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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壹、前言 

鹿橋，本名吳訥孫，祖籍福建閩侯，民國八年生於北京，民國三十一年畢業

於昆明西南聯大，民國三十四年入耶魯研究院，民國三十八年得到美術史碩士學

位，民國四十三年取得耶魯大學藝術史博士學位。曾任教於舊金山州立大學、耶

魯大學，民國七十三年自聖路易市華盛頓大學榮休。曾獲愛德華．莫林可德優異

校座教授（Edward Mallinckrodt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Professor）殊榮，新海紋文

學獎、日本書法獎、當代之寶獎、美中西區華人學術研討會頒贈「傑出學人獎」，

民國九十二年三月十九日因癌症病逝美國。 

鹿橋是學者，也是作家，他說自己「以左手寫詩篇，以右手寫論文。」1他

的學術論文多以英文出版，或譯成德、義、日文。他的文學作品深受廣大讀者的

喜愛，遍及台灣、香港、大陸。本篇論文以台灣地區為研究場域，他在台灣出版

的文學著作包括：民國五十六年出版長篇小說《未央歌》，民國六十三年出版短

篇故事集《人子》，民國六十四年出版雜感及日記體散文《懺情書》，民國八十七

年出版隨筆散文《市廛居》。《未央歌》出版近六十版，常被選為最有影響力的書；

「寫給九歲到九十九歲」看的《人子》近三十版，可稱為《未央歌》別冊的《懺

情書》十幾版，散文《市廛居》剛出版一週就再刷，他的作品在台灣從民國五十

六年至今，風行了將近五十年，本文要研究的範疇，就是鹿橋及其文學作品2。 

 

貳、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學受到時代環境的影響，往往會改變書寫的策略，以呼應時代的需求。近

代中國多災多難，內憂外患頻仍，在現代文學發展上，啟蒙、革命、和救亡一直

是重要的議題，鹿橋生長的背景，正是現代中國急劇變動的時代。然而，民國六

年至民國十六年的文學革命、民國十六年至二十六年的革命文學、民國二十六年

至三十八年的戰爭文學，這些主流思潮，在鹿橋的《未央歌》（民國三十四年完

稿）中卻看不到它們的影響。  

再者，民國三十八年之後，無論是在大陸或台灣，為鞏固政權、統一意識形

態，文藝寫作往往被迫跟著政策走。民國四○至六○年代是政府主導反共文藝的

                                                 
1應平書〈吳訥孫就是鹿橋〉，《學人風範》，1980 年，頁 84。總之，以右代表理解、結構、正宗、

太平時代的傳統，而左則是幻想、空靈、左道、動亂期間的破壞，也有他一個傳統。左右相成，

是中國幾千年前就見到的道理。鹿橋〈六版再致未央歌讀者〉，《未央歌》（台北：商務印書館，

2004 年），頁 6。 
2還有一些單篇文章，在報刊雜誌發表，如民國二十八年在《西風》雜誌發表的〈我的妻子〉，民

國七十九年在中華日報發表〈心許〉，根據陳克環的文章，還有一篇〈邂逅〉，但此篇遍查無著，

也無他人提及，尚待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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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所有文學都要配合這個走向，民國五○年代卓然有成的現代主義文學當時

