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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革命文献的揭示、解读和研究

———以李季致蔡元培、胡适的１７通书信为例∗

□张红扬

　　摘要　随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民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民国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早期革命文献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文章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著

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李季在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２３年之间致蔡元培、胡适的书信１７通为例,从

特藏文献的发掘和揭示的角度出发,全面分析和研究其内容,展示了特藏文献研究的全过程.作

者提取并展现了书信中隐含的大量具有研究价值的重要信息,其中尤以蔡元培和胡适对李季的

马克思主义著译的指导和帮助为重点.
关键词　革命文献　李季　蔡元培　胡适　马克思主义著译

分类号　G２５６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６．０６．０１７

　　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民国史

研究的不断深入,民国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革命文献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早期革

命文献一般是指,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１９４９年左右,其间产生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

国的传播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及中国革命的发生

和发展的相关文献.
笔者在研读早期革命文献的过程中注意到,中

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

著作翻译家李季在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２３年之间曾致蔡元

培、胡适书信１７通.这批文献不仅是党史文献,也
是北京大学校史文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研究

价值.笔者意欲从特藏文献发掘和揭示的角度出

发,并结合人文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时代背

景、李季经历、书信内容、重要性及意义等方面进行

分析和研究,展示特藏文献细颗粒度发掘和研究的

全过程.
李季(１８９２－１９６７),湖南平江县人,又名原博、

卓之,字懋猷,号协梦、移山郎.１９１５年入北京大学

英文门,１９１８年毕业.五四运动中受到新思潮的影

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０年参与筹建上海共

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１５名成员

之一.１９２１年赴法国寻求留学机会,１９２２年辗转到

德国,入法兰克福大学经济系,１９２４年转入苏联东

方大学.１９２５年归国任上海大学经济系教授、社会

学系主任.１９２７年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社会

学教授.同年回平江,次年定居上海,以著译为生.

１９２９年加入托派,次年退出,重新以笔耕为业.新

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出版总署特约翻译,１９５０年在

«人民日报»同刘仁静一起发表声明,表示对既往参

加托派的历史的忏悔.１９６７年２月在上海去世.
李季在４０余年的著译生涯中,著有«马克思

传»、«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辩证法还是实验

主义»、«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我的生平»等书籍,
译有«社会主义史»、«通俗资本论»、«价值价格及利

润»、«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１－４卷)等,全部著译

文字在６００万字以上,著作甚丰,尤以马克思主义译

著闻名.他翻译的«社会主义史»,蔡元培特为作序,
被“上海各学校并选为国文读本”[１],此书还是使青

年毛泽东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三本书之一[２].
由于李季的托派经历,以往的意识形态话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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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内的研究,基本上将他排除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谱

系之外,对其译著的研究甚少[３].近年来,一些研究

者转换思路及研究方法,对李季的研究已经拓荒并

有一定成就.例如:吴海勇的«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

李季翻译经历考述»,以李季«我的生平»为经,纬之

以李季与蔡元培、胡适的通信等晚近史料,考述李季

从五四运动起到１９２１年党的一大召开前夕,所进行

的海外社会主义思潮译介工作[４].汤艳萍的«马克

思主义史家李季初探»,从李季译著对马克思主义的

引进着手,多维度地梳理其学术脉络,重新将他纳入

马克思主义史学谱系[５].刘霞的«对李季所著中国

首部长篇‹马克思传›的研究»,充分肯定了李季在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撰写的«马克思传».这部传记约７０
万字,是当时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论述最全面的

一部白话文的马克思生平传记[６].在这些新近的研

究中,笔者注意到,研究者援引的史实和文献,尤其

是关于他的马克思主义译著经历和过程的,大多来

自李季和蔡元培、胡适二位的通信以及他的自传«我
的生平».关于后者,据李季自己叙述,原本打算“作
成一本几万字的‘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的写实小

说”[７],且其中人物,均隐去真实姓名而用西文字母

代替,如非有严密的考证,作为史实来应用是缺乏可

靠性的.因此,虽然研究者们多利用李季和蔡元培、
胡适的１７封通信作为第一手资料来说明各自的观

点并形成结论,但是对于这１７通信本身却缺乏全面

系统的研究:这１７通信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为何

李季要与蔡元培、胡适通信? 通信的历史背景是什

么? 这些通信与李季当时所从事的马克思主义著译

是何种关系? 这是我们进行特藏揭示和研究所必须

回答的问题.

