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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結論 
 

前言 

 
文學作品，除了是反映時代的產物之外，還有著積極的教化功能，許多文學 

工作者也自許為文化的尖兵，正是因為對文學的熱愛和使命感，讓他們「衣帶漸

寬終不悔」。周麗麗在〈建設我們的現代散文〉中提到，在現在物質生活方面相

當富裕的時代，精神生活方面卻相對貧乏。尤其是社會上的青年世代，心理和行

為上常有著不平衡的表現，在這個時候，文學的建設，實在是一件刻不容緩的事，

而現代散文的努力，更是一大前提。植根於文學的社會，會減少許多戾氣；而植

根於文學的生命，才可以找到永恆的力量。而身為文學工作者，時有著責無旁貸

的使命。 

優秀的文學作品，除了有適當的形體，也要有充實的內涵，表現出文學生命 

的深度與廣度，進一步對社會大眾有所啟迪與貢獻，也無玷於「文學」這片美好

的園地。因此她認為優秀的現代散文作品，必須有十二項特質，以此來證之張秀

亞的作品，有以下的特質:1 

一、 社會的 

作品取材的角度，要顧及到廣博度與普遍性，不是孤立的、獨特的事件，讓

讀者有似曾相識的感情，才能引起大眾的共鳴。文學作品是屬於社會的，如果失

去了社會性，就會少了廣度，文學作品不能以新奇詭誕的情節來引人注意，也不

能脫離現實太遠，限於夢幻式的迷離，太注重感官刺激，或太乖離實際，都會使

作品不耐咀嚼，失去了文學生命。而張秀亞的作品，都是寫她所深知，寫她所動

心者，因此，她的作品常能得到眾人的廣大迴響，而其中所蘊含之哲理，也常能

發人深省。 

二、 思想的 

作品常是作者人格、思想的呈現，不能夠表現作者思想的文字，是膚淺的，

                                                 
1 周麗麗《中國現代散文的發展》，台北:成文出版社，1980 年 7 月初版，頁 211-219，周麗麗在第

五章〈結論─建設我們的現代散文〉一文中提到現代散文必須具備的特質，除了「國語的」

以外，還需包括十二項特質:戰鬥的、民族的、社會的、思想的、時代的、美善的、生活的、

藝術的、真實的、感人的、忠恕的、博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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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深度的，會顯得幼稚沒有份量。透過作品，我們可以看見作者的思想意識和

