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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胡适以“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精华联结起来”作为其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根本宗旨，奠定了中

国近 80 年来以西方哲学史的观点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其主要贡献是在发掘中国哲学的知识论和

方法论成就，使之与现代科学精神相接轨方面。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对于以西释中的过于倚重，使他亦不免作出某

些牵强附会的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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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胡适的中西哲学之比较

许苏民

（南京大学 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3）

继严复、梁启超、王国维之后，胡适是又一位在会通中西

哲学方面作出卓越建树的人物。在引进西方哲学方面，其最

重要的论著是《实验主义》、《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在中国

哲学研究方面，则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国中古思

想史长编》、《中国思想史纲要》、《戴东原的哲学》等论著。其

研究中西哲学的根本宗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把现代文

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精华联结起来”。他在中西哲学比较

研究方面既有许多真知灼见，也有一些牵强附会之处。鉴于

其巨大影响，仔细分辨其学理得失，对于提高比较哲学研究

的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一、“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精华联结起来”

胡适虽然最尊实验主义，但他的哲学史观却主要来自德

国人文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之后

所附参考书举要，就明白标出：“论哲学史，看 Windelband’s

A History of Philosophy（页八至十八）；论哲学史料，参看同书

（页十五至十七注语）。”[1](p183)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篇

《导言》中不仅回答了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史、什么是研

究哲学史的目的，而且对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有什么

位置、如何作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如何“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

中国自己的精华联结起来”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论述。

胡适认为：“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

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

系都可算作独立发生的。到了汉以后，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

了欧洲的中古哲学；印度系加人中国系，成了中国的中古哲

学。到了近代，印度系的势力渐衰，儒家复起，遂产生了中国

近世的哲学，历宋元明清，直到于今。欧洲的思想，渐渐脱离

了犹太系的势力，遂产生了欧洲的近世哲学。到了今日，这两

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

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1](p165-166)

他认为中国哲学史可分三个时代：（一）古代哲学，自老

子至韩非，为古代哲学，又名“诸子哲学”。（二）中世哲学，自

汉至北宋，为中世哲学。这个时代，又可分作两个时期：自汉

至晋为中世第一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派，无论如何不同，都是

以古代诸子的哲学作起点的。如《淮南子》是折衷古代各家

的，董仲舒是儒家的一支，王充的天论得力于道家，性论折衷

于各家，魏晋有老庄之学。自东晋以后直到北宋为中世第二

时期。这几百年是印度哲学在中国最盛的时代。印度的宇宙

论、人生观、知识论、名学、宗教哲学，都能于诸子哲学之外别

开生面，别放光彩。此时凡是第一流的中国思想家，如智顗、

玄奘、宗密、窥基，多用全副精力发挥印度哲学。（三）近世哲

学。唐朝以后，印度哲学已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明的一部分。

印度哲学在中国，到了消化的时代，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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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产生中国近世的哲学。宋明哲学，或程朱，或陆王，表面

