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修改增作自序三千言"# !"

日是!修改"$!# 日是!略改"# $

月 %& 日又是!修改增作自序廿

余页"# $ 月 '( 日是!修改增作

自序十余页$毕"#

可以看到$顾氏在 !)日%!&

日和 *(日 &也即影印手稿的三

个落款日期' 对文稿的处理$在

(日记)中都用!修改增作"这样

特殊字眼来记载*每次!修改增

作"的结果$都会相应调整落款#

与(日记)相联系$上举关于时间

层次的第一图&图 !'所示$是 %)

日!修改增作"的结果$估计在这

次!修改增作"之前$应当有一页

的落款日期是 !+ 月 %( 日"$由

于改作而废弃# 第二图&图 "'所

示的红色方框$就是 %&日!修改

增作"的标志$几乎可以确定右

侧红色方框中的文字就是 %&日

当天加上去的# 第三图&图 #'所

示紫色方框$就是 *(日!修改增

作"的标志#

初步打捞梳理(日记)的!过

程记述"$ 有几个关键的时间节

点# %月 %*日开始写初稿$但大

约一星期即收束# * 月 ** 日星

期一&正月初十'$!作(古史辨)

自序三千余言&第二次稿'"# 现

在影印出来的手稿$其基底就是

所谓!第二次稿"$顾氏后来的写

作%修改$都是循此延续与展开#

这次重新开头后$工作了约两个

星期$顾氏在 ,月 )日总结此前

两度的工作$ 说+!古史辨自序$

一月中起初稿$并集材料$约费

一星期# 近两星期中作二稿$每

星期可得五日$ 上星期作两万

字$本星期作一万字# 此为予生

平第一长文# "这次作文$到 ,月

#日又暂告一段落$此后他骛# ,

月 %#日晚$ 顾氏的红颜知己谭

慕愚!将所草序文看毕"$第二天

顾颉刚又重启了写作工作$这次

没有另起一稿#此后就是写作与

修改的穿插进行$ 大约 , 月 *+

日以前是 !作"$ 从 *- 日开始

!改"$此后也间有!作"# 然后就

是上文提到的 +月 %(日的 !草

自序三千余言 &初稿毕'"&按这

里的!初稿"其实是!第二次稿"

的不同说法'$ 以及后续的修改

与!修改增作"# ** 日!草毕"之

后$顾氏还有看排稿与清样的记

载$ 当然对文本又有所修订$尽

管体现不在影印稿本上$但可以

通过对比出版物与手稿以显其

迹象#

既然一方面有 (顾颉刚日

记)中有关(自序)写作的!过程

性"记载$另一方面还有影印手

稿与最终排印文字这两份!产物

性"的文本&手稿上的修改也有

!过程性"'$ 那么我们就有一定

的条件$能够为(古史辨自序)中

的文字或!文字群"赋予时间的

维度$ 做出时间层次的大致分

析# 笔者的上述!手稿学"探索$

极为初步# 要想进一步细化$顾

氏(日记)述及写作与修改工作$

多有!若干千字"%!若干页"的量

化记载$也许可以将这些具体的

数字联系到手稿上去$尝试进行

细数与爬梳#

二

由上一节我们已经见识到

了(顾颉刚日记)纪事之详明有

法,,,手稿上落款的动作 $在

(日记 ) 中都有特殊的用词记

载# 现在我们从(日记)上另一

则关于书写信件的记载说起#

%&,- 年 - 月 %* 日$是一个

星期日 $顾颉刚进城 $有 !到书

社$写适之先生信"的纪事# 找

寻(顾颉刚书信集)中顾颉刚致

胡适的信$没有系于这一天的#

幸运的是$这封信没有佚失$目

前正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胡适

藏书的其中一册里# 这封信的

!集外之信"的性质是笔者发现

的# 它的日期的考定$是郭永秉

老师启发笔者的# 现在将它公

开$ 则是受到北大图书馆特藏

部邹新明老师的授权与允可 #

下面详述原委#

*(%) 年 & 月$ 北大成立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为庆贺此

事 $举办了名为 !胡适与北大 "

的专题展览#笔者参观时$得见

展品中有顾颉刚致胡适的一通

两页书信原件#当时检查(顾颉

刚书信集 )$ 发现是一封佚信

&图 $'#

笔者再将行书作释文如下+

适之先生!

