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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或普及？ 
──顧頡剛從事通俗教育的背景 

 

陳識仁* 

摘 要 

本文主要對顧頡剛推動通俗教育的背景做初步探索，先從顧頡剛與傅斯年關

係的生變談起，突顯近現代歷史學者對「研究提高」與「通俗普及」態度的歧異。

次論顧頡剛在民俗學研究的經歷與其從事歷史通俗化工作之間的關係；再論1931

年的一趟旅行，乃是顧氏在一貫從事不問致用的學術研究道路中，岔出了另一條

通俗化的支線。直到抗戰期間，顧頡剛仍舊致力於學術研究與通俗化的工作，彷

彿是在烽火之下開闢的兩條史學道路。 

 
關鍵詞：提高和普及、顧頡剛、傅斯年、胡適、通俗教育、民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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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撰寫期間，獲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93年度專題研究計劃補助，計劃名稱：「烽火

下的兩條史學道路：四○年代顧頡剛的史學研究與通俗化工作 (1/2)」，計劃編號：

NSC93-2411-H-23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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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顧頡剛(1893-1980)，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所從事的古史

研究，因《古史辨》的集結出版而名噪一時，被稱為「古史辨派」或「疑古史派」。

對顧頡剛及其學術進行研究，最早者應屬施耐德(Laurance A. Schneider)於1971年

出版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此後，港台及西方學界對顧氏的相關研究日趨增

加1，大陸則在顧氏辭世後有不少紀念性文章及專書出現2。1989年以後，顧潮、

顧洪女士透過對其父所遺留的大量資料做初步整理，陸續發表不少深具學術價值

的著作3。今年(2007)甫出版的《顧頡剛日記》，更為當代史學與顧頡剛相關研究，

提供極寶貴的第一手資料4，而顧潮女士所領銜整理的「顧頡剛全集」，也已進入

實質出版的階段5。 

                                                 
1 台灣方面對顧氏進行研究的專著，有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台北：允晨出版

公司，1987)、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

1991)、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意義》(台北：商

鼎文化出版社，1993)。香港則有許冠三在其《新史學九十年(1900-)(上冊)》中列有專

章介紹顧頡剛，題曰：〈顧頡剛：始於疑終於信〉(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西

方學者主要有德國吳素樂 (Ursula Richter)的 Das Ku-Shih Pien: Ergebnisse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Diskussion in China der Repepublik, Munich, 1981.(《「古史辨」──中

國一次科學論戰的結果》)及其他單篇論文。 
2 較重要的專著有：劉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北京：中華書局，1986)、鄭良樹，《顧

頡剛學術年譜簡編》(北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尹達等編，《紀念顧頡剛學術

論文集(上、下)》(成都：巴蜀書社，1990)、劉俐娜，《顧頡剛學術思想評傳》(北京：

北京圖書館出版社，1999)、王學典、孫延杰，《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濟南：山東畫

報出版社，2000)、中國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中山大學歷史系合編，《紀念顧頡剛先

生誕辰110周年論文集》(北京：中華書局，2004)、王煦華編，《顧頡剛先生學行錄》(北
京：中華書局，2006)。 

3 顧洪整理，《顧頡剛讀書筆記》(台北：聯經出版公司，1990)、顧潮編，《顧頡剛年譜》

(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顧潮，《顧頡剛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1995)、顧潮，《歷劫終教志不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7)、顧潮編，《顧頡剛學記》(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2002)。 
4 關於《顧頡剛日記》及其價值，可參閱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

剛的內心世界》(台北：聯經出版公司，2007)；拙著，〈評余著《未盡的才情──從顧

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載《兩岸發展史研究》第3期(2007,6)，頁165-175。 
5 顧頡剛一生勤於撰述，留下大量文字稿件，顧潮在其父晚年即已著手編輯「顧頡剛全

集」，初估總計兩千萬字，整理耗時可以想見；顧潮回憶這個工作已進行了二十餘年，

這也是出版傳聞持續多年的主因。以上參見：顧潮，〈春蠶吐絲問然否〉，載《南方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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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頡剛懷疑古史所引發的「古史辨」運動，為當時的史學界帶來極大的震撼，

因此，目前所能看到對顧氏的研究，幾乎都是集中在疑古思潮的討論，且多是置

於近現代學術史的發展脈絡中加以探討。 

 本文的撰寫，無意再對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疑古問題多做闡釋，而是集中討

論顧頡剛從事歷史通俗教育的課題，並僅對其背景做初步探索，有許多尚待進一

步釐清的問題，無法在本文論及。例如顧氏曾經參與教科書編寫，及其所引發的

政治、民族意識形態問題，是否可列為「通俗教育」的討論範圍之內，都必須留

待日後另撰他文探討。 

二、分道揚鑣：顧頡剛與傅斯年的學術歧見 

 1917年，北京大學學生宿舍西齋4號內，住著四位學生6，其中兩位對日後中

國歷史學的發展有極重大的影響。其中一位是以《古史辨》著名，引爆現代史上

「疑古」風潮的顧頡剛；另一位則是創辦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立志要使

「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的傅斯年。由於北京大學當時在蔡元培的領導下，

刻意的改革形塑出校園自由討論風氣，顧、傅二人經常在課餘與其他同學閒談、

討論，感情日深7。顧氏回憶當時兩人是「塤箎相應」的好友8，而傅斯年也在一

                                                                                                                                        
周刊》，2006.8.11；以及「《顧頡剛全集》介紹」學術報告，網頁：http://www.xianqin.org/ 
xr_html//articles/bugao/391.html(資料取得時間：2006/7/15)。 

6 羅家倫在1950年回憶說：「他(傅斯年)房間裡住了四個同學，一個顧頡剛，靜心研究他

的哲學和古史，對人非常謙恭；一個狄君武(當時名福鼎)，專心研究他的詞章，有時唱

唱崑曲，一個周烈亞，阿彌陀佛地在研究他的佛經(後來他出家在天目山做了方丈)，一

個就是大氣磅礴的孟真」；見氏著，〈元氣淋漓的傅孟真〉，收入王為松編，《傅斯年印象》

(上海：學林出版社，1997)，頁2-16。 
7 傅斯年1919年回憶《新潮》的創辦時說道：「民國六年的秋天，我和顧頡剛君住在同一

宿舍同一號裡，徐彥之君是我們的近鄰，我們幾個人每天必要閑談的。……頡剛的朋友

潘介泉君，我的朋友羅志希君，常加入我們這閑談。……中國的讀書人有一種『群居終

日言不及義』的習慣；這個希望也是我們群居的一種消遣品」，見氏著，〈《新潮》之回

顧與前瞻〉，收入《傅斯年全集(第四冊)》(台北：聯經出版公司，1980)，頁151-161。
顧頡剛也說：「那時傅孟真先生(斯年)正和我同住在一間屋內，他是最敢放言高論的，

從他的言論中常常增加我批評的勇氣」，見，〈《古史辨》第一冊•自序〉，收入顧頡剛編

著，《古史辨》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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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與顧氏討論古史的長信中，親密地稱「我的頡剛」9，兩人的友情與交誼可見一

斑。 

 傅斯年於1926年從歐洲留學歸國，應朱家驊、戴傳賢之邀，受聘於國民黨所

辦的中山大學，擔任文科學長(即文學院院長)。傅堅邀當時正在廈門大學受魯迅

攻擊而備感苦惱的顧頡剛前來襄助協辦歷史科系，傅為了留住顧頡剛，努力將顧

氏的阻礙──魯迅──排除10，此後展開兩人在學生時代以來，各自發展後的首

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學術事業上的合作。 

 顧、傅二人在中山大學的合作並不久，僅約一年多的時間，兩人之間開始因

意見的不同而產生齟齬，最後終至「破口大罵」11，十餘年的友誼隨之破裂。顧、

傅二人從好友到破口的經過，不僅是許多人茶餘飯後的話題，更是學術界中的一

段學人關係公案。事實上，顧、傅之間的分裂，不僅是個人因素所造成，其背後

所反映者，亦是中國現代史學轉變與差異的表徵，更是學術認知上的差異，以下

分就四點略述之。 

(一)個性異同 

 1942年，傅氏在一場大病之後，於病榻中寫信給胡適，談到自己的個性，說

道： 

……我一生之壞脾氣，總是把重要之事後來作，故許多小事，橫生枝節，

而許多大事耽誤。病中檢點，一生未曾養成一個每日生活的好習慣，奈何

奈何！……病中想來，我之性格，雖有長有短，而實在是一個愛國之人，

雖也不免好名，然總比別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歡喜田園舒服。

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學問見長，若為政府persecuted，也還如是，惜乎其不

然也。只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過量熱心，此種熱心確出於至誠，而絕

                                                                                                                                        
8 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收入《古史辦》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2)，頁3。此文原為顧氏晚年回憶，原發表於《中國哲學》第2、6輯(1980,3、
1981,5)。 

9 傅斯年，〈與顧頡剛論古史書〉，載《國立第一中山大學語言歷史學研究所週刊》，2：13、
14(1928)。 

10 魯迅與顧頡剛的恩怨，以及傅斯年助顧排周的經過，詳參《歷劫終教志不灰──我的

父親顧頡剛》，頁97-117。 
11 《顧頡剛日記》，1928年4月29日，第二卷(台北：聯經出版公司，2007)，頁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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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為，膽子也很大，非如我平常辦事之小心，有時的強聒不舍，簡直是

