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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張愛玲筆下的留洋人士形象－ 

以米晶堯、婁囂伯、佟振保、王嬌蕊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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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兼於中國傳統與西方新潮之間，張愛玲選擇了思索舊生活方式的衰敗破落面以及新經濟社

會的畸型變態面，選擇了透視它們的陰暗面與悲劇面，而在當時的殖民社會中，那些海外留洋、

學成回國的角色，也正是兼雜於中西文化間最典型的人物，〈紅玫瑰與白玫瑰〉裏與友人妻子

私通的佟振保、〈留情〉中休妻納妾的米晶堯、〈鴻鸞禧〉裏蔑視妻子的婁囂伯；他們都是新思

潮、新道德下的新國民，但他們內心所認知的，卻又是傳統中國最迂腐的部份，其內心逐漸分

裂成矛盾、衝突的自我，交融成癱軟模糊的歸國學人，這些夾雜在舊派思維與新派作風之間的

男性，或多或少都拿了雞毛當令箭，借用文化傳統或自由新潮來辯護自我私心；然而另一位留

洋女性－王嬌蕊，則是少見的、勇於追求自我的女性，張愛玲藉著她的舉止言語，透露出女性

獨立的意識與尊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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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ge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modern thought, Ai-Ling Chang chose to think and 

write about the dark side of Shanghai society and morality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 

characters who studied abroad were typical: e.g., Tung Jen-Bau had an illicit affair with his friend’s 

wife; Mi Jing-Yau divorced his wife to marry a younger woman; Lou Shiau-Bo always belittled his 

wife.  Although they all possessed modern knowledge while retaining old notions, they became 

blurred and addlepated intellectuals.  However, Wang Jiao-Rei was a very special woman in Chang’s 

story, being brave to chase after her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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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張愛玲的小說通常被形容以無奈、蒼涼、悲哀，她塑造

了一系列醜陋、自私、無能、墮落的男性，也描繪了一群變

異的、奴化的、物化的女性悲劇，她不但透露出人性最深沉

的黑暗面，也細細道出求生存的委曲與苦澀。 

  要談張愛玲筆下的人物，就不得不談及她的童年生活，

在她身上或許真實印證了童年生活影響一生的觀念，至少，

她的童年生活確實左右了她觀察世界的「心眼」。張愛玲的

父親是個典型的「遺少」，抽鴉片、逛窯子、娶姨太太、吟

風弄月，卻性情乖戾、暴躁，她的母親則來自非常西化的家

庭，帶著濃厚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父母親長期的感情不

睦，後至離異，在張四歲時，母親便拋下她獨自到英國留學，

使她年幼便失去母愛，與殘酷的父親、無情的繼母共同生

活，有如活生生地坐監一般，這使她對「家」的描繪並不是

溫馨、溫暖的，而是一種透著死亡的淒然與冷峻。後來，在

乳母的幫助下，張愛玲逃出了牢籠般的父親家，轉而投入了

母親家，但她所遭遇的並非她所期待的，她的母親並沒有展

開雙手迎接這個女兒，而是時常懷疑這個女兒是否值得自己

做出犧牲，斤斤計較的母愛，造成張愛玲精神上莫大的創

傷，「童年的創傷、冷漠的親情、家族的陰影、時代的沉淪

構成了她荒涼的精神家園」（李霞芬，2004），童年與親子之

情的雙重失落，也使得張愛玲的小說基調充滿淒涼孤獨之

感。 

  兼於中國傳統與西方新潮之間，張愛玲選擇了思索舊生

活方式的衰敗破落面以及新經濟社會的畸型變態面，選擇了

透視它們的陰暗面與悲劇面，而在當時的殖民社會中，那些

海外留洋、學成回國的角色，也正是兼雜於中西文化最典型

的人物，在張愛玲小說中，他們大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男

性，從事著社會上頗為體面的工作，他們有著一付「現代人、

好男人」的形象，例如〈紅玫瑰與白玫瑰〉裏，活在「好人」

與「真人」之間雙重人格的佟振保、〈留情〉中想著「晚年

可以享一點清福豔福」的米晶堯、以及經常不回家的楊先

生，〈鴻鸞禧〉中在人前扮演著「好丈夫」與「開明父親」

的婁囂伯，〈年輕的時候〉喜歡幻想的潘汝良，〈五四遺事〉

裏為追求自由戀愛而二度離婚，但最後還是實施多妻制的羅

先生等，這些夾雜在舊派思維與新派作風之間的男性，或多

或少都拿了雞毛當令箭，借用了文化傳統或自由新潮來辯護

自我私心，而本文則嘗試以〈紅玫瑰與白玫瑰〉裏的佟振保、

王嬌蕊，〈留情〉的米晶堯，〈鴻鸞禧〉的婁囂伯為例，討論

張愛玲所塑造的留洋人物形象。 

 

