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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1910—2005），江蘇吳江人。著名社會學

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

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一生從事社會學、人

類學研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著有《江村經

濟》、《生育制度》、《鄉土中國》等數百萬字的著作。

1938年，費孝通在其導師馬林諾斯基的指導下完成

題為《江村經濟》的博士論文，被譽為「人類學實地

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牌」，費孝通也因

此在 1981年獲得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授予的人類學

界的最高獎─赫胥黎獎；1982年被英國倫敦經濟

政治學院授予榮譽院士稱號。



目
錄

序  言  1

第 一 章   家 世．童 年

9 一、望族氣脈，名士輩出

13 二、大時代氣息

15 三、父母賢達，同開風氣

21 四、「教育優先」

第 二 章   少 年 早 慧

27 五、確定「惟一的責任」

30 六、從治病人到治社會

33 七、從燕園到清華園



第 三 章   青 年 成 名

41 八、大瑤山裡痛失伴侶

46 九、探尋文化路徑

49 十、初訪江村，名著問世

53 十一、魁閣時光

57 十二、從《鄉土中國》到《生育制度》

61 十三、對東西文化的思考

64 十四、思索文化衝突與共存

第 四 章   中 年 成「鬼 」

71 十五、投身國家建設

75 十六、重訪江村，發現問題

79 十七、學術生涯中斷

82 十八、苦難中的昇華

85 十九、風雨中力求自保

88 二十、幹校家書

第 五 章   又 見 春 天

95 二十一、三訪江村，「行行重行行」

98 二十二、從「草根工業」到「鄉鎮企業」

105 二十三、促進兩岸三地學術交流

108 二十四、重提「文化出路」



    

第 六 章   晚 年 得「道 」

113 二十五、學術反思，開始「補課」

116 二十六、重視傳統資源，究「天人之際」

119 二十七、闡釋「文化自覺」

122 二十八、弘揚前賢風骨

126 二十九、反思知識分子人格與使命

131 三 十、提出「全球性戰國時代」

134 三十一、但開風氣不為師

138 三十二、對當代中國問題再思考

第 七 章   耄 耋 成「仁 」

145 三十三、「句號畫在甚麼地方」

149 三十四、「一國兩制」的文化啟示

152 三十五、矚望人類「美美與共」

156 三十六、文化的自覺與自信

161 尾聲

附：

169 香港歸來話回歸

189 江村八十年

参 考 書目  204



· 1 ·

實地調查是費孝通先生畢生堅持、一以貫之的學術研究方式。

1935 年，費先生初訪廣西瑤山，開始實地調查。2003 年，他

第七次訪問甘肅定西，一生實地調查謝幕。時間跨度近七十年，銜

接兩個世紀。

在這段歷史裡，費先生的際遇隨中國歷史起伏分出三段，每段

時長二十三年左右。

1935 年到 1957 年，費先生進入學界，走到學科前沿，聲名鵲

起，成果迭出。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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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到 1980 年，費先生學術上一段可悲可歎的空白。

1981 年到 2003 年，費先生復得研究條件，自稱「第二次學術

生命」。他恢復了實地調查，以老邁之軀追蹤中國社會變遷步調，

提煉改革發展在其大腦中不斷激蕩出的命題—蘇南鄉鎮企業（「草

根工業」）、溫州小商品經濟、珠江發展模式、小城鎮建設、城鄉協

調發展、區域經濟發展、生態與環境保護、農村基層直選（「草根

民主」）、城市社區建設、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現代化與中國文

化、洲際經濟、地緣政治、學術反思、人文精神、知識分子、文化

自覺……對這些問題，費先生皆予追蹤觀察、思考和闡發，留下了

豐富的著述。

看費先生的表述，除去《生育制度》一書，他很少對自己的著

述表示滿意。晚年裡，他曾多次表示自己只是「做了一點開路和破

題的工作」。

台灣著名的人類學家李亦園院士接過費先生的話頭說，費先生

提出的很多課題都具有原創性，帶動了同行很多人去做進一步的

研究。

翻看費先生留下的數百萬字著述，話題確實多而廣泛。其中，

綿延時間最長、貫穿其一生思考的題目，不是民間熟知的「志在富

民」，不是政界流傳的「出主意，想辦法」，不是他 1930 年代提出

的「鄉村工業」和「鄉土重建」，也不是他 1980 年代提出的「小城

鎮」和「區域發展」，而是他在 1920 年代就開始思考的「文化自覺」

問題。當然，作為一個明確概念提出來，並作出接近定義性質的表

述，是在費先生晚年。但作為這一命題的早期呈現，在他十七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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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寫出的文章裡已能讀到。從那時起，費先生的心志就確定在「認