１　通信时间、时代背景及李季经历

１７通信件写于１９２０年３月１日到１９２３年２月

２０日.与胡适的１２通,与蔡元培的３通,同时写给

蔡元培、胡适的２通.其时五四运动虽落下帷幕,但
整个通信时段与新文化运动的时间基本重合.其间

中国共产党走过创党的准备期,在嘉兴南湖的船上

宣告成立,步入了建党初期.李季１９１８年后曾在北

京大学预科担任英文教员和文化教员,因英语口语

不佳被迫辞职.后为解决生活问题,曾去山东一家

煤矿做英文秘书,又曾跟随陈独秀去广东寻找发展

机会未果,于是心生赴欧留学之意.与蔡元培、胡适

通信期间是李季著译创造力勃发的阶段,他著译４０
载,共约完成３１部(篇)译作,在与蔡元培、胡适通信

的的三年间,就完成了其中的１３部(篇),译著包括

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罗素的«到自由之路»(与沈

雁冰、黄凌霜合译)、Idarley的«工团主义»、列德莱

的«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托尔斯泰的«现代的奴隶

制»、马克思的«价值价格及利润»、威尔的«科学的社

会主义之原理»、普奈西的«不要调和»、马克思的«通
俗资本论»,论著有«马克思传»和«社会主义与中国»
等.在与蔡元培、胡适的通信中,这１３种著译均被

提及甚至作详细论述.

１７通信件书写的具体时间和收信人见表１.
表１　李季１７通信件书写的具体时间和收信人

编号 信件日期 收信人

１ １９２０．３．１ 胡适

２ １９２０．６．２７ 胡适

３ １９２０．９．１ 胡适

４ １９２０．１０．３ 胡适

５ １９２１．６．２ 胡适

６ １９２１．７．１１ 胡适

７ １９２１．８．２１ 胡适

８ １９２１．９．１１ 胡适

９ １９２１．１０．５ 致胡适

１０ １９２１．１０．２３ 胡适

１１ １９２２．２．１４ 胡适

１２ １９２２．５．２ 蔡元培、胡适

１３ １９２２．６．１２ 胡适

１４ １９２３．２．２０ 蔡元培、胡适

１５ １９２２．７．１５ 蔡元培

１６ １９２１．８．２１ 蔡元培

１７ １９２１．１０．２３ 蔡元培

２　李季与蔡元培、胡适通信的主要内容

２．１　关于马克思主义著译的问学

李季与蔡元培、胡适通信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

内容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著译的问学.此处“问学”一
词是指求教、请益之意.通信中主要问学的著译及

内容如下.

２．１．１　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的翻译

李季所译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是其成名之

作,也是其影响最大的译著.李季曾就该书的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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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翻译细节请教胡适.在１９２０年３月１日的信中,
告知已将«社会主义史»第一章译出,请胡适“将译稿

看一遍”,并“请将不对的地方代为修改一番”[８].同

时,请教专有名词的翻译问题.如“社会主义学说”
一词,因在英文中有thetheoryofsocialism 和the
socialistictheory两种表达,请问胡适究竟应当如何

翻译[９].还有,“英文中的书名有时加上的 quotaＧ
tionmarks,在中文中如何表达,是用引号还是用直

线?”[１０].随后,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给胡适的信中告

知,“上学期所译之‘社史’,经生两次修改,已将一切

错误,及不妥当之译音译名等除去了.孑民先生曾

亲看一遍,并赐长序一篇,(见八月廿一日晨报第二

张).生本想请夫子作序一篇,因夫子远在南京,故
不能为愿.”[１１]

