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適與實用主義

●  趙稀方

胡適終生以實用主義

的信徒自居，但實用

主義究竟在多大程度

上能涵蓋胡適的思想

呢？筆者發現，實用

主義在胡適那I事實

上已經支離破碎，它

被有意無意地消融到

他原有的思想中去

了。

提到胡適的哲學觀，人們會不期

然地想到實用主義。的確，胡適終生

以實用主義的信徒自居，論者在批判

胡適哲學思想時，也逕直以實用主義

為對象。但實用主義究竟在多大程度

上能涵蓋胡適的思想呢？筆者以為，

這個問題仍值得進一步追究。

胡適是在赴美之後才接觸實用主

義的，而他的一些基本思想——如

中國古代自然主義及西方近世科學思

想則在赴美之前早已形成，正是這些

思想對胡適日後接受實用主義構成了

障礙。筆者發現，實用主義在胡適那

�事實上已經支離破碎，它被有意無

意地消融到他原有的思想中去了。

按照杜威（John Dewey）對詹姆士

（William James）理論的分析，實用主

義包含了三個方面：一、實用主義是

一種方法論；二、實用主義是一種實

在論；三、實用主義是一種真理論。

本文即從這三個方面展開論述，分析

胡適思想對實用主義的背離程度。因

為行文需要，本文在論述順序上先由

真理論入手，再到實在論，最後談方

法論。

兩種真理觀

按照理性主義的解釋，真理是指

觀念與客觀實在的符合，但實用主義

者對此不以為然。詹姆士認為，可感

覺事物的真實觀念的確是摹仿這些觀

念的，譬如閉上眼睛，我們可以想像

出牆上的鐘的真實外表，但其內部零

件的觀念就不足以成為一個摹體了。

有人可能提出異議，因為我們可能見

過內部機件，或者可能是個鐘匠。但

若再進一步談到鐘的「計時功能」和發

條的「彈性」時，我們的觀念所摹仿的

究竟又是甚麼呢？由此可見，事物很

難為觀念所準確摹仿。而且實用主義

又要問：所謂觀念與實在的符合究竟

何義呢？如何檢驗呢？如果真理僅僅

是一種靜止思想的目的本身，那是無

濟於事的。不同的觀念在實際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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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判斷正誤的標準應是其不同的

