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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跟一般的論說文，卻又不像那樣的嚴肅正經，它的文字比較清麗活潑 9。 

 

我們仔細檢視梁實秋先生三十六本的散文作品，除了少數作品是偏於記敘、抒情的

純散文外，其餘大部分是屬於雜文性質的作品，有些集子甚至直接以「雜文」命名，如

《實秋雜文》、《秋室雜文》及《雅舍雜文》等。鄭明娳在《當代台灣文學評論．散文批

評卷》裡即說： 

 

若將梁氏小品大致分類，可別為二；一類是穩健平實的小品，一類是筆鋒詼諧幽 

默的小品。前者大多屬於記錄性及議論性的文章。此二類實為梁氏小品的基調。 

有些則出入其間，例如《罵人的藝術》及《雅舍小品》二至四集的部分文章 10。 

     

因此，在下面論介梁實秋先生的散文觀與雜文觀時，在舉證方面，無法以他專集為範例，

大抵採取他單篇的文章，做評析與論證。 

          第一節 梁實秋先生的散文觀 

梁實秋先生在〈論散文〉裏，提到散文有散文的藝術，唯有富於感情的人，才能寫

出情致纏綿的散文；也唯有思路清晰的人，才能寫出澄清澈底的散文 11。而且，散文是

作者性格的流露；一個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裏絕無隱藏的可能。此外，寫作散文之前，

必須先有一個「腹稿」，合理的安排內容；如果事前沒有縝密的規畫，臨時隨筆揮灑，

像脫韁的野馬，所謂「下筆不能自休」，那就是一種毛病 12。因此，歸納梁實秋先生的

散文創作理念，可以涵蓋以下數點： 

 

散文要忠於自我，切忌模倣。散文講求感情滲入與文調雅潔。散文的根本原則是 

「割愛」。散文的最高理想是「簡單」。 

 

梁實秋先生不僅提出散文有其藝術與原則，本身在散文創作上，也極力符合「忠於

自我」、「文調雅潔」、「懂得割愛」及「力求簡單」四標準。現在論述梁實秋先生的散文

觀，同時即以他的作品作為證例，期能具體地展現梁實秋的散文創作理念。 

一、散文要忠於自我，切忌模倣 

                                                 
9見方師祖燊《散文理論叢集‧現代中國雜文的歷史、特質與類型》(方祖燊全集 十)，(台北，文史哲出
版社，1999年 7月初版)頁 60。 
10見鄭明娳〈梁實秋散文概說〉，《當代台灣文學評論．散文批評卷》，(台北，，1990年 4月版)頁 259。   
11說據梁實秋〈論散文〉，原刊於《新月散文選》第一卷第 8期，今收入《新月散文選》，(台北，雕龍出
版社，1978年 5月版)頁 409-413。。 

12說據梁實秋《文學因緣‧文學講話》，今收入《梁實秋論文學》，頁 543。   



 141 

梁實秋在〈文學講話〉中批評當時許多人寫文章，仍沾染「八股」的習氣，不說自

己心裡的話，專摭拾一些浮詞濫調，拼拼湊湊，一按其文其實空無所有。所以他認為我

們寫散文，一定「要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要忠於自己，不自欺方能不欺人，文章背後

要有一個人，不可是個傀儡 13。」梁實秋認為散文寫作，必須自己用自己的字句，這便

是所謂的「作風」。雖然文字的修飾潤色是必要的，典故、譬喻、音節、對仗，以及種

種的修辭學上的工夫，也各有各的用處；但這些都是可以慢慢琢磨的。又說： 

 

惟獨作風，大半是天生的，我們若能就自己原有的作風，給予適當的發展，所謂

散文的藝術，可說是思過半矣 14。 

 

正因「文如其人」，散文有散文的風格，個人有個人的特色，無須掩飾，所以「模倣」

是寫作的一大忌諱。例如有很多人刻意模倣徐志摩的筆調，但是模倣得不像，成為無聊

的效顰。梁實秋認為徐志摩的散文有純粹個人特有的風調（style），這是模倣不來的。

如果文章想寫得親熱，也不是一件能學得到的藝術；必須一個人的內心有充實的生命

力，然後筆鋒上的情感才能逼人而來 15。 

梁實秋早年筆鋒犀利，晚年則趨於婉約內斂，他曾經與友人說：「寫雅舍小品時唯

恐不傷人，寫雅舍散文時卻唯恐傷了人 16。」。然而始終不變的，是他的洞察事理，深

究人性的識見，永遠流露在筆端。譬如在〈髒〉一文的篇末，他意味深長的作結道： 

 

