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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胡适写字的启蒙老师是父亲胡传ꎬ不仅胡适最初的写字是胡传教的ꎬ而且其手写的«学为人诗»
«原学»是胡适的启蒙教材ꎮ 胡适的写字ꎬ除了受父亲以及学校的习字课训练影响以外ꎬ还受欧阳询和薛稷影响

较深ꎬ少年时曾临习过«化度寺碑»«信行禅师碑»二帖ꎮ 胡适在书写上严格地遵循传统知识分子习字的方式训

练ꎬ具有“童子功”ꎮ 胡适的字不属于“碑派”ꎬ而是“二王”脉络ꎬ属于明清知识分子追求的“趣味”风格ꎬ典雅、趣
味、个性张扬ꎬ逾规ꎬ“法度”不严ꎮ 胡适无意书法和书家ꎬ但他的书写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ꎬ胡适称得上是书法

家ꎬ只是他不是那种充分学习前人而博采众长的书法家ꎬ也不是那种书体丰富多样ꎬ多变的书法家ꎮ 胡适的手书

以正字为主ꎬ但日记和草稿中很多字很潦草ꎬ属于自创“草书”ꎮ
〔关键词〕胡适ꎻ手书ꎻ溯源ꎻ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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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ꎬ胡适是唯一可以

和鲁迅相提并论的人物ꎮ 对于胡适这样开启一

个文化类型的伟大人物来说ꎬ如何评价和定位ꎬ
一百年的时间显然太短ꎮ 笔者相信ꎬ两百年、三
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ꎬ就胡适对中国现代思

想文化的开创性、建设意义等的评估与今天会有

很大的不同ꎮ 胡适的贡献主要是学术和思想方

式上的ꎬ他对于中国现代科学、现代学术话语、现
代思想方式等不仅具有开启性ꎬ更具有建设性和

示范性ꎮ 我们今天的说话方式、思想方式以及所

使用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就是以胡适为首的“五

四”一代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ꎮ
过去我们主要是从思想、学术以及文学方面

研究胡适ꎮ 其实ꎬ胡适的手书也是值得深入研究

的ꎬ现存胡适手稿大多数都已经公开出版ꎬ特别

是安徽黄山书社 １９９４ 年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

藏书信»ꎬ４２ 巨册ꎻ吉林文史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出版

的«胡适手稿»ꎬ宣纸版套色印刷ꎬ共 １６ 函 ４８ 册ꎬ
可谓浩大的工程ꎮ 从书写的工整与潦草以及流

畅上ꎬ从反复的密密麻麻的修改中ꎬ我们似乎感

受到了胡适思想过程的灵动性和温度ꎬ这是印刷

体冰冷的文字所不具有的ꎮ 从手书的角度来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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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问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ꎬ胡适是否称得上