２．１．２　列德莱的«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的翻译

关于列德莱的«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的翻译,
李季就翻译的缘由、书名及专有名词的翻译、小数点

的翻译表达法、自序的审定、请求作序等致信胡适.
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的信中,告知该书是张申府交待

他翻译的,他自己对于该书的看法是,“此书前半部

多理论,缺乏统系,后半部记１９１４后各国社会党派

的行动,较前半部为佳.克卡朴的社史至１９１３年为

止,此书记１９１４年以后的事,可与克氏书相衔接,故
生想将他翻译出.”“但名称尚不易定,仍请夫子代

译.”另外还有一专有名词,“guildsocialism 之guild
这个词应为何译? 请一并示之”[１２].在１９２１年致

胡适的信中,请求道:“列德业的事略,做了一篇序

言,今特抄好寄上,内中若有不妥的地方,务请你代

为改正,刊在译稿前面.又附上列氏的相片一张,请
登在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的卷首.”[１３]在１９２１年９
月１１日的信中,又告知胡适:“我从前译书时,遇着

了百分法的数目如３６．４％之类,按照一位留美学生

的说法,一直译成百分之三十六又十分之四.当时

没有细想,即照他的话写下来.现在实地计算起来,
才知道这话确是错了,上式译成中国话,应为百分之

三十六又千分之四,但念起来实不便当,仍应照算学

原式译为百分之三十六．四或百分之三十六,小数点

四.余此可以类推.先生接此信后,请即转告校译

稿的各位先生遇见此等错误务必随时改正[１４]”.
在上通致胡适的信中,同时附一不封口的信给

蔡元培,主要请求事项是求蔡先生为该书作序,“生
此次所译的«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一书既可为前

书(即«社会主义史»,本文作者注)的续本(此书较社

史更平允),务请先生将译稿(译稿在何处询适之先

生)翻阅一遍,再赐一序,(生此次在船中,自作一序

寄与适之先生,内中有列德莱的小传,先生阅译稿可

一并阅之.)至其余四种译稿,先生如有暇,各赐一

序,至所盼祷,但如事忙不暇,及此,生万不敢强求;
不过 «社 会 主 义 之 思 潮 及 运 动»的 序 务 望 俯 允

所请.”[１５]

２．１．３　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翻译

在１９２２年２月１４日致胡适的信中,李季就«资
本论»的翻译版本的选择及翻译计划向其汇报,并请

胡适为其留意,如国内已有人翻译了请通知他以免

重复翻译.李季先是“将英文«资本论»与德文«资本

论»对看”,“英文«资本论»所分的句段与原文不相

符,并且有许多不对的地方.德文«资本论»亦有两

种,一种是昂格思(Engels)所订正的,一种是考茨基

所订正的(１９１４年),我将两种比较一下,觉得后一

种最好(英文«资本论»是依据德文«资本论»第三版

翻译的,但现在所流行的德文«资本论»都是第九版

的订正本,这是指前一种),因为考氏将(一)«资本

论»中的外国名词核加以德文的注释,并将书中所引

的法文、拉丁文等全部译成德文,(二)将内中的错误

颠倒之处加以改正,(三)加入许多注释,(四)将书中

所引的人名加上数语,叙出他们的生存时代及职业.
可惜考氏所手订的资本论只有第一卷(他因应社会

民主党请求,特订正此书,以便德国工人购读),并没

有第二、三两卷.我来德的最大目的是研究马克思

主义,现已购得马昂两氏的著作及他人对于马氏的

评论等著作七十余种,计九十多本,行将加以缜密的

研究,并拟于今年五六月时间始翻译«资本论»((真
不容易翻译,我想国内必没有人着手译此书,但先生

如有所闻,务希随时示知以免我白费劳力.”[１６]１９２２
年５月２日致蔡元培、胡适的信中又一次提到将于

课余开始翻译«资本论»[１７].

