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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修辭理論 

本論文從《朱自清全集》的散文文本中，梳理出朱自清的「修辭原則」；以

《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二書為主，《朱自清全集》為輔，從中爬梳

出朱自清的「修辭手法」；藉其「修辭原則」及「修辭手法」做為「修辭理論」

的依據，於下逐節闡述之。 

第一節   修辭原則 

從《朱自清全集》的散文文本中，經過分析、比較、歸納的結果，朱自清修

辭原則有：意在表現自己、運用活的口語、主張文字作畫等三項，以下逐項闡論

其修辭原則。 

壹、意在表現自己 

修辭最重要的原則是誠1，朱自清的「意在表現自己」便成了他的重要修辭
原則之一；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朱自清首先提出「意在表現自己」的創作主張，

對現代散文有著不可忽視的貢獻2；茲分從兩方面說明：一、原則溯源，二、原
則說明。 

一、原則溯源 

朱自清是以表現人生為宗旨的文學研究會成員，因此他對散文的創作要求：

深入觀察生活，及提倡寫實——「拆開來看，拆穿來看」（〈山野掇拾〉，第一卷，

頁 215），「剝開來細細地看」（〈論無話可說〉，第一卷，頁 161）；再則朱自清的
「意在表現自己」，也受著歷史背景的影響所致。有關朱自清「意在表現自己」

的歷史背景分析3，以下茲從三項分述之：（一）古人「公安派」抒情文學觀的影
響，（二）西洋「英國隨筆」自我表現的影響，（三）當代「五四文潮」表現自我

的影響。 

（一）古人「公安派」抒情文學觀的影響 

朱自清在〈「背影」‧序〉一文中，對周作人論及現代散文源流有一段引證，

並加以肯定公安派抒真寫實的主張： 

                                                 
1 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公司，1979年 12月 3版），頁 2。 
2 吳周文、張王飛、林道立，《朱自清散文藝術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 7月 1版 1
刷），頁 31。 

3 以上有關「意在表現自己」修辭原則的歷史溯源，參見吳周文、張王飛、林道立，《朱自清散
文藝術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 7月 1版 1刷），頁 27—31；陳孝全，《朱自清的
藝術世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12月 1版 1刷），頁 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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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周作人）自己在《雜拌兒》序裏說：「⋯⋯明代的文藝美術比較

地稍有活氣，文學上頗有革新的氣象，公安派的人能夠無視古文的正統，

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實際卻是真實的個性的表現，⋯⋯在這

個情形之下，現代的文學——現在只就散文說——與明代的有些相像，正

是不足怪的，⋯⋯」這一節話論現代散文的歷史背景，頗為扼要，且極明

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舊來的散文學裏，確是最與現代散文相近

的。（第一卷，頁31） 

由上述的引文得知，公安派這種無視正統，尊重個性，抒真寫實，心口如一的主

張，和朱自清「意在表現自己」的修辭原則是十分切近的4；可見朱自清對公安
派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有一分的審察，汲取公安派性靈說的思想精髓，

成就他自己的「意在表現自己」的修辭原則；由此可印證朱自清「意在表現自己」

的修辭原則與公安派「獨抒性靈」的精神其實是相通的——以「作家的個性本位」
5為創作主體。 

（二）西洋「英國隨筆」自我表現的影響 

朱自清在〈「背影」‧序〉一文中，曾肯定對周作人現代散文溯源的論點，並

進一步作論述補充： 

周先生（周作人）自己在《雜拌兒》序裏說⋯⋯「又因時代的關係，在文

字上很有歐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顯改變。」⋯⋯

現代散文所受的直接影響，還是外國的影響；這一層周先生（周作人）不

曾明說。（第一卷，頁31） 

又在〈嚴肅〉的文中提及，新文學的意念，就是表現自己的個性，寫出自己的心

聲： 

新文學運動接受了西洋的影響，除了解放文體以白話代古文之外，所爭取

的就是這新文學的意念，也就是文學的地位。他們要打倒那「道」，讓文

學獨立起來，所以對「文以載道」說加以無情的攻擊。（第三卷，頁138） 

吳周文、張王飛等人在《朱自清散文藝術論》中論析過，隨筆表現自我的特性直

接影響著現代散文，而朱自清「意在表現自己」的修辭原則確定了這一新散文體

制的特徵： 

五四時期，英國隨筆和外國隨筆體散文大量被翻譯與介紹到中國來，⋯⋯

它的「表現自己」的文體特性為許多作家所注意。英國隨筆的創始人蒙田

說：「我要人們在這裏看見我底平凡、純樸和天然的生活，無拘束亦無造

                                                 
4 陳孝全，《朱自清的藝術世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12月 1版 1刷），頁 97。 
5 吳周文、張王飛、林道立，《朱自清散文藝術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 7月 1版 1
刷），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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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因為我所描畫的就是我自己。我底弱點和我底本來面目，在公共禮法

所容許的範圍內，都在這裏面盡情披露。」⋯⋯外國隨筆的「自我表現」

的特性，直接影響著中國現代散文體制形態的分化與脫穎，正因為這種影

響，因此周作人的〈美文〉（1921）、王統照的〈純散文〉（1923）、胡夢華

的〈絮語散文〉（1926）等，這些文章都從理論上倡導中國式的隨筆——

白話美文即純文學的抒情性散文；而且他們注意作品與作者的關係，周作

人指出「須用自己的文句與思想」，胡夢華指出「它的特質是個人的，一

切都是從個人的主觀發出」等等。但是他們的論述是比較含糊的，未能明

確界說白話美文的特性。而朱自清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現實背景之下，從本

質上明確了這一新散文體制的特徵和美學原則，用「意在表現自己」的命

題，毫不含糊地予以界定。比之周作人等人，實現了理論上的一次超越。
6 

吳周文在〈詩教理想與人格理想的互融〉也說過，朱自清「意在表現自己」融入

了英國隨筆「自我表現」的精神： 

      （朱自清）同時融入英式隨筆「自我表現」的精神，而使其人其文達到完
美互融的「化」境，朱自清便卓然自成一家，創造出真善美的境界。7 

陳孝全認為，朱自清的「意在表現自己」即是新的「文學意念」的一種表現，它

的核心即從作者的個性表現出發，自由地抒寫「自己」的心聲，抒發「自己」的

心志，建立以作者主體意識為本體的散文觀念，創造新的審美價值。8可見朱自
清「意在表現自己」的修辭原則，具體落實在散文的創作上，必然能說出自己的

聲音，流露出個人的真情至誠，充分展現文章的人格美。 

（三）當代「五四文潮」表現自我的影響 

陳孝全在《朱自清的藝術世界》中提出，當時文學研究會「表現人生」的文

學主張，對朱自清的「意在表現自己」有絕對性的影響：文學研究會提倡「老老

實實表現人生」，寫「血淚文學」；朱自清的「意在表現自己」，其實便是表現人

生。9我們可以在〈文學的美〉、〈「蕙的風」序〉二文中找到印證；可見「意在表

現自己」就是在五四特定的土壤中萌發的10： 

若一切藝術總須叫出人生的意義，那麼，藝術將以所含人生的意義的多寡

而區為高下。⋯⋯至於文學，則有「一切的思想，一切的熱情，一切的欣

                                                 
6 吳周文、張王飛、林道立，《朱自清散文藝術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 7月 1版 1
刷），頁 29—30。 

7 吳周文，〈詩教理想與人格理想的互融〉，《文學評論》1993年 3月（1993年第 3期），頁 142。 
8 陳孝全，《朱自清的藝術世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12月 1版 1刷），頁 96。 
9 陳孝全，《朱自清的藝術世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12月 1版 1刷），頁 98。 
10 陳孝全，《朱自清的藝術世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12月 1版 1刷），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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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作材料，以融成它的迷人的力。文學裏的美也是一種力，用了「人生

的語言」，使人從心眼裏受迷惑，以達到那「圓滿的剎那」。由上觀之，文

字的藝術，材料便是「人生」。 （〈文學的美〉，第四卷，頁 161—162） 

人生要求血與淚，也要求美與愛，要求呼吁與詛咒，也要求讚嘆與詠歌：

二者原不能偏廢。但在現勢下，前者被需要底比例大些，所以我們便迫切

感著，認為「先務之急」了。（〈「蕙的風」序〉，第四卷，頁 53）  

朱自清在〈論無話可說〉中，便曾說過：「這是時代為之」（第一卷，頁 160）；
又在〈論百讀不厭〉明確論及，五四時代是影響新文學的因子： 

封建社會漸漸垮了，「五四」時代出現了個人，出現了自我，同時成立了

新文學。新文學提高了文學的地位；文學也給人知識，也教給人怎樣做人，

不是做別人的，而是做自己的人。（第三卷，頁 229） 

又在〈「背影」‧序〉一文中提及，當時各家散文創作的不同特色，並從思想和表

現方式來歸納作家個性的特徵，可見「意在表現自己」是朱自清對當時五四新文

學的審察結果： 

就散文論散文，這三四年的發展，確是絢爛極了：有種種的樣式，種種的

流派，表現著，批評著，解釋著人生的各面，遷流蔓衍，日新月異：有中

國名士風，有外國紳士風，有隱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寫，

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煉，或流動，或含蓄，

在表現上是如此。（第一卷，頁 33）              

由此可知，朱自清散文之所以蘊含著與眾不同的藝術生命力，是因為他特別注重

創作個性的情思表現，在字裏行間處處散發著濃郁的真摯情感；因此朱自清率先

提出「意在表現自己」的修辭原則，對現代散文修辭理論及美學原則有著不可磨

滅的貢獻，值得我們好好借鑑學習。 

二、原則說明 

從朱自清的散文作品中，梳理有關「意在表現自己」的修辭理論，經過分析、

比較、歸納的結果，可分成三項探討之：（一）真實的情感，（二）仔細的觀察，

（三）獨特的滋味；其說明如下： 

（一）真實的情感 

朱自清在〈「背影」．序〉中說過，自己的散文創作，只是「意在表現自己」，

說出自己的心聲： 

我所寫的大抵還是散文多。⋯⋯只當時覺著要怎樣寫，便怎樣寫了。我意

在表現自己，盡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見，是在讀者。（第一卷，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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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朱自清在〈民眾文學的討論〉中也指出，動人的篇章都具有作者的個性與人格： 

一篇優美的文學，必有作者底人格、底個性，深深地透映在裏邊，個性表

現得愈鮮明、濃烈，作品便愈有力，愈能感動與他同情的人⋯⋯（第四卷，

頁42）  

又分別在1924年8月15日、9月19日的日記中寫著，作品的成功，在於感情的

真誠： 

文學作品的成功，最大因由卻在情感的濃度。（第九卷，頁7） 

覺得感情無謂者，宜節產。（第九卷，頁 20—21） 

又在〈鍾明「嘔心苦唇錄」序〉中說過，誠摯的作品，才能親切自然： 

惟其「悉出至誠」，才能親切有味。（第四卷，頁 433） 

又在〈文藝的真實性〉中提及「求誠之心」： 

我們所要求的文藝，是作者真實的話，⋯⋯一個人知道自己，總比知道

別人多些，敘述自己的經驗，總容易切實而詳密些。⋯⋯故只揀取自己

的經驗為題材，讀者也覺作者為別人說話，到底隔膜一層，不如說自己

的話親切有味，這可叫做求誠之心。 （第四卷，頁92—93） 

（二）仔細的觀察 

朱自清在〈「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一文談到，有個性的作品，之所以

能蘊藏真趣，在於能多方領會： 

人生如萬花筒，因時地的殊異，變化不窮，我們要能多方面的了解，多方

面的感受，多方面的參加，才有真趣可言；⋯⋯雖只一言一動之微，卻包

蘊著全個的性格；最要緊的，包蘊著與眾不同的趣味。（第一卷，頁120、

137） 

又在〈山野掇拾〉的文中，強調仔細觀察的重要性：  

他們於一言一動之微，一沙一石之細，都不輕輕放過！⋯⋯將這一毫一厘

看得透徹，正和照相的放大一樣，其餘也可想見了。他們所以於每事每物，

必要拆開來看，拆穿來看；無論錙銖之別，淄澠之辨，總要看出而後已，

正如顯微鏡一樣。（〈山野掇拾〉，第一卷，頁215） 

（三）獨特的滋味 

朱自清在〈山野掇拾〉文中述及「意在表現自己」的特性——.新異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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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得的秘密；正足以做為「意在表現自己」的共性和個性11：  