功效。詹姆士說：「真觀念是我們所

能類化，能使之生效，能確定，能核

實的；而假的觀念就不能。」1強調思

想觀念的現實結果，這一思路是合理

的，它對理性主義沉浸於「理念」之中

不能自拔是一種糾偏。但實用主義將

「效果」當作真理的唯一根據，這就又

從真理走向了謬誤。只要有效就是真

理，這一思路導致了不少有悖於常識

的錯誤。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曾舉

例批判這一錯誤。詹姆士為上帝存在

的辯解即緣於這思路。

上帝信仰原是西方的宗教傳統，

文藝復興後，隨o西方理性主義、科

學主義的出現，這一觀念漸遭遺棄。

詹姆士對此深表憂慮，他認為唯物主

義沒有給人的精神留下棲息之地，

「它取消了我們的最後的希望」。而

「上帝這個概念雖然不如機械論哲學

中所流行的數學概念那樣明確，但是

最低限度，它有一個比它們強的實際

優點，那就是保證一個理想的秩序可

以永久存在。歸根結柢說一句，一個

有上帝的世界，自然也許會燒毀或凍

僵，但是我們可以想到上帝不會忘記

舊的理想，一定會使理想在別處實

現。所以，哪兒有上帝，悲劇就不過

是暫時的、局部的；毀滅與分解不是

最後絕對的結果。這種永恆的精神秩

序的需要，是我們心�最深刻的需要

之一」2。在詹姆士看來，上帝的作用

是巨大的，而根據實用主義的有用即

真理的理論，上帝的存在當然是無疑

義的。他說3：

實用主義對於或然真理的唯一考驗，

是要看它在引導我們的時候是不是最

有效果，是不是和生活的各個部分最

合適，是不是毫無遺漏地和經驗所要

求的總體密切結合。如果神學觀念能

夠作到這些，特別是對上帝的觀念竟

證明能夠作到這些，實用主義怎樣能

否認上帝的存在呢？

胡適自小受中國古代無神論思想

的熏陶，對實用主義的上帝觀念一開

始就十分反感。據其《四十自述》，少

年時代胡適家庭的信神拜佛氣氛很

濃，胡適本人卻因閱讀中國古代無神

論著作而逐步成為了一個無神論者。

他先是讀到了司馬光的「形既朽滅，

神亦飄散，雖有坐燒舂磨，亦無所

施」。這消除了他對地獄的恐懼。後

來他又讀到范縝《神滅論》中的這段

話：「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

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

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這段著

名的比喻對少年胡適產生很大震動，

「從此以後，我成了一無鬼神的人」。

胡適十三歲到上海接受新教育，他開

始系統閱讀中國古代哲學著作，並尤

為欣賞「老子、莊子有自然色彩的哲

學」。胡適認為：「中國古代哲人發現

自然的宇宙最早，在思想解放上有絕

大的功效。」這種自然主義傳統使中

國人在歷史上能拒鬼神而保持理性清

醒。他感慨：「中國每次陷入非理

性、迷信、出世思想——這在中國很

長的歷史上有過好幾次——總靠老子

和哲學上的道家的自然主義，或者靠

孔子的人本主義，或者靠兩樣合起

來，努力把這個民族從昏睡中救

醒。」

在上海，胡適同時又大量接觸

「西學」，其中達爾文的進化論對他觸

動尤深。胡適原名胡洪駢，他改名為

「適」即在此時，「適」即「物競天擇，

適者生存」之「適」。達爾文的進化論

詹姆士強調思想觀念

的現實結果，這一思

路是合理的，它對理

性主義沉浸於「理念」

之中不能自拔是一種

糾偏。但將「效果」當

作真理的唯一根據，

這就又從真理走向了

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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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義就是打破了幾千年來基督教