书法家? 胡适的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ꎬ究竟如何

定位? 胡适的字究竟是什么书体? 其来源或者

说根底是什么? 本文主要探讨这些问题ꎮ

一、胡适写字的父母发蒙与终身印记

关于自己的写字发蒙过程以及看法ꎬ胡适没

有专门述及ꎮ 在«四十自述»以及«胡适口述自

传»等传记材料中ꎬ胡适讲他的学习很多ꎬ但很少

讲写字以及他对书法、毛笔、宣纸、墨、碑帖以及

临帖等问题的看法ꎮ 有一些零星的讲述ꎬ从这些

讲述中ꎬ我们大致能够知道一些胡适在写字上的

信息ꎮ
三岁时胡适就从父亲胡传认字ꎬ“我小时也

很得我父亲钟爱ꎬ不满三岁时ꎬ他就把教我母亲

的红纸方字教我认ꎮ 父亲作教师ꎬ母亲便在旁作

助教ꎮ 我认的是生字ꎬ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ꎮ 他

太忙时ꎬ她就是代理教师ꎮ 我们离开台湾时ꎬ她
认得了近千字ꎬ我也认了七百多字ꎮ 这些方字都

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字ꎬ我母亲终身保存着ꎮ” 〔１〕

我们知道ꎬ一个人的书写特别是自然书写ꎬ与最

初的认字有特别大的关系ꎬ在认字的基础上又与

最初的书写有很大的关系ꎬ人的手书一旦形成ꎬ

大部分人都是终生不变ꎬ除非有意地改变ꎬ并进

行特别的训练ꎬ比如练书法ꎬ临帖等ꎮ 但即使练

书法ꎬ其根底和痕迹也很难消逝ꎬ至今为止ꎬ书法

史上有名的书法家其书法在特征上都具有连续

性ꎬ无论其字怎么变化ꎬ我们都能够从中看到其

书写的初期的特征ꎬ人最初的书写就像血液一样

终身流淌在人的书体之中ꎮ 可惜胡适所说的这

些红纸方字未见公开出版ꎬ假如能够影印出版ꎬ
毋庸置疑ꎬ其价值是非常大的ꎬ对于我们探究胡

适书写的由来一定会有很大帮助ꎮ
胡适最早认的字就是他父亲写的字ꎬ他最早

读的“书”也是他父亲特别为他编写的:“我念的

第一部书是我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ꎬ叫做

«学为人诗»ꎬ他亲笔抄写了给我的ꎮ” 〔２〕 “我念的

第二部书也是我父亲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ꎬ名叫

«原学»ꎬ是一部略述哲理的书ꎮ” 〔３〕 这部书也应

该是胡传自己书写的无疑ꎮ 胡适最早写字其范

本也应该就是他父亲亲手写给他的这些 “课

本”ꎬ也可以说是“字帖”ꎮ 可惜胡传的«原学»手
稿不见留存ꎬ但幸运的是胡适母亲把«学为人

诗»保存下来并传给胡适ꎬ胡适又把它很好地保

存下来ꎬ并于 １９６９ 年以折页的方式影印出版ꎬ这
是非常珍贵的ꎮ 如图:

　 　 １９３１ 年ꎬ胡适整理了«学为人诗»ꎬ并写一段

跋语:“先父铁花公手写他自己做的«学为人诗»
一卷ꎬ是我三岁时他教我读的ꎮ 先母替我保藏了

二十多年ꎬ先母死后ꎬ又已十三年了ꎬ裱装成册ꎬ
含泪敬记ꎮ 胡适ꎬ民国二十年九月ꎮ” 〔４〕 从胡传的

字中ꎬ我们能够看到胡适的字体深受其父亲的影

响ꎬ虽然二者在外形上有很大的差异ꎬ胡传的字

在构架和形体上明显从柳体变化而来ꎬ比较清

瘦ꎬ笔画开阔ꎬ但“法度”不严ꎬ不是标准楷书的笔

法ꎬ所以写出来的字既不是“二王”正楷笔画ꎬ也
不是颜体、柳体、欧体之笔画ꎬ而胡适的正字在构

架和形体上似有很多颜体特征ꎬ特别是受颜真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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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的影响ꎬ颜体“形化”比较明显ꎮ 这种变化是

非常自然的ꎬ也是很正常的ꎮ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

可以看到ꎬ胡适的字在笔画、结体、书体ꎬ风格特

别是精神上和胡传的字有很多相似性和承继性ꎬ
可以说是“神似”ꎬ很多因素都可以从其中找到ꎬ
我们也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以及变化ꎮ 胡

