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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政治之間：丁文江這個人

⊙ 谷小水

 

民國時期，國勢阽危，眾多專家學者「思出其位」，他們競相通過影響國民思想、甚至直接

參政問政的方式來干預形塑國家的政治運行。如果不完全是比擬不倫，這一游走於學術與政

治之間的特定群體似已非常符合西方語境中關於知識分子的本質規定。根據西方學界的通常

理解，知識分子是一個開放性的範疇，「成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意向性意義在於，超越對自

身所屬專業或所屬藝術門類的局部性關懷，而參與到一些更具普遍性問題的探討中來。「是

否決定參與到這種特定的實踐模式中，永遠是判斷『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的尺

度。」1

民國時期具備知識分子性格的一干學者，具體因緣各各不一，特定事功異彩雜呈。迄至目

前，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已得廣泛推展，對一些個案的分析更是細致入微；與此同時，有

些在歷史實態中曾引起較大影響的人物，卻長期得不到後起研究者的足夠關注。筆者發現，

以科玄論戰中「科學派」主將名世的丁文江，從事的雖是專業性極強的地質學研究，卻能不

為所囿，他廣聞博覽，識見宏通，在政治、學術行政、實業諸領域均有所建樹，其事功之博

雜蓋時人中罕有能出其右者。丁文江知識分子性格的個性化實踐，為我們觀察這一特定群體

了解他們的生存樣態提供了極好的範本。

一 「學術界的政治家」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4月出生於江蘇泰興的一個士紳家庭，其幼年所受教育完全是為將來

走科舉道路作準備。1899年，丁時年十三，「出就學院試」，適遇知縣龍璋，「龍大嘆異，

許為國器，即日納為弟子，並力勸游學異國以成其志。而赴東留學之議，乃自此始。」2龍璋

先生的知遇實為文江一生事功之始。

1902年，在龍璋的大力促動下，丁文江赴日留學。但此時留日學生群體關心國事的熱情明顯

超過吸納新知，在這樣的氛圍中，文江過了兩年「談政治，寫文章」的生活。1904年，受吳

稚暉來信的激發，文江一行三人於是年夏天轉抵英倫。經過幾年中學階段的學習後，1907年

他免試入讀格拉斯哥大學，並於四年後順利畢業，獲動物學、地質學雙科證書。在英期間，

丁文江關心時政興趣廣泛，大量涉獵各類書籍，尤其對維多利亞朝以來的英國思想家屬意有

加，他對英國思想的取捨、提煉和接受，與自專業訓練中獲得的科學實證主義精神、方法相

融合，最終內化為其立身行事的基本準則。在英七年間丁文江已鍛煉成一個「歐化最深」、

「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3

1911年，丁文江回到國內，於家小住後，明年起在上海南洋中學任教，講授地質學入

門。1913年1月，其教學活動引起了北洋政府工商部礦政司司長張軼歐的注意，「急約入



部」。2月，丁氏到京，就任地質科科長。當時科學主義在中國雖已落地生長，但儒家人文主

義的偏見仍在知識界高居統治地位，地質學這類專門之學尚未受到足夠的重視。文江履新之

初，實可謂篳路藍縷，他後來懷想這段經歷時說：「我這一科裏有一個僉事，兩個科員，都

不是學地質的。『科』是一個辦公文的機關，我的一科根本沒有公文可辦。我屢次要求旅

行，部裏都說沒有經費。只有兩次，應商人的請求，由請求人供給旅費，曾作過短期的調

查。」4

丁文江入主地質行政部門，應當視作中國地質學科興盛的關鍵性事件。他在該領域的重要貢

獻，不僅在於通過自身的研究為本學科具體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典範，更具深遠意義的是，他