他們所以於每事每物，必要拆開來看，拆穿來看；無論錙銖之別，淄澠之

辨，總要看出而後已，正如顯微鏡一樣。這樣可以辨出許多新異的滋味，

乃是他們獨得的秘密！（第一卷，頁215） 

又在〈「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的文中提及，要嚴格審視主觀世界的「自我」，

「溫尋已失的自己」（第一卷，頁146）： 

自己有今日的自己，有昨日的自己⋯⋯乃至一分鐘有一個自己，一秒鐘有

一個自己。每一個自己無論大的，小的，都各提挈著一個世界，正如旅客

帶著一隻手提箱一樣。各個世界，各個自己之不相同，正如旅客手提箱裏

所裝的東西之不同一樣。各個自己與它所提挈的世界是一個大大的聯環，

決不能拆開的。（第一卷，頁145） 

又在〈山野掇拾〉、〈「憶」跋〉篇中，論述「意在表現自己」的審美原則，充分

肯定作家「自己」的個性本位——屬於自己的特殊感受： 

只是作者孫福熙先生暗暗地巧巧地告訴我們他的哲學，他的人生哲學。所

以寫的是「法國的一區」，寫的也就是他自己！他自己說得好：「我本想盡

量掇拾山野風味的，不知不覺的掇拾了許多掇拾者自己。」但可愛的正是

這個「自己」，可貴的也正是這個「自己」！（〈山野掇拾〉，第一卷，頁

214） 

影子上著顏色，確乎格外分明——我們不但能用我們的心眼看見平伯君的

夢，更能用我們的肉眼看見那些夢，⋯⋯而夢的顏色加添了夢的滋味；便

是平伯君自己，⋯⋯（〈「憶」跋〉，第一卷，頁211）         

由此可知，朱自清不論在寫作任何的題材，都能寫出獨得的秘密，蘊藏不凡的真

趣：描寫人生，情與事相映成趣；反映社會，情與理相得益彰；寫景抒情，情景

交融；在在源自於朱自清的「意在表現自己」，以「至誠寫實」的態度，在文中

處處傾吐「自己的聲音」，完全「表現自己」的濃厚情感，這就是朱自清散文藝

術生命的魅力。 

貳、運用活的口語 

朱自清注重口語化的寫作，開創了「談話風」的寫作方式，同時又提倡寫作

語言要自然創新，因此營造了「雅俗共賞」的語言美，可見「運用活的口語」也

是朱自清的重要修辭原則之一；以下茲分兩方面探討：一、原則溯源，二、原則

                                                 
11 吳周文、張王飛、林道立，《朱自清散文藝術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 7月 1版

1刷），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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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原則溯源 

從朱自清的散文文本中，梳理有關「運用活的口語」修辭原則的溯源，經過

分析、比較、歸納的結果，可分為三項說明之：（一）受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影響，

（二）受民間口語的影響，（三）受中國散文的影響。 

（一）受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影響 

五四新文學運動在世界形勢和外來文化的影響下，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

〈文學改良芻議〉，從「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的文學進化角度，提出進行語

體革新，廢文言而倡白話，宣稱白話文取替文言文，並確認白話文學在中國文學

史上的正宗地位。12而朱自清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他的藝術性散文曾被時人評

讚為「白話美術文的模範」13，也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14；由此觀之，
朱自清的散文創作，重視運用活的口語，寫真化俗，並借鑑歐化語言的有效方式，

注意中外文學的融合，可見是來自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影響。 

（二）受民間口語的影響 

朱自清是文學研究會的早期成員，以寫人生為創作宗旨，反映人生及時代的

聲音；隨著白話新文體的興起，接連而起的新語言，有很多來自民間的語言15，

他認為知識分子應走向民間（〈文藝紀念節〉，第四卷，頁 481），並極力主張「建
設為民眾的文學」（〈民眾文學談〉，第四卷，頁 25；〈民眾文學的討論〉，第四卷，
頁 36）；因此朱自清的散文創作，是以口語為基礎，從一般的口語中提煉藝術語
言，創造了「談話風」的獨特寫作方式：作品中，凝練明快，自然有味，能雅俗

共賞，有效表現出作品的生命力；可見朱自清重視提煉活的口語，是受民間口語
的影響，得以創造出雅俗共賞的語言美。 

（三）受中國散文的影響 

朱自清很注意新舊文學的融合，曾在〈山野掇拾〉中說過，他深受中國散文

的影響： 

柳子厚的山水諸記，也常常引我入勝。後來得見《洛陽伽藍記》，記諸寺

                                                 
12 有關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影響，資料請參見《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朱自清散文藝術論》二
書；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年 7月 1版 7刷），頁 7；吳周文、張王飛等，《朱自清散文藝術論》（南京：江蘇教育出
版社，1994年 7月 1版 1刷），頁 141—142。 

13 浦江清，〈朱自清先生傳略〉，《文學雜誌》第 3卷第 5期，1948年 10月。 
14 魯迅，〈小品文的危機〉，《魯迅全集》第 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 576。 
15 侯迎華，〈論朱自清雅俗共賞的文辭觀〉，《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 4期（2001年 4月），
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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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華壯麗，令我神往；又得見《水經注》，所記奇山異水，或令我驚心

動魄，或讓我游目騁懷。」（第一卷，頁 213） 

朱自清又倡導文學語言——要自然、要創新，在〈「經典常談」‧文第十三〉及〈通

俗化〉的文中，便可找到傳承的例證：他評論韓愈兩派弟子的文風時，就特別讚

賞愛易派的主張：新而不失自然；他讚賞柳宗元「創造了描寫景物的新語」（〈「經

典常談」‧文第十三〉，第六卷，頁114）；也讚揚趙樹理〈李有才板話〉中的「快

板裏那種新的語言」。（〈通俗化〉，第三卷，頁 144） 

可見朱自清的散文創作，追求的文章語言是自然與創新的和諧統一；因此朱自清

的散文創作，注重活的語言，適度選用傳統文言的成分，兼具知識分子的口語特

點；文白有機融合，在自然中立新意，也是受中國散文的影響。  

二、原則說明  

朱自清的散文創作，致力於「口語化」的運用，講求「談話風」和「雅俗共

賞」的特色；關於「運用活的口語」修辭原則的內涵，經爬梳後整理分類如下：

（一）自然的活的口語、（二）創新豐富的口語；以下逐節論述之： 

（一）自然的活的口語 

1 .活的口語親切有味 

朱自清主張創作要運用自然的活的口語——真正的口語、活的口語。他曾

說：「回到自己口頭的語言」（〈今天的詩〉，第四卷，頁504）；在〈「標準與尺度」‧

自序〉說過：我得寫得「隨便些，容易懂些」；（第三卷，頁114）又在〈魯迅先

生的中國語文觀〉文中說到，活的口語源從民眾的口語而來：             

總起來又可以這樣說：「采說書而去其油滑，聽閒談而去其散漫，博取民

眾的口語而存其比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為四不像的白話。這白話得是

活的，因為有些是從活的民眾口頭取來，有些要從此注入活的民眾裏面

去。」（第三卷，頁176—177） 

在〈論雅俗共賞〉一文中提及，活的口語要自然親切，才有化俗之效： 

用口語為的是求真與化俗，化俗就是爭取群眾。⋯⋯所謂求真的「真」，

一面是如實和直接的意思。⋯⋯在另一方面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

然才親切，才讓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獲得廣大的

群眾。（第三卷，頁220） 

在〈通俗化〉一文中，稱讚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採用活的語言，並強調文學

語言要通俗化，要新鮮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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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板和那些故事的語言或文體都盡量揚棄了民族形式的封建氣氛，而採取

了改變中的農民的活的口語。⋯⋯簡截了當，可是新鮮有味。（第三卷，

頁144—145） 

在〈誦讀教學與「文學的國語」〉的文中提過，白話文的標準就是上口；活的口

語就是順口、順耳、順眼： 

他們要的是順：看起來順眼，聽起來順耳，讀起來順口。這裏是順口第一；

順口自然順耳，而到了順耳，自然也就是順眼了，所以不斷的有人提出「上

口」來做白話文的標準。這自然有它的道理，白話本於口語，自然應該「上

口」。（第三卷，頁182） 

朱自清主張活的口語要順口順耳，即是講求語言的音樂美；又在〈致俞平伯〉中

曾提過，藝術語言的魅力，來自語言本身的音樂美： 

既能悅目，又可賞心，兼耳底、心底音樂而有之。（第十一卷，頁117） 

在〈論百讀不厭〉的文中提出，節奏感不僅能體現音樂美感，同時也能表現思想

感情： 

新詩或白話詩，和白話文，都脫離了那多多少少帶著人工的、音樂的聲調，

而用著接近說話的聲調。⋯⋯說話不也有輕重高低快慢嗎？節奏合式，才

能集中，才能夠高度集中。文也有文的節奏，配合著意義使意義集中。⋯⋯

集中了的完整了的意義，才見出情感，才讓人樂意接受。（第三卷，頁 230—
231） 

在〈說話〉文中，主張「用筆如舌」，像行雲流水般，和「以說話論」的樸素自

然： 

說話像行雲流水，⋯⋯不如作文的謹嚴。但那些行雲流水般的自然，卻絕

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這樣境界的，簡直當以說話論，不再是文

章了，但是這是怎樣一個不易到的境界！（第三卷，頁 339）         

又在〈內地描寫〉的文中提及，建立「談話風」的藝術主張，必須注意吸收「活

的口語」入文： 

像尋常談話一樣，讀了親切有味。這種談話風的文章，正是我們所需要的。

（第四卷，頁 342） 

在〈「文藝心理學」序〉的文中，高度評價「談話風」的語言特質——侃侃而談，

親切有味： 

全書文字像行雲流水，自在極了。他像談話似的，一層層領著你走近高深

和複雜裏去。⋯⋯他讓你念這部書只覺得他是你自己的朋友，不是長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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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寬袍大袖的學者，也不是海角天涯的外國人。（第四卷，頁 297） 

