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1-1-2020

郁達夫《毀家詩紀》對書寫形式的選擇
Hon Yam YIM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嚴瀚欽 (2020)。郁達夫《毀家詩紀》對書寫形式的選擇。輯於嶺南大學中文系 (編)，《考功集2019-2020 :
畢業論文選粹》 (頁299-332)。香港 : 嶺南大學中文系。

This 現代文學、文學與電影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郁達夫《毀家詩紀》對書寫形式的選擇〉

學生：嚴瀚欽
指導老師：司徒秀英老師

299

論文提要
郁達夫，名文，浙江富陽人，中國現代作家，早年留學日本，在文學創作的同時
積極參與反帝抗日活動。作為處於新舊交替特殊時期的作家，他曾發起文學組織
「創造社」，不但是新文學運動的領軍人物，而且舊學功底深厚，精通舊體詩創
作。可惜，由於五四文壇一味鼓吹新文學而抑制舊文學，導致早期學者大都只留
意到其新文學的成就，忽略了他在舊體詩創作方面也有斐然的成績。近年來，其
舊體詩越來越受到學者關注，關於郁詩的研究也漸成風氣，可惜相關研究大都集
中在詩歌的箋註上，對詩作的賞析也只局限於單首賞析，針對其組詩卻少有系統
的研究。
郁達夫現存詩作 571 首，詩體多樣，風格多變，最受矚目的是其組詩。本論文將
以郁達夫於 1936 至 1938 年間創作的組詩《毀家詩紀》
（下稱《紀》）為研究對象。
首先以文史互證的方法梳理郁達夫筆下的「毀家」故事及其疑點，再仔細分論《紀》
所包含的不同的書寫形式，分析他選擇該等書寫形式的原因，以及該等形式如何
有助他達到自己的寫作目的，如何有助加強《紀》的表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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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國現代作家郁達夫（1896-1945）在小說、散文等多方面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1921 年，他發表了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小說集《沉淪》
，憑藉極為鮮明
的寫作特色從此名震文壇，隨後，散文集《故都的秋》也同樣引起不少文評家的
矚目，然而學者常常只留意到其現代文學作品，忽略了他在古典詩歌創作方面的
成就。
郁達夫七歲入私塾，有著深厚的舊學功底，他曾在《自述詩》其六中說自己「九
歲題詩驚四座」
1
，並熟讀《滄浪詩話》和《白香詞譜》2，可見他自幼已熟習詩詞。他的創作生
涯以舊體詩開始，也以舊體詩結束，共有詩作 571 首，詞 11 首。其詩作不單數
量多，質量也頗佳，劉心皇曾說「我閱遍郁達夫的作品：小說、散文、遊記、日
記等等，覺得感動人的，竟是他的詩詞，能傳世的，也是他的詩詞」3郭沫若也
說：
「達夫的詩詞實在比他的小說或散文還好」4。劉海粟更是明確地排序，認為
是「（郁達夫的）詩詞第一，散文第二，小說第三，評論文章第四」5。郁詩風格
多樣，不拘一格，《郁達夫詩詞箋註》的作者詹亞園便曾以詩總結郁達夫的舊體
詩成就，詩曰6：
雖然粉本出青蓮，唐宋風流俱可憐。
更唱鴛湖鶯粟曲，不拘一格是詵以。
由此可見其舊體詩成就斐然。因此，欲深入了解郁達夫，必須研究郁達夫的舊體
詩。可惜歷來對郁達夫的研究大多聚焦於小說和散文，如許子東的《郁達夫新論》
中包含了郁達夫小說、散文等創作的藝術特色和風格，卻唯獨缺少了有關其詩作
的論述。偶有關於舊體詩的研究，如朱少璋的《郁達夫詩注》、張均的《郁達夫
詩詞評註》和鄭子瑜先生的幾篇論文，但也只是偏重箋註、考據和整理，對於詩
作的藝術分析尚未有深入的探討。郁達夫創作的組詩有《自述詩十八首》
、
《毀家
詩紀》
、
《亂離雜詩》
、
《日本竹枝葉詞》
、
《盛夏閒居，讀唐宋以來各家詩，仿漁洋
1

詹亞園：《郁達夫詵詞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爯社，2006）
，頁 179。
郁達夫曾說：
「真正指示我以做詵詞門徑的，是《留青新集》裡的《滄浪詵話》和《白香詞譜》
。」
載於曾華鵬編：《郁達夫自傳》
（淮孜：江蘇文藝出爯社，1996）
，頁 28。
3
趙壽珍著：〈漫談郁達夫詵〉，收錄於陳子善、王自立編：
《郁達夫研究資料》，
（香港：三聯書
店，1986）
，頁 165。
4
郭沫若：〈
《郁達夫詵詞鈔》序〉，
《光明日報.東風》1962 年 8 月 4 日。
5
劉海粟：
〈《郁達夫傳》序〉
，引自陳子善、王自立編：
《郁達夫研究資料》
，
（香港：三聯書店，
1986），頁 451，原載於一九八四年四月福建人民出爯社初爯《郁達夫傳》
。
6
詹亞園：〈
《郁達夫詵詞箋註》序〉
，（上海：上海古籍出爯社，2006）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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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成詩八首錄其七》和《論詩絕句寄浪華》等，正如蔣祖怡先生所評，這些都
是「膾炙人口的精品」7。可惜目前只有蔣祖勛、蒋祖怡合編的《郁達夫舊體組
詩箋注》和詹亞園的〈郁達夫《自述诗十八首》笺注〉曾專門論及。
學界通常將郁達夫舊體詩創作的生涯劃分為四個階段，階段一為 1913 至 1922
年，這一時期他留學日本，舊體詩創作活躍，共有詩作 330 首，但風格尚未成熟，
多為練筆之作；階段二為 1923 年至 1938 年，共有詩作 160 首，此時他已歸國；
階段三為 1939-1945，此時他遷居南洋，共存詩作 90 首。
本文討論的《紀》出自第二階段，正是他風格成熟的時期，共包括詩 19 首、詞
1 闋，除第五首外每首皆作原註解釋，並於 1939 年 3 月 5 日發表在香港刊物《大
風》第 30 期。整組詩記敘了與他妻子王映霞的婚變過程，淒然委婉，獲得不少
學者好評，但同時也引起不少爭議與質疑，由於記敘內容與其他涉事者的版本有
很大出入，因此後世學者在研究時候多數聚焦於這組詩作內容的真偽上。但本文
認為《紀》的書寫形式也十分值得探討，雖然已有學者指出《紀》在書寫形式上
的特別之處，包括組詩形式、詩文並置和自傳式書寫等8，但尚未有人分析郁達
夫選擇這些書寫形式背後的原因。結合有關他生平的研究以及《紀》的內容，不
難發現作者在創作《紀》的時候很大程度上修飾及掩飾婚變事實，因此本文認為，
郁達夫在《紀》中對書寫形式的選擇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更好地掩飾婚變事實，
達到為自己辯護的寫作目的，同時提升整組詩的藝術效果。
第二節 文獻探討及研究回顧
1.學者論著與相關討論
（一） 蔣祖怡、蔣祖勳合著的《郁達夫舊體組詩箋註》將郁達夫的組詩挑出，
逐首箋註，並在每首詩作後附上賞析，是目前少數能夠專門論述郁氏組詩的
著作。蔣祖怡先生更是在序言中將郁詩分為「愛情詩」
、
「政論詩」
、
「論詩詩」、
「山水詩」和「愛情詩」，並逐類舉例，在「愛情詩」中則舉《紀》第八首
為例，得到「如果我們不讀《紀》
，則詩中之旨，撲朔迷離，難以盡悉」9的
結論。

7

蔣祖怡：
〈郁達夫舊體詵的風格特色〉
，
《郁達夫舊體組詵箋註》
，
（杭州:杭州大學出爯社，1993）
，
頁 5。
8
賀祥麟的〈郁達夫的《毀家詵紀》
〉提及《紀》
「詵、文並置」
、
「國事、家事並置」的特點；劉
斐的〈郁達夫舊體詵研究〉指出《紀》
「詵文互見」的藝術及該組詵的自敘性；何永生的〈在懺
悔與告白的背後——郁達夫與盧梭自傳文學比較研究〉將《紀》的自敘性與盧梭的《懺悔錄》作
比較研究；左維剛的〈郁達夫舊體詵的現代性〉說《紀》的詵、文並置具有現代意義。出處詳情
參見註 16、18、19 和 21。
9
蔣祖怡：《郁達夫舊體組詵箋註》，
（杭州:杭州大學出爯社，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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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黃世中的〈郁達夫《毀家詩紀》考辨〉10考察了郁達夫和王映霞婚變的
真相，還原歷史原本面目，除此還仔細分析了郁達夫的思想、創作、人格和
婚戀觀念。一方面承認他在文學創作上（尤其是舊體詩創作方面）的成就，
但另一方面卻批評他的生活習慣及婚戀觀，認為《紀》的敘述為自己避重就
輕，誇大妻子王映霞的過錯。
2.期刊文評
截至 2020 年 3 月 14 日，在中國知網以「毀家詩紀」為關鍵詞找到的結果僅 5
條，以「郁達夫舊體詩」為關鍵詞找到的結果僅 44 條，十分稀少，且並非都有
提及《紀》，以下概述其中重要的研究成果。
（一） 詹亞園、朱學忠合著的〈郁達夫《毀家詩紀》箋註〉重點對詩中的典故
做箋註，並溯其典故來源。文中說《紀》雖然「情辭哀婉、淒惻動人」 11，
但「有一定想像的成份」12，不可當作史實看待。
（二） 許鳳才的〈《毀家詩紀》的多維詮釋——寫在郁達夫遇難 60 週年之際〉
除了詩、註並讀之外，還以文史互證的方法梳理了婚變一事的來龍去脈。作
者站在郁達夫的角度，認為《紀》紀錄了婚變的史實，「真實而生動地反映
了郁達夫作為一個愛國作家的高尚情懷和精忠報國的光輝人格」13，認為這
組詩可以作為郁氏的「自傳詩史」14。
（三） 〈郁達夫《毀家詩紀》史料新證〉的作者黃世中曾多次親自與王映霞交
談、書信來往，並且存有書簡、照片、訪談等一手資料，並結合王映霞的《請
看事實》
、
《王映霞書簡》
、
《王映霞自傳》
、
《答辯書簡》等資料，為王映霞辯
護，認為婚變的主要原因主要在於「郁達夫那種過時的、落後的婚戀觀念和
性格悲劇」15。
（四） 賀祥麟的〈郁達夫的《毀家詩紀》〉16只挑選《紀》其中幾首梳理其寫
作背景且作賞析，肯定《紀》中將國難和家難交織書寫的寫作特色，以及詩
文並置的藝術手法，甚至認為這組詩可與美國詩人艾略特的《荒原》媲美。
認為郁達夫所寫均為事實。