二、淺薄的留洋形象 

  〈鴻鸞禧〉敘述抗戰時期的上海，一個暴發戶的官商人

家，替兒子籌辦婚事的經過，婁大陸和邱玉清這對年青人，

操辦著上海新舊交雜的婚禮，而背後有大陸的父母親，這一

雙年老的怨偶作底，描寫出女性在婚前、婚禮中以及婚後所

呈現的各種姿態。婁家男主人（囂伯）是位留洋歸國的「讀

書人」，生活裏盡是些洋式品味； 

她丈夫婁囂伯照例從銀行裏回來得很晚，回來了，急等著娘

姨替他放水洗澡，先換了拖鞋，靠在沙發上休息，翻翻舊的

《老爺》雜誌。美國人真會做廣告。汽車頂上永遠浮著那樣

輕巧的一片窩心的小白雲。「四玫瑰」牌的威士卡，晶瑩的

黃酒，晶瑩的玻璃杯擱在棕黃晶亮的桌上，旁邊散置著幾朵

紅玫瑰－－一杯酒也弄得它那麼典雅堂皇。囂伯伸手到沙發

邊的圓桌上去拿他的茶，一眼看見桌面的玻璃下壓著的一隻

玫瑰紅鞋面，平金的花朵在燈光下閃爍著，覺得他的書和他

的財富突然打成一片了，有一種清華氣象，是讀書人的得

志。囂伯在美國得過學位，是最道地的讀書人，雖然他後來

的得志與他的十年窗下並不相干（張愛玲，1993，頁 39）。 

在美國得過學位的婁囂伯，是個「讀書種子」，在銀行工作，

具有一定的社經地位，回家後會換「拖鞋」、穿「浴衣」，客

廳裏坐的是洋傢俱「沙發」，喝的是高級名牌洋酒「四玫瑰」

威士忌，讀的是代表歐美時尚的《老爺》雜誌，審美觀是「典

雅堂皇」與「清華氣象」，他甚至能跟未過門的媳婦談論時

事發展，滔滔不絕一兩個小時，他的行為舉止是如此「新

派」；然而，這些洋式形象，都是由吃、喝、用、穿等外在

物質所堆疊起來的，甚至其言談所及也只是「表面功夫」而

已。 

  「表面功夫」正是婁囂伯的性格特色，「戴眼鏡，團白

臉，和他太太恰恰相反，是個極能幹的人，最會敷衍應酬。

他個子很高，雖然穿的是西裝，卻使人聯想到『長袖善舞』。」

（張愛玲，1993，頁 39）。「敷衍應酬」、「長袖善舞」就是

將「表面功夫」做得漂亮，做得極至，做得真假難分；「他

的應酬實際上就是一種舞蹈，使觀眾眩暈嘔吐的一種團團轉

的，顛著腳尖的舞蹈。」（張愛玲，1993，頁 39）婁先生的

身段極為柔軟卻帶著油膩，粉酥滑稽的團白臉，卻掂腳跳著

優雅的芭蕾，這種畫面造成極不協調的反差，犀利地諷刺著

婁先生的高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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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過洋的婁囂伯瞧不起太太，不滿意她鴨屁股式的髮