識人類究係何物」前提下「為中國文化找出路」的思考上。為著實

現民族的文化自覺，費先生首先向自己提出了文化自覺的任務。他

寫道—

過去的過去罷！不住的勇敢向著墳墓奔去，就是

人們惟一的道路。在這荊棘蔓蔓的人生道上，隨處都給

你看見許多值得留意的事情，同時啟示了你宇宙人生的

意義。我這愚蠢的筆，固不能在道上隨處記出一些給後

面很努力趕來的同類們作一些參考，但是我卻又不願這

許多值得留意的東西，在未經人注意的時候，隨著無名

無聲的浪花流星般的息滅。我自己認為這是我惟一的

責任。

在費先生此後生涯中，「隨處記出」「值得留意的事情」成了習

慣，在「未經人注意」的事情上發現宇宙人生的意義，作出記錄和

解說，成了志業。

費先生寫出這段文字，是這個世界上許多值得留意的事情之

一。其中明確表達的責任感，蘊含內心的歷史感，高度自覺的記錄

意識，安身立命的自我定位，傳達著青年費孝通的心志，預示著一

支史筆的誕生。

這支史筆從此歷七十餘年滄桑而初衷不改，忠實記錄下當代中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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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社會與文化的變遷過程，至白首而未倦。同時，也記錄了費先生

自早年到暮年漫漫文化自覺之旅的全程。

從留意這段文字開始，體會費先生一生執筆不輟的文化價值，

感受他的人格因素，應該比較容易找到門徑，也能較深理解費先生

畢生追尋的文化自覺對於每個社會成員「人之為人」的積極意義。

上個世紀末，費先生說起書寫他的傳記的意義，有這麼一句

話：「人家看看我的一生怎麼過來的，想想自己，能受點啟發，就不

錯了。」

是為序。

張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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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3月，費孝通（左）在家中和張冠生談文章修改要點。（攝影：梁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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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家世．童年  

1910年 11月 2日，費孝通出生在江蘇省吳江縣松陵鎮一

個開明士紳家庭。

接下來，春秋九五，伴隨家國沉浮，他少年早慧，青年成

名，中年成器，盛年成「鬼」，暮年得道，可謂山重水復，柳暗

花明。

作為一名社會人類學家，他盯著國家和人類發展前沿課

題，行路不止，思索不輟，著述等身，影響廣泛，為中國學界贏

得國際聲譽。

一、望族氣脈，名士輩出

費孝通的自然生命源頭不外十月懷胎，文化生命的源頭則

要久遠得多。

早年裡，費孝通看到過老家收藏的家譜。《江夏費氏世譜》

（1995）正文第一句給他以深刻印象—「費氏系出伯益（大禹

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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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世譜說，伯益輔佐大禹治水有功，封地在費（今山東

魚台西南費亭），稱大費。伯益生有兩個兒子，次子名叫若木，

始姓費，為費氏祖先。

《辭海》有「伯益」詞條，說伯益「亦稱大費」。《竹書紀年》

中，有「費侯伯益出就國」的記載，可與費家世譜的相關內容作

參證。

費孝通看見家譜時，正在讀《三國演義》，於是知道了家譜

所載祖先中的費禕是個深得諸葛亮器重的人。費禕是三國時代

蜀國重臣，性情良實，理政練達，是社稷之才。劉禪繼位後，

費禕出任黃門侍郎，位於人君之側。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稱

許他是「志慮忠純」、「貞良死節之臣」。

費姓望族氣脈綿延，名士輩出。《江夏費氏世譜》載，費

禕之後，有費詩為諫議大夫。唐代時候，費冠卿為元和年間

（806—820）進士。此後，有費宗陶、費叔熊皆為前蜀（907—

925）輔佐；費黃裳舉後蜀（約 950）進士第一；費有章為南宋紹

熙年（1190—1194）吏部尚書；費有章之子費士寅、費士威等先

後登第。費士寅官拜副相，為南宋嘉泰時（1201—1204）參知政

事。開禧年間（1205—1207），他因不附權貴，忤犯外戚顯宦，

掛冠辭朝，擇地而居，住在吳江垂虹橋畔。吳江自此有「東城費

氏」之號，並自此後次第排序。後世子孫纂修家譜時，稱費士寅

為「吳江費氏第一代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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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氏門外，山外有山。清末民初以前，吳江歷來人文薈萃，

