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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廢名（本名馮文炳）小說中的詩意或禪意表達總是為研究者稱頌，遣詞用句
有其獨特風格。他一生創作了兩部長篇小說，《橋》和《莫須有先生傳》（下稱
《莫》）
。雖長篇小說數目遠遠不及其短篇小說，但已經展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創
作風格。簡而言之，前者比後者要晦澀很多（像《莫》這種帶點遊戲筆墨的可能
更難懂），篇幅結構鬆散，一如普遍評論家的意見，像散文式小說。
關於作者的作品風格、意象、主題等表現，學界已有不少討論。本文嘗試把
焦點回歸故事本身，重新審視前人研究中被忽略的人物和細節，輔以研究作者的
創作觀等其他因素，觀察《橋》的故事或其變化可能隱含的意義。儘管作者寫長
篇小說的技巧有所欠缺，但當中對於「人」和「苦難」的思考，卻是值得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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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研究目的
廢名的長篇小說《橋》
，應當是作者投入了最多心血的一部作品。起初，
《橋》
還不曾是《橋》
，那些短小的篇章只是作者筆下名為《無題》之短篇作品1。後來
稍有積累，便有了《橋》的上卷（分上、下二篇）
，於 1932 年 4 月由開明書店發
行。作者曾言道：「當時，有人笑我十年造《橋》，同時，又有《莫須有先生傳》
的副產物，其實《橋》寫了一半還不足，
《莫須有先生傳》計劃很長也匆匆擱筆，
這都表示我的苦悶，我的思想的波動。」當時出版的《橋》，包括作者正在寫的
《莫》，還不是作者心目中的故事的完整面貌，而且似乎寫得不大得心應手。同
年 7 月，作者又想寫一部一百回的長篇小說《芭蕉夢》，後來只寫成〈紡紙記〉
一章，作為楔子。同年 11 月開始，作者在《新月》發表《橋》的下卷第一至三
章，此後陸續發表了下卷的其他章節2。
《橋》的故事，並不複雜。大體而言，只有圍繞鄉間生活的片段。主要人物
是男主人公小林以及他的童年玩伴兼愛慕對象的琴子。及至《橋》上卷（下篇）
的第一章，時光飛逝，小林已變成求學歸來的遊子，他來找琴子的時候，還發現
她身邊多了一個「細竹」。作者給細竹設置的身份是琴子的同族妹妹，以前常常
跟在小林、琴子背後，因為年紀小而不起眼，小林也差點忘了她。因此在之前的
篇章中，讀者找不到她的蹤影。現在的細竹在小林眼裡已是「好看的姑娘」3。
如此，人物關係有了一點新的變化4。
到了下卷，新人物又多了兩名，那是一對牛姓姊妹，姐姐大千和妹妹小千，
在第四章〈荷葉〉略有提及她們的身姿，在第五章〈無題〉正式登場。下卷只有
九章，但作者花在牛家姊妹與琴子、細竹互動的筆墨，比單單描寫小林，或者小
1

1926 年 5 月 14 日，作者於《語絲》周刊第 73 期發表《無題之一》
，後來陸續刊登的《無題之二》等均

為《橋》的部分章節。作者原先為小說取名為《塔》
，後來看到市面上也有一部同名小說，後來改之為《橋》
。
陳振國編：《馮文炳研究資料》
（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
，頁 16。
2

1933 年 6 月 1 日，發表下卷第三章〈窗〉
，載《新月》第 4 卷第 7 期

1934 年 6 月 1 日，發表下卷第四、五章〈荷葉〉
、
〈無題〉
，載《學文》第 1 卷第 2 期
1937 年 7 月 1 日，發表下卷第七章〈螢火〉
，載《文學雜誌》第 1 卷第 3 期；同年 8 月 1 日，發表下卷第
八章〈牽牛花〉
，載《文學雜誌》第 1 卷第 4 期
1937 年間，作者還寫了第九章〈蚌殼〉
，因七七事變，
《文學雜誌》停刊，編輯把校對稿子寄給作者後再無
消息。《橋》的下卷在作者生前仍未結集出版。
劉小成、劉方：
〈十年造橋十年尋夢——廢名《橋》的版本研究〉
，
《十堰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第 26 卷第 2
期（2013 年 4 月）
，頁 65-69。
3

廢名著，王風編：
《廢名集·第一卷》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頁 459。

4

早期的評論者觀察到這種發展模式似有《紅樓夢》的影子，指出細竹的個性更偏向史湘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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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與琴子的多。由此推測，下卷實則還未完成，至少還不是作者原先構思的全貌。
大千、小千不比書中的其他配角，只在一章發揮作用5，她們在下卷裡帶動
了情節，與主角產生有機的互動。而她們的姊妹關係，也像是琴子、細竹的重像。
有學者認為《橋》的人物都是參透佛理的作者化身，沒有獨特的個性6。誠然，
作者的思想傾向有一定的影響力，使人物的某些話顯得比較「統一」，仿佛分不
清是誰的說話風格，故認為人物形象較為模糊。作者或許也注意到這個問題，於
是藉由兩名新人物，一來擺脫之前單一的「三人行」劇情，二來可側面烘托主人
公們的形象，以及突出他們成長以後的轉變7。筆者在閱讀期間不禁思考牛家姊
妹在下卷擔任何等重要的位置以及她們起到了甚麼作用，她們的行動又是否呼應
了《橋》的甚麼思想？《橋》應是作者的無題之作的大集成，從上卷過渡至下卷，
在這些「無題」之作中是否有著哪些明顯的變化？回到小說本身，《橋》到底是
一個怎樣的故事？就上卷而言，讀者還可認為是小林、琴子和細竹的遊山玩水，
展現的是生活的美好、日常細微處的禪趣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但在下卷
裡，牛家姊妹的出現似乎改變了這種敘事模式：劇情忽然緊湊起來，細微處流露
的是種種微妙的衝突、緊張。第二章從《橋》下卷的變化中了解《橋》除了一般
認為的「充滿詩意」之外的創作特質（因前人研究大多只圍繞上卷的例子討論「詩
意」）；第三章從探究作者的創作觀及創作特色中，試圖找出《橋》「晦澀」的根
本，以及全書有否繼承作者一貫的寫作母題，這三個因素會成為形成《橋》關鍵
面貌的考慮。第四章作結語，綜合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證據，總結《橋》是否具備
前人所言的詬病，以及它的書寫形式可能帶來的特殊意義。
（二）前人研究綜述
民國時期對廢名長篇小說的評價不多，概括而言，可歸納如下：讚揚其風格
詩意盎然，文字清新淡雅，但詬病是其內涵空洞，結構鬆散，內容晦澀，持上述
意見的如朱光潛、灌嬰等人。而大力肯定其文字之美的，有周作人、沈從文、李
健吾等人。雖然對小說的缺點輕輕帶過，但似是認為作者自有他的藝術家匠心和
個人魅力。
此後要到八九十年代才多了一些具體的研究，加上相關作品的重新出版和出

