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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梁實秋先生的事蹟與著作 

第一節 梁實秋先生的生平事蹟 

一、 梁實秋的誕生與家世 

  梁實秋先生於清光緒廿八年十二月初八(西元一九Ο三年一月六日)子時，生於北京

內務部街二十號。原籍浙江省錢塘縣(今杭州市)。他的父親咸熙先生，字績三，為前清

秀才，北京同文館英文科畢業，有良好的國學修養，在京師警察廳服務，好金石小學。

母親沈舜英，杭州人，生有子女十一人。實秋排行第四。他的父親為他取名治華，字實

秋；長大後，筆名有秋郎、子佳等；後來專以字行。 

二、 梁實秋的童年教育 

清光緒卅三年(西元一九Ο七)，梁實秋在父母的督導下描紅、認字。稍後和長他兩

歲的大哥治光，一起在內務部街西口內路北的學堂上學，因校門橫楣上有磚刻的五個

「福」字，故稱之「五福學堂」。後來學堂關門，他的父親只好在西院書房裏開辦一個

書塾，請清朝拔貢賈文斌先生教授梁實秋和他的大哥、二姐讀書１。 

清宣統二年(西元一九一Ο)，梁實秋九歲，和大哥一起就讀大鵓鴿市陶氏學堂；這

是前清大吏陶端方所設立，收費甚昂；他的父親要子女受新式教育，所以把幾個孩子全

都送進這所學校。但他沒讀上幾天，就產生強烈的反感與厭惡。梁實秋在〈我在小學〉

中，說： 

  

所謂新式的洋學堂，只徒有其表。我在這學堂讀了一年可以說什麼也沒學到，除 

非是讓我認識了一些醜惡腐敗的現象２。 

 

清宣統三年（西元一九一一）十月十日，革命黨在武昌起義成功。學校解散。這時

梁實秋十歲３。 

          三、 梁實秋進入正式小學受教育 

  民國元年(西元一九一二)一月一日，孫中山先生到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建立中華

民國。孫先生為避免內戰，向參議院推薦袁世凱為繼任大總統。袁世凱不願來南京就任，

                                                 
１見梁實秋的〈我在小學〉，《秋室雜憶》，(台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 3月再版)頁 2。   
２見梁實秋的〈我在小學〉，《秋室雜憶》，頁 2。 
３見梁實秋的〈我在小學〉，《秋室雜憶》，頁 4。梁實秋先生自述年齡是按照中國傳統農曆的算法，也合乎
寫年譜的辦法，梁實秋在實際出生年(1903)還不足一歲時，就必須算做兩歲。說據胡百華〈畢生厚實帶
玲瓏— 側記梁實秋先生晚年生涯與生平〉，收入《雅舍的春華秋實》，(臺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12
月初版)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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嗾使陸軍第三鎮曹錕部隊，在二月廿九日夜發動兵變，在北平、天津到處搶劫、燒房子。

梁家的投資商店亦皆被燬，家道從此中落 4。 

  兵變過後，梁實秋和他的大哥，進入位在東城根新鮮胡同的公立第三小學。他讀高

小一年級。主任教師周士棻先生，教國文、歷史、地理、習字，兼管訓育課「修身」。

周先生頗受學生的尊敬與歡迎。梁實秋說： 

    

周先生是我真正的啟蒙業師。......他特別注意我們生活上的小節，例如鈕扣是

否扣好，頭髮是否梳齊，以及說話的腔調，走路的姿勢，無一不加指點。......

我的課業本子永遠不敢不保持整潔。老師本人即是一個榜樣。他布衣布履，纖塵

不染，走起路來目不斜視，邁大步昂首前進，幾乎兩步一丈。講起話來和顏悅色，

但是永無戲言 5。 

 

周先生在他的心目中幾乎是一完人。 

民國四年(西元一九一五)初夏，梁實秋先生十四歲，高小畢業，參加京師學務局舉

辦全市應屆畢業生會考。國文的試題是「諸生試各言爾志」。他在打草稿時候，一時興

起，使出周老師所傳授的草書千字文的筆法，雖說不上龍飛蛇舞，卻也自覺得心應手 6。

學務局局長親臨監考，看見他寫的草書，留下特別的印象。榜發之後，他得了第一名，

獎品有：一張褒獎狀，一部成親王的巾箱帖，一個墨盒，一副筆架、筆墨之類 7。 

   四、 梁實秋進入清華學校的生活與事蹟 

  (一)考進清華學校 

民國四年(西元一九一五)，梁實秋先生在北京大興縣署申請改籍京兆大興縣(即今北

京)獲准，所以能夠在天津報考清華學校；直隸省配額五名，省長朱家寶親自主持複試

口試；他以第一名獲取 8。梁實秋在〈清華八年〉中，說： 

  

我原籍浙江杭縣，本應到杭州應試，往返太費事，而且我家寄居北京很久，也可 

算是北京的人家，為了取得法定的根據起見，我父親特赴京兆大興縣署辦理入籍 

手續，得到准許備案，我才到天津省長公署報名 9。 

 

清華學校的創立，是由於民國紀元前四年（西元一九○八），美國老羅斯福總統決

                                                 
4見梁實秋的〈我在小學〉，《秋室雜憶》，頁 5。 
5見梁實秋的〈我在小學〉，《秋室雜憶》，頁6-7。 
6見梁實秋的〈我在小學〉，《秋室雜憶》，頁 11。 
7見梁實秋的〈我在小學〉，《秋室雜憶》，頁 11。 
8說據梁實秋的〈清華八年〉，《秋室雜憶》，頁 14。 
9見梁實秋的〈清華八年〉，《秋室雜憶》，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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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退還「庚子賠款」，半數指定用於教育用途；所以清華學校的學制比較特殊，事實上

是留學美國的預備學校，不屬教育部管理，校長是由外交部派任。每年招考學生的名額，

按照各省分擔庚子賠款的比例分配１０。 

這年初秋，梁實秋進入清華學校中等科一年級，是為「癸亥級」；同級有顧毓琇１１、

梁思成１２、孫立人１３、吳景超、熊式一、吳文藻１４等九十多人。梁實秋在〈清華八年〉

中，提到這些同學後來均有卓越的成就：「如孫立人之於軍事，李先聞之於農業，李方

桂之於語言學，應尚能之於音樂，徐宗涑之於水泥工業，吳卓之於糖業，顧毓琇之於電

機工程，施嘉煬之於土木工程，王化成、李迪俊之於外交⋯均有卓越之成就１５。」 

   (二)組織「戲墨社」 

梁實秋升上二年級後，和同學吳卓、張嘉鑄等，組織「戲墨社」。他們每天練習書

法，連續兩年。他在〈清華八年〉中，說： 

 

我六點就盥洗完畢，天朦朦亮就和幾位同學走進自修社，正襟危坐，磨墨寫字，

如是者二年，不分寒暑，從未間斷１６。 

 

           (三)「新文學運動」與梁實秋 

  民國六年(西元一九一七)一月四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聘陳獨秀為文科學

長，胡適首先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今人應當創造今日的

新文學。二月，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提出現代作品要寫的是富有現代意義的生

活、情思和知識，而不是封建意識、腐化生活和落後觀念。此外，還有錢玄同、沈尹默、

劉半農等人一起發動了「新文學運動」，主張現代人應用現代語來寫作文章。七月，胡

適從美回國擔任北大教授。在回國途中聽到張勳進入北京，擁立宣統復辟的消息。所以

他們認為也要從國人思想改革，決定一方面提倡「新文學運動」，一方面提倡「新文化

運動」，欲在思想與文藝兩方面建立革新的基礎。八月，魯迅開始加入這個運動。 

  孫中山先生因張勳事件，認為北洋軍閥執政，一再蹂躪民權，破壞約法，腐敗無恥，

不可救藥，遂南下廣州，在九月一日成立大元帥府，以戡定內亂，維護約法，鏟除北洋

                                                 
１０說據梁實秋的〈清華八年〉，《秋室雜憶》，頁 14。 
１１顧毓琇(字一樵) ，赴美後，就讀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回到中國，歷任大學院長、校
長、教育部政務次長及上海教育局長，1959年當選第三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現職是美國賓夕凡尼亞大
學榮休教授。   

１２梁思成，梁啟超之子，赴美後，在賓州大學攻讀西方建築學，是中國第一位研究建築史的學者，妻子
林徽音女士則是她在建築學方面的助手。 

１３孫立人，是中國現代最傑出的將領。曾經為了抵禦外侮，投筆從戎，南征北討，建立無數戰功。  
１４吳文藻在 1929年以優異成績獲得博士學位，回到中國後，發現當時社會全盤洋化，於是喊出了「社會
學中國化」的口號！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中國化的最早提倡者，也是中國邊政學的最早發
起人之一。 

１５見梁實秋〈清華八年〉，《秋室雜憶》，頁 46。 
１６見梁實秋〈清華八年〉，《秋室雜憶》，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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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號召天下１７。 

  民國七年(西元一九一八)一月，《新青年》完全改用白話撰稿。胡適、沈尹默、劉半

農、劉大白等人用白話作新詩，不講格律，形式自由，稱做「自由詩」１８。新文學運動

在當日遂形成一股狂飆。梁實秋先生生長在這樣的時代，沐浴風氣之中，對於他後來寫

作的生涯自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四)梁實秋對「五四運動」的看法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國國務院總理段祺瑞受日本誘惑，參加英、法等協約國，

對德、奧等同盟國宣戰，並派遣勞工，支援糧食。到民國七年(西元一九一八)十一月十

一日，大戰結束，協約國戰勝，同盟國戰敗。 

  民國八年(西元一九一九)，雙方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和會，訂立和約；我國是協約

國的同盟之一，以為可以收回德國在我國山東的權利，沒想到卻由日本承繼；我國代表

力爭無結果，消息傳回國內，北京各大學學生三千多人，在五月四日下午三時齊集天安

門，發動愛國運動，遊行示威至英、法、美、義各國大使館，表示我國人民的意見 17。 

清華學生也參與罷課、罷考。五月十九日以後，北京學生持續在街頭對群眾講演。

梁實秋也跟隨清華學生進城，參加這次愛國運動。在〈清華八年〉中，他談到當時的情

況影響與個人感想，說： 

 

五四運動原是一個短暫的愛國運動，熱烈的，自發的，純潔的，如擊石火，似閃

電光，很快的就過去了；可是年青的學生們經此刺激震動而突然覺醒了，登時表

現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氣，好像是蘊藏壓抑多年的情緒與活力，一旦獲得了迸發 

奔放的機會，一發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禦。當時以我個人所感到的而言，

這一股力量在兩點上有明顯的表現：一是學生的組織，一是廣泛的求知欲１９。 

 

