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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胡适做小说考证的个人原因，包括胡

适日记在内的胡适本人的自述当然是研究这个

问题的最切近的材料，在《胡适留学日记》自序

中，他也曾说过：“这十七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

学生十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

赤裸裸的历史。”（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但是，

胡适记日记的出发点更多是“为人”而不是“为

己”，他的日记读来让人感到是有明确的目标读

者的。因此，他的自述，与其说是生活状态的描

述，不如说是他在写作其心目中的“学术史”。尽

管他描绘的这部学术史，注定是“残缺不全”的：

一方面，他只能提供“一面之辞”；另一方面，他未

必真能充分了解自己，陈述自己。

余英时说：“胡适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偶然的；

他对自己所要扮演的历史角色不但早有自觉，而

且也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余英时：《重寻胡适历

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罗志田在《胡适传》

里也说，胡适在美国已经“长期准备为‘国人导

师’”（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

1929）》）。的确，胡适在美国留学的7年（1910-

1917）是他一生思想和志业的定型时期。1917

年1月27日朱经农曾问胡适：“我们预备要中国

人10年后有什么思想？”他特别在《日记》中记

道：“此一问题最为重要，非一人所能解决也，然

吾辈人人心中当刻刻存此思想耳。”（胡适：《胡适

留学日记》卷十五）

如果说作《〈水浒传〉考证》是胡适表达自己

小说观、文学观的必然要求，作《〈红楼梦〉考证》

是偶然的发现（胡适自称是注意到俞平伯曾祖俞

樾在《曲园杂纂》第三十八卷《小浮梅闲话》中的

一条信息：“《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高鹗）

所补。”便着手进行有关的考证），那么从20世纪

20年代起直至终其一生，胡适一直在小说考证

的领域中孜孜不倦地工作，这就说明，小说考证

对于胡适的意义非同一般。

胡适一生从未中止过实践由他提出的信

条——“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而小说考证的方

法也是胡适整理古籍的基本方法。在已有的研

究中，研究者的兴趣往往限于“考证”其方法来

源，至于他选择小说考证的原因，却少有人关

注。小说考证毕竟是胡适主动选择的研究方向，

而不是“逼上梁山”那样逼出来的文学革命，应该

有可挖掘的更为复杂的个人原因和环境原因。

胡适曾在1914年 12月 9日的日记（胡适：

《胡适日记全编》第一册卷七）中记载歌德之震静

功夫：

德国文豪歌德（Goethe，马君武译贵推）自

言，“每遇政界有大事震动心目，则黾勉致力于一

种决不关系此事之学问以收吾心。”故当拿破仑

战氛最恶之时，歌德日从事于研究中国文物。又

其所著《厄塞》（Essex，剧名）之“尾声”（Epilogue）

一出，乃作于来勃西之战之日。

此意大可玩味。怡荪尝致书，谓“以鞠躬尽

瘁之诸葛武侯乃独能于汉末大乱之时高卧南阳

者，诚知爱莫能助，不如存养待时而动也”。亦即

此意。

吾友韦莲司女士素习画，自欧洲战事之起，

感愤不已，无意学画，贻书纽约红十字会，自效为

军中看护妇，得报书，以女士非有经练之看护妇

而却其请。女士益感慨愤懑。余以歌德之言告

之，以为人生效力世界，宜分功易事，作一不朽之

歌，不朽之画，何一非献世之事？岂必执戈沙场，

报劳病院，然后为贡献社会乎？女士以为然，今

复理旧业矣。

吾友匈牙利人骆特（Hermann Roth），自战

事之起，愤美洲舆论之偏袒“协约之国”（英、法、

俄也），每斤斤与人争论，为德奥辩护，哓哓不休，

心志既专，至不能用心学业，余感其爱国之诚，而