人才輩出。遠有陸龜蒙、洪祖烈、楊廷樞、柳如是，近有陳去

病、柳亞子、楊天驥、孫本文⋯⋯《吳江縣誌》記載，僅是同里

一鎮，從宋淳化三年（992）到清嘉慶十五年（1810），先後出過

三十八個進士，八十個文武舉人。

「一泓月色含規影，兩岸書聲接榜歌」—類似楹聯，在當

地水巷石橋上時常可見。一些老式民居大門上，斑駁之中，「耕

讀傳家」字樣至今清晰可辨。

明末清初，學壇又現先秦時期百家爭鳴氣象。當時活躍於

文壇、大有影響的復社、幾社、慎交社、驚隱詩社等社團，都

有吳江人士作中堅。曾屬復社、又入驚隱詩社的顧炎武常到吳

江，與詩社中吳江人王錫闡、吳炎、潘檉章等往還。顧氏曾說：

「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錫闡。」王氏與友人仿司馬遷

《史記》體例寫《明史記》，歷數年，書稿成紀十、書五、表十、

世家三十、列傳六十。將完稿時，「明史案」發，書稿被焚。事

雖未成，卻可看作吳江文人勤於筆耕、發憤著書一例。

有清一代，吳江的盛澤、同里、松陵、黎里、平望、蘆墟

這六個鎮上先後建起九所書院，如盛澤的吳公書院、松陵學舍、

肄業公所，黎里的禊湖書院，松陵的松陵書院、震澤書院，同

里的同川書院，平望的藝英書院，蘆墟的切問書院等。一縣之

地，一朝之間，而九所書院，吳江的讀書風氣之盛，文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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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濃，由此可見一斑。

吳江文人勤於著述的風氣，當是從古今綿延的耕讀傳統中

醞釀出來。

吳江人氏的歷代著述，在 1994年編修出版的《吳江縣誌》

中，共選錄書目二百五十七種。其中民國以前的一百七十九種，

選入《四庫全書總目》的八十五種；民國時期三十六種，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四十二種。

單從《江夏費氏世譜》上看費家近現代人物，也能看出吳江

學風熾盛。如費延斄，同治四年進士，翰林院編修。其子費樹

蔚，喜讀近代名人傳記，過目成誦。兵部尚書吳大澂愛其才，

招為快婿。費樹蔚之子費鞏，自幼受父親和表兄柳亞子督責，

於復旦大學畢業後，赴巴黎、倫敦深造，在民國時期寫下了《英

國文官考試制度》（1931）、《瑞士政府》（1933）、《比較憲法》

（1934）和《中國經濟問題》等書。費孝通稍後寫下了《江村經濟》

（1939）、《生育制度》（1947）、《鄉土中國》（1948）等書。費家

姻親柳亞子在民國前後寫下了幾千首舊詩、幾百篇文言文、幾

十篇語體文和《南社紀略》⋯⋯

這些篇章中，激蕩著二十世紀初的時代風雲，預示著古老

中國的百年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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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時代氣息

費孝通出生當年，中國第一座水力發電站在雲南的螳螂川

鳴炮動工；第一次試辦的航空企業在北京南苑建造；第一屆全

運會在江蘇南京南洋勸業會場舉辦；連續三次的全國立憲派大

請願聲震朝野⋯⋯

是年，馬寅初（1882—1982）以出色成績取得美國耶魯大學

經濟學碩士學位，赴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

陳寅恪（1890—1969）就讀於德國柏林大學。其兄陳衡恪

留學日本畢業回國，興辦新學，任教於南通師範學校；

丁文江（1887—1936）在英國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大學主修

動物學、地質學和地理學；

吳宓（1894—1978）始聞遊美學務處通令各省招考遊美學

生，遂與諸同學赴省應考；

胡適（1891—1962）進美國康乃爾大學主修農科，後轉入該

校文理學院改習文科；

梁漱溟（1893—1988）在北京順天中學堂接受洋文總教習

和漢文練習的雙重訓練；

熊十力（1885—1968）在《庸言》連續發表文章，意在證明

「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並藉「證人學會」以文會友，甚而「風動

社會，左右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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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1893—1980）在蘇州公立中學接受軍訓，持新毛瑟