２．１．４　著«马克思传»
以译著见长且首译成名的李季,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５

日给蔡元培的信中最早披露要著一部大书[１８].在

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０日的一通长达８千余字的信中,向

两位亦师亦友的尊长详尽严密、淋漓酣畅地介绍了

写作«马克思传»的状况.该信仿佛一篇论文,有观

点、有论述、有结论[１９].
信中首先说明了由译转著的原因,一是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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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书籍可以阅读;二是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

有无数的名师可以担任导师,优越的学术环境可以

使学问精进.来德的主要目的是研究马克思主义,
到德后陆续购得马克思主义著作一百余种,通读了

一遍后,感到要从马克思传记入手来进行深入的马

克思主义研究.李季并引用适之先生语:“自古成功

在尝试”,认为自己“也不能不尝试尝试.”[２０]李季比

较了当时较为著名的两种传记,美国斯巴哥 (J．
Spargo)的«马克思传及其著作»(KarlMarx,His
LifeandWorks)和莫尔林(Mehring)的«马克思»
(KarlMarx).李季认为斯巴哥的书不能称为«马
克思传及其著作»,因为对其重要著作«资本论»涉及

甚少,论述无物,且错误较多,材料缺乏裁剪,不甚有

价值.相较而言,墨尔林的«马克思传»却是杰作.
但杰作也有问题,它只注重当时的政局,忽略了马氏

的学术.两书共同的缺点是,生平重要事实有缺失,
且从作者各自的国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问题一字

未提[２１].
李季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马克思传及其学

说»,拟分上下两卷,两卷计划在３０万字以上.实际

后来出版的«马克思传»仅上卷(共３册)就７０万字.
李季计划按照马克思的生平,将全书分为四章:少年

时代(学业时期,１８１８－１８４３)、壮年时代(奔走时期,

１８４３－１８４９)、中年时代(修养时期,１８４９－１８６７)、晚
年时代(成名时期,１８６７－１８８３).并将同一性质和

同一种类的事集中呈现,避免像上述两书那样,散见

于全书各处,使读者不能一目了然.在取材上,第三

章的第七节“研究室中的成绩”决意要突出马克思在

学术理论上的奋斗历程;第二节“文字生涯”中,突出

马克思叙述中国问题的五、六千字;第四节之所以加

了“拉塞尔”(国家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唯心

主义者)一段,原因在于,拉塞尔的理论与马克思的

学说是对立面,介绍他有比较鉴别之意义,有助于更

深刻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因此不是蛇足.此外,对于

马克思的性情习惯也尽情描写,以使传记栩栩如生.
李季特别告慰两位师长,该书全部为自己的研究成

果,“除引用的资料外,内中没有一小节是从斯、墨两

氏的书上或任何书上抄的.这是生可以问心无愧”.
李季并“特将第二章«共产党的起源»末尾数节,第三

章«共产党的崛起»中间数节和«研究室中的成绩»起
头数节,另纸抄呈,请求指教.待全书告成时,当即

呈上,请各赐一序.”最终,蔡元培为其做序[２２].

２．１．５　通信中提及的其他著译

李季与蔡元培、胡适的通信中,除了较为详细地

请教上述４部著译外,还提及下面６部译著以及２
篇文章.在１９２１年８月２１日致蔡元培的信中告

知:“今上年发奋译书,计共译出名著五种.１．美国

列德莱博士«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２．美国威尔

«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原理»;３．德国马克思的«价值、
价格及利润»;４．德国里普奈西德«不要调和»;５．俄
国托尔斯泰«现代的奴隶制»;约 ５０ 万言.”[２３]在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３日给胡适的信中提及,“近来正译

HarleysSyndicalism,大约月底可以告竣.生近日

译书颇少困难之处,亦不复拘泥字面;然仍得夫子从

前指导之力,决无此等进步.”[２４]另外还有两篇文

章,在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５日给蔡元培的信中提及,是其

替«新青年»所作«马克思主义研究发端»及«爱国主

义与中国学生»[２５].

