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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梳理了胡适与厦门大学及前后两任校长的关系，发现了一些新史料。特别

是由鲁迅在厦门大学期间的议论，分析了鲁迅及“胡适派”文人行事作文的不同风格，同时对
鲁迅关于厦门大学的评论进行了辨析和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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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１９４９年以前的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在这之后依然存在的很少（主要指校名和校址），
复旦大学和厦门大学是少数在校名和校址方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大学，
所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
相对而言是最容易保存完整校史的大学，而其他早年的私立大学就没有这样幸运，甚至包括一些当
时的国立大学（比如中央大学后来就消失了）。在这一点上，复旦大学和厦门大学的校史和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等名校一样，有完整的连续性，这为保存一所大学的历史提供了完整的历史记忆。本
文研究胡适与厦门大学的关系，主要是想在这种历史的连续性中重新发现历史记忆中较容易忽略的
东西。
从现在保存下来的史料中，大体可以判断，胡适成年后没有到过厦门，自然也就没有到过厦门
大学，但胡适的父亲胡铁花病逝于厦门。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六月廿八日到厦门，手足俱
〔１〕 胡适父亲在厦门的
不能动了。七月初三日他死在厦门，成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一个牺牲！”
〔２〕
住处叫“三仙馆”。

本文注意到胡适与厦门大学的关系，主要基于两种历史事实，一是厦门大学对胡适的敬意，二
是胡适一生与厦门大学校长的直接和间接关系。考察这种关系，对于深入了解厦门大学早年的学风
和它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有启发意义。
胡适一生对私立大学的评价很高。凡谈论中国高等教育，他始终把私立大学放在与国立大学平
等的地位上，无论是在抗战前的庐山谈话会上还是 １９４７ 年写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在
胡适的大学观念里，从没有把私立大学排除在外。胡适在《谈谈大学》的演讲中曾说过：“记得二
十余年前，中日战事没有发生时，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
当时每一个大学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

〔１〕《胡适作品集》
（１）
，
（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１６ 页。
〔２〕 唐德刚著：
《史学与文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２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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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过去的一点传统现在全毁了。”〔３〕 胡适认为私立大学有其优点，就是
“比较自由，更少限制”
。胡适的这个评价中，自然包括当时的厦门大学。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厦门大学建校初期，曾从全国各地聘过许多教授，其中尤以 １９２６ 年前后从北京大
学聘任的教授为多，如鲁迅、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孙伏园、川岛等等，这些人多数与胡适有密切
交往。因为这些交往关系为人们所熟知，本文不再涉及，这里只对以往研究中为人忽略处略作说明。

一、厦门大学拟聘胡适当校长
一所大学追求的主导价值，常常可以从他聘任何种类型的大学校长的选择上看得出来。１９４９ 年前，
对于私立大学来说，大学教授自由流动和大学校长自由聘任方面尤为自由。今天谈论厦门大学较为人注
意的是它和鲁迅的关系，但一个基本事实是鲁迅对厦门大学的评价并不高，《两地书》原信中曾有“厦
〔４〕 的说法。１９２７ 年 １ 月，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后给韦素园写信，提到该校“是一
大是废物，不足道了”

个不死不活的学校，大部分是许多坏人，在骗取陈嘉庚之钱而分之，学课如何，全所不顾。且盛行妾妇
之道，‘学者’屈膝于银子面前之丑恶，真是好看，然而难受”。〔５〕
鲁迅在厦门大学短暂的经历并不愉快，而且这一经历很可能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职业选择，因为
１９２７ 年后鲁迅选择了自由作家的生活方式，终身不再进入大学。
１９２６ 年秋天，厦门大学聘任鲁迅的时候，鲁迅 ４５ 岁。１０ 年后厦门大学拟聘胡适作校长时，胡适恰
好也是当年鲁迅到厦门大学时的年龄。厦门大学选择胡适来做校长，至少可以说明厦门大学当时认同胡
适的社会声望和他的思想倾向，
同时说明厦门大学期待追求的学风和大学的建设目标与胡适的理想相近。
厦门大学拟聘胡适做校长的历史根据出自台静农，是台静农晚年和胡适的助手胡颂平说起的，胡颂
平把这个信息记在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８ 日：今春，厦门大学拟聘先生为
校长，托由台静农代为接洽，先生婉谢。
”胡颂平特为此条加一注解：
“台静农与编者谈起先生复他的谢
〔６〕
绝之函，惜已遗失。”