可笑。平日好讀老莊，而行為如此。然則這種嗜好，或者恰是性情之

compensation吧？有此性情，故遇有感情衝動之事，心中過分緊張。這種

感情衝動，私事甚少，而為公者極多12。 

傅氏的脾氣在學界相當著名，這在他逝世後的許多紀念文章中都可看得出來13，

確實是一位脾氣不太好的性情中人。無獨有偶，1947年，顧頡剛也在大病之後自

我反省，他寫信給白壽彝說： 

……剛之為人，事業心、責任心、同情心均甚強，好處在此，壞處亦在此。

好處是會看出問題，想出方法，抓住機會，向前衝鋒，公而無私，為人犧

牲，受人親附，易作號召。壞處是好大喜功，貪多務得，永遠忙迫，為事

所困，逐物徇情，騎虎難下，事未作好，精已銷亡14。 

從兩人病中對自我個性的反省，不難看出他們在個性上的異同。兩人處事皆是公

而忘私，但傅氏個性比較活潑，顧氏則較謙和，胡適曾評論兩人的個性：傅的性

格是向外發展，顧的性格是向內發展15。兩人發生衝突後，顧頡剛曾寫信給胡適，

對兩人的衝突有如下分析： 

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們倆實在不能在同一機關作事，為的是我們倆

的性質太相同了：(1)自信力太強，各人有各人的主張而又不肯放棄；(2)

急躁到極度，不能容忍。又有不同的性質亦足相拂戾的，是我辦事太歡喜

有軌道，什麼事情都歡喜畫了表格來辦；而孟真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太無軌道。又我的責功之心甚強，要使辦事的人都有一藝之長，都能夠一

天一天的加功下去而成就一件事業。孟真則但責人服從，愛才之心沒有使

                                                 
12 傅斯年致胡適函，1942.2.6；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

《胡適來往書信選(下冊)》(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頁541-546。 
13 前引《傅斯年印象》一書，即是各種紀念傅氏文章的集結，傅氏的師友們對他的脾氣

與性情都有極深刻的印象。此外，傅氏與陳寅恪之間的關係，也頗能說明傅斯年的個

性，參見王汎森，〈傅斯年與陳寅恪──介紹史語所收藏的一批書信〉，收入氏著，《中

國近代思想與學的系譜》(台北：聯經出版公司，2003)，頁517-525。 
14 顧頡剛致白壽彝函，1947.9.23；參見顧潮著，《歷劫終教志不灰──我的父親顧頡剛》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224。 
15 《顧頡剛日記》，1927年8月25日：「適之先生評予，……謂予的性格是向內發展的，彼

與孟真是向外發展的」，第二卷，頁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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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之心強，所以在用人方面，兩人的意見便時相牴觸16。 

顧氏在此函中對兩人個性的分析，應算中肯17。最少從顧氏看來，兩人之間從磨

擦到破口，不僅止於個性上的差異，相同處也是造成兩人意見雖有不同卻猶不肯

讓步，終致關係破裂的原因。 

(二)彼此爭勝 

 五四運動發生後不久，傅斯年自北大畢業，隨即考取官費留學歐洲，傅氏留

歐期間廣泛吸收各領域的知識，並對歐洲的漢學研究有深刻的認識。相對地，顧

氏由於家庭與個人因素，畢業後留校擔任圖書館工作，其後又透過胡適的推薦到

商務印書館工作，就在顧氏為商務編教科書的過程中，發現上古史的許多問題，

隨即引發近代史學上的「疑古」風潮18。當然，這股疑古風潮是五四新文化運動

中，由北大研究所國學門所提倡的「整理國故」浪潮中的一部份。 

 由於顧氏將他對古史的意見及與錢玄同討論的書信發表在胡適所主持的《努

力週報》上，它所引起的古史震撼，很快地使顧頡剛的名聲在社會上竄升，紅極

一時。此時身在歐陸的傅斯年，也藉由國內友人所寄的相關雜誌、書刊等，瞭解

到國內史學界的疑古風大盛。他在回國前寫給顧頡剛的一封長信中，嘆道：「頡剛

在史學上稱王了」19。 

 當時學界人多欣賞傅斯年是個天才型的人物，但同時也認為他「恃才傲物」

                                                 
16 顧頡剛致胡適函，1929.8.20；收入《胡適來往書信選(上冊)》，頁535-536。 
17 顧氏信中指傅「言不必信，行不必果」，不盡然是負面的評價，誠如顧潮所說，這是一

種處事的靈活性，傅氏身為單位主管，靈活的手腕較易辦事；參見《歷劫終教志不灰

──我的父親顧頡剛》，頁129。 
18 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敘述他提出「古史層累造成說」的經經過：「我的祖

母病態漸漸地沉重，我再不能留在北京了，便於十一年春乞假歸家，作久居之計。生

計方面，由適之先生的介紹，為商務印書館編纂《中學本國史教科書》，預支些酬金。

我的根性是不能為他人作事的，所以就是編纂教科書也要使得它成為一家著述。……

上古史方面怎樣辦呢？……思索了好久，以為只有把《詩》、《書》和《論語》中的上

古史傳說整理出來，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傳說』為宜。我便把這三部書中的古

史觀念比較看著，忽然發見了一個大疑竇，──堯、舜、禹的地位的問題！……我就

建立了一個假設：古史是層累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列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頁

51-52。 
19 傅斯年，〈與顧頡剛論古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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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自負才氣、不可一世」21；這從他在《歷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

欲與西方漢學界一較高下，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的宣示，可以看得

出他的爭勝之心22。顧、傅二人在中山大學合作創辦「語言歷史學研究所」，並籌

辦《語言歷史學研究所週刊》，顧氏將傅在兩年前寫給他的長信，原文照登在《週

刊》上，但傅因其內容所論古史乃個人不成熟之意見，且未完成，故不願刊登，

但顧氏仍執意刊登，此事似乎引起傅氏的不悅。日後顧氏回憶此事時，也認為此

事是兩人關係生產的導火線，其原因即在於傅對顧也存有爭勝之心23。 

 至於顧頡剛，1929年離開中山大學後，回到北京，執教燕京大學。原本冀望

從事單純學術研究的顧氏，又在1935年主持北平研究院歷史組主任，主持相關事

務24。當年協助顧氏的助手吳豐培回憶道： 

1936年他在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負責歷史組工作，計劃大量出版書

刊，……僅僅一年時間，投入不多的人力，就出版了十餘種，總數有數百

萬字。此一措施，使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出版物大大增加了，超過中央

研究院史語所25。 

就吳氏的眼光看來，當年顧氏主持平研院歷史組，在出版數量上的競爭對象根本

就是傅斯年所領導的史語所。不僅如此，余英時認為，顧氏後來所從事的「事業」，

                                                 
20 羅家倫，〈元氣淋漓的傅孟真〉。 
21 朱家驊，〈悼亡友傅孟真先生〉，收入《傅斯年印象》，頁26-29。 
22 傅斯年在籌辦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之初，曾寫信給胡適(1928.4.6)，表示：「中

央研究院之語言歷史研究所，業已籌備，決非先生戲謂狡兔二窟，實斯年等實現理想

之奮鬥，為中國而豪外國，必黽勉匍匐而赴之。現在不吹，我等自信兩年之後，必有

可觀」，收入《胡適來往書信選(上冊)》，頁476-480。顧頡剛也認為：「傅在歐久，甚欲

步法國漢學之後塵，且與之角勝，故其旨在提高」，參見《顧頡剛日記》，1973年補記

「記本月二十九日晚事」，第二卷，頁160。 
23 據說顧頡剛晚年曾對助手回憶這件事，認為由於這封信肇致了二人的不和，「因為顧先

生在討論古史過程中，對各方面支持和反對的言論都照原樣登在刊物上，傅的來信也

刊登在《中山大學語言歷史學研究所週刊》裡，卻惹起了傅的氣惱。傅的原意是，私

下裡誇獎顧先生的幾句是可以的，如果這樣公開推崇了顧，自己原想回來在史學界稱

王的想法不是就不能實現了嗎？」參見劉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北京：中華書局，

1986)，頁271。 
24 參見《顧頡剛年譜》，頁233；吳豐培，〈記1935-1937年的北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收

入王煦華編，《顧頡剛先生學行錄》，頁164-165。 
25 吳豐培，〈顧頡剛先生的「人生一樂」〉，收入王煦華編，《顧頡剛先生學行錄》，頁

186-188。 

-129-



歷史學報 第十九期 

諸如學術普及、邊疆研究等，都是以外援力量與傅斯年主持、屬建制內的史語所，

「作事業上的競爭」26，顧、傅兩人之間的彼此爭勝，頗有瑜亮情結的味道。 

(三)對民俗學態度的歧異 

 顧頡剛在中山大學除協助傅斯年籌設歷史系、語史所外，更將在北大時期未

能持續完成的民俗研究帶到南方來。由於國民黨給予充份的經費，以及朱家驊、

傅斯年等人的大力支持，民俗學研究透過學會組織與刊物的發行，顧氏終於將這

顆在北大、廈大時期才萌芽就夭折的種子，得以在自行營造的這塊南方學術土壤

裡生根、茁壯。 

 顧氏將北大時期已完成，但未即印就的民俗學叢書，大量在中山大學的民俗

學會中出版發行，並徵集各種新的民俗調查資料，也在很短的時間內印刷發行，

公諸學界。但顧氏這種只為求快而忽略品質的做法，引起傅斯年的反對： 

(《民俗叢書》)出到一、二冊時，孟真就說這本無聊，那本淺薄。出到三、

四冊時，叔儻就請校長成立一個出版審查會來限制(據叔儻說，是緝齋勸他

如此的)，出到七、八冊時，戴校長就辭掉敬文了27。 

傅氏的反對並非完全針對民俗學，更重要的是他認為顧氏無限制地出版民俗叢

書，並不符合學術須經過長期研究後才提出定見、結論，也才談得到出版的標準
28。但顧氏認為值此亂世，保有資料才是首要之務，因此，即使學界對這套叢書

                                                 
26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頁23、57。 
27 顧頡剛致胡適函，1929.8.20；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2冊(合肥：