型，不滿意她穿雪青的襪子，不滿意她把襪子捲到膝蓋底

下，旗袍又老露出一截黑黃絲葛褲子，不滿意她粗鄙俗氣的

模樣，「他心裡對他太太說：不要這樣蠢相好不好？」（張愛

玲，1993，頁 40）。因為囂伯一直努力用「典雅堂皇」的「吃、

喝、穿、用、言、談」所遮蓋掩飾的，正是這份寒傖的、粗

俗的原型。這對老年怨偶的相處模式，也完全符合了囂伯的

「表面功夫」性格；  

她向來多嫌著旁邊的人的存在的，心裡也未嘗不明白，若是

旁邊關心的人都死絕了，左鄰右舍空空地單剩下她和她丈

夫，她丈夫也不會再理她了；做一個盡責的丈夫給誰看呢？

她知道她應當感謝旁邊的人，因而更恨他們了。（張愛玲，

1993，頁 40）。 

「焦躁的，但仍然是商量的口吻」，為的是他「出名的好丈

夫」形象， 

她是當著人故意要欺凌婁先生，表示婁先生對於她是又愛又

怕的，並不如外人所說的那樣。而婁先生是當著人，他向來

是讓她三分。她平白地要把一個潑悍的名聲傳揚出去，也自

由她，他反正已經犧牲了這許多了，索性好丈夫做到底 （張

愛玲，1993，頁 40）。 

婁囂伯當個「好丈夫」是為了「出名」，這對夫妻之所以「相

處」，是為了給「旁人」看，其夫妻關係之存在價值，不在

自己，而在於別人，他們一切作為的「選擇」邏輯，都是因

為「當著人」，婁氏夫婦「就這樣一個紅臉、一個黑臉地分

工合作，配合良好地在外人面前演出一場一場招人批評，自

己內心滿不是滋味的人生大戲。」（楊昌年，1999）在婁家

科學新派的婚禮中，不見哪裏有富於學問見識的媳婦，只見

得一位「裝腔作勢」、「唯妙唯肖」的洋派父親。 

  〈留情〉裏也有一位與婁先生條件差不多的的歸國人士

－米晶堯，他在國外拿了學位，回國後又在銀行擔任高級職

位，一切外在條件都與婁囂伯相去不遠，但行事風格卻大相

逕庭。〈留情〉描寫米晶堯與淳于敦鳳這對相差二十三歲的

老夫少妻的午後片段，沒有溫度的生活細節，所言所觸的一

切都透著「冷」，就像他們家中火盆裏的炭，「如同冰屑」

似的，發出「輕微的爆炸」，這兩人結合全是為現實考量，

沒有愛情，彼此都意識到各自生活的碎裂，雖不是那種驚天

動地的痛，卻是永恒且無可改變的。米晶堯所表現出來的「溫

文爾雅」形象，與婁囂伯洋腔洋調有著明顯的不同，他的舉

止格調也可以在「吃、喝、穿、用」上面顯現出來； 

米先生回到客室裏，立在書桌前面，高高一疊子紫檀面的碑

帖，他把它齊了一齊，青玉印色盒子，冰紋筆筒，水盂，鑰

匙子，碰上去都是冷的；陰天，更顯得家裏的窗明几淨。（張

愛玲，1993，頁 10） 

米先生用的全是些中國器皿，帖、盂、筆筒、印盒等，但在

米先生手裏，這些陶瓷器物並沒有文人的情感與溫暖，它們

竟如冰雪般、毫無生氣的物件。在言談舉止上，米先生； 

說起看戲，米先生就談到外國的歌劇話劇，巴里島上的跳

舞。楊老太太道：米先生到過的地方真多！米先生又談到坎

博地亞王國著名的神殿，地下鋪著二尺厚的銀磚，一座大

佛，周身鍍金，飄帶上遍鑲紅藍寶石。（張愛玲，1993，頁

11） 

他談得不是婁囂伯那些虛浮的洋菸、洋酒、洋車、洋房、洋

洋灑灑、洋洋得意，而是戲劇、舞蹈、宗教、信仰等文藝話

題，這兒顯示出米晶堯是位有學問、有內涵的知識份子，他

的談吐儀態似乎不辜負一個「讀書人」的素質，在舉止上，

米先生總是小心翼翼地替敦鳳拿大衣、拿網袋、捧栗子、攔

黃包車，有著西洋人的紳士風範，又有著東方文人的儒雅氣

質，正如楊老太太心裏想的，「股票公司裏這樣有地位的人，

又這樣有學問，新的舊的都來得，又知禮，體貼——真讓敦

鳳嫁著了…」（張愛玲，1993，頁 11）。在楊老太太心裏，

再婚的敦鳳算是撿到寶了。 

  其實，米先生對前妻與敦鳳是十分不同的，前者是「又

吵又鬧」、「對打對罵」，也因著吵鬧打罵反而熱絡些、親

近些、觸心些；現在這位只剩下客套的、遙遠的、小心的、

虧欠的「謝謝」與「對不起」而已，敦鳳認為米晶堯是個年

老無為的男人，「可畢竟是男人」，挨著他的肩膀覺得平安，

「經過婚姻的冒險，又回到可靠的人手中」，米晶堯這個曾

經留過洋，頗具知識背景的男人，在淳于敦鳳的眼裏，畢竟

也還是個「男人」而已。 

  相較於婁囂伯這位「演技派」的父親鮮少真心、鮮少感

觸，徒以衣食堆疊的狀似優雅高級；米晶堯倒像是富於真情

的人物，年老的他，不斷回憶起與前妻的一些辛酸苦澀，生

活裏的點點滴滴； 

米先生不由得想起從前他留學的時候。……他第一個孩子是

在外國生的，他太太是個女同學，……太太脾氣一直是神經

質的，後來更暴躁，……只記得一趟趟的吵架，沒什麼值得

紀念的快樂的回憶，然而還是那些年青痛苦，倉皇的歲月，

真正觸到了他的心，使他現在想起來，飛灰似的霏微的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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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都走到他眼睛裏面去，眼睛鼻子裏有涕淚的酸楚（張愛