其實，髒一點無傷大雅，從來沒有聽說過哪一個國家因髒而亡。一個個的縱然衣

冠齊整望之岸然，到處一塵不染，假始內心裡不大乾淨，一肚皮男盜女娼，我看

那也不妙１７。 

 

又如〈嬾〉一文裡，他細數凡人「安於嬾」的藉口： 

 

可以推給別人做的事，何必自己做？可以拖到明天做的事，何必今天做？⋯偶然

偷嬾，無傷大雅。而且世事多變，往往變則通，在推拖之際，情勢了變化，可能

一些棘手的問題會自行解決 18。 

 

他不諱言自己也有嬾散的毛病；可是文末卻引用清代畫家石谿和尚在一幅「溪山無盡圖」

                                                 
13見梁實秋《文學因緣‧文學講話》，今收入《梁實秋論文學》，頁 543。   
14見梁實秋《文學因緣‧文學講話》，今收入《梁實秋論文學》，頁 545。 
15說據梁實秋〈談志摩的散文〉，原刊於《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今收入《新月散文選》，頁 146。 
16見梁實秋《雅舍精品‧梁實秋其人其事》，(臺北，九歌出版社，2000年 1月初版)。 
１７ 見梁實秋〈髒〉，《雅舍小品合訂本》，(臺北，正中書局，1986年 5月初版)頁 54。 
18見梁實秋〈嬾〉，《雅舍小品合訂本》，頁 122。 



 142 

上的一段話語： 

 

大凡天地生人，宜清勤自持，不可嬾惰。⋯所謂靜生動，動必作出一番事業。端 

叫一個人立於天地間無愧。若忽忽不知，嬾而不覺，何異草木？ 

 

他又自我警惕： 

    

一株小小的含羞草，尚且不是完全的「忽忽不知，嬾而不覺！」若是人而不如小

草，羞！羞！羞１９！ 

 

短短卅餘字，頗有「當頭棒喝」之感。同時也看出梁先生畢竟身受儒學薰染，在道德層

次上，仍顯著呈現出他的儒家的修養觀。在學者與作家的身份之外，梁實秋同時是一名

美食主義者。他嗜啗美味，認為要求美味本是人的欲望，並不違背天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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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因此，他在晚年發表了許多以美食為題材的散文。譬如在〈湯包〉一文，即毫不隱藏他

懂得吃的功夫： 

 

取食的時候要眼明手快，抓住包子的皺褶處猛然提起，包子皮驟然下墜，像是被

嬰兒吮癟了的乳房一樣，趁包子沒有破裂趕快放進自己的碟中，輕輕咬破包子

皮，把其中的湯汁吸飲下肚，然後再吃包子的空皮。沒有經驗的人，看著籠裏的

包子，又怕燙手，又怕弄破包子皮，猶猶豫豫，結果大概是皮破湯流，一塌糊塗。 

 

在〈水晶蝦餅〉裏，談到水晶蝦餅的做法： 

 

做水晶蝦餅非白蝦不可，為的是做出來顏色純白。七分蝦肉要加三分豬板油，放

在一起剁碎，不要碎成泥，加上一點點芡粉、蔥汁薑汁，捏成圓球，略按成厚厚

的小圓餅狀，下油鍋炸，要用豬油，用溫油。炸出來白如凝脂，溫如軟玉，入口

鬆而脆。蘸椒鹽吃 21。 

 

梁實秋先生無論是對一籠熱氣騰騰的湯包，該如何拿捏與吃得「適時」？或是對水

                                                 
１９見梁實秋〈嬾〉，《雅舍小品合訂本》，頁 124。 
20見梁實秋《雅舍談吃‧序》，(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 1月初版)頁 4。 
21見梁實秋《雅舍談吃》，頁 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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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蝦餅該如何烹調適當？他都作了鮮活靈動的刻畫；讀來令人垂涎之外，還看到他懂得

品嘗美食，更深諳吃的藝術。他曾說：「饞非罪，反而是胃口好、健康的現象，比食而

不知其味要好得多 22。」讀梁實秋這一系列的散文之作，絕不造作完全表露他自己，「文

如其人」，在他文中展露無遺；更為他自己所說的「有個性就可愛 23」做了最好的註腳。

正如他在〈文學講話‧散文〉中一再強調的： 

  