5

如狗姐姐，啞巴小孩，和尚。

6

孟實（朱光潛）
：〈橋〉
，轉引自陳振國編：《馮文炳研究資料》，頁 214。

7

在下卷起首中，敘述者提到了兩年前的事情，後來又寫小林和琴子將在菊花盛放之時，行夫妻之禮。由

此可知，上、下二部之間隔了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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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給予其「田園小說」8的評價，某種程度上提出了廢名在京派作家中應受到
重視。
關於廢名小說創作的整體風格及其「詩化」特質，則是現時研究者的主要論
述方向。而與《橋》相關的研究，極大多數集中在小說文本的禪趣的表現手法。
至於人物形象，有研究認為廢名小說中總共有三種女性形象，並提出作者以表現
少女的真善美為主，輔以阿尼瑪原型理論和作者的人生經歷，論述作者的少女崇
拜情結9。至於寫作技巧方面，許多研究都梳理了廢名小說的常見主題，如「孤
獨」
、
「生死」
；或者是常見意象，如「墳」
。在單篇周刊之論文中，比較新穎的研
究方向是學者對《橋》的版本研究，整理了不同版本對用字修辭的取捨。目前而
言，暫時還沒有研究討論過書中人物（雖然有女性形象的討論，但只集中在琴子
和細竹如何展現真善美，只取其整體印象而言）和上、下卷之間的變化。
二、下卷的改變和意義
從上卷過渡到下卷，其中轉變之處至少有四個方面：其一，敘事者聲音多了
某種「說明」；其二，牛家姊妹登場，加入主角的互動；其三，關注女性命運；
其四，小林首次正面遭受「打擊」。最後結合以上四種變化的共通之處，指出它
們在下卷之中發揮的作用。
（一）敘事者多了對「人性」的思考
書中主要採用混合的第一人稱和第三敘事人稱，上卷第一章便虛設一個「我」
當做說書人（敘事者）
，之後的篇章都是由「我」複述的故事10。不少研究說《橋》
的內容晦澀，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敘事者（暫且當做作者也可）怎麼描述，怎麼取
捨，運用哪些詞語等。
比如寫小林的時候。小林是個觀察入微、情感豐富的人，尤其喜歡女子外形
（或舉動）之美。在上卷〈詩〉一章，可見他如何在意女子的外形。小林憶起一

8

田園小說在目前來說似乎沒有一個具體的定義。最早用「田園小說」形容廢名小說風格的，應是出自《廢

名田園小說》這本書。
吳中杰編：《中國現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 廢名田園小說》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
，頁 2-9。
而最早提及「田園風味」的則是楊義的評論〈廢名小說的田園風味〉
，轉引自陳振國編：
《馮文炳研究資料》，
頁 252-270。
9
10

劉時艷：
〈廢名小說中的女性形象解讀〉
，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
因之後的篇章較少忽然出現「我」這個說書人跳出來跟讀者說話，筆者暫且認為之後的內容描述符合第

三人稱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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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未提及名字的女子帶給他的震撼11，又比如他待著的屋子環境普通，卻因目睹
細竹更衣後走過來，那環境就帶給他難以言狀的美感12。這兩段的形容與書中的
其他段落風格相似，敘事者的形容繞來繞去，故意不把一件事寫明白，鼓勵讀者
的參與，摸索個中意思，增加他們的想象。
而對於女子之美的缺失，小林又有一套獨特的見解：「我每逢看見了一個女
人的父和母，則我對於這位姑娘不願多所瞻仰，仿佛把她的美都失掉了，尤其是
知道了她的父親，越看我越看出相像的地方來了，說不出道理的難受，簡直的容
身之地，想到退避」13。他也認為女子「應該長在花園裡，好比這個桃林」 14，
言下之意，與賈寶玉的女兒觀有幾分相似15。
11

原文見上卷下篇〈詩〉
：
「小林這人，他一切的豐富，就坐在追求。然而他惘然。比如，有一位女子，一

回，兩人都在一個人家慶賀甚麼，她談話，他聽——其實是以一個刺客那麼把住生命的精神凝想著：
『你要
睡！』
。他說睡上了她的睫毛。這女人，她的睡相大概很異常。又一回，是深夜失火，他跑去看，她也來了，
頓時，千百人拼命喊叫之中，他萬籟俱寂，看她，——他說她是剛剛起來，睡還未走得遠。他說他認得了
睡神的半面妝，——這應該算是一個奇跡，可以自豪的？但他只沒有失聲的哭，世界仿佛是一個睡美人之
榻，而又是一個陰影，他摸索出來的太陽是月亮！」
這段小林以刺客在生死攸關的角度觀看女子，相當奇特。他想著這個女人應該要睡覺。筆者認為這可能是
作者借貌寢（貌侵）的典故發揮。為甚麼小林要想象她的睡相？由此可猜測女人其貌不揚。作者把貌寢的
典故想象成：因為「貌」丑，所以要等就「寢」之後才能觀看。
關於這樣的挪用典故的例子還有很多，有研究認為這種偏離典故的原有意思、單單望文生義的用法稱作「把
典故私有化」
，有其創新之處。見於劉戀：
〈私密話語剖解：
《橋》中的敘述之橋》
，
《名作欣賞》
，2015 年第
5 期，頁 98-100。
後來，小林在火災中看見女人，
「睡還未走得遠」也就是樣子仍有睡意，睡眼惺忪，女人的外貌仍比之前的
好看。這樣的她在小林腦海中留下印象，故稱之為奇跡。但隔天女子一覺醒來又會恢復原貌，美麗始終是
短暫的，呼應太陽和月亮一天的轉換。
廢名著，王風編：《廢名集·第一卷》
，頁 523。
12