玲，1993，頁 11）。 

米晶堯總在新妻依偎身旁時，想起了老妻，想起從前的一

切，從前的喜怒哀樂、酸甜苦辣，那些痛苦倉皇的回憶，像

是就在眼前發生一般，真真實實、貼貼切切的撞擊著他的內

心，米晶堯有別於那些中國舊式遺老、遺少作風，憑著自己

的高權位、高經濟，明著暗著討姨太太，米有著歐美習得的

知識，更有著儒雅的風範，他絕不走迂腐蠻橫的行逕，而是

利用洋派的新形式來「成全」自己的三妻四妾念頭，「這一

次他並沒有冒冒失失衝到婚姻裏去，卻是預先打聽好、計劃

好的，晚年可以享一點清福豔福……」（張愛玲，1993，     

頁 11）。於是，米晶堯與年老臥病的原配離婚，又與敦鳳

再婚； 

「結婚證書是有的，配了框子掛在牆上，上角凸出了玫瑰翅

膀的小天使，牽著泥金飄帶，下面一灣淡青的水，浮著兩隻

五彩的鴨，中間端楷寫著：米晶堯…現年五十九歲…淳于敦

鳳…三十六歲……」（張愛玲，1993，頁 11）。 

雖說年齡不是距離，只可惜這不是一場戀愛，而是一份交

易。張愛玲在〈留情〉中的用語並不苛薄，但非常沉重，即

使敦鳳是妻子、是「太太」，有紙為證。但是，她與他的內

心都深刻地明白，甚至兩人總是不經意地表露出，敦鳳只是

一位「姨太太」，米晶堯不是娶妻，是納妾，是買妾，新瓶

裏裝的還是舊醬油。 

  張愛玲所筆下的歸國學子中，佟振保算是描寫得最細膩

鮮活的人物，佟振保是故事裏的主要「視角」，他是張愛玲

頗深入描繪的男性形象之一，也是最經常被拿出來探討的主

人翁，振保的「好青年」形象也多半藉著「曾經出洋」這件

事來背書； 

他是正途出身，出洋得了學士，並在工廠實習過，非但是真

才實學，而且是半工半讀赤手空拳打下來的天下（張愛玲，

1993，頁 57）。 

他出身寒微，曾到英國留國，憑著自己的努力，赤手空拳地

打下了一片事業，成為上海一家老牌外國商社的高級職員，

當出身貧苦的振保因為留了學，他的寒傖就不是寒傖，而是

一種洋派的俗氣，「一般富貴閒人與文藝青年前進青年雖然

笑他俗，卻都不嫌他，因為他的俗氣是外國式的俗氣。」（張

愛玲，1993，頁 58）。這種「外國式的俗氣」，使振保在誠

懇、厚道之餘，依舊仔仔細細地盤算著自己的人生，衡量著

自己的前途，做著一件又一件「精刮上算」的事情，在外人

眼光看來，佟振保是極成功的，他兼具著事業與家庭的美

滿，他是個「最合乎理想」的「中國現代人物」。 

 

三、分裂的自我認同 

  〈紅玫瑰與白玫瑰〉是張愛玲早期的作品，探討著上海

在民國時代的風貌，但故事一開始便透露出父系權威下的偏

執對立，當然，這是佟振保的眼光，一個留洋中國青年的眼

光，以男性語言刻板地將女人截然二分，切割成「紅玫瑰」

與「白玫瑰」、「淫蕩」與「貞潔」、「熱情」與「靜默」、「被

鄙視」與「被尊崇」等彼此對立的兩類； 

娶了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了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

還是「床前明月光」；娶了白玫瑰，白的便是衣服上沾的一

粒飯黏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 （張愛玲，1993，

頁 57） 

這種簡單的二元論，不但純於中國傳統思想內，也普遍存在

於西方思維，如竇娥與潘金蓮、趙五娘與閻惜姣、夏娃與瑪

麗亞、克麗歐佩特拉與聖女貞德等。在佟振保眼裏，玫瑰、

王嬌蕊須歸入巴黎妓女這一類，而妻子孟煙鸝自然是歸入他

所「隨身攜帶」的「對的世界」一類，他的太太孟煙鸝「才、

貌、學、品」兼備，是一位妻子的完美範本，「他太太是大

學畢業的，身家清白、面目姣好、性情溫和、從不出來交際。

一個女兒才九歲，大學的教育費已經給籌備下了。」（張愛

玲，1993，頁 11）。但形容男子，振保卻以「努力」、「理性」、

「鐵一般的」、「超人」等語詞，來強調一個男子該有的特質

與形象，此處振保所認同的的男性與女性，又是簡單二元論

的呈現了。 

  振保是處在半殖民半封建的尷尬社會中的人物，在他的

內心也揉攪、夾雜著東西方明以及落差甚大的兩種價值觀，

他是一個既受傳統道德束縛的「新國民」，又是個崇尚洋派

生活方式的「舊人物」，「雙重人格」與「雙重標準」使他體

內不斷爭扎，使他永遠擺盪在「好人」與「真人」（常彬，

2003b）之間。振保一直努力經營著「對的」表面世界，一

個「好人」的世界； 

事奉母親，誰都沒有他那麼周到；提拔兄弟，誰都沒有他那

麼經心；辦公，誰都沒有他那麼火爆認真；待朋友，誰都沒

有他那麼熱心，那麼義氣、克已。他做人做得十分興頭……

（張愛玲，1993，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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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將振保的形象描寫忠誠可嘉、孝悌超群、中西融會的理

