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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梁實秋先生的雜文藝術成就 
散文偏抒情，雜文偏論事。方師祖燊說：「『雜文』大都是屬於議論性的散文，但與

一般論說文的嚴肅正經不同，它的文字較優美而生動。」「自古以來，我國文人採用筆

記隨筆之類的雜文體裁，『記事論事』很多，隨意信筆，不拘格式，寫來十分自由，大

抵把握住一個題目，就可從多方面來記事，並可隨時加以評論１。」梁實秋作品雜文居

多。他大都選取今人的生活瑣事來寫，但筆調綿密，富文藝的氣息，饒幽默的趣味，並

講求論理與引證，同時著重美詞與妙思，以及自然雅潔的筆調與裝飾的技巧。現在我從

「題材、情趣、風格、修辭」等四方面，去探討他的雜文在藝術上的成就。 

        第一節 廣蔚的題材之美 

「人性」與「人生」向來是梁實秋先生創作的主軸，他因此從不把文學當做娛樂品

與裝璜品。「『人性』是測量文學的唯一標準２」，因此在梁實秋的雜文裡，他很少描述驚

濤駭浪的時代大事，也沒有喋喋不休的刻板說教。他所記的大抵是生活瑣事，所論的也

盡是凡夫俗子。單從篇目來看，梁實秋的雜文，如同日本的「浮世繪」，男女老少，尊

貴卑賤，各行各業，全匯入筆端，題材極為廣泛，略分有七個方面： 

一、食衣住行：如〈喝荼〉、〈早起〉、〈制服〉、〈手杖〉，《雅舍談吃》之類文章。 

二、倫理道德：如〈第六倫〉、〈談友誼〉、〈代溝〉、〈父母的愛〉等。 

三、人情天性：如〈勤〉、〈嬾〉、〈髒〉、〈廉〉等。 

四、懷鄉憶舊：如〈憶老舍〉、〈憶李長之〉、《槐園夢憶》等。 

五、性別年齡：如〈男人〉、〈女人〉、〈孩子〉、〈敬老〉等。 

六、世態眾相：如〈送禮〉、〈拜年〉、〈握手〉、〈幸災樂禍〉、〈珠履三千〉等。 

七、品味人生：如〈旅行〉、〈讀畫〉、〈音樂〉、〈聽戲〉、《白貓王子》等。 

從以上篇目，我們可以看到梁先生的雜文，題材的普遍性與概括性。他認為文學取

材於「人生」；人生有種種，但不一定都要選美的來寫，但一定要選有意義的來寫，因

為文學必須具有深厚的道德性，要注重「善」的闡揚３。所以梁實秋喜歡從人性與文化

的層面去表現他的思想，對一般人眼中不起眼的人、事、物，他則常以細膩的文思，寬

廣的趣味和醇厚的天性去描述評介，再以幽默的筆觸，勾勒出世間的百態，以及形形色

色的人生面相。雖然，梁實秋稱自己的作品： 

 

裏面有的，只是「閒話」，「絮語」，「怨怒」，「譏諷」，「醜陋」，和各式各樣的「笑 

                                                 
１語見方祖燊的〈現代中國雜文的歷史、特質與類型〉，收於《方祖燊全集》第十冊，(臺北，文史哲，1999
年 7月初版)頁 55-60。   

２見梁實秋〈文學與革命〉，《梁實秋論文學》，(臺北，時報文化事業，1978年 9月出版)頁244。 
３說據梁實秋〈文學的美〉，《梁實秋論文學》，頁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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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４」。 

 

梁實秋先生的雜文之所以膾炙人口，因為他並不只是作表相的敷衍鋪敘，而是透過

題材寫出了人生的奧義；主觀地去關切人生的各種層面，在文字裡面，蘊含著他對人性

的觀察與人生的感觸，所以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咀嚼與玩味。他不只一次強調──「從人

心深處流出來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學５」。因此，他擷取題材的觸角，不僅是伸向一般人所

忽略的細微現象，還能就平凡的事物中挖掘出豐富的意涵，以達到「了解人性，反映人

性」的層面。譬如〈講價〉一文： 

    