黃山書社，1994)，頁361-380。函中所指「叔儻」即伍俶(1896-1966)，時任教文科中文

系；「緝齋」即汪敬熙(1897-1968)，時任教法科心理系。「敬文」即鍾敬文(1903-2002)，
亦中山大學教員；參見黃福慶著，《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國立中山大學

(1924-1937)》「附錄一：國立中山大學教師名錄」(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8)，頁195-228、王文寶，《中國民俗學史》(成都：巴蜀書社，1995)，頁220-231。 
28 顧潮認為，「傅斯年因留學歐洲6年餘，未參加北大的民俗學工作，對大眾文化不免隔

膜。而父親未出國留學，積極投入北大歌謠研究會、風俗調查會的工作，並將民間的

歌謠、戲劇、故事、風俗、宗教和高文典冊中的經學、史學放在平等的基礎上做研究

題材，取得突出的成績，故對於大眾文化極為重視，並很有感情」，參見氏著，《歷劫

終教志不灰──我的父親顧頡剛》，頁125。施愛東則以為，「傅斯年並未否定『民俗』

之為『學』，只是與顧頡剛在出版物的價值取向上有較大分歧」，參見氏著，〈顧頡剛、

傅斯年與民俗學〉，收入《紀念顧頡剛先生誕辰110周年論文集》，頁225-242。 

-130-



提高或普及？──顧頡剛從事通俗教育的背景 

的評價並不高29、銷售也平常30，顧氏仍繼續採用這種模式出版。 

 此外，傅氏對民俗學的態度似乎也有所保留，顧、傅二人籌設語史所時，底

下設有「民俗學」組及「民間文學」組31，但後來傅所規劃的中研院史語所，卻

沒有「民俗學」組32，這個脫胎於中山大學語史所的研究機構33，何以到了傅斯年

手中後缺少民俗方面的組別，值得玩味。 

(四)「提高與普及」的歧異 

 顧頡剛在寫給胡適的信中，還提及兩人對學術態度的差異： 

在印書上，孟真和我的主張很不同。孟真以為大學出書應當是積年研究的

結果。我以為這句話在治世說是對的，在亂世說是不對；在一種學問根基

打好的時候說是對的，在初提倡的時候說是不對的。現在的人，救世不遑，

那有人能做積年的研究。所以拿了這個標準來看，現在講不到出版。但是

我們不出版，一班可以繼續我們工作的青年便得不到誘掖引導的力量而要

走到別方面去了，他的這一方面的才力便不克發展了。……民俗學是剛提

倡，這一方面前無憑借，所以我主張有材料就可印。固然又有材料又有研

                                                 
29 如劉萬章在當時就如此評論：「在過去的一年中，民間文藝，民俗，所收到的材料，利

害地說，除鳳毛麟角般的些微研究文字之外，大部分都是各地的歌謠和傳說！」轉引

自施愛東，〈顧頡剛、傅斯年與民俗學〉，頁230。 
30 中山大學《民俗叢書》的銷售狀況，似乎也與出版的草率有關，當時就有人批評：「民

俗叢書，已一天天多起來了，內容雖不見怎樣好，但總還過得去；不過於印刷、校對

裝訂，……太不注意，銷路平常，想只為此」；參見葉春生主編，《典藏民俗書叢書

(1928-1930)》「重版說明」(哈爾濱：黑龍江人民出版社，2004)，頁4。 
31 中山大學語言歷史學研究所創立時的招生簡章中，有如下說明：「現在本研究所中設置

下列各組，後來因工作者所欲研究之方向增置之：實驗語音、漢語、漢字、考古、文

籍校訂、民間文學、中國樂梵漢番經論校讀、民俗學、人類學、中國古代史、近代史

料、英語學、英當代文學等」；參見〈國立第一中山大學語言歷史學研究所招生簡章〉，

載《國立第一中山大學語言歷史學研究所週刊》，1：1(1927.8)。 
32 傅斯年在〈歷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計畫在創所兩年內，於歷史範圍內設文

籍考訂、史料徵集、考古、人類及民物、比較藝術五組；於語言範圍內設漢語、西南

語、中央亞細亞語、語言學四組。其中人類及民物組中的「民物」一詞，不知是否為

「民俗文物」的縮詞。 
33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與中山大學語言歷史學研究所不僅在時間上有重

疊，在性質上也有相承的關係；參見逯耀東，〈傅斯年與《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收

入氏著，《胡適與當代史學家》(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22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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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是最好，但現在時候是何人能做呢？況且有了材料自然能引起人家的研

究34。 

這段話看來仍是針對《民俗叢書》而來，但若跳脫顧、傅二人的爭執，這件事情

的背後，牽涉到1920年9月17日，兩人的老師──胡適，在北大開學典禮上所演講

時的題目：「提高和普及」。胡適當時大聲疾呼： 

現在既有這種新的要求和新的欲望，我們就應該好好預備一點實在的東

西，去滿足這種新要求和新欲望。若是很草率的把半生不熟的新名詞，去

解決他們的智識飢荒，這豈不是耶穌說的「人問我討麵包，我卻給他石塊」

嗎？……我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職員和學生，以後都從現在這種淺薄的「傳

播」事業，回到一種「提高」的研究工夫。……我不希望北大來做那淺薄

的「普及」運動，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齊用全力向「提高」這方面做工夫。

要創造文化、學術及思想，惟有提高才能真普及35。 

胡適這段演講內容所針對的雖是新文化運動，但也可用來觀察胡適對學術「提高

或普及」的看法，從他把「普及」等同於「傳播」，且一再稱其淺薄的情形看來，

顯然他對「普及」並不抱持興趣。 

 以此反觀顧、傅二人，無論在中大或主掌中研院史語所期間，傅氏對學術研

究始終抱持最高的標準，而最終目的是與西方漢學界爭勝，這是須要時間累積的，

根本不及思考(甚至反對)學術研究的普及化問題36，這種態度與胡適當年演講時的

說法頗為契合。 

 顧氏主張「有材料就可印」，除了有意保存即將消失的民俗外，多少也有將

民俗材料普及化的意思。普及化或通俗化的工作，是顧氏很早就有的經驗，此後，

他的事業生涯中，歷史的普及化與通俗化，一直是他重要的工作內容之一。抗戰

結束後，顧氏參與出版業的經營，他向胡適表示，「普及」須藉經濟的挹注才能進

而培養「提高」37。可見歷史的研究與普及，一直是他所從事的兩條史學道路，

                                                 
34 顧頡剛致胡適函，1929.8.20。 
35 胡適，〈提高和普及〉，載《北京大學日刊》，1920.9.18；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

第12冊(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435-437。 
36 傅斯年在〈歷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提出「三個反對」：反對國故觀念、

反對疏通、反對普及的工作，由此多少可看出傅氏對普及化問題的態度；該文載《中

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28)。 
37 顧頡剛致胡適函，1947.11.27；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2冊，頁45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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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胡、傅兩人只在其中挑一條路走的態度很不相同。 

 顧、傅兩人的這段公案，近年來有不少的研究，強調兩人相異者有之，提醒

兩人之共同性者有之38。要之，無論是強調兩人之間的「殊相」或「共相」，不僅

原本即無礙於締造兩人的友好情誼，後來也未必不造成兩人在學術意見上的漸行

漸遠。筆者無意對這段公案做細密的考證與推敲，只是要藉這件事情背後原因的

探討，指出當時的學術界對普及化、通俗化工作的不同看法。當然，對本文中的

主旨來說，顧氏後來所從事的歷史通俗化工作，還是得從他與傅斯年的許多意見

的歧異說起，特別是兩人在上述第三、四兩點上的差異。 

三、到民間去：顧頡剛的民俗學研究 

 如果我們對顧頡剛一生的經歷有所涉獵，將會發現，他經常抱怨缺乏一個可

供他潛心做學問、研究古史的單純環境39。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一生中除了歷史的

研究工作之外，還涉及到許多其他領域，其中包括民俗研究。筆者認為，如果我

們將1931年顧氏到河北、河南、陝西、山東的遊歷當做他從一個純學術研究者接

觸真實的民間生活，並開始從事通俗教育的重要轉捩點；那麼，在此之前的民俗

研究，則是引發他從純學術研究跨足到通俗事業的觸媒。 

 雖然顧頡剛是現代最早從事民俗研究的學者之一，但這場民俗研究運動並非

單一事件，它實際上是北京大學「整理國故」運動中的一環。故此，觀察顧頡剛

                                                 
38 顧、傅二人在學術意見上的異同的討論，可參考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年

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立〉，收入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路──中央研究

院歷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年紀念文集(上冊)》(台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1998)，頁1-41。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北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

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台北：政治大學歷史系，1999)，頁359-419。桑兵，《晚清

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260-292。施愛東，〈顧頡剛、傅

斯年與民俗學〉。 
39 關於此點，早在顧氏因收集歌謠與討論古史的文章刊登而暴得大名之初，就已有深刻

的體會。他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提到他自己從事研究工作的四種痛苦，第一

項便是「時間的浪費和社會上對於我的不了解的責望」，所以他表示：「你們可憐了我

吧！你們再不要教我做事情吧！我就是沒有一絲一毫的職務，我自己的事情已經是忙

不過來的了！」這所謂「自己的事情」就是指顧氏始終未曾忘懷的古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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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俗研究，不能單就顧氏的經歷而論，必須考慮到當時學界的風氣與潮流。以