虽然台静农不可能提供胡适的原信，但作为这一历史事实的确切证据，从一般的经验判断，台静农
的话是可信的。台静农本人和鲁迅关系很近，晚年在台湾回忆这样的历史细节，没有任何编造历史的企
图。另外，如果是私人请托，以后有可能从厦门大学早年领导的相关史料中找到印证；如果是机关决定，
有可能在厦门大学的相关档案中发现记录。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台静农有一封给胡适的信，当时台刚要离开厦门大学去山东大学任教。他在信
中和胡适谈到厦门大学的情况：
“至于厦大，过去两年，辨明先生任院长，力加整顿，情形渐好。本年
因辨明先生与陈嘉庚氏有改革学校之约，后为林文庆氏所知，因与其左右力攻辨明先生……辨明先生不
安其位，辞去文学院长，厦大一切从此操于林氏左右两三人之手（教育部有国立东方语言学校之创办，
赵元任先生推荐辨明先生任校长，就否尚未定）。开学后，学生一度罢课，要求国家收回，校方恳请厦
门市长出面调解，风潮始息。政府年出十余万之津贴，竟任其腐败下去，实为可惜。”
台静农同时还对胡适谈了他在厦门大学的另一种感受：
“往年生在北平任事，实为隔膜，近年以来，
据所知者与北平较之，相差诚远。如学校当局，除对外敷衍政府功令外，对内唯希望学生与教员相安无
事而已；至于如何提倡研究空气，如何与学生及教员研究上之方便，均非所问。长此以往，诚非国家之
〔３〕《胡适作品集》
（２５）
，第 ２１８ 页。
〔４〕 王得后著：
《
〈两地书〉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１６５ 页。
〔５〕《鲁迅全集》第 １１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５２３ 页。
〔６〕 胡颂平编：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４ 册，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５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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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７〕
台静农此信是在厦门大学拟聘胡适做校长前几个月写的，对厦门大学基本上是负面评价，所以当时
厦门大学留给胡适的印象可能不是太好。至于台静农信中所陈述的情况是不是历史事实，其实并不重要。
一个学校的职员对于校政有一些情绪化的负面评价，应该说是所有大学中经常存在的情况。鲁迅《两地
书》中对厦门大学看法的情形，也大体相同，多偏重于个人感受，难免情绪化，只能作为完整判断历史
的参考。
台静农后来对胡颂平说，胡适谢绝了厦门大学对他的聘任，没有说明什么理由。不过从当时胡适的
处境和社会地位观察，他出任厦门大学校长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台静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和鲁迅与胡适同时保持较好关系的一位，晚年在台湾依然保持了
与胡适的友好关系。１９５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胡适给台静农一信：
“今天翻检月涵先生送我的《歌谣周刊》合
订本四册，其中有你的《淮南民歌》第一集，共有一百十三首，还有你《致淮南民谣的读者》短文一首。
你那天说，你已没有存稿了。何不用这本《歌谣》作底本，叫人重抄出来，校勘一遍，重印成一个单行
本？”〔８〕
抗战期间，胡适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对当时厦门的情况很关注。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胡适给外交部
电报：“日机轰炸重庆、福州、宁波、汕头等处，美外交部已令驻日大使根据人道立场，向日抗议。日
〔９〕 ５ 月 ２７ 日，
占领鼓浪屿租界，美外交部已据厦门领事报告，正研究。各报均载此消息，尚无评论。”