人生觀，並由此得到一些啟示，如此的文學作品才是有價值的。張秀亞的作品，

常在字裡行間透露出深刻的思想內涵，不管是她寫給少女的書信（《少女的書》），

或給珊珊的二十四封信，其實都是透過書信的方式，傳達正確的思想與理念給讀

者。而她在大時代的洪流中所遇到的動盪，以及婚姻生活中的磨難體悟，都畫作

醇美的思想，留給世人明淨如珠光的珠璣字句。 

三、 時代的 

文學作品，常有著時代中某一個角度所照出的影子，在感情上與時代有著關

聯，在內容上則反應著時代。不論小品或是長篇，都需具有高度的時代精神，歷

史的陳述，或是即時的寫實，都必須與現代人的感情連結到一起，才能顯現其意

義。張秀亞筆下的世界，是台灣經濟起飛前一個素樸、單純、未受污染的農業社

會，誠如詩人瘂弦所提到的：「張秀亞作品體現了那個時代，她的散文，是台灣

永遠的田園牧歌。」2而在張秀亞的作品中，有著深刻的家國之思，與漢賊不兩立

的愛國情操，這些都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政治情勢有關，透過她的散文，也正可

看出當時反共思潮的盛行。從中有著時代刻畫的痕跡，國族歷史文化的脈絡。 

四、 美善的 

散文創作，最重要的功能是使人有趨美向善的功能。作品並非一定要「載

道」，但是不能導引讀者產生偏激、邪淫的不良念頭，晦淫晦盜的文字，是不足

為人稱道的。有水準的文學作品，其中要能看見作者的赤子之心，勇於捍衛自己

的思想，勇於表達自己的見解，讓作品呈現美善的境界。張秀亞因宗教的信仰，

和個人的修為，再作品中表現的都是美善的一面。這並非她粉飾太平，也非自絕

現實，而是她以愛的眼光看萬事萬物，發覺事物美好、善良的一面，即使是一些

清淺的抒情小短文，也都盪漾著清澈的性靈之美，純真的人性之善。她大量灑向

讀者心靈的，正昰美與善的心靈種子。 

五、 生活的 

文學是真實人生的呈現，不是不食人間煙火，而是包含著食衣住行和育樂，

不論是苦難的、悲情的、喜樂的、完滿的，都是一幕幕人生實景，不能在某些病

態的、畸型的現象上大加渲染，創作者宜從維護善良人性著眼，本著人道主義，

                                                 
2 見瘂弦所寫<把文學的種子播在台灣的土地上>原在 2001 年 12 月文訊雜誌，後收錄在于德蘭編

《甜蜜的星光上》頁 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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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寫悲喜人生，如此胸懷和理想，才能醞釀出偉大的作品。張秀亞的散文，寫滿

了人世間的悲歡離合：有濃烈糾葛的夫妻之情，也有深刻的母子之情，更有溫馨

的世人之愛，憐物之情，她的散文故事在你我週遭都曾上演，寫的是你我都熟悉

的人、事、物，她以敏感的心緒體驗紀錄下來，這一篇篇的人生之歌，植根於生

活，卻來自心靈的深處。如她在《北窗下‧序》中所寫的：「幾朵小花，一片綠

影，一絲陽光，往往會帶給我最大的快樂，我從來不企望什麼過於奇妙高遠的東

西，我安於自己這份庸俗的生活，我只是希望達到一位音樂家所說的境界─崇高

的庸俗。」3她寫作，正是將閱讀人生這部大書所得的感想加以抒發罷了。 

六、 藝術的 

文學作品就是一件藝術品，必須把握住它的藝術性。成熟運用文字的技巧與

特性，表現出美好的形體與音律，在遣辭造句上需用心推敲，像雕琢藝術品般雕

琢作品，使之呈現美的觀感。張秀亞曾自比為牧羊女，筆桿成為蘆笛，驅著詩文

化作的小羊，築幻想的水草而居，她的生命，藉著豐美的水草，而塗上一抹青碧，

面對文藝女神，她的態度嚴肅而認真，她將寫作當作一種藝術，終身為此而努力，

時思超越。」4她的遣辭造句彷彿文字煉金術，活化了語言與文字，她文章中所呈

現的形象美、音響美、色彩美、意象美、結構美，都顯現了其高度的文字藝術。 

七、 真實的 

文學作品失「真」就不易感動人心，表真心，說真話，寫真意，文學創作雖

不一定是完全真實的情節，但是其中的感情必須是真的。文學創作不能說假話，

情節逼真，情感真摯，才能使人感同身受，引起深刻的共鳴。張秀亞一生誓為文

藝女神的忠僕，她堅持要「對自己中實」，她將自己比喻為一條沉默的蠶，吐出

來的，是自己心底那素色的絲，強調的就是一個「真」字，她說：「真之一字，

在散文中，極其重要，真是指的真情與真知而言。」
5對自己忠實，把真實的情感

表露出來，就成為張秀亞創作的基本原則。因此，寫她所深知的，寫她所動心的，

她要求文章的深度更重於文章的廣度。她寧願在她所熟悉、知道的領域，挖掘得

更深入些，也不願譁眾取寵，寫一些別人認為驚心動魄，對她卻陌生的東西。因

此，她的文章真實性強，才能引起共鳴，造成廣大的迴響。 

                                                 
3 張秀亞《北窗下》，台中：光啟出版社，1983 年 4 月 23 版，頁 8-9 
4 張秀亞《寫作是藝術‧自序》，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85 年 9 月再版，頁 3-4 
5 張秀亞〈散文概論〉《心寄何處》，台中：光啟出版社，1980 年 11 月 9 版，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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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感人的 