篇名同註 11：
「單衣，月白之色，又是一樣的好看。好看不足奇，只是太出乎不意！立時又神遊起來了，

今天上午一個人仔細端詳了的那個地方（此處是屋子的客房。小林一個人呆著，琴子細竹都去了看紅花），
壁上的簫，瓶子裏的花，棕櫚的綠蔭——怎麼會有這麼一更衣呢？……這個地方——他說他實在是看不盡。」
前一章〈簫〉也有關於這屋子的描述，但都是小林因擺設古雅而產生的懷古聯想。這一章之所以重新提及
屋子的環境，主要是因為細竹那一下「更衣」
。對環境的複述，實際上是小林望著四周在聯想，因為細竹的
身姿為整體環境增添了美感，突出了細竹的魅力。有了她，屋子自然也是怎麼看都看不夠的。
廢名著，王風編：《廢名集·第一卷》
，頁 524。
13

廢名著，王風編：
《廢名集·第一卷》
，頁 576。

14

同註 13。

15

原文見《紅樓夢》第二回，冷子興談起賈寶玉時提及的一段話：「說起孩子（賈寶玉）話來也奇怪，他

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
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小林理想中的女子是從自然界裡長出

387

沉醉於女子有形之「美」的小林，在下卷裡，卻突然被敘事者清楚指出他對
人的思考上的缺失。小林他們在雞鳴寺前初遇牛家姊妹，小林對大千不跟他說話
感到懊喪，思考女子的無形（或內在心理）更給他帶來距離感16。他在書中有過
許多聯想，對很多事物的感受都是很個人的，大多時候他只能說個模糊的形狀。
因為敘事者在上卷中很少對此主動幫他「說個究竟」17，給讀者指出小林之「聯
想」的真身，或者指出困擾著小林的實際上是甚麼。又如下卷寫細竹和小千的相
處，敘事者揭穿小千親近細竹是因為人的「求群」，但細竹不喜歡這種套近乎，
遠離了她18。這些敘事者聲音與上卷的比起來，少了一種空幻飄渺。
（二）安排牛家姊妹作為琴子、細竹的「影子」登場
來的，跟賈寶玉的女兒如水相似。
（清）曹雪芹、高鶚：《紅樓夢（圖文本）·一》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頁 11。
版本按程乙本。
16

原文見下卷〈無題〉
：
「……那位姐姐（大千）並說家中還藏著小林父親的畫。小林當下有一個不可自解

的感覺，他對於此人（大千）
，雖然生疏，但她（大千）同那位女子（小千）分明是兩樣的衣冠人物，她（大
千）之前人我無礙。那女子（小千）
，與他也是生疏的，卻同琴子細竹具著一致之威儀，這威儀，叫他空空
洞洞的若思索一境界，奇怪，若想到『死』之不可侵犯。總之是一個距離，大約其間畫著各人的一生。於
是那三個女郎之春裝，照在他的眼裡光輝明滅，他忽然的得了斷定，自忖道，
『世間的華麗也便是人生之干
戈，起人敬畏。』而那捏扇子的女子（大千）
，衣裳確是素淡一流。他的視線乃再翻一葉那手中扇，其搖落
之致，靈魂無限，生命真是掌上舞了，但使得他很有一個幼稚的懊喪，人家（大千）再也不同他說話了。
那人（大千）同琴子交談。那人是一婦人，這個關係，小林隨後也便知道，這個關係鑄定了女子的性格，
一人的天資每每又因一定的範圍造化自由，正如花木之得畦徑，這是這女子與人無礙之故，卻是小林始終
不得其解，他也就忘卻了。」
這一段的文字比較跳躍，有兩處比較鮮明的，是小林想到女子之威儀和敘事者指出的女子之性格。結合下
文，可見威儀之感來自於小林對小千、琴子和細竹三人的春裝的聯想。不明寫春裝之艷麗細節，反而寫世
間華麗像「人生之干戈」
，暗示了女子在衣服上花心思，爭妍鬥艷的心理。小林對此不了解，所以對她們的
感覺就像有了一個距離。而大千衣服素淡，「人我無礙」
，暗示她性格溫和，平易近人，不爭風頭。敘事者
指出婦人身份與女子的性格關係密切，再加上「天資」經過了「造化」
，其實就是說大千的經歷和成長形成
了她現在的性格。小林一直以來沒想到這個，也正是他「不得其解」的地方。
廢名著，王風編：《廢名集·第二卷》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頁 613。
17

比如註 11 的那一段。

18

原文見下卷〈行路〉
：
「小千一面望了細竹說話，但她又沒有一個意思真個的要留了細竹，她自然的看得

細竹與琴子的依附，自己也不知理由的只是認定了自己正好與細竹結伴，除此以外她再沒有甚麼心計，然
而自己忽然冷落起來了。細竹的在前，給了小千一個意義，如果不是小孩子一般的求群之情，真有點不可
解，以細竹的天真居然感覺到了，因此她反而從小千身旁離開過來，向大千親近……」
敘事者也無聲無息的插入了自己對細竹和小千的想法，除了解釋小千為何親近細竹，也詫異於細竹的心思
細膩。若以上卷的風格來寫，很大可能會去掉「細竹的在前」之後這幾句，讓讀者自己摸索。
廢名著，王風編：《廢名集·第二卷》
，頁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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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新人物、製造衝突一般是推展情節的方法之一。作者在上卷之下篇就多
寫了琴子的同族妹妹細竹，以及在下卷第五章〈無題〉正式登場的牛家姊妹大千、
小千，還有只在某一章之內登場過的配角。到了下卷，敘事者聚焦於女子之間聊
天、玩鬧的情節，使得小林有一半的時間都是「缺席」的，筆墨多在細竹和牛家
姊妹身上。
牛家姊妹與琴子、細竹的身份、處境相似，同是姊妹。小千喜歡姐夫19，因
此對姐姐有一些充滿敵意的舉動20。琴子與小林從小相互愛慕，那細竹是否也對
小林有情意呢？敘事者並未明確說明，但琴子曾因為嫉妒小林常常跟細竹出去玩
而哭了一場，十分委屈，小林為此哄了她很久21。唯一知道的是，細竹對琴子的
眷戀極深，當她知道琴子即將與小林成婚，感到很不捨。可見他們五人各自都有
一段糾結的三人關係。
大千豁達豪爽22，語出驚人23，形象清新脫俗。她仍未出嫁時，會不會就是
第二個琴子？執著於姐夫的小千，會不會就是另一個細竹？牛家姊妹的際遇，給
讀者提供了琴子、細竹的命運的一種可能性。
大千是琴子的嚮往，看她在琴子留下的印象可窺知一二：
「好像她（琴子）平日所懷的詩情畫馬，是一個打不破的寧靜，今日似曾相識，
在生命的馴服之下，更有一個生命的奔放，與她的女兒性格相距甚遠了。她總還
是覺得這馬可愛，等到她把這馬與騎馬那女子（大千）聯合起來，她卻分明的認
識那個大千了」24。琴子的注意力放在大千的「才性」這一點上。琴子只會畫馬

