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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中的浪漫 
－林 短篇小說的言情敘事 

劉雪真∗ 

【提要】 

  林紓以一位不諳外文的傳統士子透過口譯者進行翻譯，在晚清中國率先

引進大量域外小說。他的翻譯小說在當時廣泛流傳並被熱烈接受，其中言情

小說尤為大宗。後來林紓的自撰短篇小說集《畏廬漫錄》包含了不少寫情題

材，本文即以《畏廬漫錄》為主要文本，檢視其經驗知識如何與敘事結構連

結，以及翻譯小說對他的寫情作品所注入的新成份。《畏廬漫錄》雖是仿《聊

齋》之傳奇文體的作品，其中卻偶有借取西方小說技巧的篇章，足見西洋小

說對譯者的滲透。林紓通過翻譯小說間接見識了西方的社會樣貌與生活方

式，感受西方言情小說中情感至上、往來自主與婚姻自由的訊息，然他所書

寫的男女，雖已具有自由氣息、浪漫情調，卻仍有傳統寫情成規

（romance conventions）與倫理框架（ethical framework）的制約，而呈現著文

人氣息與平和中正的傳統美學。翻譯小說為林紓的創作帶來了靈感或啟發，

而傳統宗法制度和倫理道德規範的價值取向，也無所不在地發生著作用。整

體而言，林紓依倫常原則鋪敍浪漫故事，他的觀念並不捨離傳統，卻比起當

時禁錮的思想要寬容而開闊，且小說內容開始著手處理新的和令人印象深刻

的現代性領域：性別與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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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林紓（1852～1924）是不諳外文的古文大家，在晚清西學東漸的背景下，

最早大量地引進域外小說，  以他的經歷、身份雖令人感到詫異，但他與口

譯者合作翻譯的域外小說，在當時卻特別受到歡迎。他所譯述的第一本西洋小

說，即他與王壽昌合作，譯自法國小仲馬作品的《巴黎茶花女遺事》，是部言

情小說，在 1899 年出版之後即造成轟動，其後又多次再版。後來林譯言情小

說的魚貫而出，如《迦茵小傳》（1905）、《玉雪留痕》（1905）、《洪罕女

郎傳》（1906）、《紅礁畫槳錄》（1906）等，並造成文壇騷動的現象，可見

林譯言情小說在當時展現了特殊魅力，以致其出版數量之多及頻率之高，都居

林譯小說之冠。  在當時，維新啟蒙、自強救國響應時代的作品極多，但《巴

黎茶花女遺事》、《迦茵小傳》等域外小說的引進，也撥動了士子的情絃。林

譯言情小說經過林紓翻譯的歸化，佈滿了傳統倫理思維，同時也滲透了現代的

個人、自由、平等的浪漫愛情。  舶來的愛情故事成為晚清中國人內在心靈、

私密領域的探索方針，愛情於是在小說敘事中大肆崛起，引發了晚清民初言情

小說浪潮，  並形成孕育浪漫精神的溫床，影響了五四一代甚至後五四時代。   

                                                 
   根據張俊才，〈林紓翻譯目錄〉所作統計，林紓總共翻譯了二百部左右的域外小說，涉及英、法、美、俄、德、

日、希臘、比利時、瑞士、挪威、西班牙等 11 個國家，總共 107 位作家的作品。張俊才，《林紓評傳》（北

京：中華書局，2007 年），頁 293。 
   林紓在翻譯工作啟始的第五年（1905）已察覺到他自己所譯述小說的文類傾向：「畏廬筆述書，將及十九種，

言情者實居其半」。見林紓，〈《埃及金塔剖屍記》譯餘剩語〉，收於錢谷融主編，吳俊標校，《林琴南書話》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年），頁 23。後來他的學生朱羲冑統計，言情約佔林譯小說總數的三分之一

左右。見朱羲冑，《林琴南先生學行譜記四種》(台北：世界書局，1965 年)之《春覺齋箸述記》卷三，頁 3～

59。根據筆者的統計，林譯言情小說共 52 種，占林譯小說總數 189 種的四分之一強。若除掉未刊的部分，則

為 50 種，占已刊行出版的林譯小說 166 種的三分之一弱。籠統而言，林譯小說的言情類占總數將近三分之一

的份量。見劉雪真，《依違於古今中外之間－林紓譯／著言情小說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論文，2012 年），頁 178～183。 
   劉雪真，《依違於古今中外之間－林紓譯／著言情小說研究》，頁 186～258。 
   在林紓陸續譯介西洋言情小說的同時，中國本土也出現了許多寫情小說，如《淚珠緣》（1900），《花神夢》

（1905），吳趼人《恨海》（1906）、符霖《禽海石》（1906）、李涵秋《雙花記》（1906）。繼此之後至民

國元年之前，李涵秋《瑤瑟夫人》（1907）、吳趼人的《劫餘灰》（1907～8）、《情變》（1910）、小白（李

才）《鴛鴦碑》（1908）、平垞《十年夢》（1909）、天虛我生（陳栩）《可憐蟲》（1909）、包天笑《一縷

麻》（1909）、何諏《碎琴樓》（1910）等，紛紛問世。民國初年，文壇的「情」之熱潮更掀起高峰，如徐枕

亞《玉梨魂》（1912），吳雙熱《孽冤鏡》（1912），李定夷《霣玉怨》（1912），蘇曼殊《斷鴻零雁記》（1912），

陳蝶仙《玉田恨史》（1913），周瘦鵑《此恨綿綿無絕期》（1914），包天笑《補過》（1916）均屬之。 
   李歐梵曾梳理了中國浪漫主義發展的脈絡，指出林紓的浪漫傾向，並將他與蘇曼殊視為中國現代作家「浪漫一

代」的先驅。參見李歐梵著，王宏志等譯，《中國現代作家的浪漫一代》（北京：新星出版社，2005 年），頁

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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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民初寫情風潮中，林紓自著小說也常出現愛情的主題。他書寫愛情的

篇章主要出自文言短篇小說《踐卓翁短篇小說》（《畏廬漫錄》）（1913～1917）。

《畏廬漫錄》是林紓短篇小說的代表作，屬傳奇體，因而每則故事篇幅較筆記

為長，敘事較為詳盡，除了社會現實的寫照，情節中也常穿插男女情愛，有些

篇章更專寫婚戀故事。他的古文筆記如《技擊餘聞》（1914）、《畏廬瑣記》

（1916）、《畏廬筆記》（1917）等，多半是記載見聞、篇幅短小的筆記，不

涉及男女情事。他還有幾部中長篇小說，如《京華碧血錄》（1913）、《金陵

秋》（1914）、《劫外曇花》（1915）、《巾幗陽秋》（1917）等，敘事大抵

以史事為主線，男女情感則僅做為串聯的副線。因此本論文以《畏廬漫錄》中

的言情故事為中心，更可以聚焦他對於寫情波潮的回應。 

  辛亥革命前林譯小說已風行海內，洋洋大觀的「林譯小說」散發著古雅的

神韻，亦閃爍著新穎光采，不但為當時文人開拓文學視野，亦提供創作借鑒。

林紓本人於民國之後才開始創作小說，當時他已領略過極多西方文學作品的風

采，雖然他必須透過口譯者，但在翻譯過程，他與口譯者的切磋琢磨，算是對

原著的另類細讀，從中得到的滋養和薰陶應更為直接。然文學的翻譯所面對

的，不僅是語言符號的不同，更是社會文化和文學傳統方面的巨大差異。林紓

的翻譯，由於外語能力的限制，外國文學素養、文化常識的缺乏，他對於域外

小說的理解，是基於自身的生活經驗與文化背景所形成的概念結構，在重重認

知「框架」（frame）之下，  日久浸淫之文化、文學傳統不斷在譯作文本中

滲透，頗見其歸化（domestication）  的力道。然而異國小說浪漫的情感世界，

卻也曾使木強多怒的他深深感動而「擲筆哭者三數」  ，西方浪漫之情經由

他的翻譯，雖多格義，這位以衛道自任的古文家，對於男女之情亦多所留心，

在他的小說中時時呈現言情主題。林紓的言情敘事，一方面是域外浪漫小說的

激盪，一方面是中國言情傳統的框架，新舊能量的交相作用下，他如何鋪陳小

                                                 
   此處借加拿大學者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框架概念，他認為：框架是人們用以解釋外在真實世界的心理

基模，是人們指認、了解以及界定行事經驗的基礎。Goffman, Erving :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pp.10～11. 

   Lawrence Venuti 認為翻譯有兩種方式：一是「歸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指的是譯文以目的語文化為

歸宿的翻譯策略，主張譯文應符合譯入語的表達習慣和文化規約；另一種是「異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

翻譯時譯文以源語的語言特點和文化特徵為歸宿，注重異質成分。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5）, p. 20. 

   冷紅生（林紓），〈信陵騎客譯《露漱格蘭小傳》序〉，收於錢谷融主編，吳俊標校，《林琴南書話》，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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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的敘事、如何詮釋愛情的質素？以下將從《畏廬漫錄》的言情作品，細探端

倪。  

二、文體的因襲與敘事的變化 

  林紓的短篇小說，在形式上承襲了文言舊體小說，寫情的篇章則盡屬傳奇

體。他的小說譯文被章太炎說是「浸潤唐人小說之風」、「與蒲松齡相次」，

 章太炎的說法雖包含了古文取法魏晉或唐宋的門戶之見，但若將林紓譯、

著小說並置來看，的確是相當符合的。他在〈《踐卓翁短篇小說》序〉（1913）

裡曾說過自己對唐人小說的推崇： 

計小說一道，自唐迄宋，百家輩出，而余特重唐之段柯古。柯古為文昌子，

文筆奇古，乃過其父。淺學者幾不能句讀其書，斯誠小說之翹楚矣。   

  雖然他在《斐洲烟水愁城錄》（1905）的序文中又說唐宋小說家：「非病

沿習，即近荒渺」，  但其中還是有他看重的段柯古（即段成式）。段成式

的志怪、傳奇小說集《酉陽雜俎》正如書名「雜俎」一樣，內容豐富奇絕，享

有盛譽。林紓論述中雖僅推崇其文筆，但從他自撰的短篇小說來看，亦不難發

現他取法《酉陽雜俎》之搜奇、實錄的雙重特色，以及筆記、傳奇兩種類型同

時創作的實踐。  
  短篇文言小說在唐代出現傳奇體之後，筆記體與傳奇體在並行發展的進程

中就互相滲透、融合，這是小說發展的趨勢，唐朝段成式《酉陽雜俎》而外，

還有牛肅《紀聞》、戴孚《廣異記》、皇甫枚《三水小牘》等書，內容雖以筆

記為主，但仍含有少數篇目的傳奇體。到了清朝蒲松齡《聊齋誌異》更是有意

識地進行筆記、傳奇體的共同創作。  雖然林紓有學步《酉陽雜俎》及《聊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年），頁 168。 
   林紓，〈《踐卓翁短篇小說》序〉，錢谷融主編，吳俊標校，《林琴南書話》，頁 137。《踐卓翁短篇小說》

