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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梁實秋先生的散文作品的分類與考述 

梁實秋先生著作豐富，文類包涵散文、詩、小說與翻譯；但我這篇論著只研究他的

散文創作。梁實秋的散文集，已問世的共有三十六本，包涵：小品與雜文、論說、傳記、

遊記、書信、回憶錄、札記等七大類，一一簡介其內容特點與出版時地。 

      第一類、梁實秋的小品與雜文 

這裡為論介方便，我把梁實秋先生的第一類「小品與雜文」作品，又區分為「雅舍

小品」、「雅舍散文」、「選集」與「雜文」四小類來論介，俾使更具系統性與聯貫性。 

一、梁實秋的《雅舍小品》簡介 

梁實秋所寫的一系列的《雅舍小品》，其風格與取材相當一致，故一併在這裡加以

介紹，略述篇目、內容與評論。還有陳子善主編的《雅舍小品補遺》。 

（一）《雅舍小品》簡介 

《雅舍小品》，依序是《雅舍小品》、《雅舍小品續集》、《雅舍小品三集》、《雅舍小

品四集》，都是由臺北正中書局出版。《雅舍小品》於西元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初

版，收小品文三十四篇。《續集》於西元一九七三年(民國六十二年)出版，收三十二篇。

《三集》於一九八二年（民國七十一年）出版，三十七篇；《四集》於西元一九八六年(民

國七十五年)出版，四十篇。除《雅舍小品》為三十二開本，其餘三集均為二十八開本。

至西元一九八六年（民國七十五年）五月，臺北正中書局（臺北市衡陽路 20號）將四

集合併為合訂本，共收小品文一百四十三篇，書名統稱為《雅舍小品》，二十八開本，

共二百○七頁；封面由正中書局的王維安先生繪製，插圖則由傅抱石所繪，有襲業雅作

的序１。 

西元一九六○年（民國四十九年），臺北遠東圖書公司（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6

號）印行「中英對照本」的《雅舍小品》，由時昭瀛英譯，三十二開本，共三百一十八

頁。 

西元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梁實秋先生在四川重慶，應《星期評論》主編

劉英士的邀請，開闢專欄，每期兩千字，用筆名子佳，一連寫了十篇，取名為《雅舍小

品》。刊物停辦，他又寫了十篇，散見於當時重慶、昆明等處報刊；中日戰事結束後，

他回到北京，應南京《世紀評論》主編張純明之邀，在《世紀評論》又陸續發表了十四

篇，仍然沿用《雅舍小品》的名義。前後共計三十四篇文章。這是《雅舍小品》誕生的

起因。梁實秋先生在〈《雅舍小品》合訂本後記〉說道：張純明主編的《星期評論》後

                                                 
１ 見梁實秋〈《雅舍小品合訂本》後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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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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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停刊，但是《雅舍小品》仍然繼續寫了下去，直到抗戰勝利之後回到北平，才把散見

於幾種刊物的小品輯為一冊，交由商務印書館印行。《雅舍小品》本來沒有封面，自第

三十版起，由正中書局的王維安先生繪製封面。 

《雅舍小品》四集，收入的文章有：〈雅舍〉、〈孩子〉、〈音樂〉、〈信〉、〈女人〉、〈男

人〉、〈洋罪〉、〈謙讓〉、〈衣裳〉、〈結婚典禮〉、〈病〉、〈匿名信〉、〈第六倫〉、〈狗〉、〈客〉、

〈握手〉、〈下棋〉、〈寫字〉、〈畫展〉、〈臉譜〉、〈中年〉、〈送行〉、〈送行〉、〈旅行〉、〈「旁

若無人」〉、〈詩人〉、〈汽車〉、〈講價〉、〈豬〉、〈理髮〉、〈鳥〉、〈乞丐〉、〈運動〉、〈醫生〉、

〈窮〉、〈舊〉、〈洗澡〉、〈樹〉、〈讀書〉、〈手杖〉、〈牙籤〉、〈睡〉、〈垃圾〉、〈由一位廚師

自殺談起〉、〈觀光〉、〈髒〉、〈狗〉、〈老年〉、〈聾〉、〈不亦快哉〉、〈敬老〉、〈退休〉、〈頭

髮〉、〈怒〉、〈沈默〉、〈窗外〉、〈吃相〉、〈雪〉、〈貓的故事〉、〈滑竿〉、〈算命〉、〈書〉、〈請

客〉、〈商店禮貌〉、〈虐待動物〉、〈北平年景〉、〈正月十二〉、〈書房〉、〈送禮〉、〈排隊〉、

〈爆竹〉、〈醃豬肉〉、〈蘿蔔湯的啟示〉、〈喜筵〉、〈年齡〉、〈痰盂〉、〈搬家〉、〈看報〉、〈?〉、

〈講演〉、〈同鄉〉、〈代溝〉、〈臺北家居〉、〈唐人自何處來〉、〈雙城記〉、〈健忘〉、〈暴發

戶〉、〈嬾〉、〈饞〉、〈鼾〉、〈喝茶〉、〈飲酒〉、〈吸煙〉、〈同學〉、〈簽字〉、〈狗肉〉、〈過年〉、

〈夢〉、〈電話〉、〈飯前祈禱〉、〈照相〉、〈圓桌與筷子〉、〈廉〉、〈燒餅油條〉、〈讓〉、〈「啤

酒」啤酒〉、〈守時〉、〈對聯〉、〈圖章〉、〈錢〉、〈勤〉、〈包裝〉、〈頭髮〉、〈制服〉、〈職業〉、

〈書法〉、〈廚房〉、〈廢話〉、〈求雨〉、〈一條野狗〉、〈幸災樂禍〉、〈快樂〉、〈北平的冬天〉、

〈一隻野貓〉、〈領帶〉、〈點名〉、〈我看電視〉、〈獎券〉、〈婚禮〉、〈鑰匙〉、〈銅像〉、〈計

程車〉、〈鬼〉、〈好漢〉、〈球賽〉、〈偏方〉、〈窩頭〉、〈厭惡女性者〉、〈教育你的父母〉、〈乾

屎橛〉、〈風水〉、〈天氣〉、〈禮貌〉、〈高爾夫〉等一百四十三篇。 

〈雅舍〉是《雅舍小品》最膾炙人口的作品之一。梁實秋提到雅舍環境雖不美，但

卻自有其動人之處，最好的是皎潔的月夜：  

 

看山頭吐月，紅盤乍湧，一霎間，清光四射，天空皎潔，四野無聲，微聞犬吠」；

無奈的則是遇到大雨滂沱：「屋頂濕印到處都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擴大如盆，

繼則滴水乃不絕，終乃屋頂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出綻，砉然一聲而泥水下注，

此刻滿室狼藉，搶救無及２。 

 

梁實秋曾自述《雅舍小品》暢銷的原因有二：一是每篇都很簡短；二是所寫的均是

身邊瑣事，既未涉及國是，亦不高談中西文化問題。由篇目可看出：《雅舍小品》寫的

不外乎是衣食住行、營業娛樂、人倫道德、世態炎涼、生老病死及人際交往等題材；而

人際交往、人倫道德的篇章，約占《雅舍小品》的二分之一，如：〈孩子〉、〈女人〉、〈男

人〉、〈謙讓〉等，不但有深刻入微的觀察，對人性也有獨到的刻畫。例如他寫女人，揣

                                                 
２ 見梁實秋《雅舍小品合訂本》，  (臺北，正中書局，1986年 5月初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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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女人的種種心性，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女人喜歡撒謊、善變、愛哭、膽小，「她為