文學作品是用來表情達意的，而且要表得好達得妙。創作者投入了豐富的感

情，引領著讀者隨著書中情節而起伏，思想隨之擺蕩，讓讀者記住了書中人物與

情節，深深被書中世界所感動。張秀亞的散文世界，就是現實與人生的反應，在

平凡瑣碎的人生中，其實正蘊含著富麗與智慧。她說：「我發現，自任何的方寸

之地，皆可能尋找到富麗無比，沉埋已久的龐培城。正如詩人愛默生所說：『一

滴水是海洋，一粒塵是一座丘山。』而同樣的，也可以說，自一顆素樸真摯的心

靈，你可以尋到最動人瑰麗的故事。」6因此，自己與他人的心情故事中，張秀亞

投入了真摯的情感，創造出一篇篇真實感人的作品，超越了時空而留存在讀者心

中。 

九、 博愛的 

中國人兩千年以來，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知識份子的為人處世，更是為其所

支配，而在文學作品中也充斥著儒家思想。文學作品可以唯美，可以浪漫，但落

實到人間，是充滿博愛情懷的。中國文人的愛，是君子高貴的情操，愛人愛物，

惜物惜情，表現在文學中的胞與情懷，使得作品有著高尚情懷，也才能展現真正

的文學成就。張秀亞曾說過，她寫作是基於愛，所要表露的也是愛，因此貫串她

散文的，就是一個愛字。她愛大自然、愛人、愛物、愛國家、愛民族，甚至對傷

害她最深的人都能寬恕，也是在愛的信條下，做到了常人所不能做到的事。因此，

在她的散文中，不管是懷舊憶往、自然禮讚、市井浮繪、宗教關愛，流露的都是

濃濃的愛。張秀亞散文的博愛情懷，正是現實功利社會中最高貴的情懷。 

    張秀亞在散文寫作上的特質，使得她的散文成就超越她其他的寫作文類，也

使她在散文創作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她是台灣美文的開拓者，建立了女性書寫的

一個範式，而她對散文創作的自我實踐，又使她成為真善美理念的實踐者。 

 

第一節  美文的開拓者 

 

美文，是界乎詩與散文之間的散文文體，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其實一直注重

「美文」的傳統，直到民國周作人提出「美文」的概念，似乎才給了「美文」清

楚的定義和概念。五四時期的現代散文中，許多作家都是遵循著美文的傳統寫

                                                 
6 張秀亞〈寫作二十年〉見《張秀亞全集 3》，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5 年 3 月初版，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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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如徐志摩、梁遇春、朱湘何其芳等，張秀亞將這些文壇前輩的長處與特質加

以發揚，再加上她自己的文學觀──簡淨、純真、韻致、想像四個優秀散文應具

備的條件，開拓出一個新的美文世界。張秀亞可說是現代美文的繼承者與發揚

者，在台灣她更可說是美文的開拓者。因為她長達七十年的創作努力，使她的作

品成為了一個時代的典型，更由於她對文學理念的啟發，成就了年輕一代的美文

作家。 

    高大鵬在〈悼張秀亞談美文〉中談到美文： 

 

顧名思義，它是刻意在追求美感，因此不但講究章法，並且富有高度的藝 

術性。昭明太子蕭統在他的《文選》的序中說的最明白：『事出於沉思， 

義歸乎翰藻』前者要求有內涵有深度，後者要求有詞藻有文采。……美文 

的本質是詩，形式是散文，所以作者必須兼具詩心與文華，才能調和二者 

之長，鎔鑄成一既純且醇的藝術品，這樣的美文，即使在堂宋大師筆下， 

也寫不出幾篇呢！7 

 