有人傳授給我在街頭雇車的秘訣：街頭孤另另的一輛車，車夫紅光滿面鼓腹而遊

的樣子，切莫睬他。如果三五成? 鳩形鵠面，你一聲吆喝，便會蜂擁而上，競相

延攬，車價會特別低廉。在這裏，我們發現人性的一面— — 殘忍 6。 

 

利用競爭的心理，達到削價的目的。在這裏，梁實秋將人性的醜陋作了真實的呈現。但

是他有更多的篇章映射出人性陽光的一面。例如：抗戰時的作品《雅舍小品》（初集），

以〈雅舍〉開篇，以〈窮〉終篇，中間多篇文章均提到自己在食、衣、住、行上的艱困，

如：〈狗〉、〈病〉、〈雅舍〉、〈汽車〉之類，但是在窘迫的環境中，他仍然不忘記以慧黠

諧趣的文字，帶出心性光明的一面，以及隨遇而安的人生觀。如：在〈窮〉中，談到窮

的定義、遭遇、心境，以及古人應對窮之情形。他在中間穿插了一段議論： 

 

窮也有好處。⋯他的蓽門蓬戶，儘管是窮氣冒三尺，卻容易令人發見裏面有一個

人。人窮，越靠他本身的成色，其中毫無夾帶藏掖。人窮還可落得清閒，既少「車

馬駐江千」，更不會有人來求謀事，訃聞請箋都不會常常上門，他的時間是他自

己的。窮人的心是赤祼的，和別的窮人之間沒有隔閡，所以窮人才最慷慨 7。 

 

我們在這裡看到梁實秋在平實、樸直的敘述中，融入自己對生活的體悟，並帶出耐人尋

味的議論，讓讀者印象深刻。 

在梁實秋眾多的雜文中，有關人際交往、人倫關係的篇章，約佔二分之一。諸如《雅

舍小品》中的〈孩子〉、〈第六倫〉、〈「旁若無人」〉、〈商店禮貌〉、〈代溝〉等；《罵人的

藝術》中的〈花錢與受氣〉、〈是熱了〉、〈小聲些！〉、〈時間觀念〉、〈讓座〉等；《雅舍

                                                 
４見梁實秋《罵人的藝術‧自序》(署名秋郎)，(上海，新月書店，1927年10月初版)。   
５見梁實秋〈文學與革命〉，《梁實秋論文學》，(臺北，時報文化事業，1978年 9月出版)頁244。 
6見梁實秋〈講價〉，《雅舍小品合訂本》，(臺北，正中書局，1986年 5月出版)頁 142。 
7見梁實秋〈窮〉，《雅舍小品合訂本》，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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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補遺 1928－1948》中的〈小賬〉、〈電話〉、〈火〉、〈握手〉８等。這些篇章對人類的

道德修養、文明禮貌和現代禮儀的提倡，都有深刻入微的觀察，和對人性細膩的剖析。

譬如（結婚典禮）一文，描述國人漠視婚姻的隆重性，在典禮過程中，對新娘子做出種

種不宜的動作。 

 

禮畢，新娘要準備迎接一陣「天雨粟」，也有羼雜糧的，也有帶乾? 的，像冰雹

似的沒頭沒臉的打過來。有在額角上被命中一顆核桃的，登時皮肉隆起如舍利

子。⋯客人對於新娘的種種行為，由品頭論足以至大鬧新房，其實在刑法上都可

以構成誹謗、侮辱、傷害、侵入私宅和有傷風化等罪名的，但是在隆重典禮裏，

這些醜態是屬於「撐場面」一類，應該容許９！ 

 

末句以反諷的語法，指出現代文明與傳統風俗的衝突，並微露人性的負面性格。又如〈小

聲些！〉裏，談到中國人嗓門之大，在全世界首屈一指，不論何時何地，都扯著喉嚨交

談： 

 