了男人，為了小孩，能忍受難堪的委曲。⋯⋯一旦精神上再受刺激，便忍無可忍，一腔

悲怨天然的化做一把把的鼻涕眼淚，從『安全瓣』中汩汩而出，騰出空虛的心房，再來

接受更多的委曲。」他寫男人，寫男人的髒、懶、饞、自私、好色⋯⋯，而且男人說「他

愛女人，其實他不愛，是享受女人。他不問他給了別人多少，但是他要在別人身上儘量

榨取⋯⋯他若是感覺到這家不復是他的樂園，他便有多樣的藉口不回到家裡來。」將人

性的百態，以幽默中帶諷刺的筆觸，作入木三分的剖視。 

梁實秋在寫給陳衡粹的信中說：「我寫的《雅舍小品》已出了三集，約短文百篇，⋯⋯

多半是傷時懷舊之作。」可知除了摹寫世態人情、刻畫人性之外，在《雅舍小品》中，

也不乏懷舊思鄉、托物寄情的作品。如在〈北平年景〉一文寫道：「過年須要在家鄉裏

才有味道。羈旅淒涼，到了年下只有長吁短嘆的分兒，還能有半點歡樂的心情？而所謂

家，至少要有老小二代，若是上無雙親，下無兒女，只剩下伉儷一對，大眼瞪小眼，相

敬如賓，還能製造什麼過年的氣氛？北平遠在天邊，徒縈夢想。」思鄉之情，溢於言表。 

前後期的《雅舍小品》有一貫之的精神格調，但也有風格的變化。鄭明娳在〈梁實

秋散文概說〉指出：「《雅舍小品》初集與二、三、四集迥然分成兩個單元。初集是典型

的幽默詼諧小品，爾後則諷刺大為收歛，幽默也已淡然，取而代之的是娓語文體，風格

趨於平穩樸實。」 

余光中在〈文章與前額並高〉中，論述《雅舍小品》動人的因素有三：首先為機智

閃爍，諧趣迭生，時或滑稽突梯，卻能適可而止，不隨俗趣。其次是文中常有引證，而

中外逢源，古今無阻。最後是文字簡潔圓融、文白融會。 

          （二）《雅舍小品補遺》簡介 

西元一九九七年（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臺北九歌出版社（臺北市八德路三段 12

巷 57弄 40號）出版，三十二開本，二百四十二頁。收梁實秋先生從民國十七年（西元

一九二八）到民國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發表在上海《新月》、《論語》，天津《益

世報‧文學周刊》、《益世報‧星期小品》，北平《晨報‧文藝》，重慶《中央日報‧平明》

及《文潮月刊》上的文章。內容分上、下輯，上輯保留了《雅舍小品》系列作品的鮮明

主線─刻畫人性，抒寫人情，如〈說胖〉、〈吃醋〉、〈握手〉等篇章；下輯則多為懷舊憶

昔的文章，如〈悼朱湘先生〉、〈躍馬中條記〉、〈法巡捕房的一幕〉等。 

《雅舍補遺》與《雅舍小品》最大的不同是：整部書四十三篇文章，僅有九篇署名

「實秋」或「梁實秋」，其餘均採筆名，如：子佳、徐丹甫、李敬遠、劉惠鈞⋯⋯等，

多達十九個。其中在《益世報‧星期小品》中所使用的筆名，即高達十個。陳子善在〈《星

期小品》與「雅舍」佚文〉裡談道：《星期小品》創刊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刊名

由梁實秋親筆題寫，星期天出版，每次半版篇幅。當時梁實秋擔任北師大英語系教授，

遙領《星期小品》編務，按時稿件寄到天津拼版付印。由於他編副刊喜歡親自動手，往

往一個版面半數以上文章，都由他本人執筆，有時甚至獨自包攬，所以需要不斷變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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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也有不便署名之時，非得用筆名發表不可的３。 

陳子善進一步指出：這些新發現的佚文中，固然有為湊版面的急就章，但大都能與

已收集的《雅舍小品》媲美，它們或在平正樸實中流露風趣，或在幽默詼諧中顯現溫厚，

「在最尋常的人生態中體味到人世間最深沈的悲哀」，曲折靈動，情思綿綿，其藝術價

值完全值得充分肯定。例如署名馬天祥的〈房東與房客〉： 

 

鬧到這個地步，關係該斷絕了罷？啊不。房客賭氣搬家，不，這個氣賭不得，賭

財不賭氣。房東攆房客搬家，更不行，攆人搬家是最傷天害理的事，誰也不同情，

而且事實上也攆不動，房客像是生了根一般。打官司麼？房東心裡明白：請律師

遞狀，開庭，試行和解，開庭辯論，宣判，二審，三審，執行，這一套程序不要

兩年也得一年半，不合算。沒法子，嘔罷。房東和房客就這樣的在嘔著。世界上

就沒有人懂得一點賓主之誼，客客氣氣，好來好散的麼？有。不過那是在「君子

國」裡。 

 

以及署名魏璞的〈市容〉： 

 

我想來到這市上巡禮的那個人，於風馳電掣的在街上兜通圈子之後，一定要盛讚

市政大有進步。沒見一個人在街邊蹲著喝豆汁，大概是全都在家裡喝牛奶了。整

潔的市街，像是新刮過的臉，看著就舒服。把襤褸破碎的東西都趕走，掖藏起來，

至少別在大街上擺著，然後大人先生們才不至於惡心，然後他們才得感覺到與天

下之人同樂的那種意味。把攤販趕走，並不是把他們送到集中營裡去的意思，只

是從大街兩旁趕走，他們本是遊牧的性質，此地不准擺，他們還可以尋到另外僻

靜些的所在。大街上看不見攤販，就行，「眼不見為淨」。 

 

這些小品醇樸淡雅，機智含蓄，而且亦莊亦諧，往往令人有掩卷莞爾，回味無窮之妙；

無論從思想、情趣，或從縱放自如的風格來看，都是典型的《雅舍》小品。 

三、 梁實秋《雅舍散文》的簡介 

《雅舍散文》共有兩集，分別是《雅舍散文》、《雅舍散文二集》。《雅舍散文》於民

國七十四年（西元一九八五）初版，收小品文三十三篇，二百五十頁；《雅舍散文二集》

於民國七十六年（西元一九八七）初版，收有小品文三十篇，二百四十五頁。二書均由

臺北九歌出版社（臺北市八德路 3段 12巷 57弄 40號）出版，三十二開本。 

《雅舍散文》內容可分為五類，其中以懷舊惜昔的文章居多，佔了三分之一，如：
                                                 
３見陳子善〈《星期小品》與「雅舍」佚文，收入陳子善編《雅舍小品補遺(1928-1948) 》，(臺北，九歌出
版社，1997年 11月初版)頁21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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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將〉、〈東安市場〉、〈又逢癸亥〉、〈回憶抗戰時期〉、〈憶青島〉⋯⋯等。其次是物趣