上虽都不承认和佛家有何关系，其实没有一派不受印度学说

的影响。这种影响，约有两个方面：一面是直接的。如由佛家

的观心，回到孔子的“操心”，到孟子的“尽心”、“养心”，到《大

学》的“正心”。另一面是对佛家的反动，反对佛家的出世主

义，极力提倡伦理的入世主义。在这里，胡适以西方近代哲学

冲破基督教束缚而独立发展来套中国宋明哲学，称之为“近

世哲学”，这一说法是极其牵强的。须知印度佛教在中国远未

起到基督教在欧洲中世纪那样的作用，宋明理学所起的客观

社会作用毋宁说更接近于基督教经院哲学在欧洲中世纪所

起的作用。但胡适以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来讲清代的学术变

迁，则别具慧眼。

从比较哲学的方法论上来说，胡适奠定了中国近 80 年

来以西方哲学史的观点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基

础。他指出：“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

学融汇贯通，要使它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我所用的比

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须知东西的学术思想的

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至多不过可以见得人类的官能心理大

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异的境地时势，便会产出大同小异的

思想学派。东家所有，西家所无；只因为时势境地不同，西家

未必不如东家，东家也不配夸炫于西家。何况东西所同有，谁

也不配夸张自豪。故本书的主张，但以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

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

述的工具。”[1](p182)这一论述不乏合理因素，尤其是在注意到人

类心灵的普同性，以及思想与时势的关系方面。借助于西方

哲学的工具来整理中国哲学，也不失为一种沟通东西方文化

的方式。

胡适力求在中西哲学之间寻找结合部，对中西两大哲学

源头如何汇合，如何才能产生出“一种中国的新哲学”的问题

作出了回答。他说：“我们当前比较特殊的问题是：我们在哪

里能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

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

的科学和哲学？这就不只是介绍几本学校用的逻辑教科书的

事情。”[1](p10)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走向，他提出了“把现代文

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精华联结起来”的主张。他说：“真正

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

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

这个大问题的解决，就我所能看到的，惟有依靠新中国知识

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依靠他们的机智和

技巧，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精华联结

起来。”[1](p10)

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有赖于从儒家的道德伦理和理

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因为儒学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

多敌对的学派中的一派，不能把它看作是精神的、道德的、哲

学的唯一源泉，而只是灿烂的哲学群星中的一颗明星。[1](p10-11)

他努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科学与民主的知识论基础，认

为在反对独断主义和唯理主义而强调经验，用历史的或发展

的观点来看真理和道德方面，这些西方现代哲学的最重要的

贡献“都能在公元前五、四、三世纪中那些伟大的非儒学派中

找到遥远而高度发展了的先驱”。因此，“非儒学派的恢复是

绝对必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

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1](p11)他说到了清代，诸子学复兴，一

般学者崇拜子书往往过于儒书，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

直是“婢作夫人”了。“我们中国到了这个古学昌明的时代，不

但有古书可读，又恰当西洋学术思想输入的时代，有西洋的

新旧学说可供我们的参考研究。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

两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主要是指经过

清代汉学家整理的诸子学说———引者）；一方面是西洋的新

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

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1](p168)

胡适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实际上是偏重于以西释中

的，但他并不认为这一方法是完美无缺的。他强调指出：“新

中国的责任是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

被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如果用现代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

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释现代哲学，这样，也只有

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和研究的

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1](p11)用现代哲学去解释中国

古代哲学，是以西释中；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释现代哲

学，是以中释西；两者的结合，就是中西互释，互相印证，互相

发明。他认为只有采用这样的方法，才能达到真正会通中西

哲学的目的。这一观点应该说是更全面的。

二、论中西哲学的起源与先秦哲学中的本体论和名学

胡适论先秦哲学，开篇就有一段将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的

气势恢弘的文字。他写道：“中国哲学的最初阶段 （公元前

600 年—前 210 年），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和最灿

烂的时代。这是老子、孔子、墨翟、孟子、惠施、公孙龙、庄子、

荀子、韩非以及许多别的次要的哲学家的年代。它的气势，它

的创造性、它的丰富性以及它的深远意义，使得它在哲学史

上完全可以媲美于希腊哲学从诡辩派到斯多噶派这一时期

所占有的地位。”[1](p13)这一观点与梁启超的“地球盛运说”有异

曲同工之妙。早在 1901 年，梁启超就以俯瞰人类文明发展的

宏大气概，提出了中国、希腊、印度哲学几乎同时发生“实为

全地球有生以来空前绝后之盛运”的观点。可是在西方，直到

1949 年雅斯贝尔斯才提出其“轴心时代”理论，1969 年才有

帕森斯的“哲学的突破”说。

关于中西哲学的起源，胡适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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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界流行的“哲学起于人类惊疑之念”的观点，他以为未必