怜其焦思之苦，至于憔悴其形神也。今日遇诸

途，亦为言歌德之言。骆特君请尝试之，不知其

有效否也？

当遇到国难这样爱莫能助的大难题的时候，

胡适自幸找到了歌德的震静工夫来仿效，并用此

事例来安慰友人韦莲司和骆特，帮助他们放松情

绪，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从胡适对歌德此言的

重视程度推之，想必胡适自己用到这样的震静

工夫之处不少。首先，他于文学革命后不久的

20到30年代，一直潜心于小说考证的工作，与

其说是他对白话小说特具兴趣，就不如说是他

取法歌德的结果。其次，他后来的文字亦多表

现此意，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研究尤为

显明事例。

沿着同样的思路，周明之说得更为深入，虽

然他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胡适做的“整理国

故”。他说：“正是在国学中，胡适找到了他迫切

需要的东西：短暂的愉快和对中国痛苦现实的逃

避。对许多现代中国人来说，国学成为一个诱人

的领域是有多种原因的。基本原因是他们本身

对其感兴趣。……文言文的高雅精美，国学所引

起的神秘敬畏感，连同中国人对过去和过去时代

的记录有种根深蒂固的崇敬态度，都使研究遥远

的过去极其诱人……国学还有种使人难以割舍

的功能。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它是遥远而使人愉

快的；它尽管深奥却不难把握分析，易于理解，它

同时还能提供极大的娱悦和某种有用的手段，一

个中国人可因此构造自己的内在世界。”（周明

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

新文化运动之后不久，胡适就遇到颇多责

难，尤其是他本来提倡“整理国故”，在社会上发

生的实际效果却背离了新文学，因此1926年他

不得不出面表示“忏悔”，无奈中放弃了自己最初

的主张，转而把大把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小说考

证上。1923年6月，胡适在杭州养病期间，撰有

《一师毒案感言》，就肯定“暴得大名，不祥”的古

训很有道理。因为名誉就是社会的期望，“期望

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愈严重。所

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来，受的责备比常人更多

更大”（《胡适日记全编》，附在《胡适日记》1923

年“山中杂记”栏），颇叹“盛名之不易处”，这当是

胡适的甘苦之言。

除了学术上受到的挫折，那几年对胡适来

说，家庭生活和爱情生活也极为不幸。其侄思聪

病死，爱女素菲病重，几经反复，1925年亡故。

胡适自己从1923年到1924年一直身体不好，一

面是劳累过度，一面也是心情苦闷。尤其1924

年2月又大病一场，等到病好，又久未得到曹姵

声的来信。事实上，1924年初，胡适向夫人江冬

秀提出了离婚，当然没有成功，因此他和曹姵声

的恋情又一次渐趋平静。

从《尝试后集》中收入的几首诗中，我们可以

清晰地读出他心中悲伤苦闷的变化过程：

1923年12月22日，他写：“山风吹乱了窗纸

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胡适：《秘魔

崖月夜》，《尝试后集》）这“人影”究竟指的是韦莲

司还是曹姵声，或者另有他指，这不太重要，重要

的是诗人笔下的凄凉之情，已经没有了一年前在

西湖休养期间“我来正碰着黄梅雨，天天在楼上

看山雾”（胡适：《烟霞洞》，《尝试后集》）这样轻松

的兴致。

1924年1月15日，他写的是：“从来不曾这

样懒过，也从来不曾这样没兴致。”（胡适：《烦

闷》，《尝试后集》）不久之后，1924年1月27日的

“几度半山回首望，天那角，一孤星”（胡适：《江城

子》，《尝试后集》），这大概已经是恋情陷入无可

挽回的境地了。此后他又写了《多谢》，说，“多谢

你能来，慰我山中寂寞，伴我看山看月，过神仙生

活……梦里总相忆。人道应该忘了，我如何能

忘！”（胡适：《多谢》，《尝试后集》）这就是他自己

宣判的结束了，可是这年秋天，他写下一首《如梦

令》：“月明星稀水浅，到处满藏笑脸。露透枝上

花，风吹残叶一片。绵延——绵延——割不断的

情线。”

