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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以符号句读”

胡适应是我国现代标点符号系统
使用推广及规范化建设的首倡者与实
践者。早在留美期间，胡适就开始注
意标点符号的规范化建设与使用问题
了。1914 年 7 月 29日，胡适在札记
中说，“我所作日记札记，向无体
例，拟自今以后，凡吾作文所用句读
符号，须有一定体例”，并列出了一
些释例。

1915 年七八月份，胡适用了三
昼夜为 《科学》 杂志写了一篇约
10000 字的 《论句读及文字符号》。
在 8 月 2 日的札记中，胡适记道：

“吾之有意于句读及符号之学也久
矣，此文乃数年来关于此问题之思想
结晶而成者，初非一时之兴到之作
也”，并表示自己“后此文中当用此
制”。胡适于札记中摘出了此文纲
要。此文分三大部分：文字符号概
论、句读论和文字之符号。胡适分适
用横排与竖排两种，拟出了“住”

“豆”“分”“冒”“问”“诧”“括”
“引”“不尽”“线”10种符号。基本
上都是我们现在使用的。

胡适写出此文后，立即寄给了好
友许怡荪，同时在信中开始使用自己
主张的标点符号。他怕许误会，在
1916年1月25日的信中特意附加了一
个说明：“近颇以为‘句读’为文字
之必要，吾国人士作文不用句读，今
之报章知用圈读，而制度不完，有圈
无点，读皆成句，其弊甚大。夫无句
读符号，则文字不易普及：（一）词
旨不能必达，（二）又无以见文法之
结构关系，（三）故发愿提倡采用文
字符号十余种……半年以来，无论作
文，作札记，或作书，长至万言，短
至一明信片，亦必以符号句读。”从

这个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决心推广
与实践新式标点的意志的坚定。

胡适此文发表在 1916 年 《科学》
（二卷一号）上。就是此文，引起了大
家对他的注意。

“必能为中国文学界开新纪元”

看看钱玄同日记的记载。1917年1
月3日，当他拿到黄侃先生的《文心雕
龙章句篇札记》，“余从尹默处借观，觉
其无甚精彩，且立说过于陈旧，不但
《马氏文通》 分句、读、顿为三之说，
彼不谓然，即自来句读之说亦所不取
‘，’黄君之说，与胡适之之《论文字
句读及符号》直不可同年而语”。

胡适的文章虽然发表已经一年，但
由此看来，已在钱玄同心中扎下了根，
并取得了他的高度赞同。他又把此文推
荐给了沈尹默先生。“1月7日，至尹默
处。携胡适之《论文字句读及符号》一
文（见《科学》第二卷第一期）往，因
客冬尹默与幼渔 （注：指马幼渔） 及
我，选有关于中国古今学术升降之文百
余篇，拟由学校出资排印。尹默意欲用
西文点句之法，及加施种种符号，将以
胡文所论供参考，此意我极谓然。”

从语气看，此时沈尹默可能还没看
过胡适的文章，但可能听说了，所以钱
玄同带来给他看。1月21日，钱玄同又
来沈尹默处，讨论该书的排印问题，

“尹默阅胡适之 《论文字句读及符号》
篇，极以为然。去冬以来，吾等本选定
关于本国学术升降之文百余篇，拟由学
校出资排印，授学生读。尹默拟将此篇
句读符号改用新式，以便观览。今已点
就《列子·杨朱篇》一篇”。沈尹默读
过后，不仅认同，而且抛弃了前面的

“以供参考”，准备立即采用付诸实施。
正是由于此篇打底，所以当胡适

《文学改良刍议》的前奏、给朱经农的

谈新文学八事的信于 1916年 10月 1日
出版的 《新青年》 第 2卷 2号刊登后，
也引起了钱玄同他们的关注。钱玄同开
始给予胡适高度评价，1917 年 1 月 1
日，钱玄同对沈尹默说：“余谓文学之
文，当世哲人如陈仲甫、胡适之二君，
均倡改良之论，二君邃于欧西文学，必
能为中国文学界开新纪元。”

沈尹默、陈独秀、钱玄同，他们对
胡适关于标点符号提倡的态度应该最具
代表性。这种情形自然也为胡适随后很
快提出文学改良具体主张的大受赞誉形
成了水到渠成的铺垫。

现代标点符号体系诞生

胡适 1917年上半年归国后，继续
在报章撰文《论无文字符号之害》，推
动《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的第4
卷第1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
点符号；1919年4月，又和马裕藻、周
作人、朱希祖、刘半农、钱玄同等5位
学者共同起草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
议案》，提请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
会议决通过。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
发布第 53 号训令，批准了这一议案。
这个议案是中国第一套由政府下令颁行
的标点符号方案，它确立了新式标点符
号的法定地位，标志着现代标点符号体
系的正式诞生，在我国语言文字史乃至
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有人说：“为
了建立这套标点符号体系，多位学者付
出了心血，而首功应当归功于胡适。”
（《胡适研究论丛》第242页） 同时，
胡适又推动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组织出
版新式标点的中国古代经典白话小说，
建立与普及全社会对标点符号的认知与
遵循。