根深蒂固的天帝觀念。胡適說：達爾

文思想「最明顯的是打破了有意志的

天帝觀念。如果一切生物全靠o時時

變異和淘汰不適於生存競爭的變異，

方才能適應環境，那就用不o一個有

意志的主宰來計劃規定了。況且生存

的競爭是很慘酷的；若有一個有意志

的主宰，何以生物界還有這種慘劇

呢？」4胡適將西方近世的唯物、科學

思想與中國古代自然主義自然地聯繫

在一起，「我對於達爾文與斯賓塞兩氏

的進化假說的一些知識，很容易的與

幾個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自然學說連了

起來」。西方近代反宗教思想在其幾

千年基督教統治的背景下的確顯得

石破天驚，但這對從中國古代自然

主義無神論傳統中熏陶出來的胡適

卻並不稀奇。胡適在談到達爾文的

學說時說5：

我們讀慣了老子「天地不仁」的話，列

子魚鳥之喻，王充的自然論，——兩

千年來，把這種議論只當耳邊風，故

不覺得達爾文學說的重要。但在那兩

千年的基督教威權底下，這種議論確

是革命的議論；何況他還指出無數科

學的事實做證據呢？

胡適在上海公學時曾編輯過《競

業旬報》，他在上面發表過大量的反

宗教迷信的文章。這�引一段他的連

載小說《真如島》中的一段議論：「其

中並沒有甚麼人為之主宰。如果有甚

麼人為之主宰，甚麼上帝呢，菩薩

呢，既能懲惡人於既作孽之後，為甚

麼不能禁之於未作孽之前呢？⋯ ⋯」

由此可見，早在出國之前，胡適的反

宗教思想已經很成熟了。

在這種思想基礎上接觸實用主

義，胡適無法不排斥其中的上帝信仰

思想。胡適認為：詹姆士的「有意志

的神力」的觀念是個不能成立的宇宙

論假設，將此運用到宗教經驗上是極

為荒謬的。「一切宇宙間的現狀，如

生存競爭的殘忍，如罪惡痛苦的存

在，都可以用這個假設來解決嗎？如

不能解決，這張支票便不能兌現。」6

顯然，胡適結合了老子「天地不仁」的

思想與達爾文的進化論，用之於批判

詹姆士的神學思想。1919年胡適自美

返國後，在《新青年》上著長文介紹實

用主義，其中專門有一段批判詹姆士

的上帝信仰思想，這�不再贅說。

自然主義人生觀

不承認事物的客觀獨在，而強調

客觀存在對主觀一定程度的依賴，這

是實用主義實在論的基本傾向。詹姆

士認為：實在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

部分是「我們的感覺流」，第二部分是

「我們感覺之間或它們在我們心中的

摹本之間所存在的關係」，第三部分

是「過去已有的真理」。在這三部分

中，「感覺」部分看似相對客觀，理由

是人們無法控制自己的感覺，但其實

也不盡然，因為「感覺的存在，我們

雖不能控制，但是在我們的結論�，

我們注意哪個，o重哪個，畢竟得憑

我們各人的利益來決定。o重之點不

同，結果構成的真理可完全不同。事

實全同，我們的看法可各異。同一個

滑鐵盧之戰，具體情節絕無二致，而

英國人看來是『勝利』，法國人看來是

『敗北』。同樣，宇宙也如此：樂觀主

義者看作是勝利，悲觀主義者看作是

失敗」7。其他兩個部分「感覺流」及

胡適結合了老子「天

地不仁」的思想與達

爾文的進化論，用之

於批判詹姆士的神學

思想。1919年胡適自

美返國後，在《新青

年》上著長文介紹實

用主義，其中就有一

段批判詹姆士的上帝

信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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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詹姆士認為實在依於人而存在，

「我們對實在的怎樣說法，全看我們

怎樣給它配景。」「如果說人的思維以

外還有任何『獨立』的實在，這種實在

是很難找到的。」8胡適有一段關於實

用主義實在論的說明，這段話後來被

批得臭名昭著：「總而言之，實在是

我們自己改造過的實在。這個實在�

面含有無數人造的分子。實在是一個

很服從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順的由我

們替她塗抹起來。」9

需要辨明的是，胡適這段話是對

詹姆士思想的介紹，而不是在陳述自

己的思想，將此按到胡適頭上加以批

判並不完全合適。平心而論，胡適是

帶o欣賞的口氣說這段話的，但這並

不意味o這段話可以取代胡適的思

想。當胡適沉浸於實用主義的時候，

他自以為已經完全皈依了實用主義，

但當他認真疏理自己的哲學思想時，

其中不乏與實用主義相悖之處。中國

古代「天人同類」之說，早已被老子

「天地不仁」的思想打破。在中國古代

自然主義那�，天地自然是客觀存在

的，不以人的意志轉移。胡適自小就

奉行這種思想，而後來西方近代科學

的思想更為此提供了根據。胡適在

〈科學的人生觀〉一文中，歸納了「新

人生觀」的十條內容，其中第一條是

「拿天文、物理考察，得了宇宙之

大⋯ ⋯地球是滄海之一粟，九牛之一

毛；我們人類，更是小，真是不成東

西的東西！以前看得人的地位太重

了，以為是萬物之靈，同大地並行，

凡是政治不良，就有彗星、地震的徵

象，這是錯的」。第三條是「根據了一

切科學，知道宇宙、萬物都有一定不

變的自然行動。『自然自己，也是如

此』，都是自己自然如此，各物自己

如此的行動，並沒有一種背後的指

示⋯ ⋯。」連大陸批判胡適最力的艾

思奇先生也不得不承認「這幾段話帶

有真正唯物論的和真正科學的氣味

的」bk。這種思想不能不說與實用主義

實用論大相逕庭。胡適將自己這種

「新人生觀」歸為「科學的人生觀」，但

為了避免爭論，他將其稱為「自然主

義人生觀」。「自然主義人生觀」這一

稱謂，清楚地表明了它的中國傳統思

想的來源，但很明顯，其中已充滿了

西方近代「科學的事實」。胡適認為中

國古代自然主義與西方近世科學精神

是一致的，故他追求兩者的結合，他

說：「西洋近代科學思想輸入中國以

後，中國固有的自然主義的哲學逐漸

胡適對實用主義的方

法論最感興趣，這與

他的導師杜威（圖）有

關。他後來更將杜威

的方法論簡單歸納為

「大膽的假設，小心

的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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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自然主義的運動。」bl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事實上，胡適對實用主義的真理