無論是開會發言，客座談話，商店交易，或其他公眾的地方，說話的聲音時常是

尖而且銳，聲量是洪而且寬，耳膜脆弱一點的人，往往覺得支持不住。我們的華

僑在外國，談起話來，時常被外國人稱做「吵鬧的勾當」（Noisy business）。⋯

在你好夢正濃的時候，府上後門便發一聲長吼，接著便是竹帚和木桶的聲音。⋯

坐在影戲院裏，⋯你背後就許有兩位嘰嘰咕咕的談論影片裏的悲歡離合，你越不

愛聽，她的聲音越高。在火車裏，在輪船裏，聽聽那滔滔不斷的談話的聲音，真

足以令人後悔生了兩隻耳朵１０。 

 

在他的不慍不火的筆觸中，我們看到了梁實秋對生活裏平凡的人事物，不但觀察細膩，

而且見解透闢。另一類觸及時弊的雜文，如：〈擠〉、〈讓座〉、〈垃圾〉、〈送禮〉等，他

藉由作品以闡揚尊重、公德、平等、博愛等等德行，如此才能符合他一向所強調的：文

藝作家觀察人生，處理選定的題材，除了要有獨特的眼光之外，還必須與道德結合的理

念１１。 

他除了從「食衣住行、禮儀風俗、倫理道德」等取材之外，「懷鄉憶舊」的題材在

梁實秋的雜文中，也佔了相當重要的篇幅，如：《看雲集》裡的文章，《談徐志摩》，《談

聞一多》，悼念亡妻程季淑女士的《槐園夢憶》，以及「偶因懷鄉，談美味以寄興」的《雅

                                                 
８不同於《雅舍小品》中的同名作品。 
９見梁實秋〈結婚典禮〉，《雅舍小品合訂本》，頁 53。 
１０見梁實秋〈小聲些！〉，《罵人的藝術》，(上海，新月書店，1927年 10月初版)頁 54-55。   
１１說據梁實秋〈文藝與道德〉，《實秋雜文》，(臺北，大林出版社，1984年 10月再版)頁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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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談吃》等等都是。 

梁實秋的晚年心境，趨於閒適超脫，在追憶故舊時，筆調亦趨樸實平靜，彷彿是一

個第三者在說故事似的，沒有摧肝斷腸的激情，也沒有刻意歌功頌德的陳述；相反的，

只是擷取他們生活的片斷和日常的小事，勾勒出人物的特性。譬如〈憶豈明老人〉，則

由周作人的書房「苦雨齋」，寫出他「清淡而雋永」的生活。 

 

一張龐大的柚木書棹，上面有筆筒硯臺之類，清清淡爽爽，一塵不染，此外便是

簡簡單單的幾把椅子了。照例有一碗清茶獻客，茶具是日本式的，帶蓋的小小茶

盅，小小的茶壼有一隻藤子編的提梁，小巧而淡雅。永遠是清荼，淡淡的青綠色，

七分滿。房子是頂普通的北平式的小房子，可是四白落地，几淨窗明１２。 

 

寥寥數語，便清楚簡明地交待周作人「文如其人」的風格。再如記〈胡適先生二三事〉，

也從胡適之的書法，描繪出他豪邁不失分寸、正直不失人情的個性。 

 

他進屋之後就伸胳膊挽袖子，揮毫落紙如雲煙，還要一面和人寒暄，大有手揮五

絃、目送飛鴻之勢。胡先生的字如其人，清?削瘦，而且相當工正，從來不肯作

行艸，一橫一捺都拖得很細很長，好像是伸胳膊伸腿的樣子。不像瘦金體，沒有

那一份勁逸之氣，可是不俗１３。 

 

以冷靜內斂、平易誠摯的文筆，娓娓說出記憶中的其人其事，不賣弄辭藻，不煽動熒惑，

反而能與讀者作心靈的交流，引發讀者深切的共鳴，而進一步想去探究研讀筆下人物的

作品與事蹟。 

何懷碩在〈雅舍的真幽默〉一文裏，評論《雅舍小品》，認為它的幽默之精純如名

茶芳釀，而且： 

  