小品，也占了八篇：〈小花〉、〈鐘〉、〈火車〉、〈文房四寶〉、〈鴉片〉和以「白貓王子」

為題材的三篇文章。再其次是生活雜感八篇：〈廣告〉、〈聾〉、〈時間即生命〉⋯⋯等。

接著是讀書札記四篇：〈影響我的幾本書〉、〈一百洋客〉、〈剽竊〉、〈山〉。最後是文學評

論兩篇：〈散文的朗誦〉、〈文字、文學〉。 

《雅舍散文二集》的內容分類，和《雅舍散文》部分相同，如：（一）生活雜感：〈正

朔〉、〈父母的愛〉、〈二手煙〉、〈信用卡〉⋯⋯等，共十二篇。（二）懷舊憶昔：〈憶李長

之〉、〈記得當時年紀小〉、〈不要被人牽著鼻子走〉、〈六朝如夢〉，共四篇。（三）物趣小

品：〈鬍鬍〉、〈盆景〉、〈白貓王子八歲〉、〈白貓王子九歲〉，共四篇。其餘三類文章，則

是異於《雅舍散文》的，分別是：（一）翻譯經驗談：〈漫談翻譯〉、〈與莎翁絕交之後〉、

〈《織工馬南傳》的故事〉、〈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共四編，（二）序跋文章：〈《雅

舍小品》合訂本後記〉、〈與動物為友〉、〈《潘彼得》重版後記〉，共三篇。（三）訪問實

錄一篇：〈「豈有文章驚海內」〉。 

《雅舍散文》一集、二集，內容比《雅舍小品》繁雜，其中較突出的則是懷鄉憶舊

的文章。例如《憶青島》介紹了青島的歷史及其美麗景致：  

 

由青島驅車至九水，就是山麓，清流汨汨，到此塵慮全消。捨車扶策步行上山，

仰視峰嶝，但見嵾嵯翳日，大塊的青石陡峭如削，絕似山水畫中之大斧劈的皴法，

而且牛山濯濯，沒有什麼迎客松五老松之類的點綴，所以顯得十分荒野。有人說

這樣的名山而沒有古蹟豈不可惜，我說請看隨便哪一塊巍巍的巨岩不是大自然千

百萬年錘煉而成，怎能說沒有古蹟？幾小時的登陟，到了黑龍潭觀瀑亭，已經疲

不能興。其他勝境如清風嶺碧落巖，則只好留俟異日。遊山逛水，非徒乘興，也

須有濟勝之具才成。 

 

而〈回憶抗戰時期〉一文，梁實秋詳細記錄自己在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期間，由北平

逃離到南京，再轉抵長沙的艱辛路程，爾後奉派參加華北慰勞視察團，以及在重慶參與

中小學校科書及民眾讀物編寫的情形。這兩篇憶舊文章，據實描寫，持論客觀，對於了

解梁實秋在青島及重慶的經歷，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此外，《雅舍散文》一集、二集，也有雋永的寓理文章，如在〈時間即生命〉一文

中，梁實秋指出： 

  

因為時間即生命。沒有人不愛惜他的生命，但很少人珍視他的時間。如果想在有

生之年做一點什麼事，學一點什麼學問，充實自己，幫助別人，使生命成為有意

義，不虛此生，那麼就不可浪費光陰。這道理人人都懂，可是很少人真能積極不

懈的善為利用他的時間。⋯⋯我痛自反省，我發現，除了職務上的必須及人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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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能免的活動之外，我的時間大部分都浪費了。我應該集中精力，讀我所未讀

過的書，我應該利用所有時間，寫我所要寫的東西。但是我沒能這樣做。我的好

多的時間都糊裏糊塗的混過去了，「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這些文章，不僅寓理於自省之中，且懇切真摯，發人深省。又如在〈流行的謬論─樹大

自直〉的結論談道： 

 

樹要修要剪，要扶要培。孩子也是一樣。彎了的樹不會自直，放縱壞了的孩子大

概也不會自立。西諺有云：「捨不得用板子，便會縱壞了孩子。」約翰孫博士不

完全反對體罰，孩子的行為若是不正，在他身上肉厚的地方給幾巴掌，他認為最

是簡捷了當的處理方法。 

 

作者在批判俚語俗諺所誤導的風氣之同時，仍能以溫厚的態度，提示人生的哲理，

充分展現了哲理散文的特色。 

三、梁實秋選集的簡介 

梁實秋的文章編成選集出版的，有《實秋自選集》、《梁實秋自選集》、《梁實秋文選》、

《梁實秋文存》四本，現在歸為一類作簡介，並說明其選文的異同。 

（一）《實秋自選集》簡介 

一九五四年（民國四十三年）十月，臺北勝利出版社（臺北市上海路一段〔今林森

南路〕12號）初版，三十二開本，共一百五十四頁。內容分四輯，共收有二十九篇文章。

一九六一年（民國五十年）一月，改由臺北新陸書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123號）出

版，書名也改為《梁實秋選集》，二十八開本，一百五十四頁。 

梁實秋先生在《實秋自選集‧序》裡說道： 

  

第一輯是我的學生時代的寫作之一斑。掉書袋的毛病是明顯的，但是可以看出我

的思想（如果有的話）的淵源。第二輯是我一面和左傾思想鬥爭，一面和浪漫思

想論辯的一些文字。第三輯是我所寫的一些小品文，原已輯為《雅舍小品》行世，

這裡選的是一部分。第四輯是我來臺灣以後的一部份成績，性質是很雜的。 

 

第一輯的篇目有：〈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詩與圖畫〉、〈與自然同化〉、〈文

學的紀律〉。如梁實秋所說，此四篇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淵源。尤其是〈現代中國文學之

浪漫的趨勢〉一文，梁先生在文中闡述〈新文學運動〉的幾個特點，以證明這運動趨向

於「浪漫主義」，理由是：「（一）新文學運動根本的受外國影響；（二）新文學運動是推

崇情感輕視理性；（三）新文學運動所採取的對人生的態度是印象的；（四）新文學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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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皈依自然並側重獨創。」梁先生在文章結尾並再次強調上述四點，是現代中國文學最

顯著的現象，同時也是藝術上浪漫主義最主要的成分。 

第二輯的篇目有：〈文學與革命〉、〈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所謂「文藝政策」

者〉、〈文學與科學〉、〈古今之爭〉。五篇均作於民國十七至二十年，與魯迅論戰時期的

文章，後來收入《偏見集》及《梁實秋論文學》裡。在梁實秋的文藝思想中，人性是一

個關鍵的概念，它聯繫著梁實秋對文學的本質、文學的社會功用，以及文學的價值尺度

等核心問題的看法；而這些特點在〈文學與革命〉一文中可窺見一、二，他強調：「偉

大的文學乃是基於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測量文學的唯一標準」、「文學所要求的

只是真實，忠於人性」。此外，針對魯迅的〈革命時代的文學〉裡提到的「革命的文學」

之主張，提出駁斥：  

 

革命運動對於文學的影響，是誘發人們的熱情，激起人們對於虛偽的嫉惡，惹動

人們對於束縛的仇恨。這種影響的本身不是壞的，縱然不能提高文學的價值，至

少亦不致於文學的價值有損，但是這種影響容易發生不良的結果，且不可避免的

流於感情主義，以及過度的浪漫。 

近來有人提倡「革命的文學」，但是我覺得他們並不是由文學方面來觀察；反對

「革命的文學」者似乎又是只知譏諷嘲弄。吾人平心靜氣的研究，以為「革命的

文學」這個名詞實在是沒有意義的一句空話，並且文學與革命的關係也不是一個

值得用全副精神來發揚鼓吹的題目。 

 