尚在政策之外洶湧。到民國六○年代中、後期大環境的改變，文壇主流才由寫實

文學或鄉土文學逐漸取而代之。在歷經轉變的台灣文壇時空座標下，鹿橋可以說

是缺席的。 

這樣的一位作家，在民國五十六年現代文學抬頭、反共文藝猶盛的時期，出

版了《未央歌》，雖然引起兩極的評價，卻能在民國六○年代造成話題，影響廣

大的年輕學子。《未央歌》塑造的大學樂園，充滿理想色彩，滿足時代年輕學子

追求五四精神的嚮往，喚起美好的情操、激勵向上的意志。自此之後，鹿橋儼然

成為青年導師，愛與美的代言人，  

他雖然不在國內，但只要回國或有新書發表，各文藝團體機構、大學就爭相

請他演講，演講題目大多跟文化、美育有關，《未央歌》成為戰後台灣最有影響

力的書籍之一。其後出版的《人子》，也引起眾多的討論與闡釋，民國八十七年

黃淑英根據〈明還〉繪製的《小小孩》繪本是作品熱潮的延續。民國六十四年出

版的《懺情書》寫作年代最早，為鹿橋十九、二十歲時的雜感筆記，也是爲寫《未

央歌》與《人子》先行實驗的素描小冊子；民國八十七年出版的《市廛居》，散

論文化、生活與人物，與之前的三部作品相較，筆觸由純美浪漫走向生活體驗，

但是一以貫之的是對真善美的追尋。 

在青少年懵懂時期，《未央歌》的故事便爲筆者留下美好的印象。隨著時代

風氣丕變，文學作品的內容趨於商業化、通俗化，抒情文學式微。雖然有些學者

認為《未央歌》太理想、太不食人間煙火，但是它在不同的年代都同樣激勵了渴

望美與愛的心靈，在現今處處都過於講求實際的社會風氣中，青年人對於理想的

熱誠、對於生命中除了物質以外，一種生命品質的向上奮進的精神也逐漸消失，

於是年輕時應該有一點的爲了理想不顧一切的傻勁不見了，心態早熟得像在社會

上打滾許久的人，實在令人惋惜，讀鹿橋的作品能緩和或改善這種不平衡，這是

促使筆者研究鹿橋的原始動力。 

再者，翻閱文獻資料，關於鹿橋作品的專門研究有限，全面觀察的文章幾乎

沒有，而且無論評價如何，都僅就單篇討論而已，令人遺憾。 

鹿橋在民國三十四年離開動亂的中國，此後求學、結婚、成家、工作，大半

輩子都在國外。對大陸或台灣而言，在地理上、在文壇上，鹿橋都與祖國、主流

分離。筆者對這樣一位在政治與文藝思潮上長期與主流疏離的作家，竟然有這種

魅力，得以在台灣暢銷書排行榜上長期屹立不搖，感到好奇。終其一生，鹿橋的

文藝創作自有主張，也走出一條自己的路，筆者想從各個面向，對鹿橋其人及其

作品做較全面的觀察，並且試圖給予一個文學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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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文獻探討 

有關鹿橋文學作品的研究資料並不充足，有關其人及其作品的討論四分之一

在報紙副刊上，四分之三在文藝刊物或學報上。在報紙副刊上除了配合研討會而

刊登的專門文章較長外，其他評論篇幅不大，文學期刊的篇幅則長些。目前筆者

在兩岸三地查到的相關文章大約有九十多篇，以標題區分如下： 

（一）其中討論《未央歌》最多，有三十二篇。過程中有時會附帶引岀《懺情書》。 

（二）《人子》其次，有二十一篇。 

（三）涉及《未央歌》及《人子》的有一篇。 

（四）《市廛居》有七篇。 

（五）總論作品的只有一篇。 

（六）談論鹿橋思想觀念的有十六篇。 

（七）討論鹿橋單篇文章，如〈邂逅三章〉一篇、〈結婚第一年〉有二篇。 

（八）談文學史上的價值有一篇。 

（九）談建築涉及鹿橋文化概念的有一篇。 

（十）與其他作品一起論述有二篇。 

（十一）鹿橋其人其事有十篇。 

這些文章歸納起來研究的方向有：一、寫作風格，二、主題意涵，三、哲理探討，

四、時代意義，五、與其他作品比較，六、修辭技巧等方面。 

有不少學者提出了很好的意見，切入的觀點新穎，具啟發性。譬如莊信正以

童話的角度剖析了《未央歌》的寫作手法及內涵，頗具開發性；宋遂良以美感距

離的角度切入，認為有必要重新探討《未央歌》的價值定位；齊邦媛就《蓮漪表

妹》和《未央歌》作文本分析，認為《未央歌》內容敘述太完美，因此很難得到

成熟讀者的共鳴。二書時空場域類似，卻有著截然不同的風格表現，文字間，留

下文學是否應該反映時代的思考空間，但揄揚顯而易見；周芬伶認為《未央歌》

與《人子》二者都是很好的青少年讀物，她認為《未央歌》中「大學英雄」形成

的方式與卡萊爾的英雄崇拜理論不謀而合，「天真」是他們共同的特質；而《人

子》寫的比《未央歌》好，是初入哲理殿堂很好的入門書。 

關於人物傳記部分，主題不外是談創作理念、人文思想、處世態度，其中楚

戈〈鹿橋訪問記〉針對「新文言」的定義、《未央歌》的寫作、「延陵文會」的情

形，提供了詳細的資訊。樸月則透過觀察鹿橋對夫婦、友朋之情的態度，顯示了

鹿橋的真性情。  

關於學位論文部分，目前找到專門研究鹿橋文學作品的有二本，一是國立中

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論文一本：《鹿橋小說研究》（民國九十五年七月）是由

龔顯宗教授指導，馬琇芬撰寫。她以《未央歌》及《人子》為研究範圍，各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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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做思想與內容的分析。《未央歌》著重人物分析、主題探討。《人子》思想以