适的字在笔画上一直不是标准体或者从标准楷

书演变而来ꎬ胡适的字似更近宋代、明代书法的

“尚意”ꎬ线条感特别强ꎬ而不是唐代书法的“法
度”谨严的风格ꎬ笔锋及点画都过于省略ꎬ这可能

与最初学写字学习其父亲的手写字有很大的关

系ꎮ
不仅胡适的字形应该深受他父亲的影响ꎬ而

且字体也深受其影响ꎮ 从胡适零星的谈论书法

的言论中我们知道ꎬ胡适一生不喜欢草书ꎬ他的

手稿中很多字很潦草ꎬ但不是草书ꎬ在给雷震的

信中他说:“你能写草字的信ꎬ———实在不容易

看! ———所以比我勤的多! 我就不会写草字ꎬ写
信总得想对方容易读ꎬ所以我总是没有工夫写

信ꎮ” 〔５〕他告诫儿子胡思杜:“妈妈说你近来用功ꎬ
我听了很高兴ꎮ 你写的字也有进步了ꎮ 最好是

不要写草字ꎮ 先写规矩字ꎬ带一点‘行书’ꎬ不可

太草ꎮ” 〔６〕 他批评文献中的一些草字: “草字甚

劣”ꎬ〔７〕“现存的稿本上往往有很潦草的草字修

改ꎬ狂草而不合草字规律ꎬ竟不可辨认ꎮ” 〔８〕相反ꎬ
他高度评价写正楷的许怡荪:“他同我做了十年

的朋友ꎬ十年中他给我的信有十几万字ꎬ差不多

个个都是楷书ꎬ从来不曾写一个潦草的字ꎮ 他写

给朋友的信ꎬ都是如止ꎮ 只此一端已经不是现在

的人所能做到ꎮ 他处处用真诚待朋友ꎬ故他的朋

友和他来往长久了ꎬ没有一个不受他的感化

的ꎮ” 〔９〕在胡适看来ꎬ写楷书是一种美德ꎬ是对人

的尊重ꎮ 黎东方曾和胡适谈论过他的字问题ꎬ
“我谈到他的字ꎬ称赞他的字秀雅ꎬ似乎是瘦金体

的加肥、加力ꎮ 他说ꎬ‘我生吃亏ꎬ只会用毛笔写

正楷ꎬ不会写草字ꎬ而且反对写草字ꎮ 草字叫人

家看不懂ꎬ叫人家浪费时间去猜ꎬ又常常猜错ꎬ对
不起人家ꎮ 我写正楷ꎬ最受检字人欢迎ꎮ’” 〔１０〕 在

书写上ꎬ胡适也似乎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而不是审

美主义ꎮ 胡适正规书稿以及书信多写正字ꎬ字形

工整ꎬ笔画规范ꎬ除了出于实用的好辨认这一原

因以外ꎬ与其从小养成的写字习惯以及相应的审

美习惯是分不开的ꎮ 事实上ꎬ从胡适的手稿以及

各种题名、题词来看ꎬ胡适也是非常讲究书法艺

术的ꎬ也达到了很高的书法水准ꎬ只是他的书法

不是像一般书法家那样是经过刻苦的临帖而来

的ꎬ他对书法美的表达具有自然性ꎮ
胡适不仅不喜欢草书ꎬ而且对甲骨文、金文、

篆书和隶书也没有爱好ꎬ他曾说过:“我对于甲骨

文与金文ꎬ至今还是‘目不识丁’ꎮ” 〔１１〕 虽然认识

这两种书体文字对于胡适的学术来说都是有帮

助的ꎬ胡适在谈到考据时ꎬ多次谈到汉字的古今

演变会造成其意义之差异ꎬ但他从来没有从书法

上对这些字体进行评价ꎮ 这可能同样与他儿时

教育没有接触这些文字ꎬ没有阅读与这些字体有

关的书籍有很大的关系ꎮ 胡传也许是写草字的ꎬ
至少会写行书ꎬ但他给儿子抄的启蒙读物ꎬ可以

断定是用楷书一笔一画书写的ꎮ 胡适在家乡的 ９
年ꎬ除了父亲写给他手写的两书以外ꎬ还读了«律
诗六抄»«孝经»«幼学琼林»«小学»、“四书”“五
经”以及«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

鉴»等书ꎬ〔１２〕这些书都是刻本ꎬ为人工书写ꎬ和今

天的铅字以及印刷体字库字不一样ꎬ具有一定程

度上的书法性ꎬ胡适的手书也应该受这种刻版字

的影响ꎮ 但可惜胡适所用这些书的版本都已经

不可考ꎮ
但笔者这样说ꎬ并不是说胡适在书写上没有

训练ꎬ恰恰相反ꎬ早年的胡适实际上是用了很大

的功夫练字的ꎬ胡适本人也承认这一点ꎬ他曾说:
“我在这九年(一八九五 ~ 一九○四)之中ꎬ只学

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ꎮ” 〔１３〕 练习写字ꎬ是这九年

的重要功课ꎬ胡适把它和阅读相提并论ꎮ 家乡的

九年读书对于胡适的成长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

基本功培养是非常重要的ꎬ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在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其作用和意义怎么高

度评价之都不为过ꎮ 其实写字也是这样ꎬ胡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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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字再没有重大的变化ꎬ就是得益于这个时候