如果说胡适后来提倡白话文为古文
派所恨，那此时他所提倡的标点符号也

为古文派所憎。在他们眼中，在中国那
么优秀的古文中突然插入那么多蝌蚪似
的符号，是对中国优秀文字的大不敬。

鲁迅就曾在文章中写过当时古文派
的这种憎恨，“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
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

‘食皮寝肉’。”（《忆刘半农君》）上引
钱玄同说黄侃的日记，也可以看出，黄
侃这位古文派大师级人物在标点符号方
面的保守。

张中行后来回忆北大读书岁月，曾
说及林损在此事上顽固的一则趣事。

“他自视甚高，喜欢发怪论，还好骂
人。先说骂人，因为是亲见。他上课
之前常是喝葡萄酒半瓶，脸红红的。
单说有一次，是唐诗课吧，又是脸红
红的，走上讲台之后，忽然想到白话
和新式标点，气不从一处来，说提倡
这个，就是因为自己不通古文，意思
是，如果通，就用不着白话，用不着
断句。越说火气越大，最后集中到新式
标点，说一次看什么文件，里面有他的
名字，左旁竟打一个杠子，‘这成什么
话！’再往下看，有胡适，左边也有一
个杠子，‘我的气才消一些。’听到此，
学生都大笑。林先生好像很得意，就这
样，一堂课已经过去一半。”（《流年碎
影》第141页）

张中行还在其他处回忆中说，林
损不止一次这样批评。张中行上北大
已经是20世纪30年代了，此时，古文
派仍然对新式标点耿耿于怀，足见提
倡新式标点在当时的古文派心中形成的

“震撼”。
胡适提倡标点符号，恰恰为他提倡

白话文、提倡国语文学做了铺垫。新式
标点的使用也为白话文的广泛运用与普
及插上了翅膀，使得白话文终于以现
代、更加精准表意的面貌开始了在中国
现代文化的天空自由翱翔。

（作者单位：安徽省委统战部）

胡适与新式标点符号
李传玺

祖籍故居

宋庆龄先祖姓韩，祖居河南，南
宋年间，首迁浙江会稽为官，1197
年南渡琼州。清代，高祖定居海南文
昌县昌洒镇古路园。祖父韩鸿翼为长
子，生三男一女：政凖、教凖（即宋
耀如）、致凖、女儿环三。今天的海
南文昌有宋氏祖居，是一座砖墙瓦顶
的普通房院。

祖居正房，15路瓦，约10平方
米。屋内正面墙上，悬挂一幅放大的

“全家福”：父亲宋耀如、母亲倪桂珍和
宋氏三姐妹及宋子文、宋子良、宋子

安。正屋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照片：一
张是父亲的，另一张是母亲的；左边墙上
挂着宋庆龄和弟弟宋子文的照片。紧邻正
房右边的横屋，11路瓦，约8平方米，是
宋庆龄父亲的诞生地，陈设简朴。

宋庆龄父亲本姓韩，因家贫苦，
12 岁就过继给宋姓舅父，带到美国
波士顿的丝茶商店学做生意，改名
宋嘉树，别名耀如。他接受了美国
教育，回国在上海成为一个有成就
的商人和实业家。他用自己的钱支持
孙中山革命，1918年5月3日，因胃癌
病逝于上海。

1988 年在祖居西北约 900 米处，
新建一座占地 400 平方米的“宋庆龄
陈列馆”，并在祖居和陈列馆四周辟建
了百余亩的“宋氏祖居植物园”，供游
人观赏。

上海故居

坐落于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占

地4300多平方米，主楼是一幢红瓦白
墙的小洋房。走进院内，首先看到的
是一尊白色的宋庆龄雕像。雕像后是

“宋庆龄文物馆”，藏有文物 1.5 万余
件，内有照片、来往书信、大学毕业
证书、藏书、生活工作用品、国务活
动礼品以及历经磨难精心保存下来的
孙中山印章等。文物馆旁是车库，停
放着两辆汽车，一辆是“红旗”牌轿
车，一辆是斯大林赠送的“吉姆”牌
轿车。