他接著又說明當時學生的自治會組織與旺盛求知欲： 

 

在這以前，學生們都是聽話的乖孩子，對權威表示服從，對師長表示尊敬。五四

以後完全不同了。學生要求自治，也要過問學校的事。清華的學生會組織，分評

議會與幹事會兩部分。評議會是決議機關，我在清華最後幾年一直是參加評議會

的。我深深感覺「群眾心理」是很可怕的，組織的力量如果濫用也是很可怕的。 

(我們)求知的慾望也變得非常旺盛，對於一切的新知都急不暇擇的吸收進去。我

                                                 
１７說取方祖燊〈中國新文學運動〉(前期)，《方祖燊全集》第九冊《文學批評與評論下編》，(臺北，文史
哲，1999年初版)頁 413-414。   

１８據方祖燊老師的意見補充。  
 
１９見梁實秋〈清華八年〉，《秋室雜憶》，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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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進城在東安市場、勸業場、青雲閣等處書攤旁邊，不知消磨多少時光，幾乎

凡有新刊必定購置。我記得仔細閱讀過的有：胡適的《實驗主義》、《嘗試集》、《中

國哲學史》，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域外小說集》，王星拱的《科學方法論》，

潘家洵譯《易卜生戲劇》，《少年中國》的叢書，《共學社》的叢書，《晨報》等等。

《新潮》、《新青年》等雜誌更不待言是每期必讀的 20。 

 

(五)梁實秋與同學組織「小說研究社」 

五四之後，我國知識分子受五四運動的新思潮影響，紛起組會結社。民國十年(一

九二一)一月，文學研究會在北京成立，由鄭振鐸、沈雁冰、周作人、許地山、王統照、

葉紹鈞、孫伏園等十二人發起，主張「為人生而藝術」，揭舉自然主義與寫實主義，以

反映現實與人生，著重發表創作，翻譯外國文學，整理舊文學與出版叢書，主要以上海

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為會刊，後來遷往上海，此外還有《文學旬刊》、《詩月刊》

等，造就了不少詩人與作家，如冰心、朱自清、巴金、汪靜之、俞平伯等，會員很多遍

佈各大城市。 

五月，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張資平四人，在日本東京發起成立「創造社」，

主張「為藝術而藝術」，唯美文學，傾向浪漫主義，抨擊文學研究會「為人生而藝術」

的寫作方向。創造社後來發行的主要刊物，有《創造季刊》（1922.5）、《週報》（1923.5）、

《月刊》（1926.2）等 21。 

在這樣的思潮影響之下，梁實秋二十歲；他也在這一年三月，和同學顧毓琇、張忠

紱、翟桓等人，在學校裡發起組織「小說研究社」，並向學校借了一間空寢室作為會所。

他們編譯了一本《短篇小說作法》。十一月，他認識了比他高兩級的聞一多。聞一多建

議把「小說研究社」改為「清華文學社」；朱湘、孫大雨、聞一多、謝文炳、饒子離、

楊子惠等，加入成為新社友 22。 

        (六)梁實秋與程季淑的愛情及情詩 

  民國十年(西元一九二一)，梁實秋升入高等科三年級的上半年，結識了程季淑小姐。

程季淑，安徽績溪人，生於清光緒二十七年(西元一九○一)。這年六月，她二十歲，畢

業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堂師範本科，時在女高師附小任教。他們倆人是由程季淑的同

學好友黃淑貞(字湘翹)正式介紹認識的。黃淑貞，女高師體育系畢業，她的父親是梁實

秋的父親的警察廳同事。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珠巢街女子職業學校裡。其後，他們每逢

星期假日，就時相約晤，中央公園、北海、太廟等處都留下了兩人的儷影 23。 

  愛情給梁實秋的生活鍍上了一道虹彩，倩影縈心，寢饋難安，也激發起他洶湧而來

                                                 
20見梁實秋〈清華八年〉，《秋室雜憶》，頁 37。 
21據方祖燊〈中國新文學運動〉前期寫成，台北文史哲出版的《方祖燊全集》第九冊，頁 425-427。 
22見梁實秋的〈清華八年〉，《秋室雜憶》，頁 40。 
23見梁實秋《槐園夢憶》，(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75年 3月 4版)頁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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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詩情。再加，從民國六年(西元一九一七)以來，胡適等人用白話作新詩，已蔚成一時

的風氣。這時，梁實秋開始寫白話詩，抒寄他的情思。他說：他的第一首情詩〈荷花池

畔〉，是在《創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上發表，寫他在清華園裡荷花池畔，獨自徘徊時

的一團浪漫的憂鬱，詩共八節，每節四行。他說拿給他父親看。他父親特別請榮寶齋，

為他精印一些專用詩箋。梁實秋把他拿給聞一多看。聞一多見之，則大喜若狂，認梁為

同道知己。梁實秋說： 

    

聞一多是個多才多藝的人，長於繪畫，國文根抵很堅實，作詩倣韓昌黎，硬語盤 

空，雄渾恣肆。為人正直無私，情感豐富。這時，我和聞一多都大量的寫白話詩， 

朝夕觀摩，引為樂事 24。 

   

這時，梁實秋所寫的新詩，總共有幾十首；只可惜他的這些詩稿，現在大都佚亡，

只有三十一首留下 25。我們在聞一多所作（冬夜評論）裡，引錄而保存了這一首梁實秋

的情詩〈夢後〉。現在，我將它抄錄下來，可以窺其一斑： 

    

「吾愛啊！ 

你怎又推薦那孤單的枕兒， 

伴著我眠，偎著我的臉？」 

醒後的悲哀啊！ 

夢裏的甜蜜啊！ 

 

我怨雀兒， 

雀兒還在檐下蜷伏著呢！ 

它不能喚我醒── 

它怎肯拋了它的甜夢呢？ 

 

「吾愛啊！ 

對這得而復失饋禮， 

我將怎樣的怨艾呢？ 

對這縹緲濃甜的記憶， 

我將怎樣的咀嚼喲？」 

 

                                                 
24見梁實秋〈清華八年〉，《秋室雜憶》，頁 40。 
25這些詩作今收入陳子善編的《雅舍詩和小說‧梁實秋 1921~25作品》，(臺北，九歌出版社，1996年 5
月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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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另另的枕兒啊！ 

想著夢裡的她， 

捨不得不偎著你； 

她的臉兒是我的花。 

我把淚來澆你！ 

 

梁實秋自己在《槐園夢憶》裡說，這是一首記實之作：「故實是起於季淑贈我一個枕套，

是她親手縫製的，在雪白的綢子上，她用抽絲的方法在一邊挖出一朵一朵的小花，然後

挖出一串小孔，穿進一根綠緞帶，緞帶再打出一個同心結。我收到這件禮物，如獲至寶，

把它套在我的枕頭上，不大不小，十分合適。伏枕一夢，非常香甜；瞿然驚覺，感而有

作 26。」 

  梁實秋的這首情詩，四節十九行，描抒他夢裡甜蜜、醒後若失的心境，相當真切；

自由地用韻換韻，正是新詩「自由詩時期」的一種寫法。第二節則是從唐金昌緒的「打

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鋪演了出來，說「雀兒還在簷下蜷伏」，做他「相愛依偎」的

甜夢！所以說「它不能喚我醒－－它怎肯拋了它的甜夢呢？」他這種從反面的設想，頗

為新奇。 

(七)梁實秋認識了創造社的作者 

  民國十年（西元一九二一）七月初，郭沫若從日本回到上海，負責《創造季刊》的

編務，住哈同路民厚南里 121號，為泰東圖書局編輯所新址。 

  梁實秋這時送母親回杭州外祖父家，路過上海，去看了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幾

位。梁實秋說： 

    

民厚里住屋一律是一樓一底房，是上海標準的上等貧民窟。他們堅留午餐，一日

婦曳花布和服，捧上一巨盆菜，內容是辣椒炒黃荳芽，真正是食無兼味。當天晚 

上，以宴我為名，到四馬路會賓樓狂吃豪飲，賓主盡醉。照例由泰東書局的老闆 

趙南公付賬。困苦的生活所培養出來的一股『狂叛』的精神，是很可惋惜的。 

   

他又說：「但令我驚訝的不是他們生活的清苦，而是他們生活的頹廢，尤以郁為最 27。」

由梁實秋先生的說法，我想郁達夫的〈沉淪〉，寫他在日本的喝酒尋妓的苦悶，乃是他

真實生活的寫照。 

  差不多同時，梁實秋由通信認識了在南京高師的胡昭佐(字夢華)，又由他介紹認識

了東南大學的吳宓(字雨僧)、梅光迪(字迪生)、胡先驌(字步青)三位教授 28。 

                                                 
26說據梁實秋《槐園夢憶》，頁17-19。 
27見梁實秋《談徐志摩》，(臺北，遠東圖書，1997年 10月增訂 3版)頁 26-27。   
28梅光迪、胡先驌、吳宓，於 1922年 1月在南京擔任《學衡》雜誌創刊號的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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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實秋與聞一多的文學觀念，與創造社的文學主張比較接近；後來二人時常為《創

造季刊》撰稿。 

(八)梁實秋主編《清華週刊》的文藝版 

民國十一年(西元一九二二)五月二十一日，「清華文學社」開送舊迎新會，送聞一多

等三人離校，迎饒孟侃等七人入社。 

七月十六日聞一多赴美，在出國留學前，把詩集《紅燭》全稿委托梁實秋編訂，在

國內出版 29。 

  八月，梁實秋與吳景超、聞一多等籌辦文藝月刊《紅荷》。這時，他升入清華學校

高等科四年級，擔任《清華週刊》文藝編輯，與總編輯吳景超共同撰寫社論。《清華週

刊》的內容有：專文、通訊、文藝；文藝欄尤其豐富，有時厚達兩百頁。梁實秋寫社論

則時常批評校政。週刊的經費是由學校支持的 30。 

秋天，「清華文學社」邀請詩人徐志摩來校講演。徐志摩這時剛從歐洲回國，才名

藉甚。講演那天，聽眾足有兩三百人，講題是「藝術與人生」（Art and Life）。他採用牛

津的方式，用英語宣讀講稿。梁實秋說這次講演並不成功 31。這是梁實秋初識徐志摩的

經過。 

徐志摩，名章垿，浙江硤石鎮人，生於富商之家，先留學美國學社會學，後去英國

學經濟，受英國詩人哈代(Thomas Hardy)影響很大，作詩頗得哈代的神韻，散文亦極瑰

麗 32。 

    (九)梁實秋對新詩的批評 

從胡適〈談新詩〉，倡導用白話作新詩，出版《嘗試集》後；於是，到民國十年(西

元一九二一)，有許多人談新詩理論，或發表作品，或出版新詩集，如郭沫若的《女神》

(泰東出版)，俞平伯的《冬夜》(亞東出版)等。 

民國十一年(西元一九二二)，如康白情的《草兒》(亞東出版)，冰心的《繁星》(商

務出版)，周作人的《過去的生命》(北新出版)等。文學研究會在這一年初創辦《詩月刊》。

馮雪峰、汪靜之等人在杭州組織「湖畔詩社」，出版刊物詩集，新詩發展至此已經有了

相當的成就３３。  

梁實秋和聞一多除了創作新詩之外，還買了這些新出版的新詩集來研讀。起先，梁

實秋讀俞平伯所作〈白話詩的三大條件〉、〈詩的自由和普遍〉、〈做詩的一點經驗〉、〈詩

底進化的還原論〉等篇詩論有意見。他曾寫過一篇批評文章〈詩的進化的還原論〉。由

梁作標題看來，諒係批評俞平伯的〈詩底進化的還原論〉34。  

                                                 
29聞一多的《紅燭》，在民國十二年九月，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   
30見梁實秋〈清華八年〉，《秋室雜憶》，頁 43-44。   
31見梁實秋《談徐志摩》，頁 6。  
32說據梁實秋《談徐志摩》，頁 18–50。 
３３說據方祖燊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前期〉，《方祖燊全集》第九冊《文學批評與評論集》，頁 439。  
34據方祖燊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前期〉補充，見《方祖燊全集》第九冊《文學批評與評論集》，頁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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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聞兩人讀俞平伯等人的詩集，有一些意見，把它寫成評論性的文字。聞一多先