老莊為主、儒釋為副，加上西方哲理、心理分析等來研討。一是國立中山大學中

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一本：《鹿橋〈人子〉研究》（民國九十二年六月），是由

徐信義教授指導，常秀珍撰寫。她是以伊塞爾主張文本中意義的未定性與空白

處，有待讀者參與、創造、填補這個概念，來探尋《人子》背後的意義，因此採

用道德（哲理）的、心理的、神話的、原型的、原型模式等分析闡釋《人子》的

意義。至於討論鹿橋整體中文作品的學位論文目前尚未發現。3 

而主要相關網站為：「鹿橋歌未央」http://nelsonwu.theweb.org.tw/index1.html、

「與鹿橋有約」http://vm.nthu.edu.tw/arts/shows/endless/（皆屬於清蔚園轄下，

http://vm.nthu.edu.tw/），這兩個網站提供了鹿橋生平（側寫、年表）、作品（小

說、舊稿、真跡、論文、書評）、相關報導（新聞剪輯、訪清蔚園）、影音資料

（延陵乙園、歌曲欣賞）、作家評論、讀者討論、相關連結等幾項資訊窗口。 

還有「國立西南聯合大學網站」http://www.luobinghui.com/ld/zl/Index.html，有

系統地蒐羅所有與西南聯大相關的文字與圖片，如歷史、文化、學術、人物、憶

往等，內容豐富。  

商務印書館在民國九十五年出版，由樸月主編的《鹿橋歌未央》，全面蒐集

了來自親朋好友提供的資料，是至今市面上整合鹿橋相關資料最有系統的一本

書，爲喜愛鹿橋的朋友提供了更接近他的機會。 

以上是大致情況，大部分篇章，雖然觀點不錯，但多僅就一本或兩本書做討

論，或舉證不夠全面，因此讓人感到份量不足且不夠周延，有進一步開發及統整

的必要。整體說來，有關的文獻需要進一步做有系統的歸納整理。 

 

肆、問題意識及研究方法 

一、問題意識 

從文本及資料的閱讀中，筆者思索以下幾個問題並且試著尋找處理的方法： 

（一）鹿橋的寫作理念是什麼？又是什麼因素造成的呢？筆者將從內在的性格，

外在的環境著手。 

（二）鹿橋在《未央歌．再版致未央歌讀者》中，表示不認同五四時期「便宜由

外國進口或向古人借貸」4的文學主張，，而力主「新文言」，這個「新文

言」的內涵是什麼？是否貫徹在他全部的作品中呢？筆者欲以《未央歌》

為主軸延伸出去，作一探究。 

                                                 
3 根據樸月〈從小童到鹿橋〉一文記載，大陸有研究所的學生以《未央歌》為論文題目。經查為

二○○一年南京大學夏小芸寫的一篇碩士論文《象牙塔之光－論《未央歌》在現代文學史上地

位》。不過，在大陸有關鹿橋及其作品研究的期刊論文目前只發現四篇。 
4 鹿橋〈再版致未央歌讀者〉，《未央歌》（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 年），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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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央歌》民國三十四年完成，民國四十八年才自費在香港出版，距離成