19

原文見下卷〈螢火〉
：
「原來大千出嫁了好幾年，丈夫在那年死了，在小千的日記裏這人叫一個『東』字，

對於這人小千曾經是一個失戀的女子了。」
廢名著，王風編：《廢名集·第二卷》
，頁 636。
20

小千曾故意多次與大千搶白，又騙細竹讓她燒掉大千的燈籠。

21

廢名著，王風編：
《廢名集·第一卷》
，頁 567。

22

大千連得知自己做的燈籠被妹妹有意燒了，也不生氣。

23

大千曾先後對細竹開玩笑，談起老虎吃人：「……（前略）細竹，你不要害怕，這個山上沒有老虎，老

虎也滅不了燈，要是我一個人提了燈籠走夜路，遇見野獸，知道性命逃不了，我就把我的燈放下來，讓老
虎把我吃了，我的燈還在路旁替我做一夜伴兒。」和「給老虎吃了，老虎已經跑了，我也沒有了，還要燈
籠做甚麼呢？而且我的燈籠難道還認得我？」這種性格在書中的確只有大千才能呈現。
廢名著，王風編：《廢名集·第二卷》
，頁 628-631。
24

廢名著，王風編：
《廢名集·第二卷》
，頁 620。

389

怡情，當她看見大千跟馬湊在一起，馬雖被馴服卻不失朝氣，依舊展現自由奔放
的神態，與她的恬靜女兒性格形成對比。正是因為自身之缺乏，才對此有所關注。
細竹依戀著琴子，事事想跟琴子分享，關係匪淺25，然而她們只是同族的姊
妹。而身份為親生妹妹的小千卻討厭大千。敘事者淡寫了大千與小千在過去積累
的心結，而這些心結估計與三角關係的矛盾有關 26 。小千把自己的日記給細竹
看，就是打算告訴細竹這段故事的來龍去脈。她此舉之用意，大概是想讓細竹跟
她一起討厭大千，因為她嫉妒她倆相處融洽。可惜當時細竹沒仔細聽27。一開始
她主動親近細竹，用意也是分開細竹和琴子 28 。細竹和琴子的關係顯得難能可
貴，正好是有了大千、小千的映照。
下卷的故事止於第九章，讀者無法知道牛家姊妹的後續。然而敘事者花在細
竹等人與牛家姊妹的交往的筆墨頗多，從這一點來看，牛家姊妹在作者的寫作構
想中佔有一席位置，若有後文的話，筆者相信當中牛家姊妹的故事還會繼續，可
能還會影響琴子和細竹對命運的選擇，給她們帶來新的思考。
（三）關注女性命運
牛家姊妹過去的「命運」被淡寫了，但琴子和細竹對命運的看法，卻有一點
「痕跡」可尋。在下卷中，琴子跟細竹開玩笑說不如一起當隱士，細竹就給她說

25

原文見下卷〈水上〉
：
「小林與琴子，大概菊花開時，將成夫婦之禮。這自然是一件賞心的樂事，而且，

天下萬般，輪到善於畫夢之人，當前又格外的容易是一個奇跡，得而復失的江山，尚且是別時容易見時難，
何況未知的國度呢？細竹的歡喜之花，好像不在這一棵樹上，但少小相從的女伴，最是異夢而同彩色，每
每對映為紅，她與琴子更是有著姊妹的綠葉之蔭了。」細竹知道琴子跟小林成婚的消息時有這樣的描述，
雖然歡喜，但仍舊失落，怕以後不能常常見著她。細竹和琴子的羈絆，比細竹和小林的深厚。
廢名著，王風編：《廢名集·第二卷》
，頁 581。
26

敘事者並未解釋大千的丈夫為何在大千嫁過去那年就身故了，但這個顯然是小千心裡的一根刺，筆者的

猜測傾向那是大千間接造成的結果。
27

敘事者只提到細竹從日記中知道了兩件事，一是小千的姐夫叫「東」
，二是對於東而言，小千是一個失

戀的女子，其他的細竹都沒細看。
廢名著，王風編：《廢名集·第二卷》
，頁 636。
28

見註 18 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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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女人只有尼庵或墳論」 29。之後細竹聽見大千無意間說：「細竹，你要做我
的妹妹，我的命運一定好些」30，就以「影子論」安慰大千即便遭受苦難也不要
糟踏自己31。細竹的「影子論」使大千聯想到影子跟著人是沒法改變的事情，她
只能默默接受，似是有意自嘲自己現在的處境。細竹還覺得大千錯把自己的理論
理解成「人總是孤獨的」32，「她（細竹）不喜歡孤獨，她喜歡尊重自己，友愛
人群，孤獨沒有可以讚美的理由了。因此大千她很是同情，大千要怎樣才不是一
個孤獨的生活呢」33。這些實在不像是上卷的、只顧著玩的細竹會思考的東西。
在這裡，細竹的身份多了一層，是作者賦予給她的，一個人文關懷者身份，關注
人的命運（尤其是女子）。她不喜歡負面的情緒，並希望拯救困在其中的人們。
也可以說，是作者讓細竹成長了。然而，作者沒有讓她真的成為拯救者。旁觀者
的她以為已經理解了大千面對的苦難，但從頭到尾大千並沒有真正提及過自己的
心事。即便細竹和琴子來了牛家住，眾人多了互動，大千的內心依舊封閉。讀者
對大千的了解，似乎還不如書中寫大千的馬、貓和南瓜。
大千的處境是一個女子面對苦難（丈夫去世、與妹妹的糾結等）如何自處的
例子，表面與世無爭，處處不計較，聊天時有意表現得輕鬆快活。她不怕死亡，
笑著說可以接受走夜路被老虎吃掉，也曾與妹妹鬥嘴說自己死了也要帶走自己的
墳。此言可算是遙遙呼應開首的「女人只有尼庵或墳論」，也是大千內心對命運
29