兹将闻宥先生所作 "字喃#

一文奉上$此文$东洋学报曾介

绍过$称为日本人尚未研究过的

问题% 又其可担任之课$另纸录

上$未知有可备择取者否&

王同春一文$奉上% 先生近

来提倡传记文学$我很想把这人

的行事继续搜求$写成一篇比较

可读的传记% 未知应如何写法&

乞给我一个指导%

又浦江清君向绍虞介绍徐

声越君$闻此人确甚好$惜因燕

京同人与外界太不接触$故不敢

请他方学者$必在先前曾在燕京

授课中人选择$以致未能推荐成

功% 如先生有意用他$当嘱浦君

将徐君著作奉上%

学生顾颉刚上% 十二日

这封信的内容$具有应酬色

彩$目的也十分明确+一是向胡

适推荐闻宥$ 二是呈上自己的

!王同春一文"请教$三是代浦江

清向胡适推荐徐震堮#

关于这封信$邹新明老师又

惠赐两项重要信息#首先是这两

页书信夹在胡适藏书的闻宥(论

字喃 &./0 123'之组织及其与

汉字之关涉)抽印本中$抽印本

有闻宥题记+!适之先生教正$闻

宥上# "现从这封信来看$胡适藏

书中的这一抽印本$就是顾氏信

中所言!奉上"的!(字喃)一文"$

其来历是闻宥为了谋职转托顾

颉刚献给胡适的#

邹老师还提供了特藏部关

于此封书信的考证+!顾颉刚致

胡适# 信末仅署-十二日.# 信中

所提-王同春一文.$即(王同春

开发河套记)$先后发表于 !&,+

年末(大公报)的(史地周刊)和

!&,- 年的(禹贡)杂志$故此信

大致写于 !&,-年前后#"这就涉

及书信写作时间的问题$如果尝

试精准确定写信日期$还应当参

考(顾颉刚日记)#笔者曾继续沿

着!王同春一文"的线索$并引据

(禹贡半月刊)上(王同春开发河

套记&改稿')!前记"所述的修改

过程$联系(日记)中写作此文的

时间记载$把此信写作时间定在

了 !&,-年 !月 !*日#顾氏随信

呈上的!王同春一文"$初以为是

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初稿)*言

!乞给我一个指导"$表明顾氏希

望胡适能像后来 (改稿)!前记"

中提到的吴文藻%张星烺%赵泉

澄等学者帮助顾氏充实材料一

样予以写作上的援助&(改稿)于

同月 *"日写成'# 虽然当日(日

记)没有 !致胡适书 "这样的记

载$本以为这可以说得过去# 不

过笔者也从信中为闻宥谋事的

内容联系到闻氏去向的问题$据

查闻氏 !&,- 年夏天离开北平$

所以把这封信理解为年初为之

求情#

与郭永秉老师交流之后$他

怀疑闻氏夏天离开北平$年初求

情也许太早#他提示笔者检查下

面几个 !*日的(日记)# 虽然顾

氏写完王同春传记(改稿)两天

后就回南方$一直到 -月 *日才

返校#但 -月 !*日确实有!到书

社$写适之先生信"的记载#这当

然是考定书信时间的最有力证

据# 那么$我之前猜测的顾氏为

王同春传记(初稿)求助于胡适$

也是本无其事了# (日记)显示$-

月上中旬$胡顾走动频密$不止

顾氏多次进城拜访$胡适也在 -

月 &日%!)日%*,日三个星期四

光临西郊燕京大学讲演中国哲

学史# -%) 月间$顾氏常有为推

荐人才这样的事务而写信求助

胡适的事例$涉及人物除了本信

提到的闻宥和徐震堮$还有周一

良%杨向奎%高去寻等人#顾氏写

完这封 - 月 !* 日的书信$!, 日

下午!到在宥处"$估计也是谈论

去留问题#

这封信能够以正确的时间

坐标$面世以飨同好$需要在此

敬向郭永秉老师和邹新明老师

表示十分的谢意#

此外$笔者还留意到一封未

收于(书信集)但先已发表在别

的报章上的顾氏致红学家吴世

昌的信&(书信集)本无!致吴世

昌"条目'#吴世昌将其节录作为

(论曹雪芹佚诗 辟辨!伪"谬论)

一文的附录$ 初次发表于香港

(七十年代) 杂志 !&"& 年第 &

期$ 后收入吴世昌 !&#(年文集

(红楼梦探源外编)#先把文字转

引如下+

子臧我兄!