其幽默的真趣，常將我們自己及所遇見的人生苦樂、荒唐拙陋、虛榮乖謬、得失

成敗種種，導向詩人的曠達、哲慧的透闢與幽默的風趣１４。 

 

可以說梁實秋的雜文之所以能夠膾炙人口，主因之一正是他的題材是最尋常的人生百

態；透過作品，我們看到自己熟悉的身影。梁實秋在〈文藝與道德〉裏也談道： 

 

文藝作品之內容，則為人生的寫照，人性的發揮；我們不僅欣賞其文詞，抑且受

                                                 
１２見梁實秋〈憶豈明老人〉，《看雲集》，(臺北，志文出版社，1974年 30月初版)頁6。 
１３見梁實秋〈胡適先生二三事〉，《看雲集》，頁 20。 
１４見何懷碩〈雅舍的真幽默〉，《秋之頌》，(臺北，志文出版社，1988年1月初版)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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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容的感動，有時為之逸興遄飛，有時為之迴腸蕩氣１５。 

 

梁實秋先生徹底服膺上述的理念。因此，我們研讀他的雜文，可以鮮明清晰的察覺

到：他除了寫人記事的憶舊作品之外，其他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擷取生活中的平凡瑣事為

題材，但是卻能「於森羅萬象的生活狀況中去尋索其潛在的動因１６」。透過生活中的一

鱗半爪，反映人性的多面相，而帶給讀者無窮的韻味及親切感，或許這正是梁實秋先生

的作品能風行不衰的關鍵吧！ 

          第二節 雋永的幽默之趣 

魯迅認為小品文若被當成「小擺設」，自然不會有大的發展，「生存的小品文，必須

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１７」。相較於魯迅的雜文充

滿了「戰鬥性」，梁實秋的雜文則洋溢著雋永的幽默趣味，無論是早期的《雅舍小品》，

抑或晚期的《雅舍談吃》，風格始終如一。各種題材信手拈來，隨興而談，看似嘲諷，

實則蘊含了生活的機智與處世的智慧；乍看疑似諢話，細讀才知寄寓著作者的人生哲

理，以及對生命義涵的闡發。 

所謂的「幽默」，梁實秋將它界定為「標新立異，刻意形容，虛而不妄，刺而不傷１

８」。換言之，以新穎的喜劇手法，和細膩的描繪，既可達到箴砭世態、激起共鳴的效果，

又不被諷刺的銳利鋒芒給刺傷。因此他筆下的文字，總能莊諧並作，藉著幽默機智的字

句，生動勾勒出浮世繪的眾生相，卻又能避免於尖酸刻薄，挖苦嘲弄的弊病。 

梁實秋認為永恆的人性是文學的對象，而人性的面貌就在我們週遭。在〈什麼是「詩

人的生活」？〉裏他說道： 

 

足跡遍世界的人，也許是無異於行尸走肉，也許只淺嘗了些皮毛；畢生不出鄉村

的邊界的人，也許對人生有深切的認識。⋯只要他隨時隨地肯用心觀察用心體貼

就是了１９。 

 

梁實秋能寫出眾多的人生面相，正是因為善於體會人性，以及觀察生活的細節。他一生

不曾仕宦，但是在勾勒官場的人際關係的虛偽時，卻是入木三分。例如〈臉譜〉一文，

梁實秋對於那些陽奉陰違，「變臉」比翻書還快的人，以辛辣中不失詼諧的筆觸，寫活

                                                 
１５見梁實秋〈文藝與道德〉，《實秋雜文》，頁 59。 
１６見梁實秋〈現代文學論〉，《梁實秋論文學》，頁 340。   
１７見魯迅〈小品文的危機〉，原發表於 1933年 10月 1日《現代》第 3卷第 6期，今收入黎照主編《魯迅
梁實秋論戰實錄》， (北京，華齡出版社，1997年11月初版)頁 528。 

１８見〈《青光》啟事〉，原發表於 1927年 5月 1日上海《時事新報‧青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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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   

１９見梁實秋〈什麼是「詩人的生活」？〉，《梁實秋論文學》，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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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媚上傲下者的醜態： 