10

黃世中：〈郁達夫《毀家詵紀》考辨〉
，《傳記文學》2003 年第 4 期。
詹亞園、朱學忠：〈郁達夫《毀家詵紀》箋註〉，
《淮匇煤師院學報》1995 年第 4 期。
12
却註 11。
13
許鳳才：
〈
《毀家詵紀》的多維詮釋——寫在郁達夫遇難 60 週年之際〉
，
《中州學刊》2011 年第
31 期。
14
却註 13。
15
黃世中：〈郁達夫《毀家詵紀》史料新證〉
，《紹興文理學院學報》
，2011 年第 5 期。
16
賀祥麟：〈郁達夫的《毀家詵紀》〉
，《民主》，1990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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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張靜容的〈論郁達夫的舊體詩創作〉中對郁詩的不同主題歸類分析，說
「情累」是他表現悲憤抑鬱的第三個意象，她舉《紀》作為此類代表，並說
這組詩把「道聽途說的東西加以想象，誇大雙方之間的誤解與裂痕」17，認
為這純粹是郁達夫情緒的抒發，不可當作史實看待。
3.博碩士學位論文
（一） 劉斐的〈郁達夫舊體詩研究〉18在「詩與『詩文互見』的藝術」一章中
主要就他不同文體（小說、散文、詩歌）之間的互涉深入探討，說明《紀》
中「詩文互見」的手法除了註明創作時間和背景外，還讓這組詩的自敘性更
為明顯，清晰明了地展示了「婚變」和「毀家」的全過程。
（二） 何永生的〈在懺悔與告白的背後——郁達夫與盧梭自傳文學比較研究〉
19
在「事實的真實與虛假的真實：真假盧梭與真假郁達夫」一章中，從自傳
文學的書寫傳統和將郁達夫與盧梭的自傳作品並置，以平行研究的方法比較
二者的異同，他認為《紀》中的敘事幾乎是虛實各半，有很多「錯誤和偽造」
20
。不但傷害了詩作中所涉之人王映霞，更導火線式地導致了最終的家庭悲
劇。
（三） 左維剛〈郁達夫舊體詩的現代性）21中說《紀》無論是詩文並置的形式，
還是大膽近乎病態的大膽剖析，都是舊體詩的重大突破，使得詩作具有強烈
的現代意義。
綜合上述研究成果，對《紀》的討論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郁達夫在《紀》中所
寫之事屬實，另一種認為《紀》偽造和誇大的成分較多，不可視作史實材料。持
後一觀點者大多有較為充實的論據。同時本文發現，無論是持哪種看法的評者，
都只把討論焦點放在《紀》的內容上，雖然有少數評者提到這組詩作在書寫形式
上的特別之處，卻沒有人深入討論該等書寫形式如何影響這組詩內容的表達，以
及郁達夫如何借用不同書寫形式去處理「真實」。本文將著力於對《紀》的書寫
形式作深入探討。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詩作分析
17

張靜容：〈論郁達夫的舊體詵創作〉
，《漳州師範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爯，2006）
。
劉斐：
〈郁達夫舊體詵研究〉，廣西師範學院碩士論文，2014。
19
何永生：〈在懺悔與告白的背後——郁達夫與盧梭自傳文學比較研究〉
，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
文，2003。
20
却註 19。
18

21

左維剛：〈郁達夫舊體詵的現代性〉
，延邊大學碩士論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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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紀》的數量並不龐大，故本文以 1993 年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郁達夫
舊詩組詩箋註》中《紀》的 20 首詩詞為研究對象，細讀原作，並嘗試結合原註
及多家研究還原郁達夫所敘述「婚變」一事的面貌。除此還將比照王映霞的《王
映霞自傳》
、胡建中的《郁達夫王映霞的悲劇》
，以及魯迅、蔣成德等人對郁、王
婚變一事的看法。此外，本文還將從郁氏的日記和文論中分析他的創作觀念，試
分析這些創作觀念如何影響他對《紀》的體裁的選擇，並嘗試找出他其他作品（包
括詩歌、小說、散文）的例子作比較閱讀。
2.數據統計
本文將會用列表格和列數據等客觀的方式看待這組詩作，從而分析郁達夫在《紀》
中對寫作文體的選擇，例如對律詩和絕句的選擇、為何要以詞來作為《紀》的收
結、《紀》的用典以及如何在不同時候選擇絕句或律詩來書寫不同的感情。

第二章 《紀》的內容及爭議
《紀》包括七律十二首、七絕七首，詞一闋，多次修改後加上序文，說明每首詩
作的創作時間及背景，詳細交代與王映霞的婚變過程。
根據郁達夫所述，
「婚變」一事，主要涉事人有三：郁達夫、王映霞和許紹棣，
郁氏在《紀》原詩和註表示婚變皆因王映霞紅杏出牆和許紹棣插足。多數評者說
他在《紀》中詳細紀錄了「婚變」的過程，但本文認為與其說是紀錄始末，不如
說是在細數王和許之過錯，當中還有不少他本人的想像以及身為小說家本能的藝
術處理。其書寫過程也不只是純粹記事，而是帶有目的地書寫，欲藉助文字為己
辯解。以下分別列出《紀》對王映霞、許紹棣和郁達夫自己的描寫。
第一節 對王映霞的描寫
關於王映霞的描寫，作者在其二中說她「以不慣，仍返杭州……時聞伊有行跡不
檢之謠」
；其三說她嫌富陽「生活太苦，便隨許君紹棣上金華、麗水去同居」
，他
「屢次電促伊（王映霞）來閩，伊終不應」；其四說她多次因許君仍在麗水留宿
而多次「拒絕和我同宿」，又寫她本打算跟許君永久同居，但因許君不答應而終
於「和我一同上了武漢」
；其六寫她「日日……促許君來武漢」
；其九寫她「欲奔
浙江，然經有人勸阻，始重歸武昌寓居」；其十一寫映霞「不關心時事，此次日
寇來侵，猶以為系一時內亂；行則須汽車，住則非洋樓不適意」，又說她對自己
變心是因為嫌棄作者「不事生產」；其十二寫作者發現了王映霞失身一事；其十
八寫「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傾倒於許君，也因為他（許君）是現任浙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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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育行政長官之故」；其十九寫她「將痛改前非，隨我南渡」。22
從這些記述，我們看到郁達夫有意突出妻子行為不檢點、好逸惡勞，對感情不專、
貪慕虛榮、注重享受、崇拜權勢等性格。整組詩中竟無一處提及她的優點。據蔣
成德《思與詩——郁達夫研究》總結，
《紀》提到二人離異的根源有以下四種23：

（一）郁厭虛榮，王慕虛榮
（二）郁恨黃金，王愛錢財
（三）郁欲隱居，王喜熱鬧
（四）郁憎做官，王羨做官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其實將自己和妻子做好壞的二元劃分，有意強調妻子的壞
形象。但事實上王映霞為人是否真就如此呢？ 她在郁達夫發表了《紀》之後也
陸續寫了《答辯》
、
《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等文字，王的敘述與《紀》
的敘述有著很明顯的出入。首先看「注重享受」這一罵名，郁達夫在《紀》原註
中說王映霞來閩與自己同住半年後仍選擇返回杭州，是因為她過不慣福州的苦日
子。但同一件事在王映霞筆下卻有著不同的記載，《王映霞自傳》中說她一開始
想要到福州去陪郁達夫，卻被他回絕，而且最後之所以離開福州，不是因為吃不
了苦，而是因為盧溝橋事變爆發，一家人在商議過後才決定讓王映霞帶著孩子離
開福州返回杭州避難24。至於「行跡不軌」，王映霞在自傳中辯解自己和許紹棣
並沒有做過不見得人之事，所謂的「麗水同居」是「純屬造謠」25，黃世中也在
〈郁達夫《毀家詩紀》史料新證〉中持相同觀點26。雖然蔣成德卻在《思與詩——
郁達夫研究》中以〈汪靜之為郁達夫鳴冤〉一文為據猜測王映霞實際上與當時國
民黨特工戴笠關係不一般，但蔣氏沒有直接證據證明王與許的「婚外情」，因此
郁達夫《紀》中所寫關於王映霞的謠言仍只是謠言。
關於王映霞是否有外遇，至今仍是一個謎團，每位評者的結論中都有猜測的成分，
不足盡信，但若單從《紀》中郁達夫對妻子形象作極端化塑造這一行為，很容易
22