1925年6月2日，《一个人的话》里他说：“忍

了好几天的眼泪，总没有哭的机会。今天好容易

没有人了，我要哭他一个痛快。”（胡适：《一个人

的话》，《尝试后集》）他为谁而哭呢？女儿还是曹

姵声，或者是他自己？也许是兼而有之吧。

而在1924年前后，正是胡适花大力气做小

说考证的时候。之前他依次写了《〈水浒传〉考

证》《水浒传后考》《〈红楼梦〉考证》《西游记考证》

《跋〈红楼梦〉考证》《水浒续集两种序》《三国志演

义序》《镜花缘的引论》《吴敬梓年谱》等，之后他

又依次写了《〈三侠五义〉序》《〈老残游记〉序》

《〈儿女英雄传〉序》《〈海上花列传〉序》《〈官场现

形记〉序》《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宋人话

本八种序》《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百二十回

本〈忠义水浒传〉序》等多篇文章。

胡适就这样默默地把郁闷的心事都灌注到

小说考证的文字中去了，这样做，比起作诗或是

作文来，更要深藏得多，安全得多了。

《尝试集》由亚东图书馆初版于1920年3月，为中国新文

学第一部白话诗集。此后不断再版，比如1920年 9月二版、

1922年2月三版、1922年10月增订四版、1923年12月六版、

1927年10月九版、1931年1月十二版、1935年8月十五版、

1941年3月十七版、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本（简称“人

文社”版）、1971年台湾胡适纪念馆的“普及版”，以及新时期

以来出现的“导读本”、文集本、全集本、选印本等等。从初版到

二版、从三版到四版变化较大，但从二版到三版变化很小；而

四版以后的各个版本，虽偶有微调，但基本都是对第四版的重

版。这些版本各有不同，但又自成体系，传递了丰富的文学史

信息。

初版本为平装，32 开，162 页，封面大小为 18.5cm×

12.7cm，除收译作3篇外，第一编和第二编分别收21首、22首

新诗，另附《去国集》，收入旧诗、译诗21首。第一编作于1917

年9月以前，大多未脱文言窠臼。第二编多是在接受钱玄同批

评之后所作。这两编中的诗良莠不齐，非常明显地显示了新诗

创生时期的“中间物”特征。卷首有钱玄同写的《尝试集序》（简

称“钱序”）和作者《自序》。另外，第一编前有《尝试篇·有序》，

第二编无序。尤值一提的是，5年前，陈子善先生发现了《第二

编·自序》手稿本：“这部《尝试集》第二编初稿本为毛边纸合订

本，共计58页，胡适墨笔所书，又有多处红笔修改补充，编订

于1918年6月。”（《发现〈尝试集〉第二编自序》）这证明初版本

第二编之前原拟想是有小序的，但初版时却被删掉了。其原因

可能是，此小序中的大部分内容已被整合进《初版自序》中了，

故也就没有留存的必要。第二编序言的发现具有特殊价值：第

一、这表明，胡适至少在初版前两年就开始着手策划、编辑这

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诗集了。第二、这有助于还原初版本原

本形态，即完整呈现初版本从策划、编辑到最后成书的过程。

第三、在第二编序言中，胡适简要陈述了创作新诗的经过，交

代第一编和第二编的编诗设想，初步阐释了“诗体的解放”的

内涵，因而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献，不可不重视。

二版卷首添加了《再版自序》，其他类同初版。《再版自序》

交代了再版缘由、创作经历及相关理论争鸣，其价值和意义自

不待言。第一编和《去国集》的篇目同初版本。第二编除新收入

《示威》《记梦》《蔚蓝的天上》《许怡孙》《外交》《一笑》共6首诗

外，还对《看花》做了修改，即删除最后两句（“人生在世，须使

可爱的见了我更可爱；须使我见了可爱的我也更可爱！”）。关

于前者，新加进去的6首白话诗，是其新诗理念发生变化后又

一次探索、实践的最新成果；关于后者，胡适曾在《四版自序》

中说：“有时候，我们也有不同的见解，例如《看花》一首，康白

情写信来说，说此诗很好，平伯也说他可存在；但我对于此诗，

始终不满意，故再版时，删去了两句，三版时竟全删了。”上述

两方面的调整，初步显示了其白话诗逐渐脱尽文言窠臼，趋向