對俞平伯詩寫了一篇〈冬夜評論〉；這時梁實秋又對康白情詩寫了一篇〈草兒評論〉；兩

篇文字都很長，共約四萬字，合編為《冬夜草兒評論》。在這部評論中，梁實秋闡述了

自己對新詩創作的意見，認為詩之為詩的基本條件就是「美」，而且認為「詩的主要職

務是在抒情，而不在說理」；既然是詩，就得有「詩的藝術、詩的想像、詩的情感」35；

針對《冬夜》裏有「被窩暖暖的，人兒遠遠的」，《草兒》裏有「旗呀，旗呀，紅、黃、

藍、白、黑的旗呀！」這樣的一首，還有「如廁是早起後第一件大事」的句子，他們都

認為「俗惡不堪」36。就詩論詩，倒是郭沫若的《女神》評價最高 37。 

這時，梁實秋因聞一多已經出國留學，替他把《冬夜評論》，寄給孫伏園主編的北

京《晨報》副刊，結果如石沉大海，幾經函詢，亦無回音 38。於是梁實秋決定自行刊印，

他們兩人的合集：《草兒冬夜評論》。到這年十一月，由梁實秋的父親資助一百多元印刷

費，在北京出版，是為「清華文學叢書第一種」39。 

這一百多頁的評論集出版之後，引起不同的反響，有贊成，有反對。郭沫若來函說：

「如在沉黑的夜裏得見兩顆明星，如在蒸熱的炎天得飲兩杯清水。⋯讀兩君評論，如逃

荒者得聞人足音之跫然４０。」東南大學的胡昭佐(夢華)來函，表示同情。北京胡適主編

的《努力週刊》４１，鄭振鐸主編的上海《時事新報》副刊《文學旬刊》４２，都加入評論。

胡適評康白情的《草兒》說：「看來毫不用心，卻自具一種有以異乎人的美。」評俞平

伯的《冬夜》，則說：「艱深難解４３。」可是《努力週刊》署名「哈」的一段短評，則對

梁、聞，加以「冷嘲熱罵４４」。 

(十)梁實秋在清華學校畢業時演出話劇 

  民國十二年(西元一九二三)三月，梁實秋辭掉《清華週刊》的文藝編輯，另外出版

《文藝匯刊》。六月十七日，清華學校癸亥級舉行畢業典禮，梁實秋是三個畢業生代表

登臺致詞者之一。畢業晚會，有話劇助興。劇本是顧毓琇臨時趕編的三幕劇「張約翰」，

梁實秋與吳文藻在劇裡都扮演女性角色。程季淑應邀到校參觀４５。 

  這年，孫中山先生採取「聯蘇容共」政策；蘇聯答應以槍炮金錢支援國民黨北伐。 

                                                 
35見梁實秋〈草兒評論〉，《秋室雜憶》附錄一，頁 111–141。 
36說取梁實秋的〈清華八年〉，《秋室雜憶》，頁 40–41。   
37見梁實秋《談聞一多》，(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 1月初版)頁 12。 
38按俞平伯與孫伏園都是文學研究會的會員。   
39今收錄於梁實秋《秋室雜憶》〈附錄一〉，頁 111-141。   
４０ 見聞一多 1922年致家信，原刊於《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 4期，今轉引自李正西《不滅的紗燈— 梁
實秋詩歌創作論》(臺北，貫雅文化事業，1991年 6月初版)頁90。 

４１《努力週刊》創刊於民國十一年五月。   
４２ 《文學旬刊》為文學研究會的主要刊物，創刊於民國十年五月十日；十二年七月三十日改為《文學週
報》。 

４３見梁實秋〈胡適之先生論詩〉，《梁實秋論文學》，(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1978年 9月再版)頁 674。 
４４見梁實秋的〈清華八年〉，《秋室雜憶》，頁 40-41。 
４５見梁實秋的〈清華八年〉，《秋室雜憶》，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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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梁實秋對鄭譯的看法與對冰心詩的評論 

  民國十二年（西元一九二三）七月七日，梁實秋〈讀鄭振鐸的《飛鳥集》〉在《創

造周報》第九號發表，批評鄭振鐸以選譯方式介紹印度詩人太戈爾的〈飛鳥集〉，以及

他譯文的粗陋訛誤之處。梁實秋認為：  

 

「選擇主義」是大大的要不得的。一本詩集是一個完整的東西，不該因為譯者的

興趣和能力的關係，便被東割西裂４６。 

 

成仿吾後來另寫〈鄭譯《新月集》正誤〉一文，說鄭振鐸的譯文「錯到使人怎麼也不能

為他辯解４７」。 

  七月廿九日，梁實秋批評冰心的〈《繁星》與《春水》〉，在《創造周報》第十二號

發表，指出冰心的這兩本詩集，比她的小說遜色甚多，因為她表現力強而想像力弱，散

文優而韻文技術拙，理智富而情感分子薄４８。 

             五、「新月」俱樂部的成立 

  民國十二年(西元一九二三)，徐志摩、胡適、陳源（西瀅）、葉公超、饒孟侃等人和

政經方面開通人士，在北平組織一個俱樂部；所以名之「新月社」，梁實秋說：大概是

當時來華訪問的印度詩人太戈爾，有一本詩集名《新月》之故；蓋取意於「它那纖弱的

一彎分明，暗示著，懷抱著未來的圓滿４９。」開始並沒有辦什麼刊物，他們只是在俱樂

部裡聚會談天，辦些書畫會、燈會、古琴會，吸引了各界人士，像梁啟超、余上沅、丁

西林、林徽音。他們對文學藝術的觀點，大抵是宣揚唯美主義、形式主義，主張「藝術

至上」５０。梁實秋說當時：他並未加入。 

六、梁實秋留學美國的生活與事蹟 

   (一) 《海嘯》壁報與梁實秋 

  民國十二年(西元一九二三)八月，梁實秋二十二歲，清華學校畢業後，前往美國留

學。他離開北京到上海候船時，在旅館裏寫了〈苦雨淒風〉，是一篇自傳體的短篇小說，

                                                 
４６梁實秋的〈讀鄭振鐸譯的【飛鳥集】〉，見《創造週報》第九號（1923年 7月 7日發行）頁 7。 
４７成仿吾〈鄭譯《新月集》正誤〉，見《創造週報》第 30號（1923年 12月 2日發行）頁 7。 
４８十年後，冰心自己也認為《繁星》與《春水》不是詩。見冰心〈我的文學生活〉，《冰心全集．自序》，
頁 324。原載於 1932年 10月 20日《青年界》第二卷第三號，後收錄至《冰心散文全編》上編，(大陸，
浙江文藝出版社，傅光明、許正林編，1994年出版)。冰心在文中說道：「《繁星》和《春水》，這兩本
『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無限的冤枉！我吞嚥了十年的話，我要傾吐出來了。《繁星》、《春水》不是
詩。至少是那時的我，不在立意做詩。⋯⋯我寫《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說，因著看泰戈爾的《飛鳥集》，
而仿用他的形式，來收集我零碎的思想⋯。」  

４９見梁實秋在民國六十六年九月，為台北雕龍出版社重新印行《新月月刊》所作序文。 
５０說據方祖燊〈中國新文學運動〉前期，補充，見《方祖燊全集》第九冊《文學批評與評論集》，頁 43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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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自己去美留學前夕，與程季淑女士依依離別的情景，刊於《創造週報》第十五號５１。

這時，曾與《創造社》成員郁達夫、郭沫若、成仿吾會晤；他們邀請梁實秋入社５２。但

是梁實秋始終不曾入社５３。 

  十七日，清華學校癸亥級全班六十七人，在上海浦東登上「傑克遜總統號」赴美。

梁實秋行李內有：丈餘綢質國旗一幅、程季淑的刺繡「平湖秋月圖」、家藏景泰藍香爐，

以及梁父堅囑攜帶的同文書局石印大字本的前四史５４。 

  在「傑克遜總統號」上，除了清華學生之外，還有燕京大學畢業的學生：許地山(落

華生)、謝婉瑩(冰心)等人。船行大約半個月，才能到達美國，所以有人提議，出一份三

日刊的壁報，張貼在船艙口，內容是創作與翻譯並重；刊頭由梁實秋仿張海若的「手摹

拓片體」，隸書「海嘯」二字。後來挑選了十四篇，寄給《小說月報》，在第十四卷第十

一號上，以專欄方式發表。後來又由商務印書館印入《小說月報叢刊》。現將篇目抄錄

如下： 

   海嘯      梁實秋 

   鄉愁      冰心女士 

   海世間     落華生 

   海鳥      梁實秋 

   別淚      一樵 

   夢       梁實秋 

   海角底孤星   梁實秋 

   惆悵      冰心女士 

   醍醐天女    落華生 

   紙船      冰心女士 

   女人我很愛你  落華生 

   約翰我對不起你 C. Rossetti作，梁實秋譯 

   你說你愛    Keats CHL譯５５ 

   什麼是愛    K. Hamsum作，一樵譯５６ 

 