此段引文皆引用郁達夫《毀家詵紀》原文，收錄於將祖怡《郁達夫舊詵組詵箋註》，（杭州：
杭州大學出爯社，1993）
，頁 223-259。
23
蔣成德：《思與詵——郁達夫研究》,（匇京：中國文史出爯社，2011）
，頁 86-99。
24
王映霞回憶貣離開福州一事曾有這樣的記載：
「可惜我還沒住上半年，在這個臨時的家庭剛剛
孜排尌緒時，盧溝橋的炮聲響了。於是商議決定，我帶了殿春先回杭州。却船的陳儀先生的女兒
陳文瑛。」見王映霞：《王映霞自傳》
，（江蘇：江蘇文藝出爯社，1996）
，頁 153。
25
王映霞：《王映霞自傳》
，（江蘇：江蘇文藝出爯社，1996）
，頁 153，頁 166。
26
却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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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他明顯想借《紀》的書寫給王映霞製造輿論壓力，以便在這段關係中為自己
製造道德優勢。
第二節 對許紹棣的描寫
再談郁達夫對許紹棣的描寫，其一說許君平時與自己家裡交往較密，埋下伏筆；
其二寫王映霞屢次在自己面前稱讚許君；其三說自己相信身為教育界領袖的許君
不會在國難之際做出強佔人妻的事；其四說許君不肯正式行結婚手續，暗指許紹
棣在感情中不負責任；其六寫許君因新戀一未婚女士而開始對王映霞疏遠；其七
寫許君稱病不與自己相見；其十二寫許君來信將三十七萬餘港幣存摺交給王映霞；
其二十更是直接將他稱為「小丑」。
從這些描寫當中，我們可以總結出許紹棣強佔人妻、不正義、不負責任、忽視國
難、四處留情、沒有義氣等性格，同樣全是缺點。但胡健中為《王映霞自傳》作
的代序中卻為許君辯解，稱許君為人「方正清廉」27，且「他們（許紹棣和王映
霞）每次相見都有別的朋友在場」28，因此認為許君並不像郁達夫所寫的那麼卑
鄙，他和王映霞的關係也僅止於愛慕和別後的通信。雖然蔣成德在《思與詩——
郁達夫研究》中引用郁達夫書信和海外文集的多處引文指出許紹棣並不如胡健中
說的那樣「方正清廉」，但也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他和王映霞有染，因此《紀》中
如此肯定地指認許紹棣就是第三者，無疑是郁達夫的多疑和想像力在作怪。
第三節 對自己的描寫
至於郁達夫在《紀》中對自己描寫，其一說自己因公事旅居異鄉，十分思念親人；
其二寫國難當頭，自己心繫國運；其三說即使聽聞妻子與好友出軌的謠言，但自
己對妻子和好友還是十分信任；其五專敘國難，不談家愁，主要寫自己對抗日戰
爭勝利的樂觀情緒；其十寫自己仍懷念最初與妻子結合的回憶；其十一寫自己關
心國事，無心顧及妻子，且希望王映霞也能關心國事；其十二寫即使心如死灰，
仍願意與王氏保留夫妻名分；其十三寫自己決定為國犧牲一切；其十四寫故國之
思；其十六寫自己不願離異主要因為不捨得自己的三個孩子；其十八寫自己仍記
住映霞的點滴喜好，但物是人非；其二十寫自己難過，但在國難前面還是決定將
個人愛恨暫時擱置。
在這些描述中，郁達夫為自己塑造了心繫家國、信任妻友、懷念舊情、為國犧牲、
關心孩子等美好的形象，即使稍微提到自己的缺點，例如其十一中說的「不事生
產」，也只是為了襯托王映霞的貪圖名利，對自己的形象造不成任何損壞。
27
28

胡建中：《郁達夫王映霞的悲劇》https://www.9txs.com/book/103425/62965.html
却註 25，頁 166。
307

比較多種資料我們不難得知，郁達夫在書寫《紀》時斷章取義，放大王映霞、許
紹棣的過錯，同時美化和掩飾自己的部分過錯。以下為郁達夫未曾在《紀》提及
的他自身的問題。
黃世中的〈郁達夫《毀家詩紀》史料新證〉中則指出，郁達夫所說的王映霞嫌棄
他「不事生產」其實不應單純從字面上理解，王映霞確實說過郁達夫不事生產，
但王氏這句話卻是在郁達夫揮霍無度、長期出入妓院、煙酒成癮、無節制地購買
書籍的背景下說的，她說這話實際上是希望郁達夫能節約度日，並非像郁達夫所
說那樣是因為貪圖享受。除此之外，郁達夫的婚戀觀念也極為落後。郁氏雖然是
新文學作家，但骨子裡仍是一位舊文人。他與王映霞結婚，不但沒有履行婚前的
承諾（與前妻孫荃離婚）
，還時常回富陽與孫荃同居，而且視王映霞為「下堂妾」
29
，將她比喻為白居易的女妓「樊素」30，對她缺乏基本的尊重。而且，他還帶
有五四知識分子的一個通病，企圖去「創造」或「改造」女性。《許子東現代文
學課》指出「『五四』小說的男女戀愛關係中，男人通常是老師的角色，女人通
常是學生的角色；或者說，男人充當了知識分子的角色，女人代表了被啟蒙的民
眾的地位」31，這類小說便以郁達夫的《春風沉醉的晚上》為代表。作為小說家
的郁達夫竟將這種男女相處的模式搬到現實生活中，以啟蒙者的姿態自居，將婚
姻中的問題和過錯歸咎於女方的落後和未開化。例如他在《紀》中曾批評王氏行
為不檢，因此加強對她的女德教育32，並因王氏平日不關心時事而逼迫她了解時
事33。種種這些行為都體現了郁達夫落後的婚戀觀，認為妻子理應順從於丈夫的
「啟蒙」
，將一己的意願強加於妻子身上，不曾給王映霞應有的尊重。不僅如此，
張溥傑還在《民國情事：此情可待成追憶》中細數了郁達夫的「罪名」，包括酗
酒、用情不一、出爾反爾、常常不告而別、與孫荃仍有舊情等34，這些同樣是導
致這場婚姻悲劇的原因，然而《紀》竟只字不提。
綜上所述，郁達夫在《紀》中一邊倒地醜化王映霞、許紹棣的形象，將一些道聽
途說、尚未印證的謠言當作事實記載於原註中，同時又過於美化自己的形象。在
人物描寫上運用二元對立的模式，凡自己的都是好的，凡他者的都是不好的，凡
是自己的缺點都合情合理，可以原諒，一語帶過，凡是他人的缺點都是不可饒恕
的道德缺陷，定要口誅筆伐。

29
30
31
32
33
34

郁達夫：《毀家詵紀》其八原註有「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遺留品」句。
郁達夫：《毀家詵紀》其十八有「高秋樊素貌應肥」句。
許子東：《許子東現代文學課》
，（上海：三聯書店，2018）
，頁 244。
郁達夫：《毀家詵紀》其九有「朱字勻抄烈女篇」句，即強迫王映霞加強女德意識。
郁達夫：《毀家詵紀》其十一有「閨中日課陰符讀，要使紅顏識楚仇」
。
張溥傑：《民國情事：此情可待成追憶》，
（新華出爯社，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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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紀》典故運用的二元對立
上文講到《紀》的敘事有很明顯的二元對立，這種模式同時也可見於作品中典故
的運用。蔣成德在《思與詩——郁達夫研究》說：「郁達夫對古代文學尤其是古
典詩詞的學習與運用是多方面的。上溯詩騷，下迄晚清，轉益多師，都有繼承」
35
，其中便體現在典故的運用上。對於這些典故他都能夠順手拈來，能夠「借歷
史人物擬定了自我形象」36。蔣氏總結郁詩中的自我形象主要有：
（1）文士形象、
（2）志士形象、（3）英雄形象、（4）忠義形象、（5）隱士形象37。而在僅有 19
首詩和 1 闋詞的《紀》中，我們已經可以找到(2)、(3)、
（4）
，除此之外，本文還
補充了「癡情漢形象」，見下表：
形象

原句及用典

志士形象




「要使紅顏識楚仇」（其十一）用《史記.項羽本紀》之典。
「欲駕飛濤馳白馬」（其十四）用伍子胥為浙江濤神之典。

英雄形象





「自願馳驅隨李廣」（其十三）用大將軍李廣之典。
「欲返江東無顏面」（其十二）用項羽不返江東之典。
「向來豪氣吞雲夢」（其十三）用孟浩然〈望洞庭湖贈張丞相〉
之典。

忠義形象




「楚澤盡多蘭與芷」（其九）用《楚辭.離騷》之典喻己之潔身。
「綠章迭奏通明殿」（其九）用道士祭天齋醮之典。



「綠章迭奏通明殿」（其九）用玉帝殿堂之典。









「杜鵑聲裡過花朝」（其一）用杜鵑聲如「不如歸去」之典。
「省識三郎斷腸意」（其七）用唐玄宗念楊貴妃之典。
「舊地重來，大有沈園再到之感」（其七註）用陸游唐婉之典。
「碧落有星爛昴宿」（其八）用〈長恨歌〉之典。
「佳話頻傳王逸少」（其十）用王羲之之典。
「而今勞燕分歧路」（其十）用「勞燕分飛」之典。
「香殘新篆看全灰」（其十二）用宋代詞人蔣捷〈竹枝詞.一剪梅.
舟過吳江〉之典。



「淚透蕭郎蜀錦衾」（其十九）用梁武帝蕭衍之典。

癡情形象

由此表我們不難看出郁達夫在《紀》中幾乎都是用正面的人物典故自喻，以凸顯
自己完美的形象。同時，他在批評別人的時候都是用負面的典故，見下表：

35
36
37

却註 23，頁 179。
却註 23，頁 113。
却註 23，頁 11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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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原句及用典

批評王映霞








「州似琵琶人別抱」（其七）用《琵琶行》之典。
「扊扅初譜上鯤弦」（其九）用《扊扅歌》之典。
「要使紅顏識楚仇」（其十一）用《史記.項羽本紀》之典。
「惜別清啼陋鹧鴣」
（其十三）典自鹧鴣聲似「行不得也哥哥」
。
「猶似冤禽未死心」（其十九）典自《述異記》。
「私歡彌子」（其二十）用衛靈公寵臣彌子瑕之典。

批評許紹棣




「鳴鳩已佔鳳凰巢」（其四）用《詩經.小雅.小宛》之典。
「衡門牆茨」（其二十）用《詩經.鄘風.牆有茨》之典。

批評其他人




「景升兒子終豚犬」（其二）用《吳曆》之典。
「帝豫當年依姓劉」（其二）用齊帝劉豫之典。

由此可見，郁達夫由於熟識古代經典，在引用典故的時候可以精準地表達自己的
意思，因此他對《紀》中典故做這種二元對立的安排絕非偶然，有意地借助典故
的運用避重就輕，可見《紀》的敘事有明顯修飾的痕跡，實在有借文字為自己辯
解之嫌。

第三章 《紀》對書寫形式的選擇
上文討論了《紀》的內容爭議，以及郁達夫欲借文字為自己辯護的寫作動機。但
除了內容之外，其書寫形式也受到許多評者關注，無論是其組詩形式、詩文並置、
國事家事並置還是自傳式書寫，都曾有評者提及，但都只是點到即止，未曾有學
者分析郁達夫書寫《紀》為何要選擇這些書寫形式，以及這些書寫形式如何幫助
郁達夫達到自己的寫作目的。郁達夫在〈文學的表現體裁之分類〉一文說：「文
學不外乎表現……表現的時候，或因材料的不同，或因表現者的內部要求的互異，
及嗜好氣稟的差別，自然而然在具體的形式上也有各種不同的種類」38。由此可
見，郁達夫在選擇《紀》的體裁時，必有其考慮。以下將仔細分析。
第一節 為何選擇詩的形式
郁達夫於 1936 年至 1938 年創作《紀》，此時他的創作主要以遊記和散文為主，
舊體詩創作的數量不及前期多，那麼他為何在處理「毀家」一事時會重新選擇用
舊體詩的形式書寫呢？
1.本能書寫