尽然：“人类的惊疑心可以产生迷信与宗教，但未必能产生哲

学。人类见日月运行，雷电风雨，自然生惊疑心。但他一转念，

便说日有日神，月有月神；雷有雷公，电有电母；天有天帝，病

有病魔；于是他的惊疑心，便有了满意的解释，用不着哲学思

想了。”他也不同意希腊哲学起源于惊疑心的说法，指出：“即

如希腊古代的宇宙论，又何尝是惊疑的结果？那时代欧亚非

三洲古国，如埃及、巴比伦、犹太等国的宗教观念和科学思

想，与希腊古代的神话宗教相接触，自然起一番冲突，故发生

‘宇宙万物的本源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不是泰尔史

（Thales）的惊奇心忽然劈空提出这个哲学问题的。”西方哲

学既非产生于人类的惊疑心，中国哲学就更非如此了，中国

“最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反动。

社会的阶级秩序已破坏混乱了……老子观察政治社会的状

态，从根本上着想，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遂为中国哲学的始

祖。”[1](p198)这一论述，廓清了自黑格尔以来普遍流行的一个似

是而非的观点，充分体现了其独立思考的精神。

他认为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老子以前

的天道观念，都把天看作一个有意志、有知识，能喜能怒、能

作威作福的主宰。老子生在那种纷争大乱的时代，眼见杀人、

破家、灭国等等惨祸，以为若有一个有意志知觉的天帝，决不

致有这种惨祸；万物相争相杀，人类相争相杀，便是天道无知

的证据。故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的“天地

不仁”说，似乎也含有天地不与人同性的意思。人性之中，以

慈爱为最普通，故说天地不与人同类，即是说天地无有恩意。

老子这一个观念，打破古代天人同类的谬说，立下后来自然

哲学的基础。他说：“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

外，别假设一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

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

天地万物的本源。”[1](p199)他认为以老子的道论与西方哲学的

本体论相比，若合符契。

他十分重视墨家名学在世界名学史上的地位。他说：“墨

家的名学在世界的名学史上，应该占上一个重要的位置。法

式的（Formal）一方面，自然远不如印度的因明和欧洲的逻

辑，但这是因为印度和欧洲的‘法式的逻辑’都经过千余年的

补绽工夫，故有完密繁复的法式。墨家的名学前后的历史大

概至多不出二百年，二千年来久成绝学，怪不得他不会有发

达的法式了。墨家的名学虽然不重法式，却能把推论的一切

根本观念，如‘故’的观念、‘法’的观念、‘类’的观念、‘辩’的

方法，都说得很明白透彻。有学理的基本，却没有法式的累

赘，这是第一长处。印度希腊的名学多偏重演绎，墨家的名学

却把演绎归纳一样看重。《小取篇》说‘推’一段及论归纳的四

种谬误一段，近世名学书也不过如此说法。墨家深知归纳法

的用处，故有‘同异之辩’，故能成一科学的学派，这是第二长

处。”[1](p306-307)

他进而论述了墨家名学的四大贡献。他说儒家极重名，

以为正名便可以正百物；个人主义的杨朱一派则以为只有个

体的事物，没有共名；“别墨”于两种极端派之间，别寻出一种

执中的名学。他们说：“所谓，实也；所以谓，名也。”实只是“主

词”（Subject），名只是“表词”（Predicable），都只有名学上的

作用，不成为“本体学”（本体学原名 Ontology，谕万物本体的

性质与存在诸问题）的问题了（别墨以前的实，乃是西洋哲学

所谓 Substance，名即所谓 Universals，皆有本体学的问题，故

有“有名”、“无名”之争）。“这是墨家名学的第一种贡献。中国

的学派只有‘别墨’这一派研究物的所以然之故，根据同异有

无的道理，设为效、辟、侔、援、推各种方法。其方法不但可为

论辩之用，实有科学的精神，可算得‘科学的方法’。这是墨家

名学的第二种贡献。墨家论知识，注重经验，注重推论。看《墨

辩》中论光学和力学的诸条，可见墨家学者真能作许多实地

试验。这是真正科学的精神，是墨学的第三种贡献。墨家名学

论‘法’的观念，上承儒家‘象’的观念，下开法家‘法’的观念，

这是墨家名学的第四种贡献。”“总而言之，古代哲学的方法

论，莫如墨家的完密，墨子的实用主义和三表法，已是极重要

的方法论。后来的墨者论‘辩’的各法，比墨子更为精密，更为

完全。从此以后，无论哪一派的哲学，都受这种方法论的影

响。”[1](p307-308)