   (二)梁實秋抵達美國進入科羅拉多大學 

民國十二年(西元一九二三)九月一日，「傑克遜總統號」抵達美國西雅圖。梁實秋上

                                                 
５１見梁實秋《槐園夢憶》，頁 24。  
５２見梁實秋〈清華八年〉，《秋室雜憶》，頁 48。   
５３說據梁實秋《談徐志摩》，頁 26，以及宋益喬《梁實秋傳》，頁 103。 
５４據梁實秋〈清華八年〉，《秋室雜憶》，頁 45-47。 
５５〈你說你愛〉，J.Keale 作，  C.H.L是梁實秋的筆名。見李正西《不滅的紗燈— 梁實秋詩歌創作論》，頁

135。 
５６見梁實秋〈海嘯〉，《秋室雜憶》，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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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前獲悉美國總統哈定逝世，由副總統柯立芝繼任。並由報上得知日本東京大地震，死

亡十四萬三千人之多；他們路過東京參觀過的地方，大部分已夷為平地５７。 

晚上，他搭火車，次日抵達科羅拉多溫泉，簡稱「珂泉」。聞一多在收到梁實秋的

信後，不到一星期，就由芝加哥大學轉學至科羅拉多大學；兩人同住於 720N Wabash 

Street的Michel家中。後來又遷往學校宿舍海格門樓(Hagerrman Hall)５８。 

  不久，梁實秋開始翻譯英國喬塞的序詩(Chaucer’s “Prologue”)。 

  十一月十六日，郭沫若寫信向梁實秋及聞一多邀稿，準備出《拜倫專號》。 

(三)梁實秋對拜倫詩的評論及回應科大校刊的匿名詩  

  民國十三年(西元一九二四)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

會，有許多共產黨員參加。設立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以蔣中正先生為校長。國、共兩黨

合作由此開始。 

  這時，梁實秋開始為《創造季刊》寫了一篇〈拜倫與浪漫主義〉；但因《創造季刊》

在二月停辦；這篇文章遂延擱到民國十五年(西元一九二六)，才在《創造月刊》第一卷

第三第四期上刊載出來。 

梁實秋在〈拜倫與浪漫主義〉一文談道：浪漫主義的精髓是「解放」；浪漫詩人的

特色是「反抗社會」，而拜倫的詩才，正是基於他的反抗精神。但是他的反抗的力量，

不在烏托邦之建設上面表現，而在對人世的譏諷(satire)裏顯露；他的譏諷是強烈得不能

受些須的制裁，他提起筆來便是情思噴湧，喜怒笑罵，如火山爆發一般，非人力所能制

止５９。 

  三月廿五日，科大校刊《虎報》（The Colorado college Tiger），刊出題為〈The 

Sphinx〉的匿名詩，大意是說「中國人的面孔活像人首獅身謎一般的怪物，整天板著臉，

面部無表情，不知心裡想的是一些什麼事６０？」梁實秋認為這首詩寫得並不怎麼好，可

是沒有侮辱的意味，頂多是挑釁；他和聞一多都覺得義不容辭，應該接受此一挑釁。 

廿八日，梁實秋及聞一多各作了一首英詩，在《虎報》發表，引起全校師生的注意，

尤其是聞一多那首〈另一個支那人的回答〉，功力雄厚，詞藻豐贍，使美國小子們嘆服６

１。梁實秋的詩是〈『支那人』的答覆〉(Reply from a Chinee)。這首詩把困惑的匿名詩問

題，比喻為讚美皇冠上的珊瑚之美，欲想知道珊瑚「在遙遠的太平洋海底」是個什麼模

樣？回答是珊瑚原為殷紅色，「可比基督身上凝結的鮮血６２」。現在，將整首詩抄錄於下： 

                                                 
５７見梁實秋〈海嘯〉，《秋室雜憶》，頁 53。 
５８見梁實秋《談聞一多》，頁 28-29。  
５９見梁實秋〈拜倫與浪漫主義〉，《創造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上海，上海創造社出版部，1926年 10月 5
日再版)頁109-121。 

６０見梁實秋《談聞一多》 (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 1月初版)頁41-42。   
６１見梁實秋《談聞一多》，(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 1月初版)頁41-42。 
６２梁實秋〈「支那人」的答覆〉英詩，後由梁錫華譯為中文，今收入陳子善編《雅舍詩和小說》， (臺北，
九歌出版社，1996年 5月初版)頁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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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遙遠的太平洋海底， 

 長有珊瑚樹。 

 珊瑚通紅， 

 可比基督身上凝結的鮮血， 

 而光耀又像日輪。 

 成波狀鑲在你們國王冠上的珊瑚， 

 掛在你們王后頸上的珊瑚， 

 迷眩你們的眼睛， 

 放射超凡的麗彩。 

 可是，你們人人納悶， 

 不懂珊瑚在水中的樣子；— —  

 同樣地，你們對我感到驚疑６３。 

  在科大就讀時期，梁實秋還作過英國詩人霍斯曼（housman）式的小詩６４。例如〈荊

軻歌(致燕太子)〉詩： 

    

一年來承你知遇，把我當上卿尊禮：剜了馬肝來佐酒，我今朝也肝膽披瀝！ 

   我荊軻清貧如洗，孤伶伶無憂無慮，人生難得一知己，緊把此生獻給你６５！ 

 

霍斯曼詩的特色是：形式簡鍊整齊，節奏規律６６。 

(四)梁實秋在前往哈佛的途中組織「大江會」 

  民國十三年(西元一九二四)夏天，梁實秋二十三歲，在科大英文系畢業，得到教務

長 Hershey的推薦，進入麻州劍橋的哈佛大學研究院６７。 

  梁實秋在前往哈佛途中，經過芝加哥，在芝加哥大學附近的一家小旅館內，與同學

羅隆基６８、何浩若、聞一多、時昭瀛、潘光旦、張心一、王化成、吳文藻等二十多人，

組織「大江會」，作為留學生在美國的一個社團，楬櫫國家主義，並歸納出幾項共同的

                                                 
６３見梁實秋〈「支那人」的答覆〉，由梁錫華譯為中文，今收入陳子善編《雅舍詩和小說》， (臺北，九歌
出版社，1996年 5月初版)頁132-133。   

６４見梁實秋《談聞一多》(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 1月初版)頁33-35。 
６５節錄自〈荊軻歌(致燕太子)〉，原刊載於 1925年 7月 15日《大江季刊》第 1卷第 1期，是梁實秋為顧
毓琇劇本《荊軻》所作的歌詞，今收入陳子善編《雅舍詩和小說》，頁126-127。   

６６梁實秋在〈霍斯曼的情詩〉  裏說道：「霍斯曼的詩，首首都是有形式的，不是斷了線的風箏一般飄蕩
無定，首首都有多少的布局，內中有起有訖，不缺不冗。」今收入陳子善主編《雅舍談書》，(臺北，九
歌出版社，2002年 12月初版)頁48。  

６７見梁實秋〈琵琶記的演出〉，《秋室雜憶》，頁 55。   
６８羅隆基(1896-1965)，字努生，江西省安福縣人。1913年考入北京清華大學，1921年大學畢業後，即赴
美國留學，先後獲得威斯康辛大學碩士學位及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返國後，歷任吳淞中國
公學政治經濟系教授兼主任、光華大學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學政治經濟系講師、天津《益世報》主筆、
北平《晨報》社長、《新月月刊》主編等職。 



 20 

看法： 

第一、鑒於當時國家的危急的處境，不願侈談世界大同或國際主義的崇高理想，而     

宜積極提倡「國家主義」(nationalism)：就是「國家」應在政黨之上，執政者

應超脫個人權位與政黨利益，應以國家與人民的利益為施政的理想。 

  第二、鑒於國內軍閥之專橫恣肆，應厲行自由民主之體制，擁護人權。 

  第三、鑒於國內經濟落後人民貧困，主張由國家倡導從農業社會進而為工業社會，

反對以階級鬥爭為出發點的共產主義６９。 

會中也決定籌辦《大江季刊》７０。 

  這一年，英國哲學家羅素到美國講學，路經威斯康辛。梁實秋特別邀請了三五好友

專程前往拜訪他，並請羅素針對「大江會」的「國家主義」發表看法。羅素認為在現況

之下，中國也只有推行國家主義之一途，否則無以自存，肯定大江會成立的意義，給梁

實秋很大的鼓勵７１。 

  在大江會正式成立的典禮上，梁實秋把從國內帶去的五色(紅、黃、藍、白、黑)大

國旗懸掛出來７２，會員就在國旗下宣誓：「我們信仰國家主義，遵守大江會章，服從多

數，如有違反，願受最嚴厲的處分７３。」並且強調：「大江的國家主義」是異於普通的

狹隘的軍國主義。他說：「從此，我們就是宣過誓的國家主義者了７４。」 

(五)梁實秋在哈佛研究院的選課 

  民國十三年(西元一九二四)，梁實秋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後，先是和顧毓琇賃居奧

斯丁園五號；半年後又約時昭涵、徐宗涑幾位，遷入漢考克街一五九號之五的一所公寓。

當時來往的朋友常在他們公寓裡下榻，無形成為麻州中國留學生的一個活動中心７６。 

  這年秋天，梁實秋在哈佛選修了五門課，有：Kittredge 的「莎士比亞」，Babbitt(白

璧德)的「十六世紀以後之文藝批評」，Webster的「培根及米爾頓」，Messinger的拉丁文

「西塞羅文錄」，Murdoch的「美國早期文學批評」。 

  梁實秋受影響最大的是白璧德的「人文主義的思想」；他自認一生為人治學的基本

態度，以此為轉捩點。在〈關於白璧德及其思想〉一文中，梁實秋談到由於白璧德先生

的學識淵博，他開始認識學問思想的領域之博大精深，繼而領悟白璧德先生的思想體

系，逐漸明白他的人文思想在現代的重要性；梁實秋說：「我從此了解什麼叫做『歷史

的透視』（historical perspective），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的價值之衡量，需要顧到他

                                                 
６９見梁實秋《談聞一多》，頁 48-49。 
７０《大江季刊》創刊號，於 1924年 7月由上海泰東圖書公司發行。據梁實秋《談聞一多》中提到：「《大
江季刊》(上海泰東圖書公司出版)出了兩期，等到大部分人回國之後，各自謀生去也，團體也就渙散了。」
見梁實秋《談聞一多》，頁 51。   

７１見梁實秋《談聞一多》，頁 50。 
７２見梁實秋〈清華八年〉，《秋室雜憶》，頁 45。 
７３見梁實秋《談聞一多》，頁 50。 
７４見梁實秋《談聞一多》，頁 50。 
７６見梁實秋《秋室雜憶》，頁 55。  



 21 

在整個歷史上的地位，也還要注意到文藝之高度的嚴肅性。從極端的浪漫主義，我轉到

了多少近於古典主義的立場７７。」白璧德的思想有兩個基本觀念，一個是人與物有別，

一個是人性二元論。關於前者，白璧德認為： 

    