放棄了「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一己私學，充分利用個人的辦事才具，積極

營建出一個學科成長的健康環境，直接致使地質學的發展成就遠邁同時期的大多數學科。附

庸最終蔚為大國。

入掌地質行政之初，千頭萬緒，百端待興，丁文江在權衡後決定以培養人才為入手之

方。1913年6月，他利用北京大學地質門停辦後閑置的圖書標本，由農工商部出面開辦了一個

地質研究班（後改稱研究所），首批學員很多是他在南洋中學時的學生。教學過程更是傾注

了其無數心血，他不拘一格網羅師資，還在自己承擔的教學工作中創造性地引入了西方先進

的教學方式。待研究所的工作步上正軌，文江即辭去所長一職，改由章鴻釗繼任，自己則轉

闢戰場，接手剛剛起步的部屬地質調查工作。研究所的學制為三年，1916年畢業的這批學生

大多留在地質調查所工作，後逐漸成長為各部門的骨幹力量。說地質研究所是中國早期地質

人才之淵藪，絕非過譽。

1913年12月，丁文江借農工商部總長張謇推行棉鐵政策之機，會同梭爾格、王錫賓等調查正

太鐵路沿線地質礦產，填繪分幅地質圖。「這是中國人進行系統的野外地質和地質填圖的開

端，值得大書特書。」5次年，又轉赴滇東調查，繪制地質分圖多幅。他在這一領域作出的眾

多實績，對中國地質學研究的展開具有典範性的意義。

1916年，地質調查所經改組充實後正式成立，丁文江眾望所歸被推任為所長。他於蒞任之

始，「先扎硬功夫」，「從訓練學生起；訓練調查人員；先叫他們下煤礦做苦力工作，訓練

完了，成績不合的，仍是不用他們。一切野外工作，他都領導先幹，以身作則。」6調查所日

常事務的處理，文江也是親力親為，始終堅持和提倡「案無留牘」、「今日事今日畢」的精

神。在他堅持不懈銳意革新的努力下，地質調查所短時間內被改造成一個生機勃勃的科研機

構，進而發展為「中國地質學的建立和按步發展的領導中心」。7

正是丁文江這位先驅的系列拓荒舉措，有力推動了地質學科的快速發展。胡適在1922年時即

已指出：「中國學科學的人，只有地質學者，在中國的科學史上可算得已經有了有價值的貢

獻。」8丁自己也曾頗為自得地對陶孟和說：「中國地質學已經進步到這個地步，就是無論在

中國或外國畢業的地質系學生，無論他是學士或博士，他都可以認識他在中國地質學界的地

位。現在中國地質學工作的質與量都擺在這裏，任何人來了提出他的工作，他的地位便決定

了。」當然就文江個人而言，這種對學科發展環境營建的傾力必然影響到自身研究的開展，

箇中得失，李濟有中肯的評斷：「以在君的才力和學力，要是生在已經現代化的國家，他的

研究工作的成績一定可以使他站在最前線。……但中國的社會卻不讓他盡全力於這個方向。

他想征服這種遺憾的困難，於是犧牲了自己的興趣，想法子造出一種環境，使來者可以享受

他享受不到的工作機會。到現在，至少在地質學方面，青年有為的都有一條康莊大道可走。



……丁在君是在這個開荒時期的最大領袖之一，雖說他未能見全功，他已經為中國學術開闢

了一個新紀元。」9正是出於對其「在二十年間，在惡劣的軍閥時代，在腐敗的衙門空氣之

中，不特維持而且發展了一個服務而兼研究的科學組織」的充分肯定，陶孟和蓋棺論定道：

「就對於地質學的發展一端來說，在君足可以稱為學術界的政治家。」10

丁文江在地質調查所長任上僅呆了五年時間，隨因家累較重離職出任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

前後差不多又是五年。之後又因政治或他事牽纏，再也沒有回到地質部門的行政崗位，但終

其一生他都沒有放棄對地質學科建設的關注。

丁文江重回學術部門，擔當行政要職發揮其辦事長才，已屆30年代中期。在此之前，他還在

中英庚款委員會、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等多個團體中出任委員之職，積極參與文化教育、學

術研究間的資源分配。對於他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胡適有一段評價最為親切平正。胡在回

覆丁氏關於中基會諸事不盡如人意的信函時規勸道：「你的意見雖然有些太偏，有些是自己

矛盾的，但大體上都是很可以作為多數人的antidote〔解毒劑〕。」11

1934年，丁文江受蔡元培堅邀，繼楊杏佛遺缺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中研院因所從事的高