他似乎早就预料到有学者会以先秦文献中缺少系词

“是”来质疑中国哲学有本体论和名学的观点，所以在《先秦

名学史》一书中对这一质疑作了廓清。他说：“一个中文的命

题或者辞和西方的与之相当的东西的不同在于系词。系词在

西方的逻辑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在中文的命题里却被

省略，它的位置仅用短暂的停顿来表示。于是，‘苏格拉底是

一个人’成了‘苏格拉底，人也’。在结构上，用荀子的话来说

一个命题或者辞是，‘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荀子·正

名》）……在西方逻辑中围绕系词发生出来的一切神秘的晕

就这样被消除了。”他还对这一陈述作了一个注释：“参看霍

布斯：但是有些民族，或者说肯定有些民族没有和我们的动

词‘is’相当的字。但他们只用一个名字放在另一个名字后面

来构成命题，比如不说‘人是一种有生命的动物’，而说‘人，

一种有生命的动物’；因为这些名字的这种次序可以充分显

示它们的关系；它们在哲学中是这样恰当、有用，就好像它们

是用动词‘is’联结了一样。（《哲学原理》第一篇，第三章，第

二节）。也参看穆勒的《逻辑》，第一卷，第四章，第一节。”[1](p42)

墨家固然重视科学，即使是儒家，也未尝不受当时科学

发展的影响。“例如：在《孟子》中，有如下的引用语‘圣人既竭

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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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离娄上》）