把人當作物，即泯滅了人性，而無限制發展物性，充其極即是過分的自然科學的

進步，而沒有人去適當的駕馭那些科學的成果，成為純粹的功利主義。這科學的

功利主義即是「自然主義」的一面，我們稱之為科學的自然主義。另一方面是情

感的自然主義，意即是浪漫主義。所有的皈真反樸的反動思想，所謂的Noble 

Savage，以及對原始時代的謳歌，都是情感的自然主義的現象。這還只是一套不

切實際的理想，更有害的一面便是放縱情感，企圖打破一切束縛(道德的與理智

的)的那一股破壞的力量。 

 

至於人性的二元，那即是說： 

 

人性包括著慾念和理智，這二者雖然不一定是冰炭不相容，至少是互相牽制的。

慾念與理智的衝突，白璧德稱為：「Civil war in the cave」（窟穴裡的內戰），

意為與生俱來的原始的內心中的矛盾。人之所以為人，即在以理智控制慾念。理

智便是所謂「內在的控制力」（inner check）７８。 

   

這年十二月十三日，胡適、陳西瀅、徐志摩、王世杰、楊振聲在北京，創辦《現代

評論》周刊，主要刊載政治、經濟、哲學、法律等文章。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

七月，移至上海出版。 

     (六)在波斯頓劇院演出「琵琶記」 

  民國十四年(西元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壽六

十歲，臨終時說：「和平奮鬥救中國！」 

  廿八日，梁實秋等中國留學生，在美國東北部麻薩諸塞州的首府波士頓藝術劇院，

演出顧毓琇編導的高則誠《琵琶記》傳奇。梁實秋將顧毓琇所改編的劇本譯成英文，並

且飾演主角蔡中郎。其他演員，除謝文秋飾趙五娘，顧毓琇飾牛丞相，謝冰心飾牛丞相

女兒外，還有徐宗涑、沈宗濂、曾昭掄等人。聞一多負責布景、服裝、化妝；趙太侔負

責舞臺設計和道具燈光７９。 

  這次演出頗為成功。第二日，當地《基督教箴言報》特別報導了中國留學生的這一

                                                 
７７見梁實秋〈關於白璧德及其思想〉，今收入《梁實秋論文學》，(臺北，時報文化事業，1978年 9月初版)
頁492。 

７８見梁實秋〈關於白璧德及其思想〉，《梁實秋論文學》，頁 492-493。   
７９見梁實秋〈琵琶記的演出〉，《秋室雜憶》，頁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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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事，並且刊出梁實秋扮演蔡中郎的劇照８０。 

  五月，聞一多、余上沅８１、趙太侔８２，由美返國。 

          (七)梁實秋轉學哥倫比亞大學英語研究所 

民國十四年(西元一九二五)八月，梁實秋二十四歲，在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學位，旋

即又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英語研究所進修，住國際學舍８３。這時，清華學校改制為清華

大學。十月，徐志摩主編北京《晨報副刊》，創辦《詩鐫》、《劇刊》，撰稿的多數是新月

社成員。 

  民國十五年(西元一九二六)二月十五日，梁實秋在哥大寫了一篇〈現代中國文學之浪

漫的趨勢〉，在《晨報副刊》發表；這是對中國新文學發展初期作重要評估的文章８４。

他認為當時中國的新文學是趨向於「浪漫主義」。他分析其因，認為有下列四點： 

   一、新文學運動根本是受外國的影響。 

   二、新文學運動是推崇感情，輕視理性。 

   三、新文學運動所採取的對人生的態度是印象的。 

   四、新文學運動主張皈依自然並側重獨創８５。 

這篇論文發表之後，不但引起文壇的關注，也引發日後與魯迅的論戰。 

七、梁實秋回國後到南京東南大學任教 

  民國十五年(西元一九二六)，許多作家紛紛南下廣州參加革命。七月九日，蔣中正

先生率領國民革命軍北伐；八月，郭沫若擔任蔣中正行營少將秘書長。北京局勢日漸緊

張，再加上梁實秋因與女友程季淑有約，三年必返，遂放棄還餘兩年的學業，在七月搭

「麥金萊總統號」郵輪，自美返抵上海。路過南京時，由梅光迪介紹，和東南大學文學

院代院長陳逸凡晤面，取得東南大學的聘書，然後趕回北京 86。 

   梁實秋喜歡穿中式服裝，把西裝贈給旅館裡的茶房。他在天津停留一夜，購買一些

夏季中裝，還有千層底布鞋 87。 

   梁實秋到北京，有近家情怯之感，先到致美齋獨酌，然後乘車回家拜見父母；並與

                                                 
８０見梁實秋〈琵琶記的演出〉，《秋室雜憶》，頁63。 
８１余上沅，湖北長沙人，民國十二年(西元一九二三癸亥)清華學校畢業，與梁實秋等同船留美。1935年 8
月回到上海，接受教育部部長王世杰的聘請，籌辦國立戲劇學校。畢生盡瘁於戲劇運動，夫人為陳衡
粹女士。見梁實秋〈悼念余上沅〉，《看雲集》，(台北市皇冠出版社，1984年 8月初版)頁 149-158。 

８２趙太侔與余上沅同是留美學習戲劇，曾與聞一多、余上沅、張嘉鑄等人推動戲劇運動。回國後，任教
於北京藝專。見梁實秋〈悼念余上沅〉，《看雲集》，頁152-153。 

８３說據王汶成、高岩合著的《平湖秋月 梁實秋》，(香港，中華書局，1999年 11月初版)頁37。  
８４〈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一文，於 1926年 2月 15日寫於美國紐約，1927年 6月收錄至《浪漫
的與古典的》一書，上海新月書店出版。後來又收入《梁實秋論文學》之第一輯，(台北市，時報文化
事業，1978年 9月初版)頁3-23。   

８５見梁實秋的〈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梁實秋論文學》之第一輯，頁3-23。 
86見梁實秋《槐園夢憶》，頁30。   
87說據胡百華〈梁實秋先生簡譜初稿〉，收入余光中主編的《秋之頌》，(台北市，九歌出版社，1988年 1
月初版)頁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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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季淑見面，三年闊別，悲喜交集，兩人商定寒假結婚 88。 

   八月底，梁實秋前往南京東南大學教書，以教英國文學史為主 89。 

   這年秋冬之際，聞一多到吳淞國立政治大學，擔任訓導長 90。 

 八、梁實秋與程季淑結婚後由南京到上海 

   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二月十一日，梁實秋二十六歲，在北京歐美同學會館，

與程季淑舉行婚禮。婚後在家中小住一月，於三月中攜眷前往南京。余上沅這時也在北

京結婚，挈婦南返。他們同在東南大學任教，同住南京蓁巷四號。正值國民革命軍攻到

南京近郊，當時局勢很亂，到處聽到炮聲隆隆；看到街上兵慌馬亂，成群的散兵游勇在

拉夫抓車。梁實秋和余上沅商量應變的方策，決定攜眷到上海避亂 91。 

九、梁實秋在上海時期的事蹟 

 （一）當時的時局 

   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三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國民革命軍相繼攻下上海、

南京兩大城市。國、共兩黨因政治路線與意識形態的差異，再加權力的爭奪，兩黨的合

作宣告結束；四月十二日，國民黨發動清黨，逮捕共黨份子；共產黨則實行武裝對抗 92。

郭沫若脫離北伐軍。魯迅這時擔任中山大學教務主任，因學生被捕，營救無效而辭職，

十月到上海。胡適在美國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五月抵達上海，八月為光華大學

教授，次年接任中國公學校長 93。 

   這時，北方還在軍閥統治之下，國立八所大學時常欠薪，情況也不安定，許多人離

開北京，像徐志摩、丁西林、葉公超、聞一多、饒孟侃（子離）等先後到了上海。同時

有些留學生自海外歸來，像潘光旦、劉英士、張禹九等，也都卜居滬濱 94。 

   四月十五日以南京為國都；十八日，成立國民政府。時局逐漸安定，南京東南大學

改為中央大學，但梁實秋與余上沅均未被續聘，遂留居上海 95。 

（二）「新月書店」的成立與梁實秋 

  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春，胡適、徐志摩、潘光旦、聞一多、饒孟侃、余上沅.、

羅隆基、劉英士、葉公超、張禹九、丁西林與梁實秋等，在潘光旦家聚會，想開一個書

店出版自己的著作，辦個雜誌發表自己的文章；定名「新月」，是因徐志摩對「新月社」

                                                 
88見梁實秋《槐園夢憶》，頁32。 
89見梁實秋《槐園夢憶》，頁34。   
90見梁實秋《談聞一多》，頁 73。   
91見梁實秋《談徐志摩》頁 28，與梁實秋《秋室雜憶》頁 66。   
92事據日本產經新聞連載、中央日報譯印 1976年 4月初版《蔣總統秘錄》第六冊，頁 109-153。 
93見朱文華著《魯迅、胡適、郭沫若連環比較評傳》， (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 10月出版) 頁

365-366。 
94見梁實秋〈憶《新月》〉，《秋室雜憶》，頁 66-67。 
95見梁實秋〈悼念余上沅〉，《看雲集》，頁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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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未能忘情，提議沿用這個舊名。他們集資兩千元，大股百元，小股十元。梁實秋是小

股東，出了五十元。胡適任董事長，余上沅任經理，梁實秋為書店總編輯。籌備時期在

法租界華龍路華龍別墅，租下一棟兩層樓小房子，樓上給余上沅住家，樓下辦公。新月

書店先設在望平街 d161號，因店面窄暗，旋遷至鬧區四馬路中九十五號 96。梁實秋在

〈憶「新月」〉裏談到新月書店出了不少新書，有： 

 

胡(適)先生《白話文學史》是新月書店出的第一本書，也是最暢銷的一本書。⋯ 

徐志摩的作品在新月初版的有《翡冷翠的一夜》、《自剖》、《卞昆岡》等。聞一多 

的《死水》也是新月出版的，這一本詩集曾發生很大的影響。⋯潘光旦在新月出 

了好幾本書，如《小青之分析》、《家庭問題論叢》、《人文生物學論叢》。⋯我在 

新月出版的書有：《浪漫的與古典的》、《文學的紀律》、《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 

書》、《潘彼得》、《織工馬南傳》、《白璧德與人文主義》等。此外新月出版的書， 

我留有印象的，如：陳西瀅著《西瀅閒話》，凌叔華著《花之寺》，陳衡哲著《小 

雨點》，邢鵬舉譯《歐卡珊與尼珂萊》，徐志摩、沈性仁譯《瑪麗瑪麗》，余上沅 

等著《國劇運動》，余上沅譯《可敬的克萊登》，伍光建譯《造謠學校》、《詭姻緣》， 

顧仲彝譯《威尼斯商人》，劉英士譯《歐洲的向外發展》，費鑑照著《現代詩人》， 

陳西瀅譯《少年歌德之創造》，陳楚淮著《金絲雀》，趙少侯譯《迷眼的沙子》97。 

 