後易名為《畏廬漫錄》。 
   林紓，〈《斐洲烟水愁城錄》序〉，(英)哈葛德著，林紓、曾宗鞏譯，《斐洲烟水愁城錄》（上海：商務印書

館，1915 年）〈序〉，頁 1。 
   目前通行的文言小說分為志怪、志人、傳奇，但其區分標準並不一致。前二者著眼於題材內容，後者則重在描

寫方法。因此若以表現方法為標準來劃分，則只能分為筆記小說與傳奇小說兩大類型。六朝筆記小說為隨手筆

錄的形式，大都簡單勾勒，敘述簡樸，所以篇幅短小。傳奇小說雖在筆記的基礎上發展而來，但已是有意為之，

因而寫法上有所變化與進步，通過虛構、鋪染，由「粗陳梗概」而為情節豐富曲折的完整故事，因而篇幅較長。

其後與六朝的志怪志人相類的小說，均屬筆記體，而仿效唐代傳奇之作，均屬傳奇體。參見敖麗，〈《聊齋志

異》的文體辨析〉，《明清小說研究》2001 年第 3 期，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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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誌異》（以下或簡稱《聊齋》）的痕跡，但他在同一書中，筆記與傳奇體並

不相混，除《畏廬漫錄》之外的短篇小說，都是只敘其梗概，較少寓意也無點

染，只是對於見聞的簡單記錄，顯然是同於魏晉「搜奇記逸」的筆記之作。而

《畏廬漫錄》則多所虛構、善加繪飾，內容雖以傳聞故事為基礎，但虛構的成

份較多，且有許多超現實的情節、虛構的人名、地名等等，情節起伏較多，是

「記敘委曲」的傳奇之體。唐朝以來，傳奇體地位較為「卑下」，擅長傳奇體

的張鷟就被品評為：「屬文下筆輒成，浮豔少理致，其論著率詆誚蕪猥」，  

魯迅也提到：  

此類文字，當時或為叢集，或為單篇，大率篇幅曼長，記敘委曲，時亦近於

俳諧，故論者每訾其卑下，貶之曰「傳奇」，以別於韓柳輩之高文。   

  在唐代，傳奇被認為是「篇幅曼長，記敘委曲」、「浮豔少理致」、「詆

誚蕪猥」，在正統文人心目中也許格調不高，卻大行一時。到了清代，一代文

宗紀昀也認為傳奇與「引經據古，博辨宏通」、「簡淡數言，自然妙遠」的漢

魏筆記不能相比，  他不滿《聊齋》文體模糊、情節虛構、描寫細膩的特徵，

因此，《閱微草堂筆記》的創作理念與風格是有意識地與《聊齋》抗衡。魯迅

品評《閱微草堂筆記》：  

雖「聊以遣日」之書，而立法甚嚴，舉其體要，則在尚質黜華，追蹤晉宋；……

其軌範如是，故與《聊齋》之取法傳奇者途徑自殊。   

  魯迅的品評說明了《閱微》與《聊齋》寫法與風格的不同取向，並將兼具

筆記、傳奇兩種文體的《聊齋》歸於取法傳奇的創作。他給《聊齋》「用傳奇

法，而以志怪」的斷語，「志怪」指的是題材，而「傳奇」則是創作之方法及

文筆之華豔之風格。而紀昀的有意抗衡，導致了後來《閱微》與《聊齋》的仿

效者形成了對峙的壁壘，儼然「學者」與「才子」兩派，涇渭分明。傳奇多是

才子「摹繪如生」的豔文，與「尚質黜華」的學者筆法大相徑庭。  先不論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卷一百六十一，列傳第八十六，頁 4979

～4980。 
   魯迅，《中國小說史略》，《魯迅全集》(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年)第九卷，頁 73。 
   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姑妄聽之》自序中道：「緬昔作者，如王仲任、應仲遠，引經據古，博辨宏通；陶淵

明、劉敬叔、劉義慶，簡淡數言，自然妙遠。誠不敢妄擬前修，然大旨期不乖於風教。」參見（清）纪昀，《閱

微草堂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年），頁 359。 
   魯迅，《中國小說史略》，頁 215。 
   王韜，〈清代文言小說之「雙璧」探微－比較《閱微草堂筆記》與《聊齋誌異》的創作筆法和價值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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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紓的文學觀是尚質還是尚華，是傾向於「學者」還是「才子」，他對於文體

與內容的契合，確實自然而然地有一種直覺的體認。閱讀過《畏廬漫錄》不難

發現在這部文言小說集中，男女情愛是一個重要的主題，而選擇以「細微曲折、

摹繪如生」的傳奇體，情愛題材更能夠得到更細微曲折的表述。  

  《畏廬漫錄》蹈襲了傳奇體的書寫。傳奇體即從「唐人小說之風」而來，

所謂「小小情事，淒惋欲絕」，  情感的表達，往往蘊藉有味，哀怨動人；

小說體製上亦承傳奇之類史傳體以人物為主，並以要角之名為題；敘事的格局

上，除了少數例外（如〈李嫩紅〉、〈鬊雲〉、〈蘇二蕃〉等），大部份篇章

開頭仍煞有介事地先介紹主角的姓名、籍貫、身世等，然後按照時間順序展開

故事情節，部分篇章最後更以「畏廬曰」做為跋文加以評述。在敘事上依循著

傳統的體裁，格式基本按照史傳體製，大都採用全知視角，結構形態以編年體

或時間順序為主的線性模式。  

  不過《畏廬漫錄》有些篇章並不先交代主角的身世家譜，如〈李嫩紅〉從

主角的職業－坤角的背景開始介紹：  

前此三十年，無所謂坤角也，間有以婦人演唱者，名曰貓兒戲，聲容皆不如

近日之佳。有時英雄雄舉趾，仍成閨閣嬌柔；奸雄演唱，不脫小家態度。余

曾一臨觀，不終齣，昏昏睡矣。後余所觀十年，有李嫩紅者…   

  先對「坤角」的演進做一番品評，然後帶出李嫩紅，確實與家譜井然地列

出主角資歷的效果不同，更能顯出李嫩紅有別於其他坤角之處，縱使小說的主

要情節以兩位男士討論「能否納李嫩紅為妾」的對話為主。〈蘇二蕃〉亦先言

閩中道士設齋醮之風俗，其一是「凡人生子彌月必祠陳靖姑，…而妓寮中得養

子，亦廣延道士禮陳靖姑，較諸平民為盛。」（頁 280）由此帶出道士蘇二蕃

與妓女的戀愛故事。另外〈鬊雲〉則先針對社會風俗發表議論與感慨：  

辛亥之前，自南而北，男女之禮防己撤，其服飾梳掠，漸漸怪異。女子不裙

而袴…辛亥以後，男子既去辮，則少年貌美者，兩鬢刷以膠青…想今日社會

                                                                                                                                      
《明清小說研究》2010 年第 3 期，頁 143～144。 

   （清）陳世熙輯，《唐人說薈》，收入文懷沙主編，《隋唐文明》第四十九卷（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
年），頁 286。 

   林紓，〈鬊雲〉，《畏廬漫錄》（《近代筆記大觀》本，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據 1922 年上海商務印書館

初版影印，1993 年），頁 183。以下凡有引用《畏廬漫錄》，皆據此版本於引文後直接標示頁碼，不另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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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巴黎矣…（頁 189） 

  以時代的風尚做為開篇，寫了服飾裝扮的變化、男女交往的開放，頗能映

襯女主角鬊雲乃不隨流風時俗的奇女子。〈榴窩〉則先寫鰲拜在康熙初年輔政

時的威燄，結黨營私，專擅驕橫。再敘男女主角兩家遭受鰲拜勢力迫害的經過，

最後是男女主角通過此一刼難而姻緣成熟，兩人結為連理。 

  此外，〈舒南雲〉一篇，首先介紹雲南澂江府之地理沿革及「崎嶇多巖石，

林箐蒙密，時時見虎」的自然環境（頁 233～234），以山川景色襯托男女主

角的渾然樸實；而〈鬼唱〉也是從閩省的地理位置及其中古嶺地處偏遠的景象：

「日落即斷行旅。地既荒僻，復遠市集，居者多窶人，未昏已闔戶而息。」（頁

298）營造後面鬼唱詩的場景氣氛。〈桂垊〉則先敘閩之梅花村「在長樂海濱，

四望皆海，居民多業漁」，再帶出男主角謝玉井雖「白晳美風儀，聰明能讀書」，

卻被「至頑直，目不知書，痛詆書生為餓殍」之老父強迫行漁為業，（頁 125

～126）由此而展開情節。 

  〈李嫩紅〉和〈蘇二蕃〉開篇對於主角市井小民之行業概況的介紹，使讀

者具備基本的背景知識，然後進入故事，引領讀者往下探究；〈鬊雲〉、〈榴

窩〉的開頭直接以歷史時間將文本敘事切入了時代的畫面，使時代背景與故事

融為一體，隱含著作者的微言大義；〈舒南雲〉、〈鬼唱〉、〈桂垊〉等則是

以地理環境之背景烘托人物性格或情節氛圍。以上幾篇開頭不再套用舊體小說

的格式，可見林紓已意會到不同的開篇方式，可以營造不同效果。雖然他仍是

交代已存在狀態、背景資訊等靜態的訊息，但略加豐厚的背景，可更深化故事

的意涵。  
  林紓有些作品不但開頭「憑空落墨」  ，且以第一人稱限知觀點敘事，

如〈情夢〉以「余齋居無聊，忽聞有叩門聲，則杜生造訪，相見即述所夢」為

始，然後敘述者「余」發表關於夢的議論，再以對談方式敘述杜生之夢境。又

〈梁氏女〉開頭：「余生平不信神怪之事，顧三十以前往往遇之，輒不謂然。」

                                                 
   此語乃借用周桂笙在〈《毒蛇圈》譯者識語〉中針對中西小說敘事方式不同的論述：「我國小說體裁，往往先

將書中主人翁之姓氏、來歷，敘述一番，然後詳其事蹟於後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詞章、言論之屬，以為之冠