38

郁達夫：
〈文學的表現體裁之分類〉
，
《達夫文藝論文集》
，
（香港：港青出爯社，1978）
，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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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百剛曾評價過郁達夫「傳詩而未必盡傳小說」39，郭沫若曾說過：「達夫的詩
詞實在比他的小說或者散文還好」40，劉海粟也曾評價：「我閱遍郁達夫的作
品……覺得最動人的，竟是他的詩詞，能傳世的，也是他的詩詞」41。由此可見，
其詩的藝術水平公認地比其小說要高。另外，詩在郁達夫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是非
常重要的，丁曉萍曾說郁達夫之所以被後世人定義為「愛國主義詩人」，原因有
二：「一是詩歌在郁達夫文學創作中所佔的之比重；二是詩歌在郁達夫生命中所
佔之分量」42。郁達夫自開始文學創作起，就未曾停止過寫詩，詩歌留存於他人
生中的每一個階段，但其小說創作主要集中在《沉淪》出版後的三、四年。而且
在 1936 年的時候，他已經幾乎沒寫小說了，而舊體詩創作反而重新有起勢。
郁達夫作為一位天才創作者，他創作時必然會自覺地做選擇。前面已提到，郁達
夫寫「毀家」一事不僅為了紀錄，還帶有很明確的書寫目的。白話文小說和散文
畢竟不是他最得心應手的書寫形式，因此在處理這麼複雜的題材時，必會選擇更
為擅長的詩作為書寫體裁。
2.對自卑的超越
丁曉萍認為郁達夫有明顯的自卑心理，而寫詩正是他對自卑心理的超越，她認為：
「自卑的核心在於潛意識中認為自己或自己的環境不如別人，當一個人面對現實
世界或外界事物無法把握、無法征服的無可奈何投射到心靈時，自卑心理就產生
了」43。人類的行為都是為了克服和超越自己的自卑感，也就是說，會通過某些
可以獲得優越感的行為來克服原有的自卑感。
郁達夫的自卑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無論是他的詩歌、小說還是散文都隨處可見
極為自卑的「零餘者」形象。其自卑的成因首先因為當時國力的衰弱，中國的衰
弱直接地投射在他的身上，再加上他幼年喪父，父愛的缺席導致他心理上的欠缺。
家境貧窮，體弱多病，無論在身理還是心理上都無法得到基本的滿足，自卑感因
此揮之不去。在他對一切事情都感到自卑的時候，給予他優越感的正是詩歌方面
的天賦，他不但從小便受到師長表揚，還憑藉優秀的成績獲學校獎勵《吳梅村詩
集》
。再到後來，他的詩作有機會登上報紙，更大大增強了他的自信心，其中《自
述詩十八首》中便隨處可見他對自己舊體詩天賦的優越感以及舊體詩在他生命中
扮演的位置，列表如下：
「題詩答問，青蓮已創作新聲；自述成篇，小子徒追隨後武已耳。」（序）
39

孫百剛：《郁達夫外傳》
，（杭州：浙江人民出爯社，1982）
，頁 73。
郭沫若：
〈《郁達夫詵詞抄》序〉
，載於陳子善、王自立編《郁達夫研究資料》
，
（廣州：花城出
爯社，1985），頁 162。
41
轉引趙壽珍：
〈漫談郁達夫詵〉
，載於《郁達夫研究資料》
，
（廣州：花城出爯社，1985）
，頁 165。
42
丁曉萍：
〈舊體詵：郁達夫最本能的寫作方式〉
，
《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爯）》
，2016。
43
却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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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身縱不是如來，謫下紅塵也可哀。」（其二）
「九歲題詩驚四座，阿蓮生小便聰明。」（其六）
「左家嬌女字蓮仙，費我閒情賦百篇。」（其八）
「廣平自賦梅花後，碧海青天夜夜心。」（其九）
「吾生十五無他嗜，只愛蘭台令史書。」（其十二）
「忽憶江南吳祭酒，梅花雪裡初學詩。」（其十二）
「欲把杭州作汴京，湖山清處遍題名。」（其十四）
「來歲桑乾仍欲渡，別離應更有新詩。」（其十八）
十八首當中竟有八首提到「詩」，而且「人言先父喪亡日，小子膏盲疾正深」之
後緊隨的正是「九歲題詩驚四座，阿蓮生小便聰明」，前者言父親喪命、自己命
途不佳，後者言自己詩才異稟、自幼聰明，後者正正是對前者所產生的自卑感的
超越。可見詩歌所帶來的種種優越感都給讓郁達夫克服了因先天條件不足所產生
的自卑感。
「毀家」一事於郁達夫而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給他原本已經自卑的心理造
成更巨大的自卑，在這巨大的自卑感面前，他之所以選擇以舊體詩作為書寫的體
裁，正是因為舊體詩一直以來都是他的優越感來源。以展示才華的方式來包裝「毀
家」之痛，可以彌補因婚變而導致的巨大的自卑感。
3.詩的敘事視角
關於郁達夫對文學主觀色彩的理解，下文將會做更詳細的分析，此處不贅，此處
主要討論他對詩敘事視角的理解如何支持他的的主觀書寫。
他在〈詩論〉中寫到：「詩的旋律韻調……是內部的真情直接的流露」44。這實
際上是借用了《禮記.樂記》的觀點45，所以郁達夫認為詩的實質重在個人感情。
舊體詩這種由心而發的特性決定了詩歌獨特的敘事視角，即通常都以作者的角度
敘述，這在某種程度上允許了郁達夫的主觀敘事。
另外，由於文言的特性，舊體詩中未必都會出現主語，
《紀》除了以第七首的「州
似琵琶人別抱，地猶稽郡我重來」、第十五首的「君去我來他日訟，天荒地老此
時情」和第十六首的「此身已分炎荒老，遠道多愁驛遞遲」外，其他地方均不曾
出現明確的主語。葉維廉的《比較詩學》以孟浩然〈宿建德江〉裡面「移舟泊煙
渚」一句中主語的缺席說明漢字的文法和語法相較於西方文字而言是自如的，文

44

郁達夫：〈詵論〉
，却註 38，頁 63。
《禮記.樂記》有「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弖之感物也。是故其哀弖感者，其聲噍以
殺；其樂弖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弖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弖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弖感
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弖感者，其聲和以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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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並非不能做到細分的作用，並非不能限指，只是在其美感運思中不知不覺的
會超脫這種元素」46，因此在書寫時可以做到省略作品中的主語後語義仍然通順
的效果。主語缺席之後讀者很難確切知道作品的敘述者究竟為何人，敘事者也因
此可以不必局限於作者本人，使用主語與不使用主語的區別在於前者會「特指詩
中的角色，使詩，起碼在語言的層次上，限為一個人的參與……（後者）使詞情
詩境普及化，既可由詩人參與，亦可由你我參與，由於沒有主位的限指，便提供
了一個境或情，任讀者移入直接參與感受」47。《紀》由於使用了文言以及詩這
種體裁，很大程度上允許了詩作中主語的缺席，讀者在閱讀時則更加容易自我代
入詩中的情境，也更加容易信任詩中的敘事及產生同情心。
4.情與體相配合
胡應麟在《詩藪》說：「文章自有體裁，凡為某體，務須尋其本色」48。郁詩七
言較多，《詩概》認為七言詩和五言詩在表達情感時各有其優勢，如下：
五言質

七言文

五言親

七言尊

五言無閒字易，有餘味難

七言有餘味易，無閒字難

五言尚安恬

七言尚揮霍

平澹天真，於五言宜

豪蕩感激，於七言宜

朱少璋也認為文體是一種載體：「載體選得恰當，表達相關的感情也就會更成
功……有經驗的詩人在創作時，一定會考慮體與情的互動又互動的效果」49。
《紀》
除了最後一闋詞之外，其餘全為七言詩，若按《藝概.詩概》的說法，那麼《紀》
採用七言的確易於郁達夫運用更多的技巧（「七言文」）、易於給讀者留下更多解
讀空間（「七言有餘味易」）
、易於容納複雜且頓挫的感情（「豪蕩感激、於七言宜」）
，
因此也大大加強了《紀》的藝術性，便於運用組詩的形式、便於詩文互涉、便於
容納國事和家事，也便於大量用典。
同時，
《藝概.詩概》在談到絕體和律體時，曾引用陸機《文賦》
：
「絕『博約而溫
潤』
，律『頓挫而清壯』」
。
《紀》有絕句七首、律詩十二首，絕句的詩作無論寫的
是毀家之哀還是國事之恨，都較為低沉感傷；相反，律句的詩作則是多以斥責的
語氣記述毀家之事，表達自己的報國之切，較為激昂。若說前者主要寫自己的癡
情與不捨，那麼後者寫的則是自己的怨恨甚至決絕。郁達夫在前面 19 首用七絕
和七律交織而成，實則即是他癡情與決裂兩種感情的不斷交雜。
46