槍跑步、衝鋒、埋伏、變換陣式等，一一熟習；

劉海粟（1896—1994）在江蘇常州開辦圖畫傳習所，融中西

畫技法於一堂；

辜鴻銘（1857—1928）出版英文版《中國牛津運動故事》，

縱論東西文明，暢銷一時；

梁啟超（1873—1929）創辦《國風報》，向國民灌輸立憲政

治常識。初求溫和，不事激烈，但發現清政府玩弄立憲騙局後，

言論漸趨激烈，推動了各地立憲請願運動的勃興；

張謇（1853—1926）為敦促清廷著手立憲改革，主持江蘇省

諮議局通過決議，聯合各省諮議局代表共同赴京，向都察院遞

交敦促早日召開國會的請願書。

據費孝通回憶，他的父親費璞安（1879—1969）曾隨張謇組

織聯合請願活動，進京面見段祺瑞，籲請變法立憲，後曾擔任

吳江縣議會議長。

對於社會與文化的變遷，知識分子常常既先覺其至，又投

身其中。

那些可稱為大知識分子的人物，更是常得風氣之先，又引

潮流於後。

從上述人物 1910年的行蹤片段上，清末民初時期社會上的

新鮮風氣，不難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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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兩個時代之間，不曾隔著一堵牆。

新時代脫胎於舊時代，猶如嬰兒出自母體。

費孝通的出生，將為《江夏費氏世譜》世系表再添一筆，為

當時身處革新大潮的吳江費氏又添一丁。自伯益、費禕、費士

寅到費孝通的一脈世譜，背後是數千年中國歷史。吳江乃至蘇

南一方土地上的立憲呼聲，是二十世紀初整個中國救亡圖存、

奮發圖強的一處縮影，是數千年文明古國對現代世界潮流的響

應。世紀初的東方時空傳佈和激蕩著的全部歷史主題，都將成

為文化基因，伴隨著費孝通自然生命的育成和延續，融入他人

文生命全過程。

三、父母賢達，同開風氣

費孝通的父親費璞安，小時候接受私塾教育。在中國歷史

上最後一次科舉考試中，他考得生員資格。 1905年，清政府廢

除科舉制度，設立學部，興辦新學，命各省都送秀才出國深造，

費璞安有機會於當年東渡日本留學。

在「教育救國」思想影響下，他攻讀教育專業。學成回國

後，從在家鄉辦學開始，直到年邁離開公職，他把相當多心血

用於教育，人稱「江蘇近代教育史上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費家好友中，張謇是光緒年間狀元，清末民初著名改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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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業家和教育家，視實業、教育為「富強之大本」。張謇於 1903

年在家鄉南通初創中國第一個師範學堂—通州民立師範（即今

江蘇省南通師範學校）時，曾延請王國維等十多位學界先進做

教員。費璞安留學回國後，也曾應張謇之請，於 1909年 1月到

通州師範學校執教。費孝通的名字就出自父親這段執教經歷。

據費孝通說，費家與張謇兩家交情很深。張謇的兒輩屬

「孝」字輩。為紀念父輩友情和通州執教經歷，費璞安為小兒子

取名「孝通」。

1911年 9月，根據清政府頒佈的地方自治章程和縣會選舉

法，吳江縣選民選舉成立了縣議會，議員四十七名，費璞安是

其中之一。他當時在通州任教，未回吳江投票，但被選為議員，

還被選為議長。

10月 10日，武昌新軍起義，辛亥革命爆發，費璞安心嚮往

之。不久，他由通州到上海，與史量才一起籌備由張謇發起、

行將在滬舉行的全國農務聯合大會。

11月 5日，蘇州光復，費璞安回到吳江，以縣議會名義召

開民眾大會，商議光復吳江之事，又趕赴蘇州都督府，商定光

復日期。

11月 15日，蘇州都督府派革命軍荷槍實彈到達吳江。費

璞安在城隍廟召開民眾大會，並以縣議會議長身份就主席位。

當時，號鼓齊鳴，百姓歡呼，吳江、震澤的知縣抱著內裝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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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箱子，恭恭敬敬放在主座桌上。費璞安將官印取出，讓大家