第三輯的篇目有：〈雅舍〉、〈孩子〉、〈女人〉⋯⋯等十三篇，是節錄自《雅舍小品》

初集的作品。 

第四輯篇目有：〈文學講話〉、〈平山堂記〉、〈關於魯迅〉、〈詩與詩人〉、〈杜甫與佛〉、

〈早起〉、〈孚斯塔夫的命運〉等七篇。如梁先生自己所言：性質較雜。其中〈詩與詩人〉、

〈文學講話〉是屬於文學評論，後者內容主要在探討文學的本質，以及對新詩、小說、

戲劇、散文、文藝批評等方面的論述，可以稱得上是梁實秋先生文學觀的雛型。〈平山

堂記〉是一篇懷舊文章，回憶自己在民國三十八年應聘中山大學教書的生活，〈杜甫與

佛〉屬於讀書札記；〈早起〉是生活雜感；〈孚斯塔夫的命運〉則是探討莎士比亞戲劇作

品中的一個人。至於〈關於魯迅〉，是一篇傳記小品。距離梁、魯論戰近四十年之後，

梁先生重新看待魯迅的人與作品，有了更持平、公允的見解：  

 

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亙胸中，一吐

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制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的洩忿的對象。

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為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

的國文的根柢在當時一般白話文學作家裡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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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確是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為零星的諷刺

來看，是有其價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

為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是不夠的，他必需要有一套積極的思想，

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構成什麼體系，至少也要有一個正

面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他有的只是一個消極的態度，勉強歸納起來，即是

一個「不滿於現狀」的態度。 

 

           （二）《梁實秋自選集》簡介 

一九七五年（民國六十四年）五月，臺北黎明文化公司（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49

號）初版，三十二開本，共三百六十頁，收有四十五篇文章。內容分兩輯，第一輯是文

學理論，有十三篇，其中〈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文學的紀律〉、〈文學與革

命〉⋯⋯等九篇，與民國四十三年勝利出版社出版的《實秋自選集》第一、二、四集部

分內容重疊，不同的是：〈文學的美〉、〈批評家之皮考克〉及〈「李爾王」辯〉等三篇文

章、是前者未選入的。第二輯散文部分，收有三十一篇文章，其中十七篇文章，同樣與

《實秋自選集》重覆，十五篇是選自《雅舍小品》初集的作品，如：〈雅舍〉、〈孩子〉、

〈男人〉、〈女人〉⋯⋯等；另外兩篇是〈關於魯迅〉、〈杜甫與佛〉。不同於《實秋自選

集》的十四篇文章，內容可分為懷舊與雜感兩類。懷舊的如：〈聽戲〉、〈我的一位國文

老師〉、〈憶「新月」〉、〈關於「胡適的汽車」〉、〈胡適先生二三事〉，共五篇。雜感則有：

〈舊〉、〈洗澡〉、〈由一位廚師自殺談起〉、〈觀光〉、〈髒〉、〈滑竿〉、〈請客〉、〈窗外〉等

八篇。最後還附有〈作品書目〉及〈作品評論引得〉。 

整體而言，《梁實秋自選集》是建構在《實秋自選集》基礎上，再衍生擴大發展一

些作品。第一輯文學理論部分，較值得注意的是〈文學的美〉一文，可以看出梁實秋對

文學的態度： 

 

我們要知道美學的原則往往可以應用到圖畫音樂，偏偏不能應用到文學上去。即

使能應用到文學上去，所討論到的也只是文學上最不重要的一部分──美。看一

幅成功的山水畫，幾棵枯樹，一抹遠山，我們只能說「氣韻生動」「章法謹嚴」

一類的讚美話，總而言之曰「美」。看一部成功的小說戲劇或詩，我們就不能拿

「文筆犀利」「詞藻豐瞻」這一類的話來塞責，我們不能只說「美」，我們還得說

「好」。因此我提出兩個問題：（一）假如我們退一步承認美學的原則可以應用到

文學上去，那麼我們要問──文學的美究竟是什麼？或者我們用較正確的術語來

問，從文學裏我們能得到什麼樣的「美感的經驗」？（二）文學給了我們以「美

感的經驗」，是否就算是盡了他的能事？換言之，美在文學裏佔什麼樣的地位？ 

 

第二輯散文部分，較精采的則是〈舊〉一文，梁先生仍維持一貫幽默諧趣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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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夾敘夾議的手法，刻畫人性，書寫人情；他歌頌「舊」的美好，認為：很多人頗具同

感，也覺一切舊東西都是舊的好，除了朋友、時代、習慣、書、酒之外，有數不盡的事

物都是越老越古越舊越陳越好；但是文末對於「倡言守舊」的人，也以針砭口吻提醒人

們：「舊的東西大抵可愛，惟舊病不可復發。諸如夜郎自大的毛病，奴隸制度的殘餘，

懶惰自私的惡習，蠅營狗苟的醜態，畸形病態的審美觀念，以及罄竹難書的諸般病症，

皆以早去為宜４。」 

（三）《梁實秋文選》簡介 

一九八九年（民國七十八年）十月，臺北文經社（臺北市市士林區中正路 187巷 45

號）出版，三十二開本，共一百八十四頁。收有三十五篇小品文及四篇附錄。三十五篇

當中，有十篇是選自《雅舍小品》一至四集的文章，如：〈雅舍〉、〈制服〉、〈講演〉、〈鳥〉⋯⋯

等；另外〈早起〉與〈與自然同化〉兩篇，則選自《實秋自選集》。其餘二十三篇，性

質多樣化、有（一）雜文：〈罵人的藝術〉，（二）物趣小品：〈白貓王子〉、〈黑貓公主〉，

（三）讀書札記：〈漫談讀書〉、〈清秋瑣記〉、〈讀畫〉；（四）懷舊文章：〈想我的母親〉、

〈憶青島〉（也收《雅舍散文》裡）；（五）生活雜感：〈曬書記〉、〈學問與趣味〉、〈談考

試〉⋯⋯等十三篇；（六）文學評論：〈文學的境界〉、〈作文的三個階段〉。 

在眾多文章類型中，較特別的是「物趣小品」，佔了五篇。在〈一隻野貓〉裡，我

們知道白貓王子選配佳偶，有了「黑貓公主」；正當梁實秋夫婦家裡「已經有白貓王子

和黑貓公主，一雌一雄，其飲食起居以及醫葯衛生之所需，已經使我們忙得團團轉」，

但當「一隻野貓」遍體鱗傷出現在家門口時，竟也能發揮慈幼之心，用心豢養，充分展

露作者的善心仁意。 

另外曾入選國中課文的〈鳥〉，更是精采的物趣小品代表之作，尤其將抽象鳥鳴聲

作具象化的摹寫，足以媲美白居易的〈琵琶行并序〉：  

 

我開始欣賞烏，是在四川。黎明時，窗外是一片鳥囀，不是吱吱喳喳的麻雀，不

是呱呱噪啼的烏鴉，那一片聲音是清脆的，是瞭亮的，有的一聲長叫，包括著六、

七個音階，有的只是一個聲音，圓潤而不覺其單調，有時是獨奏，有時是合唱，

簡直是一派和諧的交響樂。不知有多少個春天的早晨，這樣的鳥聲把我從夢境喚

起。等到旭日高升，市聲鼎沸，鳥就沉默了，不知到哪裏去了。一直等到夜晚，

才又聽到杜鵑叫，由遠叫到近，由近叫到遠，一聲急似一聲，竟是淒絕的哀樂。

客夜聞此，說不出的酸楚！ 

 

全書附錄之一〈訪梁實秋先生〉文中，梁實秋談到自己創作〈鳥〉一文的動機，說： 

 