者，蓋非如是則無下手處矣。……此篇為法國小說鉅子鮑福所著。其起筆處即就父母（女）問答之詞，憑空落

墨，恍如奇峰突兀，從天外飛來，又如燃放花炮，火星亂起。然細察之，皆有條理。自非能手，不敢出此。雖

然，此亦歐西小說家之常態耳。」見知新室主人（周桂笙），〈《毒蛇圈》譯者識語〉，《新小說》第 8 號（1903
年 10 月），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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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03）以不信神怪之事的敘事者陳述，並以有限的聽聞加以描摹，增加不

了可思議之事的真實感。〈徐小郄〉寫名旦徐小郄，而以「余生平履妓寮，亦

不甚悅梨園子弟」第一人稱旁觀者敘述其觀劇經驗及所見所聞（頁 312～313），

再從中引出徐小郄事蹟。  

  林紓小說也出現了心理描寫。如〈柯紅豆〉寫徐周量在西溪無意間發現柯

紅豆之墓，他從「紅豆」這個名字推測其身分並加以想像「墓中人應作何狀？

循名而追貌，必非常女。乃四周其墓，似新瘞未久者，不期心動。」及至垂暮，

在林間坐著等待月明，無意間摸到一隻女鞋，「則大驚，林間安得有此…其紅

豆所遺耶？」（頁 24）先從墓碣上的名字揣想，再由女鞋暇思，其心理活動

的刻劃微妙而生動。〈朱廓〉寫朱廓館於某宦家一寡婦之子，寡婦年三十，時

於窗外竊聽講學內容，並時時贈予朱廓食物、衣裘等。某日朱廓收到紅羅巾及

戒指，大驚，內心開始忖度與衡量：「我非相如而夫人乃有文君之思，誤矣。……

丈夫所不易得者，學問耳，美人何為？況彼艷孀，且逾三十，縱能下嫁，娶之

何名？京師人多口雜，吾以年少，乃偶孀雌，則下此何由自齒於士類？…」朱

廓面對比他年長又美艷能文、家世貴盛的寡婦有諸多考量，其心思在小說中有

細膩的呈現。  

  與傳奇體敘事成規相異的開篇方式和敘事視角的變化、人物內心幽微活動

的描寫等，顯然來自西洋小說的啟悟，林紓雖非首開先例者，但亦可見翻譯西

洋小說在他創作時於敘事層面還是起了作用。 

三、情愛書寫的承續與新衍 

  在《畏廬漫錄》之前，《聊齋誌異》所煥發出的熠熠光輝，仿效者早已紛

紛而出，《畏廬漫錄》亦承《聊齋》諸仿作之遺緒。  《畏廬漫錄》中隨順

仿傚著《聊齋誌異》的體式、筆法，雖在文學藝術上無法與之媲美，但兩者相

互對照，可以凸顯林紓在寫情方面的開拓與嘗試，以及所呈現的獨特面貌與風

格。  

  延續明末的主情思潮，蒲松齡在《聊齋志異》中盛談男女，全書近五百篇

                                                 
   許多學者亦將《畏廬漫錄》放入《聊齋》仿作之列，如莊逸雲，〈清末民初的「擬聊齋」〉，《明清小说研究》

2004 年第 1 期，頁 115；又崔美榮、胡利民，〈《聊齋志異》仿書發展流變〉，《《聊齋志異》研究》2007
年第 1 期，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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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中有百餘篇是關於婚戀題材。與《聊齋》相同，《畏廬漫錄》中男女情

愛也是重要的主題，篇數約佔全書三分之一左右。然而寫作方式及情愛意蘊及

呈現風格，兩書之間則有極大的區別。整體而言，《畏廬漫錄》雖帶有傳奇色

彩，但超現實情節較少，涉及神仙鬼狐的篇章聊聊可數，遠遠比不上《聊齋誌

異》神仙鬼狐妖魅之眾多、瑰麗奇異色彩之濃厚。《聊齋》有明顯的男性觀點，

無論故事角色份量如何，開篇一律先介紹男主角，如〈嬌娜〉、〈聶小倩〉、

〈連城〉傳主皆為女主角，篇首都是男主角的身分家世，系譜井然陳列。  

男主角的身分顯示了他是現實社會關係網絡中的人物；而女主角往往為非人類

（鬼狐妖魅），或有名有姓，或有名無姓，或無名無姓，有的甚至僅僅標示性

別：「女」或「一女子」。來歷不明的女性形象具有引人遐想的魅力，無疑可

以視為男主角的慾望的投射，果然接著便是愛慾釋放的情節。愛慾情節通常發

生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中：荒園孤院，人跡罕至；月夜幽寂，闃無人聲。「異性

愛的故事通常在社會的邊緣進行， 最典型的是在一個旅行的文人或者商人（已

經暫時擺脫社會關係的聯繫和社會控制的機構）和一個妓女、鬼或妖精之間。」

 《聊齋》承續主情思潮，並非以肉身的愛慾為主，  但是它所構擬出的一

個與日常世界異質的天地，讓士大夫文人的情慾達到了某種釋放。若與其他仿

效作品相較，《聊齋》勸懲教化的意味較淡，它更熱衷於捕捉人世的現象，形

象化而深刻地描寫人欲。《畏廬漫錄》雖被列為仿《聊齋》作品之一，林紓處

理的方式卻有別於《聊齋》為代表的情愛書寫傳統。  

（一）寫情而寓教化 
  《畏廬漫錄》的女性，大都是現實世界的女子，極少為異類。小說中縱使

                                                 
   嬌娜為狐，聶小倩為鬼，連城則是人，但不管是人是狐或是鬼，都先介紹男主角。〈嬌娜〉篇首：「孔生雪笠，

聖裔也。」而〈聶小倩〉開頭先言「寧采臣，浙人。性慷爽，廉隅自重。」又〈連城〉亦不由連城身世始，而

是「喬生，晉寧人。少負才名。年二十餘，猶偃蹇。」見（清）蒲松齡，《聊齋誌異》（台北：漢京文化事業

公司，1984 年），頁 57，160，362。以下若引用《聊齋誌異》，皆據此版本於文後標示書名及頁碼，不另加

註。 
   Haiyan Lee,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1900～1950（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p.31.引文筆者自譯。另外陳然興也曾以精神分析角度剖析《聊齋》，其中女主角是同時做為欲望對象

和主動者而出現的，男主角則是受動者。做為欲望對象，男主角被女主角的美貌所吸引；做為主動的一方，這

個從天上掉下來的女人主動為男性提供快感的滿足。陳然興〈快感享用、肉身消耗與實惠補償－論《聊齋志

異》中的愛欲書寫策略〉，《明清小說研究》2010 年第 1 期，頁 244～245。 
   其實《聊齋》更強調男女交往過程中「真情」的意義以及它所可能產生的巨大能量，如〈阿寶〉中的孫子楚與

阿寶、〈連城〉中的連城與喬生的純真癡情，〈嫦娥〉之宗子美與嫦娥的浪漫深情等等。參見《聊齋志異》卷

二〈阿寶〉，頁 233～239；卷三〈連城〉，頁 362～367；卷八〈嫦娥〉，頁 1069～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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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仙鬼狐，但絕無古墓荒宅的男女綢繆、幽密空間的情慾釋放，林紓要強調