        （三）梁實秋在上海先主編《青光》後至大學任教 

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春，梁實秋在上海無事可作，因張禹九(嘉鑄)的介紹，

進入《時事新報》，主編副刊《青光》。他每晚前往選稿，安排版面，《青光》可納一萬

字弱；他接編後，逐漸改變它方向，以刊登白話文撰寫的較嚴肅或幽默的作品，於是《青

光》面貌一新。他每天也撰寫千字以內的一篇短文，以諷刺現實為主，署名「秋郎」，

後彙輯成《罵人的藝術》，由新月書店出版，為一時暢銷書。這年九月，梁實秋因三妹

亞紫和好友龔業雅同在暨南大學服務；他由龔業雅的堂兄業光的引薦，到暨南大學任

教，講授「文藝批評」等課程。因教課忙碌，無暇兼顧，辭去《青光》編務 98。後來，

他的學生陳翔冰主編的《秋野月刊》，他又為之撰稿９９。又和張禹九合編《苦茶》雜誌１

００。由於梁實秋寫的散文的幽默風趣，想他教書也一定很成功。他在上海三年，請他兼

課的學校很多，有復旦大學、光華大學、中國公學、勞動大學及知行學院等１０１。 

                                                 
96見梁實秋《新月月刊》重刊本序，「華龍」梁序作「環龍」。 
97見梁實秋〈憶「新月」〉，《秋室雜憶》，頁 74-76。   
98事詳梁實秋〈副刊與我〉，《雅舍散文》，(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 1月初版)頁103。 
９９見胡百華〈梁實秋先生簡譜初稿〉，收入余光中主編的《秋之頌》，頁 523-524。 
１００見胡百華〈梁實秋先生簡譜初稿〉，《秋之頌》，頁 523-524。   
１０１見胡百華〈梁實秋先生簡譜初稿〉，《秋之頌》，頁 52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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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一日，梁實秋的長女文茜誕生１０２。 

（四）梁實秋與魯迅的論戰 

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十一月；梁實秋在《復旦旬刊》創刊號發表〈盧梭論女

子教育〉，反對盧梭的民主(Democracy)的思想和平等觀念，並宣揚人性永久不變的人性

論；引來魯迅的抨擊；遂爆發了後來梁實秋與魯迅持續數年的論戰。 

（五）梁實秋與《新月月刊》 

  民國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三月十日，「新月書店」出版《新月月刊》。他們在創刊

辭中揭櫫「健康與尊嚴」，對當時文藝界不無含有挑戰的意味。梁實秋在〈《新月月刊》

重刊本序〉裡說： 

    

胡先生聲名早立，而且齒德俱隆，自然是領袖；志摩風流蘊藉，才華冠世；一多

熱烈衷腸，學養深厚；光旦見識卓絕，外圓內方；其他各人亦無不風骨凜然，都

是所謂特立獨行之士。胡先生嘗說：「獅子與虎永遠是獨來獨往，只有狐狸與狗

才成群結隊。」這是他自負語，也是他勉勵我們的話。胡先生一生超然，不墮俗

見；他也以此期待別人１０３。 

 

《新月》開始時是每月出一號(後改稱「期」)，十二號為一卷。他們是採取集體編 

輯方式；編輯時常更動。梁實秋先生也曾長期負責編務。現將《新月月刊》出版情形與

時代背景，略述如下： 

  民國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三月至十八年(西元一九二九)三月之間，《新月》出版了

第一卷第一號至第二卷第一號，編輯為徐志摩、聞一多、饒孟侃三人。這時期內容偏重

文藝創作：有徐志摩、聞一多、饒孟侃、李惟建、甲辰、陳銓的新詩；凌叔華、陳西瀅、

王魯彥、沈從文、許君遠、徐志摩、冷西的小說；胡適、實秋、謝文炳、徐志摩的散文；

徐志摩、陸小曼、歐陽予倩、陳楚淮、余上沅的劇本。學術與思想，有胡適、梁實秋、

潘光旦、余上沅、張嘉鑄、聞一多、彭基相、葉公超、馮沅君、徐景賢、衛聚賢、羅隆

基、吳景超的文章。還有徐志摩、聞一多、顧仲彝、潘光旦、費鑑照、胡適、李惟建、

梁實秋、張嘉鑄、陳西瀅、蕭石君、皮西等譯介西方文學作品；還有葉公超的「海外出

版界」，劉英士的「書報春秋」等專欄。 

  革命軍繼續北伐，民國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六月進入北京。十二月二十九日，張

學良在東北通電服從中央，中國至此才告完全統一；當時政府宣告要以黨治國，要統一

軍隊，惟政治仍未上軌道，人民的身體財產與自由俱未得到保障，政府可以反革命、反

動分子、土豪劣紳、共產嫌疑的名堂，任意拘禁人民，沒收財產。 

                                                 
１０２見梁實秋《槐園夢憶》，頁48。 
１０３ 見梁實秋〈《新月》前後〉，今收入陳子善編《雅舍談書》，頁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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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十八年(西元一九二九)四月至七月之間，《新月》出版了第二卷第二號至第五

號，編輯為梁實秋、葉公超、潘光旦、饒孟侃、徐志摩五人。《新月》月刊在第二卷第

二號，開始刊載評論時局的文章：胡適的〈人權與約法〉，痛論當日人民權利未得法律

的保障，政府應該快快制定憲法或約法加以保障。羅隆基的〈專家政治〉，發揮孫中山

先生的思想，批評當前是武人政治分贓政治，主張應該引用專家管理政府的行政。在第

三號登出梁實秋的〈論思想統一〉，認為人人都應該有發表思想的自由，所以主張自由

教育。第四號轉載胡適的〈知難，行亦不易〉，蓋就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加以

述評，認為治國是複雜繁難的問題，需要專門學問，沒有現代學術訓練就不能治理現代

國家，治國應該請教專家，然而現在一班不學無術的軍人政客，卻以中山先生的「行易」

之說作護身符，這應該修正。第五號刊登羅隆基的〈論人權〉，更詳細闡論「我們要的

是什麼樣的人權」，一口氣提出三十五條，認為國家的主權在國民，政府應對全民負責，

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國家應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國民應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

的自由。 

  這些批評國民黨的言論發表之後，遭到左右兩派夾攻：魯迅在《二心集‧知難行難》

中，抨擊胡適一派人提倡「專家政治」，是想參加南京政府；國民黨也有人提出不許批

評的話，於是《新月》被郵局扣留，不能外寄。胡適寫信給胡漢民（展堂）抗議也沒用。

羅隆基的（論人權）引起更大風波１０４。 

民國十八年(西元一九二九)九月至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六月之間，《新月》出版了

第二卷第六、七兩號合刊至第十二號，都是梁實秋一人負責編輯。這時期，仍登了不少

論政治的文章。如第六、七兩期合刊登胡適的〈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第二卷第十期

的〈我們走那條路〉。這時羅隆基一連串寫了好幾篇論人權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與國

家主義，使得《新月》有更濃厚的政治色彩，使得平靜校園也掀起洶湧的波濤。胡適身

為中國公學校長，也遭到學生黨部的指責１０５，胡適辭去中國公學校長，在這年底移居

北京１０６。《新月月刊》因評論時政引起的麻煩，曾停刊三個月。 

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十月至民國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九月之間，《新月》共

出版十二期：第三卷第一期至第十二期。第一期特大號，仍由梁實秋擔任編輯。第二期

至第十二期，改由羅隆基編輯。 

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十一月四日下午一時，羅隆基因言論問題，在中國公學

教員休息室，被吳淞第七區公安局以帶走，問話好半天，才獲准交保１０７。 

  第四卷第一期特大號，是紀念徐志摩專號。徐志摩在民國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十

一月十九日，從南京搭機飛北平，在濟南黨家莊附近，撞山遇難。《新月月刊》趕在民

                                                 
１０４見梁實秋〈憶「新月」〉，《秋室雜憶》，頁 72。 
１０５說據梁實秋〈憶「新月」〉，《秋室雜憶》，頁72-73。   
１０６見朱文華著《魯迅、胡適、郭沫若連環比較評傳》，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頁367。 
１０７見羅隆基〈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新月月刊》，1931年第三卷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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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十一年（西元一九三二）二月出刊，編輯為羅隆基。因徐志摩過世，《新月》又停

刊了半年。第四卷第二期，在九月復刊，和十月出版的第三期，都是由葉公超一人編輯。 

  民國二十一年(西元一九三二)十一月至民國二十二年(西元一九三三)六月，《新月》 

在八個月內，出版了四期：第四卷第四期至第七期，編輯為葉公超、胡適、梁實秋、余 

上沅、潘光旦、邵洵美、羅隆基等七人１０８。 

《新月月刊》從在民國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三月十日出版第一卷第一號，至民

國二十二年（西元一九三三）六月一日出版第四卷第七期後停辦，前後共五年四個月，

共出版了四十三期。《新月月刊》所以停刊。民國六十六年九月，梁實秋先生在《新月‧

重刊本序》中說： 

  

到了民國十九年，《新月》的一夥人差不多都離開了上海，《新月》雜誌改由羅努

生編輯，內容逐漸變質，文藝學術的氣氛少，而政治評論的成份多。同時書店營

業亦有虧累，所以書店就決定關閉，《新月》雜誌亦告停刊１０９。 

 

梁實秋先生和《新月》書店與月刊的關係密切，由上敘述可知。他曾任《新月》書

店總編輯，長期擔任《新月》月刊編輯，在月刊上發表了許多文章、書評及翻譯作品。 

書評如德國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翻譯如《湯姆歐珊特詩》(Robert Burns：Tam 

O’Shanter) 、小說如《潘彼得》；還編有《白璧德與人文主義》，選輯吳宓、梅光迪在《學

衡》雜誌上所刊載的有關白璧德的論著，並作了一篇長序１１０，大力宣揚他留學哈佛時

的老師白璧德的「人文主義的思想」。 

  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四月十六日，梁 

實秋兒子梁文騏誕生１１１。 

       十、梁實秋前往山東青島後的事蹟與生活 

        （一）梁實秋為青島大學外文系主任 

   

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夏天，梁實秋應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今甫)之邀１１２，離 

開上海，前往山東青島，籌辦國立青島大學，擔任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館長。趙太侔為 

教務長１１３。聞一多則擔任國文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羅致了不少人才，如方令孺、游 