深專門之學無立即濟於時艱之用，長期不受政府重視，自成立之日起就因經費短絀處境尷

尬。前任楊杏佛為爭取政府資金挹注，甚至不惜隨同蔣介石前往江西赴「剿匪秘書長」之

任。12楊死丁繼，難局依然。丁文江在獲蔡元培的堅決支持後，重拾治理地質調查所的思

路，在盡力爭取政府支持的同時，側重從內部大刀闊斧地對中研院進行改革，收效顯著。如

通過整頓全院的行政中心─總辦事處，提高了辦事效率；設置評議會，而後研究院體制始

成；組織基金保管委員會，加強了經費的統籌管理等等。上述諸項，用院長蔡元培的話說，

「均為本院定百年大計」。

與在政界的束手束腳難得施展相比，丁文江在學界真正是得心應手。「學術界的政治家」用

「他的大量，他的遠見，他的廣博知識，他的魄力，他的愛護青年」先後為地質調查所、中

央研究院構築了持續發展的基礎。難怪有「用人雅量」的蔡元培在丁任職不足兩年遽爾去世

時痛心疾首，他在歷數各項實績後不禁感嘆：「使再假以年，不知進步到何種狀況。今丁先

生撒手而去，本院豈不受一最大的打擊麼？」13

二 「少數人的責任」

丁文江與實際政治發生瓜葛，粗略可追溯到與梁啟超的交往，但此種往還約限於「座主」與

「門生」（丁師禮梁氏，而梁視丁為亦弟亦友）的私人層次，他對以梁為核心的研究系的活

動並不熱心，參與也較為有限，外界對丁乃研究系幹將的觀感實嫌證據不足。14

與梁啟超等政壇健將們的交往，當然有可能促發丁文江問政的興趣，1918年經陶孟和介紹與

胡適結識頓成莫逆後更是加強了這一傾向。除此而外，丁文江在1920年代後積極議政的誘因

尚部分來源於此前的專業工作經歷所獲得的體驗。他在頻繁的野外調查與學術行政的改進實

踐中，對政治之於各項事業的高度相關性有了親切的體認。李濟在一次與丁的談話中就被明

確告知：「你們老問我為甚麼戀著政治問題不捨，不集中全力作科學的工作。你看，政治不

澄清，科學工作是沒法推進的，我們必須先造出一種環境來，然後科學工作才能在中國生

根。」15科學的發展既然與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這樣的行動主義者自然就有了努力問政的



理由。

《努力周報》的發起是丁文江超越專家身份履行知識分子職責的顯性開端。五四運動後，中

國自由主義者開始結集，對於他們的早期活動，丁文江並未預聞其事，不過《努力周報》的

創辦丁氏確有首倡之功：「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來主張，我們有職業而不靠政治吃飯

的朋友應該組織一個小團體，研究政治，討論政治，作為公開的批評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

準備。」16《努力》第二期推出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是以胡適、丁文江為首的小群體矢力

於政治的綱領性文件，該主張宣示的改革進路，「第一步在於好人需有奮鬥精神」，「凡是

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以戮力促成「好

人政府」目標的實現。

宣言發表後，引起了知識階層的廣泛關注，包括《努力周報》、北京《晨報》、《益世

報》、上海《民國日報》以及《先驅》等各具背景的報章雜誌發表了多篇回應之作，由此在

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個「好政府主義」的討論。丁文江積極參與其間，並就有關觀點往返辨