胡适给重庆外交部长电中说：
“美国海军之调回太平洋已足使敌人震惊，鼓浪屿之美、英、法海军合作
尤出敌之意外，号称受中立法束缚之美国，忽然与英法各调兵舰到厦，各派四十二名陆战队登陆，而美
国报纸无抗议，国会无质问，岂非揭破中立法之大谎乎？盖美国总统为海军元帅，其权力足以造成作战
局面，此点似甚使敌人注意。
”〔１０〕
把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大学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是中西方所有大学的习惯，有时候因为历史人物的
突出重要性甚至会忽略那些重要人物和一所大学关系的真实历史，
比如鲁迅和厦门大学的关系就是一例。
对于一所今天还存在的大学来说，强调历史人物与它的关系时，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常常不重要了，重
要的是那些历史人物的社会声望对学校会发生另一种意义的影响。同样道理，也可以用来解释胡适与厦
大的这一点关系，不过这是没有发生关系的关系。

二、胡适与萨本栋
萨本栋是著名物理学家，１９４８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这在当时是中国学术界的最高学术荣誉。萨
本栋在整个抗战时期都担任厦门大学的校长。他离开厦门大学校长一职后，转任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总干
事，负责日常工作。１９４８ 年，中央研究院完成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院士选举工作，当时具体负责此事
的就是萨本栋。
抗战前厦门大学曾拟聘任胡适出任校长一职，胡适没有答应，这一职务最后落在了当时在清华大学
任教的萨本栋身上（当时只有 ３５ 岁）
。萨本栋是福建闽侯人，１９２２ 年清华放洋的留学生，同届有闻一多、
罗隆基、雷海宗、王际真、吴泽霖、潘光旦等。在厦门大学校史上，前三任校长都是福建人，如果当时
胡适能答应厦门大学的聘任，则会较早开创外省人做厦门大学校长的历史。萨本栋担任厦门大学校长的
〔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３４２ 页。
〔８〕 胡颂平编：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８ 册，第 ３１１２ 页。
〔９〕 胡颂平编：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５ 册，第 １６６６ 页。
〔１０〕 胡颂平编：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５ 册，第 １６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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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聘任胡适出长厦门大学的时间很相近。萨本栋担任校长期间，厦门大学发展极有起色。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浦江清到厦门大学看朋友，他在日记中说：“是日上午，蛰存领余参观厦大图书馆。西文书，凡
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
出意料之外。据云语言、文学为林语堂、生物为林惠祥所购，故有底子。人类学书亦富。中文则丛书甚
〔１１〕 萨本栋虽然是物理学家，但对图书馆的要求却不局
多，地志亦不少，顾颉刚所购。金文亦不少。”

限在物理一科上。浦江清还说：
“又有德文书不少，自哥德以下至托马斯·曼均有全集。尼采、叔本华
全集英德文皆有。亚里斯多德有最新之英译本。”
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胡适和萨本栋同时担任过美国在华教育基金的成员。当时中国顾问有胡适、萨
本栋、韩庆濂、吴贻芳，美国方面有司徒雷登、顾临等。当时这个基金有 ２ ０００ 万美元，分 ２０ 年用。这
〔１２〕
就是后来著名的富布赖特基金。

