同语而言，白话通常指称口头语言，将它

们视作判断传统文学“死活”的坐标与参照物是

相当冒险的。

作为口头话语形式，白话首先被确定为对抗

文言的“革命”因素。中国的文言文学在几千年的

发展中已形成牢不可破的稳定结构，由于不以表

音为主，它的书写体系已严重脱离口头语言，即

所谓“言文分离”。胡适借以打破文言稳定结构的

“白话”是在复合意义上使用的：除“俗字俗语”之

外，它还被赋予针对古文而产生的属性，即明白

如话而非晦涩难懂的，天然朴素而非堆砌涂饰

的。在胡适看来，恰如意大利、德国等国文学是由

书写本国语言而脱离拉丁文的古老体系，中国也

应该以书写白话来推翻古文传统。但中国与欧洲

各国不同，它的最终走向是文化统一而非分化，

汉语文学的强大传统可以消解白话的离心力，使

得书面语言吸收容纳日常话语而独立发展。文字

的统一已经随汉民族文化的融合完成，近代以

来，国语又承担起统一日常交际语言的使命，“国

语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这种方言在各方言中

通行最广，产生的文学最多”。国语运动能在五四

时期取得标志性成功，正在于它体现了思想文化

发展对语言统一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白话也

是方言，方言总是朝着保持独立的多样化方向发

展，它与国语的寻求统一有着本质差别。“国语文

学”代替“白话文学”之后，前者的统一而非分裂

特性使它能够容纳文言，从而使新文学可以吸收

外来的和传统的语言要素创造新的典范。

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深入，胡适的文学概念也

在不断变化。以1920年前后全国推行国语为界，

他对文学属性的关注逐渐由审美性转向应用性。

留美期间专注于诗词研究使他排斥文学的实际

效用，无所为的文学“非真无为也，其所为，文也，

美感也”，而官样文章、律令契约等应用文则“不

足言文也”。文学功能被限定在三个方面：一是传

达思想（明白），二是表现感情（有力），三是具有

审美性。审美性实际是前二者的集合，与超功利

的纯粹审美有所不同。他的白话文学观念建立在

这个基础之上。白话文学的“我手写我口”仍要归

结到写某些人的所思所想，胡适后来承认写让老

百姓看得懂的作品非常困难，“代人立言”使白话

的表现力大打折扣。他的文学创作大多面向知识

阶层，当然也难逃“自己吃肉，扔块骨头给百姓”