的训练ꎮ 胡适曾谈到他儿时在私塾的临帖情形ꎬ
老师是四叔父介如先生ꎬ很不负责任ꎬ上课的时

候出去打牌ꎬ“四叔往往在出门之前ꎬ给我们‘上
一进书’ꎬ叫我们自己念ꎬ他到天将黑时ꎬ回来一

趟ꎬ把我们的习字纸加了圈ꎬ放了学ꎬ才又出门

去ꎮ” 〔１４〕 但可惜的是胡适没有详细叙述如何习

字ꎬ包括习字的时间ꎬ字帖ꎬ老师是否示范ꎬ自己

的习字心得等ꎮ 胡适是旧知识分子ꎬ在 １９ 世纪

末 ２０ 世纪初的中国ꎬ习字是知识分子的基本功

课ꎬ也许太过于日常化ꎬ胡适在后来的自传和各

种有关自己早年教育的叙述中ꎬ写字反而似乎是

不值得讲的事情ꎮ 对于字帖ꎬ胡适仅有一次偶尔

提到ꎬ“我们小时写字临帖ꎬ临过«化度寺碑»、
«信行禅师碑»ꎬ我们只讲究那一笔那一画写的怎

样好ꎬ谁也不知道信行是三阶教的开山祖师ꎬ化
度寺的僧邕是三阶教的大师ꎮ” 〔１５〕 这其实是非常

重要的信息ꎬ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胡适的书写是

非常重要的线索和根据ꎮ

二、胡适书写的书学来源

那么ꎬ胡适字的源头和流变究竟如何定位?
胡适受其父亲的影响这是当然的ꎬ但其父亲字的

源头又在哪里? 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ꎮ 有人说

他“早年学苏东坡ꎬ结构扁ꎬ捺脚肥而长”ꎬ〔１６〕 还

有人说“他写过隶书”ꎮ〔１７〕 我不知道有何根据ꎬ笔
者遍查各种胡适传记资料ꎬ未见有胡适学苏轼书

法的材料ꎬ也未见其写隶书的材料ꎮ 说他学苏

轼ꎬ可能是源于二人在笔画上的某些相似ꎬ但说

他写过隶书ꎬ不仅不见任何作品ꎬ也不能从胡适

的字迹中看出其痕迹ꎮ 所以这两种说法都很不

准确ꎮ «民国书法篆刻人物辞典»有“胡适”条

目ꎬ主要是介绍其生平ꎬ对他的书法评价是:“工
书法ꎬ古今相融ꎬ碑帖互通ꎮ 所书随意挥洒ꎬ清峻

飞动ꎬ飘然不群ꎮ” 〔１８〕 类似的说法还有:“胡适书

法取法魏碑ꎬ观是札ꎬ劲不弩张ꎬ秀不俗媚ꎬ若绵

软轻柔ꎬ非学力饱满不能至此ꎮ” 〔１９〕 笔者认为这

也是值得商榷的ꎮ 在书法专业中ꎬ“碑”、“帖”具

有特殊的含义ꎬ所谓“帖学”ꎬ是指宋元以来以“二
王”为宗的书风ꎬ以晋唐以来的名家墨迹、法帖为

学习范本ꎬ主要以唐宋书法家为代表ꎮ 而“碑学”
主要是尊崇汉、魏晋碑刻ꎬ“碑”在任何时候都有ꎬ
唐代著名书法作品大多都是以碑刻存世ꎬ但“碑
学”之“碑”专指隋之前的碑ꎬ特别是魏碑ꎮ 在这

一意义上ꎬ书法上所说的“碑” “帖”是有特殊含

义的ꎬ主要是笔法和结体上的差异ꎮ
笔者认为ꎬ胡适的字基本上不受“碑派”影

响ꎬ他的字从根基上属于“二王”源头的风格ꎮ 有

人说:“他的字ꎬ出于帖学ꎬ偏于文雅、精美、流畅、
舒服ꎬ可以看出很明显的‘二王’书风ꎬ他绝对是

下过功夫的ꎮ” 〔２０〕笔者非常赞同这一观点ꎮ 精神

上ꎬ胡适的字追求明清文人的趣味一脉ꎬ典雅、趣
味、个性张扬ꎬ逾规ꎬ不严格地遵循“法度”ꎬ虽然

他的字和傅山、黄道周、祝允明、文征明、王铎等

风格迥异ꎮ 胡适说他年轻时临过欧阳询的«化度

寺碑»和薛稷的«信行禅师碑»ꎬ比较胡适的字和

这两个经典名碑ꎬ我们能够看到胡适明显受二者

的影响ꎮ
欧阳询的«化度寺碑»全名«化度寺故僧邕禅

师舍利塔铭»ꎬ为欧阳询 ７５ 岁时所书ꎬ是其代表

作之一ꎬ与«九成宫醴泉铭»齐名ꎬ只是因为碑拓

漫漶ꎬ不及«九成宫醴泉铭»流传广远ꎮ 此碑其书

法特点是老练、厚重和纯熟ꎮ 清杨守敬评价:“欧
书之最醇古者ꎬ以«化度寺碑»为最煊赫ꎮ” 〔２１〕 欧

阳询被称为是“书法史上第一大楷书家”ꎬ〔２２〕 明

杨士奇评价:“询书骨气劲峭ꎬ法度严整ꎬ论者谓

虞得晋之飘逸ꎬ欧得晋之严整ꎮ” 〔２３〕 明莫云卿评

价:“欧之正书ꎬ稼纤得度ꎬ刚劲不挠ꎬ点画工妙ꎬ
意态精密ꎬ杰出当世ꎮ” 〔２４〕 欧阳询之书法形成一

种“体”ꎬ世称“欧体”ꎬ和“颜体”“柳体”并称楷书

三大“体”ꎬ影响了唐之后无数的书法家ꎮ «化度

寺碑»原碑已不存ꎬ“北宋庆历间ꎬ河南范雍游南

山佛寺见此碑ꎬ叹为至宝ꎬ徘徊不忍离去ꎮ 一寺

僧闻之误以为其中有宝ꎬ破石求之不得ꎬ弃之寺

后ꎮ 及范雍再至ꎬ叹悔不迭ꎬ遂以数十缣易残石

以归ꎬ置于赐书阁下ꎮ 靖康之乱ꎬ曾藏石于井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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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后取出拓数十本ꎬ未已遂湮ꎮ” 〔２５〕 存世者即所