想人物。「即使沒有看準的眼睛是誠懇的，就連他的眼鏡也

可以作為信物。」（張愛玲，1993，頁 58）。佟振保如此用

心努力地經營自己的世界，成為一個「自由的人，不論在環

境上，思想上。」他努力不懈地便是「爭取自由」，做「自

己的主人」，這些西方自由、民主的思維，正是振保內心所

理想的願景。 

  但將振保所堅持的信仰－「自由」置放於他的情感世界

中，卻成了具體反諷，他迷戀朋友之妻嬌蕊那「繃得油光水

滑」、「一寸寸都是活的」的少婦身軀，內心算計著「為什麼

不呢？他有許多情夫，多一個少一個，她也不在乎。」「一

個任性的有夫之婦是最自由的人，他用不著對她負任何責

任。」（張愛玲，1993，頁 58）。在情欲誘惑之下，振保一

步一步走進偷情景況，他是極為快樂的，正因為那份快樂來

得「不應該」，他沉醉在「無恥的快樂」之中，振保意識到

自己的快樂是無恥的，快樂來自於他所追求的自由，而無恥

則是他對道德的體認，但他依舊快樂，甚至更快樂。 

  這位以「自由」為信念的「知識份子」，因著不道德的

「偷情」而「快樂著」，他之所以「快樂」，不是因為「愛」，

而是因為「不應該」，這種快樂是一種「快感」，這是一種「感

覺」而不是一種「感情」，他享受著這種低層次的「快感」，

振保認為可以一直「快樂」下去，因為他從一開始就不打算

「負責」，「無恥」（罪惡感）多半令人痛苦，而振保卻因「無

恥」而「快樂」；因為他並無罪惡感，在振保對「偷情」的

認知裏，有著更「絕玅」的解釋－「妻不如妾、妾不如妓、

妓不如偷，偷不如偷不著」，這是中國最腐敗、最卑劣的歡

娛模式，也是振保最不能說出口，也最不認為是「錯」的「價

值觀」，所以，紅玫瑰（嬌蕊）是他的性愛理想，是中國傳

統裏不必負責的「妓」。 

  而白玫瑰（煙鸝）是他的婚姻理想，是中國裏最聖潔、

最完美的「妻」，他追求別人的女人，又由不得自己的女人

不規矩，這位最理想的現代男人，卻依舊以最陳腐的眼光區

分女人，振保最後選擇了傳統婚姻，娶了身家清白的孟煙

鸝，她不但「不淫不妒」，甚至處處維護丈夫，幫著丈夫說

謊，但她這樣「賢妻良母」的形象，不但沒有得到丈夫的尊

重與憐愛，卻因著無法滿足丈夫的激情與欲望，反招振保的

冷漠對待。 

  婚後的振保對煙鸝沒有感情，即使他們是因自由戀愛而

結婚的。振保結婚不久就開始定期宿妓，他既有不必負責的

情欲需求，又有著完整而美麗的家庭，這是他一手造出的、

控制的、「對的」世界；即使生了一個女兒，振保對煙鸝依

舊毫無情感，事實上他對煙鸝連「快感」都激不起來，因為

沒有情感，也就沒有「良心」，振保對煙鸝所作的那些極盡

羞辱、極盡凌虐的行為，在振保心裏是理所當然、無庸至疑

的。 

  但是，振保那個「袖珍的、對的」世界裏，突然產生了

巨大的撕裂與錯位，煙鸝的「不貞」摧毀了振保的「對的」

世界，振保對羞辱煙鸝、凌虐煙鸝，以至造成煙鸝無法忍受

而外遇，不但毫無反省，甚至將所有過錯歸在妻子身上； 

我待她不錯啊！我不愛她，可是我沒有對不起她的地方。我

待她不能算壞了。下賤東西，大約知道自己太不行，必須找

個比她更下賤的，來安慰她自己（張愛玲，1993，頁 103）。 

妻子與卑微難看的裁縫私通，他感到萬般受辱又百思不解，

對於這份「財產」被剝奪非常「爆怒」，於是，振保開始劇

烈的報復，他公開宿妓，不拿錢回家，回家就打人砸東西，

他想砸碎自己，砸碎這個家，從隱性暴力到顯性暴力，從精

神暴力到肢體暴力，振保的行為似乎頗接近人格疾患，只有

感覺而沒有感情，慣性地不願意面對自己，不願意對自己負

責，不停地追求刺激、激情、快感，不顧及別人甚至自己的

安危，在傷害、虐待他人後，毫無罪惡感，運用許多謊言、

手段，操縱手裏的袖珍世界，直到自己所操縱的「對的」世

界在自己手上崩潰，反觀乎振保對朋友的週到、對母親的孝

順、對兄弟的關照，也不過是另一種版本的「長袖善舞」、「表

面功夫」而已。 

  米晶堯與婁囂伯又何嘗不是自我分裂的人物。婁囂伯乍

見是個「喝過洋墨水的白領紳士」（趙常青，2004），將自己

置放在「洋化、新派」的集體生存意識中，他抓住了某些代

表「時髦、上流」的「符號」，狂熱追逐所有象徵「科學、

先進」的洋「物件」裏，洋酒、洋服、洋書、洋傢俱，催眠

自己是處於「優雅、高尚、上流」的階級，一看到新媳婦玉

清，就比手劃手大論時局動向，說上一兩個鐘頭，然後背過

臉來向大家誇讚玉清，說「難得看見她這樣有學問有見識的

女人」，然而，全篇卻不見有玉清有何見地，玉清不過是襯

托的工具，曲折地烘托出公公有學問、有見識，甚至，在篇

末婁囂伯慣性地一隻手肘抵在爐台上，斜眼看玉清，刻意裝

出來一股新派、洋派的瀟灑、科學，問道：「結了婚覺得怎

麼樣？還喜歡麼？」（張愛玲，1993，頁 49）因為，這才是

新道德、新思潮、新國民、高尚的、優雅的、讓人瞧得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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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狀態」，囂伯渴望自己的生活如同歐美雜誌裏的廣告