２．２　关于学习及生活的情况汇报以及出版、稿费及

经济援助要求

李季在信中多次向蔡元培、胡适两位师长汇报

其在国内所到之处以及在法国、德国的生活、学习状

况.总的来说,学习和著译情况尚好,但经济情况一

直捉襟见肘,因此多次在信中请求蔡元培、胡适二先

生出手相助.例如在上述１９２１年８月２１日致蔡元

培的信中所提及的五部译著均由胡适帮助介绍,售
于世界丛书社.李季由法赴英,即以此译著稿费为

留学费用[２６].此外,译稿的转交、出版、稿费领取等

琐事也交给胡适办理.１９２１年６月２日的信中,李
季将自己所译的«工团主义»和«价值、价格及利润»
两书的译稿寄给胡适转交商务印书馆陶孟和.“你
接到我的译稿后,请即写一信通知我.”“英文毕业证

书如尚未办好,请代为一催.”[２７]在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５
日给蔡元培的长信中诉说道,因马克跌价,购进待升

值,结果继续下跌以致损失惨重.加之购买了八百

多部书,手头马克将尽,委托先生询问胡适,一是催

商务的译稿费,二是请胡适先生转告出版社,希望每

千字增加一元稿费,并请换成英镑寄来,“若再延迟,
真不知死所了.”[２８]在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０日给蔡元培、
胡适的信中说:“数日前接到适之先生嘱商务印书馆

所汇英金５０镑,虽好像大旱中的甘霖,”但还了各种

帐后,“余数只能勉强支持三四个月,望孑民先生于

接到此信后,即为生汇英金五十镑来德,使生得专心

求学,兼得把«马克思传及其学说»下卷著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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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季在与蔡元培、胡适两人的１７通信件中,一
再表露出他研究和著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雄心与他

的经济困窘的现实的矛盾.求助于蔡元培、胡适两

位师长,是为了解决衣食住行,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

标,正如他在１９２１年７月１１日写给胡适的信中所

说:“我是愿意往前极力奋斗的,但我希望你帮助我

奋斗,庶几我可减少许多痛苦!”[３０]

３　李季与蔡元培、胡适关于马克思主义著译的通信

意义及重要性

通过对以上１７通书信内容的分析可见,李季对

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有相当深度和广度,体现

了早期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弥补

了建党前后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不足.李季

向蔡元培、胡适两位的求教和请益不仅使李季个人

获益非浅,而且客观上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

国的传播.

３．１　李季问学的进益

由于目前披露的１７通书信只是李季方面的去

信,尚未见蔡元培、胡适的回信,是否李季的每一求

助都得到落实,无法一一考证,但从李季的日期较后

的信中以及著译的出版序言中可以看出蔡元培、胡
适给他的丰厚教益和帮助.

蔡元培作为其时的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京大

学,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在全国知识界拥有至高

的声誉和地位.蔡元培应允李季,为«社会主义史»
和«马克思传»两书作序,实际上给李季的译作作了

最好的“营销”和“宣传”.首部译作«社会主义史»的
成功,除了李季本人的努力外,与蔡元培的提携也不

无关系.李季在１９２１年８月２１日给蔡元培的信中

说道:“生前次所译的«社会主义史»承先生赐序,将
其中优劣之处一一道破,读者称道不衰,上海各学校

并选为国文读本;”[３１]«社会主义史»译者序中,李季

特别交待译书过程中“蒙蔡孑民先生代译好些德法

文书报名,胡适之先生指示疑难之处,张申府先生改

正各专名词的译音[３２]”.１９２９年,蔡元培为李季所

著的«马克思传»封面题字,并撰写序文:“今人以反

对中国共产党之故,而不敢言苏俄,不敢言列宁.驯

致不敢言马克思,此误会也.吾人研究中国共产党

所由来,或不能不追溯马克思;而研究马克思,不必

即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且研究与盲从不同.研

究马克思,不必即信仰马克思.孙先生于民生主义

讲演中,承认马克思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而亦历举

其误点,是研究之结果也.现今各国反对共产党,敌
视苏俄者甚多,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则无不有译