下，我們將先敘述「整理國故」背景下的民俗研究運動，再介紹顧氏個人的經歷

與民俗研究之間的關聯性。 

(一)平等的新國學 

 1922年，北京大學成立研究所國學門，以胡適為代表的文史科系學者們發表

了一份〈國立北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此宣言內所揭櫫的研究目標，無疑宣

示文史學科領域將由傳統的經學獨尊轉向現代科學研究的方向邁進，它更是一份

「新國學」的研究綱領40。 

 北大〈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相當重要的一個信念，是將「國學」的範圍

加以擴充，國學門同人借胡適的筆，在結論中如是說： 

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 

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材料。 

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41。 

所謂的「擴充國學研究的範圍」，就是打破以往以儒家經典為獨尊的經學研究，以

平等的眼光與觀念，將其他一切學術放在與經學同等的地位上，加以研究。如以

文學而言，〈發刊宣言〉明確標示： 

今日民間小兒女唱的歌謠，和《詩》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間流傳的小

說，和高文典冊有同等的位置。 

就在這份宣言的提倡之下，「整理國故」運動在全國各地的學術機構中熱烈地進行

著。 

 1918年，北大已先成立「歌謠徵集處」(後改為「歌謠研究會」)，逮國學門

於1922年成立後，歌謠研究會遂改隸於國學門之下，同時發行《歌謠週刊》。此無

異證明，北大國學門同人正對宣言中「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的呼籲身體力行。 

 1918年，北大教授劉復(半農)、沈尹默等人提倡寫白話詩，並注意到歌謠的

徵集工作，此事深獲蔡元培校長的支持，於是將收集來的各地歌謠在《北京大學

                                                 
40 參見陳以愛，〈國學季刊發刊宣：一份「新國學」的研究綱領〉，收入黃清連編，《結網

編》(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519-572。 
41 胡適，〈國立北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載《北京大學國學季刊》，1：1(1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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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刊》上發表。此事在當時頗引起社會上不少的批評，認為北京大學以堂堂全國

高等學府之首，竟從事低級的研究42。顧頡剛也認為，「歌謠是一向為文人學士所

不屑道的東西，忽然在學問界中闢出這一個新天地來，大家都有些詫異」；但同時

也表示，「每天在校中《日刊》上讀到一二首，頗覺得耳目一新」43。 

 這一年的六月，顧氏因妻子吳徵蘭病危返回蘇州，不久，其妻病逝，遂辦理

休學，留蘇處理後事。這段期間，顧氏首次加入收集歌謠的行列： 

在這個時候，書也不能讀了，字也不能寫了，說不盡的悶悵；而《北大日

刊》一天一天的寄來，時常有新鮮的歌謠入目。我想，我既經不能做用心

的事情，何妨試把這種怡情適性的東西來伴我的寂寞呢44！ 

於是，顧氏從家中開始做起，小孩、女傭、祖母，都成了歌謠徵集的對象。這些

收集來的歌謠，後經郭紹虞介紹，逐一披載於《晨報》，後來集結成《吳歌甲集》，

列為北大「歌謠研究會」的第一本叢書著作。劉復甚至恭維顧頡剛：「中國民俗學

上的第一把交椅，給你搶去坐穩了」45，顧氏因此「以搜集歌謠出了名」，被稱為

「研究歌謠的專家」46。 

 這個名號令顧頡剛感到困窘、羞愧，因為他深知自己不過是做了搜集的工

作，這些歌謠「實在有許多解不出的句子，寫不出的文字，考不定的事實」，要談

到研究，還有一段相當長的距離。但同時，顧氏也看出其中可以從事研究工作的

康莊大道： 

我對於民眾的東西，除了戲劇之外，向來沒有注意過，總以為是極簡單的；

到了這時，竟愈弄愈覺得裡面有複雜的情狀，非經過長期的研究不易知道

得清楚了。這種的搜集和研究，差不多全是開創的事業，無論哪條路都是

新路，使我在寂寞獨征之中更激起拓地萬里的雄心47。 

此後，顧頡剛的研究生涯中，歌謠、戲曲等民俗事物，確實成了鑽研、啟發他的

                                                 
42 根據顧頡剛回憶，當時曾有人反對說：「北大是最高學府，《日刊》是莊嚴公報，哪能

讓這種『不入流品』的東西來玷污它」；轉引自王文寶，《中國民俗學史》，頁188。 
43 顧頡剛，《吳歌甲集•自序》，北京，北京大學歌謠研究會，1926。 
44 顧頡剛，《吳歌甲集•自序》。 
45 劉復，《吳歌甲集•序五》。 
46 顧頡剛，《吳歌甲集•自序》 
47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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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研究的鎖鑰之一48。他曾於1926年2月24日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一篇題為〈上

海的小戲〉的文章中說道： 

……更不要說，游戲場是下流人娛樂的場所，我們是不屑去的。……我們

又須知道，在學問上是不當有勢利力的，高文典冊與雜耍的玩藝盡可以作

通同的研究。……我的堅強的志願，是要在學術上打破許多貴賤的勢利的

成見。大家看，同是情歌一類的東西，放在《詩經》裡就崇拜為聖道王功，

放在《楚辭》裡就贊嘆為騷人逸興，從敦煌石室裡拿出來的就驚詫為珍器

秘玩，而在當世的歌伎口中唱出來的便鄙薄為淫詞穢語，以為不足以亂縉

紳之目而汙文士之耳。這種的勢利的成見實在太可鄙了！它不被打倒時，

學術是決沒有發展的希望的49。 

顧氏這番要打破學術上貴賤勢利成見的宏願，不啻呼應〈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

所高舉的目標；而且，這種態度也常在顧氏其他作品的字裡行間可以發現。 

(二)南遷的播種者 

 二○年代，北京政局日益紛擾，北洋政府無意支付教育經費，引發無數校園

風潮。1926年，段祺瑞政府發佈通緝黑名單，其中包括許多北京大學著名教授，

北京城內霎時風聲鶴唳。其後，奉系軍閥張宗昌進入北京，許多學者皆設法逃離，

北大國學門才提倡沒多久的「整理國故」運動遂告中斷。但隨著學者群的四散，「整

                                                 
48 顧頡剛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收集到的歌謠之後，漸得大名，於是在1920年寫了一篇〈吳

歈集錄序〉當作回應，說道：「這件事情(指歌謠研究)不是幾年裡所能做到的，所以我

已經拿了這部《吳歈集錄》算做我的終身之業了」(見《吳歌甲集•自序》)；若就這段

自述看來，似乎顧氏已將歌謠研究視為終身志業。但在1925年寫就的《古史辨》第一

冊自序中，顧頡剛把歌謠、民俗學與「古史研究」三者在他學術生命中的關係闡釋得

更為清楚：「老實說，我對於歌謠的本身並沒有多大的興趣，我的研究歌謠是有所為而

為的：我將借此窺見民歌和兒歌的真相，知道歷史上有所謂童謠的性質究竟是怎樣的，

《詩經》上所載的詩篇是否有一部分確為民間流行的徒歌」、「我只得取一點巧，凡是

和我有關的事情總使它和自己願意研究的學問發生些聯絡，……這二年中，我所以和

民俗學特別接近，發表的東西也最多之故，正因我把它與研究所的職務發生關係。……

這樣做去，雖不致完全埋沒了自己，而所做的工作總是『雞零狗碎』的，得到的成績

決不是我的意想中的成功」。如此看來，古史研究才是顧氏的主要志業，歌謠與民俗學

對他而言，則屬「無心插柳」的成績。 
49 顧頡剛，〈上海的小戲〉，原載《晨報副刊》，1926年2月24日；後收錄於顧潮選編，《蘄

弛齋小品》(北京：北京出版社，1998)，頁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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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國故」號召下的民俗研究，也散播到南方。 

 許多的文獻資料及學者們的研究都說明，這批國學門同人為避難而南下，到

廈門大學、中山大學任教後，也多仿北京大學的國學門規模，紛紛在這些學校成

立類似的組織、學會，以延續「整理國故」的學術命脈。1926年，北大教授多至

福建廈門大學，並在校內成立國學研究院。但好景不常，沒多久廈大即發生風潮，

顧頡剛也與魯迅鬧得不可開交，國學研究院更因受陳嘉庚海外橡膠事業賠錢的影

響而宣告停辦，廈大的國學研究僅是曇花一現。顧氏本人面臨如此環境的困厄，

亟思脫離廈門大學，另尋去路50。 

 1926年年底，傅斯年歸國，應朱家驊之邀，就任中山大學文科學長，他寫了

數封信力邀好友顧頡剛前往中大協助。對前途正躊躇徬徨的顧氏，在此時收到舊

日好友的邀請，無異找到了學術生命的著力點，於是，他前往中山大學應聘，與

傅氏共創南方的新學術園地。 

 1927年春，顧頡剛抵中山大學；8月，與傅斯年共同創辦「語言歷史學研究

所」。1928年，顧氏與同人共辦民俗學會，發行《民俗周刊》，編輯「民俗學會叢

刊」，都列入語言歷史學研究所隸屬之下，不難看出北大國學門與歌謠研究會的影

子51。由於當時正值國民黨北伐之際，社會上對國民黨寄望甚高，連帶對中山大

學也寄予厚望。傅、顧等人所創辦的系所學會，在短時間內獲得不壞的成績，如

《中山大學語言歷史學研究所週刊》出版後不久，張蔭麟即做出「雖取材間或不

甚緊嚴，亦近日出版界中在水平線上之刊物」的評價52，這所南方的大學，很快

在學界中聲名鵲起。 

 顧氏在中山大學的兩年中，誠如他自己所說，因行政事務煩忙而無暇做研

究，甚至寫不出一個字53；他在《語史所週刊》所發表的文章，全是以前的舊稿。

雖然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在此時幾乎掛零，但他對民俗學方面的推動卻不遺餘力，

成為民俗學研究在南方的播種者。 

                                                 
50 參見《歷劫終教志不灰──我的父親顧頡剛》，頁97-117。 
51 張蔭麟就說：「廣東中山大學近創辦語言歷史研究所，其規模略仿舊日北京大學國學研

究所，並印行週刊，其體例亦仿舊日北大研究所週刊」；見氏著，〈評中山大學語言歷

史研究所週刊論文〉，載《國立第一中山大學語言歷史學研究所週刊》，2：19(1928.3.6)。 
52 張蔭麟，〈評中山大學語言歷史研究所週刊論文〉。 
53 顧頡剛致胡適函，1929.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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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董作賓、鍾敬文等人的襄助下，民俗學會取得不俗的成績，許多在北大時