在〈民眾文學的討論〉一文中，朱自清認為文學語言要走向民間，拉近讀者的距

離，才能擴及影響力： 

自己已搭了架子，誰還願意低首下心來聽你嘮叨呢？（第四卷，頁 43） 

在〈如面談〉提及，活的口語是尋常談話的口氣，令人親近可感： 

這在乎各等各樣的口氣。口氣合式，才能夠「如面談」。（第三卷，頁 354） 

在〈「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一文中提及，創作重在寫真立誠，文字平易如

話，如與讀者促膝而談，娓娓道來，讓人倍覺親切自然： 

原是隨隨便便，老老實實地寫來，不露咬牙切齒的樣子，便更加親切，不

知不覺將人招了入內。（第一卷，頁 137） 

在〈論老實話〉的文中提及，活的口語也要注意真摯情感的表達；讀來才能親切

自然，感人肺腑： 

人們在情感上要求真誠，要求真心真意，要求開誠相見或誠懇的態度。他

們要聽「真話」，「真心話」，心坎兒上的，不是嘴邊兒上的話。這也可以

說是「老實話」。（第三卷，頁 310） 

2.以北平話為基礎 

朱自清在〈論白話〉一文中，主張盡量採用活的北平話，而且都能上口說，

這才真是白話： 

趙元任先生改譯的《最後五分鐘》劇本，用的是道地北平語，⋯⋯一字一

句都能上口說。這才真是白話。⋯⋯不妨盡量地採用活的北平話，⋯⋯多

多採用北平話的句法和成語（可以望文生義的）就行了。⋯⋯《南北極》

和《小彼得》兩部書都盡量採用活的北平話，念起來虎虎有生氣。（第一

卷，頁269—271） 

在〈中國語的特徵在那裏〉中提出，選定北京話為活的口語的基礎，是因為北京

話影響最廣大： 

北平語一向是官話，影響最廣大，現在又是我國法定標準話，用來代表中

國現代語，原是極恰當的。（第三卷，頁59） 

在〈論國語教育〉的文中提出，活的口語是以北平話為基礎的： 

自己是蘇北人，卻贊成將北平話作為標準語。一來因為北平是文化城，二

來因為北平話的詞彙差不多都寫得出，三來因為北平話已經作為標準語多

年，雖然還沒有「俗成」，「約定」總算「約定」的了。（第三卷，頁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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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豐富的口語 

1.加工提煉活的語言 

朱自清在〈魯迅先生的中國語文觀〉文中評論過，活用口語的創作，需要經

過提煉： 

他（魯迅）也反對「做文章」的「做」，「做」了會生澀，格格不吐。可是

太「做」不行，不「做」卻又不行。他引高爾基的話「大眾語是毛胚，加

了工的是文學」，說這該是很中肯的指示。（第三卷，頁176） 

在〈什麼是文學的「生路」〉一文提及，使文學的語言汲取活的語言，而變成活

的語言： 

文藝用的語言雖然總免不掉夾雜文言，夾雜歐化，但是主要的努力是向著

活的語言。文藝一面取材於活的語言，一面也要使文藝的語言變成活的語

言。（第三卷，頁167） 

在〈論誦讀〉的文中提及，運用活的口語，並不等於將口語照單全收： 

寫的白話不等於說話，寫的白話文更不等於說話。寫和說到底是兩回事。

（第三卷，頁189） 

在〈中學生的國文程度〉一文中提出，說寫的白話並不一致，各有不同的標準： 

但說的白話和寫的白話絕不是一致的；它們該各有各的標準。說的白話有

聲調姿勢表情襯托著，字句只佔了一半。寫的白話全靠字句，字句自然也

有聲調，可並不和說話的聲調完全一樣，它是專從字句的安排與組織裏生

出來的。字句的組織必得在文義之外，傳達出相當於說話時的聲調姿勢表

情來，才合於寫作的目的。（第二卷，頁29） 

在〈論雅俗共賞〉一文指出，雅俗共賞是將雅言口語化，俗語加以藝術提煉，使

雅言和俗語融為一體，化為活的口語： 

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傷雅」才成。（第三

卷，頁224） 

在〈寫作雜談〉中論及，他重視語言的藝術加工： 

我想盡量用口語，向著言文一致的方向走。⋯⋯不放鬆文字，注意到每一

詞句。⋯⋯控制文字是一種愉快，也是一種本領。（第二卷，頁106、108） 

2.汲取地方或歐化語言 

在〈誦讀教學〉一文中，提出活的口語要能寫、能懂之外，還要兼容並蓄，

汲取其他地方語言，以豐富自己的文學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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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雖然贊成定北平話為標準語，卻也欣賞純方言或夾方言的寫作。近些年

用四川話寫作的頗有幾位作家，夾雜四川話或西南官話的寫作更多，有些

很不錯。這個豐富了我們的寫的語言；國語似乎該來個門戶開放政策，才

能成其為國語。（第三卷，頁179） 

在〈論白話〉文中，朱自清很欣賞周作人的「新白話」——歐化的白話文；認為

適度地汲取歐化語言，創新的藝術語言，可令人耳目一新： 

寫作方面周先生（周作人）的新白話可大大地流行，所謂「歐化」的白話

文的便是。這是在中文裏參進西文的語法:在相當的限度內，確能一新語

言的面目。（第一卷，頁268） 

在〈誦讀教學與「文學的國語」〉中，主張文學語言要不斷地創新發展，以求靈

活多變；並不排斥揉合其他民族的語言，為己所用，以創新豐富自己的語言： 

語言是活的，老是在成長之中，隨時吸取新的詞彙和語式來變化它自己，

豐富它自己。⋯⋯新名詞越來越多，見慣不驚，也已經不成問題了。成問

題的是歐化語式。但是反對歐化語式的似乎以老年人和中年人為多；在青

年人間，只要歐化得不過分，他們倒願意接受的。（第三卷，頁182—183） 

朱自清在〈「經典常談」‧文第十三〉的評述中，稱讚柳宗元創造新語；並主張為

文既要創新，富有變化，又要樸素自然（第六卷，頁 114）；正如他強調的「辨

出許多新異的滋味，乃是他們獨得的秘密」（〈山野掇拾〉，第一卷，頁215）、「回

到樸素，回到自然」、「回到自己的口頭語言」（〈今天的詩〉，第四卷，頁504）： 

他（柳宗元）的文深幽精潔，最工遊記；他創造了描寫景物的新語。韓愈

的門下有難、易兩派。愛易派主張新而不失自然，李翱是代表。愛難派主

張新就不妨奇怪，皇甫湜是代表。當時愛難派的流傳盛些。他們矯枉過正，

語難意奧，扭曲了自己的語氣、自然的音節，僻澀詭異，不易誦讀。（第

六卷，頁114）      

3.主張文字的活用創新 

朱自清在〈了解與欣賞〉的文中指出，寫作要注意語言的創新——文字的活

用： 

一是文字的新變。一個作家必須要能深得用字的妙趣，古人稱為「練字」，

便是指作家用字時打破習慣而變新的地方。（第八卷，頁351） 

在〈關於寫作答問〉、〈「歐遊雜記」‧序〉、和〈了解與欣賞〉的文中曾提過，他

很注意詞義句式的活用求變： 

寫作散文，很注意文字的修飾。語句的層次和詞義、句式，我都用心較量，

特別是句式。（〈關於寫作答問〉，第二卷，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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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述時可也費了一些心在文字上：覺得「是」字句，「有」字句，「在」字

句安排最難。顯示景物間的關係，短不了這三樣句法；可是老用這一套，

誰耐煩！再說這三種句子都顯示靜態，也夠沉悶的。於是想方法省略那三

個討厭的字，例如「樓上正中一間大會議廳」，可以說「樓上正中是——」，

「樓上有——」，「——在樓的正中」，但我用第一句，盼望給讀者整個的

印象，或者說更具體的印象。（〈「歐遊雜記」‧序〉，第一卷，頁290）    

某種特殊句子的形式，不僅是作者在技巧方面的表現，也是作者別有用心

處。（〈了解與欣賞〉，第八卷，頁346）    

在〈寫作雜談〉一文也提及，他追求語言的表現力，重視詞語的活用——口語的

語彙、句法、節奏的安排： 

我注意每個詞的意義，每一句的安排和音節，每一段的長短和銜接處。（第

二卷，頁105）      

在〈文藝之力〉的文中，朱自清很注意聲音的自然調節及句式的調節組合，以此

形成鮮活上口的音樂美： 

詞句與韻律，雖常被認為末事，卻也醞釀著多樣的空氣，傳給我們種種新

鮮的印象。這種印象確乎是簡單些；而引人入勝，有催眠之功用，⋯⋯從

前人形容痛快的文句，說是如啖哀家梨，如用并州剪。這可見詞句能夠引

起人的新鮮的筋肉感覺。⋯⋯此外「句式」也有些關係。短句使人斂；長

句使人宛傳；鎖句使人精細；散句使人平易；偶句使人凝整，峭拔。說到

「句式」，便會聯想到韻律，因為這兩者是相關甚密的。普通說韻律，但

就詩歌而論；我所謂韻律卻是廣義的，散文裏也有的。這韻律其實就是聲

音的自然的調節，⋯⋯這輕重疾徐的調節便是韻律。調節除字音外，更當

注重音「節」與句式；音節的長短，句式的長短，曲直，都是可以決定韻

律的。現在只說句式，音節可以類推。短句促而嚴，如斬釘截鐵，如一柄

晶瑩的匕首。長句舒緩而流利，如風前的馬尾，如拂水的垂楊。鎖句宛轉

騰娜，如夭矯的遊龍，如回環的舞女。散句曼衍而平實，如戰場上的散兵

線，如依山臨水的錯落的樓台。偶句停勻而凝練，如西湖上南北兩峰，如

處女的雙乳。（第四卷，頁103—104）     

綜合上述，可見朱自清主張盡量用口語的同時，有必要依據表情達意的需求，適

度地揉合傳統文言和歐化語言的有效表現方式，拿來為我所用，使之變為己有，

從而真正創造出藝術化的口語；在自然中立新意，讓人耳目一新，展現鮮活上口

的樸素之美。 

參、主張文字作畫 

朱自清認為體物寫真，必須以形傳神，融情入畫，才能自然逼真，氣韻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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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詩情畫意之美，可見「主張文字作畫」也是朱自清的重要修辭原則之一；以

下茲分兩方面探討：一、原則溯源，二、原則說明。 

一、原則溯源 

從朱自清的散文作品中，追溯有關朱自清「主張文字作畫」的修辭原則，經

過爬梳分類後，可分為三類：（一）吸收古典山水遊記的寫作特色，（二）承繼中

國「形似」寫作理論的特色，（三）借鑑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技巧。 

（一）吸收古典山水遊記的寫作特色 

朱自清在歐遊二記的序言中，雖然特別聲明：有意避免「我」在文中出現（〈「歐

遊雜記」．序〉，第一卷，頁 290；〈「倫敦雜記」．自序〉，第一卷，頁 379），但是
朱自清不自覺地還是把自己的感受融入景物的描寫之中，讀者稍不留意，就看不

到作者的「我」了，其實這也不失為一種遊記的寫作方法；過去柳宗元的〈小石

潭記〉便是使用過這種遊記的方法，也許朱自清是有意借鑑了這種方法16；況且
朱自清曾經在〈山野掇拾〉一文中，述及自己的寫作深受古典山水遊記的影響： 

我最愛讀遊記。⋯⋯柳子厚的山水諸記，也常常引我入勝。後來得見《洛

陽伽藍記》，記諸寺的繁華壯麗，令我神往；又得見《水經注》，所記奇山

異水，或令我驚心動魄，或讓我游目騁懷。（第一卷，頁213） 

余藎在〈朱自清散文的藝術特色〉一文中，認為朱自清「主張文字作畫」的修辭

原則，是承繼我國古典山水遊記的寫作特色有關： 

        柳宗元、楊衒之、酈道元這些作品，或記風土人情，或記山川勝跡，描
寫細致生動，語言潔淨明快，且都有「或濃或淡的彩色，或工或潑的風

致」。朱自清的散文也具有同樣的藝術成就，像他的〈白水漈〉、〈綠〉、〈潭

柘寺 戒壇寺〉、〈松堂遊記〉等篇，受柳宗元的《永州八記》的藝術薰陶

是很明顯的。17 

（二）承繼中國「形似」寫作理論的特色 

晉代陸機在《文賦》中提出，準確地描摹事物的「形」「相」：「雖離方遁圓，

期窮形而盡相。」18到六朝沈約等人更明確指出，巧用藝術手法繪形摹物：「巧

為形似之言」。19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篇中論述形似的方法——描寫逼真、

                                                 
16 李明，〈放開眼光看世界，拋卻舊我換新聲——談朱自清歐遊二記中的「我」〉，《衡陽醫學院
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 1卷第 1期（2000年 3月），頁 31。 