四月中奉上一函$即承将杨

译本红楼梦一部见赠$又蒙将港

印脂砚斋评本石头记及 尊著关

于石头记论文'自订本(等书见

借$不胜感荷%

我想写的一篇论文$为)由

于脂砚斋的封建思想而破坏了

曹雪芹的写作技术#$ 兄以为如

何& 写成后当先奉正也%

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一律$

我以为兄文绝对正确$亦当秉此

旨意$ 写一短篇+ 届时请赐正,

--问好,

顾颉刚 一九七九$七$十八

内中除去括号里的 !自订

本" 三个字是吴世昌的注释$以

及被省略号略去的内容$剩下的

都是顾氏笔墨# 顾颉刚同吴世

昌$!&,( 年代就在燕京大学以

师生之谊熟识 $!&)* 年吴世昌

辞去牛津教席回国入职文学所$

与顾氏同属科学院$!文革"之后

的劫后余生$两人来往也愈见密

切#另外$信中提到的!港印脂砚

斋评本石头记"$即 !&)!年影印

的胡适收藏的石头记甲戌本#

吴世昌意图引用这封顾氏

书信的最关键内容$即!雪芹题

(琵琶行传奇)一律$我以为兄文

绝对正确"$同一出 !&"(年代末

上演的被称为 !红学界水门事

件"的学术闹剧相牵扯# 沈治钧

先生(红楼七宗案)之(关于!曹

雪芹佚诗"案)有极为彻底的调

查研究# 其案情概况是$众所周

知曹雪芹诗作遗文只有!白傅诗

灵应喜甚$ 定教蛮素鬼排场"一

联$本是曹雪芹观脚本(琵琶行

传奇)后题咏的律诗中为其好友

敦诚所记录下的两句# 所谓!雪

芹题(琵琶行传奇)一律"$是周

汝昌 !&"(年代初自己试补六句

凑成的全诗#但周汝昌已有试图

蒙混为真的不净居心$渐渐传给

各方学者以试探风声$差一点发

表在 (文物)!&", 年第 * 期的

(/红楼梦0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

录一束)中# 吴世昌早从吴恩裕

处知道此诗$又在审稿时注意及

之$信以为真$以为奇货可居$且

因平日与周汝昌有隙$看不惯他

所理解的周汝昌 !隐匿材料"的

行径$ 于是 !&"+年与上海徐恭

时先生联名为文疏证此诗$进行

!认真"工作#自 !&""年开始$有

正式出版的文章指出这诗前六

句不是雪芹手笔$而且!辨伪"声

浪越来越大# 吴世昌怀疑这是

周汝昌怨恨自己抢先发表而在

背后制造流言% 推动炮制文章

以强把!真"的说成 !假 "的 $于

是只好披挂上阵背水一战 $一

再坚持说是 !真 "的 $将周汝昌

的军 $向事实上 !造假 "之人求

!实证"# !假作真时真亦假"$这

便是!红学界"貌似!疑案"的一

出糊涂!骗案"#

顾颉刚的书信就是在这个

当口被吴世昌拉来助阵的$其时

吴世昌正在与香港的梅节打笔

仗#顾颉刚是以!辨伪"负盛名的

大宗师$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培

养了对!文物"工作特别的信任

之情#

三

顾氏平日的记事习惯既如

此务求详尽$我们看台湾及大陆

出版的(日记)已觉是!无尽藏"

一般#其实在已出版的(日记)之

外$还有两条未见出版的日记内

容$载于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

五四运动)一文# 兹引如下+

蔡孑民先生来长吾校$锐意

图新$将以农.工.商三科与原有

的专科学校合并$大学本干$独

留文.理.法三科$文科在沙滩$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

学林

学人

! !上接 %& 版"

!下转 %' 版" "

!图 $"&(%" 年 )

月 #胡适与北大 $专题

展览上展出的顾颉刚

致胡适的一通两页书

信原件% 季琳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