期歌謠研究會已搜集完成，但不及印行出版的民俗資料，此時都以「中山大學民

俗學叢刊」的名義出版；總算使得這些成果不至因未出版而流失54。然則，誠如

施耐德(Laurance A. Schneider)的評論，從北大時期以來，這種高擎著「到民間去」

大旗的民俗學運動，「真正去的很少」，那些少數到民間去的人只企圖使農民模倣

都市生活，甚至當時就有人把他們形容成遊方的和尚，只是口唸阿彌陀佛，卻漫

遊在鄉間尋找膳宿最好的村莊55。顧氏等人在中山大學所從事的民俗學研究，多

少也有這種傾向，通常多以公開徵集方式聚集大批民俗資料後，初步進行注解後

即予出版，這些搜集來的民俗資料，究其實，也只是一種已脫離民眾生活環境的

文字資料罷了，距離嚴肅的學術研究還有一大段距離。 

 傅、顧主導下的中大語史所，也從事南方省份的民俗調查，不少已是利用人

類學方法進行。然則，就在一次對雲南地區的調查活動中，俄籍學者史祿國(Sergei 

M. Shirokogoroff)竟因對當地土著生活感到恐懼而中止調查，甚至在日後引發是否

對他辭聘的爭議56。這個事件多少說明，「整理國故」運動以來的新國學，雖然主

張所有學術皆應平等對待，也倡導「到民間去」的民俗學研究，但他們卻極少有

能力或意願走出研究室，真正地到民間去接觸民眾、收集材料、觀察民情，將研

究置於民眾真正存活的環境之中，到頭來，這仍只是披著「到民間去」這件美麗

外衣的象牙塔式研究。 

四、嚼飯哺人：顧頡剛對通俗教育的推動 

 傳統中國社會往往賦予知識份子「經世濟民」的任務，即使從事學術研究，

往往也脫離不開「經世致用」的包袱。民國以後，新式學校與學科領域的出現，

有不少學者都提倡不以致用為目的的研究。顧氏早年便曾表示： 

                                                 
54 關於中山大學在民俗學方面的組織、刊物、發展等，詳見王文寶，《中國民俗學史》，

頁220-232。 
55 Laurance A. Schneider(施耐德)著、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民族主義與取

代中國傳統方案的探索》(台北：華世出版社，1984)，頁141。 
56 參見施愛東，〈顧頡剛、傅斯年與民俗學〉，頁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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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長期的考慮，始感到學的範圍原比人生的範圍大得多，如果我

們要求真知，我們便不能不離開了人生的約束而前進。所以在應用上雖是

該作有用與無用的區別，但在學問上則只當問真不真，不當問用不用。學

問固然可以應用，但應用只是學問的自然的結果，而不是著手做學問時的

目的。從此以後，我敢於大膽作無用的研究，不為一班人的勢利觀念所籠

罩了57。 

1926年，他在〈中大語史所發刊詞〉中仍持一樣的態度58，傅斯年在〈歷史語言

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也有類似的說法59。這很容易讓人聯想到上文提及

胡適當年論「提高和普及」時的堅持，至少，我們可以這麼說，胡、傅、顧師生

三人，早期對學術的不求致用的態度是相當一致的60。 

 顧氏一生中，都希望能有一個安穩而純靜的環境，供給他從事這種不問應用

的研究工作。但是，1931年的一次旅遊，卻使他的心思再也無法靜心地守住書齋，

從事不致用的研究。 

(一)改變方向的旅行 

 1929年，顧頡剛離開中山大學，回到他魂牽夢繫的北京(時改稱北平)，任教

於燕京大學，並在北大兼課。這段期間，顧氏除了授課之外，沒有其他外務纏身，

總算有較充份的時間讀書、做研究，他寫信給胡適，提到近況說： 

自來燕大，生活比較安定。……如能這樣的做下去，過了幾年，我的學問

                                                 
57 《古史辨》第一冊自序。 
58 顧頡剛在由他執筆的《國立第一中山大學語言歷史學研究所週刊•發刊詞》中，有這

樣的說法：「我們生當現在既沒有功利的成見，知道一切學問，不都是致用的」，載《國

立第一中山大學語言歷史學研究所週刊》，1：1(1927.11.1)。 
59 傅斯年在〈旨趣〉一文中也說：「歷史學和語言學之發達，自然於教育上也有相當的關

係，但這都不見得即是什麼經國之大業不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幾個書院的學究肯把他

們的一生消耗到這些不生利的事物上，也就足以點綴國家之崇尚學術了──這一行的

學術。這個反正沒有一般的用處，自然用不著去引誘別人也好這個」。 
60 如何建立一個純淨的學術社會，是近代中國思想中的一個理想型，幾乎是自清季嚴復

首次提出「學問」與「治事」應該分開的想法之後，影響一整代學人的重要學術精神

指標；這方面的研究可參見王汎森，〈「主義崇拜」與近代中國學術社會的命運──以

陳寅恪為中心的考察〉，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463-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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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可以打好一個基礎了61。 

這一年當中，顧氏就寫了數十萬字的論文，把十年來蓄積在心中的問題初步理出

一個系統。但由於用功過度，顧頡剛竟得了一種「怔忡病」，「一構思、一動筆，

心旌動搖，好像要跳出腔子似的」62。於是，顧氏向學校請求作一次旅行，以考

察國民革命後各地的古物、古蹟的狀況，一方面也為了身體，稍做腦力上的休息。

校方應允後，顧氏與容庚、鄭德坤、林悅明等人組成了「燕大考古旅行團」，於1931

年4月3日出發，同行者還有洪業、吳文藻等，主要訪查之地在山東、山西、陝西、

河南諸省。 

 這一趟旅行對顧頡剛而言，除了親見先民之遺產，「或建築之偉，或雕刻之

細，或日用器皿之制造，或文字圖畫之紀錄」，莫不使其驚心動魄。除感嘆古蹟、

古物在近二、三十年中受劇烈破壞之外63，更重要的，是顧頡剛看到民間真正生

活的困窘與慘狀，這趟旅行所見到的民間生活，遠非從事民俗學研究期間所能體

會。1934年，顧氏發表〈旅行後的悲哀〉，刊載於胡適所主辦的《獨立評論》雜誌，

文中描寫當時華北鄉村生活的環境，今天讀來仍令人感到憂心忡忡。顧氏對當時

民眾的生活做出如下結論： 

我們了為休息，進過多少鄉村人家，我用了歷史的眼光來觀察，知道炕是

遼、金傳來的風俗，棉布衣服的原料是五代時傳進中國的棉花，可稱最新

的東西。其他如切菜刀，油鍋之用鐵，門聯之用紙，都是西曆紀元前後的

東西，可以說是次新的。至於十一世紀以後的用具，就找不出來了。然而

他們所受的壓迫和病痛都是二十世紀的，官吏和軍隊要怎樣就怎樣，鴉片、

白面、梅毒又這等流行，他們除了死路之外再有什麼路走64。 

這趟旅行途中的經歷，顯然對顧氏衝擊甚鉅。當他帶著極沈重的心情回到北平，

住宿於中央飯店，半夜「樓上的舞會仍很熱鬧，音樂與腳步聲一陣陣地傳來」，這

種燈紅酒綠、紙醉金迷的都市生活與破產的農村形成強烈對比，頗有「朱門酒肉

臭，路有凍死骨」的味道，竟使顧氏發出「自恨非基督徒，不能信末日之說，祝

                                                 
61 顧頡剛致胡適函，1930.1.24；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2冊，頁405-407。 
62 參見《歷劫終教志不灰──我的父親顧頡剛》，頁145。 
63 顧頡剛，《辛未訪古日記•序》，收入《蘄弛齋小品》，頁292-295。 
64 顧頡剛，〈旅行後的悲哀〉，載《獨立評論》，第111號(194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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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之早臨，痛哉痛哉」之語65。 