17 余藎，〈朱自清散文的藝術特色〉，原載《語文戰線》1979年第 5期；收入朱金順編，《朱自清
研究資料》（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 9月 1版 1刷），頁 173。 

18 張懷瑾，《文賦譯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 1月 1版 1刷），頁 29；或參見楊牧，《陸
機文賦校釋》（台北：洪範書店公司，1985年 4月），頁 41。 

19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宋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年 6月初版），頁 1778；顏之推撰、
趙曦明注、盧文弨補注，《顏氏家訓》（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公司，1968年 3月台 1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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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觀察、密附事物原貌；能引發聯想，再現景物的圖像：「自近代以來，文貴

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

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即字

而知時也。」20 

賀大綏、顧聖皓在《朱自清散文的寫作藝術》一書中，認為朱自清「以文字作畫」

是承繼中國「形似」寫作理論的特色： 

朱自清深諳「巧為形似」的奧秘，善於從事物的形、色、聲、味的各方面

細致觀察事物，以準確的筆觸，細膩描繪客觀事物，繪形繪色，「狀難寫

之景如在目前」，收到繪畫造型的藝術效果。朱自清寫的〈月朦朧，鳥朦

朧，簾捲海棠紅〉，以文來描繪畫面，可謂真正的「以文字作畫」，以語言

寫出畫境和畫意了。21 

（三）借鑑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技巧 

在朱自清看來，詩畫一律，書畫同源，詩與文也是同律的；〈歸去來辭〉、〈小

石潭記〉、〈赤壁賦〉、〈秋聲賦〉等等，都是古來詩文同律的典範作品。他向詩借

鑑「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技巧，提出「文中有畫，畫中還有詩」（〈山野掇拾〉，

第一卷，頁 217）的藝術主張；他在散文寫作的具體實踐之中，有意打破詩文的
界限，運用詩的聯想與想像，使散文具有詩的意境，並將感受與體驗拆開來看、

拆穿來看，化作多角度的畫面，貯滿著情景交融的詩意；因此朱自清創造出異於

傳統的新散文體制，使得散文成為無聲的詩與有形的畫，有意追求散文的詩情畫

意之美。22  

二、原則說明 

從朱自清的散文作品中，梳理有關「主張文字作畫」修辭原則的內涵，茲分

三類說明之：（一）形似逼真，（二）動靜變化，（三）詩情畫意。 

（一）形似逼真 

朱自清在〈山野掇拾〉一文中，提出「作文便是以文字作畫」的主張： 

                                                                                                                                            
100。 

20 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下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 10月初版 5刷），
頁 302。 

21 賀大綏、顧聖皓，《朱自清散文的寫作藝術》（河南：文心出版社，1993年 7月 1版 1刷），頁
58。 

22 以上有關「借鑑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技巧」，參考資料係從吳周文，〈詩教理想與人格思想
的互融〉和陳孝全〈朱自清散文「以文作畫」的藝術〉整理而成的。參見吳周文，〈詩教理想
與人格思想的互融〉，《文學評論》1993年第 3期（1993年 3月），頁 149。陳孝全〈朱自清散
文「以文作畫」的藝術〉，《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 3期（總第 125
期）（1996年 3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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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每事每物，必要拆開來看，拆穿來看；無論錙銖之別，淄澠之辨，總要

看出而後已，正如顯微鏡一樣。這樣可以辨出許多新異的滋味，乃是他們

獨得的秘密！⋯⋯其實東西本不稀奇，經他一收拾，便覺不凡了。於人們

忽略的地方，加倍地描寫，使你於平常身歷之境，也會有驚異之感。⋯⋯

作文便是以文字作畫！他敘事，抒情，寫景，固然是畫，就是說理，也還

是畫。（第一卷，頁215—217） 

在〈內地描寫〉一文中也提過，創作「需要的是仔細的觀察，翔實的描寫。」（第

四卷，頁341）而翔實的描寫，務求形似傳神；在〈熬波圖〉及〈論逼真與如畫〉

文中，便認為體物寫真，不僅是要求「形似」，更強調的是「神似」；重視以形傳
神，才能寫得自然逼真，氣韻生動：   

工細而能生動，所以才好；若筆下板滯，雖工細也無味了。（〈熬波圖〉，

第八卷，頁36） 

惟其「氣韻生動」，才能自然，才是活的不是死的。死的山石像活的白馬，

有生氣，有生意，所以好。「逼真」等於俗語說的「活脫」或「活像」，不

但像是真的，並且活像是真的。⋯⋯不求形似，當然就無所謂「逼真」。（〈論

逼真與如畫〉，第三卷，頁235、238） 

（二）動靜變化 

朱自清在〈「藥」指導大概〉一文中，稱讚〈藥〉繪事狀態的動靜變化： 

配著第一段第四段的靜的，是第二段第三段的動；動靜相變，恰像交響曲

的結構一般。（《精讀指導舉隅》，頁69） 

又在〈「歐遊雜記」‧序〉一文中，提出遊記的重要技巧——「不從景物自身而從

遊人說」，並強調動靜相間的描寫效果： 

再有，不從景物自身而從遊人說，例如「天盡頭處偶爾看見一架半架風

車」。若能將靜的變為動的，那當然更樂意，例如「他的左胳膊底下鑽出

一個孩子」（畫中人物）。（第一卷，頁290） 

（三）詩情畫意 

朱自清在〈山野掇拾〉一文中，曾讚賞孫福熙的散文，並提出詩情畫意的藝

術主張，正如他自己的散文展現著詩情畫意的意境美： 

人家說「詩中有畫」，孫先生是文中有畫，不但文中有畫，畫中還有詩，

詩中還有哲學。（〈山野掇拾〉，第一卷，頁217） 

在〈關於散文寫作答「文藝知識」編者問〉中提及，情境的產生，必須仰賴形象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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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似乎就是形象化，用具體的暗示抽象的。意境的產生靠觀察和想像。

（第四卷，頁482） 

在〈「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一文中提及，寫作只要不掩飾自己的真實情感，

即能展現以文作畫的詩情畫意： 

雖只一言一動之微，卻包蘊著全個的性格，最要緊的，包蘊著與眾不同的

趣味。（第一卷，頁137） 

綜合上述，朱自清以文字作畫，融景入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第

四卷，頁 369），新奇生動；是因為他觀察事物細致入微，又能融入自己的新異

滋味、獨得的秘密；所以在朱自清寫作的畫筆下，沒有相同的山水事物，因此他

的畫中不僅有情也有意，更有一分形象的意境美。 

第二節  修辭手法 

玆就《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二書為主，以《朱自清全集》為輔，

從中梳理歸納朱自清的修辭手法23有六：互文、逐層遞進、排語、感覺印象、感
覺聯絡、比喻，以下逐項闡論其修辭手法的論點。 

壹、互文 

朱自清在〈「瀧岡阡表」指導大概〉一文所提及的「互文」論點（《精讀指導

舉隅》，頁 36），可彙整如下：一、論證「互文」的定義，二、分析「互文」的
對應。 

一、論證「互文」的定義 

朱自清在分析歐陽修〈瀧岡阡表〉一文中，提出「互文」的定義及其例子的

說明： 

「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說作白話，就是「祭得豐厚，不如供養得菲

薄」。⋯⋯「養之薄」，本來也可以作「養而薄」，現在不用「而」字，而

用「之」字，叫做「互文」。——就是說，錯綜地使用作用相同的字，以

避免重複。這「之」字並不與「我的」、「你的」的「的」相當，而與上語

的「而」字作用相同。「互文」常常用在語式相同的兩語裏。「而」字與「之」

字可為「互文」之外，其他「互文」還有很多。如陶潛〈歸去來辭〉裏的

「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兩語語式相同，「以」字與「而」字是

                                                 
23 修辭手法、修辭技巧、修辭方法、修辭方式、表現手段，都是修辭格的異稱，可以簡稱為辭
格；請參見蔡師宗陽，《文法與修辭．下》（台北：三民書局公司，2001年 1月初版 1刷），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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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精讀指導舉隅》，頁36） 

可見朱自清認為：「互文」就是錯綜地使用作用相同的字；「互文」常常用在語式

相同的兩語裏；易言之，「互文」是在文中故意使用同義異詞的字，形成字句的

錯綜多變化，營造文章生動活潑的美感。 

二、分析「互文」的對應： 

朱自清提出「互文」的修辭理論：「互文」是錯綜地使用作用相同的字，常

常用在語式相同的兩語裏；與一般的修辭手法對應而言，係為「錯綜」中的「抽

換詞面」。 

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一書中提及：本格第一類錯綜（抽換詞面），以前

稱為「互文」或「互辭」。24因此朱自清的「互文」修辭理論，即是一般修辭手
法的「錯綜」——抽換詞面；就一般的修辭手法而言，所謂「錯綜」中的「抽

換詞面」，是指同一個句子或上下的句子中，將重複出現的詞語抽出，改換成別

異的同義詞語或近義詞語的一種修辭技巧。25而「抽換詞面」的運用，可使詞語
的形式產生錯落變化，避免單調呆板的僵化，寓整齊中自有變化之美；也可增

強文意，突出主題，使得文章的形式與內容臻至和諧統一。  

至於朱自清「互文」修辭手法與現代「互文」修辭手法則是完全不同的辭

格意涵；誠如蔡師宗陽在《應用修辭學》中提過：「互文是參互見義，詞義包含

對方，語意都擴大；錯綜則是互換語詞的位置，但語意並不擴大。」26由此可見，
朱自清的「互文」修辭手法，原意直指「抽換詞面」之意——錯綜地使用作用相

同的字，與現代「互文」辭格的意涵——參互成文，合而見義27，二者的意義界
定顯然是完全不同；而現代「互文」辭格，卻因此引申出不同的意涵，也顯見朱

自清「互文」修辭手法的影響。 

                                                 
24 在「錯綜」該章節的附記中，陳望道進一步談到，舊時的「互文」修辭，即是今日「錯綜」
修辭中的「抽換詞面」一類： 

本格第一類錯綜，以前稱為「互文」或「互辭」。如劉知幾著《史通》，在〈雜說〉下篇
錄了隋人姚士會（最）《梁後略》述高祖語「得既在我，失亦在予」，說「變我稱予，互
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所以有此句法，由於當時「儷詞盛行，語須對偶」。又
如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四〈互辭〉條」下說「《易》（〈蠱〉）『幹父之蠱，有子考無
咎』，言『父』又言『考』。《書》（〈仲虺之誥〉）『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言『予』又
言『台』，⋯⋯皆互辭也。」  

參見陳望道，《修辭學發凡》（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 1月再版），頁 210。 
25 蔡師宗陽，《應用修辭學》（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1年 5月初版），頁 225。 
26 蔡師宗陽，《應用修辭學》（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1年 5月初版），頁 232。 
27「互文」辭格的意涵則博採眾說：可參見唐松波、黃建霖主編，《漢語修辭格大辭典》（台北：
建宏出版社，1996年 1月初版 2刷），頁 491；成偉鈞、唐仲揚等主編，《修辭通鑑》（台北：
建宏出版社，1996年 1月初版 1刷），頁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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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逐層遞進 