葉維廉：《比較詵學》
，（台匇：東大圖書有限兯司，1983）
，頁 32。
却註 46，頁 34。
48
胡應麟：《詵藪.內篇》
，（上海：上海古籍出爯社，1979），頁 21。
49
朱少璋：
〈體與情的巧妙結合——郁達夫《偶感》賞析〉
，
《語文研究與創作》
，
（香港：浸會大
學語文中弖），第 11 期，200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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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最後一闋詞〈賀新郎〉
，整組《紀》前 19 首都是近體詩，唯獨最後以詞收尾，
這實在無法讓讀者不去思考其用意。眾所周知，詩與詞主要的不同首先在於詞的
佈局不像詩那麼嚴謹，打破了詩在韻律節奏、句法、結構方面的限制，「能言詩
之所不能言」50。在佈局和形式方面，葉嘉瑩說：「詩之為體大多形式整齊，每
句或五字或七字，皆有固定之節奏韻律，因此在誦讀中遂可以產生一種言外的直
接感發之力量；而詞之體式則大多為參差不齊之長短句，就這種體式而言，如果
寫得過於直接，卻並不能產生一種直接感發之力量，乃反而會顯得浮薄和淺露，
缺少了言外的餘味」51。，也就是說，近體詩整齊劃一的節奏本身已經賦予了詩
溫柔敦厚的特性，即使詩中用語淺顯直接，讀起來也會朗朗上口，溫潤和諧。這
是詩的優勢同時也是不足之處，優勢在於可以讓強烈的情緒在整齊的節奏中得到
靜化，達到委婉的效果，不足則在於難以徹底地抒發作者的情緒；相反，詞的句
子長短不一，節奏對內容的靜化也不像詩那麼明顯，因此有助作者更為直接地抒
發強烈的情感。郁達夫在〈賀新郎〉中使用「奇羞」
、
「當死」
、
「恥」
、
「衡門墻茨」、
「癡聾」
、
「忍辱」
、
「小丑」
、
「戴天仇恨」
、
「妓」
、
「驅雉」等帶有強烈情緒的字眼，
可見他無意借書寫靜化自己的情緒，因此使用詞的形式有助自己更直接地抒發強
烈的情緒。另外，詞允許使用仄聲字結尾，而仄聲字相較於平聲字而言更能表達
強烈的情感。
〈賀新郎〉調始見蘇軾詞，原名〈賀新涼〉
，後來將「涼」字誤作「郎」
字，《詞譜》以葉夢得詞作譜。此調聲情沉鬱蒼涼，宜抒發激越情感，郁達夫在
這一闕詞中還用了「四紙」
、
「十六銑」
、
「四支」
、
「四寘」四個仄聲韻，其情緒之
強烈遠非溫柔敦厚的近體詩所能容納。
第二節 為何選擇以組詩的形式
司徒全在《關於中國古典組詩的界定》一文中，認為中國古典組詩是「在同一詩
題下，作者集中創作的、形式一致的，共同表現同一思想的若干首詩歌的集合」
52
，最早可追溯到屈原的《九歌》，而最著名的組詩作品莫過於杜甫的《秋興八
首》。採用這種書寫形式主要有以下優點53：
（1） 擴大詩歌的表現容量和表現力
（2） 增加文體本身的開放性
（3） 形成一定的形式意味
（4） 表現手法更加靈動和多樣
上文已談到舊體詩是郁達夫最本能的創作方式，葉嘉瑩曾說過：「組詩都是有很
50
51
52
53

王國維：《人間詞話》
，（香港：中華書局，1961）
，頁 78。
葉嘉瑩：〈從文學體式與性冸文化談詞體的弱德之美〉
，《人文雜誌》
，2007 年 9 月 15 日。
司徒全：《關於中國古典組詵的界定》
，《語文學刊》
，1998 年第 1 期，頁 6。
楊國榮：《唐代組詵研究》
，福建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2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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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的感情，內心有很大的感動，一首詩真的寫不完，所以才寫成一組詩」 54。
張恩和也說「安定生活了十個春秋的溫暖小家遭到了破壞……這在詩人郁達夫的
內心必然激起洶湧波瀾，因之發而為詩」。郁達夫的《紀》共有二十首，在他所
有的組詩作品中，這一組所容納的數量是最多的，可見「婚變」一事之複雜、對
他的打擊之大，其痛徹心扉遠非一首兩首詩所能概括。
除此，組詩的靈活性讓郁達夫創作時融入更多創作技巧，增強了整組作品的藝術
價值。另一方面，他在繼承傳統組詩歌優勢的時候也大膽地創新，如每詩一序等
手法。同時，由於《紀》並非不間斷地記載事件，因此每一首之間都存在著較大
的張力，容許讀者有不同的想像。另外，除了其一、其二和其三之外，其他詩作
都未知確切的創作時間，因此他可不必遵循創作的時間順序，整理婚變始末，讓
婚變一事以更加清晰的發展順序展示在讀者面前，便於他引導讀者至預設的方向。
可見《紀》選擇組詩這種形式不僅因為所要表達的內容多，還希望藉此引導讀者
的閱讀方向。
第三節 為何詩、註並置
1.補充說明婚變之事
黃愛平在《唐詩詩序研究》中提到詩序的傳統最早可上溯到《詩經》的大、小序。
「大序比較全面地闡明詩歌理論，而小序則直接闡述題旨，有的還表明創作動機，
表明體例，明確結構等」55。詩人之所以要交代詩作創作的背景資料，是為了「為
讀者與作者的交融打下基礎……一方面為審美主體掃清閱讀障礙，另一方面擴大
了作品的接受範圍」56，可謂帶有強烈的目的性。雖然自古已經有詩、序並置的
形式，但古人通常只是藉「序」為詩作加以簡單的補充說明，
「序」只不過是「詩」
的附加品。郁達夫《紀》的註相當於前人的序，但一方面它在長度上已經大大超
越前人，另一方面，左維剛評價郁達夫這種形式「詩文相互補充，又相得益彰」
57
，似乎將註當做整組作品不可分割的部分，「是舊體詩現代性顯現的一個富有
探索意味的典型」58。
《紀》的原註類似於小序，〈郁達夫舊體詩的風格特色〉一文說「如果我們不讀
『紀』，則詩中之旨，撲朔迷離，難以盡悉。這是『詩』與『文』的不同，更是
『用事』之故」59。例如《紀》中第三首，若單從詩作本身解讀，讀者至多能體
會到一個遊子的思家之情，與一般思家詩相比並無什麼特別之處，但他在原註中
54
55
56
57
58
59

葉嘉瑩：〈陶淵明的「真」與「妙」
〉https://kknews.cc/culture/zjlm2l.html
黃愛帄《唐詵詵序研究》,武漢大學碩士論文，2004 年，5 月 1 日。
却註 55。
却註 21，頁 30。
却註 21，頁 29。
却註 7，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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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別點明「（按：因公外出）實就是我毀家之始」
，並且還首次提到了許紹棣，
這無疑是有意想讓讀者將詩作內容與「毀家」和許紹棣聯繫在一起；又如第四首，
單看詩作，只是一首由景到情的普通作品，但原註交代這其實是「在福州王天君
殿裡求得的一張籤詩」60，並且交代了王映霞多次拒絕與自己同房之事，引導讀
者將這首「籤詩」與「毀家」一事聯繫在一起解讀。
其次，詩歌篇幅短小，詩、註並置有助補充因受限於詩歌容量而無法述說的內容。
例如最後一首〈賀新郎〉同時寫國事與家事，篇幅短小的〈賀新郎〉實在難以容
納如此多的內容，難以表達郁達夫志願為國事而暫時將家事擱置的心情，因此為
序解釋。再有，由於《紀》中多處用典，因此原註也起到了幫助讀者解讀典故的
作用，同樣是第二十首，當中用典十餘個，有礙理解，故原註點明這一闋詞所斥
罵的對象是許紹棣，幫助讀者明白詞作中「衡門牆茨」
、
「桑中遺芍藥」
、
「桑中遺
芍藥」
、
「鶯鶯燕子」
、
「私歡彌子」
、
「小丑」
、
「雉」等意象的所指；再如第四首首
句的「雨瀟瀟」和尾句的「鳴鳩已佔鳳凰巢」分別化用《詩.鄭風.風雨》和《詩.
小雅.小宛》之典61，而註中交代王映霞已紅杏出牆一事，助讀者了解到為何會「雨
瀟瀟」，以及「鳴鳩」和「鳳凰」各自的所指。
2.詩的感性及文的理性
《紀》中詩和註存在著十分明顯的張力，《紀》的詩無論是表達思鄉之情、毀家
之恨、國難之憂還是報國之切，都有著十分強烈的感情色彩，相反，原註的情緒
卻沒有那麼強烈，如賀祥麟曾評論說「（《紀》的）註解又寫得非常持平客觀，只
敘事實，絕無義憤辱罵之詞」62。本文認為這種情緒的分裂因為詩和註創作的時
間不同，詩中帶有創作時間背景的句子列表如下：
「離家三日是元宵」（其一）
「中元後夜醉江城」（其三）
「地猶稽郡我重來」（其七）
「鳳去台空夜漸長」（其八）
「大難來時倍可憐」（其九）
「而今勞燕臨歧路」（其十）
「今日梁空泥落盡」（其十七）
「一紙書來感不禁」（其十九）
從上表可見這二十首詩詞是分別在不同的時間創作而成，而且多是在事情發生後

60

却註 1，頁 453。
《詵經.鄭風.風雨》有「風雨瀟瀟」句、《詵經.小雅.小宛》有「宛徃鳴鳩」句。參見陳子展：
《詵經直解》，
（上海：復旦大學出爯社，2015），頁 177 及 401。
62
却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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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時間內創作的，因此創作時尚未平復因事件而受影響的心緒，用字帶有較強烈
的感情。而且詩與詩之間起伏較大，正如賀祥麟說「有的寫得十分含蓄，不僅毫
無鋒芒，甚至不露形跡，若非詩人在每詩之後詳為註釋，讀者很難想象詩人在訴
述自己家庭之大悲劇。
《詩紀》愈到後面，內容愈益直率，或緬懷往昔夫妻恩愛，
情意纏綿，不勝繾綣，或憤怒指斥王映霞失身投靠，字字血淚，悲憤滿腔」 63，
隨著事件的發展，其情緒愈加激動；相反，註的書寫背景是《大風》旬刊特約郁
達夫賜文，郁達夫便「將 1936 年到 1938 年間所寫的詩詞選出詩 19 首、詞 1 闋，
詳加註解並冠名《毀家詩紀》寄出」64，因此註的情緒和語調相對統一，而且明
顯有條理、有組織，是經過情感沉澱和過濾而寫成的，在沉澱和過濾的過程中，
把原本零散細碎的詩組織成一件完整的、有始有末的故事。
3.國事、家事雜糅
將國事與家事雜糅書寫是郁達夫小說中常有的書寫模式，例如短篇小說〈沉淪〉
便將主人公「我」留學日本時的青春壓抑歸咎為國族矛盾，並將自己性慾的無法
得到滿足歸咎於祖國的不夠強大，從愛情和性的壓抑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對
於自己的祖國的難以壓抑的愛的激情」 65，
〈胃病〉和〈茫茫夜〉等作品中都可
找到相似的模式。許子東評論郁氏作品中常常會出現「苦悶」的主題，他說郁達
夫的苦悶有兩個特點，「第一，只要談到民族問題他就苦悶，只要談到日本女人
不理他他就苦悶，看到中國女人跟日本人在一起他又苦悶了；第二只要跟性有關
的問題他都苦悶，他要喜歡女的，女的不理他他就苦悶」66，這種將民族、性和
鬱悶三者並置的模式常常出現於其作品中，可以從兩方面分析。
一方面我們不應質疑他真的心繫祖國，郭沫若在〈望遠鏡中看故人〉中曾肯定他
「是一位倔強的戰士。他熱愛祖國，衷心希望中國人民能得到解放。儘管他一生
的遭遇那樣不幸，但不幸並沒有壓倒他」67。
〈郁達夫的《毀家詩紀》〉中亦提到，
「（《紀》）寫抗日戰爭，寫祖國危難，寫自己工作，逐步深入到自己家事和內心
隱秘和隱痛，即使是痛楚難耐，仍時時對背叛了自己的妻子寄以希望，此中滋味，
真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詩人精神上之重負，可以想見」68。當時國勢衰弱，
青年時期選擇到日本留學的他處處受到日本人的歧視，以此形成強烈的國族自尊
心，
「毀家」期間又正值七.七蘆溝橋事變、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他也的確四處
演講、作政論文、報導戰事、揭露日寇罪行、宣傳抗戰工作，甚至《亂離雜詩》
中幾乎每一首都可見他的愛國情思。因此我們可以肯定郁達夫在「毀家」之際仍
63