 

對下司道貌岸然，或是面部無表情，像一張白紙似的，使你在他面前覺得矮好幾

尺！但是他一旦見到上司，驢臉得立刻縮短，再往癟裏一縮，馬上變成柿餅臉，

堆下笑容，直線條全變成曲線條 20。 

 

此種善於「變臉」的人，梁實秋給予他一個妙喻──簾子臉，因為在適當時機，它會呱

嗒一聲如簾子一般捲起，另露出一副面孔。梁實秋不帶髒字罵人，卻仍能將偽君子前倨

後恭的行徑纖毫畢現，讀罷，不禁令人拍案叫絕。又如〈中年〉裏，梁實秋以《聊齋志

異》中的「畫皮」，來形容卸妝後的女人臉蛋，並且對遲暮女人的「面目」有一番精采

的摹寫： 

 

最暴露在外面的一張臉，從「魚尾」起皺紋撒出一面網，縱橫輻輳，疏而不漏，

把臉逐漸織成一幅鐵路最發達的地圖，臉上的皺紋已經不是熨斗所能燙得平的，

同時也不知怎麼在皺紋之外還常常加上那麼多的蒼繩屎。所以脂粉不可少。除非

糞土之牆，沒有不可圬的道理。在原有的一張臉上再罩上一張臉，本是最簡便的

事。不過在上妝之前下妝之後，容易令人聯想起聊齋志異的那一篇「畫皮」而已
21。 

 

透過敏銳的觀察，以輕鬆的筆調，在不經意之間，剝開女人面目下的「真相」，讀來讓

人忍俊不禁。 

再如〈住一樓一底房者的悲哀〉，描述自己生活在上海一間小房子裡的窘態： 

 

「君子遠庖廚」，住一樓一底的人，簡直沒有方法可以上躋於君子之倫。廚房裏

殺?，我無論躲在那一個牆角，都可以聽得見? 叫，廚房裏烹魚，我可以嗅到魚

腥，廚房裏生火，我可以看見一朵一朵烏雲似的柴? 在我眼前飛過。自家的庖廚

既沒法可遠，而隔著半垛牆的人家的庖廚，離我還是差不多的近。人家今天炒什

麼菜，我先嗅著油味，人家今天淘米，我先聽見水聲。22。 

 

把常人對住屋的抱怨，用「從容不迫」的口吻細述，灑落中帶詼諧。全文看不到一個「怨」

字，但是，仔細推敲字句背後的涵義，卻可以深深體會到侷促在一間狹隘的空間裡，無

處遁逃的悲哀！另外在〈半開門〉一文，針對中國人在交易時愛討價還價，打折扣的習

                                                 
20見梁實秋〈臉譜〉，《雅舍小品合訂本》，頁 98。 
21見梁實秋〈中年〉，《雅舍小品合訂本》，頁 104。 
22見梁實秋〈住一樓一底的悲哀〉，《罵人的藝術》，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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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梁實秋忍不住以反語的口吻作結道： 

 

中庸之道，大概就是「打折扣」的哲學罷？半開門的罷市，也纔算是聖人之教了。

不知道在吃飯的時候，有沒有這允執厥中的精神 23？ 

 