朱自清在〈「瀧岡阡表」指導大概〉、〈「封建論」指導大概〉的兩篇文中，曾

提及「逐層遞進」的論點，茲梳理彙整如下：一、論證「逐層遞進」的作用，二、

分析「逐層遞進」的對應。 

一、論證「逐層遞進」的作用 

朱自清在分析〈「瀧岡阡表」指導大概〉、〈「封建論」指導大概〉兩篇文章之

中，曾提出「逐層遞進」的作用和例證： 

「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

不然」一句裏，連用「適然」、「常然」、「未嘗不然」，逐層遞進，把父親

沒有一刻不存著孝思說到極點。凡要使讀者聽者的感興逐漸達到頂點，用

這種逐層遞進的說法是很有效的。（〈「瀧岡阡表」指導大概〉，《精讀指導

舉隅》，頁37） 

論封建的起源時，連說「又有大者」、「又大者」，一層層升上去，直到「天

下會於一」。接著從里胥起又一層層升上去，直到天子。論漢代政制時說：

「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民），戚之而已。⋯⋯明譴而

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

眥，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也是一層

層升上去。⋯⋯可以加強那要辯明的主旨，並且可以使文字的組織更顯得

緊密些。（〈「封建論」指導大概〉，《精讀指導舉隅》，頁146） 

從上述〈「瀧岡阡表」指導大概〉、〈「封建論」指導大概〉的論析之中，可見朱自

清認為：文句的「逐層遞進」是層層遞進的；運用逐層遞進的修辭手法，可以使

文章的組織更緊密，可以使文章的主旨更顯明，可以使文章的感興說理更深刻，

形成文章漸層的秩序之美，帶領讀者留下強烈的印象。 

二、分析「逐層遞進」的對應 

朱自清提出「逐層遞進」的修辭理論：文意依序層層遞進，內容不斷有變化，

以突顯文旨的重點，深化感興說理的內涵；與一般的修辭手法對應而言，係即為

「層遞」。 

黃師麗貞在《實用修辭學》提及：層遞也叫做「漸層」、「遞進」。28因此朱
自清的「逐層遞進」修辭，即是一般修辭手法的「層遞」。就一般的修辭手法而

言，所謂「逐層遞進」，就是依事物的差別情況，事理的發展先後，用三個或三

個以上的句子，把這些事物間的深淺、高低、大小、輕重⋯⋯等，作順序排列，

                                                 
28 黃師麗貞，《實用修辭學》（台北：國家出版社，2000年 4月初版 2刷），頁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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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出層層遞進的意思。29而運用「逐層遞進」的手法，可使形式與內容產生有
層次的和諧美；層層突顯重點，層層強化感情，富有藝術的感染力和深刻的說服

力。 

參、排語 

朱自清在〈「胡適文選」指導大概〉、〈「我所知道的康橋」指導大概〉、〈「孟

子」指導大概〉及〈「封建論」指導大概〉等文中說過「排語」的論點，茲爬梳

整理如下：一、論證「排語」的定義，二、論析「排語」的作用，三、分析「排

語」的對應。 

一、論證「排語」的定義 

朱自清在分析〈「胡適文選」指導大概〉一文中，曾提過「排語」的定義及

相關例證： 

如「因為我們從不曾悔過，從不曾徹底痛責自己，從不曾徹底認錯。」⋯⋯

排語，連續的用同樣的詞和同樣的句式，藉著複沓與均齊加急語氣，加強

語氣，興奮讀者的情感。（《略讀指導舉隅》，頁181—183） 

可見朱自清認為：「排語」就是連續運用相似的結構形式——同樣的詞和同樣的

句式，加強文章的氣勢，具體表達語意，以便激發讀者情理的共鳴。 

二、論析「排語」的作用 

有關朱自清論析「排語」的作用，經過分析、比較、歸納的結果，可分為六

項來探討：（一）可以使筆鋒帶感情、（二）可以使語意暢達詳盡、（三）可以使

結構組織嚴謹、（四）可以使文章活潑熱情、（五）可以使文章突顯重點、（六）

可以使文章增強氣勢；以下逐項說明之： 

（一）可以使筆鋒帶感情 

朱自清在〈「胡適文選」指導大概〉提出「排語」作用——筆鋒帶感情，作

品有力能感人： 

他（胡適）那筆鋒使他的別的文字也常有興奮的作用，所謂「有力能動人」。

他那筆鋒是怎樣帶情感的呢？⋯⋯是排語，翻開本書（《胡適文選》），幾

乎觸目都是的，⋯⋯如「介紹我自己的思想」的最後：「我要教人疑而後

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略讀指導舉隅》，頁181—182） 

（二）可以使語意暢達詳盡 

                                                 
29 黃師麗貞，《實用修辭學》（台北：國家出版社，2000年 4月初版 2刷），頁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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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在分析〈孟子〉時，也談過「排語」的作用——明白清楚，達意盡妙： 

孟子書是鋪排的記言體，⋯⋯所謂鋪排，就是說得暢達詳盡；惟恐對方不

感動，不了解，不相信，故用暢達詳盡來取勝。⋯⋯多用排語的方法。如

梁惠王下所謂故國者章從「左右皆曰賢」到「然後殺之」，語作三排，其

意無非說任賢誅罪，一切得從民意。又如公孫丑上人皆有不忍人心章從「無

惻隱之心，非人也」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從「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書中說及仁義禮智的地方，往往作排語，

不可盡舉。（〈「孟子」指導大概〉，《略讀指導舉隅》，頁39—40） 

（三）可以使結構組織嚴謹 

朱自清在〈「封建論」指導大概〉提過「排語」的作用——強化組織的嚴謹，

增進內容的條理： 

（篇中）又用了許多排語，如「周有天下」，「秦有天下」，「漢有天下」，「周

事然也」，「秦事然也」，「漢事然也」，「有叛人（民）而無叛吏」，「有叛國

而無叛郡」，「有叛將而無叛州」，「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失在於制，不

在於政」，「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等等。排語也可以增強組織。（《精讀指

導舉隅》，頁146） 

（四）可以使文章活潑熱情 

朱自清在〈「我所知道的康橋」指導大概〉一文中，論析過「排語」的運用，

足以表現活潑熱情： 

本篇（〈我所知道的康橋〉）熱情的活潑的筆調是怎樣構成的？閱讀這篇文

字，一定會立刻注意到，它使用著許多「排語」。⋯⋯所以文字裏使用著

排語，足以表示出熱情。這樣再三申說當然是嚴謹與平板的反面，所以又

足以表示出活潑。讀者讀了這種排語，自會引起一種感覺：彷彿一面經作

者盡興指點，一面聽作者娓娓談說。 

試看第八段裏「阿，那是新來的畫眉在那邊凋不盡的青枝上試牠的新聲！

阿，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掙出了半凍的地面！阿，這不是新來的潮潤沾上

了寂寞的柳條？」那一組，讀者讀了，不是彷彿覺得自己也置身其境，一

同在那裏聽畫眉的新聲，一同在那裏發見第一朵的小雪球花，一同在那裏

看新來的潮潤沾上了寂寞的柳條嗎？（《精讀指導舉隅》，頁85） 

（五）可以使文章突顯重點 

朱自清在分析〈「我所知道的康橋」指導大概〉一文時，曾提過「排語」複

沓的效用——文意的層次清楚，述說的重點鮮明： 

他（徐志摩）告訴讀者的不單是康橋的景物，並且是景物怎樣招邀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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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他，他怎樣被景物顛倒與陶醉。換一句說，他告訴讀者的是他與康橋一

番永遠不能忘記的交情。⋯⋯人對於事物有熱烈深切的感觸的時候，往往

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說。 

（徐志摩）使用著許多排語。在開頭第一段，「花果會弔入你的茶杯，小

雀子會到你桌子來啄食」，與「在星光下聽水聲，聽近村晚鐘聲，聽河畔

倦牛芻草聲」，就是兩組排語。第二段裏有「在清朝，在傍晚」，與「有時

讀書，有時看水，有時仰臥著看天空的行雲，有時反撲著摟抱大地的溫軟」

兩組。第四段裏有「那多不費勁，多美！」與「她們那敏捷，那閒暇，那

輕盈」兩組。（《精讀指導舉隅》，頁81、85）） 

（六）可以使文章增強氣勢 

朱自清在〈「我所知道的康橋」指導大概〉一文提及，以畫畫作喻，說明「排

語」手法的效用；一層一層地深化語句的氣勢，表意具體清晰： 

若用圖畫來比，它的彩色是濃重的，這濃重又是怎樣構成的呢？⋯⋯由於

使用排語。使用排語，正如畫畫的時候一筆一筆地加濃。（《精讀指導舉

隅》，頁88） 

綜合以上論證「排語」的作用，可見朱自清認為「排語」的運用，足以使語意

暢達詳盡，語氣增強感人；因此朱自清運用「排語」在創作實踐時，無論是記

人敘事、寫景抒情或說理議論，都能淋漓盡致展現「排語」的具體成效與美感。  

三、分析「排語」的對應 

朱自清提出「排語」的修辭理論：連續運用結構相似的形式——同樣的詞

和同樣的句式，加強語氣，具體表意，引發讀者共鳴；與一般的修辭手法對應而

言，係即為「排比」。 

「排語」修辭的定義，歷來紛然不一30；諸多修辭專書為了界定「排語與對

                                                 
30 主張排語包括兩句或兩句以上的：諸如陳望道《修辭學發凡》認為「排比格中也有只用兩句
互相排比的」（頁 202）；董季棠《修辭析論》認為「排比的形式，有兩句並列的」（頁 341）；
還有杜淑貞《現代實用修辭學》也認為「排比的形式，可兩句一排比。」（頁 414） 

  其他諸多修辭學專書大多主張「排語為三句或三句以上」：如黃慶萱《學林尋幽．辭格的區分
與交集》中主張「三個或三個以上的語句，結構相同或相似，都算是排比。」並進一步地說明： 

        沈謙《修辭學》給排比加了一個條件：「最少三句。」大陸出版的《漢語修辭格大辭典》，
「排比」定義為：「用三個或三個以上結構相同或相似，語氣一致的詞組或句子，以表
達相關的內容。」於是，對偶與排比有了數學上的標準，而能客觀區別了。（頁 298）  

    此外，如成偉鈞、唐仲揚、向宏業主編《修辭通鑑》（頁 829）、黃師麗貞《實用修辭學》（頁
428）、黎運漢、張維耿《現代漢語修辭學》（頁 147）、駱小所《現代修辭學》(頁 265)、蔡謀
芳《表達的藝術——修辭二十五講》（頁 45）、張春榮《修辭新思維》(頁 143)、楊子嬰、孫芳
銘、王宜早《文學和語文裏的修辭》（頁 87）也都是主張「排語的形式是三句或三句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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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的不同」，便重新釐清「排語」的定義：排語是「運用三個或三個以上」結構