而張秀亞的散文，不但深具詩味，講究章法，重視美感，是真正的「美」文。高

大鵬推崇張秀亞，在當今文壇被定位為「美文」作家，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殊榮。 

    詩人瘂弦稱張秀亞是「美文的傳承者與發揚者」
8。張秀亞將「美文」帶入了

一個新境界，不只是在文字技巧的錘鍊，對於美感的追求和美學品味的提升，都

有了新的意義。陳芳明即指出： 

 

(張秀亞)這種審美原則，其實與現代主義的美學思維完全吻合。這是女性 

散文書寫的一個重要的突破。……她的抒情、頌讚、哀傷、喟歎，可以說 

都是來自內心的呼喚，而張秀亞認為，這些都是現實事物「更完全、更微 

妙、更根本的事實。」9 

 

因為如此提升了散文的美學層次，使得「美文」傳統和抒情寫作方式，才在離開

                                                 
7 于德蘭編《甜蜜的星光上》，台北：光啟出版事業，2003 年 9 月初版，頁 228 
8 瘂弦〈總論〉《張秀亞全集 1》，台南：國家台文館，2005 年 3 月初版，頁 18 
9 陳芳明〈在母性與女性之間〉《霜後的燦爛─林海音及其同輩女作家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國立

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3 年 5 月初版，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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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後，在台灣有了新的發展，而張秀亞實功不可沒。 

張秀亞的散文有著一貫的美文風格，每一個字句都充滿了感情，一件簡單的

事物在她筆下都成了美的化身，她使用的都是美好貼切的文字，讓讀者沉酣於美

好的境界中。她反映了一個時代的心靈，表現的是一個美麗的台灣圖像。詩人瘂

弦說她的作品: 

 

為農業時期與工業時期交替的台灣，畫了一幅幅美麗的畫像。那是台灣的 

黃金時代，如果有人問我們的社會還沒變複雜、混亂之前，台灣人想些什 

麼，它們的夢是什麼顏色，讀一讀張秀亞的散文就知道了。張秀亞作品中 

的山，是沒有土石流的山，她寫的水，是不曾污染的水，她描述的原野， 

是翻飛著白鷺鷥的原野，它筆下的城市和農莊，是一個充滿了愛和溫馨的 

世界。那是我們共同創造的歷史，我們一路走來，永遠珍惜、懷念，張秀 

亞作品體現了那個時代，她的散文，是台灣永遠的田園牧歌。10 

 

張秀亞的散文文字，有如原野的百合，是美而純淨的，這些優美的文字，有

些是經過她枯心思索後的佳句，有些則是援筆立就的但是讀來皆清新可人，而從

中也可以讀出隱藏在文字中的作者溫婉、寬厚、悲憫的心，以及流洩其中淡淡的

惆悵與喜悅，彷彿是來自心靈深處的聲音，這些聲音加深了她人生的體悟與智

慧，也提高了她的精神境界。 

張秀亞那清新美好的文學世界，是晚近社會許多光怪陸離現象下的桃花源，

對於當代人心失去已久的純真、唯美的特質，有著喚醒作用。她的作品保留了美

好的世代、溫暖的感覺、無窮的想像，為台灣創造了美文的典範，留住了美好的

記憶。她的名字，是美的代名詞。 

 

第二節 女性書寫的典範 

 