却註 62。
却註 31，頁 413。
65
曾華鵬、范伯群：〈郁達夫論〉
，原載於《人民文學》
，1957 年 5、6 月號合期。引自陳子善、
王自立編：
《郁達夫研究資料》
，（香港：三聯書店，1986）
。
66
許子東：〈那麼真實的郁達夫，我一點都不後悔喜歡他〉，《文化》
，（單向街書店，2018）
https://kknews.cc/zh-hk/culture/8zlqo44.html
67
郭沫若：〈望遠鏡中看故人〉，引自陸丹林：《郁達夫詵詞鈔》，
（香港：上海書局，1973）。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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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祖國的情懷，足見「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
但另一方面也不排除他將家、國並置當作是一種提升自己形象、搏得讀者同情的
手段。《紀》很明顯有將國事和家事並置的意圖，郁達夫毀家一事本身已錯綜複
雜，再加上當時戰事，國家正處於危難之中，因此若單純用詩而不用註的話，很
難容納如此多且如此複雜的內容。而且《紀》的二十首詩中，雖然的確部分寫家
事部分寫國事，但如果不看原註，當中的家與國的關係便無法交代清楚，因此註
在這裡也起到一個粘合作用，讓家事和國事之間的關係更為緊密。我們看回《紀》
，
如果將郁、王的婚姻失敗當作是郁達夫的性抑鬱、把許紹棣對自己愛情的「奪取」
當作是知識分子在嚴酷社會裡的不得志，那麼《紀》中「毀家」的始末則剛好符
合「民族·性·鬱悶」的模式，因此他採用詩、註並置的形式很有可能是為了能在
一組以「毀家」為題的詩作中加入更多關於「國家」的描寫，借此升華《紀》的
主題。
第四節 為何選擇自傳式書寫
1.自傳式書寫的定義和發展
《重編國語辭典》對傳記做了以下定義：「（傳記即）專指記述個人事跡的文字」
69
。；楊正潤在《傳記文學史綱》中說：
「傳記是人類的自我紀念」70，並通過比
較研究得出無論中西，「雖然各國的歷史文化淵源各不相同……（但）傳記文學
或具有傳記特點的歷史記載均出現得很早」71。顧名思義，傳記文學即傳記和文
學之融合，在書寫時既「包含傳記的特點，又含有文學的特色……不但要注重真
實性的原則，而且要運用一定的文學手段來為之增色」72。傳記文學必須以真實
存在的人物和真實發生的故事為基礎，並在不違背史實和人物性格的前提下發揮
想像，即強調書寫傳記文學時應同時把握歷史性和文學性。
事實上中國的傳記文學由來已久，根據劉勰《文心雕龍》，我國的傳記文學最早
可以追溯到《史記》：「及史遷各傳，人始區分。詳而易覽，述者宗焉」73。但茅
盾認為，中國的典籍記載中雖有不少人物傳記，但「只是歷史的一部分，目的只
是提供史事參考，沒有成為獨立的文學。」就像胡適之曾評價中國最缺乏的一類
文學即傳記文學。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記史者本身的自覺性，也就是說歷史上史
官這一身份的特殊性要求他們在記史時盡量貼近事實從而缺少文學性的渲染，因
此即使司馬遷在書寫《史記》時運用春秋筆法對人物做主觀的褒貶，但總體而言，
《史記》的文學價值還是遠遠低於其歷史價值。王暉在其著作中以「非虛構的文
69
70
71
72
73

葉兯超：《重編國語辭典》
，（台匇：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兯司，1982）
。
楊正潤：《傳記文學史綱》
，（南京：江蘇教育出爯社，1994）
，頁 27。
却註 70。
藍青：
〈傳記文學之傳記與文學〉，
《藝術百家》，2020 年 A02 期，頁 418。
劉勰著，陸侃如譯：
《文弖雕龍譯註.史傳》
，（濟南：齊魯出爯社，1995）
，頁 241。
318