                                                 
１０８見梁實秋〈憶「新月」〉，《秋室雜憶》，頁 76。 
１０９見梁實秋〈《新月》前後〉，今收入陳子善編《雅舍談書》，頁 586。 
１１０梁實秋〈關於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梁實秋論文學》，(台北市，時報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78年 9
月初版)頁489-490。 

１１１見梁實秋《槐園夢憶》頁 51。  
１１２楊振聲(1890-1956)，字金甫，後改名今甫，山東蓬萊人。小說家。五四運動時畢業於北京大學，後遊
學英美，回國後在燕京大學任教。1930年奉命辦國立青島大學，擔任校長。後歷任北京大學、武昌大
學教授。著有短篇小說《漁家》等和中篇小說《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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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恩、丁山、姜叔明、張煦、譚戒甫等。 

冬，梁實秋的次女誕生，小名二元。 

     （二）梁實秋在青島時的生活情況 

青島背山面海，風景如畫；當時是一個小城，缺乏文化氣息，生活單調孤寂。校長 

楊振聲為使大家身心愉快，每當星期假日便在順興樓或厚德福設宴招待同人，時常一起

宴飲的有楊振聲、趙畸(太侔)、聞一多、梁實秋、陳命凡(季超)、劉本釗(康甫)、方令孺、

黃際遇(任初)。有一次，聞一多環顧座上，共有八人，立即觸發了靈感，信口而出：「我

們亦酒中八仙！」一語道出了他們豪飲歡樂的情狀。從此，一直以此為他們的雅稱１１４。 

在青島，梁實秋一家人住在魚山路四號。次年遷七號，距離匯泉海灘很近，經常全 

家到海灘游泳戲水，或到附近的第一公園乘涼、觀看動物、賞櫻；時常玩到夕陽下山還

捨不得回家。梁實秋的父親由於羨慕青島濱海之美，特地來到青島住了二十天；在此期

間，他們夫妻時時陪父親外出欣賞青島之美，並品嘗煙臺各式美食１１５。 

  梁實秋來青島後，為配合教學，開始有計畫閱讀英文學及國學方面的各種著作。 

  這一年，梁實秋辭去《新月》月刊的編輯職務。 

          （三）梁實秋開始翻譯《莎士比亞戲劇》 

  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十二月廿三日，胡適擔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 

就是美國庚款委員會的翻譯委員會主任委員，斥款五萬元，計劃翻譯《莎士比亞全集》， 

聘請聞一多、徐志摩、葉公超、陳源及梁實秋擔任翻譯，期以五年完成。胡適曾致信梁 

實秋說：「最重要的是決定用何種文體翻譯莎翁。我主張先由一多、徐志摩試譯韻文體， 

另由你和通伯譯散文體。試驗之後，我們才可以決定，或決定全用散文，或決定用兩種 

文體１１６。」但是，後來由於徐志摩空難早逝，聞一多熱衷於古籍研究，陳西瀅去了歐 

洲遊學，葉公超入了官場；因此，事實上只有梁實秋立刻著手進行，計劃一年完成兩劇， 

直至民國廿六年(西元一九三七)抗戰開始，才暫告停止。陳源，字通伯，筆名西瀅。 

  這年，梁實秋與胡適、羅隆基合著的《人權論集》出版，收輯他們刊載在《新月》 

月刊上的「論人權」的文章，有十幾篇。 

梁實秋的內弟程道寬在這一年遇難去世，內弟媳相繼而歿；梁實秋接岳母來上海奉 

養１１７。 

（四）梁實秋的論詩及談志摩散文             

                                                                                                                                                        
１１３趙太侔(1889-1968) ，又名畸，字海秋，山東益都人，戲劇教育家。早年留美，回國後曾任北京大學、

國立青島大學教務長、校長等職。又歷任山東大學、山東海洋學院教授。   
１１４見梁實秋的〈酒中八仙─記青島舊遊〉，今收入《雅舍雜文》，(臺北，正中書局，1983年 3月初版)頁

101-111。 
１１５見梁實秋《槐園夢憶》，頁 53-54。   
１１６見梁實秋的〈懷念胡適先生〉一文所附之胡適信箋真跡，今收入《看雲集》，(臺北，皇冠出版社，1984
年 8月第 1版)。  

１１７見梁實秋《槐園夢憶》，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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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一月，新月書店發行《詩刊》，梁實秋發表有關新詩的理 

論：有〈新詩的格調及其他〉、〈論詩的大小長短〉、〈什麼是「詩人的生活」〉１１８。此外，

又寫〈所謂《文藝政策》者〉、〈主與奴〉、〈資本家與藝術品〉等文章，在《新月月刊》

發表，回應魯迅的論戰。四月，梁實秋的〈文學的嚴重性〉，發表在《新月月刊》第三

卷第四號的「零星」專欄中談到：「普羅文學家」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文藝的領域裡，

以文藝為武器來擁護無產階級的利益，是錯得嚴重！梁實秋反對「為藝術而藝術」，認

為健全的文學家，沒有不把人生與藝術聯在一起的。文學不是給人解悶、給人開心的；

文學家之從事於創作是由於內心的要求，並且自己知道這是別人寫不出的，只有自己才

能寫、才能寫得好，如此才配稱為寫作１１９。 

  九月十八日，日本藉口柳條溝鐵路被炸，強佔瀋陽，爆發「瀋陽事變」。 

  十一月十九日，好友徐志摩搭乘中國航空濟南號飛機，由南京北上赴北平，飛機是 

一架馬力三百五十匹的小飛機，裝載郵件四十餘磅，乘客僅徐志摩一人，飛到離濟南五 

十里的黨加莊附近，忽遇漫天大霧，以致撞山失事。徐志摩遇難，享年卅六歲１２０。梁 

實秋在《新月》第四卷第一期《志摩紀念號》，發表〈談志摩的散文〉。他對徐志摩的散 

文作了很高的評價： 

    

志摩的散文，無論寫的是什麼題目，永遠的保持一個親熱的態度。我實在找不出

比『親熱的』更好的形容詞。他的散文不是板起面孔來寫的，他這人根本很少有

板面孔的時候。他的散文裏充滿了同情和幽默。他的散文沒有教訓的氣味，沒有

演講的氣味，而是像和知心的朋友談話１２１。 

 

後來梁實秋又作有《談徐志摩》一本小書，由臺北遠東圖書公司出版。 

  這年，梁實秋翻譯羅馬作家《西塞羅文錄》(後由臺北商務萬有文庫出版)。 

（五）梁實秋兼任《益世報‧文學周刊》編輯   

  民國廿一年(西元一九三二年)九月，青島大學奉部令改為國立山東大學。稍早，平、 

津學生針對「九一八事件」發動抗日的風潮，蔓延到青島；山東大學的學生也強佔火車， 

開往南京，政府當局無法制止，造成亂蕩局勢。青島大學在校務會議上，決議開除為首 

的學生，風潮擴大，演變成反對校長；最後校長楊振聲去職，趙太侔繼任。聞一多回母 

校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任教１２２。 

                                                 
１１８〈什麼是「詩人的生活」？〉、〈論詩的大小長短〉今收入《偏見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1986
年 12月初版)。   
１１９說據梁實秋的〈文學的嚴重性〉，今收入《梁實秋論文學》，頁 281-284。 
１２０見梁實秋的《談徐志摩》，頁 4，以及〈回首舊遊─紀念徐志摩逝世五十週年〉，收入《雅舍雜文》，(臺
北，正中書局，1983年 3月初版)頁155。 

１２１見梁實秋〈談志摩的散文〉，《新月月刊》第四卷第一期─志摩紀念號─。1932年出版。   
１２２見梁實秋《談聞一多》，頁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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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羅隆基為天津《益世報》總編輯；十一月，邀請梁實秋主編一個文學周刊，後 

改名《星期小品》，因此發表許多作品，如：〈魯迅的新著〉(1932.12.3)、〈通訊一則─翻

譯要怎樣才會好？〉(1932.12.10)、〈莎士比亞論金錢〉(1932.12.10)等１２３。 

  這年，梁實秋翻譯了英國作家喬治‧艾略特的《織工馬南傳》。並經常為劉英士主 

編《圖書評論》(國立編譯館刊行）寫書評，如：田漢譯〈哈孟雷特〉、Jaggerd等著的 

〈莎士比亞書目〉、傅東華譯〈失樂園〉等１２４。 

(六) 梁實秋在《益世報》發表許多評論文字 

  民國廿二年(西元一九三三)二月廿五日，女兒梁文薔誕生。分娩之後不久，四個孩 

子同時感染猩紅熱，次女不幸夭折，梁夫人程季淑女士尤為傷心１２５。 

這年，梁實秋在《益世報‧文學周刊》寫了許多文章，其中針對魯迅的〈幫忙文學 

與幫閑文學〉一文１２６，發表了〈「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質疑〉(1933.1.14)、〈代庖的「普

羅文學」〉(1933.2.4)，另外又寫了〈普列漢諾夫及其藝術理論〉(1933.4.29及5.6) ⋯等。 

  六月，《新月月刊》出版最後一期(四卷七期)。 

八月，聞一多與葉公超、余上沅等在北平籌辦《學文月刊》。次年五月發刊。 

這年下半年，梁實秋在《益世報‧文學周刊》繼續發表許多文學評論，如：〈文學

的永久性〉(1933.8.5)、〈文藝自由〉(1933.10.28)、〈文學與大眾〉(1933.11.11)、〈何謂健

全的批評？〉(1933.12.23)等等１２７。 

梁實秋在青島住了四年，才離開青島前往北平。他作有〈憶青島〉一文，收於《雅

舍散文》中，大抵可見他在青島時的愉快生活。 

十一、梁實秋在北京大學任教時的事蹟 

(一) 擔任北京大學外文系教授兼主任 

民國廿三年(西元一九三四年)秋天，梁實秋應胡適的邀請，從青島前往北平，擔任

北京大學外文系教授兼主任。同事有朱光潛１２８、蒯叔平、楊丙辰、周作人１２９、潘家洵、

張穀若、梁遇春１３０等。在這之前，胡適於民國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曾兩度寫信給

                                                 
１２３三篇文章，今均收入黎照編注《魯迅梁實秋論戰實錄》，頁 356,593,626。  
１２４見梁實秋《槐園夢憶》，頁 55-56。 
１２５見梁實秋《槐園夢憶》，頁 55。 
１２６魯迅的〈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一文，最初發表於 1932年 12月 17日天津《電影與文藝》創刊號，
後收入魯迅的《集外集拾遺》。   

１２７上述四篇文章，今均收入黎照編注《魯迅梁實秋論戰實錄》。其中〈文學的永久性〉也收入梁實秋的
《偏見集》，1934年 7月由上海正中書局出版，1978年 9月收入《梁實秋論文學》，由臺北時報文化事
業出版。 