    中國歷史上著名的女作家不多，而寫散文的女作家更少，直到現代新文藝發

展後，才出現了幾位散文女作家，都各有特色與成就，但是在人數和作品數上，

                                                 
10 見瘂弦所寫<把文學的種子播在台灣的土地上>原在 2001 年 12 月文訊雜誌，後收錄在于德蘭編

《甜蜜的星光上》，頁 171 



 202

仍難和男性作家相比。而在戰後的台灣，文學的天空卻出現許多閃亮的女星，她

們熱熱鬧鬧的加入文藝的花園，在人數和作品數量上都造成了空前的盛況。而其

中，在散文界，張秀亞就是一顆閃亮的恆星。 

    在當時的政治社會等環境因素下，張秀亞和一批從大陸播遷來台的女作家

們，藉著「台灣省婦女寫作協會」的組織，成為新舊文化交流的溝通橋樑，他們

有著同樣的時代背景，經歷相似的流離歲月，因此在寫作上也互相交流、砥礪，

帶起了當時台灣女作家寫作的風氣，也造成了相當程度的影響。 

在大陸時期即成名的張秀亞，歷經流離來台後，挾著優厚的學養，在安定的

環境中，擁有了吳爾芙夫人筆下的「自己的房間」(吳爾芙曾作《自己的房間》一

書，另名自己的屋子，書中提到在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女子寫作是得不到鼓

勵的，連一間自己的寫作室也沒有。此書是女性自覺意識的代表作)，於是透過了

這個寫作的窗口，將女性的內心世界和外界連接了。而且又得到了社會各界及文

藝先進的支持、鼓勵，也慢慢的擁有了廣大的讀者群，這使得她寫作的熱情就愈

來愈澎湃了。張秀亞和同時期的女作家群們，在男性作家念念不忘的家國主題

下，以憶舊、抒情另闢了蹊徑。詩人瘂弦即認為「在台灣婦女寫作運動中，張秀

亞無疑是一位重要的燃燈者。她的寫作活動，一直與婦女文運的脈搏緊密相扣，

起著導引與示範的作用。」11雖然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張秀亞也不乏搖旗吶喊的

「愛國」作品，但是她花了更多的心思在經營她的文字藝術，建造她的文學天地，

這對當時的文壇起了一定的示範作用。 

張秀亞的散文作品中，女性特質明顯。女性天性喜愛自然愛美的特性，讓她

在風光明媚的大環境中，充分體驗了大自然的情趣，並且透過筆端，做了美的傳

達，她將大自然中的朝暉夕陰、流光雲霞、清風朗月都做了美好的詮釋，並且從

中透露出宇宙生生不息的創造精神。而在大自然細小事物的微語中，她憑藉著敏

銳的感受力、豐富的想像力，發覺出其中的「微言大意」，為讀者開拓出一片清

新、美好的園地，讓讀者感受到她筆下所透露出的寧靜與喜悅。 

    除了對大自然的禮讚，張秀亞更善於以細筆寫物，她筆下出現的老屋、小狗、

小蟲、郵箱、市招……，皆帶著濃濃的感情，觸動了讀者的心弦，喚起了美好的

記憶，她在紙上以一己之情，牽動了萬千讀者的心情。 

    更可貴的，張秀亞溫柔敦厚的特質，在面對大自然的山川風物、植物動物，

                                                 
11 瘂弦〈總論〉《張秀亞全集 1》，台南：國家台文館，2005 年 3 月初版，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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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飽含著民胞物與的情懷，對市井小民更是充滿了悲天憫人的胸懷，她寫出了宇

宙的奧秘，人性中的光明，文字中淳厚的感情、謙卑的態度、感恩的惜福，都藉

由她感人的描寫方式，賦予了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張秀亞來台之初，寫作的題材，多為懷舊憶往之作，對於故鄉恆久的思念，