散文有散文的作風，各人有各人的特點，那是掩飾不了的，並且亦無庸掩飾。所 

以「模倣」是一大忌。當做一種遊戲，「模倣」未嘗不可；我看到某人的文章像 

韓柳，某人的文章像桐城，我都覺得很有趣，覺得「文字遊戲」到那個地步確是 

不易；但是我覺得那不是散文創作的正路。「模倣」古人固然不必，「模倣」時尚，

又何曾可取？我們寫散文，首先要摒除「模倣」這種習氣，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

（一定）要「忠於自己」24。 

           二、散文要講求感情滲入與文調雅潔 

散文「文白夾雜」的現象，很多人引以為病。梁實秋先生卻認為這是自然發展的現

象。他認為：語體文繼承了文言文的傳統，使用了幾千年的文字，短時間內自無法避免

「文白夾雜」。還有語體文沿用若干文言的詞句語法，只要明白易曉，也可以達到「文

調雅潔」的效果 25；因為散文的功效，不僅是訴於理性，對於讀者也要以情移，而感情

的滲入，與文調的雅潔，正是文學高超性的由來。但是，徒有感情的滲入，固然可以補

救散文生硬冷酷之弊，另一方面也可能會突顯出恣肆粗陋的缺點；此時唯有配合高超的

文調，才能有完美的表現。 

散文的文調是作者內心的流露，將作者心中的意念真實呈顯出來，例如仄聲的字常

表示悲苦的情緒；響亮的聲音往往顯現歡樂的神情；長的句子表示溫和弛緩；短的句子

則代表強硬急迫的態度。因此，高超的文調，不僅挾有感情的魔力，也可以避免種種卑

陋的語氣和粗俗的辭句 26。梁實秋先生又認為，散文的文調應該是活潑的，而不是堆砌

的。他說： 

 

應該是像一泓流水那樣的活潑流動。要免除堆砌的毛病，相當的自然是必須要保

持的。用字用典要求其美，但是要忌其僻。文字要裝潢，而這種裝潢要成為有生

                                                 
22見梁實秋《雅舍小品‧饞》(合訂本) ，頁 130。 
23見梁實秋《雅舍小品‧雅舍》(合訂本) ，頁 3。 
24說取梁實秋〈文學講話〉，今收入《梁實秋論文學》，（臺北，時報文化事業，1978年 9月初版），頁 543。 
25說據季季〈古典頭腦，浪漫心腸〉，今收入余光中主編《秋之頌》，（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 1月初
版），頁 363。 

26說取梁實秋〈論散文〉，今收入《新月散文選》，頁 40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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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的整體之一部，不要成為從外面粘上去的附屬品 27。 

 

散文要寫得「自然」，也是梁實秋所謂「文調雅潔」的內涵之一；但這「自然」應是修

飾後的「自然」，不是原始粗糙的「自然」。散文如果能保持相當的自然，同時也必能顯

示出作者個人的心情；要寫得親切就要寫得自然 28。 

我們讀梁實秋的〈雅舍〉一文，不難發現他雖然不講究排偶，但在參差不齊中，卻

自有一股整齊諧和之美；不刻意避諱文言語法，文白夾雜中卻也流露其自然和諧，不露

斧鑿之痕的文調之美： 

 

「雅舍」最宜月夜──地勢較高，得月較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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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客無不悄然！舍前有兩株梨樹，

等到月升中天，清光從樹間篩灑而下，地上陰影斑斕，此時尤為幽絕。直到興闌

人散，歸房就寢，月光仍然逼進窗來，助我淒涼 29。 

 

再讀他在〈回首舊遊〉一文裡，追悼死於飛機失事的徐志摩時，對他的著墨： 

 

他飲酒，酒量不洪，適可而止；他豁拳，出手敏捷，而不咄咄逼人。他偶爾也打

麻將，出牌不加思索，揮灑自如，談笑自若。他喜歡戲謔，從不出口傷人。他飲

宴應酬，從不冷落任誰一個。他也偶涉花叢，但是心中無妓。他也進過輪盤賭局，

但是從不長久坐定下注 30。 

 