相同或相似的詞組或句子，逐一排列起來的修辭手法31；所以本論文採取此說。 

肆、感覺印象 

朱自清在〈「我所知道的康橋」指導大概〉、〈「愛的教育」指導大概〉和〈「談

新詩」指導大概〉的文中提及「感覺印象」的論點，爬梳彙整如下：一、論證「感

覺印象」的作用，二、分析「感覺印象」的種類，三、分析「感覺印象」的對應。 

一、論證「感覺印象」的作用 

有關朱自清論析「感覺印象」的作用，經過分析、比較、歸納的結果，可分

為三項：（一）可以使文章更活潑生動、（二）可以使文章更明白清楚、（三）可

以使文章更具體有趣；以下逐項說明之： 

（一）可以使文章更活潑生動 

朱自清在〈「我所知道的康橋」指導大概〉的文中，分析「感覺印象」的作

用，能豐富內容的趣味，表現活潑生動的美感： 

本篇（〈我所知道的康橋〉）熱情的活潑的筆調⋯⋯多從感覺印象上著筆。

那些感覺曾經深深地打動他（徐志摩），他就把它們照樣寫出來，筆調之

中自然含著許多情趣，見得活潑生動了。（《精讀指導舉隅》，頁85—86） 

（二）可以使文章更明白清楚 

朱自清在〈「談新詩」指導大概〉文中提過，「感覺印象」的手法，富有鮮明

文意的具體效果： 

文中所謂「明白清楚」和「逼人」，當然不限於「眼睛裏起的影像」⋯⋯

（《精讀指導舉隅》，頁112） 

（三）可以使文章更具體有趣 

1.在分析〈我所知道的康橋〉的第一段，朱自清說過：「感覺印象」的運用，有

作者主觀的觀照，表現作者的心情；能使文句豐富有趣，引人入勝： 

譬如第一段裏的「花果弔入茶杯」、「小雀子到桌上來啄食」，這是個包含

著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嗅覺的複雜印象。⋯⋯可見那裏真是個花木

繁茂，魚鳥忘機的去處，真是個怡情適性，大可心醉的去處。但是作者不

用這一套平板的說明，他只把「花果弔入茶杯」、「小雀子到桌上來啄食」

寫出來，這不但報告了實況，並且帶出了他當時被感動的心情。讀者讀到

                                                 
31 關於「排語」的定義，玆採上述主張「排語的形式為三句或三句以上」的眾家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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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也就得到個情趣豐足的印象，⋯⋯（《精讀指導舉隅》，頁86—87） 

2.朱自清在分析〈我所知道的康橋〉的第三段，提及使用「感覺印象」的手法，

能使真實的情境具體再現，逼真生動： 

又如第三段裏的「不出聲的皺眉」，這是個視覺印象。⋯⋯本已是「東顛

西撞的狼狽」，又看見有人在那裏「不出聲的皺眉」，更將狼狽到何等程度

呢？這些意思是可想而知的，作者都不寫，他只寫「不出聲的皺眉」那個

印象。就憑這六個字，作者當時窘急羞愧的狼狽情形如在目前了。（《精讀

指導舉隅》，頁86—87） 

3.朱自清分析〈我所知道的康橋〉的第四段提及，運用「感覺印象」的手法，語

言自然，真切靈動： 

敘述「專家的女郎」撐船出橋洞時候的姿態。那長竿「竟像沒分量的」，「往

波心裏一點」，只是「輕輕的，不經心的」，⋯⋯「船身便波的轉出了橋影，

翠條魚似的向前滑了去」，⋯⋯以上兩處也是寫的感覺印象，可是讀起來

並不覺得濃豔，⋯⋯原來這兩處只像平常談話一樣，不用什麼詞藻，也不

用什麼特殊語調，可是對於當時的印象，把捉得住，又表現得出。（《精讀

指導舉隅》，頁89） 

4.在〈「我所知道的康橋」指導大概〉一文中，朱自清提過，運用「感覺印象」

的手法，文意表達有具體的效果： 

不說船還是橫著前進，而說「還是把河身一段段的腰斬了去」，這是用更

具體的說法，把「橫著前進」化成個更具體的視覺印象。（《精讀指導舉隅》，

頁93） 

5.朱自清在〈「談新詩」指導大概〉一文提及，使用「感覺印象」的修辭手法——

視覺、聽覺等等，可以使文意具體表達，也蘊含作者的心情感受： 

（1）「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

天涯！」這首小曲裏有十個影像，連成一串，並作一片蕭瑟的空氣，這是何等具

體的寫法！以上所舉的例都是眼睛裏的影像。（《精讀指導舉隅》，頁107） 

（2）還有引起聽官裏的明瞭感覺的。例如上文引的（蘇東坡送彈琵琶的詞）「呢

呢兒女語，燈火夜微明，恩冤爾汝來去，彈指淚和聲」，是何等具體的寫法！⋯⋯

（《精讀指導舉隅》，頁107） 

（3）還有能引起讀者渾身的感覺的。如姜白石「湘月」詞，「暝入西山，漸喚我

一葉夷猶乘興」。「一葉夷猶」，這種摹聲字的方法，讀的時候使我們覺得身在小

舟裏，在鏡平的湖水上盪來盪去。這是何等具體的寫法！⋯⋯在這種境地裏，筋

肉寬舒，心神閒適；所謂「渾身的感覺」便是這個。（《精讀指導舉隅》，頁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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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6.朱自清在分析〈愛的教育〉一文中提及，「感覺印象」的真實動人，使人如臨

其境： 

⋯⋯如寫卡隆的正直：如果有人說他說謊，「他立刻火冒起來，眼睛發紅，

一拳打下來，可以擊得椅子破」。⋯⋯以上所舉，都就感覺著筆，使讀者

如聞其聲，如見其態。（〈「愛的教育」指導大概〉，《略讀指導舉隅》，頁

206） 

綜合以上朱自清對「感覺印象」的論點：對事物的各種感受，透過「感覺印象」

的傳達，不僅可以襯托意境，也可以使文章更真實明白，生動活潑，讓讀者留下

深刻的印象。 

二、分析「感覺印象」的種類 

從上述朱自清論證「感覺印象」的例子，大體可歸納有六個分類：視覺、聽

覺、觸覺、味覺、嗅覺、複雜印象。（〈「我所知道的康橋」指導大概〉，《精讀指

導舉隅》，頁86—87） 

三、分析「感覺印象」的對應 

朱自清提出「感覺印象」的修辭理論：對事物的感受，藉著多方面的「感

覺印象」來書寫，文句顯得具體鮮明，真實生動；與一般的修辭手法對應而言，

係為「摹寫」——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嗅覺、綜合摹寫。 

朱自清的「感覺印象」修辭理論，概括的範疇是視覺、聽覺、觸覺、味覺、

嗅覺、複雜印象等六類（〈「我所知道的康橋」指導大概〉，《精讀指導舉隅》，頁

86—87）；即是一般修辭手法——摹寫。就一般的修辭手法而言，所謂「感覺印

象」修辭，就是對事物的各種感受，加以形容描述的修辭手法；其實摹寫的對象，

不僅為視覺印象，同時也包括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等的感受32；簡言之，「感

覺印象」修辭，即是「跟著感覺走」的修辭手法。33 

伍、感覺聯絡 

朱自清在〈文學的美〉（第四卷，頁 163）、〈詩與感覺〉（第二卷，頁 326）
二文中，提及「感覺聯絡」的論點，可彙整如下：一、分析「感覺聯絡」的定義，

二、論析「感覺連絡」的原則，三、分析「感覺聯絡」的對應。 

                                                 
32 有關「感覺印象」（摹寫）的定義及分類，茲採黃慶萱的說法。參見黃慶萱，《修辭學》（台北：
三民書局公司，1979年 12月 3版），頁 51。 

33 黃師麗貞，《實用修辭學》（台北：國家出版社，2000年 4月初版 2刷），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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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感覺聯絡」的定義 

朱自清在〈文學的美〉的文中，曾提出「感覺聯絡」的內涵及看法： 

還有一種摹仿，是由感覺的聯絡（Associations of tsensations ）而成。各
種感覺，聽覺，視覺，嗅覺，觸覺，運動感覺，有機感覺，有許多公共的

性質，與他種更複雜的經驗也相同。這些公共性質可分幾方面說：以力量

論，有強的，有弱的；以情感論，有粗暴的，有甜美的。⋯⋯在重演發音

動作時，那些動作本來帶著的情調，或平易，或艱難，或粗暴，或甜美，

同時也被覺著了。這種「覺著」，是由於一種同情的感應（Sympaihetle 
inducflon），是由許多感覺聯絡而成，非任一感覺所專主；發音機關的動
作也只是些引端而已。和摹聲只係於外面的聽覺的，繁簡過殊。但這兩種

方法有時有聯合為一，如「吼」字，一面是直接摹聲，一面引起筋肉的活

動，暗示「吼」動作之延擴的能力。（第四卷，頁163—164） 

可見朱自清認為，各種感覺具有公共的性質，可以藉由感覺的聯絡、轉換，產生

同情的感應，這就是所謂的「感覺聯絡」。 

二、論析「感覺聯絡」的原則  

有關朱自清論析「感覺聯絡」的原則，經過分析、比較、歸納的結果，茲分

為兩種層面作探析：（一）組織各種的藝術感覺，（二）捕捉生活的新鮮感覺。 

（一）組織各種的藝術感覺 

朱自清在〈詩與感覺〉的文中說過，捕捉感覺的重要性；作家的感覺能力，

著重在藝術的創造：  

所謂遠，所謂深，所謂近，所謂妙，都是就想像的範圍和程度而言。想像

的素材是感覺，怎樣玲瓏縹緲的空中樓閣都建築在感覺上。感覺人人有，

可是或敏銳，或遲鈍，因而有精粗之別。而各個感覺間交互錯綜的關係，

千變萬化，不容易把捉，這些往往是稍縱即逝的。偶而把捉著了，要將這

些組織起來，成功一種可以給人看的樣式，又得有一番工夫，一副本領。

（第二卷，頁326） 

（二）捕捉生活的新鮮感覺 

朱自清在〈詩與感覺〉一文中提過，作家得靠敏銳的感覺，藉由熟悉的生活

之中提煉，才能把捉瞬息萬變的生活感覺：  

花和光固然是詩，花和光以外也還有詩，那陰暗、潮濕，甚至霉腐的角落

兒上，正有著許多未發現的詩。實際的愛固然是詩，假設的愛也是詩。山

水田野裏固然有詩，燈火酒釅裏固然有詩，任一些顏色，一些聲音，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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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氣，一些味覺，一些觸覺，也都可以有詩。驚心觸目的生活裏固然有詩，

平淡的日常生活裏也有詩。發現這些未發現的詩，第一步得靠敏銳的感

覺，詩人的觸角得穿透熟悉的表面向未經人到的底裏去。那兒有的是新鮮

的東西。（第二卷，頁326） 

綜合上述「感覺聯絡」的修辭原則，可見朱自清重視「感覺聯絡」的藝術探索，

認為作家得靠敏銳的感覺，深入熟悉的生活底層，把捉各種新鮮的感覺，並組織

各種感覺的藝術美感，才能展現更大的描寫張力，更強的具體形象。 

三、分析「感覺聯絡」的對應 

朱自清提出「感覺聯絡」的修辭理論：「感覺聯絡」是各種感覺的藝術聯絡；

藉由各種感覺的轉換位移，將主觀的感覺滲入客觀的物象，產生同情的感應；強

調把捉各種的藝術感覺，必須充分仰賴敏銳的感覺，寫作的觸角應穿透到生活的

深層，描寫得以具體生動；與一般的修辭手法對應而言，係為「移覺」（或稱「通

感」、「聯覺」）。34 

                                                 
34 「感覺聯絡」的名稱，歷來並不統一，諸如「移覺」、「通感」、「聯覺」等名稱；玆將各說分
述如下： 
錢鍾書在〈通感〉的文中說： 

在日常經驗裏，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覺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
鼻、身各個官能的領域可以不分界限。顏色似乎會有溫度，聲音似乎會有形象，冷暖似
乎會有重量，氣味似乎會有鋒芒。  

參見《文學評論》1962年 1期；轉引駱小所，《語言美學論稿》（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 12月 1版 1刷），頁 192。 

張壽康在〈關於「移覺」修辭格〉一文中說： 

移覺是人們在描述客觀事物時，用形象的語言使感覺轉移，把人們某個感官上的感覺移
植到另一個感官上，憑藉感受相通，相互映照，以收到啟發讀者聯想，體味餘蘊，用來
渲染並深化詩文意境的積極修辭方式。  

參見《文章叢談》（知識出版社，1982年），頁 216；轉引駱小所，《語言美學論稿》（昆明：雲
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12月 1版 1刷），頁 192。   