 或許是從事民俗研究的關係，顧頡剛對民間生活的困苦早有所知，雖然這些

知識的獲得大多是從書本或文獻資料，難免與真正的民間生活有所隔閡，但顧氏

仍認為可以透過教育的方式使一般人民早日脫離無知的境地。例如1926年，他在

閱讀了清朝紅槍會與八卦教的文獻後說道： 

我們生長在都會中的人的眼光實在太窄了！我們只看見自己一部分，……

卻忘記了都會以外的許多可憐的人民！他們得不到什麼知識，他們的知識

是初民的，至少也是夏商間的，他們只懂得皇帝是最高的理想。……這種

人真不知道有多少，我們要去救援他們也苦於沒有相當的準備，得不到一

個下手之處。等到他們為外人所知了，他們也就做了撲燈蛾了，我們要去

救援他們也來不及了。我們要求政治革新，社會改良，自然是不錯的；但

我們終須注意，如何可以使得這許多初民可以生活於革新的政治和改良的

社會之下？學教育的人現在不少了，喊救國的人也是多極了，大家不要單

單在都會中做人家共見共聞的事情，還是埋名隱姓到鄉曲中做一時不為人

家所見的工作吧66！ 

但這個時候，顧氏還只是泛談教育對一般人民的重要性，並未論及細節，甚至，

一直醉心於書齋式研究的顧頡剛，此時即使對政治社會諸方面感到不滿，但大致

上仍「抱持自有賢者能者擔當責任的心態，大可不必以自己不適合的才能投入其

中」67。可是，五年後的這趟旅行，竟使顧頡剛產生了極重要的改變： 

從此以後，鴉片、白面、大銅元、農村破產，永遠占據了我的心。本來我

的精神是集中在學問上的，但從此以後，我總覺得在研究學問之外，應當

做些事了68。 

至此，顧頡剛專一從事不問致用的學術研究道路，終於岔出了另一條支線。 

 就在顧氏這趟旅行後不到半年，九一八事變發生，東北諸省盡皆淪陷於日軍

之手；翌年，一二八淞滬戰事又起。顧頡剛在一連串的日軍侵華行動後，致函鄭

德坤，信中說道： 

                                                 
65 顧頡剛，《辛未訪古日記•序》，收入《蘄弛齋小品》，頁292-295。 
66 顧頡剛，〈紅槍會與八卦教〉，收入《蘄弛齋小品》，頁105-106。 
67 參見《歷劫終教志不灰──我的父親顧頡剛》，頁150。 
68 顧頡剛，〈旅行後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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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救國工作，第一要有計劃。千萬不可以喊口號、貼標語為滿足。例如

我們學校裡，國文系可以編民眾讀物，史學系可以編中國民族史，外國文

學系可作國外宣傳，教育系可深入民間去，……一時可任感情，持久必須

理智。我希望我們同學，一方面還是研究學問，預備對付更艱巨的環境69。 

如何將所學發揮出來，運用到教育民眾的層面上，此時顧氏心中已有一幅清晰的

藍圖。1933年3月4日，承德失守，顧頡剛在日記中寫下：「聞此痛絕。我難道永遠

讀書嗎！大學教育非今日事，脫離了罷！」70，日後，事實亦證明，顧頡剛已不

是昔日一味講求「學問不當問用不用」的書齋式學者。 

(二)通俗讀物與《大公報•史地周刊》 

 九一八事變後，燕京大學師生各自組織抗日會，顧頡剛於會中提出從事抗日

宣傳的辦法： 

我們的文字是民眾所不能了解的，他們有他們的詞藻、語句、趣味。我們

的宣傳如面對知識份子，他們天天看報，自會知道一切，用不著我們費力。

如果面對民眾，便該順著他們的口味，不能閉門造車71。 

顧氏的這個提議，其實有他個人的經驗，即在北大編《歌謠周刊》及為五卅慘案

作傳單的經歷72。於是，燕大師生抗日會決定以徵求大鼓書詞的方式，成立「三

戶書社」(後改名「通俗讀物編刊社」)，大量編印通俗讀物，以利抗日宣傳。通

俗讀物編刊社所編輯的大鼓書詞既以宣傳抗日為主，故其內容大多與最新的抗日

事蹟有關，如《杜泉死守杜家峪》、《宋哲元大戰喜峰口》、《胡阿毛開車入黃浦》、

《義勇軍女將姚瑞芳》、《二十九軍男兒漢》等。除了成立編輯社之外，也在各大

                                                 
69 顧頡剛致鄭德坤函，1932.3.11，轉引自《歷劫終教志不灰──我的父親顧頡剛》，頁151。 
70 《顧頡剛日記》，1933年3月4日，第三卷，頁20。 
71 《歷劫終教志不灰──我的父親顧頡剛》，頁152。 
72 1925年5月30日，上海發生「五卅慘案」，顧頡剛當時以工農群眾為宣傳對象，以民歌

體裁寫了一首「傷心歌」，印成傳單發放。傳單原文如下：「咱們中國太可憐，打死百

姓不值錢，可恨英國和日本，放槍殺人如瘋癲。上海成了慘世界，大馬路上無人煙，

切盼咱們北京人，三件事情立志堅。一是不買仇國貨，二要收回租界權，第三不做他

們事，無論他給多少錢。大家出力來救國，同心不怕不回天，待到兵強國又富，方可

同享太平年。」顧氏曾將此傳單貼在1925年6月30日的日記之後，見《顧頡剛日記》，

第一卷，頁636。據說不出幾天，這首歌便廣為流傳，顧氏遂「深深感到通俗文學確是

教育群眾的利器」；參見《歷劫終教志不灰──我的父親顧頡剛》，頁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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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刊登相關廣告，起初效果不錯，所印刊物流行量頗大，多者可達七萬冊以上。

但後來由於國民政府與日方簽訂「溏沽協定」，抗日氣氛緩和，「當局諱言抗日，

甚至禁止抗日。我們出版的東西，放在地攤上，常受警察的干涉而不得售賣」73；

再加上經費來源的困難、大鼓詞非社中同人所長74、學界消極以對等因素75，通俗

讀物編刊社的方向遂不得不做變更。 

 1935年，顧氏任通俗讀物編刊社主任，當時社中同人有容庚、王守真、吳世

昌、鄭侃嬨、楊繽諸人。其中鄭侃嬨原為燕大研究院學生，因「文筆極清利，且

有民眾氣而無學生氣，最適於民眾教育」76，顧氏大為賞識，聘為撰寫通俗文字

的助手。通俗讀物編刊社修改出版方向後，專門「致力於編纂通俗故事叢書，旨

在鼓勵民眾之愛國心，並可為新道德之標準」77。此時另忙於經營《禹貢半月刊》

的顧氏，遂指導鄭侃嬨等人寫作歷史通俗作品，發表於《大公報•史地周刊》和

《申報•通俗講座》。發表在《大公報•史地周刊》的計有：〈勾踐報吳〉、〈張季

直〉、〈子產治鄭〉、〈王翊〉、〈費宮人〉、〈鄭成功父子〉(以上鄭侃嬨)、〈屈原〉(尹

承方)及〈魯仲連義不帝秦〉諸篇，其中〈魯仲連義不帝秦〉乃是編刊社公開徵稿

所得，可見編刊社除以社中同人為撰稿主力外，公開徵稿也是重要方式之一，以

求引起社會之共識與響應78。 

                                                 
73 參見《歷劫終教志不灰──我的父親顧頡剛》，頁154。 
74 通俗讀物編刊社於《大公報•史地周刊》28期(1934.3.29)刊載一則〈啟事〉，敘述改變

編輯方向的原由：「廿二年一月，組織通俗讀物編刊社，于今二年，刊行……鼓詞唱本

百餘種。但鼓詞唱本非吾輩所能作，且非吾輩所能改。徵得印行之稿，往往名為唱本，

不能上口，至見譏於讀者。吾輩大抵以教書為業，印刷發行之事，非所素習。印刷之

費，習於此道之商人為之，每萬冊只需二十四元，而社中所印因假手印刷館，工價且

倍之，以致成本太高，無法推銷。且印刷編輯之費，全靠募捐，此時已費至三千餘元，

社會人士對此事之興趣已少，勢成弩末，無法再能多募。不得已將印刷推銷之事委託

天津聚文山房辦理，而本社只盡編輯之責。編輯方面，暫時放棄鼓詞唱本而盡力于編

纂通俗故事叢書。」 
75 學界中也有不認同的意見，顧頡剛在1950年所撰寫的自傳中，回憶到這件事：「當我用

全力辦通俗讀物的時候，北平各大學裡的師友很多和我過不去。北大校長蔣夢麟用惋

惜的口氣說：『顧頡剛是上等人，為什麼做下等事呢？』……他是教育學的博士，我做

民眾教育工作，他竟說是下等事，好像教育只有高等華人才能享受。真使我聽了身體

冷了半截」；見氏著，〈顧頡剛自傳〉，載《中外雜誌》，47：1-3(1990.1-3)。 
76 《顧頡剛日記》，1933年3月16日，第三卷，頁24。 
77 參見《顧頡剛年譜》，頁230。 
78 前引〈通俗讀物編刊社啟事〉文末呼籲「甚盼海內同志加以批評，並以同類之著作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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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明瞭通俗讀物編社所撰寫的歷史通俗文字，以下我們摘錄一段文字，以作