驗明，交革命軍司令吳嘉祿執行銷毀，同時正式宣佈吳江光復，

聲明今後政權改為民主，議會是人民的代表，一切政事取決於

人民，並舉行了宣誓儀式。

此時，費孝通剛滿一週歲，費璞安剛過「而立」之年不久。

此後，費璞安立足的民主政治舞台不斷擴大。當時的吳江

縣議會確有實力，凡縣政預算決算以及地方興革諸事，均須由

議會議決通過，並確能根據定章切實辦事，這使費璞安感到大

有可為。在民國成立、各省議會成立、國會成立的局勢下，他

聯合吳縣、上海、常熟、如皋四縣議會，共同發起成立了江蘇

省的縣議會聯合會，在上海「也是園」設立機構，「深能反映當

時的民眾呼聲」。後來，吳江、吳縣、上海、常熟、如皋五縣

議會又倡議，聯合全國縣議會組織全國縣聯會，並推費璞安為

江蘇省晉京請願總代表。費璞安到京後，借賈家胡同吳江同鄉

會為會所，定期開會。各省代表又推舉他晉見段祺瑞，代表全

國人民呼號請願。費璞安在當時社會進步力量中的影響，由此

可見。

費孝通的母親楊紉蘭出身於當地名門。她從小承教於家

學，後來畢業於上海務本女學，受到良好教育。二十世紀初，

婦女解放的思潮激蕩著中國思想界，激勵著仁人志士。楊紉蘭

的思想也發生了強烈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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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紉蘭的同鄉金松岑，曾在上海愛國學社與鄒容、章太炎、

蔡元培一起鼓吹革命。 1903年，金松岑的力作《女界鐘》刊行，

這是中國最早闡發婦女解放的專門論著。書中用天賦人權、民

主、自由的新觀念論述婦女問題，以男女平等為主旨，主張從

入學、交友、營業、管財、出入、婚姻等六個方面恢復婦女的

自由權利。這本書刊行之前，金松岑有意請費璞安、楊紉蘭夫

婦作序。費璞安則讓妻子獨執其筆，一抒胸臆。於是，楊紉蘭

酣暢淋漓的《〈女界鐘〉序》，如晨鐘轟鳴，震響在清王朝氣數將

盡的沉沉暗夜：

溺於社會之人不知世界，溺於現在社會之人非獨

不知未來世界，並不知已往世界，男子且然，而況於

女子哉。女子者居社會之半部分，以平權之理論之，

女子亦居國民之半部分。國民者何也，有國家思想政

治思想者也。悲哉，我女子乃閨闥之外無思想乎！

悲哉，中國男子乃功名富貴之外無思想乎！雖然，男

子我不論，我論女子。方今女權墮地，女學不昌。順

從之外無道德，脂粉以外無品性，井臼以外無能力，

針繡以外無教育，筐笥以外無權利。膠蔽耳目，束縛

形骸，無論未來之新國民如羅蘭夫人、批茶女士、蘇

菲亞若安之流，言之適遭怪異，即中國已往人物如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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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謝韞、木蘭、馮夫人、梁紅玉、聶隱娘之流，亦

不過低頭咋舌，以為不可及，而如其奮發投袂，起而

傚之，則一以為魔怪，一以為風狂。群聚而嘩，不見

容於社會。宜乎蠢蠢鬚眉，塵塵巾幗，兩俱淪於黑暗

世界，以有今日之時局也。同邑金君著《女界鐘》約

三萬言，掊擊現在之社會，而提倡新中國、新國民，

將以警醒我同胞，出之於奴隸之陬，而登之於平權自

由之樂土。其文章則流麗芬芳，語長心重，其議論則

驚心動魄，一字千金。雖以錫綸之愚讀之猶且感動，

何況世不乏聰明才智之姊妹，苟開卷熟復，其必有奮

發投袂而起，以逐諸女傑之後塵者，則我謂此書為美

利堅之自由鐘可也，為批茶之五月花亦可也。

楊紉蘭（文中「錫綸」是她的字）這篇序言寫於 1903年，對

體察費孝通早年成長環境十分重要，可供後人從當時整個社會

狀況一直看到楊紉蘭的胸襟、見識、抱負。

父母親在費孝通出生前後這一番以天下為己任的作為，

在社會上是喚醒民眾的呼號；在家裡是充案盈室的高尚氣

氛。費孝通呼吸著這樣的空氣，在母親創辦的蒙養院中，一

天天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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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母親楊紉蘭和五個子女在吳江同里老宅門前
合影。費孝通在母親懷裡（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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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優先」