書相隔十四年，又過了八年，民國五十六年才在台灣面世，距離成書已二

十二年了。民國六十三年第二本著作《人子》問世，翌年，他將在大學一、

二年級寫的日記本選集《懺情書》出版。十四年後，民國八十七年《市廛

居》推出，每本著作中間都隔了相當歲月。隨著年齡漸長、閱歷漸增，鹿

橋寫作的題材及關切的面向也有所變化，從《懺情記》過渡到《市廛居》，

哪些保留下來，哪些做了改變？《未央歌》、《人子》在文藝表現上有獨特

的個人風格，這個風格的內涵是什麼呢？《市廛居》與前面三部作品的相

同點在哪兒？相異點呢？筆者將從作品的寫作動機、主題意識、表現風格

等方面剖析他的文學風格。 

（四）鹿橋的成長環境、生活背景，都不在台灣的時空下。當台灣文壇由反共、

懷鄉、到現代主義、鄉土熱潮時，身居海外的鹿橋以截然不同的姿勢闖入

這個場域，並獲得讀者大眾的迴響。有不少作家批評《未央歌》太過天真

浪漫，脫離現實，但《未央歌》的寫作目的、作品風格應該屬於抒情文學

的一脈，筆者以為應跳脫「寫實主義」這個觀點，以抒情文學的角度來評

價觀察為宜。而後出版的《人子》、《市廛居》，證明鹿橋不只是一個唯美

的作家，應該說他是個人道關懷者，追尋生命意義的探索家。 

以寫實主義批評《未央歌》，除了個人主觀喜好，時代背景也造成這

個批評的角度，筆者想要探索，當時「寫實主義」的評價觀點中，審美距

離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為何？筆者欲從民國五十六年前後台灣的社會、文壇

的狀況、讀者的需求三方面著手，來分析《未央歌》流行的現象及其背後

的成因。 

（五）自從出版《未央歌》後，鹿橋一直被視為青年朋友的導師，他的話語也常

被視為智慧南鍼，讀者們都喜歡他作品自然流露的知性與感性。雖然旅美

多年，從《未央歌》到《市廛居》，自少及長，鹿橋始終顯露著中國傳統

文化薰陶下讀書人的氣質，同時也呈現在他的作品中。他在描述文化差異

時，顯示中國文化略勝一籌，但他最真切的企望是打破種族國家的藩籬，

他認為不論西方和東方，在不同的血色皮膚下，其實人性都是相通的，要

持平的看待中西文化，認清自身文化的優缺點，在符合國情的情況下，截

長補短。他說： 

 

每次提到「人」，都是泛指人類每一份子。這與如今紛爭的國際情

勢及野心的國際政客頭腦中分辨敵友的「人」，有基本觀念上的區

別。所以用的雖是自家人談話的中文，而觀照的是文化上國際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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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及我們的理想，其對象是不分國界的。5 

 

這個論點從《未央歌》到《市廛居》都可以觀察到。對中國的意識也是如

此，他腦海中對國家的認同是超越地理與政治界定的，是「中華民族」意

識的，凡台灣、大陸或香港，對他而言只是地理上的名稱，因此「中國」

對他的定義是文化的，而不是政治上或地理上的界定。筆著將從作品中捕

捉鹿橋對文化、人性、生命的主題意識。 

 

二、研究方法 

鹿橋一生出版成書的文學作品有四部，一部長篇小說、一部短篇故事集、一

部日記體的札記，以及一部散文集，寫作的文體分別很大，如何將之融合的確不

易，筆者將嘗試跨越過文體限制，直接研究體式下表現的內涵。其中長篇小說和

短篇故事集可以算是鹿橋的代表作品，獲得的迴響最大，討論文章在質和量上也

具有相當的參考價值，因此本文自然會給予較多的篇幅討論，而晚年出版的散文

集是較被忽視的一部作品，其實它可以說是作者思想最成熟時的表現，中心思想

一以貫之，與前期創作相較，為人詬病的一些缺點不見了，代之以厚實內斂的格

調，值得加以觀照。 

研究採雙軌進行，一方面蒐集相關期刊報紙資料，經過篩選、做摘要與寫心

得，並從中發覺議題；一方面閱讀文本、做摘要寫心得，發掘問題。再將二者相

互參照支援，釐清脈絡，再作歸納與整理，找出研究的幾個方向，建立論文的組

織與架構。接下來按照所擬大綱，閱讀相關的歷史文獻、學位論文、以及美學、

心理學、社會學、讀者反應理論等書籍。閱讀、分析、歸納是寫作時不斷會重複

進行的動作，在這個過程裡，筆者將試著從美學、心理學、社會學、讀者反應理

論等角度對文本及文獻資料做一統整梳理。 

 

 

 

 

 

 

 

 

 

                                                 
5鹿橋〈六版再致未央歌讀者〉，《未央歌》（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 年），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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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各章摘要 
第一章 緒論 

本章分成四小節，分別是前言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探討、問題意識與研究

方法。 

 