吳禮權在《修辭心理學．通感聯覺》一書中說： 

      通感是一種重要的心理現象，它是「聯想的一種特殊形式」，具體說來，是指「五官感
覺在感受中互相挪移，各感官交相為用，互換該官能的感受領域」。⋯⋯一種感官的變
化，常會引起其他感官的變化。⋯⋯各種感官不僅有區別、有分工、它們之間還有協作，
還有相互的影響和相互的溝通，這就是通感。因此，通感又被稱作「聯覺」。⋯⋯通感
心理反映到語言、文學中，這就有了修辭學上所說的「通感」（或稱「聯覺」、「移覺」）
修辭手法。 

參見吳禮權，《修辭心理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月 1版 1刷），頁 26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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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聯絡」（移覺）是從「感覺印象」（摹寫）修辭格擴衍引申而來的。35

就一般的修辭手法而言，所謂「感覺聯絡」（移覺）修辭36，就是在描寫客觀事
物之時，運用具體的形象語言，使各種感官經驗作轉借移用；即是將某一種的感

官感覺移轉到另一種感官上，如視覺的感官經驗，可用聽覺的感官經驗呈現等

等；「感覺聯絡」（移覺）是運用人各種感覺（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

的相通原理37，從而使形象鮮明可感，語言活潑生動，發人聯想，深化意境，蘊
含無窮的情韻。 

陸、比喻 

朱自清在《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二書及《朱自清全集》部分篇

章之中，提及「比喻」修辭手法的理論，論述頗具特色，很值得提出來探究。以

下分述朱自清「比喻」修辭理論有四項：一、分析「比喻」的成分，二、論析「比

喻」的分類，三、論述「比喻」的原則，四、分析「比喻」的作用，五、分析「比

喻」的對應。 

一、分析「比喻」的成分 

朱自清曾經在〈「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了解與欣賞〉二文中，說明「比

喻」具備有三個成分——喻依、喻體、意旨：  

比喻都有三個成分：一、喻依，二、喻體，三、意旨。（〈「唐詩三百首」

指導大概〉，《略讀指導舉隅》，頁91） 

一個比喻的應用，包含三方面的意義。如〈朝氣〉：（一）喻依——農家的

生活。（二）喻體——勞工的趣味。（三）意旨——由趣味的工作得到美滿

的結果，顯示出生活中朝氣的景象。（〈了解與欣賞〉，第八卷，頁 349—

350） 

                                                 
35 參見黃師麗貞，《實用修辭學》（台北：國家出版社，2000年 4月初版 2刷），頁 163。 
36 有關「感覺聯絡」（移覺、通感、聯覺）修辭的名稱，眾家說法不一：陳孝全〈朱自清散文的
藝術想像〉認為錢鍾書的「通感」，即是朱自清的「感覺聯絡」，也即通常稱為的「聯覺」；錢
鍾書〈通感〉稱為「通感」（（轉引駱小所，《語言美學論稿》，頁 192））；張壽康《文章叢談．
關於「移覺」修辭格》稱為「移覺」（轉引駱小所，《語言美學論稿》，頁 192）；張春榮《一把
文學的梯子》、《修辭萬花筒》、《修辭新思維》稱為「移覺」，又稱「通感」；黎運漢、張維耿《現
代漢語修辭學》稱為「移覺」；成偉鈞、唐仲揚、向宏業主編《修辭通鑑》稱為「移覺」，又叫
「通感」；唐松波、黃建霖等主編《漢語修辭格大辭典》稱為「移覺」，別稱為「通感」。黃師
麗貞《實用修辭學》稱為「移覺」；另有臚列一節詳述「通感」，及「移覺和通感的區分」。駱
小所《語言美學論稿》稱為「通感」，又稱「移覺」。吳禮權《修辭心理學》稱為通感或聯覺、
移覺（頁 267、269）；有關本文「感覺聯絡」（移覺）修辭的定義補充，則博採眾家之說。 
參見陳孝全，〈朱自清散文的藝術想像〉，《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 5期（1995
年 5月），頁 41。         

37 張春榮，《一把文學的梯子》（台北：爾雅出版社，1993年 7月初版），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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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指出，比喻三個成分的定義： 

喻依是作比喻的材料，喻體是被比喻的材料，意旨是比喻的用意所在。（《略

讀指導舉隅》，頁 91） 

並進一步指出，「比喻」三成分的運用情形，是有隱有顯的；文中的舉例有：分

析孟浩然〈秋登蘭山寄張五〉詩中的「天邊樹若薺」——並沒有說出意旨： 

薺是喻依，天邊樹是喻體，登山望遠樹，只如薺菜一般，只見樹的小和山

的高，是意旨。意旨卻沒有說出。（〈「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略讀指

導舉隅》，頁91） 

又在韋應物〈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詩「今朝為此別，何處還相遇？世事波上舟，

沿迴安得住！」中分析——意旨並未顯現在詩中： 

世事是喻體，沿迴不得住的波上舟是喻依，惜別難留是意旨——也沒有明

白說出。（〈「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略讀指導舉隅》，頁 91） 

又如分析李白〈金陵酒肆留別〉詩中的「吳姬壓酒勸客嘗」——也並未寫出意旨： 

      當墟是喻體。壓酒是喻依。壓酒的「壓」和所謂「壓裝」的「壓」用法一
樣，壓酒是使酒的分量加重，更值得「盡觴」（原詩，「欲行不行各盡觴」）。

吳姬當墟，助客酒興是意旨。這裏只說出喻依。（〈「唐詩三百首」指導大

概〉，《略讀指導舉隅》，頁 91） 

又如分析杜甫〈古柏行〉詩篇末：「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

大難為用」——詩中的意旨是顯現的： 

「香葉終經宿鸞鳳」，它的身分還是高的。這是喻依。喻體是懷才不遇的

志士幽人。志士幽人本有用世之心，但是才太大了，無人真知灼見，推薦

入朝。於是貧賤衰老，為世人所揶揄，但是他們的身分還是高的。這是材

大難為用，是意旨。（〈「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略讀指導舉隅》，頁

93—94） 

可見朱自清認為，「比喻」都有三個成分——喻依、喻體、意旨，而且「比喻」

的三成分在運用時，並不一定都會呈現出來——時顯時隱的。因此宗廷虎提出他

對朱自清比喻理論的看法：朱自清的「比喻」三成分說，是從內容與形式結合的

角度切入，把「意旨」也作為成分之一考慮，便於鑑賞和理解，體現了文學家和

文學理論家的視角；朱自清的論點有別於陳望道的看法，可以作為一家之言載入

史冊。38 

                                                 
38 宗廷虎認為，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一書中提出，譬喻由正文（被比喻物）、譬喻（比喻物）
和譬喻語詞三個部分組成的學說，和朱自清的比喻三成分說相比，可說各有特色；陳望道著
重從結構上入手，體現了語言學家和修辭學家的眼光。參見宗廷虎，〈朱自清的比喻理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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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析「比喻」的分類 

朱自清在〈詩的語言〉一文中提出，比喻可分成兩類：「（1）人事的比喻：

比較容易懂。（2）歷史的比喻（典故）：比較難懂。」（第八卷，頁341）又在〈「唐

詩三百首」指導大概〉文中提過，比喻取材於生活，淺顯易懂；比喻的分類有三

大類——「事物的比喻」、「歷史的比喻」、「神仙的比喻」： 

比喻多取材於眼前的事物，容易了解些罷了。⋯⋯取材於經驗和常識的比

喻——一般所謂比喻只指這些——，可以稱為事物的比喻，跟歷史的比

喻，神仙的比喻鼎足而三。⋯⋯典故只是故事的意思。⋯⋯上文說典故是

歷史的比喻和神仙的比喻。（〈「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略讀指導舉隅》，

頁 90—94） 

由此可見，朱自清將「比喻」分為三類：把取材於經驗和常識的比喻，稱為「事

物的比喻」；至於其他兩類——「歷史的比喻」和「神仙的比喻」通常是由典故

組成的，可是朱自清並未對兩者的區分作進一步的說明——實際上只是探討了比

喻兼引用典故這一類的修辭手法而已。39在梳理朱自清的散文作品之中，有關「比
喻」手法的運用，都是取材於事物的經驗和常識——屬於「事物的比喻」，所以

本論文僅就「事物的比喻」來探討朱自清的比喻修辭手法。 

    有關朱自清對於「事物的比喻」的應用：有時是句或句群中的比喻例子，比
如上述「分析比喻的成分」的例子；「有時全詩是一套事物的比喻，或者一套事

物的比喻滲透在全詩裏」（〈「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精讀指導舉隅》，頁92），

這又是篇章的比喻了。40其中詩例有：朱慶餘〈近試上張水部〉詩「洞房昨夜停
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有關這首詩

的分析，即是篇章的比喻： 

唐代士子應試，先將所作的詩文呈給在朝的知名人看。若得他贊許宣揚，

登科便不難。宋人詩話裏說，「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因索慶餘新舊篇什，

寄之懷袖而推贊之，遂登科」。這首詩大概就是呈獻詩文時作的。全詩是

新嫁娘的話，她在拜舅姑以前問夫婿，畫眉深淺合式否？這是喻依。喻體

是近試獻詩文給人，朱慶餘是在應試以前問張籍，所作詩文合式否？新嫁

娘問畫眉深淺，為的是請夫婿指點，好讓舅姑看得入眼。朱慶餘問詩文合

式與否？為的請張籍指點，好讓考官看得入眼。這是全詩的主旨。（〈「唐

                                                                                                                                            
國語文》1997年第 81卷第 3期（總第 483期）（1997年 9月），頁 44。 

39 宗廷虎認為，朱自清所舉的詩例中，如杜甫〈古柏行〉、〈寄韓諫議注〉等只是探討了比喻兼
引用典故的修辭手法而已；並未對「歷史的比喻」、「神仙的比喻」的區別作說明。參見宗廷虎，
〈朱自清的比喻理論〉，《中國語文》1997年第 81卷第 3期（總第 483期）（1997年 9月），頁
45。 

40 宗廷虎，〈朱自清的比喻理論〉，《中國語文》1997年第 81卷第 3期（總第 483期）（1997年
9月），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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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三百首」指導大概〉，《略讀指導舉隅》，頁92—93） 

又在駱賓王〈在獄詠蟬〉詩中「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鬢影，來對白

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的分析，也是篇章

的比喻： 

這是聞蟬聲而感身世。蟬的頭是黑的，是喻體。玄鬢影是喻依，意旨是少

年時不堪回首。「露重」一聯是蟬，是喻依，喻體是自己，身微言輕是意

旨。詩有長序，序尾道：「庶情沿物應，哀弱羽之飄零，道寄人知，憫餘

聲之寂寞」，正指出這層意旨。「高潔」是蟬，也是人，是自己；這個詞是

雙關，多義的。（〈「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略讀指導舉隅》，頁93）         

又如在〈詩的語言〉中有關朱熹〈觀書有感〉的分析，也是屬於篇章的比喻：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