                                                 
４ 〈舊〉一文，同時也收入在《雅舍小品續集》以及《實秋雜文》。 



 70 

〈鳥〉是我住四川北碚寫的。寫的動機很簡單，因為我愛鳥嬌小輕盈、玲瓏美

妙的身軀，除了鵪鶉、鴟鴞之類，飛禽那有痴肥臃腫的？我愛鳥自由跳躍的姿

態，更愛牠宛轉清脆的聲音。但是我不是提籠架鳥的人，我只是在心裏虔誠深

愛著。我不能不敬服造物者的靈思妙手，竟創作出這樣美的生物來點綴人間。 

 

全書附錄之二：〈「鳥」賞析〉一文，吳正吉先生從布局、修辭、作法三個層次，將

〈鳥〉作賞析之外，也在文末引用余光中先生的話作為結論： 

  

余光中先生評論梁先生的作品：「他的文字兼文言白話之長，能俗能雅；他的境

界在晚明小品與英國文學中、從蘭姆到比爾邦的散文傳統之間，親切、機智，而

有諧趣。」這正是梁先生文章的特色。本文梁先生用「有情的眼光」欣賞鳥，用

「愛物的心靈」抒寫鳥，使筆下的鳥栩栩如生地活現在讀者的眼前，也使「仁愛」

的旨趣溢於字裏行間，深扣人們的心房，觸引無盡的迴響。 

 

        （四）《實秋文存》簡介 

一九七一年（民國六十年）二月，臺中市藍燈出版社（臺中市 270號信箱）出版，

四十開本，二百一十四頁。收有二十六篇文章，內容涵蓋了：（一）教育觀：〈整頓高等

教育的幾點意見〉。（二）文學評論：〈我對討論中西文化問題的建議〉、〈自信力與誇大

狂〉、〈卅年代文學對我國的影響〉、〈文學的境界〉、〈一年來的外國語文〉、〈浪漫的道德

之現實面〉等五篇。（三）翻譯評論：〈關於莎士比亞的翻譯〉、〈佛洛斯特詩選〉、〈老水

手之歌〉。（四）序跋文章：〈《西塞羅文錄》序〉、〈談《藍色小夜曲》後〉、〈序《匕首集》〉、

〈胡光麃波逐六十年〉。（五）讀書札記：〈讀畫〉、〈冰心的詩〉、〈何懷碩的畫〉、〈閒話

新詩〉、〈談《胡適評傳》第一冊〉。（六）懷舊小品：〈悼念夏濟安先生〉、〈憶冰心〉。（七）

雜文：〈罵人的藝術〉。（八）生活雜感：〈門鈴〉、〈談歌劇〉、〈由一位廚師自殺起〉、〈多

做事、多盡責、多諒解〉（後二者亦收入在《梁實秋文選》裡）。 

從內容整體分析，《實秋文存》較諸《雅舍》系列小品，在選材上較嚴肅，探討的

範疇，也不再是人性百態的描摹，反而較多在闡述教育、文化及文學等問題。但在讀書

札記類的文章，如在〈何懷碩的畫〉一文中，我們看到迥然不同於《雅舍》的文風： 

  

他的山水畫，墨多筆少，氣勢逼人的龐大的山峰，上面很少皴的痕跡，多半是一

層層的墨水的渲染，不是大米點小米點那樣的層層疊疊，而是大面的塗刷。山是

黑的，做陪襯的天空也是黑的真是，「天地黤慘」。山腳底下可能有一排小小的房

子，房子之小益發顯得山勢巍峨。河流裏可能有一兩片小小的白帆，帆是白的，

益發顯得山色黯�。空山不見人，但我們感覺到畫面之外有人，那陰森凝重的氣

氛正是沉鬱深厚的心情之自然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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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摹畫裡的境界，令人有「融入山水」的感觸。而另外在〈憶冰心〉一文中，他追述與

冰心結識的經過，除了用溫厚的筆觸，簡潔勾勒冰心的個性，也對於自己「秋郎」筆名

的由來，做一說明： 

  

十三年秋我到了哈佛，冰心在威爾斯萊女子學院，同屬於波斯頓地區，相距約一

個多小時火車的路程。遇有假期，我們幾個朋友常去訪問冰心，邀她泛舟於腦倫

璧迦湖。冰心也常乘星期日之暇到波斯頓來做杏花樓的座上客。我逐漸覺得她不

是恃才傲物的人，不過對人有幾分矜持，至於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覺之敏銳，性

情之細膩，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 

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波士頓一帶的中國學生在「美術劇院」公演「琵琶記」，劇

本是顧一樵改寫的，由我譯成英文，我飾蔡中郎，冰心飾宰相之女，謝文秋女士

飾趙五娘。逢場作戲，不免謔浪。後謝文秋與同學朱世明先生訂婚，冰心就調侃

我說：「朱門一入深似海，從此秋郎是路人。」「秋郎」二字來歷在此。 

四、 梁實秋雜文的簡介 

  在梁實秋散文集中有：《罵人的藝術》、《實秋雜文》、《雅舍雜文》、《秋室雜文》、《略

談中西文化》、《白貓王子及其他》、《雅舍談吃》及《魯迅梁實秋論戰實錄》等八本，應

該說都是雜文。現在簡介如下： 

 
            （一）《罵人的藝術》簡介 

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梁實秋主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青光》，於是每

天撰寫千字以內的短文，以諷刺現實，署名「秋郎」。這年十月，將一部分文字結集為

《罵人的藝術》，由上海新月書店出版，收四十七篇文章。民國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

七）三月，臺北遠東圖書公司（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66號）單將〈罵人的藝術〉一篇

十則抽出，另印一書，三十二開本，二十四頁，另附英譯，署名梁實秋。至民國七十八

年（西元一九八九）十月，〈罵人的藝術〉這篇文字，收進臺北文經出版社（臺北市士

林區中正路 187巷 45號）出版的《梁實秋文選》中。梁實秋在《罵人的藝術‧自序》

裡，談到寫作此書的緣起： 

 

 民國十六年五月一日至八月九日，上海《時事新報》的「青光」一欄，是由我編

輯的。在這三個多月裡，我在「青光」寫了不少短篇文字。本來這些不曾用心寫

的東西，不值得再來印行。但是我想：一個夙性嚴重的忽然人發瘋一般作了三個

月不嚴重的文字，在我自己是一件可紀念的事；同時還有遠道的朋友因為買不到

《時事新報》，看不見我的文字，我很想給他們看看。所以我決計把些龐雜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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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聚集起來，刪去了一大半，把比較通順的留在這裏５。 

 

《罵人的藝術》一書中，最膾炙人口的，就是第一篇〈罵人的藝術〉；他以獨到的見解

串聯全文，除前言後語，中分十則：除第二則標題，借用孔夫子的「無友不如己者」，

將「友」改「罵」之外；其他各則都是用四個字作標題，以成語居多；標題與內文，常

相映成趣。梁實秋先生在《罵人的藝術》中認為：罵人是一門高深的學問，不是人人都

可以隨便試的，稍不留意可能會吃上官司，所以提出十點罵人原則：（一）知己知彼。（二）

無罵不如己者。（三）適可而止。（四）旁敲側擊。（五）態度鎮靜。（六）出言典雅。（七）

以退為進。（八）預設埋伏。（九）小題大作。（十）遠交近攻。 

梁實秋先生在文章結尾提到：作此文用意是助人罵人，同時也是想把罵人的技術揭

破一點，供愛罵人者參考。充滿詼諧與嘲諷之趣，此外在文章作法上也頗具新意，他在

文章開頭處，時常語出人之意表，繼續看，則又合情合理。這篇文章一開始，他即以理

直氣壯的口吻說： 

 