谓“宋拓本”ꎮ 但实际上还有唐拓本ꎬ但现仅存 ６
页ꎬ为清光绪末年在敦煌石室发现ꎬ现分藏于法

国巴黎博物馆和英国伦敦博物馆ꎮ〔２６〕 胡适的字

在形体上和欧阳询的«化度寺碑»文字有很大的

差别ꎬ但仔细对照ꎬ发现二者其实有一种内在的

一致性ꎬ字体都是纤瘦ꎬ笔画都很规整ꎬ粗细变化

的幅度不大ꎬ最后一笔都比较开放ꎬ都很秀丽ꎮ
有人称欧阳询的书法为中国最美丽的字ꎬ胡适的

字在精神上正是承继欧阳询的优美和严整之一

路ꎮ
薛稷的«信行禅师碑»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

名作ꎮ 薛稷在书法上师法欧阳询、虞世南、禇遂

良等ꎬ以楷书名世ꎬ代表作就是«信行禅师碑»ꎬ全
名为«隋大善知识信行禅师兴教之碑»ꎬ原碑已

佚ꎬ现仅存两种宋拓本ꎬ一为何绍基藏本ꎬ一为翁

同龢藏本ꎮ «信行禅师碑»的艺术特点是“瘦劲妍

媚ꎬ萧散疏朗”ꎬ〔２７〕唐张怀瓘评价其“尤尚绮丽媚

好ꎬ肤肉得师之半”ꎬ〔２８〕 宋董逌评价其“用笔纤

瘦ꎬ结字疏通”ꎮ〔２９〕 胡适的字疏朗开阔ꎬ纤瘦优

美ꎬ从中我们看到«信行禅师碑»的影子ꎮ
从字体来看ꎬ胡适的书写属于“帖派”ꎬ属于

“二王”一脉ꎬ直接受欧阳询、薛稷的影响ꎬ和鲁迅

的碑学风格完全不同ꎮ 胡适的手书很早就形成

了自己的独立个性ꎬ虽然有行书、楷书之分ꎬ有工

整、潦草之分ꎬ有钢笔书写和毛笔书写之分ꎬ早年

的书写不同于留学时期的书写ꎬ不同于五四时期

的书写ꎬ但总的来说一直没有重大的变化ꎬ风格

非常固定ꎮ 和郭沫若以及茅盾等书写有时判若

两人不同ꎬ胡适的字基本上是“一体”的ꎬ风格独

特ꎬ特征非常突出ꎬ很容易就能够看出是胡适的

书写ꎮ
但这并不是说胡适的字就是一模一样、铁板

一块ꎬ没有差异的ꎮ 事实上ꎬ胡适早年求学时期

的书写、留学时期的书写、五四时期的书写以及

３０ 年代的书写是有一定差异的ꎬ３０ 年代之后ꎬ胡
适的书写相对稳定ꎬ如果不看具体的内容仅看字

迹有时甚至很难判断其书写的大致时期ꎬ比如究

竟是 ４０ 年代书写的还是 ５０ 年代书写的ꎮ 同时ꎬ
胡适的书信、日记、文学创作、学术论文与著作ꎬ
初稿与二稿、誊清稿等ꎬ因为用途不同ꎬ针对的阅

读对象不同也是有差异的ꎬ比如日记就写得比较

随意ꎬ不仅文字上缺乏字斟句酌ꎬ而且书写上也

比较潦草ꎬ修改也比较少ꎬ留学时期的日记还粘

贴很多剪报ꎮ 书信根据对象不同而有很大的差

异ꎬ给家人的书信比较随意ꎬ圈改也比较少ꎬ给不

熟悉的人写信则比较正式ꎬ多用正书ꎬ文字顺畅

精练ꎬ也许是誊清稿ꎮ 现存«尝试集»手稿应该是

初稿或者二稿ꎬ修改非常多ꎬ字迹也非常潦草ꎬ一
看就是“底稿”ꎮ 学术著作则分为两种情况ꎬ资料

抄录、提纲、札记等多比较随便ꎬ书写多为行书或

者草书ꎬ修改非常多ꎬ一看就是草稿ꎬ而誊清稿则

正规得多ꎬ应该是交给出版社或者杂志社的稿

件ꎬ多为正书ꎬ也有修改ꎬ但不是很多ꎬ修改书写

也很规范ꎮ
但胡适书写中最大的差异还是毛笔字与钢

笔字铅笔字的不同ꎮ 考察胡适的用笔情况其实

也是研究其手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ꎬ对于理解

他的书写及特点也是非常有帮助的ꎮ 鲁迅、周作

人以及郭沫若、茅盾的书写一生中主要以毛笔为

主ꎬ这除了从小所接受的教育以及书写习惯以

外ꎬ还与他们的日本留学的教育有关ꎬ日本现代

文化虽然整体“向西转”ꎬ但日本是汉字圈文化ꎬ
在书写上仍然赓续传统ꎬ使用毛笔居多ꎬ鲁迅等

人在日本学习西学ꎬ但书写习惯没有大的改变ꎮ
而胡适不一样ꎬ他虽然也是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

陶ꎬ书写从毛笔开始ꎬ书法上具有“童子功”ꎬ但留

美时书写上也非常西化ꎬ多用钢笔、铅笔、蘸水

笔ꎮ 胡适上课记笔记以及读书记笔记用什么笔ꎬ
目前因为未见资料ꎬ所以无法考证ꎬ理论上应该

以铅笔为主ꎬ也可能用钢笔ꎮ 胡适留学日记完好

地保存下来ꎬ从字迹上可以判断它基本上是用蘸

水笔书写的ꎮ 蘸水笔属于硬笔的一种ꎬ非常廉

价ꎬ笔头为钢笔笔尖ꎮ 蘸水笔书写和毛笔非常近

似ꎬ写几行就要蘸水ꎬ所以墨色浓淡变化非常明

显ꎬ笔画不是纯粹线条的ꎬ而有粗细或厚薄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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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ꎬ所以胡适蘸水笔书写特征介于毛笔与钢笔书