的是，月黑林青之下，男女仍可秉禮而不亂。例如〈吳生〉中的男主角吳道素

具有吸引人的美貌，但整天讀書，因而被視為「書痴」，婢媼的挑逗他都茫然

不解。某夏季溽暑，吳生於花陰中見鄰人葉公之女韻蘭，不解風情的他居然為

之驚豔而有所冥思。當晚夜深人靜時即聞叩扉聲，吳生開門恰是葉韻蘭「容華

絕代，入時舉止端凝」。葉韻蘭來訪卻大肆批評八股陳腐，勸吳生棄八股而熟

讀詩詞，並數度夜來指點宋詞的妙處使吳生大悟其趣。後因兩人誦詞之聲琅琅

而驚動吳公，才發現此女乃狐所幻化，而非真實的葉韻蘭。（頁 58～62）此

狐受到吳生美貌的吸引而主動進入他的世界，但僅止於宋詞意蘊的指導與交

流。篇末的「畏廬曰」特別點出： 

此事大類《聊齋》所述之宦娘事……唯此狐以文字教人，為情來而不為慾染，

亦大奇事。（頁 62） 

  《聊齋》〈宦娘〉中女鬼宦娘乃因愛慕温如春之琴聲而現身，然交代身世

後便消失無形。（《聊齋》，頁 985～990）而〈吳生〉的結局則是吳生和真

實的葉韻蘭結為連理，狐只是指引吳生跳脫陳腐八股文的教師，以及吳生婚姻

的中介者，交代身分及用意後，亦消逝無蹤。另〈柯紅豆〉篇中女鬼柯紅豆與

徐周量夜晚以禮相會，她主動要求相距十步以外進行談話，周生頗憾恨無法瞻

矚女之容華，柯紅豆便引黃仲則（1749～1783）詞作勸他：  

「鬼燈一線，露出桃花面」雖極淒豔，轉使聳人毛髮。（頁 24） 

  柯紅豆將自己說得淒豔可怖，實際上卻謹守禮法，與《聊齋》異類女性大

異其趣。《聊齋》的花魅狐妖之屬，通常不拘謹，有的帶來情慾快感和精氣秏

損，有的更主動與男主角締結姻緣，並以超自然力量幫助他們改變現實中卑微

困窘的處境。而林紓寫的異類不但謹守男女分際，甚至比人更重視倫常名分，

如〈薛五小姐〉中的女鬼薛五小姐。篇中男主角徐用中： 

性喜靜，往往夜深獨出，上道山之麓，哦松對月，竟曉不眠。…自謂必得玉

人為偶，…果為玉人，即鬼亦佳。（頁 151） 

  一日在曠宅之中，果遇「頎而瘦，雲鬟霧鬢，肌白如玉…皓腕燦然」的美

人，她向徐生傾訴其生前死後遭遇，天將亮離開前還告誡徐生：  



．框架中的浪漫──林紓短篇小說的言情敘事． 

 ．177．

鬼氣中人，無益於君子。自是之後，但論文字，不能溺於夫婦之愛，則彼此

互益，不然君將以瘵死。（頁 153） 

  雖然徐生回答「得遇麗人，即死為樂」，但女鬼還是勸戒：  

誤矣。人人皆懷厭世之思，將復成何世界？即生娶豔妻，不能節慾，雖遇麗

人，鬼也。（頁 154） 

  薛五小姐並非前來滿足徐生的情慾，而是勸他節慾。她每晚必到，但從不

留宿。徐生每次完成文章一經她修改「皆精警無倫」，後來幫助他得到「鄉薦

第三」的科名。而她的自薦，只是希望「得君一方木主，祀此鬼妻」，她爭取

的是成為徐生鬼妻的名份，得到牌位並受到祭祀。徐生也「長跪誓天，矢言必

尊為正嫡，繼室生兒必鐫之木主之上，稱為謫母。」（頁 154）薛五小姐與徐

生幽會，儼然扮演著徐生道德訓誡及科考文章的導師，她成為徐生「正室」的

願望，雖只是名份及牌位，卻指向圓滿夫妻之倫的世俗觀念。  

 《畏廬漫錄》中的鬼狐都是才、色、德兼具，不但容華絕代、通曉詩書且謹

守禮法，勸懲教化的意味亦極為濃厚。除了透過故事情節加以勸懲，在小說結

尾論贊時亦極力闡述勸懲之意，如〈薛五小姐〉篇末「畏廬曰」：  

小說一道，半主醒世。世人固有以聰明精健之身，沈湎冒色以死。凡為俆所

見，不啻數十人。……人鬼之關，正在温柔鄉裡耳。（頁 155） 

  林紓明言小說的醒世作用，與《聊齋》諸多仿作的重視勸懲教化有志一同。

《聊齋》詠懷感時，積憤阻鬱，借鬼狐事擬文章抒人欲，已寄寓強烈的現實觀

照，而它的諸多仿作卻加倍地強化「勸懲」的功能。雖然很多作者都聲言自己

的創作是「聊以自娛」、「姑妄言之」，  但其意在勸懲卻很明顯。張葆諴為

《益智錄》寫的〈序〉中就將這現象說得相當貼切：  

至用意之離奇變幻，用筆之悱惻纏綿，雖從《聊齋誌異》中得來，而勸善規

過之深心，福善禍淫之意旨，凡從關於綱常倫紀、世道人心者，殆有過之無

不及也。   

  《聊齋》仿作濃厚的勸懲意識源自傳統小說觀，即使是搜奇記異的小說，

                                                 
   （清）張葆諴，〈《益智錄》序〉，（清）解鑒，《益智錄》（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年），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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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時常流露出對現實人生的關注，淑世的功利實用色彩相當明顯。  再加上

《四庫全書總目》做為體現主流意識的官修之書，對於小說的評價也相當注重

勸懲，  因而「寓勸戒」的小說觀無疑對整個清代的小說創作產生了相當大

的影響。《畏廬漫錄》做為《聊齋》最後階段的仿作，雖不離「離奇變幻」的

用意及「悱惻纏綿」的用筆，然特別強調小說之大旨是以儒家倫理道德規範來

勸世、警世。  

  非異類題材的愛情篇章，林紓也是置於「發乎情而止乎禮」的框架中來書

寫男女婚前的愛情。如〈玉格〉中韓子馥精於醫術，誤闖玉格家庭園，偶然得

知玉格母親之沈瘵，便自薦一試身手，果治癒玉格母親沈疴已久的病症，玉格

之母深感其恩，認為義子。韓子馥因等待入監就學而寄宿章佳寓中，與玉格兩

人已屬意於對方，但相見均相當守禮：  

見時必在夫人室中，玉格不輕出，而子馥亦未嘗冒入也。（頁 170） 

  兩人一直到完成婚禮後才去除拘束。（頁 171）〈裘稚蘭〉中的裘稚蘭武

技逾於紅線，她邂逅呂秋士後大方地主動出擊，但仍有信物為介，她每晚以物

件自空中投至呂生的窗前，或食物或硯台或箋或竹如意，甚至是玉簫。最後投

了一金戒指，以示定情。但當呂生出面提親時，她卻矯妝為男，佯稱為稚蘭之

兄長，當呂生拿出戒指即將下聘時，她在欲受未受之間，臉上一陣紅潮，嬌柔

盡露。整個儀式的完成在無聲中進行：  

生即長揖，恭置戒指於案上，長揖而出，女亦不送，彼此相顧作眉語。 

（頁 107） 

  一切盡在不言中，裘稚蘭默默接受戒指，而呂秋士也靜靜回家備禮。〈蘭

雲〉的沈蘭雲雖貌不逾中人，卻是婦德的楷模。她依父母之命許配給留學東洋

的陸汝素，汝素歸國後雖不滿娶醜女為妻，但礙於父母而勉強接受，婚後對蘭

雲冷若冰雪，蘭雲仍「沈肅有儀」。汝素在外迷戀一妓女，幾乎神志喪失。而

                                                 
   如（漢）桓譚《新論》，「若其小說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論，以作短書，治身理家，有可觀之辭。」（《文

選》第三十一卷江淹雜詩三十首之〈李都尉（陵）〉李善註引《新論》），參見(南梁)蕭統編，（唐）李善注，

《文選》（台北：藝文印書館，1983 年），頁 453。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唐宋以後的小說的總體評價集中體現了這一點：「唐宋而後，作者彌繁，中間誣謾失

真，妖妄熒聽者，固為不少，然寓勸戒，廣見聞，資考證者，亦錯出其中。」（清）永瑢、紀昀等撰，《四庫

全書總目提要》第三冊（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 年）卷一百四十，子部五十，小說家類一，頁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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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雲在家不但為汝素製衣、縫破襪，見汝素回來，還「盈盈起迎問飢渴」。汝

素有時雖感悟妻子賢德，但隔天隨即色心復熾。一直到汝素病危，「女晝夜抑

搔（按摩抓搔），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雖至困憊失眠，初不示以難色」，

汝素才大受感動，從此徹悟了夫婦情義之道。（頁 260～262）「畏廬曰」提

出了一番勸誡：  

須知男女之愛，非專莫可。男不專女，必有一人抱幽怨而終者；女不專男，

亦必無一人患難足恃者。（頁 263） 

  陸汝素的「以貌取人」，作者並未加以撻伐，而只譴責風塵中人之不足恃。

所謂的專一，在小說中似乎較強調謹守人妻之本份，如蘭雲受到冷落時，抱著

「區區情愛，女以大義格之」的信念，使得《五種遺規》不離手的她，謹守夫

婦之義，不斷克己復禮，終於贏回丈夫的心，可視為宣揚夫婦人倫的範本。  

  《畏廬漫錄》的情愛故事，其情節除了以儒家倫理為依歸，強調夫婦的情

義之外，有些篇章之中也隱含了因果報應的觀念，讓符合儒家道德規範的有德

之人終得善報，如〈玉格〉中玉格母親正計劃打破滿漢不通婚之例，將玉格嫁

韓子馥，而韓生卻因「漢人賤種，乃婿高門」而受人恫嚇，將有殺身之禍，恰

好路上遇一俠客出手相助，才能有驚無險，而這俠客正是昔日曾受惠於韓生醫

術的髯丈夫為報恩而來。〈裘稚蘭〉呂秋士謙恭有禮地歸還領巾，不但能迎娶

美麗又能飛行絕迹的裘稚蘭，還獲得價值高達數萬的珠寶做為嫁妝。許多篇章

的結局，通常是喜得佳配、家庭團圓，有時也連帶金榜題名，或得萬金之財等

等，這些都是有德者所得的善報，藉此流露出對現實人生的關注，淑世的實用

色彩明顯。 

（二）文人趣味的情感底蘊 
  《畏廬漫錄》少有花妖狐魅，人物也大都被安置在被現實社會之中。小說

的背景是被倫理道德、階級身分和仕途經濟所框架的社會，甚而歷經了時代的

動亂。雖然如此，情節中極力寄寓的理想，許多條件都與現實脫節，於是形成

虛擬的圓滿，明顯地繼承了才子佳人小說的模式，尤其對「才」、「情」的弘

揚，明顯有文人氣息。小說中女主角十之八九皆是貌美聰慧，知書達禮；男主

角往往也是俊秀多才，博學厚德。如〈銀紅〉女主角銀紅雖是侍兒，但自小隨

女公子讀書，不但「慧而知書」，且「年十三，秀媚入骨…已十六，容色益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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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舉止如大家姝」；男主角何叔萊「清婉有儀，又通贍長於文章」。（頁

81～82）〈鬊雲〉女主角杜鬊雲「無書不讀，下筆洒洒千言。…態既輕盈，眉

目如畫。益以雅素之衣裳，飄飄超出塵壒之外」；而男主角陸元業「十九已入

邑庠，能文章」且「氣宇沈肅，眉目疏秀」。（頁 190～193）〈謝翠翠〉女

主角謝翠翠家鉅富，父為之延請碩儒「授之毛詩、左氏傳及公穀，亦間為小詩

及詞，咸有靈性。偶出一語，師輒不能竄易。風貌雅素，肌理瑩潔，高髻盤雲，

修眉如初弦之月，望者若展圖畫。」而男主角柳思耆則是「少有雋才，人極温

裕有禮衷。(頁 276)在這些情愛為主題的篇章中，大多數男女的形象無疑是仿

照了才子佳人小說的標準－無論是才子還是佳人，都才貌兼具，才子亦有佳

貌，佳人即是才女：「男慕女色，非才不韻；女慕男才，非色不名；二者具焉，

方稱佳話。」  同時，小說的語言也沿襲舊小說的陳詞，寫女性之美總離不

開「秀媚入骨」、「瑩白如玉」、「髮黑逾漆」、「齒如編貝」、「姿容如仙」，

以及「能詩而工畫」或「慧而知書」之類的陳腔舊調；而寫男主角則通常是「眉

目如畫」、「白晳如玉」、「讀書十行並下」、「胸中卷軸至富」等等亦是屢

屢出現的套語，承襲了才子佳人小說「千人一面」的弊病。《紅樓夢》已對才

子佳人小說加以反省與批評，《畏廬漫錄》卻仍大量吸收。  

  林紓小說囊括了才子佳人前後期的人物特色，《玉嬌梨》等早期才子佳人

小說才子們多具有女性化色彩，《好逑傳》以後的人物形象有新的特質－才

子性情豪爽，行俠重義，一些人還會武藝，長謀略，能帶兵打仗；佳人以女子

的柔弱而能具奇特的膽識，知機變，識窮通，外柔內剛，甚至能知兵善戰，上

陣衝鋒。  《畏廬漫錄》大多數的女主角們是纖細嬌媚、温和柔順的佳人，

而男主角美貌及性格、動作亦具有女性化色彩，屬於陰柔細膩的秀美，但同時

有具豪俠之氣，允文允武的男女形象。如〈裘稚蘭〉中女主角裘稚蘭「修眉美

口輔，狀至英挺」，可以飛簷走壁，武技逾紅線。裘稚蘭因其父為鰲拜所害而

                                                 
   （清）吳門拼飲潛夫〈《春柳鶯》序〉，（清）南北鶡冠史者，《春柳鶯》（台北：天一出版社，1990 年），

頁 1。 
   此處參考郭浩帆對才子佳人形象的分析，他認為從《玉嬌梨》、《平山冷燕》到《兩交婚》、《英雲夢》、《白

圭志》，才子佳人的形象特徵大致相同或相似；從《好逑傳》、《畫圖緣》到《醒風流》、《生花夢》，再到

《鐵花仙史》、《錦香亭》、《歸蓮夢》，作品中才子佳人的形象也大致相同或相似，且與前一類形象有明顯

的差異。前者為模範的或標準的才子佳人形象，後者為非模範的或非標準的才子佳人形象，兩者的區分，從才

子佳人小說創作的前期開始，幾乎貫穿了它的整個過程。詳細內容請參考郭浩帆，〈才子佳人小說形象特徵論〉，

《廈門教育學院學報》第 8 卷第 2 期（2005 年 6 月），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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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武，等待機會為父報仇。（頁 103～108）〈柏梵娘〉中柏梵娘隨庵中女尼