原文見下卷〈水上〉
：「慢慢她（琴子）又湊近妹妹（細竹）的面龐輕輕一句：『我們到這裏頭做一個隱

士也好，豆棚瓜架雨如絲，做針線活看《聊齋》解悶兒。』
『你一個人不怕強盜嗎？我告訴你，女子只有尼
庵，再不然就是墳地。』她（細竹）今天簡直是在這個船上參禪，動不動出言驚人了，使得琴子不好再怎
麼說，想埋怨她一句。」細竹等人出發到雞鳴寺，路上看見放羊人，起初細竹說將來放羊去，後來聽到琴
子說做隱士，細竹就有了這番言論，轉變之快使人詫異。某程度上，這是作者透過細竹之口道出的事實。
如果女子要找到永久的依靠，要麼當尼姑（宗教上的依靠）
，要麼只有死亡（這才能免除要找依靠的憂慮），
表達了女子命運的悲哀。
廢名著，王風編：《廢名集·第二卷》
，頁 586。
30

廢名著，王風編：
《廢名集·第二卷》
，頁 639。

31

原文見下卷〈牽牛花〉
：
「大千姐姐，我們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一定的事情，就好比自己有自己的影子

一樣，我們再也不可自己糟踏自己，自己就跟自己的影子做伴好了。古人有與日逐影的比喻，我們女子不
安命，也同自己逐自己的影子一樣，影子只好天生成一個，如花似葉長相見，如果命不好，自己尊貴自己
也還是自己守自己的影兒，——你說如果心猿意馬再找別的事情來想不是自己不知自己的尊貴嗎？」
廢名著，王風編：《廢名集·第二卷》
，頁 640。
32

篇名同註 31：
「連忙她（大千）又道：
『……我看自己的影子也無非是自己的依靠，是沒有法子的事情，

並不是有沒有要我們傷心，——你說我們誰不羨慕空中飛的鳥呢？』細竹給大千說得不言語，她想，是的，
空中飛的鳥也要有樹林做起夕，但她覺得她的意思同大千不一樣，她想守著寂寞就是自己的影子，她好像
一個小孩子的事情，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寂寞，一個孤兒的命運卻是可憐，世上不應該有這件事了。」
廢名著，王風編：《廢名集·第二卷》
，頁 640。
33

廢名著，王風編：
《廢名集·第二卷》
，頁 641。

391

的回應。大千說她不愛搬家，因為不想搬走她養的花花草草，貓狗之類的事物34。
這些何嘗不是她心靈上的寄託或依靠呢？她覺得即便她死了，不代表那種念頭消
失了，可見她的執著之深。宏觀來說，這也是一般女子的心態。不單單是女子，
只要生為人，就容易受情感等各種因素所困。比如人不喜歡「孤獨」，但仍少不
了「孤獨」的心情。命運給人的考驗，往往不僅如此。
（四）小林遭受的「打擊」
從上卷（下篇）開始，十年後的小林歸來，他對事物的聯想，常常帶著感傷，
空空落落的。有時感覺人類的渺小，說過「人類的寂寞」等話。小林要解釋他對
事物的感受，也相當不容易，言語不僅文縐縐的，展開聯想的過程時，思維又經
常跳躍，因此他是書中最難理解的一個人物。
小林一直思考的是甚麼？書中的其他角色，在下卷裡的定位都有了改變。琴
子變成待嫁女子，更含蓄，更少說話了；大咧咧的細竹忽然變成「人文關懷者」。
仿佛只有小林始終如一35。他在最後一章〈蚌殼〉一口氣說了和尚對他的批評，
讓讀者出乎意料：
「……（前略）我頓時真有一番了悟，我仿佛我已經了解生命，我的生命同老虎
的生命，是一個生命，本來不是『我給老虎吃了』，是生命的無知。我將我的話
很簡單的說與和尚聽，和尚卻說，
『你還應該讀《三字經》
。你的話是習相遠，不
是性相近。』我向來沒有受人家這樣的打擊，但我不作聲，我實在不知道如何作
答。他看見我不說話，他的話更說得利（厲）害，他說，『你是勇猛自殺，菩薩
是無生法忍。你問你自己，你不正是求完全嗎？那麼世間是毀壞的嗎？世間是損
害的嗎？菩薩投身飼虎，你以為虎食人嗎？你以為菩薩給老虎吃了嗎？……（後
略）』」36這一段解釋來得無聲無息，驚心動魄。從上卷到下卷的這裡，小林的想
法第一次遭人揭破謬誤。按照上卷的風格，他原本可以沉醉在這樣的「勇猛自殺」
的幻想中，然後對「生死無異」又有一番聯想。在僧人的說明下，與他之前那些
「人的空虛寂寞」的想法比起來，不正是一聲當頭棒喝？他認為自己不怕老虎是
因為自己參透了生命的價值，萬物都是一體的，不分你我，所以特別喜歡菩薩飼
虎的故事。但他忽略了菩薩的救濟之心，是有意義的捨身，而不是「自殺」。
（五）四個方面的共通之處：討論人的「某種缺失」
以上四個地方，都圍繞人的本質或命運而展開。如果在上卷中很難找到主題
的重心，那麼在下卷裡可能就容易了。儘管下卷只有九章，筆墨卻較能集中在人
與人之間的交流，不像上卷那般，章節之間缺乏連貫性（雖然也是日常生活片段