胡适和萨本栋密切交往是萨本栋当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时候，特别是在选举院士时，萨本栋和胡适
的来往很多。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收有萨本栋致胡适的信八封，主要涉及当时院士选举的规章制
度及相关工作，虽多有公函性质，但其中也时常流露出相互间的私人情感。因为《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是较为专业的文献类出版物，一般读者不易见到，加之原文献以影印形式出版，在对原信的识读和辨识
方面都存在难度，为使这些文献能在学术研究中更为广泛使用，现抄出如下并略作说明：〔１３〕
１
适之先生道鉴：
本次评议会开会时，先生致词已经速记送来，兹送上拟请核示交还，以便付印。
敬颂
道安
弟 萨本栋 敬启
附稿一件〔１４〕
２
适之先生道右：
前者，本院为求普遍明了的诸学术专家概况，曾肃寸楮，并附表一份，送达左右，请就所知，介绍学
术专家若干人，并示其姓名住址，俾便通讯。顷承各方协助，虽略识当世贤达，唯以先生交游素广，未承
明教，终感不足。用再渎陈。希将介绍人选，早日赐寄，至为企幸。
专颂
道安
弟 萨本栋 谨启〔１５〕
３
适之先生：
二月廿七日手教奉悉。截至现在，各地评议员复信能如期到会者不过十五人。连同其它未复信而可到
〔１１〕 浦江清著：
《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
，三联书店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１７０ 页。
〔１２〕《胡适全集》第 ３３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６６６ 页。
〔１３〕 萨本栋书信的抄录工作得到程巢父先生的指点，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原书信中许多字迹我辨识不出，但抄录中出现的
错误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１４〕 耿云志主编：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１２ 卷，黄山书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１８８ 页。原信未注日期，随信寄来的还有胡
适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 ２３ 日在中研院第一届院士会议上的讲话打印件一份、
《胡评议员适之致词》的手写稿一份。
〔１５〕 原信未写日期。此信及以后的信均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４１ 卷，黄山书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１１８ — １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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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之京沪当然评议员，估计勉可达到法定廿一人之人数。但设或临时缺席，即有流会之虞。此次会议目的
为选举院士，自以出席者愈多愈好。代表投票之方法，于评议会议事规程中虽有根据，但与院士选举规程
第十四条规定之精神颇不相符，是否可行，仍需待开会时决定。预先请不能到会者投一票，实为备用而已。
此点务请向平中诸评议员婉为说明，并代为劝驾为感。旅费已于日昨汇出（平为三千万）
，不敷之数，容后
再算。先生何日到京，请先期赐示，俾便扫榻。
顺颂
教安
后学

萨本栋

卅七、三、一

４
适之先生：
顷奉七月九日大函。敬悉北大现正提名院士候选人，本月十五日或可竣事，深以为慰。北大提名范
围不限于一机关，到底是“大学校”的风度，更为钦佩。至于前此所奉上之参考名单，其中医学一科系林
可胜先生以英文写出，由□丰□〔１６〕 先生译成中文，人名有误，抄写时又有错，寄出时栋未曾校阅，承
指出，至感。好在该名单只供参考而已。现各方来函多以搜集候选人之资料不易，对于七月廿日截止提名
一节，事实上恐须展期。俟与

霓先生商洽后当决定应否延展。专复

并颂
教安
后学 萨本栋 顿首 七、
十四
５
适之先生：
午世电奉悉。院士提名单三大包已经照收。谢谢！报载博士学位授予法由立法院审议一节，恐系
传闻失实，本早晤及考试院陈百年先生，据云新闻记者曾根据申报所载消息，向其打探内容，彼因考
试院前曾起草此法，故未否认；事实上，日来并无新举动，行政院对此事一时恐无暇顾及，中研院所
复行政院之议决案，至今尚未见下文，大约政府忙于他事，早将此法置诸脑后矣。知注

特复

并颂
教安
后学 萨本栋 顿首 八、
一
６
适之先生：
十一月一日手教奉悉。明年一月十一日蔡先生之纪念会中学术讲演仍恳先生拨冗南下担任。除此之外，
尚拟在该时前或后召开第三届评议会第一次会议。院士提名筹备工作大约于十二月底可以办妥，一月中评
议会即须审查最后名单才来得及在明年再开院士会议时投票选举。附上日昨在沪江大学之讲词一篇，在这
个时候来谈这个问题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清闲同镇静的涵养罢？一笑。
颂
研安
后学 萨本栋 顿首 十一、
八