析，使自身的立場得到了進一步的明晰澄清。〈答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涵括了

其在《我們的政治主張》基礎上的進一步發皇思考，他在摧陷廓清間為知識階層確立了一條

「救火」興邦的問政途徑。簡括言之，在丁文江看來，政治糜爛是凡百事業不可為之的主

因，因此改良政治實為變革社會的首要之圖，也是最易著手最易見效的環節；知識階層應肩

負起議政的責任，與此同時不忘加強自身修養，尤其應用科學的態度盡可能地研究政治的各

相關層面，以作改良政治之依據。17

大綱經絡已備，從而為翌年《少數人的責任》這一思想集大成之作的最終面世準備了條件。

丁文江在這次面向燕京大學青年學生的講演中直接將國內政治的「不上軌道」歸諸於「少數

人」（「好人」）的袖手旁觀，他認為遺傳及境遇都有「相當遭際」的人理所當然的成為

「社會的天然領袖」、「國家的中流砥柱」，自然應負起相應的責任；他相信只要這些「少

數人」能夠空其所傍咬定牙關，不再把政治視作軍閥官僚的私物而能戮力合心積極問政，政

局必將為之一變。18

丁文江之所以將政治改良寄托於「少數人」的奮袂而起，造因多端，除「吾曹不出如蒼生

何」的傳統士大夫意態隱約作用、與個人「實幹家」的秉性若合符節外，還建基於他對近代

中國各權勢集團的分析判斷。近代式訓練的匱乏幾乎是他對所有權勢集團的共同診斷。長久

縈繞其心間的創辦新式軍官學校的願望就是一個極具提示性的例子：軍閥的割據稱雄各逞其

私是近代中國的禍亂之源，丁文江並未對一般時論隨聲附和，他在分析後認識到軍人中雖不

乏愛國志士，但受制於近代知識的缺乏，致使在事態之判斷與應對時往往為盲動顢頇所奪，

成為政治社會中的消極力量。所以創建一所「最新式的最完備的高級軍官學校」，將軍人集

團改造成責任心及能力兼備的建設性力量，相當長時期內在其心間躍躍欲動。1925年8月，他

在與孫傳芳杭州晤面談及自己的「出山」設想時就明確表達了這樣的願望。19

職是之故，丁文江認為，在當前條件下，只有極少部分人經過了足夠的訓練從而真正具備了

參政問政的能力，國家不滅民族振興的希望也只能暫時寄望於「少數人」的努力。

以《努力周報》的創刊為始點，丁文江之後較多涉足政事，在其長達十數年的與政治剪不斷

理還亂的姻緣中，他或通過向政府當軸建言或偶一出而從政的方式，構成了「少數人」思想

在特定條件下的雙重實踐。



三 「亂世之飯桶」

《努力周報》批評時政的兩年實踐對現實政治的「低微」影響，讓努力社同仁有「向壁」之

嘆，但丁文江並未氣餒，繼續對政治事務表現出積極的關注。1926年，更是在奉直爭衡的大

局中應孫傳芳邀請赴上海躬行「好人」政治。丁履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雖不過半年，卻

為孫氏所累被時人及後世研究者詬病不已，甚至還影響到對其參政問政的總體性評斷，因此

對這一經歷的梳理，似為認識丁文江所有政治活動的關鍵。

丁文江為孫傳芳羅致實與江蘇地方及旅外人士在軍閥徵逐政局動盪情勢下，為救助地方免遭

奉張蹂躪所行之「救援江蘇運動」直接相關。1925年7、8月間，受其中主要奔走出力的陳陶

遺和劉厚生委托，丁文江分馳岳州、杭州試圖運動吳佩孚、孫傳芳出兵反奉。孫早有反奉之

心，自五卅運動以還就一直積極備戰，因此應允於適當時機出兵。在此次面晤時，「他曾問

在君，奉軍趕出江蘇之後，他自己肯不肯來幫幫他的忙」，丁文江在考慮後表示同意。

次年2月，丁文江作為「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方三代表之一──另兩人為胡適及王景春，

再次南下上海與英國為應對五卅慘案後中英關係的新變化而派出的「衛靈敦中國訪問團」進

行磋商，正是在這次行程中他接受了孫傳芳的邀請，出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一職。不過

丁開始對出就公職還是持謹慎態度，據胡適說，他首先就商於己與王景春，隨後又向英方代

表、有豐富政治經驗的衛靈敦子爵（Viscount Willingdon）請教，在得到肯定的答覆後才接

受了孫的邀請。

5月3日，孫傳芳由寧抵滬，次日自任淞滬督辦，並公佈督辦公署組織大綱，以丁文江為總

辦。5日，孫在上海總商會招待滬上各界的茶會上發表演講，對任命丁氏之事有所澄清，他

說：

我找得來幫我忙的丁總辦，不是我的私人，他本來是為英國庚款委員會的事來的，我相信他

不肯謀自己的私利，相信他能實行我的政策，我才肯找他來，他贊成我的政策，他方始肯

來。20

丁文江協助孫傳芳的初旨，原為通過創建主持一所「最新式的，最完備的高級軍官學校」，

將軍人集團改造成責任心及能力兼備的建設性力量；而孫看重的則是丁的行政專才，是以對

其委諸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的重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設置的基本思路，孫傳芳在多次講

話時均有涉及，從中可以看出，公署總辦的主要使命不外有二：第一，捏合改良市政，為大

上海的最終造成準備條件；第二，解決因毗鄰租界而牽扯進的外交糾葛及相關事務。總體說

來，「地位性質與市長相似」的丁文江任職雖暫，上述使命還是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實現。