對過往歲月的眷戀，都不時出現在她的文本中。但是這並非她的全部，因此，我

們發現自然禮讚、生活感悟、市井浮繪、宗教情懷，都豐富了她寫作的題材，而

其寫作的手法和技巧，也日臻純熟與精練。她寫作的方式大體是遵循傳統的、以

時間為經的路線書寫，不只求廣度，更講求深度，不但觸及到了生活的表面，也

挖掘到內心的深處。更喜用象徵筆法，曲折表達，使文字呈現出如詩般的意境，

這種寫作方式，正適合張秀亞多愁善感的心緒，纖細委婉的筆致。 

    張秀亞詩人、小說家的身分，使得她在散文創作上，帶入了詩的筆法，注重

文字的形聲之美，語句的節奏之美，獨創的字詞、語法，避免了散文僵化的形式

及陳腔濫調，使文字呈現出清新秀麗的面貌。而她將小說中情節鋪排、佈局結構

等技法融入散文，也使她的散文內涵更充實。 

    在寫作態度上，張秀亞是認真又嚴肅的，她認為文藝工作是神聖的，要真實

面對讀者的心靈，不能有一絲虛偽和造做，如此才能對得起文藝的女神，和萬千

讀者純真的心靈。她在寫作技巧上的注重，使得詩化散文的美學淋漓盡致使用在

她的散文中，而對修辭、結構的技巧方面，更是窮極工巧，在她的散文中呈現出

來的不只是妍美的辭采、動人的句式，細膩的描寫還有極具巧思的哲理。而陳芳

明在〈在母性與女性之間─五 O 年代以降台灣女性散文的流變〉一文中也強調：

「她(張秀亞)的創作技巧值得注意的地方，並不是在地化，而是對於『想像』的

不懈追求。」12他認為張秀亞的散文相當出色的掌握了文字的音樂性，以緩慢運

行的節奏，將情緒與想像同步釋放出來，成為許多寫作者爭相模仿的對象。 

     在張秀亞建立的書寫典範中，可以發現文本中流露出濃濃的母性與女性角

色的特質，不只是對自己的孩子，對村童，對其他識與不識的孩童，「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她都留露出母愛的光輝。而在初期的文本中，失婚的心情常是她寫

作的主題，她雖忠於感情，忠於婚姻，卻非委屈求全，這種「寧為玉碎，不為瓦

全」的態度，有別於傳統禮教下女性思維，是相當勇敢的。當她堅毅的母肩父職，

                                                 
12 見李瑞騰編《霜後的燦爛─林海因及其同輩女作家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國立文化資產保存研

究中心籌備處，2003 年 5 月初版，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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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家園之時，其實面臨了女性在寫作上的一個阻礙，即現實與理想，家庭與事

業的難以兼顧，她常自嘲每日周旋於「三台」──即教室的講台、書房的硯台、

廚房的爐台之間，心力交瘁程度，可想而知。但是這些現實的困境，張秀亞都以

母性的堅忍，女性的包容使其得到了調和。這位曾受過西洋學術正規教育的女作

家，卻沒有受到西洋各種文學流派的污染，她的散文溫婉明麗，情感真摯，遣詞

造句，處處顯現中國女性溫柔的美德，展現中國文化特有的精神。在她的散文作

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堅強、茹苦的女性角色，也在其中看到了深具女性特質

的書寫範式。 

雖然如前文所言，女性散文或許未能寫出一個大時代的格局，也或許沒能明

辨台灣社會的是與非，甚至出現了劉心皇所說的：「她們的長處是充滿了抒情的

調子，明淨柔婉；短處在汲取寫作素材的範圍太狹，大多以辭藻華美見長，還未

暇顧及到內容的擴大。」13的缺憾，但不可否認的，這些女性散文對週遭生活的

關切，以女性角度的書寫方式，對社會人心產生的撫慰力量，所呈現出來的文學

與藝術價值，卻是不能被抹滅的。即使在今日，女作家群日益龐大，張秀亞所建

立的一個典範，卻是依然清晰。 

 

第三節 真善美的實踐者 

 