〔１６〕 三字是一人名，原件二字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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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适之先生大鉴：
下届聘任评议员提名委员会委员人选业已聘定，并经检附名单，另函奉达。依章评议员应由本院院士
选举之，而第一次院士会议已定在本年九月中举行，距今仅有两个月之期，必须在此期间内将提名手续办
理完竣。但现在提名委员会各委员散处国内外各地，交通关系，召集开会事实上不无困难。似应酌予变通
办理，先请各委员尽量选择合于评议员候选人之资格者，向提名委员会提名，人数可暂不拘，统由会汇集，
一面再函请全体院士照章提名，以便于举行第一次院士会议前，召开提名委员会商讨各组应提出之人数及
候选人之名单。用特函请

洽赐办，并盼于八月十日前将所提候选人姓名示复为祷。

颂
时祺
附历届评议员名单一份、院士名单一份、评议会选举规程一份
萨本栋 敬启
８
适之先生道席：
此次院士会议事属草创，筹划多欠周详，简慢之处，犹深惶歉！兹有启者第一辑院士录先因集稿费时，
开会前匆匆付印，未及详校，难免遗误，所冀能于第二辑补印时一一加以厘订。按该稿除著作目录外，关
于各位院士之简历部分，采照英美之名人录（Ｗｈｏ’ｓ

Ｗｈｏ）体制编制，故有生年生地，直系亲属称谓及

学历经历之年份等，凡此项目，倘非直接供给资料，不仅难于详悉，且恐更多舛讹。第一辑于此多存疑从
阙之办法，究于全编体例显有未纯，兹已决定于第二辑中力求改善，用特预将第一辑关于台端部分之记载
剪裁附后，敬请惠予核正补充，不论有无更改并希早日见复，俾获提前付印，从容勘校。又台端最近及将
来之著述亦请随时开示，以便一一编入，藉臻完卷。此种预筹，谅蒙乐助，敢复 缕及之。

此

颂
研安
萨本栋 谨启 中华民国卅七年拾月九日 发出
胡适给萨本栋的回信现在能见到的还很少，
《胡适全集》中只收有一封：〔１７〕
本栋兄：
本院院士选举规程草案，我完全同意。
第十三条第二项或可作文字上之修正，如下：
依本院组织法第六条之规定，第一次院士选举时，本条所指之院士会议，应由评议会代行其职权。
如此则可与第十四条第二项相照应。
又第一次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我的选举票也附上，请代为转交。
匆匆敬祝
大安
弟

胡适敬上。卅六年、四、廿八日

萨本栋和胡适的来往书信中，保存了很多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中的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当时
中国知识分子做事的基本风格，特别是在院士选举这样事关名利的事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
〔１７〕《胡适全集》第 ２５ 卷，第 ２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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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比如萨本栋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
“敬悉北大现正提名院士候选人，本月十五日或可竣事，深以
为慰。北大提名范围不限于一机关，到底是‘大学校’的风度，更为钦佩。”由萨本栋在中央研究院总
干事位置上的行事风格，也可以推断他在厦门大学校长任上时的表现。１９４９ 年前厦门大学的四任校长，
均有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于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一所私立大学的风度。

三、胡适和林可胜
现在很难看到胡适与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交往的直接史料，但胡适和林文庆的儿子林可胜的关系很
好。林可胜也是 １９４８ 年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当时学术地位非常高，特别对中国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起
过重要作用。他在英国接受了完整的教育，１９２４ 年回国，任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的系主任。他创
办的英文 《中国生理学杂志》是当时世界一流的专业杂志。〔１８〕
抗战时期，林可胜领导中国医疗系统投身救国事业。日军进攻上海时，他领导了红十字医疗队参与
救援。１９３７ 年，林可胜在汉口组织了二十多个医疗队，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主力。在贵阳，林可胜主
持了被称为中国战时最大的医学中心，组织的训练班培训了一万五千多位医疗技术人员。他创建和领导
了中国军队救护系统，１９４１ 年后出任当时国民政府军队医疗系统的主要领导职位军医署长。 林可胜还
直接培养了中国最著名的生命科学家冯德培，冯于 １９８６ 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胡适给《民族晚报》主编李少陵的信中提到他想读《旷代雄才张静江》。张静
江的女儿是林可胜的夫人，胡适信中对林可胜的评价是：“林先生是第一流的生理学者，民国卅七年被
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今年九月在香港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之后，顺道来台……那天我就告诉林夫
人，《民族晚报》有一篇十分崇拜你父亲的文章，正在开始登载。等到文章登完之后，我一定剪了寄给
你。”林夫人也很高兴，说我一定寄给我的母亲看。文章连载完后，胡适就把自己的一份剪报寄给了林
夫人。〔１９〕
据许多史料记载，林可胜是一个很风趣的人，此点与胡适在性格上很相近。在台湾中研院开院士会
议的记录中，经常可以看到胡适和林可胜同时出席，胡适日记中也常常提到林可胜。