學技擊之術，習武經年，拳槍棒劍，無所不精。一日楊提督之子鐵蟹路過此庵，

見梵娘之豐豔無倫而狂喜，調謔之並欲強劫以去，結果一干人被梵娘打得人仰

馬翻。（頁 217～219）  

  《畏廬漫錄》中技擊武打的描寫，對於人物與情節只有稍作點綴的作用，

在男女主角的文才之外加上一些武技及俠義精神，與兒女英雄小說並不相同。

林紓在小說中對江湖英勇的強調微乎其微，頂多是對武藝的贊賞，而對江湖世

界的著墨極少，因為江湖世界是經常違反社會規則的一種存在，正統儒家思想

的林紓，接受的程度有限，小說所寫的武功高人大都屬於方外之人或隱逸之

士。小說中被林紓所高揚的是詩文相契的唯美意境及儒家倫常的理想。而且，

《畏廬漫錄》中男女主角人生最高的追求目標是愛情婚姻而不是家族使命或功

名，如〈裘稚蘭〉中裘稚蘭墜入情網後為父復仇之心亦隨之淡泊，而〈柏梵娘〉

中徐彪虎為娶得佳人而毅然決然從官場引退，換得夫唱婦隨的心願。正如〈裘

稚蘭〉篇未的贊頌：「天下愛情之束縛英雄，能使百練剛化為繞指柔。」（頁

108）  

  林紓所追求的男女之情，是一種對知己的傾慕，渴盼紅粉佳人與之詩文相

契，  更嚮往夫婦之間的志趣相投、靈犀相通。〈藕倩〉中的劉氏與藕倩的對

照使這一企望更加鮮明。男主角柯玉樹「長身玉貌，望之亭亭然……讀書十行

並下，弱冠才名振郡中」，因父輩受劉侍郎權勢之迫而不得已娶豐肥而驕悍的

劉氏，雖奩資逾萬金，但「女既豐肥，聲吻傲兀，動以侍郎家世自表。」玉樹

「頗厭聞之。雖貌為恭謹，心則鄙穢其傖」，於是趁著準備科考，希望避開劉

氏的嘮叨聲，至杭州賃何氏宅而居。何家長女藕倩「國色也。知書善作翎毛花

卉。書法學惲南田，奕奕有神。」玉樹亦頗擅長書法，某日出遊未加歛藏的三

葉書法，藕倩恰好上樓，見案上書，把玩不已，於是收而藏之。藕倩又託家僮

拿自己的畫冊請玉樹為她寫跋。兩人在未晤面之前，已為對方的書畫傾心不

已。等到玉樹在舟中玻璃窗窺見在另一舟上的藕倩，「私怪天下有此尤物，恨

一身為劉氏所誤」，因此而怏怏不樂。二舟靠岸後，藕倩失足落水，玉樹向前

奮力將她拉上岸。隔天何家置酒延請柯玉樹以謝其救女之恩，兩人相見時：  

彼此互矚，嘿然無言。生以女為洛水之神姬，女以生為再生之衛玠也。 
（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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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藕倩出來略致伸謝之意，翩然即入。她之所以翩然即入，並非無動於

衷，而是怕她的情感外露。敘事者對於藕倩的心理狀態有一段解說： 

心感生之援己，而又有文字之契合。而生復秉此秀出之仙姿。恐不自禁，於

眉目間洩其情款，為人所覺，轉無以自存，不如抽身之為得計。（頁 232） 

  不但是感謝柯玉樹救了自己，而且又有文字上的契合，加上外形的魅力，

讓她含情而羞怯。這樣的姿態常常出現在林紓小說婚前的女主角身上，在此更

寫出了內心迂曲轉折。而玉樹自從見了藕倩後就「神痴色朽」。女羞怯男痴朽

的情狀，何父都看在眼裡，但因玉樹已娶，也就無可奈何。當天柯玉樹忽然收

到家書，說劉氏歸寧後醉酒而廚房失火，被燒死火中。玉樹對於劉氏之喪雖克

盡禮數，但心中頗為淡漠。待他會試得中，柯父遣媒妁於何氏，何父慨然允之。

合巹之夕，柯玉樹看著藕倩落水時的湘裙說：「此裙自湖上歸來，想已向日曬

乾矣。」藕倩微笑。並問起遺失的書法說：「此物得毋久留卿處？」藕倩不說

話，只用纖指抵他的額頭。（頁 228～233）婚前拘於禮法密而不談的事件，

新婚之夕開始，都可以大方拿出來當話柄或笑柄。當然也有娶得佳人而深感幸

福的心得，如〈鬊雲〉中陸元業在洞房中對杜鬊雲說： 

明日吾將往索車夫，賜以銀物，脫玉照遺其車茵落彼混濁之手，吾焉得有今

日之福命。正以天誘其衷，居然無見，為吾所得，則蓋世賢淑之玉人。臨貺

吾家，自謂歐洲帝王，尚不與易。（頁 195～196） 

  拾得玉照而得佳人，令陸元業洋溢著幸福感。〈歐陽浩〉中男女主角的對

談則可看出詩文相契對他們的重要性。歐陽浩是文武全才，「走及奔馬，有五

台僧授以博虎刺熊之法，能運單劍，與摯獸決鬥」，模樣「英武且白晳」。一

日有美人在牆上對著他俯視而笑，且故意搖落種於牆旁棗子，棗子掉得歐陽浩

滿頭滿臉。歐陽浩勸止時，美人已開始敘述往昔與他的一面之緣，原來她是與

歐陽家往來甚密的顧家之女黛娥。歐陽浩看她「姿容如仙」，問她「今日何為

行及牆東，可惜鄙人無宋玉般才也。」  黛娥頗通詩書，意會到他開的玩笑，

不過也不生氣，只說她自己是被歐陽浩的讀書聲所吸引才登牆問訊。歐陽浩想

                                                 
   小說男主角說的是宋玉《登徒子好色賦》的典故。登徒子在楚王面前說宋玉貪愛女色，楚王質問他，他回答說

他東鄰有姿色絕倫的美女，趴在牆上窺視他三年，他都還沒答應和她交往。參見《文選》卷十九，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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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做媒，居然先問黛娥：「姊閒居亦讀書乎？」後來歐陽浩撲殺熊而救了

睿王，兩人同在睿王府卻無法會面，黛娥首先以詩投於案上，以傳情意，詩云：

「斜日湘廉下，仍聞墜棗聲。畫闌秋草綠，徙倚不勝情。」讓歐陽浩頗為感動。

（頁 263～267）  

  林紓用了較多的筆墨描寫男女追求相知的契合、志趣的相投，以及盡興共

享詩文相契、知己相酬之樂。許多女性更主動以各種行權宜變通的方式，追求

自己想要的一份愛情。如〈銀紅〉銀紅或在與何叔萊相遇時吟詩，或用刀雕刻

詩句於竹竿上讓他可以看到。〈裘稚蘭〉裘稚蘭對呂秋士一見鍾情，以武技空

投各種物品給他，以表情意。〈歐陽浩〉顧黛娥先登於牆上對著歐陽浩俯視而

笑，然後故意搖落種於牆旁棗子，讓棗子掉在歐陽浩頭上臉上，以吸引他注意。

小說中的這些女子們，一反以往佳人的軟弱被動，她們和男性一樣，遇到意中

人，從心底發出的愛慕之情是不可遏制的。然而林紓卻極力將這種感性之情納

入理性軌道，使愛情以詩文、書畫互通的形式而營造含蓄的美感。雖有文人趣

味的傾向，但他使男女主角在其中盡情享受愛情的醇美，並且擺脫愛情上如〈鶯

鶯傳〉裡的犯罪感。林紓雖是理學信徒，但他譏諷宋儒的假道學：  

宋儒嗜兩廡之冷肉，甯拘攣曲跼其身，盡曰作禮客，雖心中私念美女顏色，

亦不敢少動，則兩廡之冷肉蕩漾於其前也。   

  或許是接觸了西方小說，林紓不同於守舊的腐儒，對於情感相當肯定，在

禮教所允許的範圍內可以自主。而小說中自主愛情往往都被加上一層文人趣味

為中介的保護色。在〈洪嫣篁〉篇末畏廬曰評道：  

為小說者，惟豔情最難述。英之司各德，尊美人如天帝；法之大仲馬，寫美

人如流娼，兩皆失之。惟迭更司先生，於布帛粟米中述情，而情中有文，語

語自肺腑中流出，讀者幾以為確有其事。（頁 183） 

  迭更司以日常生活細節寫情的創作方式，為林紓所推崇，但迭更司以「布

帛粟米」述情，林紓創作的小說，則改以「書畫詩文」寫情。  

（三）中正平和的情感美學 

                                                 
   林紓，〈《橡湖仙影》序〉，（英）哈葛德著，林紓、魏易譯，《橡湖仙影》（台北：魏惟儀，據民國 3 年（1914）

上海商務印書館說部叢書再版影印，1990 年）〈序〉，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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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紓的短篇愛情故事對於才子佳人小說雖承襲不少，但並非照單全收。最