短短九十九個字，將徐志摩的豪放中不失節制，灑脫中不離規矩的個性，作了簡潔、鮮

活的勾勒，也再次展現梁實秋散文雅潔有致的文調之美。 

三、散文的根本原則是「割愛」 

梁實秋在〈作文的三個階段〉裏談到：寫作文章必須經過三個階段，首先是文思枯

澀期，而造成文思不暢的主要原因是想像不充，聯想不快，分析不精，辭藻不富；解決

之道則在於多讀書，才能達到「思若湧泉」的地步。其次是已度過思路艱澀期，進入到

縱橫恣肆的境界；但是就作文的藝術而論，「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式的文章，容易失之

蕪蔓龐雜，仍大有改進的餘地。最後的階段是作文懂得割愛，達到「絢爛之極趨於平淡」

的境界 31。 

                                                 
27見梁實秋〈論散文〉，今收入《新月散文選》，頁 409-413。 
28說據梁實秋〈論散文〉，今收入《新月散文選》，頁 409-413。 
29見梁實秋《雅舍小品‧雅舍》(合訂本) ，頁 4-5。   
30見梁實秋〈回首舊遊〉，《雅舍雜文》，(臺北，正中出版社，1983年 3月初版 )，頁 158。 
31說取梁實秋《文學因緣‧作文的三個階段》，今收入《梁實秋論文學》，頁 669-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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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實秋坦承自己的文章能夠「不多廢話」，能夠「有一點點硬朗挺拔之氣」，正是因

為受到清華學校國文老師徐鏡澄先生的影響，深知「割愛」的道理 32。他進一步指出：     

 

文章要深，要遠，要高，就是不要長。描寫要深刻，意思要遠大，格調要高雅， 

就是篇幅不一定要長 33。 

短的文章未必好，壞的文章一定長。駁雜冗贅乃時文之大病 34。 

 

因此，他認為散文藝術的最根本原則，就是「懂得割愛」。他說： 

 

散文的美，不在乎你能寫出多少旁徵博引的故事穿插，亦不在多少典麗的辭句，

而在能把心中的情思乾乾淨淨直接了當的表現出來。散文的美，美在適當。不肯

割愛的人，在文章的大體上是要失敗的 35。 

 

梁實秋認為：文章的好壞和篇幅長短、寫作快慢、年齡大小都無關。真正的好文章，是

必須經過刻意求工、千錘百鍊的過程，也就是藉由「割愛」的工夫，盡力滌除一切膚泛

猥雜的毛病。換句話說，所謂的割愛就是指： 

 

凡是不成熟的思想，不穩妥的意見，不切題的材料，不扼要的描寫，不恰當的詞

字，統統要大刀闊斧的加以削刪。芟除枝蔓之後，才能顯著整齊而有精神，清楚

而有姿態，簡單而有力量 36。 

 

為了實踐「文章要深，要遠，要高，就是不要長」的原則；因此，梁實秋的散文大

都篇幅簡短，字數少的幾百字，多的也只有兩千字左右；而且幾乎都是採取開門見山的

破題方式，簡括直接，嚴謹而洗鍊。譬如描寫抗戰後期，舉家遷至廣州中山大學，寓居

在「平山堂」。他在〈平山堂記〉裡，從屋內寫到屋外，從樓上寫到樓下，透過對「平

山堂」的窄、擠、吵、人情等環境的摹寫，反映出抗戰時期後方物資短絀的生活縮影。

他描寫其空間之狹窄與擁擠說： 

 

雖壁堊斑駁，珠網塵封，而四壁峭立，略無傾斜。樓上為教員宿舍，約住二十餘

家；樓下為附屬小學，學生數百人，又駐有內政部警察大隊數十名，又有司法官

                                                 
32說據梁實秋《秋室雜文‧我的一位國文老師》，(臺北，水牛出版社，1983年 12月初版)頁 122-123。   
33見梁實秋，《文學因緣‧文學講話》，今收入《梁實秋論文學》，頁 544。 
34見丘秀芷〈漫談散文及其他〉，今收入余光中主編《秋之頌》，頁 436。   
35見梁實秋〈論散文〉，《新月散文選》，頁 411。 
36見梁實秋《文學因緣‧作文的三個階段》，今收入《梁實秋論文學》，頁 669-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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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班教室及員生數十人。樓之另一翼，為附屬中學教員宿舍，蓋亦有數十家。⋯