34

廢名著，王風編：
《廢名集·第二卷》
，頁 626。

35

主要原因是下卷的他能登場並作出聯想的次數相對來說較上卷的少。

36

廢名著，王風編：
《廢名集·第二卷》
，頁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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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寫）。這九章雖是個開頭，但仍有啟示的作用。作者既然用了如此多的心思
「經營」下卷的結構，必定出自某種目的。
既然上卷建立了一個美好和諧的鄉土世界和人物關係（儘管琴子有一次哭
了，感到委屈，但她之後並沒有仇恨細竹），那麼下卷可藉著牛家姊妹的登場，
展示一個「反面」的世界。牛家姊妹的糾結在前文已提及，做姐姐的大千更是一
副懷著許多秘密，隱忍著痛苦的樣子。若這些一一揭露出來，恐怕就是人心鬥爭、
生活所迫的結果。而另一方面，小林思考上的種種弄不明白的地方，或者以為自
己已經弄明白的地方，最終被人一語道破盲點——也就是他的理想和嚮往都幻滅
了。他把他的失落和僧人的話，說與琴子聽，琴子也說聽不懂，就沒聽下去了37。
縱觀全書，小林心裡的鬱悶，大抵只有他自己知道。那麼他將來會變成怎樣呢？
如果作者想要呈現小林的人生轉捩點，和尚對他的批評就是一個絕好的前奏。
宏觀層面來說，在理想中迷惘、在困境中求存，這是普遍人都有可能面臨的
難題或悲劇。悲劇無可改變，而人要如何「拯救」自己，或者尋找某種解脫，筆
者認為這個就是下卷原來的主題面貌。
三、對整體故事的重新思考
下卷的大致面貌可以猜出，那麼《橋》終歸是一個怎樣的故事？為甚麼它如
此晦澀難懂？這種風格是從《橋》才開始的。因為在那之前的短篇小說的佈局和
語言風格都很容易明白，如〈桃園〉
、
〈火神廟的和尚〉、
〈鬍子〉等，人物個性盡
得其本色，毫無雕琢之感。讀者可能也發現了，《橋》的人物在某些地方的相似
或不得其解之處，這難道真的如評論說的那樣，作者一時寫壞了？要找到以上的
答案，恐怕得考慮三個因素：
第一，作者的「無題」創作觀。李商隱的無題詩讓後世想出了多種解讀方法，
為讀者提供莫大的想象空間。而《橋》原先也是《無題》之作，作者的用意是否
也在於此？不妨來看看作者如何看待李商隱的《月》這一首絕句：「……其第二
句（指的是『藏人帶樹遠含清』）意甚晦澀，似指月中有一女子，並有樹如小孩
捉迷藏一樣，藏在月裡頭，不給世人看見，所以我只見明月。詩人想象美麗，感
情溢露，莫此為甚」。38由此可想象得到李商隱的語句給作者帶來的震撼力，嚮
往李商隱那種筆法。作者在《橋》寫過很多動人的場景，比如曾多次描寫眾人沉
默的場面，有過這麼一句「各人的沉默正是各人的美麗」39，但不明寫各人在想
的是甚麼事，目的正是要讀者的參與，在想象的過程中找到當中吸引自己的地
方。這些幽冥晦暗處，也可視作一種閱讀經驗的美妙。後來，因為便於出版，
《橋》
37

廢名著，王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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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裳：
〈廢名（下）〉
，轉引自陳振國編：
《馮文炳研究資料》
，頁 246。引用內容為廢名給黃裳寫過的一張