明顯的相異處是情節跳脫了才子佳人小說的曲折：「中間必有讒搆之人，或見

劫於有力，或不遂於所親，至於顛頓流離，始諧燕好。」  林紓小說中的男

女主角都是直接相契而不需考驗，一見鍾情、詩文酬和、兩情相悅，其父母師

長更是樂見其成。就算有阻力，也總是不致讓男女主角筋疲力盡或顛頓流離，

所有的問題就已迎刃而解。如〈藕倩〉中柯玉樹妒悍無德的元配劉氏，在柯玉

樹考得科名並與何藕倩兩人濃情密意時，剛好被火燒死；〈玉格〉中韓子馥娶

了玉格後，因漢滿通婚而受人威脅而招惹殺身之禍，禍端未起，路上剛好遇到

曾受惠於韓生的俠客出手相助而化解危機。（頁 171～172）〈鬊雲〉則以遺

落的相片為線索，兩人又因巧合而互有遠瞥對方的機緣，雙方親長均通情達

理，安排兩人會面，極力促成婚姻。（頁 189～196）〈歐陽浩〉中的黛娥為

睿王在民間的私生女，歐陽浩在偶然機會適時撲殺攻擊睿王的熊，使之免於熊

爪之害，兩人姻緣水到渠成。〈謝蘭言〉以韓子羽與謝蘭言同船渡洋留學，身

處異國又互相幫助，回國時雖遭遇船難，在事件的經過，僅著墨於兩人愛情的

產生和發展。（頁 245～252）  

  這些故事都沒有才子佳人小說中的小人讒構、父母反對等外力阻撓，所遇

困難大多不是針對兩人的情感而來，即使是，也會瞬即迎刃而解，而困難中的

相遇相攜卻成就了他們的姻緣，最後必定是大圓滿結局。小說情節推動相當平

順，沒有小人撥亂、權貴逼婚等曲折，也少有誤會、意外、計謀等運用，在情

節轉折處有時甚至濫用巧合，對於情節奇巧、曲折等戲劇性效果的較不講求，

因而故事情節欠缺曲折有致的張力。此外，林紓的小說與民初鴛鴦蝴蝶派所營

造的富有感傷氣息的小說空間不同，林紓描寫的戀情都順理成章，既無眼淚，

也不哀嘆。他將創作小說的筆力投注於男女的匹配、往來及相處，對於婚前屬

意之後又謹守禮防的蘊藉之情，或者夫妻生活的樂趣，有較多鋪陳，整體而言

都保持著一種中正平和的情調。  

  雖然林紓翻譯的西洋小說，有許多的愛情悲劇，但他創作的小說中卻清一

色沒有衝突的結構、悲劇的結局。更有甚者，他小說某些篇章直接取材自他翻

譯的愛情故事，卻刻意消弭情節的衝突結構、改寫它的悲慘結局。如〈娥綠〉

                                                 
   林紓，《京華碧血錄》，收於《近代小說大系》（南昌：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 年）第 15 冊，頁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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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尾跋語中明確說明這篇小說類似「羅密歐與周立葉」（即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的《羅密歐與茱麗葉》（Romeo and Juliet, 1595）： 

雅典之羅密歐與周立葉，亦以積仇而成眷屬，顧羅葉幽期不遂，彼此偕亡。

今楊李之仇，同於羅葉，幸齋一覲，冰炭仇融，此中似有天緣，非復人力矣。

（頁 160） 

  〈娥綠〉小說中李公、楊公皆為乾隆時大臣，兩家以舊怨結仇而不相往來。

其孫李娥綠與楊閒閒邂逅於西湖，兩人已互有好感，再次相見則有詩文討論，

更是相互歎賞不已。後來楊閒閒的科場試卷恰好為李公所閱而高列，李公發現

高列者為楊家人後頗懊惱。但楊閒閒之談吐和婉、儀表秀發，其書法又為高宗

所獨賞，李才稍加青眼。後楊閒閒在高宗面前贊賞李公，李楊之仇從始冰釋，

於是楊閒閒與綠娥結為連理。  
  林譯〈鑄情〉與原著情節梗概大致相同。  然莎士比亞筆下的社會充滿

矛盾衝突，尤其聚焦在族群的撕裂對立；而林紓的改寫局限在兩位大臣的個人

意氣之爭，楊閒閒身為下一代卻仍能心平氣和。莎士比亞以愛情的悲劇作結，

雖兩家世仇也因而消釋，但仍令人不勝唏噓；而林紓則改成宿怨先化解，兩家

聯姻的皆大歡喜。〈鑄情〉羅密歐與周立葉只能於半夜秘密相會，楊閒閒和李

娥綠卻在日常中與阿姨崔氏三人一起賞景、論詩、談畫。〈鑄情〉中周立葉深

夜立誓「吾將悉空所有從君長終矣」，羅密歐則「矗立月中，不復能行」。（《吟

邊燕語》，頁 25）他們的愛情，熱情且天真，無視於父母、家族與社會的規

範；〈娥綠〉中娥綠卻因某次閒閒道及《牡丹亭》，禮教甚嚴的她，心裡頗責

怪閒閒太唐突，此後緃使閒閒密切造訪姨氏之家，她卻都避不見面。〈鑄情〉

羅密歐與周立葉一方面追求不受家族束縛的自主情感，一方面也是想藉愛情突

破家族對立的局勢。〈娥綠〉中則是因為楊閒閒的好文章讓科名前列，加上談

吐和婉、儀表秀發，以及受到乾隆皇帝賞識的書法，又得以在皇帝面前稱讚李

公，兩家才能消弭宿怨，閒閒與娥綠也才得以結成連理。在娥綠的心目中，禮

教的份量頗重，而楊閒閒在仕途上的光明前程才是解除仇怨的關鍵，完全回歸

                                                 
   （英）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原著，蘭姆姐弟（Mary Lamb, 1764～1847 & Charles Lamb, 

1775～1834）改寫，林紓、魏易譯，〈鑄情〉，見《英國詩人吟邊燕語》（台北：魏惟儀，據光緖 32 年（1906）

上海商務印書館說部叢書本影印，1990 年）。以下若引用《吟邊燕語》，皆據此版本於文後標示書名及頁碼，

不另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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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才子佳人小說的路徑。  

  另外一篇〈柳亭亭〉，很明顯是模仿《茶花女》的作品。《茶花女》女主

角馬克的情感發展到了極致，為愛而死，背離了「哀而不傷」的節度；林紓在

執筆譯書時，譯到最傷心之處，與口譯者相對而哭，哭聲之大，聲徹戶外，  

如此反應，也不符合「發而皆中節」的中庸之道。  但他曾表明「余譯馬克，

極狀馬克之忠」，譯書時的激烈情感，乃是慨歎「天下女子性情， 堅於士夫，

而士夫中必若龍逢、比干之摯忠極義，百死不可撓折，方足與馬克兢」。  

馬克成了「摯忠極義」的典範，展現中國德性文化強調倫理價值的展現。果然，

〈柳亭亭〉遵循了倫理道德原則而加以改寫。 

  柳亭亭是秦淮名妓，一時聲價冠於秦淮，而擇人頗為嚴苛，必須是盛名之

士，她才應允酒席飯局。書生姜瓖「風儀既美，文章亦瓌麗」且「庭訓至嚴」，

不涉足風月場所，同舍蕩子詐誘冶遊，計劃使亭亭顛倒其人，然後告訴瓖之父

姜淑善以斷其情愫，讓亭亭受窘。亭亭果然愛上了善良愿幼的書生姜瓖，而姜

生也對亭亭頗有好感。但他認為： 

一身為承祧主鬯之人，不能娶妓自斬其祀。又老父方嚴，絕不能許。（頁 111） 

  姜瓖因而不敢與亭亭繼續往來，亭亭以書信傳情，姜生背人作答，仍是不

敢相見。一直到柳亭亭誤服藥劑而病重，姜瓖才奔至其家侍候湯藥，至暮而歸，

十日後女病癒，而患難之情日深。後來亭亭決計變賣釵環，脫離風塵，另外賃

屋，做為姜瓖的別業。引誘姜瓖冶遊的蕩子因為嫉妒而向姜淑善揭發，以阻礙

其事，沒想到姜父卻主動找亭亭訂下婚約。他認為：  

凡人義方之訓，往往不善於控馭，必以強力拂逆其愛子之性以為賢，至於相

思瘦損，戕其生命，為悔晚矣。今亭亭既悅吾子，當為成之。凡妓女不育，

皆經脈亂耳。吾精於婦科，治之當得子。亭亭甘居妾媵者，聽之；不則古似

妓為偶亦夥，不惟吾子也。（頁 111） 

  〈柳亭亭〉人物、情節與《茶花女》有粗略的雷同，不過人物的性格卻有

                                                 
   左舜生，《中國現代名人軼事》（台中：藍燈出版社，1975 年），頁 12。 
   《禮記．中庸》，「喜怒哀樂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禮記

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5 冊（台北：藝文印書館據嘉慶二十年重刊宋本影印，1985 年）〈中庸第三十一〉，

卷第五十二之一，頁 879。 
   冷紅生（林紓），〈信陵騎客譯《露漱格蘭小傳》序〉，收於錢谷融主編，吳俊標校，《林琴南書話》，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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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差異，結局的安排更是大有不同。姜瓖一開始就理性地思考自己的身分不宜

娶妓，因而對亭亭態度是打退堂鼓，反而是柳亭亭的對姜生眷戀不已反而顯得

積極主動。《茶花女》亞猛對馬克的迷戀，使得父親為他的前途擔憂而親自造

訪馬克，亞猛之父對她詞嚴色厲、針鋒相對的詢問，給馬克內心頗大的重擊，

使她心甘情願成了犠牲者；  姜瓖的父親不但直接促成了二人的婚事，且長

於醫術而精於婦科，調養亭亭身體而使之育有三子，破除妓女不育的說法。（頁

114）林紓此篇的創作只是借用了西洋小說的題材，但他完全抺去《茶花女》

中矛盾衝突的因素：馬克之荒唐生活與美好心靈、卑微身份與高尚自尊、屈辱

地位與堅強人格、對美善追求的執著與自我犧牲的堅決，……一系列的巨大反

差，才能震撼人心，留給人們無盡的遺憾和惆悵。在林紓筆下不但柳亭亭溫和

柔弱，姜瓖的父親更是開明體貼，原著對真摯情感的嚮往、對自主人格的渴求，

已被他轉換成傳統士子之人生想望的實現，悲傷到底的愛情故事改寫為中正平

和的人倫圓滿情節。  

四、性別與現代化的議題 

（一）性別界線的流動 
  《畏廬漫錄》的女主角，大都有清晰的家族身世或社會身分，大多能詩能

畫善書法，多才多藝，且嗜於讀書。〈董紫薇〉中董紫薇雖是農家女，喜筆研

而苦於無師，於是主動找老儒生求教，她認為：「顧念人生若不知書，直自墜

泥犁之獄，沉黑莫辨天日。」（頁 329～330）〈趙倚樓〉中趙倚樓雖身為妓

女，心戀崇尚風義的游子雨，欲隨之以從良。游子雨年過四十，而倚樓年方十

六，子雨是位忠厚君子，因為年齡的差距怕誤了倚樓的前程，而為她作長久的

設想，願意出資為她贖身，但不納之為妾。並建議她進入女校學習，希望她能

夠「以藝自贍」。  這些無疑表達了林紓他有意識地在小說中提高對女性的肯

定與關注，並呈現他「興女學」的觀念，也寄寓了他心目中理想的女形象。她

們飽讀詩書，氣質高雅，與心上人之間，不僅僅是容貌上的相互吸引，而是有

著共同的愛好、情趣，以及心靈上的默契。  

                                                 
   （法）小仲馬著，林紓、王壽昌譯，《巴黎茶花女遺事》（北京：商務印書館，1981 年），頁 73～76。以下

若有援引，於文後直接標明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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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紓更寫了一些特殊的女子，她們也飽讀詩書，氣質高雅，但有別於温柔