文物馆南侧是院内主体建筑，砖木
结构、乳白色船形的假三层西式楼
房，建筑面积 700 平方米。底层为客
厅、餐厅、书房。过厅墙上挂着徐
悲鸿赠送的“奔马”国画及国际友
人赠送的风景油画。客厅背面墙上
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南面墙上
挂着毛泽东主席 1961 年来此看望她
时的留影。客厅西面的餐厅里，陈
放着她个人生活经历中的重要纪念
品和各国友人赠送的珍贵礼品。书

房中收藏着孙中山先生演讲的珍贵
录音和他亲笔题字的遗著及中外图
书 4000余册。

二楼是宋庆龄的卧室、办公室和
保姆李燕娥的卧室。室内的一套藤木
家具是父母送给她的嫁妆，沙发和茶
几是孙中山先生的用品。室内摆放
着孙中山 18 岁时的照片和他逝世前
一年与宋庆龄的合影。书桌上摆放着
宋庆龄生前使用过的文具用品。二楼
走 廊 里 ， 挂 着 宋 庆 龄 1951 年 接 受

“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时的照
片。故居楼前有宽敞的草坪，楼后
是花木茂盛的花园。周围植有 30 多
株 四 季 常 青 、 蓊 郁 荫 翳 的 百 年 香
樟。宋庆龄对香樟情有独钟，苏教
版第八册语文课本载有 《宋庆龄故
居的樟树》。院内碧草如茵，环境优
美清静，虽毗邻淮海路，但闹中取
静，漫步其间，似乎仍能感受到伟人
的音容笑貌和不朽风范。

这里原是一个德国人的私人别墅，
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宋庆龄从1948
年至1963年，在这里工作、生活达15
年之久，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和
大量文物。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现为国家二
级博物馆，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上海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作者为山东省梁山县政协文史委
原主任）

谒宋庆龄故居
吴济夫

抗战时期，闻一多和华罗庚同在
西南联大担任教授。1941年，为躲避
日军的飞机轰炸，他们寄居在昆明北
郊距城十几里的陈家营杨家宅院同一
屋檐下，隔帘而居（两家当中没有隔
墙，仅用一块布帘相隔），结下了深厚
情谊。后来，华罗庚特地写下一首七言
小诗《挂布》，真实记录了他们两家的
那段生活：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1944 年夏，昆明物价飞涨，闻一
多生活窘迫，为弥补薪水不足，他先是
在中学兼课，后来又挂牌治印，以增加
收入，补贴家用。期间，他曾给华罗庚
刻了 3 枚姓名章，其中一枚“华罗庚
印”的印章上，另用刻刀轻浅取势、生
动流畅地刻下了一段边款，饶有韵味：

“甲申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

曰：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
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
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短短 60 余字，幽默风趣，以谐写庄，
既有印章材质的介绍，又有刻石功用
的说明，表达了闻一多礼轻情重的赤
诚之心。

闻一多送给华罗庚的这方印章及
其边款铭文，情深意长，显露了他们特
殊的友情，华罗庚因此铭记于心，难以
忘怀。30多年后的1979年，华罗庚在
《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纪念闻一
多烈士八十诞辰》一文中，充满深情地
回忆道：“一多先生治印是为了生计，
可是却精工镌刻了图章送给我，这是
他的完美的艺术的纪念物，也是他对
朋友的真挚情意的宝贵凭证。在几十
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着
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
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
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闻一多赠章华罗庚
周惠斌

1962年10月，郭沫若同志游览普
陀山“潮音洞”时，拾得一册笔记本，打
开一看。扉页上写着一联：

年年失望年年望
处处难寻处处寻
横批：春在哪里

再翻一页，是一首绝命诗，并署着
当天的日子。郭沫若看后很着急，马上
叫人寻找失主。结果找到的失主是一
位神色忧郁、行动失常的姑娘。经了
解，这位姑娘名叫李真真，考大学三次
落榜，爱情也遇到挫折，于是决心“魂
归普陀”。郭沫若耐心开导李真真后，
十分关切地问：“你这副对联表明你有
一定的文化水平，不过横批和下联太
消沉了，这不好！我替你改一改，你看
如何？”姑娘点点头，郭沫若改道：

年年失望年年望
事事难成事事成

横批：春在心中

姑娘看后感佩不已，就把自己的
心事倾吐出来。郭沫若听后奋笔疾书
一联：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
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
越甲可呑吴。