‘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

也。’（《离娄下》）还有许多相似的段落可以引证。”[1](9)这里所

引证的孟子所谓“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的论

述，正是晚明徐光启致力于发掘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精华、

借以会通中西科学方法时所特别重视的一条最重要的论据。

胡适又说：“荀子的《正名篇》虽攻击当时的辩者，其实全是墨

学的影响。孟子虽诋骂墨家，但他书中论方法的各条（如《离

娄篇》首章及‘博学而详说之’，‘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

诸章），无一不显出墨学的影响。”[1](p308)应该肯定，胡适的这些

观点都是讲得很有道理的。

胡适论先秦哲学，在以西释中时也有牵强附会之处，例

如他说“庄子发明生物进化论”就是最明显的一例。梁启超批

评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两句，章太炎先生拿

佛家‘业力流注’的意义来解释，胡先生拿生物进化的意义来

解释，我想还是章先生说得对……胡先生拿出唯物观的眼光

看庄子，只怕全不是那回事了。”[2](p65)晚年胡适接受了这一批

评。他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中说：“《庄子·寓

言》篇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知其伦。

是谓天均’……说的不过是一种循环的变化论罢了。我在当

时竟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此十一个字竟是一篇

《物种由来》。这真是一个年轻人的谬妄议论，真是辱没了《物

种由来》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1](p159)这种自我批评精神是十

分可贵的。

三、论宋明理学之逻辑方法及“理”的二重性

胡适对宋明理学也有较深入的研究。他既注意到了程朱

理学“即物以穷理”的逻辑方法与培根、笛卡尔学说的形似之

处，又说明了其方法何以对科学的发展没有作出任何贡献的

原因；既注意到程朱理学标榜“理”字是为了维护礼教，充当

了威权主义压迫人民的工具，又注意到确有一些士大夫借助

“理”字来与威权主义相抗争的事实，这些论述都具有启发意

义。但他把理学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和自由主义相比，又是

犯了牵强附会的错误。

他说哲学的发展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在东西方的哲

学史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欧洲大陆和英格兰的近代哲

学就是从笛卡尔的《方法论》和培根的《新工具》开始的，宋明

理学在逻辑方法上也提供了更多有教益的事例。他说宋代的

哲学家，特别是程颢和程颐要振兴孔子的哲学，在一篇名叫

《大学》的小书中找到了他们认为可行的逻辑方法。这本书的

主旨是：“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因

此，程氏兄弟及朱熹皆主张物必有理，格物在于寻求特殊事

物中的理，“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

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

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

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以积

蓄学问开始引导至豁然贯通的最后阶段的方法，在明代王阳

明加以反对之前，一直是新儒学的逻辑方法。王阳明坐在庭

前格竹子七日而病，遂反对宋学的方法，创立他所认为是《大

学》本义的新学。他的新学认为“格物”中的“格”字并不是宋

儒所主张的“穷究”，而是“正”的意思，有如孟子所说的“大人

格君心”的“格”。所以，“格物”并不是指研究事物，而是“去心

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

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宋学与明学之间的全部争论，就是关于“格物”两字应作“穷

究事物”或“正心致良知”的解释问题的争论。他把程朱理学

的逻辑方法与笛卡尔的《方法论》和培根的《新工具》相提并

论，明显又是犯了范畴错置的错误。朱熹的格物不是寻求特

殊事物中的理，在他那里，“理一分殊”如“月映万川”，而所谓

“一旦豁然贯通”也只是伦理学上的境界论。程朱的“即物以

穷理”与培根和笛卡尔的学说相比，可谓形似而神异。

在进一步的论述中，他的观点就比较切合实际了。他说

程朱给“格物”一语的解释十分接近归纳方法：即从寻求事物

的理开始，旨在借着综合而得最后的启迪，但这是没有对程

序作出详细规定的归纳方法。而王阳明企图穷究竹子之理的

故事，就是表明缺乏必要的归纳程序的方法而终归无效的极

好例证。这种空虚无效迫使王阳明凭借良知的理论，把心看

作与天理同样广大，从而避免了吃力不讨好的探究天下事物

之理。但是宋明哲学家也有一点是一致的。朱熹和王阳明都

同意把“物”作“事”解释。对这一个字的解释，决定了宋明哲

学的全部性质和范围。即把哲学限制于人的事务和关系的领

域。王阳明主张“格物”只能在身心上做，即使宋学探求事事

物物之理，也只是研究“诚意”以“正心”。他们对自然客体的

研究提不出科学的方法，也把自己局限于伦理与政治哲学的

问题之中。因此，在宋明哲学的这两个伟大时期中，都没有对

科学的发展作出任何贡献。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原因足以说明

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哲学方法

的性质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1](p9)

他还试图从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中汲取与威权主义作抗

争的精神动力。他认为程朱理学标榜的“理”具有二重性：“理

与势战时，理还可以得人的同情；而理与势携手时，势力借理

之名，行私利之实，理就成了势力的护身符。”[3](p267)程朱理学

标榜“理”字，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维护礼教、被威权主义利用

来作压迫的工具；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个“理”字，激发了士

大夫们与威权相抗争的勇气：“我们试看这八百年的政治史，

便知道这八百年的智识阶级对政府的奋斗，无一次不是掮着

‘理’字的大旗来和政府的威权作战。北宋的元祐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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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南宋的庆元党禁 （1196），明初成祖的杀戮学者