字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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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章節還是起了小標題，但這似乎並未起著重要的作用。
《橋》上卷共四十三章，估計下卷也應該有四十三章才可整合成一部長篇小
說，作者曾在序言說上卷的篇目是：「全部的一半」 40。因此讀者可知道，寫作
大綱已在作者心中了。附記中又提及寫《橋》的心境：「若問我為什麼花了這麼
多的時光來寫這麼一個東西，則此刻我還不想說。辛苦於人總有好處。方我寫這
個『第一回』時，當然不是今日之我，而今日之我總算是胡里胡塗的自己朝著一
條路生長出來的，這裡十分有意義，因此我懂得許多，樽前自獻自為酬也。總之
我一點兒也不埋怨我的時間白費了，牠（它）教我怎樣認識道理，學會作文。我
對於牠（它）也真是一個有情人了」41。從這段話便可知道，寫作之於作者，意
義是複雜的。作者是個率性自然的人，想寫就寫，寫作的勁頭使他充實，「著作
者當他動筆的時候，是不能料想到他將成功一個甚麼。字與字，句與句，互相生
長，有如夢之不可捉摸」42。
作者對新詩也有自己一套想法：即便詩人的詩未曾寫成，當下懷著「詩的內
容」
（意為腦海中已有詩情）
，那麼這詩就是成功了43。作者在一篇散文《打鑼的
故事》中寫他曾想過要寫一篇關於打鑼的孩子死去的故事，那是他讀了梭羅的《捉
迷藏》的靈感：
「……（前略）所以他（《捉迷藏》裡死去的孩子）的死實在是一
個遊戲，美麗而悲哀。我當時讀了把我的《打鑼的故事》（非上述之同名散文，
指的是作者原來的小說念頭）的空氣渲染成功，就只差了沒有寫下來，故事是一
定不差的」
。因為讀了別人的小說，又沉醉在文中對「死」的美麗又悲哀的氛圍，
作者才得了文思。對作者來說，比起真的寫下來，當下的文思或詩情更重要，它
們來自於當時的氛圍，觸動了作者的心。這屬於抽象、私人的層面。
第二，作者使用寫作技巧的成功率。這種技巧就是作者多次在書中人物身上
「切換」了自己的聲音，旨在營造某種意境。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很注重「空氣」，
書中最突出的，便是章節之間各有自己獨特的意境，連在一起，雖然沒有起伏，
但給人的感覺是平和舒適的，像一幅印有日常生活景象的手卷。一章下來，情節
極其簡單，比如兩個人從頭到尾在對話，像是琴子、細竹在閨房中作樂、聊天。
聊天的話題廣度大，由四時變化到悲歡離合。加上遊歷途中的景色，甚麼都可以
成為話題。而且，小林這人容易感傷，透過一言一語的對答，以及對環境的渲染，
某種氣氛或意境就能塑造出來。他們的舉動或談話內容，有時候充滿了詩意或是
禪意，作者似乎有意突顯人物觀察事物的角度與眾不同。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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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想」的詩意部分，來源估計就是作者自己閒時積累下來的詩情（作者本
身也寫詩）。但主角也不是時時說「詩意」的，也有一點尋常的相處場景，符合
人物的角色定位。作者常常就在這兩者之間「切換」狀態，比如上卷〈路上〉44
寫細竹和琴子前往花紅杉的路上對話，省略號為筆者對內容的刪減，括號為解釋：
「我有點渴。」
「那邊荸薺田，去拔荸薺吃。」
「給人家看見了可叫人笑話。」
「誰認得你是細竹？」
琴子說著笑。
「你不要笑，我知道你是耍我的。」
「一會兒就到了，到茶鋪裡去喝茶。」（到這裡仍是日常對話，角色形象分
明，細竹是直率、淘氣的妹妹，琴子是姐姐，有意打趣她。）
細竹朝樹底下走，讓楊柳枝子拂她的臉，擺頭——
「你看，戲台上唱戲的正是這樣吊許多珠子。」（細竹的聯想開始，這個聯
想用在琴子身上也湊合，只是寫法會有不同，因為琴子的聯想通常由敘事者指
出，詳看下文。）
「我要看花臉，不看你這個旦兒。」
「你才不曉得哩！——『輕紅拂花臉』
，我也就是花臉。」
（細竹忽然引用了
元稹《恨妝成》的詩句，實際上是作者詩情的加入。）
……
慢慢她（琴子）另起一題——
「唐人的詩句，說楊柳每每說馬，確不錯……」
「有馬今天我也不騎，——人家笑我們『走馬看花』
。」
（細竹仍在意先前琴
子對她的玩笑，符合細竹的個性。）
「這四個字——」
這四個字居然能夠引姐姐入勝。
這是她個人的意境。立刻之間，跑了一趟馬，白馬映在人間沒有的一個花園，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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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間的花，好像桃花。……（這裡也是作者藉琴子之身而發揮自己的詩情。
如果忽略前文，這個『她』可以換成是細竹或者小林。）
藉人物之口表達詩意還算自然，其聯想重新演繹了古典之美。那麼再看看禪意的
部分如何？禪意多數由敘事者指出，而且也很費解45。一旦人物說出了口，便是
如此曲折46：
……（前文是大千、小千爭論哪兩個人可以坐轎子，因為轎子數量有限。）
大千卻連忙搶白一句，惹得小千惱了。琴子從旁很怯弱似的啟齒道：「我想
應該無人相，無我相。」
琴子這話一出口，自己感著自己的意思很生澀，自己又實是感著一個成熟的
情感，她的靈魂今日不是平日的平靜，自己又說不出所以然來，自己壓迫著自己
一個不慣的煩躁，——說了那一句話，自己的煩躁果然擠出去了，她真是如釋重
負，簡直怕敢再有一個別的想頭了。（琴子的煩躁估計是忍耐不住大千姊妹倆的
爭論。她怕直接道出來惹人生氣，就用了「人相」
、
「我相」等佛家概念婉轉表達，
全句意為不用區分別人和自我。由此推測她認為要是爭論沒有結果，那就沒必要
挑人坐轎子。此處作者的聲音「切換」得沒有之前引用詩句那般流暢。）
……
大千小千同細竹三個人，一時也都失卻自己的意見……（後來細竹聽到外面
有人說話，轉移了話題）
琴子的話讓其他人沉默了，氣氛凝滯。這一點不同於第一種「切換」，細竹等人
沒能配合她，給出更多的「禪意聯想」。作者營造禪意「空氣」的能力，顯然不
及詩意。
大致來說，聯想的部分是作者強烈要表達的聲音，除此之外就是人物的個性
流露。大部分的情節都是由這樣的「切換」而成的。筆者認為這種「切換」是最
「廢名式」的作為，這讓人覺得「那些人物並不是完全一樣，但又好像有甚麼地