觀察： 

吳越在中國的東南部，就是現在的江蘇浙江，這裡氣候溫和，土地肥美，

山明水秀，倒是一個產豪傑的靈地。古時交通不便，不管吳越兩國地勢怎

樣優越，中原各國都不大和他們來往，也不把他們放在眼裡，甚至把他們

當作夷狄。後來他們發奮圖強，和中原各國通使，和平時以玉帛相見，爭

執時以兵車相見，大家才知道這兩位老大哥是不可惹的。先得志的是吳國，

越滅了吳，就代他而興了79。 

文字不僅通俗易懂，且符合白話口語的原則，容易引起讀者閱讀的欲望。由於通

俗文字為求達到通俗易懂、引人入勝之目的，故不得不對部份史實稍做改寫，或

多加揣摩80，但這樣的寫作方式，卻遭到部份人士的批評。時任教於北京大學的

張公量，寫了一封很長的信函投書報社，其中一段寫道： 

此篇81把「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譯作「即使秦國把楚人殺的只剩三家，

將來亡秦國的，必定還是楚人。」三戶原來是地名：因為住有昭、屈、景

三族之故。若作「即使秦國把楚人殺的只剩三戶這個小地方……」一定比

較明晰82。 

張氏顯然以歷史學者的立場，針對〈屈原〉一文中對「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

語譯提出疑問，他所擔憂的是為了講求通俗而曲解或誤解史實。通俗讀物編刊社

的回答則是： 

「通俗讀物」作者的態度應當是文學的而不是考據的。「通俗讀物」的目的

應當是在讀者群中發生一種力量，而不是証實一件史料。當然，在可能條

件下我們也要顧到史料的真實性，但是太專門枯燥的問題，例如「湘水」

這名詞在歷史上的變遷，那是適宜在《禹貢半月刊》或某某學報上發表的，

                                                                                                                                        
賜」，並附有「徵稿簡章」。 

79 鄭侃嬨，〈勾踐報吳〉，載《大公報•史地周刊》，28期(1934.3.29)。 
80 〈通俗讀物編刊社啟事〉附「徵稿簡章」第一條：「題材：取民族偉人或故事為題，以

能喚起民眾愛國心，并足為民眾新道德模範者為主。欲求描寫靈動，不妨頰上添毫。

然亦勿太背乎事實。迷信之說，雖有根據，皆須刪除。」 
81 指尹承方作，〈屈原〉，載《大公報•史地周刊》，32期(1935.4.26)。 
82 通俗讀物編刊社，〈答張公量──關於通俗讀物〉，載《大公報•史地周刊》，37期

(193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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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俗讀物」的作者既未必有興趣去研究，即使有，民眾的讀者也不會

感到興趣或需要的。作者所應當努力的還是在描寫和應用史料，考証的工

作似乎是歷史家的職分。……現在，中國古史上的許多問題即使交給專家

恐怕至少還得三四十年才能弄得清楚；以此責之「通俗讀物」的作者未免

太苛了。在編者方面，也只能在不減少文學趣味的條件下加以大體上的修

正83。 

並且針對「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部份，堅持「從文學方面看，我們覺得尹君

的譯文較為有力」。在通俗讀物編刊社的同人看來，認為這些誤解史實的疑慮，在

以通俗為主要目的的前提下，部份事實以文學性筆法撰寫，以求「在讀者群中發

生一種力量」，應該是可以接受並妥協的。只是，通俗歷史為了求行文的靈動，如

何在「頰上添毫」與「勿太背乎史實」之間取得平衡，實非易事。 

 且不管如何，通俗讀物編刊社在《大公報•史地周刊》所刊載的歷史通俗文

字，似乎在當時頗受讀者們的歡迎，顧頡剛在1954年回憶道： 

我便請她(指鄭侃嬨)在我當時所主持的「通俗讀物編刊社」裡，寫了幾篇

通俗的歷史人物傳記，陸續在《大公報》的「史學周刊」(按：當作「史地

周刊」)和《申報》的「通俗講座」裡發表。鄭女士的文字清健流暢，描寫

人物栩栩如生，頗得一般讀者的好評84。 

總之，顧頡剛在國難期間與其他眾多學者一樣，也自內心發出「書生何以報國」

的疑問，只是各人所走的路線不同85。在顧氏的生命經驗中，我們可以發現他早

期對戲曲的愛好、民俗研究的提倡，以及那趟改變工作方向的旅行，都成為他轉

向歷史通俗化、普及化的強力觸媒，促使他在抗日戰火烽起後，即使流寓西北、

西南，仍舊不改其志；「與國與民均為有利，則個人學問之成功與否，自可不管」
86。 

                                                 
83 通俗讀物編刊社，〈答張公量──關於通俗讀物〉。 
84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演義•序》(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5)，頁1-3。 
85 「書生何以報國」乃傅斯年於九一八事變後，在北京學者舉行的譴責日軍侵華罪行的

集會上，即席發表演講時所提出來的問題。不久，傅斯年即與胡適、丁文江、蔣廷黻

等人創辦《獨立評論》週刊，刊載分析評論時局的文章。此外，傅氏更著名的舉動，

則是邀請史學界同仁，撰寫《東北史綱》，以駁斥日人鼓吹滿蒙非中國領土的論調。 
86 顧頡剛致方豪函，1944.8.13；參見李東華，〈記抗戰時期顧頡剛先生致方杰人師的兩封

信〉，載《中國歷史學會史學集刊》，第33期(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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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戰期間的通俗寫作 

 1937年7月7日，日軍發動蘆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揭起。顧頡剛因九一八

事變以來即大肆宣傳抗日，引起日軍不滿，名列日人亟欲捕殺之黑名單中。顧氏

將工作做一妥善安排之後，即逃離北平，展開長達8年在西北、西南地區的流寓生

活。此間，顧氏仍持續通俗讀物編刊社的工作。1940年以後，編刊社名義上仍存

在，但已因通貨膨脹問題，無法繼續，社員亦各奔前程。據估計，該社自1933年

成立以來，共出版大鼓書等讀物600多種、5,000多萬冊，以及抗日年畫若干87。 

 1938年7月，顧氏自重慶飛抵昆明，就雲南大學教職。為避日機轟炸，曾遷

居昆明北郊之浪口村： 

其地距城二十里，盤龍江三面環之。危橋聳立，行者悚惶。雨後出門，泥

潦尺許。村中才十餘家，幾不聞人聲。荒僻既甚，賓客鮮過。每周赴校，

一宿即歸；室中惟先妻履安為伴。此生從未度此清靜生涯，在久厭喧囂之

後得之，更有樂乎斯，遂盡力讀書寫作88。 

浪口村的環境讓顧頡剛總算能在亂中求靜，稍得重理舊業，把《古史辨》以來的

古史問題做系統化整理，計有《浪口村隨筆》及為上課所寫的「上古史講義」十

餘萬字。其中《浪口村隨筆》日後再經筆削，整理成《史林雜識》初編，被余英

時譽為「思想成熟後的作品」89，亦是顧氏在抗戰期間的學術代表作。 

 至於「上古史講義」，顧潮指出：此時顧頡剛「希望通過此講義的編寫能總

結自己多年來研究心得，並吸收現階段的最新成果，對古史系統進行全面建設」
90。不僅如此，顧氏還採用了一種特別的寫作方式：正文是通俗體裁，注釋是考

證體裁。這種寫作方式，是顧氏在抗戰期間的特色之一，並發表在他主編的《文

史雜誌》上。1941年春，顧頡剛寫有〈商王國的始末〉一文，文前有一引言曰： 

許多年來，我常想系統的編出一部「中國古代史」，給一般人看。無如北平

書籍太多，研究小問題太方便，總不容許作大體的敘述。抗戰以來，許多

                                                 
87 參見《歷劫終教志不灰──我的父親顧頡剛》，頁192-193。 
88 顧頡剛，《浪口村隨筆•序》，收入《蘄弛齋小品》，頁309-319。 
89 余英時，〈顧頡剛的史學與思想補論〉，收入氏著，《史學與傳統》(台北：時報文化出

版公司，1982)，頁280-289。 
90 參見《歷劫終教志不灰──我的父親顧頡剛》，頁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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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看不到了，而我們在大學裡的職業還沒有丟掉，我很想借此機會達到

這一項志願，所以前年到了雲南大學，就用通俗體裁編寫上古史講義。人

家笑我寫的是小說，我說：我正要寫成一部小說，本不希罕登大雅之堂。

不幸流離轉徙之餘，血壓太高，身體驟壞，只寫成九章就擱下。現在文史

雜誌累函徵文，病軀支離，實不能握筆作新東西，只得檢出舊講義塞責。

讀者諸君如果覺得這個體裁可用，希望大家起來這樣寫，讓一般沒福享受

高等教育的國民能看我們的正史，激起他們愛護民族文化的熱忱；那些大

學生呢，也可看了我們的注釋，自己去尋求史料，作深入的研究91。 

顧氏的歷史通俗文字寫作，不僅要「讓一般沒福享受高等教育的國民能看我們的

正史」，更可讓有志研究的大學生「看了我們的注釋，自己去尋求史料，作深入的

研究」，是一種可以兩者兼顧的寫作方式。以下我們試舉其片段： 

環著渤海和黃海岸，有濟水，黃河，灤河，遼河，鴨綠江，大同江的沖積

地。近年因考古學的發達，確知當新石器時代，東北區域在人種及文化上

已和黃河流域聯為一體(1)。 

註(1)本段根據傅斯年先生《東北史綱》第一卷古代之東北第一章(民國二

十一年十月，國立中央研究院出版)。所謂考古學上的證明，係指民國十年

安特生先生在遼寧省錦西縣沙鍋屯的發掘，他證明該地的文化遺址，如貝

環，如彩色陶片，都和河南澠池縣仰韶村所發見的異常的合同，其結論云，

「此一穴居之留遺，與彼一河南遺址，不特時代上大致同期，且正屬於同

一的民族與文化部類，即吾所謂仰韶文化也。」(見地質調查所出版之《古

生物誌》丁種第一號第一冊)。又沙鍋屯與仰韶村所出之人骨，由步達生先

生比較研究。其結論亦謂此兩地居民並與今日北部中國人為一類(見《古生

物誌》丁種第一號第三冊)。又一九二八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濱田耕作教授

等發掘旅順之貔子窩，其結論亦謂發見之人骨與仰韶村及沙鍋屯人為近，

並謂漢武帝時之漢人東漸，乃是前此支那人伸張之重現，而武帝之成功亦

正以此在該地原有相當的民族根據的緣故(見貔子窩發掘報告)92。 

不同於一般討論中國上古史的書籍，多以人物、史事為敘述主體，顧氏文中先描

                                                 
91 顧頡剛，〈商王國的始末〉，載《文史雜誌》，1：2(1941)。 
92 顧頡剛，〈商王國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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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商人的生存環境，並利用新近的考古成果，證明新石器時期的東北在人種與文