下面写：蒲松龄落第自勉联

李真真仔细阅读后，感到这副对
联难道不是“事事难成事事成”的最好
注释吗？姑娘请求题名，郭老写上了

“郭沫若，六二年秋”几个字。姑娘见
此，惊喜万分，表示要永记教诲，在人
生道路上奋勇前进。李真真还大胆作
诗谢郭沫若，诗曰：

梵音洞前几彷徨，此身已欲付汪洋。
妙笔竟藏回春力，感谢恩师救迷航。

郭沫若联赠“失意女”
李春碧

刘成禺是辛亥革命元老，因面略
麻，人以“麻哥”称之。1903年加入兴
中会，从此追随孙中山革命。他受孙
中山之托，为宣传反清革命而写《太
平天国战史》一书，孙中山为之作序，
称此书是太平天国的“一代信史”。该
书现在也是中国学者最早研究太平
天国历史的著作，具有很高的政治和
学术价值。中华民国成立，他任南京
临时参议院湖北省参议员、北京临时
参议院议员。1917年，被孙中山聘为
大元帅府顾问，后奉派为总统府宣传
局主任。

他讥讽袁世凯的诗文在当时被世
人广为传颂，收集成《洪宪纪事诗》，由
孙中山作序印行。1935年，又重新把诗
改写并加入新作及附注，改名《洪宪纪
事诗本事注》在重庆出版。抗日战争爆
发，刘成禺游走于上海、南京、重庆多
地，并在重庆居住了一段时间。

1934 年，他与李根源一同去苏
州为章太炎祝寿。李根源也是麻子，
人称“李麻子”。他们同是章太炎的
高徒。章太炎一时高兴，让他们二人
陪他拍一张照片。章说：“今天是我

的高兴日子，两个麻子来和我照个
相留为纪念。”李根源听后马上跑到
章左边站定，把右边留给刘成禺。刘
成禺哪肯让人，要去夺李根源的位
子。章问怎么回事，刘成禺说：“我比
他大，应该站在先生的左边。”章太
炎笑曰：“亦有说乎？”刘成禺答道：

“怎么没有？人们叫他做麻子，叫我
做麻哥，不是我大过他吗？”章太炎
听罢大笑。

后来李根源有一首诗赠刘成禺：

我是腾冲李麻子，君为江夏刘麻哥。
回首吴门十年事，太炎不见奈之何！

正在重庆的刘成禺也回赠一首，
有题李根源《荷戈集》一诗云：

锦帆南望泣秋坟，又话巴山旧雨痕。
回首纵横天下士，沤麻牵犬出东门。

这首诗是刘成禺酬李根源兼悼章
太炎之作。叱咤文坛的两个麻子——
刘成禺和李根源的这则轶事，成为一
时趣谈。

刘成禺照相争位置
沈治鹏

文人
轶事

WENRENYISHI

文人
轶事

WENRENYISHI

文人
轶事

WENRENYISHI

1915 年 ， 胡 适 在
《新青年》 发表了 《论
句 读 及 文 字 符 号》 一
文 ， 提 倡 新 式 标 点 符
号，在学术界引发了一
场激烈的争论。

后来的 《文学改良
刍议》 一文之所以引起
爆炸性的重视，与他的
这篇文章引起大家关注
所做的铺垫有关。可以
说，胡适提倡新式标点
符号的这篇文章是他暴
得大名的先声。 文人

轶事
WENRENYISHI

著名作家马烽（1922—2004）晚年
患有哮喘、肺气肿、高血压等多种疾
病，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平和的
心态，从其撰写的对联中可见一斑。

1994年春节，正逢本命年的马烽
撰写了这样一副春联：

过了七个狗年，老当益壮，不可能；
奋斗半个世纪，继续革命，没问题。
这一年正是狗年，马烽已经 72

岁，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虽
然从生理上讲老当益壮不可能，但他
对工作的热情和精力投入依然不减
当年。

1995 年，马烽卸任调回山西老
家，这年他在一副对联中这样写道：

调进京，调出京，服从分配；
未开花，未结果，叶落归根。
横批是：回来就好。
回到山西，他即办了离休手续。

1996年，他写下这样一副对联：
年老体弱，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陋就简，热无多且发萤光。
1997年，75岁的马烽又写下这样

一副对联：
五官磨损，勉强可司职；
四肢老化，凑合能运行。
横批是：这就不赖。
在此前后，他的文坛老战友李束

为、孙谦先后均以76岁辞世，山西老
诗人王玉堂（笔名冈夫）也以91岁高
龄仙逝。1999年，已经77岁的马烽在
一副对联中这样写道：
闯过七十六周岁，超过孙李，已成定局；
迈向九十一高龄，寿比王老，无此可能。

横批是：顺其自然。
进入 2000年，跨入新世纪，马烽

欣然写道：
跨越两世纪，可谓高寿；
步入新世纪，从一算起。
横批是：大小由之。
这种顺其自然、大小由之，潇潇洒

洒度晚年的心态，值得借鉴和学习。

马烽潇洒度晚年
夏明亮

宋庆龄为自己的理想和
事业，四处奔波，各地安
住，故居多处，仅选其二，
谒访瞻仰，以示悼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