古今中外沒有一個不罵人的人。罵人就是有道德觀念的意思；因為在罵人的時

候，至少在罵人者自己總覺得那人有該罵的地方。何者該罵？何者不該罵？這個

抉擇的標準，是極道德的。 

 

鄭明娳在〈梁實秋散文概說〉裡，就特別讚許這種起筆的方式，說： 

 

起筆就非常驚人，因為「罵人」約定俗成的意義總是罵者有欠厚道。作者一開頭

卻就一竿子打倒所有的人，豈不也在「罵人」。接著第二句並不解釋上一句，又

提出更妙的說法：罵人居然還是具有道德觀念者的行徑。作者再繼續解說下去，

讀者就會欣然同意他前兩句的立論。 

可是當讀者方才默認「人人皆可罵人」時，第二段一開頭竟是： 

但是，罵人是一種高深的學問，不是人人都可以隨便試的⋯⋯。 

這一筆又是駭人之句，看似推翻第一段的立論，實則是在建立《罵人的藝術》理

論。原來罵人而不講究藝術，只會適得其反，自取其辱６。 

 

梁實秋在《罵人的藝術‧自序》的結尾說道： 

 

這集裏面沒有文學，沒有藝術，也沒有同情，也沒有愛，更沒有美；有的只是閒 

                                                 
５見粱實秋《罵人的藝術‧自序》，(上海，新月書店，1927年 10月初版)頁 1。 
６見鄭明娳〈粱實秋散文概說〉，收入何寄澎主編《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散文卷》，頁 25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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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絮語，怨怒，譏諷，醜陋，和各式各樣的笑聲。 

 

我讀完《罵人的藝術》，除了欣賞到梁實秋的辛辣、機智與嘲諷的情趣之外，還讓人莞

爾，有餘韻不絕之感。 

 

          （二）《實秋雜文》簡介 

一九八六年（民國七十五年）十月，臺北水牛出版社（臺北市金山南路一段 135號

4樓之 1）初版，四六版，三十二開本，一百九十三頁，收梁實秋先生從民國四十一年

至民國五十七年，發表在《自由青年》、《中華日報》、《中央日報》、《中國語文》與《讀

者文摘》上的文章，共計三十篇。其中，〈舊〉一篇，同時收於《雅舍小品續集》；〈作

文的三個階段〉，同時收於《文學因緣》中。全集的內容可分為（一）生活隨感：有〈利

用零碎時間〉、〈胖〉⋯等。（二）讀書筆記：有〈《誓還小品》讀後〉、〈獨來獨往──讀

蕭繼宗《獨往集》〉⋯等。（三）懷念故舊：有〈憶老舍〉、〈悼念道藩先生〉⋯等。（四）

文學評論：有〈文藝與道德〉、〈所謂「普羅文學」〉⋯等。（五）翻譯文章：有〈補救〉、

〈什麼使得一個女人令人難忘〉⋯等。 

上述五類，文學評論性的文章，就佔七篇；由此已可看出梁實秋先生散文觀的雛形。

例如在〈作文的三個階段〉一文提出：文章的好壞與長短、寫作快慢、年齡都無關，想

像不充、聯想不快、分析不精、辭藻不當，才是造成文思不暢的主要原因。在〈中國語

文的三個階段〉中，除了區分粗俗的方言俚語、標準語文、文學的語文三者使用的時機

之外，並特別強調「文學的語文」說： 

  

文學的語文是供人欣賞的，其本身是經過推敲的，其措辭用字千錘百鍊以能充分

而適當的表達情意為主。如何使聲調保有適當的節奏之美，如何巧妙的使用明喻

與暗喻，如何用最經濟的手法描寫與陳述，這都是應在隨時考慮之中的課題。一

個文學作家如果缺乏一個有效的語文工具，只能停滯在「清通」的階段，那將是

很大的缺憾。 

 

透過此書，可以了解梁實秋的文學觀，以及一部份抗戰時期的論戰觀。 

 

            （三）《雅舍雜文》簡介 

西元一九八三年（民國七十二年）三月，臺北正中書局（臺北市衡陽路 20號）出

版，三十二開本，二百三十八頁，收有二十六篇文章，內容涵蓋（一）懷友憶舊文章：

〈清華七十〉、〈酒中八仙──憶青島舊遊〉、〈回首舊遊〉、〈方令孺其人〉⋯⋯等十五篇。

（二）生活隨感：〈漫談讀書〉、〈聽戲、看戲、讀戲〉、〈火山！火山！〉⋯⋯等六篇。（三）

序跋文章：〈《咆哮山莊》的故事〉、〈《現代學人散記》新版序〉。（四）物趣小品：〈�U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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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貓話〉、〈黑貓公主〉。 

全書內容，懷友憶舊的文章佔了近二分之一，計有十五篇；其間人物的描寫，又佔

了十三篇，可稱得上是一部傳記散文。因此在《雅舍雜文》中，看不到《雅舍小品》的

幽默詼諧風格，諷刺辛辣的筆調也不再見；取而代之的是平穩樸實，深情真切的文風。

他筆下的老舍，是一個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內心卻很孤獨的學者；此外也寫到葉公超

的勤學嗜讀，徐志摩的敏感多情，沈宗翰的律己寬人⋯⋯。 

在眾多篇人物摹寫中，梁實秋的〈想我的母親〉，寫來尤有一種深情綿邈、細膩動

人的情懷： 

  

我從小不喜歡喧鬧。祖父母生日照例院裏搭臺唱傀儡戲或灤州影。一過八點我便

掉頭而去進屋睡覺。母親得暇便取出一個大簸籮，裏面裝的是針線尺一類的縫紉

器材，她要做一些縫縫補補的工作，這時候我總是一聲不響的偎在她的身旁，她

趕我走我也不走，有時候竟睡著了。母親說我乖，也說我孤僻。如今想想，一個

人能有多少時間可以偎在母親身旁？⋯⋯ 我父親曾對我說，我們的家所以成為

一個家，我們幾個孩子所以能成為人，全是靠了我母親的辛勞維護。三十八年以

後，音訊中斷，直等到快恢復聯繫，才知道母親早已棄養，享壽九十歲。西俗，

母親節佩紅康乃馨，如不確知母親是否尚在，則佩紅白康乃馨各一。如今我只有

佩白康乃馨的分了。養生送死，兩俱有虧，慘痛慘痛！ 

  

而在〈徐志摩的詩與文〉裡，梁實秋評論徐志摩的散文，認為《巴黎的鱗爪》與《自

剖》是他的散文傑作，而且： 

 

他的散文永遠是親切的，是他的人格的投射，好像是和讀者晤言一室之內。他的

散文自成一格，信筆所之，如行雲流水。他自稱為文如「跑野馬」，沒有固定的

目標，沒有擬好的路線。嚴格講，這不是正規的文章作法。志摩仗恃他有雄厚的

本錢──熱情與才智，故敢於跑野馬，而且令人讀來也覺得趣味盎然。這種寫法

是別人學不來的。 

 

文中對徐志摩的才情，性格描繪，有淋漓盡致的勾勒及公允的評價。 

 

            （四）《秋室雜文》簡介 

西元一九六三年（民國五十二年）九月，臺北文星書店（臺北市衡陽路 15號）初

版，四十開本，一百五十九頁。西元一九八三年（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改由臺北水

牛出版社（臺北市金山南路一段 135號 4樓之 1）出版，三十二開本，一百九十五頁，

收有三十五篇文章；其中有十篇和《梁實秋文選》重覆：〈平山堂記〉、〈早起〉、〈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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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送禮〉、〈門鈴〉、〈談時間〉、〈談考試〉、〈學問與趣味〉、〈聽戲〉、〈我的一國文老