在張秀亞的散文作品《北窗下》發行十二版的前言中，張秀亞自稱，「崇高

的庸俗」是其生活及寫作的理想，「崇高的庸俗」即是將平凡、單調、瑣碎，淨

化美化的結果。張秀亞散文的動人處，在於從形式到內容，都帶著唯美的氣息，

她將日月星辰、山川風物、草木蟲鱼、貓狗人物都沾滿了溫柔的情愫，她拂去了

罪惡和醜陋，給讀者留下一個純淨美好的真善美世界。時光流轉，世事多變，當

社會充滿了吵嚷喧囂，文學面孔或病態或血腥的時候，張秀亞的散文，無異成為

撫慰人心最溫暖的春風。 

文學雖有各種的形式，也各有不同的思想表達，但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卻都有

一些共通之處，就如同張秀亞喜愛的福克納的話:「在寫作裡，只容心靈那些永恆

的真理；就是愛、光榮、惻隱、自尊、感情、犧牲」。而張秀亞的散文作品，就

包容了這些永恆的真理，經過人生苦難的淬煉，從悲劇莊嚴的世界走出來，用心

                                                 
13 劉心皇〈自由中國五十年代散文〉，《文訊》第九期，「文學的再出發」專輯，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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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孕育出智慧的花朵，傳遞的是人世間真善美的故事。 

周安儀在〈用愛心寫人生的張秀亞〉中說張秀亞的詩和散文有著獨特的風

格，像「空谷幽蘭，悠悠流水，縷縷琴音」: 

 

許多青年讀者，偏愛她的詩和散文，因為她的文字中散發著一份美，像空 

谷中的幽蘭，清香淡淡，令人陶醉；又像一縷清澈的琴音，教人悠然意遠； 

讀她的詩或散文，你會覺得它淨化了你的塵俗，而移目於天邊飄忽的白 

雲，那份雅與潔，善與美，是屬於不食人間煙火的。14 

 

回顧張秀亞一生經歷，前半生可說是苦多於樂，動盪多於安定，安居台灣後，

卻又飽受病痛苦惱，但是她仍然是樂觀向上的。在她遍嚐人生的苦酒後，卻推出

了一篇篇優美又膾炙人口的作品，溫婉、善良、寬厚的張秀亞形象已留存在讀者

心中，文字中呈現的美麗、光彩的生命，撼動著人心。姚儀敏在〈彩筆具有雙飛

翼的張秀亞〉中說張秀亞，是以想像及聯想為文筆的雙翼，更以之為文字橋樑，

使讀者在橋上和她的心靈相逢。說她是: 

 

具有古典情懷的她，每每將真善美的價值融注文藝之中，以之來抒寫、慰 

藉，更作自我的提昇，連帶的也提升了讀者的精神境界，在她的作品中發 

現陽光、音樂與色彩。15 

儘管真實的人生和文學是如此的不協調，我們 

仍真誠的感謝張秀亞曾經為讀者砌造了文學伊甸園，讓我們的心靈得以休 

憩，讓我們的人生有夢，有快樂、有希望……。 

 

它用信望愛的眼光看宇宙和人世間的一切，在文章中充滿了真善美光輝的反映。

她藉著她的作品培養自己抵達高雅、寧靜的心靈世界，也藉著文字傳達善良美好

的理念，以書寫自修修人，成為以文字度人的寫作者。正如單國璽樞機主教在張

秀亞追思彌撒證道所言：「秀亞教授對我國近代文學之貢獻雖然功不可沒，但我

                                                 
14  收錄於張秀亞《湖水‧秋燈》，台北:九歌出版社，1995 年 11 月 9 版，頁 188 
15 收錄在于德蘭編《甜蜜的星光》，台北:光啟文化事業，2003 年 9 月初版，頁 804，以下引文為

同篇，頁 81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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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她最大的貢獻，還是她利用文學天才，將天主的真善美聖的光輝反映出來，

同時也將基督救世的福音精神，撒播在讀者的心田。」16而觀其一生，不論在作

品中、生活上，都可發現她是一個真、善、美的實踐者。而張瑞芬在〈張秀亞的

散文美學及其文學史意義〉一文中也指出：「她(張秀亞)的名字代表一種美善心靈

的極致，幾乎與田園詩心與抒情美文化上了等號。」
17 

 

 