第二章 鹿橋及其作品概述 

本章分成三小節。第一節首先敘述鹿橋生平，包括家世背景、求學歷程、生

活經驗、思想性格等，在這些前提下，作者呈現的人格特質、人生態度，以及對

諸事的看法，均影響他的創作態度，藉此爲下一節的敘述先行鋪陳。 

其次談文學之路。首先要談到作者與寫作的因緣，他從小就羨慕父親能書寫

成書，還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將來有一本書能讓商務印書館出版，就很了

不起了」6，加上從小養成寫日記的習慣，自然而然，當時就埋下了寫作的種子。 

在寫作理念上，鹿橋談的很多，例如他認為寫作時要對自己真誠、作品中要

有自己，不隨波逐流；寫作不為什麼，因為文學的本身就是目的等，這些理念造

成了鹿橋獨特的創作風格。就語言表現來說，鹿橋主張「新文言」的運用，筆者

將從文獻資料及文本中探討「新文言」的內涵特性。  

第三節為作品出版及內容概述。《懺情書》大約是十九、二十歲的大學時期

所寫，最晚的兩篇成於大學畢業之後。材料採自「藍紋」與「黑皮書」（「藍紋」

收集一些半生不熟的稿子，「黑皮書」是記雜感的日記），可以說是為寫作《未央

歌》與《人子》先行練習的一本小冊子。《未央歌》是一本以西南聯大為背景、

以理想風格取勝的長篇小說，「為了一向珍視那真的，曾經有過的生活，……不

讓他們一齊混進所謂分析過的生活經驗裏」7，鹿橋畢業後把這行將退盡如夢似

的大學生活，用近六十萬字編寫了一個理想的大學烏托邦。 

關於《人子》，鹿橋說在「一九三六年春天，……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我爲

這本書埋下了這一粒種籽。」8，全書佈局「以〈幽谷〉來引領讀者進入《人子》

的世界，又先以〈汪洋〉為題來回憶幼年時對人生的一種不甘自我限制的心情。」
9，此書把對「永恆」的追求發揮到極致，作者以富有童話與鄉野傳奇色彩的短

篇故事，來表達深遂的哲理，各篇看似獨立，實則朝向一個同心圓。本書離開了

《未央歌》的唯美情懷，向更大的格局挑戰。 

鹿橋曾說過右手是用來寫論文的，左手是用來抒發情感的，而《市廛居》他

左右手都一起寫。《市廛居》這本書，第一部分也叫「市廛居」，第二部分是「利

                                                 
6冷步梅〈鹿橋終生追求美〉，《綜合月刊》，第 82 期，1975 年，頁 46  
7鹿橋〈前奏曲〉，《未央歌》（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 年），頁 1。 
8鹿橋《人子‧原序》（台北：遠景出版公司，1975 年），頁 1。  
9前揭書，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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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大川」，第三部分是「人物憶往」，這三個部分在民國八十七年集結出版成書，

那時他已在美國生活三十多年了。筆者將依照作品寫作年代的先後，將出版過

程、內容大意、主題意識作一簡要的說明。 

作者二十歲左右寫《懺情書》，有著年輕人不著邊際的感情幻想，及對理想

的執拗，但是五十九歲的中年對事情的看法不再那樣漂浮，把愛與美的追求轉化

為對平凡生活的細細品味，所以連買份報紙，吃個早餐都有一份體貼。《市廛居》

從民國六十七年寫到民國八十四年，從五十九歲寫到七十多歲，人生歷練多了，

不再作夢：「我當初要『詩篇』與『論文』兩種生活在少年學習時分別養育生長。

現在在中年為事業努力時我要這兩方面合併纔好體驗人生。」10此書就是一篇篇

生活的觀察與體驗。在美多年，雖然寫的是美國生活，然而觀點卻是跨越國界、

種族與文化差異的，這個態度也與《未央歌》的終極關懷遙相呼應 

 