各家炊飯時間並不一致，有的人黎明即昇火煮粥，亦有人於夜十二時開始操刀

砧、昇火、燒油，嘩喇一聲炒魷魚，所以一天到晚平山堂裡面煙煙熅熅。有幾家

在門外甬道燒飯，盤碗羅列，爐火熊熊，儼然是露營炊飯之狀。行人經過，要隨

時小心，不要踢翻人家的油瓶醋罐。 

 

寫設備不足，因陋就簡的克難生活： 

 

水勢就下，所以很難怪樓上的那僅有的一個水管不出水。在需用水的時候，它不

絕如縷，有時候撲簌如落淚，有時候只有? ? 的乾響，如助人之嘆息。唯一水源

暢通的時候，是在午夜以後，有識之士就紛紛以鉛鐵桶輪流取水屯積，其聲淙然，

徹夜不絕。⋯我們是有廁所的，而且有兩處之多，都在樓下，而且至少有五百人

以上集體使用，不分男女老幼。原來每一個小房間都有門的，現在門已多不知去

向。原來是可以抽水的，現已不通水。 

 

平山堂縱然簡陋、擁擠，但是卻也多了一分人情味： 

 

有時候東頭發出慘叫聲，連呼救命，大家蜂湧而出，原來是一位後母在鞭撻孩子。

有時西頭號啕大哭，如喪考妣，大家又蜂湧而出，原來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婆

被兒媳逼迫傷心。有時候，一聲吆喝，如雷貫耳，原來是一位熱心人報告發薪的

消息，這一回是家家蜂湧而出，奪門而走，搭汽車，走四十分鐘到學校，再搭汽

車，四十分鐘回到城內，跑金店兌換港紙，──有一次我記得清清楚楚兌得港幣

三元二毫五仙。⋯平山堂旁邊操場上，躺著三五百男男女女從山東流亡來的學

生。… 有的在生病，有的滿身漬泥。我的孩子眼淚汪汪的、默默的拿了十元港紙，

買五十斤大米，送給他們煮粥吃。那一夜，我相信平山堂上，有許多人沒有能合

眼 37。 

 

梁實秋先生透過「由點到面，由小見大」的敘述描寫，從建築、人情、事件等幾個

層面，平實地報導了當時平山堂的種種情況，讓我們清楚地目睹了大時代的悲劇縮影，

進而有「身歷其境」的深刻感受。──他向來強調「文章之過長過短，不以字數計，應

以其內容之需要為準 38」。這一篇〈平山堂記〉在材料處理上，刪繁就簡而不失其細膩

大要，可稱得上是梁先生力倡「割愛」原則的一個最佳範例。 

                                                 
37見梁實秋《秋室雜文‧平山堂記》，(臺北，水牛出版社，1983年 12月初版)頁 1-6。 
38見梁實秋〈作文的三個階段〉，今收入《梁實秋論文學》，頁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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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散文的最高理想是「簡單」 

梁實秋先生向來喜歡「明白清楚簡潔有致的文章」３９。他主張散文應該以「明白清

楚為基本要求，進而求其雅健豐贍，但不主所謂『歐化』４０。」經過「割愛」之後，文

章的最高境界，就是在求「簡單」二字；它不是貧乏的意思，而是指透過「割愛」的過

程，把枝葉的地方通通削去，由博返約，追求文章的簡單扼要４１。 

梁實秋認為普通一般的散文，在藝術上的毛病，往往呈現出與「簡單」相反的現象：

(一)太多枝節。(二)太繁冗。(三)太生硬。(四)太粗陋。他說： 

 

枝節多了：文章的線索便不清楚，讀者要很用力的追尋文章的旨趣，結果是得不

到一個單純的印象。太繁冗：則讀者易於生厭，並且在瑣碎處致力太過，主要的

意思反倒不能直訴於讀者。太生硬：則無趣味，不能引人入勝。太粗陋：則令人

易生反感，令人不願卒讀，並且也失掉純潔的精神４２。 

 

梁實秋在〈群芳小記〉一文裡，即身體力行，以「簡單中求雅健」的筆觸，針對群

花的特性，給予個別的精神寫照。譬如寫到蓮，強調的是蓮的純潔風姿： 

 

小時家裏種了好幾大盆荷花。春水既泮，便從溫室取出置陽光下，⋯到了夏初，

則荷葉突出，荷花挺現，不及池塘裏的高大，但亦豐腴可喜。清晨露尚未晞，露

珠在荷葉上滾來滾去。靜看荷花展瓣，瓣上有細緻的紋路，花心露出淡黃的花蕊

和秀嫩的蓮房，有說不出的一股純潔之致。而微風過處，莖細而圓大的荷葉，微

微搖晃，嬝娜多姿，尤為動人。 

 