費璞安楊紉蘭夫婦養育有四子一女，費孝通最小。其上依

大小排序有大哥費振東，姐姐費達生，二哥費青，三哥費霍，

費孝通為幼子。

費孝通的父母投身社會進步活動時，把教育事業作為安身

立命之處。父親辦學教書，母親創辦蒙養院，各有天地，同開

風氣，視教育為最根本、最長遠的進步動力。國家如此，族群

如此，家庭亦如此。他們忙於社會活動，對兒女生活上管得不

多，教育上卻有全盤計劃，很下工夫，要使兒女都有機會接受

良好的教育。

費孝通幼年時期，費璞安上有母親和姨母，下有妻子兒女。

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全靠他一人的工資供養，家境並不寬裕。據

《吳江光復前後回憶》一文可知，辛亥革命爆發後，費璞安曾參

與發起組織紅十字會。當時要籌款製備擔架藥品，發起人中有

人捐一千元，有人捐兩千元。費璞安記載自己認捐時的情況說：

「我是窮漢，亦竭力寫捐五十元。」

捐五十元已是「竭力」之舉，家中境況可想而知。費孝通上

小學前後，父親任職於江蘇省教育廳，工資不多，乃至「微薄」。

家境如此，楊紉蘭既要維持九口人年復一年日常吃穿，更要保

證兒女教育費用，確實得花費不少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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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病重的楊紉蘭把孩子們叫到床頭，讓費孝通的三個

哥哥根據歷年家庭日用賬目作出統計，按各項支出畫成曲線，

列在一張表上。結果，紅線表示的教育費用高高居上。楊紉蘭

指著這張表對孩子們說，費家的理財原則是量入為出，教育優

先。家中所需的各項支出中，首先扣除教育費用，再以餘錢安

排其他，這就是「教育優先」原則。母親病床前這一幕情景和母

親的話，給費孝通留下了終生不滅的印象。

楊紉蘭有心讓兒女們都受到正規教育，然而家庭收入微

薄，須有特殊供養辦法。她讓五個孩子間隔開，上大學和讀專

科交叉安排，利用讀專科不用家裡花錢的條件，省出學費，確

保每個孩子都受到正規教育。在母親安排下，費振東就讀於上

海南洋大學（交通大學前身），成為南洋一帶著名華僑教育家；

費達生畢業於江蘇省立女子蠶業學校，後留學日本，成為國內

知名蠶絲業專家；費青由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後，留學德國，

成為著名法學家；費霍進入蘇州工業專科學校，成為建築工程

師；費孝通從母親創辦的蒙養院開始，小學、中學、大學，直

到清華研究院畢業後留學英國倫敦，取得博士學位，經歷了正

規教育從最基礎到最頂端的全過程，接受了嚴格而充分的學術

訓練，且有幸在清華和倫敦先後師從人類學大師史祿國和馬林

諾斯基，為日後取得卓越學術成果奠定了深厚基礎。

費璞安在江蘇省教育廳擔任視學一職，相當於後來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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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員。每年中，他有一多半時間在省內奔波，巡視各地的學

校，作實際情況訪查，回家就忙於寫調查報告。每當此時，家

裡書桌上就堆滿了他從各地搜集到的材料和巡視筆記。

對於這些，費孝通自有孩童式的好奇，有時趁父親不在家，

就去翻看。材料多是各所學校提供的情況介紹，有很多數據，

對一個孩子來說，未免枯燥。費孝通印象更深的是那些筆記。

其中有隨班聽課的現場記錄，還有評語。這些生動、具體而富

於現場感的筆記，融進了父親的調查報告，也融進了費孝通對

父親的早期印象中。

從現在可以見的費璞安遺墨看，他的毛筆字相當見功力。

但他每寫出一篇調查報告，都要請本鄉一位書法更端正的先生

抄寫出來。抄出以後，費孝通的二哥三哥就被指定作校對，一

人唸原文，一人對抄本。費孝通年紀還小，「只配在一旁陪坐」。

他後來寫《鄉土教材和社會調查》（1991）一文回憶當時情景說：

我當時識字不多，在旁邊看，不大懂他做這些事情的意義，但

是記住了這些事情。我一生的學術活動有兩個特點，一是搞調

查，二是寫文章，很明顯跟父親的影響有關。這就是父親對我

的教育，不是言教，是身教。

對費孝通影響更深遠的「身教」，是費璞安每次外出調查都

要帶回沿途搜求的地方誌書，逐漸積滿整整一個書架。這些記

載各地方地理、歷史、名勝、人物、民俗等的誌書，費孝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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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翻看。開卷有益，影響日深，他後來在燕京大學寫畢業論文