写之间ꎮ
回国之后ꎬ胡适的书写基本上是毛笔和硬笔

(包括钢笔和铅笔)兼用ꎬ墨色除了黑色以外还有

红色和绿色ꎬ即使在美国当大使ꎬ他也不是完全

用钢笔或者铅笔书写ꎬ他曾给江冬秀写信让她带

毛笔ꎬ这不排除送人ꎬ但主要是自己用的ꎬ且量还

比较大ꎬ也可见其用毛笔书写仍然是比较多的ꎮ
胡适的学术论著用钢笔比较多ꎬ比如大量的«水
经注»笔记、札记、草稿、修改稿多用红色、绿色墨

水钢笔书写(很像水彩笔书写ꎬ但有待进一步考

证)ꎮ 但也有用毛笔书写的ꎬ比如«中国中古思想

小史»«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二书就是用毛笔书

写ꎮ 但总体来说ꎬ４０ 年代之后ꎬ胡适使用毛笔书

写就相对比较少了ꎬ这从书信日记中可见一斑ꎮ
与 ５０ 年代之后中国人普遍地在上衣口袋挂插一

支钢笔甚至多支钢笔以备随用不同ꎬ胡适那时随

身携带的更多的是铅笔ꎬ他在书信、日记以及文

章中多次提到他随身携带铅笔的事ꎬ可见铅笔在

他日常书写中的重要性ꎮ
总之ꎬ胡适各种书写的差异不是“体”的不

同ꎬ而是书写工具造成的不同ꎮ 当然也与年龄的

增长有一定的关系ꎬ这是另外一个话题ꎮ

三、胡适书写的书法定位

胡适一生中从来没有停息过写字ꎬ现在的

«胡适全集»４２ 卷ꎬ字数达 ２ 千万之多ꎬ这还不是

他所写的全部ꎬ这么多字都是胡适一个字一个字

地写出来的ꎬ而且很多文章和著作都是多种手写

版本ꎬ还有很多没有保存下来的读书笔记、听课

笔记以及抄录等ꎮ
１９０４ 年ꎬ胡适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ꎬ开始接

受新式教育ꎬ当时的新式教育中从蒙学到小学到

中学到高等学堂以及大学堂都是有“习字” 课

的ꎬ〔３０〕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以及中国公学是否开

设习字课ꎬ不得而知ꎬ胡适自传材料也没有提及ꎬ
但胡适的«澄衷中学日记»最后一则日记是:“检
残书得书七十余部ꎬ牌(碑)帖十余幅ꎮ” 〔３１〕 这里

“牌”应该为“碑”之误ꎬ“牌帖”说不通ꎬ«胡适全

集»没有校对ꎬ原样照录应该属于不负责任的做

法ꎮ〔３２〕这说明胡适在澄衷中学读书时仍然是关

注书法的ꎬ至少阅读过书法作品ꎮ 但以胡适对于

写字的兴趣来说ꎬ他应该不会再习字临帖ꎬ他也

不会追求书写的艺术性ꎬ他写字的风格在家乡九

年的教育中基本上就定型了ꎬ写字在他那里基本

上就是一种业已完成的训练ꎬ是纯粹的学习和表

达工具ꎬ他也不求改变ꎬ并不追求写得更好看ꎮ
胡适成名之后找他题词、题签以及写书法作品的

人很多ꎬ很多时候胡适都题写了ꎬ但实际上他并

不看重书法ꎬ而更看重书写的内容ꎬ他也没有因

此而追求在书法上有所长进ꎬ在给周维亮的信中

他说:“我一生没有学写字ꎬ故最怕写毛笔字ꎮ 书