自由、自然的动态。

三版与二版相比，除把《看花》删掉的两句重新加上外，其

他不变。由于三版极为稀缺，不易查找，加之胡适在日记中对

“三版”和“四版”的混淆记录，从而给版本考证与研究带来不

小的难度。实物难见，且遥遥不可期，久而久之，就出现了否定

“第三版”存在可能性的声音。比如，罗义华撰文称：“《尝试

集》再版、四版之间缺了个‘第三版’，如果一定要找一个‘第三

版’的话，四版就是‘第三版’。胡适犯下的一个小小的错误，

不仅迷惑了他自己，也让诸多关注新诗发展的学人和出版界

一错再错。”（《〈尝试集〉“第三版”考辩》，《江汉论坛》2013年

第11期）罗以“学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第三版’”和胡适

日记中的“误记”为由，认为并不存在“第三版”。但是，有关

“三版”字样，我们从胡适日记、当时报刊上的文学广告、周策

纵《论胡适的诗》等文献中都能查到，这说明“三版”存在的可

能性是非常大的。版本考证讲求二重证据法，即既要有实物

面世，又有文献记载作证，如二者吻合，便可完成对某一版本

的认定。罗的仅凭史料推演而得出的结论未免草率了。好

在，陕西师范大学的研究生高楠和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研究中

心的陈爽都亲见过“第三版”。根据这一信息，笔者又到首都

师范大学图书馆（古旧文献处）查证，证明确实存在该版本（封

面题名以及版权页上分别标注“三版”和“中华民国十一年二

月三版”字样）。第三版的发现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正

本清源，纠正胡适日记及自序中的“误记”。第二、为已出或未

出版的各种胡适文集、选集、单行本提供版本依据，避免版本

认定上的错误。第三、为考证《尝试集》的版本形态和新诗流变

提供第一手材料。

四版变化巨大。与三版相比，四版卷首删除《尝试篇·有

序》《钱序》《再版自序》，新增《五年八月四日答任叔永书》（代

序一）《四版自序》，改写《尝试篇（代序二）》；第一编删除《孔

丘》《他》《虞美人》《论诗杂记》《寒江》《沁园春·新俄万岁》共6

首诗；第二编删除《一念》《人力车夫》《四月二十五夜》《看花》

《送叔永回四川》等12首诗，《新婚杂诗》仅存一首，修改了《你

莫忘记》《关不住了》《应该》《威权》《上山》《一笑》6首诗；新增

15首诗，连同原二编中的《许怡孙》《一笑》，共同组成第三编；

《去国集》删除8首诗，新加入《老树行》。增订后的四版为“善

本”，此后诸版本都以此为准不断刊行。增订四版成书前，最值

得关注的是“删诗事件”。从三版到四版成书过程中，胡适先是

前后自删一遍，后又请叔永、莎菲、鲁迅、周作人、俞平伯等人

各删一遍，总共删除了30首诗。这多少有点集体创作的意味。

后来，胡适根据周氏兄弟等人的意见，整理了一份删诗目录清

单（现保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遂成就《尝试集》第四版。在此

过程中，哪些该删，哪些该保留，意见的不同反映了“五四”时

期新文学者们新诗观念的不同和实践路径的多元性。比如，鲁

迅主张删除《江上》《我的儿子》《周岁》《礼！》《例外》，以“内中

却有好多好诗”为由建议保留《去国集》，并认为“近作中的《十

一月二十四夜》实在好”。这表明鲁迅的评判标准在于诗意的

有无，而非其他。单纯述景，直白式宣泄，应酬式寿诗，因其苍

白无诗意，自然不合鲁迅趣味，而《十一月二十四夜》不但脱离

了文言窠臼，借助象征、暗示显现青涩的意境，而且以类似“老

槐树”、“枣树”、“老干叶”、“幽艳的秋天”、“没气力的声响”这

样的语象初步彰显新文学语言的审美特质。这使得鲁迅在这

里寻得了精神上的共鸣。而对胡适来说，是否是“白话新诗”是

其取舍的根本标准，甚至无视诗与文的区别（尚来不及思考）

而保留下一些类似散文性的诗。胡适极为重视周氏兄弟的建

议，依然保留下鲁迅建议删除的《江山》《礼！》《例外》，不过，他

也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思想，至于留取一些明显具有古体特

点的旧诗，特别是保留《去国集》，除出于尊重同行意见之外，

更多还是考虑如下：“内中虽然还有许多小脚鞋样，但他们的