第三章 鹿橋作品的寫作手法 

鹿橋擅長說故事，故事裡最主要的是人物，鹿橋刻劃人物，無論男性、女性

或是擬人化描寫，都寫的令人印象深刻，作者對人事物處處留心，對人性心理觀

察細膩，無論是《未央歌》或《人子》的成功，人物的塑造佔很大的關鍵，他在

描寫人物時往往能捕捉特有的神韻，甚至創造出某種典型。但是鹿橋在《未央歌》

將主要女性人物過度美化、神化這一點則被批評攻擊，像藺燕梅，不食人間煙火

的形象簡直比「瓊瑤」還「瓊瑤」式。  

鹿橋在《未央歌》裡下過一番功夫替人物取名字，這些名字既好聽，並且「名

如其人」。其次，書中人物眾多，每個角色都各具獨特性。什麼性格，會有什麼

語彙，會產生什麼反應，都經過仔細的設計，符合其人的身分。而《人子》由於

是短篇故事，重點在寓意不在角色，讀者往往會越過人物看背後的意義，其實角

色的一言一行正說明著作者的思想理路，而且裡面的人物必須要在短短的篇幅裡

有效的展現她（他）（它）的形象，才能準確呈現寓意，值得說明。 

鹿橋善於描寫自然景物，自然景物做為情節的一部分，有製造氣氛、烘托人

物、轉換時空、象徵意義的多重作用。在鹿橋的作品中，人與自然的關係和諧又

密切，這個理念表現在寫作技巧上，最常運用的就是轉化法，《未央歌》與《人

子》裡例子很多。其他常用的手法還有摹寫、對比、排比、層遞、譬喻、映襯等。  

《未央歌》的敘述以人為主，轉化法穿插期間為輔助。《人子》是短篇寓言，

有些篇章就以動植物為主角。像〈花豹〉、〈幽谷〉、〈不成人子〉等。轉化的運用

有時用來烘托人物、有時用來烘托敘述背景的一片好山好水；有時對情節、人物

及時間的轉換起了最適切的作用。本章首先將介紹他的人物寫作技法，其次是他

                                                 
10鹿橋《未央歌．再版致未央歌讀者》（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 年），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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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然景物的運用，最後介紹他常用的修辭技巧。 

 

第四章 鹿橋作品的主題思想 

鹿橋的思想是在天人合一的主軸下，強調人性、文化、愛與美的重要，因此

他重視文化的傳承、愛的學習與美的陶育。鹿橋總是平淡處世，遠離複雜的環境，

他致力尋求人性光明面的努力，愈發顯示其人之理想性格。 

他的作品一方面體現儒家傳統倫理道德的精華，一方面又強調怡情適性、自

然無為的重要，「天」在鹿橋的詮釋下具有未可知的主宰力量，又是自然的代名

詞。因此鹿橋觀念裡的「天」結合了儒道兩家的概念，再加上一些佛家的看法。

人是「天」的受造物，儒釋道都嘗試處理人生的諸多問題，人的生活和諧，自然

上合天道，與「天」合一。 

在天人合一的基礎下，延伸出來幾個特別著重的主題，例如：人性的和諧是

從人與人、人與萬物的對應切入，在精神上使人回復真善美的情操，而友愛是一

切人倫關係的基礎；強調農家情操中對土地、資源那份親切珍惜之情等等。例如

雖然不是出身在農家，可是家庭教養他自小養成農家情操，農家情操強調的是人

與土地、自然的關係。人從自然中看到四季循環、草木榮枯，因此學習將生死看

的坦然。學習尊重土地、就會愛護資源、注重環保、崇尚儉樸，接近土地就是接

近自然，接近自然就是接近「天」，接近「天」使人的生活純真自然，回復性善、

友愛的本質。 

《市廛居》許多篇章顯示了表面上中西方文化雖有差異，其實從精神層次來

說，却有共同的原理原則。既然人性都有共通之處，由人所創造的文化當然是可

以相互溝通的。朝著這個主題前進，「他憧憬的世界是將來有一天，人類的感情

能越過人為的限制－如國家、法律，只在人性上尋求和諧。」11他以為，儘管隨

著時代的遞變，社會風俗習尙也會改變，但對人性的探討，人類價值的要求，一

直是不變的。因此唯有不侷於時代、地點、人物的作品，才能經受的起歷史的考

驗，一代又一代更替長新。 

鹿橋的作品圍繞的中心是人，探討的議題是人性，目的是為了尋求人的價值

意義。《人子》的玄思奇想、抽象哲理令人玩味。《市廛居》給予讀者的是過盡千

帆後，回到基本面的生活觀察。《五燈會元》卷十七中記載吉州青原惟信禪師的

一段話：「老僧三十年前未參禪時：見山是山，見水是水。及至後來，親見知識，

有箇入處：見山不是山，見水不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見山祇是山，見水

祇是水。」這個歷程，筆者認為很適合形容鹿橋作品探索生命的歷程。  

 

                                                 
11冷步梅〈鹿橋終身追求美〉，《綜合月刊》，第 82 期，1975 年，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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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鹿橋作品的風格情調 