畫面一樣，他依賴這份虛假的自我認同生存著，並希望能通

過附著於「新潮洋派、現代科學」光芒所照耀的那個價值秩

序而獲得存在的意義。 

  然而，婁囂伯的「得志」與「十年窗下」是不相干的、

彼此斷裂的，過去與現在切得乾乾淨淨，在婁囂伯建構的「絕

對新派」家庭裏，屬於舊時代的、極不伶俐的、顢頇遲鈍的

婁太太，輕而易舉便成了被眾人所排斥的「異己」，「一家大

小，漂亮、要強的，他心愛的人，她丈夫、她孩子，聯了幫

時時刻刻想盡方法試驗她……（張愛玲，1993，頁 43）」這

也使婁太太倍感孤悽。 

  同振保一樣，囂伯也想創造一個「自己的」、「對的」世

界，建立如西方般絕對的新派家庭，可惜「一臉蠢相」的婁

太太成了障礙物，她是破舊的、迂腐的、不美觀的、不高等

的、「不夠的」，「雜誌上光滑華美的廣告和眼面前的財富截

然分為兩起，書上是書上，家是家」，這也正是讓囂伯最幻

滅的一個「點」，囂伯無法將婁太太切得乾淨，因為他依舊

想當個「人人知道」的「好丈夫」，「好丈夫」是不會對妻子

大呼小叫的，「好丈夫」必須有個談吐文雅紳士模樣，於是

「好丈夫」與「絕對新派」產生衝突，使囂伯充滿空虛與焦

慮，無法真心表達對太太的諸多不滿意，語氣裏只剩下「焦

躁的商量」，一種帶著鄙薄卻又無助的溝通方式，兩個人的

距離就像房裏兩張大號的雙人床一樣，間隔著兩個成人寬度

般遙遠、甚至更遠。 

  婁囂伯盡力維持別人眼中的「高雅人士」形象，所以他

做任何事情，都必須考慮有沒有符合別人眼中的自己該有的

表現，他並沒有追尋真實自我的動力，事實上他只追求主流

價值觀念，但社會上種種的主流認同，並沒有辦法給人真正

的歸屬感，人只能在恐懼焦慮下有意無意地重復一些本質上

沒有意義的社會行爲，而使自己的生活世界變得庸俗不堪，

在沒有精神深度的情境中迷失，在中西文明的夾縫中，像囂

伯這樣半新半舊的人物「披著西方現代文明色彩的時裝，衣

著考究，風致文雅，但骨髓裡浸淫著中國舊文明道德的基

因，依然支配它們大半個靈魂，因而現代其外，陳腐其中，

更顯得怪誕，和醜陋。」（趙常青，2004） 

  米晶堯對留學生時期的夫妻生活極不滿意，在年過半百

後尋求情感上的補償，他並不像其它新派人士那樣追求自由

戀愛的生活，更不是因為愛上或想要愛上其它女人，而同自

己的原配離婚，事實上，在米心中是納妾，而非離婚，娶了

風韻猶存的敦鳳，不為愛，而為欲，是為了「享一點清福、

豔福」，敦鳳所知的米先生，與原配所知的米晶堯，似乎是

不相干兩個人，一個是直率衝動、粗手粗腳、不知溫柔體貼

的丈夫；一個是將自己的真心深深地往角落裏推擠，只呈現

出「溫文爾雅、知書達禮」假面的昏狽老人，米晶堯茲茲念

念過去「倉皇痛苦」、「悲傷氣惱」的年輕歲月，卻又緊緊捉

住現在老夫少妻、「冰冰冷冷」、「懦弱窩囊」的日子，敦鳳

與米晶堯相濡以沫的模樣，外人看似恩愛夫妻，但敦鳳心裏

明白是，爲了錢，為了有所依靠，想抓住一些實在的、物質

的東西的強烈願望，人的本質始終是自私，這也許是張愛玲

的觀點，因而，她筆下的人心總是那麽寒冷、荒涼、迷失、

孤單的，即便在自己的家裏，也永遠有著異鄉人的悽楚，回

憶總令人惆悵，過去只是個「完」，而過去的煩惱，只會使

人再度煩惱，回憶的語調之所以蒼涼，是因爲時間的陰影，

那種犀利灰黯的光芒，足以擊敗一切反抗。 

 