師〉。其餘二十五篇，內容可分為（一）懷舊類：〈北平的街道〉、〈北平的零食小販〉、〈記

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 等八篇。（二）生活隨筆：〈駱駝〉、〈緊張與鬆弛〉、〈放風箏〉、

〈了生死〉⋯第十七篇。 

同樣為「雜文」，但《秋室雜文》與《實秋雜文》、《雅舍雜文》較不同之處是：《秋

室雜文》以議論小品文居多，如〈談話的藝術〉、〈談學者〉、〈了生死〉⋯等；篇幅短小，

但是引證、批評、結論，一樣不缺。例如〈談話的藝術〉的開頭，即以開門見山的破題

方式，切入主旨： 

  

一個人在談話中可以採取三種不同的方式，一是獨白，一是靜聽，一是互話。 

談話不是演說，更不是訓話，所以一個人不可以霸佔所有的時間，不可以長篇大

論的絮聒不休，旁若無人。有些人大概是口部筋肉特別發達，一開口便不能自休，

絕不容許別人插嘴，話如連珠，音容並茂。他講一件事能從盤古開天地講起，慢

慢的進入本題，亦能枝節橫生，終於忘記本題是什麼。這樣霸道的談話者，如果

他言談之中確有內容，所謂「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亦不難覓取聽眾。在

英國文人中，約翰孫博士是一個著名的例子。在咖啡店裏，他一開口，老鼠都不

敢叫。那個結結巴巴的高爾斯密一插嘴便觸霉頭。Sir Oracle在說話，誰敢出聲？

約翰孫之所以被稱為當時文藝界的獨裁者，良有以也。學問風趣不及約翰孫者，

必定是比較的語言無味，如果喋喋不已，如何令人耐得。 

 

結尾的言外之意，不禁令人莞爾。 

在懷人憶舊的題材上，梁實秋在〈我的一位國文老師〉裡，提到就讀清華學校時的

徐錦澄老師，由於老師的用心批閱作文，使得梁實秋受益匪淺，他說： 

  

他的大墨槓子打得是地方，把虛泡囊腫的地方全削去了，賸下的全是筋骨。在這

刪削之間見出他的工夫。如果我以後寫文章還能不多說廢話，還能有一點點硬朗

挺拔之氣，還知道一點「割愛」的道理，就不能不歸功於我這位老師的教誨。 

徐先生教我許多作文的技巧。他告訴我：「作文忌用過多的虛字。」該轉的地方，

硬轉；該接的地方，硬接。文章便顯著樸拙而有力。他告訴我，文章的起筆最難，

要突兀矯健，要開門見山，要一針見血，才能引人入勝，不必兜圈子，不必說套

語。他又告訴我，說理說至難解難分處，來一個譬喻，則一切糾纏不清的論難都

迎刃而解了，何等經濟，何等手腕！諸如此類的心得，他傳授我不少，我至今受

用。 

 

除了人物的追述之外，《秋室雜文》也收了不少以北平為題材的文章，如〈北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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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北平的零食小販〉、〈聽戲〉⋯等，可以體會到梁實秋對家鄉的濃郁思念之情。

但是，在抒發鄉愁的同時，梁實秋往往能借物起興，闡述自己的人生觀。例如在〈放風

箏〉一文，除了敘述北平風箏的種類、製作的過程之外，還從人們放風箏的技巧中，分

析人性的不同層面；更從自己放風箏的經驗中，體會到「自由」的意境。 

  

人生在世上，侷促在一個小圈圈裡，大概沒有不想偶然遠走高飛一下的。出門旅

行，遊山逛水，是一個辦法，然亦不可常得。放風箏時，手牽著一根線，看風箏

冉冉上升，然後停在高空，這時節彷彿自己也跟著風箏飛起來了，俯瞰塵寰，怡

然自得。我想這也許是自己想飛而不可得，一種變相的自我滿足罷。 

 

此書與其他雜文作品較不同之處，就是能看到梁實秋創作題材的多元性，尤其是〈了

生死〉一文，首次談論到有關宗教信仰的嚴肅課題，在其他作品中並不常見。 

 

         （五）《雅舍談吃》簡介 

民國七十四年（西元一九八五）一月，臺北九歌出版社（臺北市八德路 3段 12巷

57弄 40號）初版，三十二開本，二百二十三頁，收有五十七篇文章，是一本專門談論

飲食文化的散文集。梁實秋在〈序〉裡談道： 

 

人吃，是為了活著；人活著，不是為了吃。所以孟子說：「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專恣口腹之欲，因小而失大，所以被人輕視。但是賢

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這個「小」不是絕對不可以談的。只是不要僅僅成為

「飲食之人」就好。 

朱子語錄：「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

要求美味，人欲也。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我的想法異

於是。我以為要求美味固是人欲，然而何曾有背於天理？如果天理不包括美味的

要求在內，上天生人，在舌頭上為什麼要生那麼多的味蕾？ 

偶因懷鄉，談美味以寄興；聊為快意，過屠門而大嚼。 

 

由序文可知，梁實秋先生在嗜啖美食之外，也希望藉此稍解鄉愁。梁實秋在書中以

散文筆法，反映中國的多種飲食藝術，如西施舌、火腿、醋溜魚、烤羊肉、燒鴨、獅子

頭、兩做魚、熗青蛤⋯⋯等。對於這些食品的特點、製作，梁先生有詳細、深入的鋪陳，

充分表現了他具有豐富的飲食藝術知識，更是一位深諳美食的品嘗家。例如〈韭菜簍〉

對東興樓的韭菜盒子的製作過程，從選材、捏法、配料與火候等，作了生動的描繪： 

  

東興樓的韭菜簍，事實上是韭菜包子，而名曰簍，當然有其特點。麵醱得好，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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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無疵，沒有斑點油皮，而且捏法特奇，細褶勻稱，捏合處沒有麵疙瘩，最特別

的是篜出來盛在盤裏一個個的高壯聳立，不像一般軟趴趴的扁包子，底直徑一寸

許，高幾達二寸，像是竹簍似的骨立挺拔。⋯餡子也講究，粗大的韭菜葉一概捨

去，專選細嫩部分細切，然後拌上切碎了的生板油丁。蒸好之後，脂油半融半呈

晶瑩的碎渣，使得韭菜變得軟潤合度。 

 

又如〈筍〉一文，梁實秋起首處，一連使用了《詩經‧大雅‧韓奕》、《唐書‧百官志》

和蘇軾的詩作映襯，強調筍是中國人每餐不可或缺的盤飧：  

 

我們中國人好吃竹筍。詩大雅．韓奕：「其簌維何，維筍維蒲。」可見自古以來，

就視竹筍為上好的蔬菜。唐朝還有專員管理植竹，唐書百官志：「司竹監掌植竹

葦。歲以筍供尚食。」到了宋朝的蘇東坡，初到黃州立刻就吟出「長江繞郭如魚

美，好竹連山覺筍香」之句，後來傳誦一時的「無竹令人俗，無肉使人瘦。若要

不俗也不瘦，餐餐筍煮肉。」更是明白表示筍是餐餐所不可少的。不但人愛吃筍，

熊貓也非吃竹枝竹葉不可，竹林若是開了花，熊貓如不遷徙便會餓死。 

 

除了以詩話手法，將筍寫得精致典雅之外，為了形容春筍的細長潔白，還舉了《剪

燈餘話》中的詩句作為烘托： 

  