寫海棠，則著墨在她的艷質： 

 

轉去苗圃，看到一排排西府海棠，高及丈許，而花枝招展，綠鬚朱顏，正在風情

萬種、春色撩人的階段，令人有忽逢絕艷之感。 

 

對一般人印象中「富貴庸俗」的牡丹，卻以工筆寫出她的「秀麗脫俗」： 

 

花大而瓣多，色彩淡雅，黃蕊點綴其間，自有雍容豐滿之態。其質地細膩，不但

                                                 
３９見季季〈古典頭腦，浪漫心腸〉，今收入余光中主編《秋之頌》，頁 361-362。 
４０見丘彥明〈豈有文章驚海內〉，今收入余光中主編《秋之頌》，頁 406。 
４１說據梁實秋〈論散文〉，今收入《新月散文選》，頁 411。 
４２見梁實秋〈論散文〉，今收入《新月散文選》，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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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瓣的紋路細緻，而且厚薄適度。葉子的脈理停勻，形狀色彩，亦均秀麗可觀。

最難得的是其近根處的本末，在泡鬆的木幹之中抽出幾根，透潤的枝條，極有風

致。比起芍藥不可同日而語４３。 

 

每一段文字都只是簡簡單單的幾筆描寫，直陳出荷花的純潔，海棠的絕豔，牡丹的風致，

不橫生枝節，也不溢出題外。再如：他在〈寂寞〉裡一開頭即點明文旨說：寂寞是一種

清福，而且這種幸福不需外求，在自己小小的書齋裡，焚起一爐香，就立刻可以獲取。 

 

裊裊的一縷?筆直的上升，一直戳到頂棚，好像屋裡的空氣是絕對的靜止，我的

呼吸都沒有攪動一點波瀾似的。我獨自暗暗的望著那條? 線發楞。屋外庭院中的

紫丁香還帶著不少嫣紅焦黃的葉子，枯葉亂枝時時的聲響，可以很清晰的聽到，

先是一小聲清脆的折斷聲，然後是撞擊著枝幹的磕碰聲，最後是落到空階上的拍

打聲。這時節，我感到了寂寞。在這寂寞中我意識到了我自己的存在——片刻的

孤立的存在。⋯寂寥不一定要到深山大澤裡去尋求，只要內心清淨，隨便在市廛

裡，陋巷裡，都可以感覺到一種空靈悠逸的境界，所謂「心遠地自偏」是也。在

這種境界中，我們可以在想像中翱翔，跳出塵世的渣滓，與古人遊４４。 

 

梁實秋採取以動顯靜，以外在客觀物境，反襯內在的靜境的手法，強調寂寞這種清

福，不僅要從「心遠地自偏」的途徑去尋求，而且文末再次點題： 

 

所謂的寂寞，是隨緣偶得，無須強求，一剎間的妙悟也不嫌短，失掉了也不必悵 

惘。但凡我有一刻寂寞時，我要好好的享受它。 

 

首尾呼應，剪裁亦精要，可謂緊切「散文的最高理想——簡單」的原則。 

又譬如在〈談徐志摩〉一文，以七個段落概述徐志摩的一生，包括徐志摩的文才， 

事業、婚姻、思想、交友，以及梁實秋與徐志摩經過的結識等；其中第六個段落談論到

徐志摩的詩，梁實秋以不到五百字的字數，即精準扼要抓住徐志摩「文如其人的」詩風。 

 

   志摩的詩異於他人者，在於他的豐富的情感之中帶著一股不可抗拒的「媚」。這

嫵媚，不可形容，你不會覺不到，它直訴諸你的靈府。⋯志摩的詩是他整個人格

的表現，他把全副精神都投注入一行行的詩句裡，所以我們覺得在他詩的字裡行

間有一個生龍活虎的人在跳動，他的音容、聲調、呼吸、都歷歷如在目前。他的

                                                 
４３見梁實秋《雅舍雜文‧群芳小記》，頁 33-52 
４４見梁實秋〈寂寞〉，今收入陳子善主編《雅舍小品補遺 1928-1948》，(臺北，九歌出版社，1997年 11 
  月出版)，頁 108-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