保存也许可以使人知道缠脚的人放脚的痛苦，也许还有一点

历史的用处，所以我也不避讳了。”（《四版自序》）这里所谓“历

史的用处”，也即，它既可清晰地显现“进化论观念”和“实验精

神”如何深入影响着其新诗歌创造之路，也可充分呈现新诗是

如何从文言到白话一步步发展前行的演变轨迹。由此可见，胡

适对三版如此“大动干戈”，并不遗余力地听取同仁们的意见，

其用心可谓良苦。

1971年胡适纪念馆的普及本和1984年人文社版，分别在

台湾、大陆先后发行。前者为小开本，便于携带，封面大小为

16.7cm×9.3cm，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编纂、出版。

卷首《校后记》云：“《胡适诗歌》普及版，即《胡适手稿》第十集

的普及版，乃是应许多爱读胡先生文章的青年的要求而出的。

这个普及版分为三册：一、《尝试集》，附《去国集》；二、《尝试后

集》，附未收的诗歌；三、《诗选》，附删剩的绝句及山歌、民歌、

《云谣集》等。”与其他版本相比，其最大不同在于，它把从初版

到四版中删除的诗歌重新补入，初版的钱序、二版和四版的自

序悉数保留。很显然，这是一个全新的版本。1986年，台湾远

流出版公司以胡适纪念馆普及本为准，将之列入《胡适作品

集》（共37集）中，为第27集。后者为依原增订四版重新排定，

并订正了原版中的个别错讹之处，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

选印”（第一批）中的一种，卷末附有四版删去的初版和再版中

的序及诗。2000年7月，人文社出版了一套《百年百种中国优

秀文学丛书》，《尝试集》为其中一种，所依据的版本即1984年

这一版。这两个版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高校教师、各类科研院

所的研究人员或文学爱好者。其实，新时期以来，在中国大陆，

《尝试集》的版本形态趋于多元，除上述人文社的“选印本”外，

还有1982年上海书店的影印本（带书衣）、2001年陈平原的

“导读版”、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全集本，2013年北京大

学出版社的文集本等等。不过，对比台湾与大陆的各类版本，

两者在编选思想、再版体例、出版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也反映

了两岸读者、研究者在阅读趣味和专业志向方面的一些差异。

这种差异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

印量及再版次数能比较直观地反映一部书的畅销程度及

影响力。1949年以前，《尝试集》各版本大都没标注印数，故发

行总量就无法确知，但我们可以根据出版方的档案材料和作

家本人的文字记录做大体上的估算。关于前四版的印量，胡适

在《四版自序》中说“……这点大度的承认遂使我的《尝试集》

在两年之中销售到一万部。”此外，在胡适记载的一份版税账

单中，记录了从初版到再版的总印数：12000册，从第四版到

第十版的总印数：20000册。（《胡适全集》第31卷第300—301

页）原亚东图书馆编辑汪原放也有明确记载：“至1922年《尝

试集》印四版共15000部”，“到1953年亚东图书馆结束时止，

《尝试集》共印了47000册”（见《回忆亚东图书馆》第53页）。

这两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可信的。因为按照民国时期新文学

初版或再版的基数（2000册）和在1940年的版次（十七版）之

积（2000×17=34000），再加上前四版印量（1万册），其总量

至少达到44000册，这就接近汪的记录（47000册）。新时期以

后，人文社版首印22500册，印量很大。台湾胡适纪念馆的普

及版亦没标注印数，按常理，既然是“普及”版，其印量当不在

少数。总之，《尝试集》版本多，印量大，流传广，其影响力由此

可见一斑。

《《尝试集尝试集》》的版本谱系的版本谱系
□□张元珂张元珂

胡适做小说考证的个人因素
□王清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