學」74一詞來形容傳記文學，強調傳記文學畢竟不是歷史，其真實性也與事實有
著不同的內涵，傳記文學中的真實性更加側重的是內在的真實，即「作家本身對
於社會生活，人生歷程的感悟與體驗……是一種創造的真實，是基於某種確切真
實而虛構的真實，更多地包含了作家本身主觀性的內容」75。
在這方面，郁達夫的認識很是深刻，比起前人，他在《紀》中大大增加了文學的
色彩。他曾說「傳記文學，是一種藝術的作品，要點並不在事實的詳盡記載，如
科學之類；也不再示人以好例惡例，而成為道德的教條」76，他很好地通過對事
實的剪裁以及各種文學技巧的運用，成功創作除了一組影響甚巨的詩作，而且根
據藍青認為的傳記文學必須起到激勵讀者的作用這一標準，《紀》中表現出來的
愛國情操也的確激勵了當時國難臨頭的中國人。
歐陽群英稱郁達夫為「最早在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文學性』上深入開拓與實踐」
77
的人。與前人相比不同的是，前人對傳記文學的要求是要在傳記性與文學性之
間取得平衡，而郁達夫似乎並不在意這一層的考慮，雖然他曾說「若要寫新的有
文學價值的傳記，我們應當將他外面的起伏事實與內心的變革過程同時抒寫出來，
長處短處，公生活與私生活，一顰一笑，一死一生，擇其要者，盡量來寫」 78。
然而就實際情況而言，我們不難發現《紀》對事實的剪裁和曲解過甚，其歷史性
遠低於文學性，也就是說他只做到了「擇其要者」，並沒有做到內外兼顧。杜呈
祥認為傳記文學至少符合三點要求79：
（一）須統一史學和文學；
（二）要根據資料細心研究傳記中人的人格和思想等；
（三）要注重文字技巧。
這三點中，郁達夫只做到了第三點，跟前人的傳記文學相比，這是他最大的不同。
這當然也跟他的閱讀經驗有關，他閱讀量既大且廣，當中包含許多外語書籍，曾
收藏的外語書籍共三萬多冊。他最喜歡的外國作家有伊萬.謝爾蓋耶維奇、屠格
涅夫、和盧梭等，其中，盧梭的名著《懺悔錄》便是以私小說的筆調剖析了自己
的生活、思想感情及性格人品，郁達夫深受其影響，曾在《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
回顧》中表示對他的讚美80。另外，他留日的十年（1919-1922）私小說在日本十
分盛行，私小說講究以作者親身經歷作為書寫題材，並以大膽的自我暴露為主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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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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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花城出爯社，1983）
，頁 28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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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群英：〈胡適與郁達夫傳記文學比較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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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因此私小說也常常被評者作為作者的自傳式書寫。當時佐藤春夫、葛西善
藏、谷崎潤一郎等人都是以私小說聞名的作家，郁達夫留日期間閱讀了大量的私
小說，並與佐藤春夫交情甚好，曾直言「在日本現代小說家中，我最崇拜的是佐
藤春夫」81，因此他在創作的時候也受到不少的影響，常常在作品中自我暴露，
並創作出了聞名的自傳體小說如〈沉淪〉
、
〈銀灰色的死〉等。因此在對傳記文學
書寫的認識上，郁達夫很大程度受到西方作家的影響，與中國傳記文學書寫傳統
有很大的不同。
2.主觀色彩
許子東《郁達夫新論》中提到，郁達夫與其他作家截然區分的原因之一就在於他
「強烈的主觀色彩」82，其強烈的主觀色彩主要體現在取材、中心人物的塑造以
及描寫視角三個方面。取材方面，「郁達夫在較大程度上局限於自己的生活，他
筆下的文學畫面，幾乎都是他個人足跡的印痕，一己生活境遇的寫照……僅僅依
據於『一己體驗』和『自我心境』」83；中心人物的形象塑造方面，郁達夫的作
品「幾乎都在塑造一個獨特的形象……即詩人自己的文學形象」84，張恩和也說，
郁達夫作品裡的主角「不論是用第一人稱敘述，或是用第三人稱表現，無不是他
自己的影子和化身」85；而在敘事角度方面，郁達夫的作品都堅持以「自我」為
中心的單一角度敘述。
郁達夫作品中強烈的主觀色彩觀當然其來有自，早在〈自我狂者須的兒納〉中，
他便表示對卡爾巴爾.施米特的崇拜，並對施米特「自我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自
我」的觀點表示讚同。另外，歌德和盧梭更是鞏固了郁達夫對「自我表現」的堅
持，其中，盧梭在《懺悔錄》中赤裸裸地將自己的醜惡公諸於世，這對郁達夫產
生了極深的影響。再有，郁達夫留日期間受到日本文學（尤其是私小說）的影響，
私小說取材於作者的自身經驗，常常暴露自我的私密經驗，以「作者自己所經歷
的身邊瑣事或一時感想」86為書寫題材，要求「作者的生活與作品內容相一致」
87
他曾直言私小說代表作家佐藤春夫的《田園的憂鬱》
、
《指紋》
、
《李太白》等小
88
說是「優美無比的作品」 ，並表示「在日本小說家中，最崇拜的就是佐藤春夫」
89
。這些閱讀經驗逐漸形成了郁達夫「主觀」的創作審美，他曾在《過去集》序
中談及：「藝術品都是藝術家的自敘傳」90。在〈藝術與國家〉中亦直言「藝術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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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完全在一真字上，是古今中外一例通稱的」91。他另外在〈寫作閒談〉
中也談到：「從真善美來說，美與善，有時可以一致，有時可以分家：唯既真且
美的，則非善不成」92。可見他十分讚同「文者人也」和「言為心聲」。
自傳書寫中，「自傳敘述者的敘述權要大於被敘述者的隱私權」93，而且布朗指
出：「人的自我在其認知功能中並不是一面透明的鏡子，可以把現實原則直接傳
達給本我；它具有一種更為主動積極的歪曲變形作用」94，很大程度上允許了「有
選擇的真實」。也就是說，一方面基於自傳書寫的敘事倫理，要求敘事者盡可能
書寫事實，而另一方面，考慮到敘事者記憶及視角的有限，自傳書寫允許「事件
會受到自傳敘述人『當下』情感、心理、文化的影響而導致某種變形」，因此對
於主觀色彩強烈、僅以「單一視角」描寫的郁達夫而言，既可以保證婚變一事的
紀錄足夠貼近敘事者（即自己）眼中的真實，也允許他忽略其他涉事者的聲音，
不必徹底追查整件事情的真實。正如許子東所說：「幾乎任何時候，郁達夫都不
想、也不善於擺脫『我』的目光而作客觀冷靜的觀察與敘述……『我』所不清楚
的一切，被避開了，被省略了」95可見自傳這一書寫形式更有利於作者在書寫中
加入主觀看法。因此他在《紀》的每一首（除第五首外）都附上原註以點明《紀》
的自傳性質，十分有利於他無須顧忌地將未經查實的傳聞寫入《紀》中，以及寫
下自己對「毀家」一事的片面判斷。
3.對自我形象形象的掌控
郁達夫所理解的傳記稍異於常人，他曾指出：「傳記文學，是一種藝術的作品，
要點並不在事實的詳盡記載，如科學之類；也不再示人以好例惡例，而成為道德
的教條。今人的了解此意，而使傳記文學更發展的活潑，帶起歷史傳記小說的色
彩來」96。由此可見，在他眼裡，傳記的文學性理應大於歷史性，因此，「在其
九篇自傳中，郁達夫對事件的選擇、敘述的角度、抒情程度的把握等都非常重視、
充分地利用他手中的一支妙筆，濃縮了從其出生到就讀於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大
約二十年間的生活」97。
看他另一首組自傳性很強的詩作《自述詩十八首》，即是按照自己成長的時間為
順序書寫而成，按朱少璋所說：「主題一貫，自具首尾，結構完整……敘事性很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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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能用感情或時間貫串各詩，無論分讀或合讀，都覺神完氣足」98。可見，在
郁達夫的理解中，自傳文學在真實性方面與其他文學形式沒有本質的區別，都可
以對書寫題材做大程度的剪裁以遷就作品的文學性，因此他「寫入自傳中的多少
是有意為之，目的則是為了塑造那個自己更為認同的自我形象」99。而他自己為
自己設定的形象即是受屠格涅夫影響的「零餘者」形象。「零餘者」起源於俄國
文學，指一些「頭腦清晰，喜歡幻想……不滿當時的黑暗現實；然而由於脫離實
際，脫離群眾，最終一事無成，只能整天滿腹牢騷，成為現實生活中『多餘的人』」。
除了屠格涅夫，郁達夫所喜歡的古典詩人例如黃仲則等，詩作中都有很強烈的「零
餘」色彩。所以，
《紀》選擇自傳體無疑讓他可以「更加直接地將生活中受挫的、
不謹嚴的一面加以渲染，經過想象的潤色，抹上藝術的油彩……把自己打扮成可
憐的落魄的人」100，從而強調「婚變」一事中自己的家無故和無奈。
4.屈辱感
許子東曾提及中國現代文學中，不少作家執著於寫屈辱感，例如沈從文的〈丈夫〉
、
台灣作家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
、黃春梅的〈莎喲哪啦.再見〉等，這是因為屈
辱感比優越感要深刻的多，而且「屈辱感是一個比較文學性的、要探討人性更深
一層的東西」101。郁達夫自己的〈沉淪〉便充滿了「我」的屈辱感。同時他在〈文
學的內在傾向〉中以「古代詞臣的黍離麥秀之歌」、「三閭大夫的香草美人之作」
為例，說明中國文學裡「以殉情主義的文學為最多」102。他又說這種殉情主義常
常是因為作者因精力不足和意志不堅而無法恢復過去的榮華，無法挽回過去的回
憶，而「文學上的這一種殉情主義所有的傾向，大抵是缺少猛進的豪氣與實行的
毅力，只是陶醉於過去的回憶之中……所以殉情主義的作品，總帶有沉鬱的悲哀
詠歎的聲調，舊事的留戀與宿命的嗟怨。尤其是國破家亡，陷於絕境的時候，這
一種傾向的作品，產生得最多」103。郁達夫在《紀》中寫的，正是國破家亡之事，
而若把郁達夫當做是知識分子，把許紹棣當做是「誘騙良家婦女」的官員，那麼
許紹棣對王映霞的掠奪和姦淫對於郁達夫而言無疑是一種屈辱，書寫這種屈辱不
但是郁達夫所擅長，還可以增加《紀》的「沉鬱悲哀的聲調」，讓《紀》的情感
和主題變得更為深刻。
另外，張恩和在《郁達夫研究綜論》說：「當時的中國，正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
社會，帝國主義的欺凌，封建主義的腐敗……有些作家因現實的黑暗，奮發而為
掙扎、反抗和吶喊……也有一些作家，面對現實的黑暗，訴說著感受的痛苦，雖
沒有表現出吶喊的力度，不是起著激勵讀者、鼓舞讀者的作用，卻也是一種對現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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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反映……郁達夫顯然屬於後者」104 。因此，他將自己和許、王二者正邪對
立，把王的背叛和許的無恥歸類為「現實的黑暗」，更可以引起讀者的同情。將
這些內容以一種自傳的形式書寫，則更加可以給讀者一種真實感，把自己置於可
憐的位置，博得同情。
綜上述，郁達夫直接在原註中點明《紀》的傳記性質，不但可以讓他的屈辱感更
為真實，更有助他發揮天才的文筆將一些主觀的判斷和「事實」寫入其中。這實
際上是一種新歷史主義，借讀者對「傳記」這一文類的可信程度將道聽途說的傳
聞當成史實看待，從而將文本轉化為社會公眾的普通認知，在作品中重構「婚變」
的始末。
郁達夫的早期組詩如《西歸雜詠十首》和《秋夜懷人七首》等結構性並不強，雖
然朱少璋在《郁達夫詩注》中說郁達夫組詩「主題一貫，自具首尾，結構完整」
105
，本文卻認為《紀》更像簡單將若干首主題相同的詩作放置在一起。《自述詩
十八首》結構性稍強，但也只是按自己成長時間為序，作絕句十八首以自述，相
較之下《紀》更有意識地發揮各種書寫形式的優勢來達到他的書寫目的，如運用
組詩的形式豐富敘事的內容，讓整個敘事更加立體、用詩文並置的形式擴大敘事
的張力以及增加《紀》對讀者的引導性、將國事和家事並置以提升自己的形象，
升華《紀》的主題，增強整組作品的感染力和層次感。

第四章 結語
《紀》創作於郁達夫個人命運以及國家命運的一個巨大轉折點，既記敘個人婚變
之事，又將之放置在國家存亡的大背景下。此時郁達夫的創作風格已經成熟，其
組詩創作比起早期具有更大的野心，已不再停留於練筆和隨意而作，他更希望借
《紀》的書寫將未經證實的謠言轉化為公共意識，改變人們對「婚變」一事的認
知，醜化王映霞和許紹棣，為己辯護。為了達到這個書寫目的，《紀》結合不同
的書寫形式為一體，包括舊體詩、組詩形式、詩註並置形式，《紀》的這些形式
前人雖都有提及，但都點到即止，不曾分析這些形式如何有助郁達夫達到其寫作
目的和提升《紀》的藝術效果。
郁達夫首先選擇了他最為擅長的舊體詩作為書寫形式，通過書寫克服「毀家」一
事帶給自己的創傷，是一種對自卑的超越，同時也藉舊體詩獨特的敘事視角，包
括用第一視角加強作品的主觀色彩，強調個人的傷痛，以及利用舊體詩人稱可省
略的特點讓讀者更易代入自己的傷痛中；其次，
《紀》通過組詩的形式將 19 首詩
10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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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加 1 闋詞組合在一起，不但可以容納更多「婚變」的細節，還讓整組作品的結
構更加巧妙靈活，便於重新梳理「婚變」始末，引導讀者的閱讀方向；除此，他
還藉助詩、註並置的形式大大增加《紀》的記述篇幅，在註中補充詩歌無法盡言
的內容，糅合感性和理性，讓整組詩的敘事在感人之餘亦有條有理，同時也透過
詩、註的相互補充讓「毀家」的敘事間或摻雜國難的背景，升華整組詩的主題；
此外，他選擇以自傳式書寫的形式來定義這組作品，將《紀》中過於主觀的敘述
合理化，以及強調「毀家」帶給自己的屈辱感。
《紀》融各種書寫形式於一體，形成獨一無二的書寫形式，誠如左維剛所言，
「構
106
成了舊體詩現代性顯現的一個富有探索意味的典型」 。本文逆其道而行，將融
為一體的書寫形式拆分開來，逐種分析郁氏選擇該等形式的原因，以及該形式如
何幫助《紀》達到其寫作目的。當我們討論文學作品時，不應只停留在內容和藝
術方面的探討，書寫形式亦直接影響到作品的表達效果，《紀》正正證明了書寫
過程中書寫形式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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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毀家詩紀》原詩及註）
（其一）
離家三日是元宵， 燈火高樓夜寂寥。
轉眼榕城春欲暮， 杜鵑聲裏過花朝。
（原註）
和映霞結褵了十餘年，兩人日日廝混在一道，三千六百日中，從沒有兩個月以上
的離別。自己亦以為是可以終老的夫婦，在旁人眼裏，覺得更是美滿的良緣。生
兒育女，除夭殤者不算外，已經有三個結晶品了，大的今年長到了十一歲。一九
三六年春天，杭州的「風雨茅廬」造成之後，應福建公洽主席之招，隻身南下，
意欲漫遊武夷太姥，飽采南天景物，重做些記遊述誌的長文，實就是我毀家之始。
風雨南天，我一個人羈留閩地，而私心惻惻，常在思念杭州。在杭州，當然友人
也很多，而平時來往，亦不避男女，友人教育廳長許紹棣君，就系平時交往中的
良友之一。
（其二）
擾攘中原苦未休，
諸娘不改唐裝束，
忽報秦關懸赤幟，
景升兒子終豚犬，