的讥讽。白话无力承担应用和审美的双重重任，

不得不以它的表象来描述一种理想文学样式时，

内涵更广同时更为含混的“国语”就显得十分必

要。“国语”代替“白话”，被染上贬义色彩的古文

见容于中性的“国文”中，对文学的种种限制自然

就解除了。

在《国语文学史》里，胡适将“古文的死亡”确

定在战国秦汉之际，证据是公孙弘拟定政府公告

时，“不但小百姓看不懂那‘文章尔雅’的诏书律

令，就是那班小官也不懂，这可见古文在那个时

候已成了一种死文字了”。不难看出，这里的“古

文”不是单指古代散文，而是对以文言为载体的

书面语言的总称。追溯中国文学的言文分离当然

不能止于秦汉时期，文字产生之时言文分离就已

无可避免。但要为国语文学革命寻找根据就必须

重写文学史，古文不死就仍然是法定“国语”，所

谓不破不立，新的国语文学也就无法取得合法地

位。因此，黎锦熙认为胡适是“托古改制”，古文不

但“未死”，也并不曾“活”过，“秦以前的语文不能

合一与竹帛上不能有纯粹的活文学也是无可疑

的”。正如林毓生所说，“胡适不去区分应该和实

际，倒成了他以后‘解决’思想信念同文化民族主

义冲突的办法”（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文学问题的

解决与此相仿，所谓“老老实实攻击古文的权威，

认他作‘死文学’”更像是一种修辞，其含混性成

了胡适沟通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重要通道。

文言何以不死文言何以不死：：试论胡适国语文学观的含混性试论胡适国语文学观的含混性
□□陈志华陈志华

胡适的影响遍及现代中国的哲学、史学、文学、教育、政治

等各种思想和学术领域，就像《胡适杂忆》中所说，他在各种文

化运动中就如同中药里的甘草，哪一剂都少不了。这个妙喻，

如果换个角度来说，其实是在哪一剂药方中都不是主打药，而

是调和众味、沟通诸品的引子。今日回首再看，胡适在历史中

所扮演的角色，更多是一个偶像，无论是学术领域开创白话文

学、史学范式的“但开风气不为师”，还是在政治实践中对于自

由与宽容的独立与坚守都是如此。他对于学术的影响多在立

新、传播、鼓动，而在学理与思想上的贡献甚微，经历浮沉之后

被推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更多是一种身教般的形象示范，

而非理论推进本身。

1958年4月26日，结束纽约九年寓公生涯回到台北担任

“中研院”院长的胡适，应邀在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上讲演。他先

从“柴狄的故事”开始，说到“实验的科学”可以由种种事实归

纳出一个通则，“历史科学”也是同样用这种方法。但实验科学

归纳得到通则之后还可以用演绎法，就是做实验来验证；但历

史科学的证据大部分只能搜求、发现，而无法再造出来反复实

验。“所以我们做这几门学问的人，全靠用最勤劳的工夫去搜

求材料，用最精细的功夫去研究材料，用最谨严的方法去批评

审查材料。”这段言说与他40年前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

所说的几乎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虽然胡适后来自称“哲学是我的职业，历史是我的训练，

文学是我的娱乐，而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但

纵观其一生，哲学思考乏善可陈，他的长项并且一以贯之的是

历史书写的探讨尤其是史料的强调。《中国哲学史大纲》震动

一时，被认为建立“史学革命”的典范。该书“导言”中，胡适阐

述研究哲学史是为了明变、求因和评判，要达到这三个目的，

先须做一番“述学”的功夫，就是其史学方法论。首先就是审定

史料，其证据可分五种内证，即史事、文字、文体、思想，此外还

有“旁证”。其次是整理史料，方法有三种，即校勘、训诂、贯通，

使各家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系统的哲学（史）。蔡元培在“序”中

大为赞扬此著的特长：一、证明的方法，二、以扼要的手段，三、

平等的眼光，四、系统的研究。胡适直到晚年都还念念不忘的

是二、三两点，这两点主要是思想层面，在当时确有范式转型

的意味，为胡适赢得大名。但时过境迁，反倒是一、四两点的

“技术”层面成为直到今天依然在史学方法中持久不衰的方

法。

胡适的范式转型意义主要体现在将儒学拉下神坛，使之

成为普通学问之一种。这个转型“让儒学回到它本来的地位，

也就是恢复它在历史背景中的地位。儒学曾经只是盛行于古

代中国许多敌对的学派中的一派”。这种对“经史子集”知识

与价值形态的突破，无疑具有石破天惊的作用，也恰恰应和了

时代学术思潮的需求。如同罗志田曾经总结的，晚清以来经

学位置下移，史学位置提升，在胡适出道的年代，尽管儒学自

晚清以来已受到西方观念和诸子学的强烈冲击，自身也因今

古文之争而削弱。但大体而论，儒学的基本架构依然存在，而

各挑战者本身都未能建立起足以威胁儒学的理论体系，其载

体也未能构成有力的社会依托。胡适回国时，时代问题尚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典范却并不能带来解决办法。

中国思想界急需却又未能产生出一个新典范来，胡适这样中

西新旧学都根基并不深厚、却有勇气与激情的年轻人正是适

逢其会。

《中国哲学史大纲》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的观

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提供的“是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