案上笔筒里虽有毛笔ꎬ但一个月中磨墨写字大概

至多不过一次ꎮ 这一次一定为先生磨一次墨ꎬ但
字是不会好的ꎮ” 〔３３〕 胡适这里所说的“写字” “写
毛笔字”并不是普通的书写ꎬ而是指书法艺术创

作ꎬ但这种“创作”和一般书法家的创作有根本区

别ꎬ不过是按照书法的格式写大字而已ꎮ
笔者认为ꎬ胡适的字很美观ꎬ有鲜明的个人

风格ꎬ胡适称得上是书法家ꎮ 只是他不是那种充

分学习前人而博采众长的书法家ꎬ也不是那种书

体丰富多样ꎬ多变的书法家ꎮ 胡适也有一些题词

和警句格言的书法作品ꎬ但胡适的书写非常单

调ꎬ宣纸的尺幅都很小ꎬ字体也很小ꎬ书写的幅式

章法也非常单调ꎬ一般是横幅、条幅、信札ꎬ偶有

屏条ꎬ〔３４〕但没有长卷、册页、扇面等ꎮ 按照传统

的标准ꎬ按照当今的专业标准ꎬ胡适不是标准的

书法家ꎬ但就书法所达到的艺术水准来说ꎬ胡适

可以称得上是书法家ꎬ并且是非常有特色和个性

的书法家ꎮ
事实上ꎬ各种“民国书法”的书籍中大多数都

认同胡适书法家的地位ꎬ并且对他的书法有比较

高的评价ꎮ 比如有人这样评价胡适的书法:“胡
适书迹多为信札、小品ꎬ少有用于应酬或人际交

往类的书法创作ꎮ 胡适之书可看作典型的学者

书法ꎬ文雅含蓄ꎬ清新空灵ꎬ少注重对线条的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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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炼ꎬ 而 更 为 重 视 内 在 的 气 韵 和 整 体 的 表

现ꎮ” 〔３５〕书法就是书法ꎬ书法可以分为很多层次ꎬ
也可以区分为很多风格ꎬ但没有必要根据职业来

划分为“学者书法” “医生书法” “农民书法” “工
人书法”以及“官僚书法”之类的ꎮ 胡适的书法在

线条上的确比较单纯ꎬ笔画力道上没有太大的变

化ꎬ加之以楷书为根本ꎬ一笔一画ꎬ缺乏过渡性的

笔触ꎬ也不拖泥带水ꎬ显得非常干净利索ꎮ 有人

这样评价胡适的书法:“他与鲁迅恰恰如出一辙ꎬ
他们都否认自己是书法家ꎬ但他们自己的书法都

是上品ꎬ功底之深厚、意趣之丰盈、境界之高超都

足以为人师ꎮ” 〔３６〕给人的感觉是:“舒缓、清朗、儒
雅中有些随意ꎬ一些笔画舒展出去ꎬ通体看来ꎬ有
些许突兀ꎬ不加收束ꎬ真是尽意而为ꎮ” 〔３７〕 我们认

为是非常准确的ꎬ笔者也非常赞同这种评价ꎮ
与一般书法家不同ꎬ胡适为数不多的题写类

书法作品也是非常有个性的ꎮ 胡适在中国古典

文学特别是古诗词上非常有修养和造诣ꎬ早年读

过大量的古诗词ꎬ后来因为新学业有所耽搁ꎬ
１９３４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胡适决定:“从今天起ꎬ每天写