鹿橋純真的個性使他的寫作富於童趣，表現在情節、詞彙及氣氛的營造上，

所以他的鄉野傳奇與童話都寫得很好。由於注重真善美的感應，因此著意捕捉人

性及生活的美感經驗；最後，他的敘事富於古典文化的風格，這個特點充分發揮

在形式與內容上，本章就以這三個特色來分別說明之。 

鹿橋始終保持著一顆赤子之心，他喜歡小動物，也喜歡小玩藝兒，有時一丁

點小事就能讓他興奮個好半天。「我自己一直怕長大，怕變得世故、老成。希望

日日是新經驗，天天都好。」12 人對自然界，對萬物產生感情作用是真情的流

露13。鹿橋將自己一顆「天真」的心靈，加上豐富的想像力，把這些小動物形容

的活靈活現，特別有一種吸引力：例如《未央歌》裡小童的兔子「弟弟」喜歡撒

嬌、討人喜歡；夕陽下野地小松鼠覓食嬉戲的淘氣，就像一群孩子；黑夜裡被狼

嚎嚇得睡不著的小動物們，恐懼著風及樹枝的晃動，又那麼惹人憐惜。 

鹿橋曾經表示他寫作的目的是爲表現人生美的一面，因此作品中側重美感經

驗。這美感包括精神與感官兩個層面，前者尤為鹿橋重視。他認為真、善、美，

在中國文化情操裡是一體的，推崇人性光明面，追尋生命價值就成為他的作品的

主要基調。這份心意使得他的作品自然流露出獨特、超凡、幾近宗教似的情操。

在感官經驗上，鹿橋善於捕捉生活週遭易為忽略的美好，感觸敏銳用筆細膩，作

品總流露浪漫抒情的情調。 

鹿橋的小說架構常會保留古典小說的某些風格情調，在形式上有楔子、緣

起、定場詩、引子、結語等這類的安排。例如《未央歌》有〈前奏曲〉、〈緣起〉、

〈楔子〉，結束時有〈尾聲〉、〈謝辭〉。在《人子‧原序》裡說〈幽谷〉是《人子》

故事的引子14。〈汪洋〉「又是自人生經驗轉入文學經驗的引子」。15 而《市廛居》

〈路邊買一枝粉紅玫瑰〉是定場詩。
16 

在內容上有用神話傳說、前朝遺事、或類似偈語的詩詞來說明大意，或預示

行將發生之事，這是古典小說常用的技巧，像《紅樓夢》第一回、《水滸傳．楔

子》、《儒林外史》第一回，都借了神話、星相或風水一來寄託大意，二來作為全

書的引子。《未央歌》的架構裡就承襲了這種傳統。《未央歌．楔子》藉著風水先

生向讀者預示了這數千豪傑「竟是聚集多少負笈學子亦未可知？」17。而西南聯

大就像一座世外桃源，《未央歌．緣起》提到學生們對野玫瑰幾近宗教的迷信，

為女主角藺燕梅事先佈置好一個傳奇的背景，給予讀者預示及期待。這些作者有

                                                 
12鹿橋〈委屈、冤枉 追慰一代才女張愛玲〉，《市廛居》（台北：時報文化公司，1998 年），頁 290。  
13應平書〈吳訥孫就是鹿橋〉，《學人風範》，1980 年，頁 82-93。  
14鹿橋《人子‧原序》（台北：遠景出版公司，1975 年），頁 3。  
15前揭書，頁 4。 
16鹿橋〈路邊買一枝玫瑰花〉，《市廛居》（台北：時報文化公司，1998 年），頁 23。 
17鹿橋《未央歌．楔子》（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 年），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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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安排的情節，師法古典小說，替藺燕梅不凡的遭遇埋下伏筆。 

跳脫小說書寫廣泛來看，鹿橋習慣於篇目之前加上古典詩詞作為引子，這些

句子或引自古書或是作者創作。這在《未央歌》第十三章至十七章都有。《人子》

的篇章〈靈妻〉，〈鷂鷹〉、〈獸言〉、〈明還〉、〈渾沌〉都運用到，到了《市廛居》，

標題裡就直接使用一些文言文的句子。此外，還有行文間字彙文白夾雜，文句也

用舊式筆法，這在《未央歌》裡俯拾皆是，這種舊小說白話式的用語到以後的作

品逐漸淡去，功力轉深，古典不在字面上，而是融入在意境裡流瀉出來，所以讀

他的作品總有一股濃厚的「中國味兒」。 

 