本.我国马克思学说之译本,亦渐渐出版矣,应论世

之人之需要,于是马克思传亦为当务之急.李季君

前在德国,专研马克思;所草马克思传,汇前人所作,
而辨其异同,正其讹,庶有以见马克思之真相.于出

版之期,辄题数语,为之介绍.”[３３]

李季给胡适的信中均称“适之夫子”,落款均署

受业李季.胡适仅年长李季一岁,而生平遭际十分

不同.１９１７ 年 ２６ 岁的胡适已是北京大学教授,

１９２２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１９３２
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早早

暴得大名.对于胡适,李季既执弟子之礼,同时书信

行文中有时也不拘小节,表现出亦师亦友的关系,有
尊敬,也有老友和同龄人间的随意和率真.如在

１９２１年７月１１日的信中,就一些事务性工作求其

帮忙:“你接到此信后,望你特别通融,即予我一封认

可的回信(望用快信).至于致上海商务馆领钱的凭

据,请你从信中寄给我,否则迳寄上海.我现在家内

静候你的快信,你的信一到,我即起(应为启)程赴

沪.[３４]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３日的信中,对病中的胡适表达

了非常的关切,并详尽地将自己养病的经验告诉

胡适[３５].
关于胡适和李季的关系,不能不提及的是李季

针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著的«胡适的中国

哲学史大纲批判».胡适晚年曾和唐德刚提到:“批
评我的书,李季写的还比较好.[３６]”顾冠群说:“用唯

物辩证法去研究国学,李季先生虽没有成功,但不能

不说是一个大胆尝试.[３７]”李季对胡适的批评实在

是由于道不同、信仰不同以及治学方法的不同,并非

个人恩怨一语可蔽之.
李季能够在马克思主义著译方面取得成就,他

的天赋、才华以及刻苦勤奋是基础,蔡元培和胡适在

其中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他们在李季国外求学、著
述、学术成果出版的整个学术过程中给其提供了重

要的精神支持和物质支持,从１７通信件中我们可见

师生互动、灵感激发、感情交流、问学解惑、学术支

持、经济援助,以及李季在法国、德国留学期间经济

状况不佳时的情绪宣泄和精神需求.因此,蔡胡两

人不仅起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而且是李季的

精神及经济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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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蔡元培、胡适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

蔡元培、胡适等人营造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
为新思潮、新思想在北京大学及当时的知识界的传

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客观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的强大影响力和

感召力激励着无数有志青年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将

研究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的李季,就是其

中较为杰出的一位.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有明

确的既定目标,并迳直到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地德国

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李季可谓凤毛麟角.李

季与蔡胡两位师长的１７通书信表明,他是目前发现

的在马克思主义著译中得到蔡元培、胡适教益较多

的一位.与蔡元培、胡适通信的三年中,李季的个人

著译取得了丰硕成果,达到了个人创造力的高峰.

４　结语

通过对李季致蔡元培、胡适１７通书信的深入分

析和研究,我们发现,文献的细颗粒度发掘和深度揭

示对于李季研究有着积极的拓展作用.以往的研究

者们认为,在苏联十月革命及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

党的创建时期及成立初期,李季翻译了大量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著作,弥补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

克思理论上的不足,对马克思主义的在中国的传播

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上述的文献分析,我们发现,
在李季的贡献之中,也凝结了蔡元培、胡适的智慧和

贡献.１７封书信中隐含的大量有关蔡元培、胡适对

于李季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译的指导、建议和帮助的

信息将给予研究者新的启示.
胡适先生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研究工作的

推进需要寻求证据,而证据往往发现和形成于文献

的详尽研读和深度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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