春筍不但細嫩清脆，而且樣子也漂亮。細細長長的，潔白光潤，沒有一點瑕疵。

春雨之後，竹筍驟發，水分充足，纖維特細。古人形容婦女手指之美常曰春筍。

「秋波淺淺銀燈下，春筍纖纖玉鏡前。」（剪燈餘話）。這比喻不算誇張，你若是

沒見過春筍一般的手指，那是你所見不廣。春筍怎樣做都好，煎炒煨燉，無不佳

妙。油燜筍非春筍不可，而春筍季節不長，故罐頭油燜筍一向頗受歡迎，惟近製

多粗製濫造耳。 

 

鄭明娳在〈梁實秋散文概說〉談到〈筍〉一文時，說：「梁氏散文之寬博，不僅廣

羅古今中外詩詞、諺語、掌故，同時也不忘情時代流行，是以北平東興樓的『蝦子燒冬

筍』、春華樓的『火腿煨冬筍』等時尚名菜，也可與蘇東坡的『筍煮肉』媲美。要之，

梁氏用典能自然引帶至出，適可而止，不貽人賣弄之嫌，也實有學究氣７。」此評論甚

中肯。 

        （六）《白貓王子及其他》簡介 

一九八○年（民國六十九年）一月，臺北九歌出版社（臺北市八德路三段十二巷五

                                                 
７見鄭明娳〈梁實秋散文概說〉，今收入何寄澎主編《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散文卷》，頁 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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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弄 40號）初版，四六版，三十二開本，二百五十七頁。收三十二篇文章，內容分

為（一）生活隨感：〈白貓王子〉、〈北碚舊遊〉⋯等九篇。（二）旅遊雜記：〈西雅圖雜

記七則〉─一〈聖米舍爾酒場〉、〈西雅圖水族館〉⋯等七篇。（三）英詩翻譯：〈譯英詩

七首〉──〈塵勞〉、〈最新十誡〉⋯等七篇。（四）書評：〈書評七則〉──〈讀馬譯《世

說新語》〉、〈讀《文明的躍昇》〉⋯等七篇。（五）附錄：〈黑貂公主〉、〈白貓王子六歲〉，

二篇。 

  「白貓王子」是梁夫人韓菁清無意間在自己家門口拾到的小貓。在〈白貓王子〉一

文，寫出了梁實秋夫妻如何喜愛和照顧白貓王子，除了必要的餵以美食、梳毛、洗澡、

剪指甲和馬殺雞之外，甚至為了牠的安全而不得不為牠動閹割手術。同時，也寫出了白

貓王子確實惹人憐愛之處： 

 

   白貓王子的姿勢很多，平伸前腿昂首前視，有如埃及人面獅身像謎一樣的莊嚴神

秘。側身臥下，躬腰拳腿，活像是一顆大蝦米。縮頸瞇眼，藏起兩隻前爪，又像

是老僧入定。睡時常四腳朝天，露出大肚子作坦腹東床狀。睡醒伸懶腰，將背拱

起，像駱駝。有時候牠枕著我的腿而眠，壓得我的腿發麻。有時候躲在門邊牆角，

露出半個臉，斜目而視，好像是逗人和牠捉迷藏。有時候又突然出人不意跳過來

抱著我的腿咬─假咬。 

 

  除了〈白貓王子〉這一篇物趣小品之外，書中的〈疲馬戀舊秣，羈禽思故棲〉和〈北 

碚舊遊〉，是兩篇重要的懷故憶舊的散文，前者詳盡地記述梁實秋北平老家的情形，尤 

其是童年時熱鬧的過年景象，令他印象深刻；後者則回顧他於抗戰時期，在北培的工作 

和生活的狀況，特別提到「雅舍」命名之由來，以及彭醇士在一次雅舍的讌集中，乘興 

所畫的一幅「雅舍圖」： 

 

   他的水墨山水，遒勁之中含有秀潤之氣，我嘗戲謂：「彭醇士、戴醇士(熙)，何

以如此之酷肖也？」他笑而不答，尋曰：「我是特別喜愛戴醇士的！」雅舍本來

不雅，經他一加渲染，土坡變成了岡巒，疏木變成了茂林，幾楹茅舍高踞山巔，

浮雲眼映，儼然仙境。畫畢，陳仲子先生立題一絕於其上，我記得是： 

      彭侯落落丹青手， 

      寫卻青山犖确姿， 

      茅屋數楹梯山路， 

      只今兵火好棲遲。 

 

對於了解梁實秋的生平重要經歷，尤其是「雅舍時期」的生活，以及時代背景對他 

的影響，這兩篇文章有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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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略談中西文化》簡介 

西元一九七○年（民國五十九年）一月，臺北進學書局（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64

號）初版，三十二開本，二百一十三頁。收三十五篇文章，內容主要涵蓋五大主題：（一）

探討中西文化的差異，如〈我對討論中西文化問題的建議〉、〈自信力與誇大狂〉、〈略談

中西文化〉、〈美國的「精神文明」〉。（二）論述翻譯莎士比亞的歷程：〈關於莎士比亞之

翻譯〉共兩篇，〈溫莎的風流婦人前言〉、〈威爾孫與新劍橋本莎士比亞〉、〈翻譯莎士比

亞後記〉。（三）檢討教育的問題：〈讀經問題我見〉、〈整頓高等教育的幾點意見〉、〈英

語教學中心〉、〈如何學好英文〉、〈教國文的一點經驗〉。（四）回顧視察華北的經歷：〈我

們六個人〉、〈聞道長安似弈棋〉、〈躍馬中條〉、〈鄭洛道上〉、〈從臥龍岡到長?坡〉。（五）

其他序跋、讀書札記、懷故憶舊：〈聞一多在珂泉〉、〈《徐志摩與陸小曼》讀後〉、〈舟子

的悲歌〉⋯等十五篇。 

梁實秋在翻譯上成就，不遜於散文創作。在《略談中西文化》書中，收入兩篇同名

為〈關於莎士比亞的翻譯〉的文章，從中可以明瞭他的翻譯理念，也了解當年翻譯莎士

比亞的動機及歷程，他說： 

 

翻譯莎士比亞的事，是胡適之先生倡議的。民國十九年，胡先生就任中華教育文

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他有一個很大的翻譯計畫，莎士比亞戲劇

的翻譯只是其中的一項８。我從民國二十年開始翻譯莎士比亞，到如今已有三十

多年，工作斷斷續續的進行９。我對於翻譯文學作品，和許多人一樣，認為要忠

於原作。好像繪像如無活潑而自然的表現，便無法做到逼真。譯者就像作者，必

須受語彙的限制。像原文一般，譯文必須創造一個活生生的印象，而不是一堆拖

泥帶水的文字。莎士比亞的原作，一部分是散文，一部分是詩體；有時散文佔百

分比很高，例如《無事自擾》一劇，散文約佔二千行，詩體只有七百行。所謂詩

體，大部分是「無韻詩」。我翻譯的準則是散文與無韻詩一律譯成散文，韻語則

勉強分行排列，繫以韻腳。我最大的奢望，是我對於《莎士比亞》的英文之了解

不至太差，對於莎士比亞原作的意義，不至誤解太多。 

 

第二類、梁實秋的傳記作品 

一、《談徐志摩》簡介 

西元一九五八年（民國四十七年）四月，臺北遠東圖書公司（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８節錄梁實秋〈關於莎士比亞的翻譯〉，《略談中西文化》頁 49。 
９節錄梁實秋〈關於莎士比亞的翻譯〉，《略談中西文化》頁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