化上與黃河聯為一體。這裡有個有趣的問題，原本講述上古時代的商朝，不必然

要涉及東北地區，但這裡顧頡剛卻在注釋中直接引用舊日好友傅斯年的作品──

《東北史綱》，這部傅氏發出「書生何以報國」言論後的代表作，其意甚明，與時

代的抗日氣氛有關。原文中注釋長達16行的考證文字，確實足以提供有志研究史

學者按圖索驥，而正文則只有4行，言簡意賅地敘述商代先人的居住環境。據顧氏

自己的形容，《文史雜誌》是一份「在炸彈的火燄裡生長」93的刊物，受限於大後

方的資源，當他所撰寫的文字從粗劣的紙張裡躍入眼簾94，不禁令人感佩他在艱

困環境中為歷史通俗教育設想的苦心孤意。 

 在抗戰期間，歷史通俗教育是顧氏事業中相當重要的一部份，在他的計劃

中，一直打算編寫一部通俗性的中國通史，他在寫給方豪的信中說道： 

十年以前，剛篤志研究古史，凡力所得之材料皆自購之，力所不能得者則

有北平圖書館在，固已作終身之計矣。抗戰後書稿俱失，後方圖書又不充

實，研究工作已不能為，則頗願改事敘述。中國通史一書，中外屬望，而

曾無一比較滿意之本。剛頗有志聯絡同好，共同撰寫，而剛總其成，以自

審文筆尚能通俗，思想亦不頹廢，舍研究專題之外，自甚適宜於此也。名

人傳之編輯，即為通史嚆矢。去年四出捐款，僅得四五萬元，稿費轉瞬發

盡，未能大有作為。今則得中國出版公司之支持，稿費已無問題，剛擬自

今秋起遷居較僻靜之地，專力事此，庶乎中國通史在三四年內可以寫就初

稿95。 

信函中清楚地指出，顧氏欲先編「中國名人傳」，最後再統整成冊，成為一部通俗

性的中國通史96。此外，信中也透露出他從研究轉向通俗的環境因素，實因戰時

                                                 
93 顧頡剛，《文史雜誌•復刊詞》，載《文史雜誌》，6：1(1948)。 
94 抗戰期間，在重慶由國民黨出資辦理的《文史雜誌》，共出63期，顧頡剛自一卷九期開

始任主編(見《顧頡剛年譜》，頁307)。目前台灣各大圖書館所藏者，多為1966年香港龍

門書店據重慶版本影印再發行，故已無法看出原來的雜誌紙質樣貌。現中央研究院傅

斯年圖書館存有一套重慶版本，部份為勞榦所捐贈，紙質粗劣，略似毛邊紙，紙中纖

維清晰可見，印刷亦粗。 
95 顧頡剛致方豪函，1944.8.13；參見李東華，〈記抗戰時期顧頡剛先生致方杰人師的兩封

信〉。 
96 早在1925年，顧氏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即已表明編寫一部中國通史的意願，他

當時打算以中國民族是衰老抑或少壯為中心問題來編寫，雖然沒有說明如何編寫的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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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查找不便，無法再做精細的考證功夫，故轉向較不須參考資料，有一定自由

發揮空間的通俗文字。 

 穉歷史通俗作品讀來雖然輕鬆有趣，但撰寫並不容易。陳 常在顧頡剛參與校

訂的《中國上古史演義•自序》中如此形容： 

拿起筆來，才感到這本書雖然是一種小說性質，卻並不省事，因為除了要

有正確的觀點之外，還得注重趣味化；在不違背歷史事實的原則下，還需

要加以想像的描繪。……但是真個寫起來，問題可就多了。因為這些史料

大半散見於各種書刊，必需多方搜羅。而且它們中間還存在著各執一詞、

彼此矛盾的情況；有些問題是歷史學家們聚訟紛紜、迄今還沒有得到結論

的。選擇去取之間，煞費斟酌97。 

可見歷史通俗化並非一件易事，須具備消化研究成果，再重新撰寫的能力，「既要

有正確的觀點，又要注重趣味化」。1945年，抗日戰爭結束，顧頡剛與白壽彝共同

主編《文訊》，他在「復刊詞」中仍持續九一八以來的歷史通俗化想法： 

希望在本刊裡，把史學家和文學家聯合起來，以史學的方法取得正確的材

料和系統的智識，而由文學家的一枝筆宣佈給大眾。……通俗化的專門文

字最難寫，因為這必須把艱深的東西嚼爛了吐出來，……我們很願意努力

達成這個「嚼飯哺人」的任務98。 

顧氏以「嚼飯哺人」來形容歷史通俗化的工作性質，確實深得其旨。 

 抗戰結束後，顧氏東還，暫時脫離學術界，經營「大中國圖書局」。在國家

復原的需求下，他仍強調歷史通俗化與民眾教育的重要性，他在寫給胡適的信中

表示： 

我深感到經濟基礎不穩定，無論辦事或治學總是沒有根的，所以很想借此

打好我的經濟基礎，再來埋頭讀書。這真是學術界的悲哀，也是我們國家

的恥辱。……從前我們辦樸社，只想「提高」，可是沒有經濟基礎，到底失

敗了。現在我們雖志在提高，然而懂得以「普及」培養「提高」，所以可立

於不敗之地99。 

                                                                                                                                        
節，但抗戰時期的編寫想法，已明顯不同於「古史辨」時期。 

97 陳穉常編，《中國上古史演義•自序》，頁1-3。 
98 轉引自《顧頡剛年譜》，頁323。 
99 顧頡剛致胡適函，1947.11.27；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2冊，頁458-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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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氏還隨函附上他們所編的「歷史故事叢書」若干冊，請胡適指正。顧頡剛重提

27年前胡適在北大演講的「提高和普及」，指出偏重提高又沒有經濟支援的窘境。

在經過八年多的流離生活經驗後，顧氏沉痛地指引一種可以「提高」、「普及」並

重的方法──以「普及」作經濟基礎，再進而培養「提高」。這無疑反映出1940

年代，中國學者從事學術研究與通俗教育工作時所遭遇的困境，在顧氏看來，更

是「國家之恥」。 

五、結語：烽火下的兩條史學道路 

 本文主要以顧頡剛與歷史通俗教育為研究主軸，嘗試探討顧頡剛從事歷史通

俗教育事業的背景。從顧頡剛與傅斯年的分道揚鑣談起，剖析當時學界對「提高」

與「普及」的不同態度，是導致兩人關係破裂的主要原因。次論顧氏早年參與民

俗學研究的經歷，以及他在南方推動民俗學的貢獻，同時指出此時的民俗學尚未

使顧氏真正地接觸民間的生活。再論1931年的一趟旅行，使顧頡剛接觸民眾真正

的生活環境後，已徹底改變以往學術不求致用的想法，而日軍一連串的侵華行動，

更使顧氏此後熱衷於歷史的通俗化工作，直到1949年前後仍未稍歇。 

 余英時對顧頡剛的學術成就，曾做出如此評價：顧氏最後三十餘年的成績不

但趕不上「古史辨」時代，而且也不能與抗日戰爭期間相比100。如果借用余氏對

顧氏所做的三階段學術生命的劃分法，就學術研究而言，顧氏的成績似乎每下愈

況。當然，顧氏生命中的最後階段，主要是受到政治環境的羈絆，無法在學術上

發揮所長。然則，抗日戰爭期間，如果要說顧氏的學術成績不如「古史辨」時代，

除了當時國難時期，學人普遍無心且無力於研究的大環境外，對於顧氏個人而言，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樣的脈絡：顧氏在1940年代的顛沛流離中，試圖努力在烽

火下開闢兩條史學道路──史學的「提高」與「普及」。如果我們可以注意到這個

現象，那麼顧氏在抗戰期間，已花費了不少精力於歷史通俗化、普及化的層面，

能用在學術研究的時間也就相對減少，學術成果不如前期理想，也就可以理解了。 

                                                 
100 余英時，〈顧頡剛、洪業與中國現代史學〉，收入氏著，《史學與傳統》，頁263-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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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or populariizing？ 
：the background about Gu Jie-Gang to step 

into popular eduction 

 

Shih-jen Chen * 

 

This text just explore the background about Gu Jie-Gang to advanced popular 

education. First, discuss the relation between Gu Jie-Gang and Fu Si-Nian, 

conspicuous the differencd attitude about “study to raising” and “more popular to 

popularize” of historian of modern times. Second, to search for Gu Jie-Gang’s 

experience of studies in folklore, and the relation about engaged in historical 

popularization. Third, discuss a travel in 1931, take care of in the academic research 

road that was always engaged in being ignored and caused, have gone by chance out 

another popularized branch lin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Gu Jie-Gang is still 

devoted to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pularized work. 

 

Keyword: Improve and popularizing, Gu Jie-Gang, Fu Si-Nian, Hu Shih, popular 

education, folk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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