賢慧的類型。如〈何靉娘〉中何靉娘是絕色美人，卻以凶悍聞名，然而舉手投

足間又展現特殊的風韻：  

望之但見其豐豔絕倫。有時凭闌對花凝坐，風起花片繽紛，高於簾額，散落

女身，襟袖之上皆滿。女嫣然微笑，如湧現於畫中。觀者醉心。乃不知其為

能吼之獅子也。（頁 98） 

  男主角許燮一日春遊落帆亭，正好在路的轉角處與何靉娘撞個滿懷，從此

心中眷戀這位不期而遇的麗人，縱使知道她凶悍如牝虎，仍是屬意其人。許燮

對於悍妻有自己的一番見地：  

人爭以悍妻為不幸，吾則不然。悍而不貞，斯可懼也。吾適觀其容肅然，有

堅剛不屈之意，必不為人所犯，得之可以自壯。…彼固剛勁，吾則縛之以柔

道，渥之以深情。在銀燈四照之間，著一含瞋帶怫之玉人，眉稜高而眼尾媚，

媚中帶肅，使人因愛生畏，畏而求親，直類風雪兼天，而紅梅破萼，當於此

間得無數滋味。若但美而柔順，而吾身又非剛健之人，兩柔相值，以水濟水，

又奚趣耶？（頁 100） 

  因而許燮力排眾議，堅持娶之為妻。靉娘對許燮為何不怕悍聲流布的自己

都疑駭很久，洞房花燭夜詢問之下終於得到了解答：  

夫婦者，剛柔相濟之謂，法宜夫剛而婦柔。今吾不能剛，但以柔為質，更配

以柔婉之妻，兩柔相值，有何趣味？汝剛而貞，吾所服也。今尊若為夫，吾

為爾妻，不可耶？爾剛明，必能治家，吾嗜讀書，不省生人之事，得汝為吾

內主，百事必稟承而行。…笞我愛也，不笞我而恕仁也。既仁愛而剛明，余

得內助也。（頁 101） 

  許燮的回答令妻子心花怒放，因而視他如命根。許燮質性柔順，無形之中

都依著妻子的志向，「微愠則解以笑言，及發怒於婢媪則間出以雅謔」，就算

靉娘在嚴霜盛雹之中，許燮的一句話便可立刻化解。（頁 101）許燮以其柔而

克婦之剛，雖顛倒了夫剛婦柔，但卻維持了平衡，異於傳統的一種平衡。〈胡

燕玉〉中的胡燕玉也是「人爭豔之」卻是「奇悍，無問名者」，然而「甚貞潔，

一語涉嫚，輒怒不可遏抑」。男主角薛載琪「貌美而纖弱如好女子，能書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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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燕玉毗鄰，每每為之神魂蕩漾，亦不顧眾人的恥笑驚訝，執意娶之為妻。婚

後燕玉與家人相處無忤，但是在白天對丈夫「嚴冷如霜雪」，等到晚上「朱扉

乍闔，斗帳雙垂，兩情沈結，至於無言可喻」。薛生對於這般「晝履河冰而夜

曝旭日」的待遇，還覺得是「人生豔福」；而且燕玉「盛怒則裭生依，令伏而

笞之，笞之已，輒撫摩其創而泣，嬌嘀宛轉」，薛生對於被剝下衣服鞭打的反

應是「神癡」，並沒有感覺到痛楚，兩個人的感情還因此更入於佳境。篇末論

贊提出了一種情感經營哲學：  

天下自極渴之中，得漿而飲之，甘乃愈恆，自盛饑之餘，得脫粟而啗之，飽

亦過度。胡日日以愉色甘言，與生相接，日久轉滋其厭。不如加以不測之威

稜，即繼以纏綿之恩意，迴霜收電，則身被者格外蒙麻矣。（頁 216） 

  另外〈洪石英〉寫的是光緒年間的故事。男主角洪石英外貌柔美而性格內

向「白晳如好女子，居常畏人，見客則面赬如血，長日對書而坐，文字頗佳麗

動人」。他的父親洪司業不喜歡新式女性，認為「近日女子之蕩檢軼範者，十

居其九。吾但有此子，不能為娶文明之婦。」女主角安亮兒是「美人中之無上

上品」且「吐囑輕敏」，其母安夫人相當強悍，常以抑制丈夫為能事的觀念教

導女兒。洪司業夫人周氏在某次飯局中見到亮兒異常的美豔，打探後知道她的

性情暴厲如牝虎，但周氏毫不畏懼，執意為兒子謀求這門婚事。提親後，安夫

人對洪公子亦相當滿意，兩位夫人於是決定了這門親事。合巹之夕，亮兒先是

凝視洪郎許久，然後便洋洋灑灑說了一大篇夫妻之道：  

西人之求偶，偶其終身也。西俗之不置妾媵，即恐移其終身之愛，分諸他人。

須知兩心之沈結，合巹之期，即悠悠接於同穴。唯女子昧於析理，存此美意，

不能宣之於言，但峻拒其夫之納妾。果使闡發其所以鍾情之故，亦何嘗自外

於人情，惟男子有迎新棄舊之思，強坐女子以妬，此萬古覆盆無可申訴者。…

夫婦之愛亦須受之以節，能節則久。…聽固由郎，不聽我自有道，亦不患郎

之他逸，綜言之，情愛所鐘，見郎吾心已矢金石矣。（頁 328～329） 

聽到這番類似馴夫的話語，洪石英頓時傻眼，久久才回答：  

吾身屬汝，一聽指揮。至於喪心病狂，移其愛汝之心別有所愛，則天日當鑒

吾誠。（頁 329） 

  聽了洪生的盟誓，安亮兒也微笑認可。從此洪生對於亮兒積愛於心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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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如面師保。迨女偶予一嚬一笑，即如奉恩綸」；亮兒對洪生則「如嚴母之詔