四、
《两地书》中的胡适
鲁迅在厦门大学生活的时间共 １１３ 天。他关于厦门大学的议论，主要在《两地书》和《华盖集续编》
中，基本上都是私人通信。
在历史研究中使用私人通信印证和说明历史事实，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私人信件公开的年代。一般来
说，历史人物的私人书信都是在当事人去世后才可能公开，所以使用私人书信研究历史，通常与历史当
事人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是历史当事人身后公开的私人书信中传达的历史信息，基本还是在
私人生活领域，历史研究中使用这些材料也是以私人生活领域这个范围为界的，因为私人书信有特定对
象，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影响叙述的真实性。但鲁迅关于厦门大学的议论，不属此例，因为《两地书》和
《华盖集续编》都是鲁迅生前亲手编定并公开出版的文集。两书中鲁迅关于厦门大学的议论，已不是私
人话语而是公共舆论，说明鲁迅认可这些评论。
鲁迅在厦门时期留下的文字并不多，最重要的是他和许广平的通信。另外还有他当时写给北新书局

〔１８〕 饶毅：
《
〈中国生理学杂志〉
：一本前沿研究学报》
，
《二十一世纪》杂志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号，第 １０３ — １０５ 页。又见曹育：
《民国时期的中国生理学会》
，
《中国科技史料》第 ９ 卷第 ４ 期，第 ２１ — ３０ 页。
〔１９〕《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１０ 册，第 ３７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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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李小峰的信，这就是经常提到的《两地书》和《华盖集续编》中的“厦门通信”、
“海上通信”。
《华
盖集续编》和《两地书》分别于 １９２７、１９３３ 年公开出版。
《华盖集续编》是鲁迅 １９２６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在厦门编定的，鲁迅厦门时期的文章在《华盖集续编》中
单列一节名为“华盖集续编的续编”
，鲁迅说：
“在厦门岛的四个月，只做了几篇无聊文字，除去最无聊
者，还剩六篇，称为《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总算一年中所做的杂感全有了。”〔２０〕
鲁迅到厦门大学的时候 ４５ 岁，正值中年。那时胡适才 ３５ 岁，尚属青年。１９２６ 年前后，在鲁迅生活
中有好几件不愉快的事。一是“三一八惨案”
，二是“闲话事件”，三是和高长虹的“月亮事件”。 鲁迅
到厦门大学教书的原因，现在公认是私人事件（他和许广平的关系），与政治和革命无关。〔２１〕
有时候我们会很奇怪，鲁迅何以会对一所自己并不很了解的私立大学产生那样的恶感，并把这些感
受具体写在非常私人化的信件中而且还公开出版？其实事情并不复杂，当时在鲁迅的观念中，确实已
存在了一个“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
。但考察这一时期鲁迅和胡适的相关言论，没有发现胡适对鲁
迅的议论，但鲁迅在私人书信中确实有对胡适的议论。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２８ 日，顾颉刚给胡适的信中曾详细述说他在厦门大学的经历和感慨，其中有这样的话：
“现在竭力骂我的几个人都是最不做工作的，所以与其说是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这是见诸报纸的），
不如说是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倾轧。”〔２２〕
鲁迅给李小峰的信中说：
“那时校长如何自卫，我不得而知；这回是说我的辞职，和刘博士无干，乃
是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所以走掉的。这话就登在鼓浪屿的日报《民钟》上，并且已经加以驳斥。但
有几位同事还大地紧张起来，开会提出质问；而校长却答复的很干脆：没有说这话。”〔２３〕
《两地书》四二说 ：
“在国学院里的，朱山根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朱荐的，