論及實在論並無多少興趣，他最感興

趣的是實用主義的方法論。這與他的

導師杜威有關。杜威認為：實用主義

雖有實在論、真理論、方法論三層含

義，但它其實只是一種方法論，故他

自稱為「工具主義」。胡適曾反覆宣稱

實用主義歸根結柢只是一種方法論，

他的所作所為就是為了宣揚這種新思

想方法。那麼胡適的方法論究竟如何

呢？

杜威的方法論分為五步：（一）疑

難的境地。（二）指定的疑難之點究竟

是何處。（三）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方

法。（四）決定哪一種假設是適當的解

決。（五）證明。胡適後來將此簡單歸

納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因

為實用主義不承認客觀規律的先在

性，故其求證並不是追求主客觀的相

符，而是以有用為標準，這就最終沒

有脫離主觀主義。

中國古代老子以來的自然主義哲

學與此相反，「道法自然」即是要按照

事物的客觀規律本身行事，「自然」與

天意、「神意」及人的主觀意志無關。

胡適因為終身不渝地宣揚「大膽的假

設，小心的求證」這「十字真言」，故

他被視為實用主義方法論的正宗衣7

傳人。筆者認為，由於中國古代老子

一派自然主義及近代科學旳滲入，胡

適所宣揚的實用主義方法論的內容已

在很大程度上被置換。胡適在《科學

與人生觀》的「序言」中說：

在那個自然主義宇宙³，天行是有常

度的，物就是有自然法則的，因果

的大法則支配¿他——人——的一切

生活，生存競爭的慘劇鞭策他的一切

行為——這個兩手動物的自由真是很

有限的了。然而在那個自然的宇宙

³，這個渺小的兩足動物卻也有他的

相當地位和相當的價值。⋯ ⋯他不但

馴服了許多禽獸，他還能考究宇宙

的自然法則，利用這些法則來駕馭

天行⋯ ⋯

這就是說，天地宇宙是客觀存在

的，自然運行循其客觀規律，不以人

的意志轉移，人只能去發現、掌握規

律去為自己服務。這其中的唯物主義

內容是不言而喻的。至於「天行是有

常度的，物變是有自然法則的」概

念，顯然來自胡適心中根深蒂固的老

子自然哲學，而其後的解說，如關於

因果律及對規律的發現和利用等，則

來自近世科學。熟知實用主義的人會

發現，胡適的這段表述與實用主義簡

直是針鋒相對的。實用主義認為世界

是主觀經驗的，故它的最大特徵就是

其不穩定性。杜威說：「這個世界是

個冒險的地方；它不安定，不穩定，

不可思議的不穩定。它的危險是不規

則的，不經常的，講不出它們的時間

和季節的。」正因為如此，實用主義

根本就否定客觀世界因果規律，杜威

諷刺道bm：

我們對付這個世界的不安定性的一個

具有魔術性的護身符就是否認機遇的

存在，口³含糊其詞地嚷¿普遍規律

的和必然的法則、因果的一致性、自

然的一致性、普遍的進步及宇宙的內

在合理性等等。

饒有興趣的是，1919

年胡適在《新青年》上

闡述實用主義的方法

時，是舉清代考據學

的實例加以說明的，

這就可以看出他的

「十字真言」究源何

處，以致於被梁啟超

稱為清末考據之學的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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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求，事實上正是杜威在這�所諷

刺的對象，由此可見胡適背離實用主

義已有多遠！

胡適將實用主義方法論概括為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十字

真言」，這是廣為人知的；不為人熟

知的是，他同時將清代學者治學方法

也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

證」，這就可以看出他的這「十字真

言」究源何處了。我們知道，胡適出

生於清末考據之鄉，他日後對於考據

學始終孜孜不倦並卓有成就，以致於

被梁啟超稱為清末考據之學的殿軍。

饒有興趣的是，1919年胡適在《新青

年》上闡述實用主義的方法時，正是

舉清代考據學的實例加以說明的。他

舉的例是《墨子．小取篇》的一句話：

「辟（譬）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

此句的疑難之處在於「舉也物」三字的

不可解，而考據學家對此有不同解

說。畢沅說「也」字是衍文，這是第一

個假設；王念孫說「也」字當作「他」字

解，這是第二個假設。但由於校勘學

的方法最忌「無故衍字」，加上王念孫

能尋出古書中「他」字寫成「也」字的很

多實例，故胡適以為他的「這個假設

的解決便成了可信的真理了」。余英

時先生曾指出：「胡適學術基地自始

即在中國的考證學，實驗主義和科學

方法對於他的成學而言都只有緣助的

作用。」bn筆者以為這一斷語有一定的

道理。

實用主義方法論總體原則是「為

善而真」，胡適卻強調摒棄功利目的

「為真而真」。他在〈論國故學〉一文中

曾說：「我以為我們做學問不當先存

這個狹義的功利觀念⋯ ⋯當存一『為

真理而求真理』的態度。研究學術史

的人更當用『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標準

去批評各家的學術。」他還明確地

說：「我們應該盡力去做國故研究，

不當先存一個『有用無用』的成見，致

生出許多無謂意見。」在實用主義看

來，無用的東西是根本沒有討論價值

的，胡適卻在這�批判功用觀念，這

與實用主義實在是南轅北轍了。

胡適一生始終堅稱自己是個實用

主義者，從上文對胡適言行的分析來

看，這個斷語顯然是要大打折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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