活水來。』」也完全是用暗示的方法，表示讀書才能明理。（第八卷，頁

341）     

可知朱自清運用事物的比喻，有的是句或句群中的比喻，也有是篇章的比喻；不

過篇章的比喻手法，喻意較為含蓄隱晦。 

三、論述「比喻」的原則 

（一）「比喻」的新鮮原則 

朱自清在〈「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一文中，強調比喻必須注重新鮮，入

情入理： 

事物的比喻，雖然取材於經驗和常識，卻得新鮮，才能增強情感的力量；

這需要創造的工夫。新鮮還得入情入理，才能讓讀者消化；這需要雅正的

品味。（《略讀指導舉隅》，頁92） 

又在〈詩的語言〉的文中，讚揚詩人作品的比喻手法，是從生活中提煉創造的： 

詩中的比喻有許多是詩人自己創造出來的，他們從經驗中找出一些新鮮而

別致的東西來作比喻。如陳散原先生的「鄉縣醬油應染夢」，「醬油」亦可

創造比喻。可見只要有才，新警的比喻俯拾即是的。」（第八卷，頁342）            

又在〈文學與語言〉一文中提及，比喻要不斷地創造、改造，才是活的比喻： 

在文學中，比喻尤其重要。山頭，山腳，都是比喻，用慣了，便不覺得。

這種比喻是死的，還有活的比喻，如：「這個人的舌頭像刀一樣。」「眼睛

像星一樣」。「日本人的泥腳」等等。比喻是文學的重要的一部分，它的來

源有二：改變舊的，或創造新的。詩人與文人必須常常製造比喻，改造比

喻。（第八卷，頁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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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比喻要做到新鮮，必須注意創造；而創造的靈思是隨手可得的，源自於生活

經驗的體驗與觸發；如此一來，所創造的比喻自然能呈現新鮮具體、情理深刻的

效果。 

（二）「比喻」的具體原則 

朱自清在〈「談新詩」指導大概〉一文中，強調「比喻」的具體原則： 

凡是抽象的材料，格外應該用具體的寫法。⋯⋯可是怎樣是具體的做法

呢？⋯⋯具體的寫法是種種的比喻。（《精讀指導舉隅》，頁107、111—112） 

接著又進一步舉例說明，〈古詩十九首〉中的「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

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便是運用具體的材料，比喻抽象的道理： 

「陵上柏」、「澗中石」都是具體的材料，用來和「人生」比較的，「遠行

客」是比喻。（〈「談新詩」指導大概〉，《精讀指導舉隅》，頁124） 

又分析朱熹〈觀書有感〉的詩句提及，比喻抽象的道理必須是融化在情感之中的： 

本詩是用比喻說道理——還是那「抽象的題目」——；那「水塘」的比喻

是一套兒，卻分成三層，每層又各有「喻體」和「喻依」。鏡子般清亮的

「半畝方塘」是喻依，喻體是方寸的心，這是一。「天光雲影」是喻依，

喻體是種種善惡的事物，這是二。「源頭活水」是喻依，喻體是「銖積寸

累」的知識，這是三。喻依和喻體配合起來見出意旨。第一層的意旨是定

下的心，第二層是心能分別是非，第三層是為學當讀書。這兒每層的喻體

和喻依都達到水乳交融的地步，⋯⋯這一套喻依裏滲透了過去文學中對於

自然界的情感，和作者對於自然界的情感，⋯⋯——這道理是融化在情感

裏的。（〈「談新詩」指導大概〉，《精讀指導舉隅》，頁125—126） 

可見朱自清提出「比喻」的具體原則有：使用具體的「比喻」手法，表現抽象的

內容；具體的「比喻」手法，必須融入自己的真感受；如此一來，文章才能使人

信服，引人共鳴。 

（三）「比喻」的遠取譬原則 

朱自清在〈新詩的進步〉一文中，指出「比喻」的遠取譬原則，強調比喻事

物之間的新關聯，用最經濟的語言表現比喻的想像美感： 

象徵詩派要表現的是些微妙的情境，比喻是他們的生命；但是「遠取譬」，

而不是「近取譬」。所謂遠近不指比喻的材料而指比喻的方法；他們能在

普通人以為不同的事物中間看出同來。他們發現事物間的新關係，並且用

最經濟的方法將這關係組織成詩；所謂「最經濟」就是將一些聯絡的字句

省掉，讓讀者運用自己的想像力搭起橋來。沒有看慣的只覺得一盤散沙，

但實在不是沙，是有機體。（第二卷，頁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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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朱自清提出「遠取譬」的原則，重在發現事物間的共同點，運用精練的語句，

調動讀者的想像，可使比喻產生奇妙的藝術效果。            

總而言之，朱自清主張「比喻」必須具備三個原則：新鮮、具體、遠取譬；強調

「比喻」來自生活經驗的觸發，發現事物間的新關聯，講求新鮮創意，並且以具

體的「比喻」手法，描寫抽象的事物，融注作者的真情感；作品自然發人共鳴，

動人心弦；諸如〈「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一文中賞析〈琵琶行〉（《略讀指導

舉隅》，頁 92）即是「比喻」手法的最佳化例子——白居易能發現事物間的共同
點，運用「比喻」的意象新鮮又具體，琵琶女情感流露，曲折引人入勝；〈琵琶

行〉的聲音描寫，確實能印證朱自清「比喻」的新鮮、具體及遠取譬三原則。                  

四、分析「比喻」的作用 

（一）可以訴諸理智或感情 

朱自清在〈「胡適文選」指導大概〉說過，比喻是用已知說明未知，用具體

說明抽象；比喻分別運用於抒情、說理的文體，各具不同的情韻： 

比喻是舉彼明此，因所知見所不知，可以訴諸理智，也可以訴諸感情。（《略

讀指導舉隅》，頁186） 

又在〈「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指導大概〉一文中提及，具體的比喻，足以觸發人

們的聯想，可用來說理、抒情： 

比喻有時也可以幫助傳達那些不經常的意思，可還是表示情感的作用大。

梁啟超先生的新文體，用比喻就很多；「筆鋒常帶情感」，這是一個因子。

本書（《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教育之對待的發展」頭一段⋯⋯這種比喻

的作用在表示信念，表示情感。⋯⋯如「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是不

經常的理，必得用一些具體的比喻表明，才可以想像得之。這種比喻是為

了增加知識，不是為了增強情感，⋯⋯（《略讀指導舉隅》，頁150—151） 

（二）可以使文字經濟簡練 

朱自清在〈詩的語言〉中，以辛稼軒的詞作及朱熹詩〈觀書有感〉為例子，

提及比喻的表達有簡練的效果： 

用比喻是最經濟的辦法，一個比喻可以表達好幾層意思。（第八卷，頁341） 

綜合上述可知，朱自清分析「比喻」的作用有：可以訴諸理智、可以訴諸抒情；

而且在文章的表情達意中，運用比喻手法是最經濟的辦法，可以讓讀者隨著作

者的思緒飛揚，具體深刻地感受情理的意涵。 

五、分析「比喻」的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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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提出「比喻」的修辭理論：比喻是舉彼明此，用已知說明未知；要求

比喻語句精練，意蘊豐富，具體鮮活；提及「比喻」有三個成分：喻依、喻體、

意旨41，運用有顯有隱，視表達的需要而定；而比喻的作用在於能說明道理，也

能抒發情感，使道理淺顯易懂，事物形神兼備；並強調比喻原則有新鮮別致，入

情入理，具體生動，可使讀者易於明白，引發共鳴；與一般的修辭手法對應而言，

係為「譬喻」。 

就一般修辭手法的定義、作用及其心理基礎而言，「比喻」也就是「譬喻」42， 

是一種「借彼喻此」的修辭法，凡二件或二件以上的事物中有類似之點，說話作

文時運用「那」有類似點的事物來比方說明「這」件事物的。「比喻」的理論架

構，是建立在心理學「類化作用」的基礎上——利用舊經驗引起新經驗。通常是

以易知說明難知；以具體說明抽象。使人在恍然大悟中驚佩作者設喻之妙，從而

產生滿足與信服的快感。43 

其實朱自清提出的「比喻」修辭和一般修辭專書的「譬喻」手法還是有些不

同的，就比喻的成分與排序而言，便能見出端倪：朱自清的「比喻三成分說」依

序為喻依、喻體、意旨（〈「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略讀指導舉隅》，頁91）；

一般修辭專書——無論台灣的「譬喻」或大陸的「比喻」的異稱說法，但是它們

的內涵都是一樣的：喻體（一般大陸修辭界稱為「本體」44）、喻依（一般大陸修

辭界稱為「喻體」）、喻詞；因此朱自清的「比喻」修辭和一般修辭專書的「譬喻」

手法的異同，是顯而易見的：相同之處是，二者都具有喻體、喻依這兩種成分；

差異之處是，朱自清的比喻三成分說，多了個「意旨」，而少了「喻詞」，一般修

辭專書的譬喻三成分說，則多了個「喻詞」（聯接喻體和喻依的語詞），而少了「意

                                                 
41 朱自清〈「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認為「意旨」就是比喻的用意所在。（《略讀指導舉隅》，
頁 91）。黎運漢、張維耿《現代漢語修辭學》則稱為「喻解」——本體和喻體之間的相似點（頁
102）。黃師麗貞《實用修辭學》也稱為「喻解」。蔡師宗陽則指出：「喻旨」，原作「意旨」；「喻
旨」二字是蔡師宗陽依據朱自清的說法，稍加修改，以符合譬喻的特色；將「意旨」改為「喻
旨」，意思是說：譬喻的主旨所在，也是譬喻的意旨所在（《中等教育．「修辭格」的辨析原則
與命題技巧》第 45卷第 6期，頁 65）；喻旨是解說喻體、喻詞、喻依的意旨（《文法與修辭．
下》，頁 12）；而「喻體」、「喻詞」、「喻依」三者都有「喻」字，若「意旨」改為「喻旨」，也
都有「喻」字，比較符合譬喻的特點（《中等教育．「修辭格」的辨析原則與命題技巧》第 45
卷第 6期，頁 65）。 

42 比喻就是譬喻，這是兩個意義完全一樣的「同義詞」。參見黃師麗貞《實用修辭學》（台北：
國家出版社，2000年 4月初版 2刷），頁 34。 

  譬喻，也叫做比喻，又名譬、比、打比方。大陸修辭學專家學者都說「比喻」，台灣修辭學專
家學者為了不與「比擬」的「比」混淆，是以都稱為「譬喻」。參見蔡師宗陽，《修辭學探微》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年 4月初版），頁 163。 

43 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公司，1979年 12月 3版），頁 227。  
44 成偉鈞、唐仲揚、向宏業主編《修辭通鑑》（頁 471）及唐松波、黃建霖主編《漢語修辭格大
辭典》（頁 1）認為：一個完整的比喻，通常由本體（被比喻事物）、喻體（比喻事物）和喻詞
（標明比喻關係的詞）三部分組成；黃師麗貞《實用修辭學．譬喻》亦採用本體、喻體、喻詞
之名稱（頁 36）。黃慶萱《修辭學》認為：「譬喻」辭格，是由「喻體」（所要說明的事物主體）、
「喻依」（用來比方說明此一主體的另一事物）、「喻詞」（聯接喻體和喻依的語詞）三者配合而
成的。（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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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 

綜合上述，比喻（譬喻）是利用兩個不同的事物有某一點相似而構成45；相

較而言，朱自清的「比喻三成分說」中的「意旨」（即比喻的用意所在，亦即喻

體、喻依之間的相似點），確實是與眾不同。一般來講，意旨（相似點）出現的

比喻，它能使描寫的對象具體，讓讀者明瞭作者運用比喻的本意；至於意旨沒有

出現的比喻，除了因為用來比喻的事物，已經是眾所皆知，不必再加以解釋，意

旨只好省略之外，也有部分是故意給讀者留下思考的餘地，發揮主觀聯想，去捕

捉比喻的真正含義，不僅可以豐富擴大了比喻的內容，也能帶給讀者一種特殊動

人的美感享受。46 

 

 

 

 

 

 

 

 

 

 

                                                 
45 駱小所，《現代修辭學》（修訂版）（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月 2版 2刷），頁 132。 
56上述有關意旨出現與否的比喻的美感效應，請參見駱小所，《現代修辭學》（修訂版）（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月 2版 2刷），頁 132；黃師麗貞《實用修辭學》（台北：國家出
版社，2000年 4月初版2刷），頁4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