仰、价值和技术系统”。但它本身从思想上来说却并不艰深，从

胡适所提供的参考书目来看，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是一些西方

近代史学概论性著作和清代朴学著作。如法国朗格诺瓦和瑟

诺博司1898年写的《历史研究导论》，此书归纳了实证主义史

学的方法和原则：搜集资料、考订真伪、综合分类、落笔成书，

认为史学家不必作超出事件叙述范围之外的评述，提倡文献

资料第一，让史料说话。另一本是德国文德尔班1892年写的

《哲学史教程》，这部著作用新康德主义观点系统地阐述了以

往的哲学体系及其发展史，特别是哲学问题和哲学概念的形

成和发展史。其余就是《大英百科全书》和王念孙、王引之的

著作。胡适晚年在回忆时，还提到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有

一位布尔教授的课程“历史的辅助科学”使他获益甚大，这门

课讲授辅助历史的科学，如语言学、校勘学、考古学等等，这些

与胡适出国前就已经颇有积累的考证与训诂学是相通乃至暗

合的。

胡适一生称道的学者也多是“小学”大师，如王氏父子、段

玉裁、孙诒让等人，在他看来“只有通过训诂学的研究，吾人才

能摆脱古人主观著书的陈见，而真正能了解古代典籍的原

因”，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这方面中国古典学术的影响远较他

常挂在口边的赫胥黎和杜威为重。这两人对胡适的影响相辅

相成：赫胥黎主要在消极一面的“怀疑”，杜威则在“求证”，也

都与清代学术考据校勘一脉契合。只不过，在胡适那里，它们

获得了科学的合法性：“科学解释便是尊重事实，寻找证据，证

据走向哪儿去，我们就跟到哪儿去，科学的法则便是大胆的假

设，小心的求证。”

“科学”在彼时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胡适

携科学之威，确认“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人的一切生活”。但历史

过程之因果联系的确认，早在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时

就已明确，日人久米邦武、坪井九马三、浮田和民等实证主义

史学在中国也已经获得了广泛传播。实验主义史学在当时产

生重大影响，不在它的历史观，而在它的方法论，胡适正是以

方法的更新在“新史学”潮流中成为弄潮儿。他晚年自我总结

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

法’这一观念打转的。”这个方法，流波所及，无论是傅斯年的

“长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还是顾颉刚的“古史辨

正”，都深受其影响。王汎森曾经简略概括说：“近代中国史学

经历过三次革命……第一次史学革命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

主，它的重心是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第二次革命是以胡适

所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及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开展的

事业为主，重心是‘如何研究历史’；第三次革命是马克思主义

史学的勃兴，重心是‘怎样解释历史’。”胡适及其弟子形成了

强大的“史料学派”，但很快就遭到来自马克思主义“史观学

派”的攻击。

1930年代，学界对自古代社会到当代社会性质问题展开

的论战，实际上是史料派“求真”意识与史观派“致用”诉求之

间的矛盾冲突。就像翦伯赞后来所说，过于强调历史主义式的

史料有可能导致背离鉴往知来、经世致用的史学宗旨，而“在

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

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胡适的史学确实有种“纯学术”的

姿态，但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它的主观性。他对历史发展客观性

的认识体现在“实在论”中：“(历史)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

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

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他

特别强调主体在对历史客体的认识中所发挥的能动作用，并

且能动性被认为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占据主宰地位，于是历

史的客观性就被消解了，因而历史的发展并无客观的规律性，

而是由人们的主观观念决定的。比如胡适谈到白话文运动的

缘起，认为是偶然事件的结果，并且断言“历史的许多大事的

来源，也多是偶然的”。这无疑是反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

的极端经验主义，对历史变动的原因不分主次，实际上否定了

真正的内在原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陷入了一种

简单的经验描述的现象主义观点。

连他的私淑弟子唐德刚，也批评胡适将中国文学史解释

为“文学工具变迁史”是非常褊狭的单一论，“只注意了形式而

忽视了内容，殊不知在中国文学史上由于工具的不同它所制

造的产品内容也不同，使用这些不同工具的作者的社会地位

也不同”。胡适的治学方法受了时代的局限，因为成名过早，此

后出入政界，事务繁多，对于学术思想的新进展缺乏了解，未

能推陈出新，他的思想也就跳不出常识和直觉的范围。原地踏

步的治学方法无法支持思想的发展，他讨论文学只在文学范

围之内，讨论思想只在史料记载，而忽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的更广阔的经济、社会、政治联系。他试图从文本与叙事中找

到本质主义般的历史本真，无疑是缘木求鱼。

胡适的评论者往往会高举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截断

众流”的示范之功，却很少意识到他的弄潮浪头，更多是时势

造英雄中随波逐流的随俗而化。当然，他有着自己坚守不易的

科学与民主理念并直至赍没，但从思想基本定型之后的40余

年里基本没有太多变化，有时候甚至违心地表达一些言论，也

正是显示了他保守与难以摆脱偶像光环的负担。风云际会的

20世纪上半叶，胡适这一偶像固然光彩照人、沾溉众数，到五

六十年代，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也俱已走入黄昏，其回光返

照更多体现八九十年代直至当下作为自由偶像的形象之上，

而真正的学术贡献的余晖还是在历史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之

上。放在长时段看，他对白话文与文学革命的倡导是最重要的

成就，但历史范式的缔造则是其真正直至今日依然具有反思

与扬弃意味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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