第六章「《未央歌》現象」探討 

民國六○年代台灣面對的，是國際政治上一連串的挫敗所帶來的國族危機。

國家定位的問題，困擾著許多的知識份子，也讓當時深受歐美西化影響的青年產

生了覺醒，面對台灣現實處境與對台灣前途的關懷，從而觸發了民族與回歸鄉土

的意識。在經濟上，自民國四○年美援開始至民國六○年代，經濟快速成長，工

商業發達，民國六十一年政府完成五期經建計畫，民國五十八年十月至六十七年

十二月，台灣正在推動十大建設，工商業抬頭，都市裏的中產階級逐漸形成，要

求多元開放的民主氣氛也逐漸濃厚。儘管當時由政府主導寫作方向，但是在文壇

上，「走自己的路」、「寫實主義」的意識已趨成熟，文藝創作便逐漸脫離控制，

順勢發展。總之，當時台灣雖然外在處境艱困，但各方面都處在一種蓄勢待發的

狀態。 

岀於危機感與民族尊嚴，年輕的生命需要尋找一個挹注熱情與理想的出口。

一方面是對於生命意義、生活價值的思索、對社會觀念的批判與反動，另一方面，

向歷史尋求文化上的傳承，希望能接續並創造屬於這個時代的聲音響起。象徵求

新求變、蓬勃奮進的五四精神一直是當時年輕人所嚮往的，大學的校園應該有的

氣氛，《未央歌》正好提供了一幅理想的藍圖。經過許多老師熱情推薦，《未央歌》

遂在大學校園間流傳起來。鹿橋每次來台灣，各大學、文化社團就爭相邀請講演
18。圖書館一書難求。《未央歌》上市不久，原版書就賣完了，以致有翻印的書

出現在市面上，但即使影印的翻版書也不容易找到19。  

從民國四○至七○年代，小說創作大致可分成三個方向：一是由官方主導的

抗戰文學、反共文學；二是聶華苓的自由主義，白先勇、王文興現代主義風格的

                                                 
18民國五十六年出版之後，到民國六十一年之間根據〈六版再致未央歌讀者〉中提到一共來了台

灣五次、民國八十七年又再度來台。  
19其中一種書名《未央曲》另外一種分裝成上下兩冊叫做《星月悠揚》。這兩本書把原版改頭換

面，章法結構不見了。前面少了〈獻辭〉、〈前奏曲〉、〈緣起〉、〈昆明西南聯大回憶圖〉與〈楔

子〉；後面少掉了〈尾聲〉、〈謝辭〉，至於附錄的〈校歌〉、〈紀念碑〉、〈碑文〉、〈出版後記〉以

及作者在版權頁上的幾個通訊地址都刪去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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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三是寫作本土的鍾理和、黃春明、王禎和的鄉土文學。《未央歌》從三種

文壇寫作潮流中異軍突起，陪伴著許多人走過徬徨少年時，它給予一些年輕作家

嶄新的啟發，影響一些後起作家承繼「未央歌」精神尋找當代的「未央歌」。20在

宣誓「寫自己的歌」的校園歌曲風行時期，更有人為它譜曲吟唱，歌聲悠揚。 

就經受過抗日、國共戰爭風浪的人來說，《未央歌》的時代距離太近，使他

們不能產生美感；而戰後民國四、五○年代出生的一代在適當的距離下，反倒產

生較大的共鳴，能從容地來欣賞它。因為作者有意淡化了時代背景和政治，把感

覺托付給詞句，《未央歌》因此延續了式微的抒情文學一脈，自有它的貢獻。筆

者將以《未央歌》為中心，從文壇狀況、讀者需求、批評現象幾個面向探討《未

央歌》當時及後續引起的反響。 

 

第七章 結論 

凡事一體兩面，無論在地理上或文壇主流上，鹿橋一直是個「局外人」－非

主流的邊緣地帶的作家。從另一個角度來看，他的缺席正好避免不必要的政治干

擾，或是落入主流文藝容易陷入的窠臼裡，而能另闢蹊徑。有趣的是，《未央歌》

被官方歸為抗戰文學，而在民國六○年代廣受讀者歡迎，也顯示在抗戰文藝流於

類型化之餘，讀者企望還有另一種呈現方式。 

雖然評論者都知道每一種作品發生的狀態必須考慮到作者、作品、讀者三方

面，若不能還原到作者當時的彼時彼境，往往評論時就會有所偏差，但文學評論

無論採用的角度如何，總會帶有評論者主觀的意識，很難避免自身生活的背景及

時代的干擾。鹿橋的作品會受到不同評價，原因在此。就另一方面來說，一個業

餘的作家被專家學者討論，其實是肯定他有被檢驗、批判的實力，有「愛之深、

責之切」的意味在內。筆者以為有關鹿橋作品的評論，還是還原到基本面，就像

他堅持「文學的本身就是目的」的信念，以這個角度來看待他的作品較為適當。 
 

                                                 
20如農晴依《小盼》、阿圖《鐘聲二十一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