安危運繫小瀛洲。
父老猶思漢冕旒。
獨愁大劫到清流。
帝豫當年亦姓劉。

（原註）
這一年冬天，因受日本各社團及學校之聘，去東京講演。一月後，繞道去台灣，
忽傳西安事變起，匆匆返國，已交歲暮。到福建後，去電促映霞來閩同居。宅系
光祿坊劉氏舊築，實即黃莘田十硯齋東鄰。映霞來閩後，亦別無異狀，住至一九
三七年五月，以不慣，仍返杭州。在這中間，亦時聞伊有行跡不檢之謠，然我終
不信。入秋後，因友人郭沫若君返國，我去上海相見，順道返杭州；映霞始告以
許紹棣夫人因久病難愈，許君為愛護情深，曾乞醫生為之打針，使得無疾而終，
早離苦海。
（其三）
中元夜後醉江城， 行過嚴關未解酲。
寂寞渡頭人獨立， 滿天明月看潮生。
（原註）
「八.一三」戰事繼「七.七」而起,，我因阻於戰事，便自陸路入閩，於中元後一
夜到嚴州。一路曉風殘月，行旅之苦，為從來所未歷。到閩侯，欲令映霞避居富
陽，於富春江南岸賃得一屋。然住不滿兩月，映霞即告以生活太苦，便隨許君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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棣上金華、麗水去同居了。其間曲折，我實不知。只時聞自浙江來人言，謂許廳
長新借得一夫人，倒很快樂，我亦只以一笑付之。蓋我亦深知許廳長為我的好友，
又為浙省教育界領袖，料他乘人之危，佔人之妻等事，決不會做。況且，日寇在
各地之奸淫擄掠，日日見之報上，斷定在我們自己的抗戰陣營裏，當然不會發生
這種事。但是，人之情感，終非理智不能制服，利令智昏，欲自然亦能掩智。所
以，我於接到映霞和許君同居信後，雖屢次電促伊來閩，伊終不應。
（其四）
寒風陣陣雨瀟瀟， 千里行人去路遙。
不是有家歸未得， 鳴鳩已占鳳凰巢。
（原註）
這是我在福州王天君殿裏求得的一張簽詩。正當年終接政治部電促，將動身返浙
去武漢之前後。詩句奇突，我一路上的心境，當然可以不言而喻。一九三八年一
月初，果然大雨連朝；我自福州而延平，而龍泉、麗水。到了寓居的頭一夜，映
霞就拒絕我同房，因許君這幾日不去辦公，仍在麗水留宿的緣故。第二天，許君
去金華開會，我亦去方巖，會見了許多友人。入晚回來，映霞仍拒絕和我同宿，
謂月事方來，分宿為佳，我亦含糊應之。但到了第三天，許君自金華回來，將於
下午六時去碧湖，映霞突附車同去，與許君在碧湖過了一晚，次日午後，始返麗
水。我這才想起了人言之嘖嘖，想到了我自己的糊塗，於是就請她自決，或隨我
去武漢，或跟許君永遠同居下去。在這中間，映霞亦似曾與許君交涉了很久，許
君似不肯正式行結婚手續，所以過了兩天，映霞終於揮淚別了許君，和我一同上
了武漢。
（其五）
千里勞軍此一行，
春風漸綠中原土，
磧裏碉壕連作寨，
驅車直指彭城道，

計程戒驛慎宵征。
大纛初明細柳營。
江東子弟妙知兵。
佇看雄師復兩京。

（其六）
水井溝頭血戰酣， 台兒庄外夕陽曇。
平原立馬凝眸處， 忽報奇師捷邳郯。
（原註）
四月中，去徐州勞軍，並視察河防，在山東、江蘇、河南一帶，冒烽煙炮彈，巡
視至一月之久。這中間，映霞日日有郵電去麗水，促許君來武漢，我亦不知其中
經過。但後從許君一封來信中推測，則因許君又新戀一女士，與映霞似漸漸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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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遠之意。
（其七）
清溪曾載紫雲回，
州似琵琶人別抱，
傷心王謝堂前燕，
省識三郎腸斷意，

照影驚鴻水一隈。
地猶稽郡我重來。
低首新亭泣後杯。
馬嵬風雨葬花魁。

（原註）
六月底邊，又奉命去第三戰區視察，曾宿金華雙溪橋畔，舊地重來，大有沈園再
到之感。許君稱病未見。但與季寬主席等一談浙東防務、碧湖軍訓等事。
（其八）
鳳去台空夜漸長， 挑燈時展嫁衣裳。
愁教曉日穿金縷， 故繡重幃護玉堂。
碧落有星爛昴宿， 殘宵無夢到橫塘。
武昌舊是傷心地， 望阻侯門更斷腸。
（原註）
七月初，自東戰場回武漢，映霞時時求去。至四日晨，竟席卷所有，匿居不見。
我於登報找尋之後，始在屋角撿得遺落之情書（許君寄來的）三封，及洗染未乾
之紗衫一襲。長夜不寐，為題「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遺留品」數字於紗衫，聊以
泄憤而已。
（其九）
敢將眷屬比神仙，
楚澤盡多蘭與芷，
綠章叠奏通明殿，
亦欲賃舂資德曜，

大難來時倍可憐。
湖鄉初度日如年。
朱字勻抄烈女篇。
扊扅初譜上鯤弦。

（原註）
映霞出走後，似欲重奔浙江，然經友人勸阻，始重歸武昌寓居。而當時敵機轟炸
日烈，當局下令疏散人口，我就和她及小孩、伊母等同去漢壽澤國暫避。閑居無
事，做了好幾首詩。因易君左兄亦返漢壽，贈我一詩，中有「富春江畔神仙侶」
句，所以覺得慚愧之至。
（其十）
猶記當年禮聘勤， 十千沽酒聖湖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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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燒絳蠟遲宵柝， 細煮龍涎涴宿熏。
佳話頗傳王逸少， 豪情不減李香君。
而今勞燕臨歧路， 腸斷江東日暮雲。
（原註）
與映霞結合事，曾記在日記中。前塵如夢，回想起來，還同昨天的事情一樣。
（其十一）
戎馬間關為國謀， 南登太姥北徐州。
荔枝初熟梅妃里， 春水方生燕子樓。
絕少閑情憐姹女， 滿懷遺憾看吳鉤。
閨中日課陰符讀， 要使紅顏識楚仇。
（原註）
映霞平日不關心時事，此次日寇來侵，猶以為系一時內亂；行則須汽車，住則非
洋樓不適意。伊言對我變心，實在為了我太不事生產之故。
（其十二）
貧賤原知是禍胎， 蘇秦初不慕顏回。
九州鑄鐵終成錯， 一飯論交竟自媒。
水覆金盆收半勺， 香殘心篆看全灰。
明年陌上花開日， 愁聽人歌緩緩來。
（原註）
映霞失身之夜，事在飯後，許君來信中（即三封情書中之一），敘述當夜事很詳
細。當時且有港幣三十七萬餘元之存折一具交映霞，後因換購美金取去。
（其十三）
並馬氾洲看木奴， 粘天青草覆重湖。
向來豪氣吞雲夢， 惜別清啼陋鷓鴣。
自願馳驅隨李廣， 何勞叮囑戒羅敷。
男兒只合沙場死， 豈為淩煙閣上圖。
（原註）
九月中，公洽主席復來電促我去閩從戎，我也決定為國家犧牲一切了，就隻身就
道，奔赴閩中。
（其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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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羅東望路迢迢， 郁怒熊熊火未消。
欲駕飛濤騎白馬， 瀟湘浙水可通潮。
（原註）
風雨下沅湘，東望汨羅，頗深故國之思，真有伍子胥怒潮沖杭州的氣概。
（其十五）
急管繁弦唱渭城，
歌翻桃葉臨官渡，
君去我來他日訟，
禪心已似冬枯木，

愁如大海酒邊生。
曲比紅兒憶小名。
天荒地老此時情。
忍再拖泥帶水行。

（原註）
重入浙境，心火未平。晚上在江山酒樓聽江西流娼唱京曲〈烏龍院〉，終於醉不
成歡；又恐他年流為話柄，作離婚的訟詞，所以更覺冷然。
（其十六）
此身已分炎荒老， 遠道多愁驛遞遲。
萬死干君唯一語， 為儂清白撫諸兒。
（原註）
建陽道中，寫此二十八字寄映霞，實亦已決心去國，上南洋去作海外宣傳。若能
終老炎荒，更系本願。
（其十七）
去年曾宿此江濱， 舊夢依依繞富春。
今日梁空泥落盡， 夢中難覓去年人。
（原註）
宿延平館舍，系去年舊曾宿處，時僅隔一年，而國事家事竟一變至此！
（其十八）
千裏行程暫息機，
身同華表歸來鶴，
老病樂天腰漸減，
多情不解朱翁子，

江山依舊境全非。
門掩桃花謝後扉。
高秋樊素貌應肥。
驕俗何勞五牡騑。

（原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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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到洪山橋下，系與映霞同遊之地，如義心樓之沙貼，為映霞愛吃的鮮魚。年餘
不到，風景依然，而身邊卻大變了。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傾倒於許君，也
因為他是現任浙江最高教育長官之故。朱翁子皓首窮經，終為會稽郡守，古人量
亦太窄，然亦有至理。
（其十九）
一紙書來感不禁，
誰知元鳥分飛日，
秋意著人原瑟瑟，
沈園舊恨從頭數，

扶頭長夜帶愁吟。
猶剩冤禽未死心。
侯門似海故沈沈。
淚透蕭郎蜀錦衾。

（原註）
到閩後即接映霞來書，謂終不能忘情獨處，勢將於我不在中，去浙一行。我也已
經決定了隻身去國之計，她的一切，只能由她自決，顧不得許多了。但在臨行之
前，她又從浙江趕到了福州，說將痛改前非，隨我南渡，我當然是不念舊惡的人，
所以也只高唱一曲〈賀新郎〉，投荒到這炎海中來了。
（其二十〈賀新郎》）
憂患余生矣，縱齊傾錢塘潮水，奇羞難洗，欲返江東無面目，曳尾涂中當死。恥
說與，衡門墻茨，親見桑中遺芍藥，學青盲，假作癡聾耳，姑忍辱，無多事。
匈奴未滅家何恃，且由他，鶯鶯燕燕，私歡彌子。留取吳鉤拚大敵，寶劍豈能輕
試，殲小醜，自然容易，別有戴天仇恨在，國倘亡，妻妾寧非妓，先逐寇，再驅
雉。
（原註）
許君畢竟是我朋友，他姦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敵寇來姦淫要強得多。並且大難
當前，這些個人小事，亦只能暫時擱起，要緊的，還是在為我們的民族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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