時，就是利用全國各地誌書中有關婚姻風俗的資料，在吳文藻

等指導下，寫出了《親迎風俗的地理分佈》（1933）。1938年，

費孝通在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完成博士論文 PEASANT LIFE 

IN CHINA（1939）時，把它看成「實際上是一本開弦弓村的鄉土

誌」。 1996年，費孝通接受一次採訪時，把自己六十多年的學

術成果概括為「現代鄉土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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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少年早慧  

五、確定「惟一的責任」

費孝通「一生性喜寫作」，源於家鄉水土營養豐厚，源於父

母教育有方，源於他十四歲上發表的一篇文章。

那時，費孝通已讀中學，他的姑父為他訂了一份商務印書

館發行的《少年》雜誌。他對這份雜誌一見鍾情。每一期來到

手上，都從頭讀到尾，一篇不曾放過。他後來在《少年》雜誌第

十四卷第七號發表《讀陳齡君通訊感》一文時，稱這份刊物是

「親愛的同伴」。

幾期《少年》讀下來 , 少年費孝通已經不再滿足於只當讀

者，他開始嘗試寫作，在自幼聽來的各種故事中選出比較有意

思的，寫成稿件，投寄給《少年》雜誌社。一個新年裡，第一期

《少年》照例送到了費家。費孝通回憶當時和以後的情形說：

我照例按篇章次序讀下去，直到最後的「少年文

藝」欄，突然驚呼起來，一時不知所措。原來我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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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去的那篇《秀才先生的惡作劇》已用鉛字印在了白

紙上。這種深刻的激動，一生難忘。它成了一股強烈

的誘導力，鼓勵著我寫作又寫作。我寫給《少年》雜

誌的稿子，在該刊的地位，從此也逐步從書末向前移

動，直到開卷第一篇。寫作就成了我抑止不住的愛好。

第二年，費孝通又在《少年》雜誌發表了《新年的禮物》。

這篇文中已出現了「全人類」的話題。他表達心情說：「新年的

快樂，本來不是少數人的，應該使得全人類都快樂。尤其是窮

人和老人，因為他們辛苦了一年，在一年的開始，應該特別地

使他們快樂⋯⋯」

費孝通出身當地名門望族，不曾有生活上的困苦，卻有很

強的同情心。他同情衣食艱辛的窮人，同情受人欺負的小工，

甚至同情被人誤解的小貓。

對世道人心的敏感、易感，對身邊不幸的傷感，經常出現

在費孝通青少年時期的文章中。他時常涉筆人間生死、草木枯

榮、心中悲歡、夢裡甘苦、母親手中的針線、清明時節的紙

灰⋯⋯尤其是帶有苦難因素的事情，諸如弱小受欺、庸醫誤人、

親友病故、志士捐軀之類，似乎更容易觸動他的心弦。費孝通

那一時期的作品中，落寞、蕭索、低沉、壓抑的氣氛，真實記

錄了他在那個時代和社會中見聞所及的民生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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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遠的地方，更大的事件，例如「四．一二政變」、李

大釗殉難、康有為辭世、王國維沉湖、內戰爆發、廣州起義失

敗⋯⋯也都在費孝通的關注和思索之中。他不僅思索，而且行

動，跟隨著大哥、二哥投身政治，參與革命，很是熱衷了一段

時間。不過，他不屬於天生的革命者，而是個天生的學者。事

實上，他最遲在十八歲上已「從政治鬥爭退隱到了學業當中」，

在東吳大學醫預科專心於功課和基礎訓練。

十七八歲的費孝通，已萌生了「從毫末辨流向，由現象看

本質」的自覺意識。所言「流向」，當指社會變遷流向；所說「本

質」，當是人類發展本質。

他在 1927年寫作的《聖誕節續話》中表示：「我很怕我在

『為人』的最後一刻時仍和現在一般的未認識人類究係何物，因

為我實在為了人類的行為雙目已眩了。」

剛剛踏進青年門檻的費孝通，已考慮到自己生命終點上對

人類的認識程度，內心深處已產生出非常真實的緊迫感。

1928年的春節初二晚上，他寫《年終》一文說：

過去的事究竟是悲多樂少，這是人人都能體會

的。……我哪有這許多心情來回味酸苦！……人

們本來有多少歲月供你不盡地虛空的回憶的消磨

呢？……在這荊棘蔓蔓的人生道上，隨處都給你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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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值得留意的事情，同時啟示你了宇宙人生的意