四、留在光裏的女性 

  活在張愛玲筆下的女性有著各式各色的面貌與生活，卻

不約而同地匍匐著一顆「奴」心，「她們精神的麻木愚昧，

安於屈辱與卑賤，以至出現精神病症與畸變，也就自然而然

了。在張愛玲看來，在強大的男子中心意識包圍下，女性歷

史的缺失和女性內在精神的匱乏而使女性一級一級走向沒

有光的所在……」（莊慕萱，1999）這些女性不是緘默無助，

就是醜怪瘋狂，即使是敢於追求自由戀愛的女性，卻也進行

得頗不徹底，但張愛玲筆下的王嬌蕊，卻做了一次自尊且真

誠的抵抗。 

  〈紅/白玫瑰〉裏的嬌蕊是個新加坡華僑，曾在英國倫

敦讀書，與佟振保的初戀「玫瑰」一樣，嬌蕊「也是個交際

花」。在傳統中國概念裏，女性逃不出「妻、妾、婢、尼、

妓」五種角色，這使在國外玩得過份的嬌蕊，很快被中國男

性扣上帽子，成為男人眼中的高級妓女，佟振保因著向朋友

王士洪借租屋子，來到王士洪與王嬌蕊的公寓房子裏，嬌蕊

是以「王太太」的身份初見振保，她一出場，便是個不拘小

節的形象； 

內室走出一個女人來，正在洗頭髮，堆著一頭的肥皂沫子，

高高砌出雲石塑像似的雪白的波卷。她雙手托出了頭

髮。……這女人把右手從頭髮裏抽出來，待要與客人握手，

看看手上有肥皂，不便伸過來，單只笑著點了個頭，把手指

在浴衣上揩了一揩。濺了點肥皂沫子到振保手背上（張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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玲，1993，頁 49）。 