１２８朱光潛(1897-1986)，筆名孟實、盟石，曾經留學英、法；回國後，先後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四川
大學、武漢大學等校任教，是當代著名的美學家和文藝理論家。一生提倡美學，追求人生的美化。  

１２９周作人(1885-1967)，是魯迅二弟，在文壇與魯迅並稱。他的小品文以恬淡見長，是「五四」以降最負
盛名的散文家及文學翻譯家。   

１３０梁遇春(1906-1932)，福建閩侯人。1928年北大英文系畢業後，曾到暨南大學任教，第二年返回北大圖
書館工作後因染急性猩紅熱，猝然去世。文學活動始於大學時，主要是翻譯西方文學作品和寫作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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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實秋，除了談到有關《莎士比亞》的翻譯之外，也打算藉「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的

資助，吸收一些比較年輕的學人到北大，作為生力軍、新血輪；因此極力邀請梁實秋到

北大１３１。 

梁實秋的父母也不希望他久居外地，所以回北平後，舉家便由大取燈胡同一號，遷

回老宅內務部街二十號，與父母同住。梁實秋一家三代大小十幾口，再加女傭工人六七

人，是一個相當大的家庭。夫人程季淑管理得井井有條，使上下都滿意。正因為這樣，

梁實秋能很快安下心來，一邊忙著教書，一邊翻譯莎士比亞戲劇及其他寫作的活動１３２。 

這年，他編註大學教材《英詩選讀》；出版著作有：《約翰孫》(上海商務印書館)、《文

藝批評論》(上海中華書局)、《偏見集》(上海正中書局)。此外，應《現代》雜誌編者施

蟄存的邀稿，梁實秋在該刊第五卷第六期《現代美國文學專號》發表了《白璧德及其人

文主義》，這是梁實秋評介白璧德及其人文主義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 

他的家離東安市場約二十分鐘。 

(二) 梁實秋創辦《自由評論》周刊 

  民國廿四年(西元一九三五年)秋天，梁實秋創辦《自由評論》周刊，鼓吹愛國，提

倡民主；文藝部分有謝冰心、周作人、李長之等人撰稿。刊物共出四十七期，廿五年十

月停刊。 

  這年冬天，夫人程季淑懷孕五月流產，從此實行生育節制１３３。 

     （三）梁實秋翻譯莎士比亞戲劇八種出版及演出 

民國廿五年(西元一九三六年)，梁實秋先生所譯莎士比亞戲劇八種：《哈姆雷特》、《馬

克白》、《李爾王》、《奧賽羅》、《威尼斯商人》、《如願》、《暴風雨》、《第十二夜》，由上

海商務印書館發行。第二年(西元一九三七年)，南京國立戲劇學校第一屆畢業生公演梁

實秋所翻譯的《威尼斯商人》。余上沅為戲劇學校校長，邀請梁實秋專程前往南京觀賞，

上沅派人會同王平陵接他。他說甚為成功。 

（四）七七盧溝橋事變，梁實秋與家人暫別 

  民國廿六年（西元一九三七），梁實秋前往江西，參加六月廿三日。委員長蔣中正

先生與汪兆銘先生聯合召開的「廬山會議」，宣布抗日戰爭已到最後關頭。會議後，即

返北京。 

  七月七日，日本軍隊在河北宛平縣城附近，舉行軍事演習，謊稱：一名士兵失蹤，

要求入城搜索。遭到我方拒絕。次日早晨，日軍便向宛平縣城及盧溝橋西側進攻，於是

爆發「盧溝橋事變」。廿八日，北平陷落。梁實秋預立遺囑，隻身走天津，下榻羅隆基

家。《益世報》一向鼓吹抗日；總經理生寶堂被日軍逮捕被害。梁實秋遂偕羅隆基乘船，

繞道青島，經濟南，轉赴南京。南京遭受日機轟炸，動亂不安。梁實秋與羅隆基走投無

                                                 
１３１說據梁實秋的〈懷念胡適先生〉，收入《看雲集》，頁 22-23。  
１３２見梁實秋《槐園夢憶》，頁 56-58。 
１３３見梁實秋《槐園夢憶》，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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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奔走二日後，有教育部發給梁實秋救濟金二百元、「岳陽丸」船票一張，囑赴長沙

待命。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之下，和羅隆基匆匆分手１３４。 

  梁實秋從下關，擠上被我方扣留的日本商船「岳陽丸」號，與葉公超、楊金甫、俞

珊、張彭春在船上相遇。抵長沙後，梁實秋與葉公超暫住青年會，後移居韭菜園的一棟

房子，是樊逵羽租下的北大辦事處。梁實秋等是北平各大學教授南下的第一批，隨後張

忠紱也趕來。好友龔葉雅時在湖南湘潭，旋至長沙和他相見。 

  梁實秋滯留長沙月餘。平津教育界人士，陸續南下的不少。大家共推梁實秋返回北

平籌劃接眷，集體南下。秋間，梁實秋抵達青島，搭「順天輪」前往天津，不幸到威海

衛附近，船上發現霍亂病例，船泊大沽口外，日軍不許進港，每日檢疫一次。海上拘禁

二十一日，衣單食少，狼狽不堪。到天津後，投宿皇后飯店，立刻和夫人程季淑通電話；

第二天，她攜帶一包袱的冬衣，到天津與他相會一天。亂離重逢，相擁而泣。梁實秋和

她同留天津數日後，返北平省親，滯留三月餘。 

  到民國廿七年(西元一九三八年)七月，國民參政會在漢口成立，梁實秋被推選為參

政員，他又離開北平，搭船到香港，飛往漢口１３５。從此他加入參政會，連續四屆，直

到抗戰勝利後參政會結束為止。參政會是戰時全國團結一致對外的象徵，並無實權，包

括各方面人士：毛澤東、周恩來、鄧穎超、秦邦憲等共產黨人亦列名其中。 

梁實秋的夫人程季淑因幼年失怙，事母至孝，結婚以來即母女相依，當時他的岳母

年已老邁，不堪跋涉，程季淑遂決定留在北平照顧母親１３６。夫人及子女仍留北平，從

此夫妻分離六年之久１３７。 

   十二、梁實秋經漢口至重慶後的事蹟 

  民國廿七年（西元一九三八），梁實秋到了漢口。七月，他參加參政會第一次會議，

通過各級教育的實施方案１３８。九月，搭國民參政會專輪赴四川重慶。 

（一）梁實秋負責編輯中小學教科書 

梁實秋到重慶前，應教育部次長張道藩之邀，參加教育部的「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

委員會」，擔任中小學教科書組主任，負責編印一套教科書，包括國文、歷史、地理與

公民四科，供應戰時後方中小學的急需。南京中學校長李清悚為副主任，委員會設在重

慶兩路口附近山坡上，羅致了數十位專門人士參加編務，全套幾十本，都能剋期完稿付

                                                 
１３４見梁實秋《槐園夢憶》，頁 61-62。 
１３５見梁實秋《槐園夢憶》，頁 63。 
１３６見梁實秋《槐園夢憶》，頁 63。    
１３７見梁實秋《槐園夢憶》，頁 63。   
１３８國民參政會是訓政時期的一個臨時諮議機構，在民國二十一年(西元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國民黨
召開四屆三中全會時即已決議成立。其職權有四：一、政府對內對外之重要施政方針，於施行前應提
交國民參政會議決；二、得提出建議於政府；三、聽取施政報告，暨向政府提出詢問案；四、得組織
調查委員會，調查政府委託考察事宜。見張玉法的《中國近代現代史》，(臺北，臺灣東華書局，1994
年 4月 12版 8刷)頁頁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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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校對出版，供應後方各地學校使用。梁實秋說：工作人員緊張無比。 

後來，商務印書館王雲五先生，認為抗戰勝利後教科書會開放民營，邀請梁實秋另

編一套「中小學教科書」，準備抗戰勝利時推出。他又約集友人編纂，經過兩年，終於

完成；不料抗戰勝利後，時局丕變，教科書仍由政府辦理。梁實秋說，他所主編的另一

套教科書的稿子只好束之高閣。梁實秋說：國語第一冊第一課是：「來，來，來上學」。

有人批評，這幾個字筆畫太多，不便初學。後來再編時改為：「去，去，去上學」。他說：

編教科書，不親自嘗試不知其難１３９。 

（二）梁實秋接編中央日報副刊受到左翼文人的攻擊１４０ 

  民國廿七年（西元一九三九）十二月一日，梁實秋應《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的邀

請，接編重慶《中央日報》副刊《平明》；他在「編者的話」裏提出： 

 

於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是真實流暢，

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至於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都沒

有益處的１４１。 

 

受到左翼文人羅蓀、張天翼、郭沫若、宋之的、姚蓬子等攻擊，批評他「苦勸人家寫與

抗戰無關的東西」。針對這些批評，梁實秋寫了〈「與抗戰無關」〉一文，刊載在十二月

六日的《中央日報》，一則反駁羅蓀的誤解，一則再次重申立場：(一) 與抗戰有關的材

料，我們最為歡迎。(二) 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是真實流暢，也是好的１４２。 

  這年，長沙商務印書館再版梁實秋的《文學的紀律》。 

（三）梁實秋的北碚「雅舍」 

  民國廿八年(西元一九三九)四月，日本飛機開始轟炸重慶。教科書編輯委員會遷至

北碚辦公。梁實秋因此辭去《中央日報》副刊《平明》主編職務。梁實秋遷到北碚，最

初住在辦公室的三樓，見到住在隔壁的方令孺有一本英國女小說家愛美萊‧勃朗特(Emily 

Bronte)的《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1846)；他就借來譯成中文１４３。 

  五月三日，重慶遭到日機猛烈轟炸。四日，梁實秋由北碚乘船至重慶，探視龔業雅

夫婦，遇到日機大舉轟炸，他們的房屋被炸塌。他描寫這次轟炸情形說： 

    

時已午夜，山城高聳一片火海，竹築的房屋燒得? ? 啪啪響，有如爆竹１４４。 

                                                 
１３９事詳梁實秋〈回憶抗戰時期〉，《雅舍散文》，頁172-175。 
１４０見梁實秋〈悼念道藩先生〉，收入《看雲集》，(臺北，志文出版社，1974年 3月初版)頁 101。   
１４１ 見梁實秋〈《中央日報‧平明》編者的話〉，收入《雅舍談書》，頁 600。 
１４２ 說據劉炎生《才子梁實秋》，(南昌市，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 3月初版)頁 192-194。 
１４３說取梁實秋的〈《咆哮山莊》的故事─為我的一部舊譯補序〉，今收入《雅舍雜文》，(台北市，正中書
局，1987年 11月初版 3印) 頁1。 

１４４ 見梁實秋〈回憶抗戰時期〉，《雅舍散文》，頁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