張秀亞的散文，以純樸自然的清麗筆觸，傳達出一種超然於物外的性靈之

聲，其中美好的神韻與境界，雋永得彷彿不沾煙火世俗，這是她作品的特色，卻

也是其藝術創作的侷限之處。 

在題材方面，因為張秀亞的學院派身分，所接觸到的人物都較為單純，也因

其心性關係，生活圈也較為固定，題材的狹隘，侷限了她作品的廣度。她寫作的

素材不離山川風月、雲雨湖水、四季變化等，主題皆是自己生活週遭的事物，以

及個人情緒的轉折與抒發，情意真摯感人，但卻過於單調貧乏。以至於無法從中

嗅到歷史的脈動，傳遞社會的訊息。彷彿置身於一個與世隔絕的桃花源，寧靜美

好，卻「不知有漢，無論魏晉」。 

在內容方面，由於太過於浪漫熱情，以至於忽略事物的現實面。張秀亞筆下

的世界，過於光明燦爛、善良美好，悖離現實，夢幻而不切實際。雖然她曾表示

刻意呈現事物的光明面，但畢竟在現實人生中，也有著醜陋不堪的一面，在張秀

亞的作品中，這些全部都消失不見了。因此內容的悖離，讓張秀亞的作品無法貼

近真實的人生。 

在技巧方面，張秀亞慣用相同的聯想與意象，重複再三的出現，對熟悉的讀

者而言，欠缺新意。而結構的一致性，也給人過於雷同的感覺，因此，技法的重

複，使得她的作品少了創造性與實驗性。而過於強調節奏與音韻，有時減弱了作

品的情思與藝術性，有「削足適履」之弊。再來，張秀亞喜用傳統詩詞入文，雖

呈現了優美意境與豐富情采，透露了浪漫的人文情懷，但是有些部分卻使用得過

於生硬，反而有食古不化的弊病。 

但是有著抒情、靜態的美感，清麗的文句，雋永的哲思，是張秀亞散文的風

                                                 
16 見于德蘭編《甜蜜的星光上》，台北:光啟文化事業，2003 年 9 月初版，頁 125 
17 見《文訊雜誌》，233 期，2005 年 3 月，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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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她的文章是生活智慧的沉澱，生命靈性的昇華，表現出真善美的和諧境界。

不可諱言，許多人在她的散文中，體認到一個真情美善的世界。而因為她心中充

滿了愛，以愛的目力觀照人世間的一切，因此人性的醜陋、悲哀、不堪，變得可

以淡化和原諒，她的愛寬容了一切，也美化了一切。與其說她的散文是「不知人

事」，還不如說她是「率性而為」，張秀亞本是熱情善良、單純質樸之人，她書中

的觀點，其實就是她真實心性的呈現。寫作貴在真，真情的張秀亞也就無從掩飾

的透露出真實的她了。 

張秀亞一生的創作歷程，從 1936 年的第一部小說集《在大龍河畔》，到 1984

年出版最後一部散文創作《海棠樹下小窗前》，在這麼長期的寫作時間中，她不

斷的努力實踐她的文學理念，以及對「美文」風格的探求，在散文、小說、詩等

其他文類，都開拓了一番新的格局與成就。 

通讀張秀亞的散文，彷彿走入中國現代史的長廊，走過動盪的年代，經歷過

悲喜歲月，在張秀亞的作品中，我們嗅到了時代的脈動，看見了一顆純美、良善

的心靈，張秀亞以堅定的信仰，執著於愛的情感，追求著美與善，攀上了藝術的

頂峰，她活得精采，寫得出色，在現代文學的領域，誠如張瑞芬所說的：「在一

個荒蕪涸竭的時代，中張秀亞堅持『在多少噸瀝青中，濾取到那一閃鐳光，在人

的內心深處，顯示出照明的作用』，她的生命力是昂揚的，終身的散文創作凝結

在藝術的頂峰，以不懈的努力為散文這項文類作了有力的『隱形宣言』，實現了

『以作品給人印象，而不以人給人印象』的自我期許。」張秀亞在滔滔俗世中，

堅持自己的寫作理想，如一朵靜立在風中的誠實且沉默的小白花，堪稱是一代散

文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