然而，1926年後半年激烈動盪的內外環境，明顯干擾了丁文江的施政方向，並最終為其這次

出山從政匆匆劃上了句號。

丁文江任職督辦公署恰在五卅慘案發生一年之後，由五卅慘案引發的五卅運動是近代中國規

模最大的民族主義的民眾運動，其顯著特點之一就是工人階級的廣泛參與。工業發達洋人聚

集的上海自然成為這一風暴的中心。丁蒞任未久，工人罷工潮即因工作條件的惡化、米價騰

貴致使生活維艱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而愈演愈烈。局勢的動盪使丁文江被動卷入了對罷工問題

的處理。6月27日，上海總工會以「調停工潮不力」為由被查封，這項命令直接來自孫傳芳，

執行機關為公署轄下擁有相當自主權的上海警察局。共產黨人對這一事件的「責任方」心知

肚明，不過他們也認為丁負有不可推卸的連帶責任。所以當丁文江往返穿梭於各相關部門力



圖「根本解決工潮」並有啟封總工會之意時，共產黨人並不抱有太大的希望，因為在他們看

來丁所提出的限制米價高漲和改善工人待遇的方案根本是卑之無甚高論，「老早就是上海工

人自己提出來的辦法，只是官廳與資本家都拒絕不理」。

的確，在當時複雜的局勢下，丁文江「根本」解決工潮的資源非常有限。撇開其他關聯不

論，僅就其與工人們的雙方立場而言，各自懸的就相差玄遠：「孫傳芳丁文江要的是『大上

海』，我們（工人）要的是『革命的上海』」21。是年11月28日其致胡適的信函也提示我

們，丁所謂「根本」解決工潮的方案無外乎通過承認工會的合法地位，試圖將工人運動納入

法律所許可的範圍之內。22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這在20年代的中國只能是一種空想。事實

上，隨著廣州國民政府北伐戰爭的順利推展，國民黨在上海等地擾亂孫氏後方策略的積極推

行，孫傳芳逐漸加強了對東南五省的專制統治且日漸倒向奉張集團，丁文江在局勢變動中也

被迫轉向以厲行地方治安為職志，在一段時間內奉命查封了眾多國民黨在滬機關。

孫傳芳日益加強與「胡子」合作的動向，引起了丁文江等人的強烈不安。據現有材料看，他

至少在9月、11月先後兩次與陳陶遺等往勸孫氏試圖有所挽回，但後者的「啃窩窩頭」認同令

丁文江等人一再無功而返，在孫氏政權中任職的江蘇人去意漸起。2312月15日，陳陶遺辭去

江蘇省長一職，遁而不見。長期對去留之事難以自決的丁文江這時也屢屢收到胡適、任鴻雋

敦促抽身離去的電報、信函，友好們的姿態顯然起到了作用，翌年1月，丁文江離開上海，結

束了這段躬行「好人」政治的歷史。

如前略及，丁文江此次從政的思想基礎實為其心中扎根已久的對「好人政治」的企望。支持

他在左支右絀的困境中默默為之的主因同樣是「好人政治」的信念，他始終深信「好人」出

山參與政事是政治清明社會改良的唯一進路。1926年11月底，局勢已是極其困難，丁此時致

函胡適：「我細讀你的信，覺得你到了歐洲，的確是吃了一劑補藥，心裏異常的高興。不肯

frivolous（隨俗浮沉），真可說是你的覺悟，我們處中國目前環境，真要立定了腳跟，咬緊

了牙齒，認真做事，認真做人。」24雖為針對胡氏的思想變化立言，何嘗不是觸景生情有感

而發的夫子自道。

從丁氏任職期間事功的主要取向而言，其著眼點較集中於行政層面的改進，這實際上相當程

度地體現了丁文江行政改革者而非政治家的特質，庶幾近乎丁氏關於「我們這班人」只可作

「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的自謂。離職半年後，身居北京已無掛礙的丁文江似能平心靜

氣地看待這場糾葛，他反省道：「當革命的時代，如我這種人實在不適用。我不大很會說謊

話，而且疾惡過嚴，又好管閑事。行政方面，我自信頗有能力，在上海的試驗，尤足以堅我

自信，但是目前不是建設的時代，不妨留以有待」，「政治是危險的事，我固然不怕危險，

但是我現在有許多心願未了。」25丁之心願如其所說，主要是回到書桌前清理前一階段遺留

下來的學術債務。

從上海黯然而退後，丁文江過了一段稍稍「遠離」政治的生活，但在私人場合，與胡適眾朋

友的話題依然是不離政治。1931年8月，胡適應丁文江之邀赴秦皇島消夏時，二人已覺察到日

本的狼子野心必有一逞之日。下月，沈陽事變即告發生。

日本的蚕食鯨吞對胡適、丁文江等造成了很大的刺激，「總而言之，大火已燒起來了，國難

已臨頭了。」日益深重的國難危機給這些感受最為銳敏、平日以「好人」自居的知識分子提

出了新的課題，該群體以何種方式參與救亡已是迫在眉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希望向全