子，偶不如意，狀熊威猛。凜不吾犯。然於眉稜眼角之間，又微露出無窮慈愛」。

面對這樣的妻子，洪生深深被其吸引而忘卻疲倦，亮兒「半雲半霧中一莊嚴美

麗之愛神，幾欲望而膜拜」。平日亮兒焚香鼓琴，引導洪生讀《南華》、《列

子》，對牀笫之事有所節制，「期至則穠如桃李，閒時則冷若霜霰」，洪生為

之顛倒，而不思人間務實之事，亮兒也充滿了隱逸思想，於是有歸田的打算。

後來洪生忽大病，亮兒居然割臂入藥替他治病，又回到了傳統的婦德與落後的

醫學觀念。（頁 329～330）  

  中國傳統家庭序位化的人倫關係，即通過角色定位來穩定和強化現實的等

級秩序，在儒家觀念的訓誡之下，婦女應具有柔順、恬靜、隱忍、平和的性格

特點，以順從為美德。若女子的強悍會造成的家變宅亂，甚至引發整個統治秩

序的動盪。因此小說中的悍婦大多以醜惡的形象出現，動輒「河東獅子吼」，

無端而有「金剛怒目」狀，如《醒世姻緣傳》的薛素姐、童寄姐，以及《聊齋》

中的諸多悍婦，都是殘忍刻毒而受到痛恨厭惡的形象，或稱之為「胭脂虎」、

「母夜叉」，甚至比作「附骨之疽」，  因此悍婦總是被懲治或改造。但《畏

廬漫錄》的悍婦，林紓以肯定的角度書寫，反而展現了獨特風姿與魅力。如靉

娘悍且有力，美豔而帶有剛勁，卻可以柔和雅謔化解；胡燕玉雖是奇悍，卻甚

貞潔，對於丈夫的軟硬兼施、冷熱交加，反成了一種閨房情趣和生活變化。安

亮兒以西方一夫一妻的觀念制約丈夫，恩威並施地引導著思想價值使夫妻趨於

一致。這些悍婦們，因為丈夫的柔弱或包容，她們都成了生活的主導者，大大

挑戰了中國傳統性別秩序中的「夫為妻綱」，呈現出女性在婚姻家庭中的自主

權力，而男性成為柔弱順從的一方，也可以維持穩固和平衡。  

（二）時代兒女與古典情懷 
  不可否認，林紓的小說中有許多落後的觀念，如對節婦逆來順受的所謂「婦

德」的推崇，讚美賢婦、孝女割臂入藥替丈夫或父母治病等等。但是，時代發

展所帶來的新鮮變化，在林紓小說中亦有所表現，賦予這些作品以新的思想內

容。例如對當時人們學習西方，接受西學的社會風氣有許多展示，如〈鬊雲〉、

〈謝蘭言〉等等。不少小說中人物都留學國外，如〈蘭雲〉中的陸汝素、〈柳

枝〉中的李玉尊、〈謝蘭言〉中的韓子羽、謝蘭言等等；辛亥前後的社會風俗、

生活面貌、思想觀念都逐漸受到西方影響，而產生了許多變化，林紓不一定認



．框架中的浪漫──林紓短篇小說的言情敘事． 

 ．191．

同，但在小說中的確有所反映。  

  〈鬊雲〉故事的時間則在辛亥前後，場景是逐漸現代化的上海。在「稍稍

涉於自由」的時代風氣之下，作者強調兩人的戀愛乃「得情之正」且「動有禮

防」(頁 189)。敘事的線索是現代產品－照片，做為男女主角相識的媒介，

但男女主角卻是相當古典的風格。陸元業拾得杜鬊雲遺落車上的相片，影中人

的大家風範及相片背後的文字，都令陸元業涉於冥想，尤其文字的書法高絕及

其中「孝友」意涵，最令他刮目相看。鬊雲衣裳雅素又不施朱鉛，與當時女子

「不裙而袴，袴尤附股。急如束溼」的怪異的裝扮相較，顯得特殊而典雅。陸

元業也是「氣宇沈肅」、「音吐風雅」。恰好陸父與鬊雲舅有交誼，兩人正式

晤面前，皆已心儀對方，在舅舅引介後面對面卻頗為凝斂，「彼此不交一言，

女既嬌柔，生亦靦腆，眉梢眼角，各相通辭，但無聲響」。兩人相見皆是長輩

的安排，最後並由鬊雲舅父主其婚事。（頁 189～196）。  

  〈謝蘭言〉也是林紓富有時代氣息的言情小說。韓子羽因父親韓元化在台

灣兵備道為官，與駐台英領事倭君頗為友善，於是受業於領事夫人；謝蘭言為

香山人，父親是大商人，有巨肆在新加坡，家產逾百萬。韓子羽與謝蘭言在前

往歐洲留學的輪船相遇，經倭君夫婦介紹而相識。兩人在船上皆以西方之禮儀

相接，如初見時握手為禮，餐罷又執手為別，有明顯的西化傾向。船行月餘，

日日相聚。時而論及詩書，子羽視蘭言為奇才，蘭言則「靦覥若不勝慚」。至

倫敦後，謝蘭言忽患急症，韓子羽殷切探望，促使兩人愛苗快速成長。三年後

學成，相約同歸，共乘阿富汗公司船歸國，此時兩人情愫已深，同船的人都以

為他們是未成婚之夫婦。船上的日子平靜而甜蜜，但仲夏時節海上氣候不穩

定，突然颶風大起，高浪如山，牆竿盡折，不久又觸礁，眾人所幸得度至近處

小島，兩人絕處逢生，相處彌親，後得乘美國郵船至香港。子羽回到家後，將

遭遇船難之事及蘭言其人稟告母親，母親頗心儀蘭言，於是請媒人向蘭言之父

提親，有情人遂成眷屬。（頁 245～252）  

  在這個故事裡，謝蘭言為一年僅二十之女子便隻身遠渡重洋，已是獨立自

主的「新女性」形象。男女主角身在海外，「個人化」的處境使家庭倫牽繫已

降低拉力，在情感上具有更大的自主空間，更有機會深入愛情的世界。三年的

留學生涯，謝蘭言與韓子羽的學校距離不遠，「星期休暇，必相約為野行」，

已是自主的約會，不過林紓為他們安排的活動還是以詩文唱和為主。謝蘭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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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症是兩人情感升温的觸媒，韓子羽探望時的焦心如焚、積淚滿眶、聲咽於喉，

謝蘭言也感念其情，她說：「骨肉悠悠，得我同種同國之人晤語，其情款乃逾

於家人。」於是「伸手衾外，子羽執而親之」。她在病中體驗了愛情的純真美

好，同時愛情也展現了療救個人孤獨的精神力量。不過，禮防的力量亦無遠弗

屆，在海外的醫院仍施展它的威力：  

自是生散學後，必一至，求閽者傳語，看護婦達意而已。不復求面。（頁 249） 

  學業完成後兩人歸國途中遭逢船難，被困在一個小島上，在艱難中求生

存。島居兩日，患難之情油然而生，韓子羽淚流滿面，對著謝蘭言有感而發並

向她求婚： 

爾我萬里相隨，又同被患難於此，然已慶更生，不患不能歸於鄉井。唯歸後

如何，吾不得姊氏相從，厥狀較死為酷。自顧斷無生理矣。……自由結婚，

唯西俗有之，中國則否，不審姊氏能不徇俗見踵此例否？（頁 251） 

  婚姻自主由男主角發端，女主角謝蘭言卻結舌久久說不出話來，心裡責怪

子羽太唐突，於是說： 

禮防所在，吾不能外越而叛名教，唯出之以正者，容與老母圖之。今同在患

難之中，偶一不慎，即百死無可湔滌，弟其慎持此意。（頁 251） 

  說完之後蘭言「凜然若不可犯」，子羽則「戰慄無色」。於是男「慎保此

情」，女「力守吾禮」。歸國後稟告家長並以媒妁相通之後才完成其婚事。  

  〈鬊雲〉以時代風氣為背景，篇首感歎當時男女新潮裝扮的怪異，看起來

不男不女－「過市時幾不辨為男女」；同時他也認為辛亥之前「禮防已撤」，

男女「側笑佯歡，流波送睞，彼此神往，都不避人」，到處充滿了「巴黎淫蕩

之風」。（頁 251）因而在西化腳步較快的上海，以杜鬊雲與陸元業的遇合經

過為表率，樹立「得情之正」且「動有禮防」的古典風範。〈謝蘭言〉中韓子

羽、謝蘭言兩人都是出國留學，接受過西方風氣薰陶，然而他們在船上或國外

僅是依西洋的禮節行禮，兩人縱使在荒島上共患難而真情流露，仍是在「止乎

禮」的規範下而不曾逾越。林紓在西風東漸的同時，並不排斥西學之可取，男

女觀念亦趨於自由，但也強調傳統禮防的堅守。  

  對於男女之情，林紓是基於對人性的瞭解，再加上中西比較之後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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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開始創作小說之後有感於「近日文明之蔑禮」，於是提出了「男女之愛，全

球皆然。須有學問為之界域，或不至亂也。」  他在此意識到了對於異性渴

慕和對於愛與被愛的強烈需要是基於人性的自然，中西皆同，但又不是直視於

愛情的本質，而以社會的秩序為考量，仍必須以教育加以制約，因此他在理念

上終究以禮義為依歸。 

五、結語 

  1925 年章太炎在林紓的年譜上題詞，曾評價林紓：「畏廬，今之蒲留仙

也。」  若以林紓自著短篇小說而言，文體上的踵武，可以下這樣的結論，

但畢竟西方小說也給他許多敘事上的啟發。在敘事形式上，他的短篇小說的文

體的確蹈襲了《聊齋》，而以傳奇體行文的《畏廬漫錄》有較多的言情題材，

其中某些作品篇章開首跳脫了史傳式的人物介紹，敘事觀點也有所變化，少數

篇章也出現生動的心理描寫。  

  林紓在自撰短篇小說中雖以傳奇體書寫了男女之情，但少有《聊齋》中花

妖狐魅的情欲釋放。他筆下的情愛發展則置於倫理的框架之下，且對於傳統的

言情模式多所承襲，只是才子佳人小說的人物、情節的理想化和模式化而稍有

改動。他的小說男女均是德行才貌俱全，兩人從一見鍾情，到志趣相投、詩文

契合後，便開始進行各種富於文人趣味的活動。男女婚前的情誼就透過這些兩

相投契的活動進行交流，在此林紓又特別摹寫其互動之間的謹守禮防、絕不敢

越雷池之一步的嚴正之態。林紓並刻意將才子佳人之間的小人撥亂等阻礙所產

生的曲折變化加以刪除，使他們一路順遂地直達於婚姻。受過禮樂教化、詩文

洗禮而整體和諧的家庭，就是他的人生的一大理想。因此，不管他所譯西洋言

情小說的悲劇具有多麼震撼人心的力量，他在創作小說時借取為題材，還是將

它而改寫成家庭團圓和樂的美滿的結局。在他小說中肯定了強悍的女性角色，

但不論她多有才學、見識、能力以及多兇悍，一定是孝順長輩，且家庭就是她

的天下，她頂多成為一家之主，而不會去參預時政，林紓響應女學運動時寫

                                                 
   林紓，〈桂垊〉，《畏廬漫錄》，頁 132。 
   章太炎，〈章太炎先生題詞〉，見朱羲冑，《林琴南先生學行譜記四種》（台北：世界書局，1965 年），圖片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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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女學〉樂府中說「學成即勿與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  正可以

說明此觀 點。他在小說中也反映了接受西學的社會風氣，但他筆下的理想人

物，不論接受西學程度如何，在婚前有多麼自由的交往空間，有多麼密切的情

意交流，面對情愛、婚姻的觀念、態度都是一樣堅守傳統禮教。但與同時代相

比，他給予婚前男女更大、更自由的交往空間，小說中的男女往來，雖是謹守

禮教、頗多文人趣味，但是互動的頻率極高，互動的自由度極大，都是男女直

接面對面的互動，甚且經常單獨出遊。男女婚姻雖仍必須稟報家長，但都是男

女相愛水到渠成的結果，由此可見男女情感在婚姻家庭中逐漸取得某個程度的

重要性，間接透顯出婚姻自由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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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tic Grafting:Lin Shu’s Short 
Romances 

Liu, Hsueh-Chen∗ 

【Abstract】 

  A traditional man of letters without knowledge of any foreign languages, Lin 

Shu undertook translation with the mere help of oral interpreters to become a 

pioneer in introducing foreign novels to China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His 

translated works, love stories in particular, were widely popular at the time. In 

addition to translation, Lin Shu also wrote short stories of his own, some of which, 
as can be found in his WeiLu Manlu (畏廬漫錄), were love stories. This article 

takes examples from WeiLu Manlu to see how Lin’s love stories are influenced by 

his translated novels. Although WeiLu Manlu follows the narrative convention of 
Strange Tales from Liaozhai (聊齋志異) in the main, its apparent application of 

techniques from the Western novels evinces how the influence mentioned above 

takes place. Lin Shu makes indirect acquaintance with western societies and 

life-styles from the stories he translates. In western love stories, he senses that 

amorous love itself has a paramount value, that men and women are autonomous 

entities in social intercourse, and that they are free to decide on marriag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will. Indeed, men and women characters in his stories are 

relatively free and romantic in disposition. But equally evident in Lin’s stories are 

the confining powers of traditional romance conventions and a traditional ethical 

framework. Much a traditional man of letters, Lin writes with classical aesthetic, 

his lovers still succumbing to Confucian ideals of personality. The works Lin 

translates inspire him; he is yet preoccupied with Chinese clan ethic. In all, Lin 

                                                 
∗  Associate professor, Office of General Education, Nan Jeo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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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not deviate from tradition, but is open and accommodating compared with his 

contemporaries. Most impressively, his stories are among the earliest ones 

touching upon topics of modernity such as gender difference and modernization. 

 
Keywords: Lin Shu ; WeiLu Manlu ; romance; love convention; ethic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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