（1402），明代学者和宦官或权相的斗争，直到明末的东林党

案 （1624-1627），无一次没有理学家在里面做运动的中坚

……我们试想程子、朱子是曾被禁锢的，方孝孺是灭族的，王

阳明是廷杖后贬逐的，高攀龙是自杀的，———就可以知道理

学家在争自由的奋斗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了。在这一方面，

我们不能不颂赞理学运动的光荣。”[3](p267)———这是一段对中

国哲学史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字，成为推崇宋明理学、将

其附会为西方式的自由主义的学者们所持的主要理论依据，

新儒家学者将其称之为士大夫与皇权的“博弈”。但这一论述

却经不起胡适自己所主张的“拿证据来”的检验和具体分析。

诚然，从历史上士大夫的道德气节中汲取力量，无疑是

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把历史上士大夫与皇权的矛盾都说成是

“争自由的奋斗史”，却未必恰当。从历史上看，理学家们与皇

权的博弈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为了维护士大夫阶层的特殊

利益，这从理学家们反对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的事实可

以清楚地看出。元祐党禁就与王安石变法有密切关系，而所

谓庆元党禁，按照李贽和王夫之的观点，乃是因为朱熹及其

弟子卷入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这种争斗根本无正义

与不正义可言。二是为了防止皇权的运作脱出礼教的常轨，

如方孝孺反对朱棣篡夺皇位，如嘉靖年间的“大礼议”，如王

阳明反对宦官专权等等。三是确有少数为民请命的士大夫，

如东林党人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客观上代表了早期市民

阶层的利益，但东林党人并不见得就是自由主义者，高攀龙

就是坚决主张“人心放他自由不得”（《高子遗书》）的。把自由

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矛盾与士大夫与皇权的矛盾相提并论，其

实是不自觉地降低了自由主义的价值和意义。

四、论“清代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

胡适在《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一文中驳斥了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近一千年停滞不进的观点，认为十七世纪

的中国哲学“开始了一个新时代”。[4](p100)在《中国哲学史大纲·

导言》中，他把清代学术与“欧洲的再生时代”（即文艺复兴时

代）相比拟，指出：“综观清代学术变迁的大势，可称为古学昌

明的时代。自从有了那些汉学家考据、校勘、训诂的工夫，那

些经书子书，方才勉强可以读得。这个时代，有点像欧洲的

‘再生时代’（再生时代西名 Ponaissance，旧译文艺复兴时

代）。欧洲到了‘再生时代’，昌明古希腊的文学哲学，故能推

翻中古‘经院哲学’（旧译烦琐哲学，极不通。原文为 Scholas－

ticism，今译原文）的势力，产出近世的欧洲文化。”[1](p168)他认

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

神”；[5](p288) 正如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可以产出近世的欧洲文化

一样，清代朴学的科学精神也可以与现代精神接轨。他主张：

“用科学的知识来修正颜元、戴震的结论，而努力改造一种科

学的致知穷理的中国哲学。”[3](p342)

关于戴震如何推倒程朱，建立新的哲学体系，胡适之讲

得最为透彻。他说打倒程朱只有一条路，就是从穷理致知的

路上超过程朱，用穷理致知的结果来反攻穷理致知的程朱。

戴震用的就是这个法子。戴氏说程朱 “详于论敬而略于论

学”，这九个字的控诉是向来没有人敢提起的。也只有在清朝

学问极盛的时代可以产生这样大胆的控诉。陆王嫌程朱论学

太多，而戴氏却嫌他们论学太略！程朱说穷理；戴氏指出他们

的根本错误有两点：一是说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一是说理一

分殊。他主张理在事情，不在于心中；人的心知只是一种能知

的工具，可以训练成能审察事情而准的智慧。他又主张理是

多元的，只是事物的条理，并没有什么“浑然一体而散为万

事”的天理。穷理正是程朱说的“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

“今日穷一理，明日又穷一理”；但这种工夫并不是“明善以复

其初”；并不是妄想“一旦豁然贯通”的大彻大悟；格物穷理的

目的只是戴氏自己说的“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

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智，虽未学之事，岂足以穷其智哉？”

所谓“致知”，只是“致其心之明，自能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

这真是清朝学术全盛时期的哲学，这才是用穷理致知的学说

来反攻程朱。至于戴氏论性，论道，论情，论欲，也都是用格物

穷理的方法，根据古训作护符，根据经验作底子，所以能摧破

五六百年推崇的旧说，而建立他的新理学。戴震的哲学，从历

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

的建设，———哲学的中兴。[3](p282)