義。我這愚蠢的筆，固不能在道上隨處記出一些給後

面很努力趕來的同類們作一些參考，但是我卻又不願

這許多值得留意的東西，在未經人注意的時候，隨著

無名無聲的浪花流星般的息滅。我自己認為這是我

惟一的責任。

費孝通持續一生的文化思考與追索，由此正式破題。

六、從治病人到治社會

讀中學的時候，費孝通在初期作品中表現了出眾的文學才

能。父親費璞安有心讓兒子進一步深造，把他引領到同鄉大學

問家金松岑門下，拜師習文。

再早些，費孝通童年曾受父命背誦《滕王閣序》、《岳陽樓

記》等古文名篇，對這些千古流芳的文字衷心喜愛，如今又得父

執名家指教訓練，自然是「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

在金松岑指導下，費孝通圈點了《莊子》、《史記》兩部古

籍，閱讀、背誦更多的經典文章，對自己偏愛的蘇東坡、龔自

珍、魏源等大家手筆也下了不少工夫，得益匪淺。費孝通的中

學國文老師馬介之是金松岑的學生，他要費孝通多讀龔自珍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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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1927年夏，費孝通榮獲學校評出的「國文猛進獎」第一名，

他的名字被刻在了一個象徵策馬猛進的銀鐙上。這使他在接連

發表作品之外受到了又一份鼓舞。費孝通產生了傾向於文學的

志向。

在文學上，當時的費孝通不僅表現出創作才能，也開始表

現出研究潛力。

1928年東吳大學附屬一中的畢業紀念刊《水荇》，載有費孝

通的多篇文章，如《杜鵑與杜甫》、《植物學家龔自珍》、《文人

的自殺》和《關於曼殊的詩》等，涉及到的中外文學家有杜甫、

徐志摩、濟慈、龔自珍、芥川龍之介、屈原、蘇曼殊、郁達夫

等。這些文章可謂殊題同歸，無一不表現出費孝通在文學批評

方面的敏感與眼光。從杜甫詩中的杜鵑啼血聲裡，他聽出了杜

甫懷才不遇的浩歎、放聲一唱的沉雄和對亂世明君的期待；從

龔自珍遊記文章中寫到的麥、稻、松、棠、芙渠、玉蘭、文

杏⋯⋯他發現「沒有一處不在百忙裡夾述二句關於植物的記載，

而且用他植物學家的眼光來分析」；芥川龍之介的自殺，使他

想到屈原的「寧赴常流」，不長的篇幅裡，表現出了難能可貴的

比較研究意識；《關於曼殊的詩》更是相當道地的比較文學研究

篇章。

《水荇》刊載的費孝通這四篇文章，依上述順序先後寫於

1927年 11月 28日、 11月 30日、 12月 1日、12月 3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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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當中，寫了四篇文章，可謂快手。不光是快，文章中的文學

話題不時被費孝通引向與其相應的社會問題加以討論，這使他

的文章表現出有深度、有見地的趨向。

中學畢業後，費孝通進入東吳大學醫預科，成為東吳大學

學生會秘書。

東吳大學是一所教會學校，身處教會學校的進步學生們關

注祖國命運，有著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反帝國主義強權的情緒，

這導致他們和學校當局時有矛盾與衝突。

1929年，一次個人間的衝突引發了學生與校方的激烈衝

突，釀成學潮。大體過程是，費孝通同宿舍的一個好朋友孫令

銜去校醫院看病，被一個校醫打了一拳。學生們表示抗議，學

校當局卻袒護校醫，最終導致學生罷課。

後來，校方要開除罷課活動中學生會的鬧事者，費孝通也

在名單上。由於他平時學業成績優異，一向被教師們稱許和愛

護，他受的處分較溫和，免遭開除，只是被令轉學。但是他看

到不少平時常在一起的同學或被開除，或被強迫轉學，這些不

合理、不公平的事情刺激著他的良知，使他心不能靜，神不能

定。他不能不去想，學醫從醫到底能不能成為自己一生安心立

命的所在？

當時的行醫場面，費孝通自幼見過不少。病人去找醫生，

醫生只管看病，不管看人，往往是就病問病，開個方子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