社會貢獻「一些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的《獨立評論》應時而生。《獨立評論》

為國難時期丁文江的發言議政書生救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平台，以文章數量計算，該刊的作

者群體中，丁是僅次於胡適的最活躍的撰稿人。

丁文江這一時期問政的相關議論覆蓋了時局所有重要方面，並適成體系呈現出一個相對嚴密

的整體。簡括言之，即是以有效率的政體（後逐漸明晰凸顯為「新式獨裁制」）為核心，國

共息爭，在最為有利的時機給日軍以重大打擊，且運用一切可能力量以延緩並最終消除日益

深重的國難危機。丁氏這些配合著時勢逐漸彰顯的政治、軍事主張因只眼獨具頗有乖違於時

論之處，在得到一干學者遙相呼應的同時，卻一直遭人非議。如在發表〈假如我是張學良〉

一文後，前努力社友人湯爾和寫信給胡適直接譏其為「紙上談兵」；26在對國難時期青年責

任的冷靜觀察中，丁文江因主張只有回到書齋讀書才有可能更有效率地達成救國目標的言

論，也受到一些青年的嚴詞指斥，認為現今學生運動的萬馬齊瘖，丁等實在是難辭其咎應當

「痛切自責」的。27

四 餘論：出山要比在山清

1936年1月5日，正值盛年的丁文江在勘探途中因煤氣中毒後救治失當於長沙去世，結束了其

亦學亦政為人眾說紛紜的一生。

平情而論，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因「才智出眾」、「道德高超」，所行所思所想

必然與「凡夫俗子」的興趣取向形成對比。28「國家所待甚多」的丁文江在本業之外的「餘

暇」問政，貫注了自身關於國事的獨立思考，1935年夏間他所作之諷竹詩，實為自身卓而不

群獨立無依精神的最好寫照：29

竹似偽君子，外堅中卻空； 

成群能蔽日，獨立不禁風； 

根細善攢穴，腰柔慣鞠躬； 

文人都愛此，聲氣想相同。

不過此種依靠自身的「獨立」立場對現實政治所作的特定觀察，在近代中國這樣的亂世中實

已不受歡迎，對於這種狀況的造成，徐復觀有一非常形象的總括，他說，相比於五四時期學

者問政「有兵有將，即是有青年，有朋友」的情況，「民國十四五年以後，卻有將無兵，即

是有朋友而無青年。」丁文江努力問政時代恰值「有將無兵」，他的系列主張雖得到一干朋

友的遙相呼應，但絕大多數的青年似已不感興趣，並屢有微詞。以此觀照徐先生所謂「在真

正的民主自由未實現以前，所有的書生，都是悲劇的命運」的親切體認，確為不刊之論。30

丁文江去世後，蔡元培、胡適在不同場合所作的評定最為知論，均一言勘破了其一生遇合窮

通的根本所在。蔡元培說：「在君先生是一位有辦事才的科學家，普通科學家未必長於辦

事，普通能辦事的又未必精於科學；精於科學而又長於辦事，如在君先生，實為我國現代希

（稀）有的人物」；31胡適在回覆周作人的信函裏所見略同，也說：「在君兄之死，真是一

大損失。此君治學之外，實有辦事的幹才，不像我們書生只能拿筆桿，不能做事」32。四年

後，胡適在評點近代中國「受這個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時，將丁文江列為有資

格入選的十三人之一，稱他們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時代的聖賢，不但沒有愧色，往往超

33



越前人」。 這種轉型時期的文化落差及超出於常的辦事才具自然不允許他困坐書齋孤芳自

賞，注定成就了他為時人及後世評說不已的諸項事功，但這一切丁文江早已釋然於內。此引

1935年12月丁文江瞻仰先師龍研仙先生墓當晚所作《麻姑橋晚眺》詩作以為本文之結：

紅黃樹草爭秋色，碧綠琉璃照晚晴。

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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