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算可以谈谈的了。”〔２４〕
《两地书》四六说 ：“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朱山根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
而田千顷、辛家本、白果三人，似皆他所荐引。”〔２５〕
《两地书》五八说：
“
‘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涨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本
合。理科也很忌文科，正与北大一样。
”〔２６〕
《两地书》六六说：
“山根仍旧专门荐人，图书馆有一缺，又在计划荐人了，是胡适之的书记，但这
回好像不大顺手似的。”〔２７〕
鲁迅在厦门大学的经历，以往研究者只是较多使用《两地书》中的史料，这是一个单方面的史料，
以此判断历史事实是不够的。鲁迅对厦门大学的评价，如果与顾颉刚、台静农给胡适的几封信对读，大
体可以看出当时较为真实的历史。
顾颉刚对当时厦门大学的评价也不高，但他对当时鲁迅的生活处境和厦门大学教授间的矛盾和纠纷
的评价，显然比鲁迅公允，就是对鲁迅本人，顾颉刚也出语平和，在私人信件中始终以“鲁迅先生”称
之，而且是正面评价。他对胡适说：
“鲁迅先生受了广东中山大学之聘，向厦大辞职。他是很得学生信仰
〔２０〕《鲁迅全集》第 ３ 卷，第 ３６８ 页。
〔２１〕 朱正、邵建和韩石山均持此论。参阅韩石山著：《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２６０ — ２６９ 页。
〔２２〕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 ４３２ 页。
〔２３〕《鲁迅全集》第 １１ 卷，第 ３９９ 页。
〔２４〕《鲁迅全集》第 １１ 卷，第 １１９ 页。
〔２５〕《鲁迅全集》第 １１ 卷，第 １２６ 页。
〔２６〕《鲁迅全集》第 １１ 卷，第 １６３ 页。
〔２７〕《鲁迅全集》第 １１ 卷，第 １８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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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家觉得他走了非常可惜，因此怨毒钟于刘楚春，说他的走是刘氏夺权的结果。”〔２８〕
《两地书》出版时，鲁迅曾对原信作过删节、修改甚至有的信件又重写过。〔２９〕 而顾颉刚、台静农
给胡适的信是保存在胡适档案中的史料，是后来研究者公开的，与历史当事人无涉。从史源角度观察，
公开出版的《两地书》和《两地书》手稿不是一个类型的史料，而凡经修改的史料，其史料价值是必然
〔３０〕
要降低的。

《两地书》公开出版时，把一些真人姓名隐去，用化名代之。鲁迅说：“还有一点，是信中的人名，
我将有几个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坏，并不相同。此无他，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
〔３１〕
或则单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听候开审’之类的麻烦而已”。

化名的起法，也极见鲁迅的风格，他使用了一些训诂、谐音及对仗的思维，但基本是贬损性的方法。
如顾颉刚称“朱山根”
，陈万里称“田千顷”
，黄坚称“白果”，陈乃乾称“田难干”
，黎锦明称“乌文光”
，
陈衡粹称“田平粹”
，潘家洵称“辛家本”
，等等。据川岛说，鲁迅在《故事新编》的《理水》中，也对
〔３２〕 联想到鲁迅在同一本书中对高长虹的影射，可以判定鲁迅有把现实
当时厦门大学的生活有所影射。

生活中的人事写入小说的习惯，或者说，鲁迅有借小说来嘲讽同行、同事的爱好。

五、简短的结论
从胡适与厦门大学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当时厦门大学所追求的办学理想。陈嘉庚制定《厦门大学校
旨》的基本思路是以自由主义教育为基本理想追求的，特别是“校旨”中强调“注重各科学研究之工作，
以期养成真正研究之精神，使各种学术，均能达到最高深之地步”以及“提倡学生自治之组织，以期养
〔３３〕 这些
成高尚之人格，发扬美满之民族精神，于学校内造成一种模范社会，以为将来服务之预备”。