45

原文見下卷〈無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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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拿筆寫字玩，不知怎的此地很有一個我相，猜不著誰在寫字，徒徒引得自己沒字的字句眼明無限了。」
小千在看到細竹跟大千的親密互動時，便有了上文的想法，
「寂寞的歡悅」是指她被細竹冷落了，但她自以
為自己可以承受這種寂寞。為了讓自己沒那麼不自然，她就想到寫字玩玩。接著敘事者忽然用了一個佛家
概念「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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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敘事者的穿插較為突兀，難免令讀者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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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一樣似的」，處在一個模糊的位置，真真假假，使人留下深刻印象。作者在
《橋》裡大量使用了這種方法，效果各異。
第三，作者的寫作母題，一直與女性、苦難有關。《橋》也體現了這一點。
不得不說，書中女性的魅力比主角小林還要大。作者筆下的女性，總是遭受著某
種苦難。默默隱忍悲苦，卻又是美麗動人的，或者是有令人喜愛之處的。這似乎
是作者的傳統。比如〈桃園〉的患病小女孩阿毛天真爛漫47，又如〈紡紙記〉出
現的神秘女子：「我才看見老祖母的背後原來還站著一人，天下事真是未免出乎
意料了，我再一看，這一位藏在眼前不同我打招呼的來客原來是一位好看的女
子，我無論如何只看得見女兒之髪，蕭蕭髮影，不可仰首，於是我不由得悲從中
來，珠淚雙拋了，這裡頭一定有一個不相招呼的道理在，然而我偏偏小孩子似的
墻高數仞我也要鑚隙相窺……（後略）」48一個初見女子，在「我」的說明中顯
得格外悲哀。當中的苦衷，讀者不得而知。作者選擇了不說，或者不讓敘事者說。
而《橋》的女性人物亦然，各自承擔著不同程度的苦難而不為「其他人」知。例
如史家奶奶，她對幼年的小林和琴子的相見就表示過感動，淚眼看著他們，又百
般疼愛他們。對於琴子、小林兩家人的淵源，她似乎知道甚麼秘密，但她始終沒
說甚麼；琴子自幼沒了父母，她那一次受委屈就盡想著母親，然而雙親不在的理
由從未提及；狗姐姐獨自去洗衣服巧遇小林，以前他們有過一段情，但她現在嫁
了人，她叮囑他「不要讓別人知道」她有個一出生就夭折的孩子49，可那是誰的
孩子呢？她沒說，但小林聽了很哀傷；路過的尼姑落寞地跟琴子說她還未出家時
的往事，還有大千。她們基本上具備了美好的品格特質，對苦難的緘口更是突出
了她們寧願默默承受一切的忍耐。忍耐可算是傳統女性「真善美」的標準品格。
歷史層面來看，這是作者對歷來女性的犧牲加以肯定，但這種犧牲或許使作者難
受，於是在《橋》的下卷裡，就有了細竹化身拯救者，想幫助大千擺脫枯燥孤寂
的生活。
總的來說，書中各種各樣的女性故事，也延續了作者一貫的傳統，也代表了
女性在不同年齡、不同角色上的「苦難」和「隱忍」。
四、結論
本文以廢名單篇作品《橋》為研究目標，從上卷到下卷的變化入手，找出前
人較少關注的四個地方以及它們如何展開對「人的缺失」的思考。結合下卷變化
和作者的創作形式，能大致解答三個問題：
其一，人物擁有相似的「玄乎」表現50，並不等同作者給了他們單一的形象。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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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卷出場的牛家姊妹，她們形象鮮明，個性獨特，與琴子、細竹比起來，似乎
更為靈動。這間接說明作者能掌握不同人物，甚至是在她們的話語中透露十分細
微的人性51。第三部分中提及，這種表現其實是作者的聲音跳進來，替人物說話，
引用詩句，這種切換實乃他的個人特色，營造特定的氛圍（這氛圍的效果有時候
未如理想）。當時朱光潛等人認為「人物相似」以致分不清誰在說話，筆者認為
這一點仍有商榷之處。畢竟，人物的日常對話還是符合形象的。
其二，整個故事表面上「充滿詩意」
，但同時也隱含了人生的苦難這一主題。
上卷種種美好鋪墊，或是作者有意而為。下卷的大千，她的出場呼應了上卷各種
女性苦難。面臨悲劇，她以她的執著來應對。她的生活看起來很美好，家裡養馬
養花，與細竹玩鬧，但她的一言一行卻是落寞的。加上她與妹妹的糾結，可見作
者在下卷側面揭示了鄉土小兒女生活的另一層面：日常衝突。這與上卷形成很大
對比。
最後，最大的疑問恐怕是作者為甚麼要選擇這種形式來寫，以致如此晦澀？
從「無題」之意義，可以得知作者傾向在抽象、私人的層面。這種態度影響
了《橋》的創作，讀者可以看到當中人物那些晦澀的、跳躍的聯想，實際上出自
作者千絲萬縷的心思。每一句讀者看來難懂的言語，都是一種暗語，在召喚作者
對過去的回憶。前文提及，《橋》是作者對過去的反思。昔日那些他經歷過的、
還來得及寫下來的各種思考，正好藉由《橋》的人物之口，抒發出來。而當中思
想跳躍的過程，作者都省略了，因此讀者有時候很難掌握其中。要是真的寫下來，
難免會長篇大論。作者可能是心存希望，像《無題》詩那樣為讀者提供一個美麗
的想象。雖說如此，《橋》的私人性質極為濃厚，超越了一般讀者的能力，使得
當時的讀者也未能參透「小林先生的眼淚」52。
誠如周作人之言，寫童年時光的作品在當時來說寥寥可數。是甚麼童年經歷
形成了當下的廢名？《橋》確實可以為讀者提供一個想象。作家要書寫自己的成
長，必定要對過去反芻，從中提煉，這種過程需要的心力，可想而知。在文學史
意義上，《橋》不是一部偉大的作品，但它是一個作家再現自己的人生的嘗試。
作者直面內心、挖掘記憶，並在人物身上不斷融合自己的想象力和成長面貌。故
事有關「苦難」
、
「拯救」的描寫，可看做作者在回憶之中的主要關注點以及給自

51

比如大千對細竹說要是細竹當她的妹妹，她的生活一定會好一些；小千有意無意地慫恿細竹燒掉大千的

燈籠等。
52

原文見上卷（下篇）
〈楊柳〉
：
「小林先生沒有答話，只是笑。小林先生的眼睛裡只有楊柳球，——除了

楊柳球眼睛之上雖還有天空，他沒有看，也就可以說沒有映進來。小林先生的楊柳球浸了露水，但他自己
也不覺得，——他也不覺得他笑。」作者曾在一篇文章說他的朋友竟然看不出這段是寫小林在哭，感到失
望。
廢名：〈說夢〉
，轉引自陳振國編：《馮文炳研究資料》
，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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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安慰。
總結而言，《橋》的意義和創作形式，必須結合上、下卷才能找到較為客觀
的面貌。之所以說較為客觀，是因為下卷尚未完整。從《橋》的上卷故事，可以
感受到作者在錘煉文句，發揮詩情，塑造意境，一切似是為下卷做準備工夫。但
由於戰爭等因素，作者停筆於下卷的第九章。解放之後，作者的研究方向改變，
也認為自己過去寫的文章微不足道53 ，轉而研究毛思想和魯迅。論文發表了不
少，但 1950 年後沒發表過小說。作家對過去的作品的否定，似是無可奈何之舉。
除卻時局因素，《橋》的停筆，某程度上可以看出作者承受著「回憶成長」
以及「小說創作」的兩難。《橋》的私人性，注定了它跟一般小說不同。這的確
為文本增添了一定的閱讀阻礙。但書中對「人」
、
「苦難」的描寫，可以說是廢名
作品中的巔峰。

53

「……解放後，大家提出現實主義的口號，我很有所反省，我衷心地擁護，我認為現實主義就是反映現

實，能夠反映現實，自己的政治覺悟就一定逐漸提高，提高到共產黨人一樣。而我所寫的東西主要的是個
人的主觀，確乎微不足道。不但不足道，而且可羞，因為中國解放了，在這個翻天覆地的大事業之中，沒
有自己的血和汗，——說起來我就汗顏！」
廢名：〈廢名小說選·序〉
，轉引自陳振國編：《馮文炳研究資料》，頁 129。
筆者認為廢名大可以把《橋》下卷繼續寫下去，發揮成當時可被接受的形式。相信是作家觸覺使他沒有那
麼做，他依舊保留了寫《橋》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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