嬌蕊出現時正在做一件挺私人的、不正式的事情－－洗頭，

當她從內室出來，要與客人握手卻又忘了自己正在洗頭，才

將手伸出便發現手上全是泡沫，又將手縮了回去，在浴衣上

揩了揩，嬌蕊似是沒什麼禮貌規矩、頗失端裝儀態的人，這

樣充份表現真實「個性」，舉首投足間透著洋味兒，嬌蕊與

在丈夫相處時，也不怕外人瞧的親熱，充份表達出自己天真

不拘，更可以見出她身上透著一股新派1。 

振保兄弟和她是初次見面，她做主人的並不曾換件衣服下桌

子吃飯，依然穿著方才那件浴衣，頭上頭髮沒有乾透，胡亂

纏了一條白毛巾，毛巾底下間或滴下水來，亮晶晶綴在眉心

（張愛玲，1993，頁 67）。 

然而，這樣的作風卻又顯露著不精緻； 

嬌蕊放下茶杯，立起身，從碗櫥裏取出一罐花生醬來，笑道：

「我是個粗人，喜歡吃粗東西。」（張愛玲，1993，頁 73） 

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後，振保認為她是個成熟身軀與嬰孩頭

腦並存的女人，像這樣的女人最引人暇思，也引起振保的另

一番企圖，而嬌蕊從倫敦學回來的一技之長就是「玩弄男

人」，諸多形容之後，振保便認為嬌蕊是「熱的」、「放浪的」、

「娶不得」的女人，然而，曾擁有過許多情夫的嬌蕊，卻真

真正正地愛上了振保，並且為了這份愛而「爭取自由」，此

與一再強調「爭取自由」、「做自己的主人」遇事卻懦弱、逃

避、不想負責的佟振保恰恰相反。 

  當王嬌蕊告訴振保她寫了航空信，把一切告訴了丈夫，

要他給她自由，便能與振保攜手人生時，振保終於露出卑鄙

懦弱的姿態，他變得神經兮兮，更以道德的帽子壓制並遺棄

了嬌蕊，「我不能叫我母親傷心」、「社會上是決不肯原諒我

的」（張愛玲，1993，頁 90）。聽到這樣似是道貌岸然，實

則自私自利的話，嬌蕊突然做出了含冤受辱下的自尊性反

應； 

嬌蕊抬起紅腫的臉，定睛看著他，飛快地一下，她已經站直

                                                 
1「士洪跟了過去，手撐在肩上，彎腰問道：『好好的又吃什麼藥？』王

太太只顧寫，並不回頭，答道：『火氣上來了，臉上生了個疙瘩。』

士洪把臉湊下去道：『在那裏？』王太太輕輕的往旁邊讓，又是皺眉，

又是笑，警告地說道：『噯，噯，噯。』篤保是個舊家庭長大的，從

來沒見過這樣的夫妻。」「然而她出去不到半分鐘，有進來了，手裏

捧著個開了蓋的玻璃瓶，裏面是糖核桃，……士洪繼續說下去『他們

華僑，中國人的壞處也有，外國人的壞處也有。跟外國人學會了怕胖，

這個不吃，那個不吃，動不動就吃瀉藥。……』」(張愛玲，1993，頁

68)。 

了身子，好像很詫異剛才怎麼會弄到這步田地。她找到她的

皮包，取出小鏡子來，側著頭左右一照，草草把頭髮往後掠

兩下，用手帕擦眼睛，擤鼻子，正眼都不朝他看，就此走了。 

（張愛玲，1993，頁 91） 

顯然，嬌蕊並沒有選擇屈就於現實，她與王世洪協議離婚，

然後消失於茫茫人之中。再次與振保相遇，是在多年之後，

公車上的一次會晤，此時嬌蕊已經是一個孩子的媽，嫁了一

個「愛」並且令她「快樂」的丈夫； 

振保道：「那姓朱的，你愛他麼？」嬌蕊點點頭，回答他的

時候，卻是每隔兩個字就頓一頓，道：「是從你起，我才學

會了，怎麼，愛，認真的……愛到底是好的，雖然吃了苦，

以後還是要愛的，所以……」 （張愛玲，1993，頁 93） 

王嬌蕊是張愛玲所描繪的女性角色裏，不斷追求自我並且尋

光成功的人物，像這樣追求自我的女性，還有〈琉璃瓦〉裏

的曲曲與心心，二女曲曲被父親姚先生推薦到某大機關做女

秘書，姚先生原指望她嫁個要人，方便自己日後升遷，然而

曲曲卻不爭氣地愛上了一個三等書記王俊業，兩人熱戀的事

惹得街上沸沸湯湯，姚先生既氣憤卻又無奈，為了曲曲的五

個妹妹的聲譽，只好同意她與王結婚，曲曲性格剽悍、倔強，

行為卻帶著濃重的戲謔性；三女心心陰錯陽差與程惠孫熱

戀，又因父親不同意犯了相思病，以「病奄奄」之姿向父親

抗議。另外，還有〈五四遺事〉中的密斯范，經過了十一年

艱苦卓越的奮鬥，終於與心儀已久的羅先生締結良緣，但密

斯范在婚後也變得極庸俗，沉淪在牌桌上，任由丈夫接回兩

位前妻，「這類女性在張愛玲小說中屈指可數，而且也都是

一些不徹底的女性。」（成秀萍，2001）若將他們同出洋留

學過的嬌蕊比較起來，似乎嬌蕊才算是真正「爭取自由」並

且「享受自由」的人物。當佟振保再次遇到嬌蕊時，以「你

遇到的無非是男人」的話語譏諷，嬌蕊既不氣惱、也不激動，

只是淡然的說； 

是的，年紀輕，長的好看的時候，大約無論到社會上去做什

麼事，碰到的總是男人，可是到後來，除了男人之外，總還

有別的……總還有別的…。（張愛玲，1993，頁 96） 

乍見之下，嬌蕊似乎是個「中國人的壞處也有，外國人的壞

處也有」的女性，她身上帶著洋人的放浪與中式的庸俗，但

嬌蕊追求愛情的人生也透露出西方的勇敢獨立與東方的堅

韌真誠，女性在嚴酷的社會現實前，對人生有了新的認知與

反省，張愛玲透過嬌蕊這個留洋女子的言語，模糊而鬆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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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出女性獨立的意識與尊嚴感；此時，振保的臉不能止地

顫抖著，「眼淚不由地滔滔流下來」，振保心裏妒忌著嬌蕊，

妒忌她的認真活著，妒忌她的執著勇敢，妒忌她的忠於自

我，「她也並不安慰他，只是沉默著，半晌，說：你是這裡

下車罷？」藉著嬌蕊這個角色，張愛玲透露出對女性「爭取

自由」、爭取做一個「真正的人」的企盼，下了公車，振保

將自己投置在誨暗幽長的人生之道上，唯有嬌蕊，將自己留

在光裏。 

 

五、結語 

  孤寂、荒涼，是張愛玲小說裏最真實的顏色，在她筆下，

愛情的每一步都充滿了爾虞我詐的計算，家庭、社會、情感

都成為人類虛僞自私心理的附加品；臥室、客廳、辦公室、

電車、…張愛玲筆下的人物局促於這些狹小的空間，來來去

去，一點一滴地萎縮、耗損生命，終至虛無，張愛玲筆下的

人物沒有親人、沒有朋友、更沒有愛，所有故事都在談愛，

卻無愛可言，有時連最基本的情份都沒有。 

  這些故事的發生地幾乎都在上海，一個夾雜中西文化的

殖民地，它既接受西方文明浸淫，又承繼東方現實哺育，展

現出一幕幕精明、冷漠、時髦、俗氣的生活面貌，〈紅玫瑰

與白玫瑰〉裏與友人之妻私通的佟振保、〈留情〉中休妻納

妾的米晶堯、〈鴻鸞禧〉裏輕視、蔑視老妻的婁囂伯，都是

受過最正統西方教育的中國知識份子，是新思潮、新道德下

的新國民，然而他們內心卻浮游著傳統中國思想中最迂腐、

最低鄙的認知，在內心尷尬而矛盾地存在著，逐漸分裂成彼

此不接受、不苟同的自我。 

  振保是親戚朋友眼中最真誠厚道的新青年，也是凌虐毆

打妻子的惡徒，米晶堯是溫柔敦厚的君子，也是不知體貼的

粗漢，婁囂伯是新潮時髦的銀行家，更是俗鄙虛偽的假紳

士，多元複雜的認知，矛盾斷裂的自我，交流融合成癱軟模

糊的歸國學人，他們站在東西文明之間，因著權力財富與道

德品格的不平等，爲了生存而不斷傾軋沈浮的狀態，各有憧

憬、各有響往、各懷鬼胎，也各有難處，交織成一張綿密悲

傷的網絡，卻恰恰串起了西方文明的現實功利與東方傳統的

黑暗誨澀。然而，張愛玲筆下另一位份量頗重的留洋女性－

王嬌蕊，是少見的、勇於追求自我的女性，嬌蕊追求愛情的

人生展現出西方的勇敢獨立與東方的堅韌真誠；張愛玲藉著

嬌蕊這個角色的舉止言語，透露出女性獨立的意識與尊嚴

感，更透露出對女性「爭取自由」、爭取做一個「真正的人」

的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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