在雅雋的詼諧裏，夾帶了冷靜的批判。其他如〈結婚〉、〈握手〉、〈排隊〉、〈拜年〉、〈送 

禮〉等篇章，對於生活中待人接物的虛榮，以及偽善的民間陋習，梁實秋都進行了溫和 

的嘲諷和箴砭。梁實秋的幽默，往往不是用幾句俏皮話，或引述幾個笑話，勉強逗人發 

噱與捧腹的；而是透過寓莊於諧的幽默中，凸顯出梁實秋的慧黠與機智，讓讀者在莞爾 

之餘，還能深思其中的奧妙寓意。 

除了善於製造風趣俏皮、婉諷他人之外，梁實秋還擅長自嘲，他說：「我寫時的原

則：開玩笑，必須先開自己的玩笑；打人的本領不要有，挨打的功夫必須好 24。」所以 

他在描寫〈狗〉一文裏，寫自己畏懼狗的窘態；〈病〉裏寫自己住院時的尷尬；〈時間即

生命〉裏，更進一步嘲弄自己糊裏糊塗混日子，而且之所以花費三十年時間翻譯莎士比

亞，根本原因是「懶」；能完成作品，主要是因為「活得相當長久，十分驚險。」拿「懶」

及「活得長久，十分驚險」來調侃自己的翻譯成就，不但無損於讀者對作者幽默的激賞，

反而因為他不卑不亢的自嘲，讓作品有了餘韻。 

此外，還寫到自己的「聾」、「健忘」、「饞」、「打鼾」⋯等習性。但是在自我戲謔之

間，尺寸卻拿捏得宜，無過與不及，並非如小丑般的醜化自己，或是蓄意貶抑自我。相

反的，在我們讀完作品後，常能從梁實秋先生的文字的背後，發現他所隱涵的生活哲學，

以及對生命的尊重態度。例如〈講價〉一文，他坦承自己不善於殺價，對於講價的四原

則：「要不動聲色」、「要無情的批評」、「要狠心還價」及「要有反顧的勇氣」，總是知易

行難，始終未能運用。理由是： 

 

我怕費功夫，我怕傷和氣，如果我粗脖子紅臉，我身體受傷，如果他粗脖子紅臉，

我精神上難過，我聊以解嘲的方式是記起鄭板橋愛寫的那四個大字：「難得糊塗」
25。 

看似阿 Q精神的自我解嘲的論調，咀嚼再三之後，方知此乃作者想透過輕鬆的筆調，展

現他追求和平、恬適的人生觀，同時對世俗人一窩蜂熱衷於討價還價，以「佔盡便宜」

而沾沾自喜的心態，表達了不慍不火的諷刺，讀來饒有意味。再如〈送行〉一文，寫到

自己被行人託付的無奈，最後有感而發： 

 

                                                 
23見梁實秋〈半開門〉，《罵人的藝術》，頁 99。 
24見胡有瑞〈春耕秋收〉，《秋之頌》，頁 353。 
25見梁實秋〈講價〉，《雅舍小品合訂本》，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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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願送人，亦不願人送我，對於自己真正捨不得離開的人，離別的那一剎那像

是開刀，凡是開刀的場合照例是應該先用麻醉劑，使病人在迷蒙中度過那場痛

苦，所以離別的苦痛最好避免。一個朋友說，「你走，我不送你！你來，無論多

大風多大雨，我要去接你。」我最賞識那種心情 26。 

 

在此表達了梁實秋「有情」，卻又不被世俗情感所束縛的灑脫與自在的生活態度。司馬

長風在《中國新文學史》裏指出：在現代散文作家中，論幽默的才能，首推梁實秋，因

為除了風趣、惹人發笑之外，話裏還有值得人咀嚼再三的智慧，以及博雅的知見。 

 

因此梁實秋的小品，頗合乎美善和諧的標準。從他的作品中，不但可欣賞精采的

幽默，同時也獲得知與慧。⋯美善和諧、諧義交織，對於穩健的知識分子，尤其

是中年人，則有難以抗拒的魅力 27。 

 

梁實秋的雜文在幽默之外，總能不經意地表達了他洞察事理的真知灼見，以及箴砭世態

的智慧。司馬長風的評論，不啻為梁實秋的幽默做了最佳的註腳。 

第三節 儒雅的書卷之氣 

梁實秋先生自幼接受中國傳統的儒學薰陶，長大後留學美國，是一個對中西文化都

有精湛涵養的學者。他這種學者的氣度也流露在他的作品當中。余光中在〈剪掉散文的

辮子〉裡，將梁實秋歸類為學者的散文，並且認為： 

 

這種散文，功力深厚，且為性格、修養和才情的自然流露，完全無法作偽。學得

不到家，往往淪幽默為滑稽，諷刺為罵街，博學為炫耀 28。 

   