思想决定了厦门大学聘任校长的基本选择。
厦门大学在鲁迅离开 １０ 年后，提出聘任胡适出任校长，说明厦门大学认同胡适的理想。另外，当
时关于“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冲突，虽然只是传闻，但从《两地书》中提到胡适的言辞判断，鲁迅当
时确实很在意这种关系。
《两地书》六八、六九中原信提到“研究系”和顾颉刚处，发表时改为“现代
〔３４〕 而且用了“
派”，
‘现代派’下的小卒就这样阴鸷”、
“‘现代派’学者之无不浅薄，即因为分心于此
〔３５〕
等下流事情之故也”这样的言词。
〔３６〕 把鲁迅南下厦门的选择
鲁迅的厦门时期，大体是他和胡适及“现代评论派”彻底分手的时期。

从个人生活处境来理解更为接近事实。这一时期鲁迅对“胡适派”的多数评论带有个人想像成分，比如
鲁迅曾说过顾颉刚是“研究系”
，有学生问他有什么证据？鲁迅回答：
“这要什么证据，我说他是研究系
〔３７〕 可见，以往把私人生活处境中的个人选择放在政治背景下来作过度阐释，夸大了鲁
就是研究系。”

迅私生活的政治意义，形成了神话鲁迅的一般思维。

（责任编辑

〔２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 ４２５ 页。
〔２９〕 王得后著：
《
〈两地书〉研究》
，第 ９６、９７ 页。
〔３０〕《两地书真迹》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３１〕《鲁迅全集》第 １１ 卷，第 ５ 页。
〔３２〕 川岛著：
《和鲁迅相处的日子》，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６０ 页。
〔３３〕 转引自洪永宏编著：
《陈嘉庚新传》
，
（新加坡）陈嘉庚国际学会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８７ 页。
〔３４〕《鲁迅全集》第 １１ 卷，第 １８６、１８７ 页。
〔３５〕《鲁迅全集》第 １１ 卷，第 １８６、１８７ 页。
〔３６〕 桑兵：
《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
《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 ５ 期。
〔３７〕 顾潮著：
《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１１０ 页。

82

张

灵）

·本期论文英文摘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40

Xu Zhangrun / Professor of Law a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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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 Guozhong /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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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ｇａｖｅ ｒｉ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ｏｆ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Ｌｉｃｉ Ｙａｙｉ”ｉｎ Ｗｅｎｘｉｎ Ｄｉａｏｌｏｎｇ
Tong Qingbing /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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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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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Ｆｕ”ｉｎ Ｌｉｕ Ｘ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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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ｏｎ Ｆｕ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ｕｐｏｎ ｈｉ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Ｌｉｕ Ｘｉｅ’
ｓ“Ｌｉｃｉ
Ｙａｙｉ， Ｆｕｃａｉ Ｘｉ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ｏｒｎａｔ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ｌｅｇａｎｔ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ｒ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ｓ ｓｅｔ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ｏｆｆ） ｉｓ ｐｏ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ｔｗｏ ｌａｙｅｒｓ． Ｗｈｅｎ ｈｅ ｐｏｓｉｔｓ“Ｌｉｃｉ”（ｏｒｎａｔ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Ｙａｙｉ”
（ｅｌｅｇａｎｔ ｍｅａｎｉｎｇ），“Ｗｅｎ”
（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Ｚｈｉ”（ｎａｔｕｒｅ） ｏｒ“Ｓｅ”
（ｃｏｌｏｒ） ａｎｄ“Ｂｅｎ”（ｅｓ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ａｉｒｓ， ， ｈ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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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ｅｇａｎｔ ａｎｄ ｕｐｒｉｇｈｔ”
，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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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ｅａ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Ｌｉｕ Ｘｉｅ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ｈａ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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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e Yong /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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