一首我能背诵的好诗ꎬ不论长短ꎬ不分时代先后ꎬ
不问体裁ꎮ 一年之后ꎬ这些诗可以印作一本诗

选ꎬ叫做«每天一首诗»ꎮ” 〔３８〕 这本书终于在 １９５２
年出版ꎮ 由此可见胡适对古诗词的熟悉ꎮ 但他

极少写以古诗词为内容的书法作品ꎬ不是不能

写ꎬ而是不愿意写ꎬ他更愿意写新诗诗句ꎬ更愿意

写白话文ꎬ也就是说ꎬ胡适的书法作品和他的文

学思想是高度一致的ꎬ他不仅文学上提倡和身体

力行白话ꎬ书法上也是写白话诗和白话文ꎬ是非

常彻底的“白话主义”者ꎮ 但恰恰是在这种不经

意中ꎬ胡适的书法对传统的书法在书写内容和书

写方式上都有很大的突破ꎮ “他也应人之请ꎬ写
些条幅ꎬ但所写内容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ꎬ大
体都是他所提倡的白话诗或者是散体句子ꎮ 他

很少写古诗或是古雅的楹联ꎬ尽管他并不缺乏那

方面的学问ꎮ” 〔３９〕“用白话写条幅ꎬ即使在今天也

是一件需要极大勇气的事ꎮ 书写条幅ꎬ是文翰的

展示ꎬ是显示‘水平’的事ꎮ 比较起来ꎬ白话不占

优势ꎬ它比不上文言含蓄、凝练、古雅ꎬ它要显得

单薄得多ꎬ它是薄衫ꎬ而文言是盛装ꎮ 薄衫距离

赤膊上阵不算远了ꎬ犹如贫女和龙王比宝ꎬ但胡

适就敢这样一无所傍ꎬ开千古未有之风气ꎮ” 〔４０〕

“他在书写条幅的时候ꎮ 是连同标点符号一块写

上去的ꎬ这除了他老先生之外ꎬ也无第二人ꎮ” 〔４１〕

胡适是否第一个用白话写条幅甚至屏条ꎬ是否是

第一个把标点符号写进书法作品ꎬ这需要充分的

考证ꎬ因为学术上证明首创是最不容易的ꎬ说
“有”易说“无”难ꎬ但胡适肯定是最早作这种创

举的人之一ꎬ因为现代白话和现代标点都是五四

时期才开始的事情ꎮ

　 　 管继平也认为胡适“字如其人”ꎬ(如上图)
“胡适先生的人品与字品的关系ꎬ那还真是非常

的谐调:干净利索ꎬ宽博大度ꎮ”又评价他的字“章

法自然ꎬ落笔干净ꎬ线条舒展流畅ꎬ笔墨温文尔雅

隽秀和灵逸、儒雅和通透的笔墨韵致ꎮ” “其
线条虽瘦劲ꎬ但有些笔画却明显偏细偏长ꎬ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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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手书溯源与书写定位



以‘长手长脚’之感ꎮ 或许正是这类风格特征ꎬ倒
也形成了胡适书法的明显标志ꎬ使人一望便知

‘胡适体’ꎮ 当然胡适书法其实与他的为人风格

也很近似ꎬ即洒脱自如ꎬ风流蕴藉ꎬ平易近人ꎬ通
俗而不做作ꎬ从墨迹中我们往往可看出一个大学

者的自然之境ꎬ以及所流露出的真实情怀ꎮ” 〔４２〕

胡适的书法不仅内在上和他的精神特征高度一

致ꎬ舒展流畅ꎬ清楚明白ꎬ通俗易懂ꎬ而且在外在

上也高度一致ꎬ胡适长相清瘦、儒雅、隽永ꎬ他的

字也是如此ꎮ
据说鉴别一个人是否是“民间”书家ꎬ就看他

是否认真临习过楷书或者隶书ꎬ或者看临习的功

底达到了什么水平ꎮ 从胡适的临习来看ꎬ他的书

法功底是有的ꎬ初学写字时启蒙标准规范ꎬ有“童
子功”ꎬ后来又临习欧阳询、薛稷的正楷ꎬ写字路

子很正ꎮ 只是他无意于书法和书家ꎬ从来没有认

真临习过行书和草书ꎬ他的行书和草书其实是楷

书的快写ꎬ根据潦草的程度而区分为“行书”和

“草书”ꎮ 胡适说不主张书信以及书稿写草书ꎬ这
是真的ꎬ他的书信和正规的书稿多是行书ꎬ易辨

认ꎬ也非常规范ꎬ异体字和民间简化字很少ꎮ 胡

适的手稿中也有非常潦草的“草书”ꎬ主要存于给

自己看的日记和论著手稿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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