胡适在论述戴震思想时，随时引述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来

与戴震哲学相比较、相参证。例如他说：“戴氏之说颇似莱卜

尼兹（Leibnitz），他并不否认经验学问是从外来的，但他同时

又主张人的才质‘有于内’，所以能‘资于外’。”[3](p260)又说：“戴

氏的主张颇近于边沁（Bentham）、弥尔（J.S.Mill）一派的乐利

主义（Utilitarianism）。乐利主义的目的是要谋‘最大多数的最

大幸福’。 戴氏也主张：‘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

而王道备。’‘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

已矣。’他虽不明说乐利，但他的意义实很明显。”[3](p275-276)他认

为吴敬梓、袁枚、汪中、俞正燮等人，都可算当日的人道主义

者，都曾有批评礼教的文字，但他们只对于某一种制度下具

体的批评；“只有戴震能指出这种种不近人情的制度所以能

杀人吃人，全因为他们撑着‘理’字的大旗来压迫人，全因为

礼教的护法诸神———理学先生们———抬出理字来排斥一切

以生以养之道，‘虽视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

生，无非人欲！’”[3](p277-278)胡适肯定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反

映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

胡适认为科学的方法就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从达

尔文、赫胥黎到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可归结为“拿证据来”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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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

证”。以此为参照，中国近三百年的考据学与西方近三百年的

自然科学使用的都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一方法。他说

他的这一观点是受杜威思想的启迪而形成的。杜威的《思维

术》（How We Think）一书认为，有系统思想通常要经过五个

阶段：一是困惑、疑虑的阶段，导致思想者认真去思考；二是

决定这疑虑和困惑究竟在何处；三是为解决这些困惑和疑虑

而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假设，或面临一些现成的假设的解决

方法进行选择；四是在假设中选择其一作为可能的解决方

法；五是把他大胆的假设小心地证明出来。他说：“杜威对有

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基本步骤的了解。

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

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

等。〔这些传统的治学方法〕我把它们英译为 evidential in－

vestigation（有证据的探讨），也就是根据证据的探讨，[无徵不

信]。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

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

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话来，实得

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6](p268)

胡适强调，他宣扬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的根本目的，是

要“教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从纯粹的学理上看，这句

话是颇能反映科学态度之精髓的。中国古代禅宗讲“不受人

惑”，明清之际哲人讲“不被人瞒过”，都是教人要善于怀疑、

独立思考，这与科学态度有相通之处。胡适讲“不受人惑的方

法”，并没有局限于清代考据学，他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

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就是来自佛教禅宗的语录；他还从南宋

哲学家吕祖谦的《东莱博议》中发现了“善未易明，理未易察”

的理性幽暗意识，并用这句话来教诲北大学生。[4](p499)

他认为与西方近代哲人相比，清儒的局限性也很明显。

第一，故纸的材料限死了科学的方法，所以近三百年的学术

总不出故纸堆的范围；而在西方，伽利略、波义尔、牛顿是以

大自然为研究对象。第二，考据学只能跟着材料走，只能尊重

证据，却不能创造证据。而自然科学则不限于搜求现成的材

料，还可以创造新的证据，实验的方法便是创造证据的方法，

如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牛顿的光谱分析实验等等。第三，

清代学者以科学方法去钻故纸堆，所以其最高成就不过是几

部古书的整理；而西方近代学者从自然的实物下手去从事科

学实验，则造成了科学文明、工业世界。300 年的古韵学成就

抵不过瑞典学者珂罗屈伦运用活方言的实验；瑞典学者安特

赫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了几千年；法国

教士桑德华发现了一些旧石器，又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了几

千年。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文史研究方面作出惊人的成就，

就在于他们善于运用实验的方法，而不是只钻故纸堆。[7](p114)

胡适晚年曾自我总结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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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来说，我这一点

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6](p265)他又说：“事实上治学方法，东

西双方原是一致的。双方之所以有其基本上相同之点，就是

因为彼此都是从人类的常识出发的。”[6](p269)有人批评他是以

西方哲学的眼光看中国，而他则说他所看到的是人类心灵的

普同性。胡适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方面的主要贡献确实如他

所说，是在发掘中国哲学的知识论和方法论成就并使之与现

代科学精神相接轨方面。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对于以西释

中的过于倚重，使他亦不免作出某些牵强附会的臆说。梁启

超曾批评他：“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

论。凡关于宇宙论人生论方面，什有八九很浅薄或谬误。”[2](p60)

如今看来，这一批评虽然重了一些，但也还有几分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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