梁實秋作品的精采之處，正在於他不僅學識豐富，思想宏廣，能融會貫通，卻不會

以知害情，犯了掉書袋的毛病。無論敘事、抒情或說理，經常引經據典，多尋章摘句，

同時大量融合了中西文化的學問，大至文字學、文學史、歷史、宗教和藝術等範疇的知

識，小至趣聞軼事、俚語掌故，梁實秋都能信手拈來，運用自如，既不泥古，也不會刻

意崇拜聖賢的哲思。他認為今後散文的發展，不能失掉傳統，應該努力將新舊的脈流融

合在一起，「用典」及「文白夾雜」是必然的趨勢之一。 

 

寫文章若大掉書袋，固然難以寫出流暢自然的句子，讀來晦澀，令人生厭；但若

                                                 
26見梁實秋〈送行〉，《雅舍小品合訂本》，頁 112。 
27見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 (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1年12月31初版)頁 164。 
28見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辮子〉，《逍遙遊》， (臺北，大林出版社，1980年 1月31初版)頁 30。 



 180 

能適當的用典，白話文中恰切地出以文言，不但能做到最經濟的表達，而且能使

文句的內涵更形豐富，把白話有時而窮、難以表達的意思，很技巧地透露了出來，

從文中的藝術性來說，典故的運用是不可少的 29。 

 

例如〈書法〉，他先引述《顏氏家訓》中顏之推教子弟書法之道，再帶入三國的韋誕擅

長書法，卻被盛名所累的事，最後提到自己在故宮博物院欣賞名家書法的感受： 

 

王羲之父子的真蹟，如行雲流水一般的蕭散，「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

猶眾星之列河漢」，我癡癡的看，呆呆的看，我愛、我恨、我怨，愛古人書法之

高妙，恨自己之不成材，怨上天對一般人賦予之吝嗇 30。 

 

梁實秋的文章說古道今，言之有物，流暢自如，再加上宏富的學識和鮮活的引用，

使他的雜文在幽默諧趣之外，還帶著濃郁的儒雅的書卷之氣。再如：他在〈圖章〉裏談

論圖章，指出它起源於春秋戰國；〈領帶〉裡論及領帶，便說它起源於法國皇帝路易十

四時代，克羅埃西亞傭兵之頸上的裝飾性的領結。在〈鳥〉這篇文章裡，有濟慈的〈夜

鶯〉、雪萊的〈雲雀〉，以及哈代詩句的徵引。又如〈睡〉，以中國古代豪傑之士「聞午

夜荒雞起舞」開篇，引用了古今中外有關睡的種種記載：史料、佛經、《世說新語》、莎

士比亞戲劇「第十二夜」中的道具大床⋯，使讀者了解到古今中外對「睡覺」的種種概

念，以凸顯「人性」的普遍性與恆常性。但是如果文章只做到這一步，則無非只是羅列

資料而已；接著梁實秋藉由「睡」的舖陳作為蓄勢，而後在結尾引用明代陳繼儒在《珍

珠船》裏，對徐光溥以睡作為逃避現實的手段的記載，用反諷的口吻點出篇旨： 

 

一個做到首相地位的人，開會不說話，一味假寐，真是懂得明哲保身之道，比危

行言遜還要更進一步，這種功夫現代似乎尚未失傳 31。 

 

在娓娓漫談之中，結尾一筆點出整篇的寓意，加強了絮語閒話的思想張力，同時也彰顯

出梁實秋縱橫今古的功力。他曾說：「一個道地的中國人大概就是儒道釋三教合流的產

品３２」。又說： 

 

大凡人生有三種境界：自然的、人性的、宗教的。⋯宗教生活是人生最高境界。

                                                 
29見劉真〈實秋先生不朽〉，今收入陳子善主編《回憶梁實秋》，(吉林，吉林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
版)頁76。 

30見梁實秋〈書法〉，《雅舍小品合訂本》，頁 62。 
31見梁實秋〈睡〉，《雅舍小品合訂本》，頁 32。   
３２見丘彥明〈豈有文章驚海內— 答丘彥明女士問〉，《秋之頌》，頁 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