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บทคดัยอ่ 
 

เฉียนจงซูและหยางเจี้ยงถือเป็นคู่รักนัก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ที่มีช่ือเสียงของจีนคู่หนึ่ง        
ทั้งสองท่านเป็นทั้งนักวิชาการ และเป็นนักเขียนที่ชาญฉลาด โดยถ่ายทอดและวิจารณ์ลักษณะ      
การด าเนินชีวิตของผู้คนผ่านวิถีทางด าเนินชีวิตของตนเองได้อย่างมีเอกลักษณ์ ในฐานะที่เป็นคู่รัก          
นักวรรณกรรม งานเขียนร้อยแก้วของเขาทั้งสองนั้นมีเอกลักษณ์อันโดดเด่น งานเขียนของเฉียนจงซูมีกลิ่นอาย      
แนววิพากษ์วิจารณ์อย่างเข้มข้นภาษาที่ใ ช้รวมถึงแนวความคิดที่ ถ่ายทอดมีความดุเด็ดเผ็ดร้อน 
ตรงไปตรงมา  ในขณะเดียวกัน ผลงานของหยางเจี้ยงกลับมีความละมุนละไม มีการบอกเล่าเรื่องราว
อย่างช้า ๆ แต่ไม่ฟุ่มเฟือย  แฝงไปด้วยความประทับใจ เมื่อได้อ่านงานเขียนของทั้งสอง ความรู้สึกแรก
ดูเหมือนจะไม่มีความคล้ายคลึงกันสักเท่าใด แต่เมื่อลองพินิจถึง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ต่าง ๆ พบว่า ผลงานของ
เฉียนจงซูและหยางเจี้ยงนั้น     แฝงไปด้วยความคล้ายคลึงและความเกี่ยวพันอย่างลึกซึ้ง โดยสังเกตได้จาก
ปูมหลังวัยเยาว์  การใช้ชีวิตร่วมกันหลังสมรส 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ชีวิตที่ล้มลุกคลุกคลานหลังปลดแอก  เป็นต้น 
ซึ่งความคล้ายคลึงเหล่าน้ี    ต้องศึกษางานเขียนอย่างละเอียดจึงจะสามารถวิเคราะห์ได้ 

การวิจัยถึง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ของงานเขียนทั้งสองท่านนี้ โดยหลักแล้ว เริ่มต้นจากการหาความเหมือน 
ด้วยการค้นคว้าหาข้อมูลด้าน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การด าเนินชีวิตของทั้งสองท่าน ซึ่งพบว่า ทั้งสองท่านล้วน
มาจากครอบครัวนักปราชญ์ผู้มีความรู้ ทั้งรุ่นบิดาและบรรพชนรุ่นก่อน ๆ ล้วนแล้วแต่เป็นผู้ที่มีความ
ปราดเปรื่อง ท าให้เขาทั้งสองได้ซึมซับความเป็นนักปราชญ์  หลังจากเฉียนจงซูและหยางเจี้ยง        
ได้สมรสกันได้เดินทางไปเรียนต่อที่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ด้วยกัน  เมื่อเรียนจบและกลับมาประเทศจีน ได้ฝ่าฟัน
ความยากล าบากไปด้วยกัน  จาก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ที่ ข้ามผ่านมานั้น ท าให้งานเขียนของเฉียนจงซูมีลักษณะ
วิพากษ์วิจารณ์  ส่วนงานเขียนของหยางเจี้ยงมีลักษณะเขียนเรื่องครอบครัว การระลึกถึงบุคคลและ
เรื่องราวต่าง ๆ แต่เมื่อมาวิเคราะห์พบว่างานเขียนนั้นมีเกี่ยวพันกัน  หัวข้อและเนื้อหามี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น
หลายเรื่อง  เช่น ปีศาจยามราตรี ปลายชีวิต บอกเล่าแนวจริยศาสตร์ งานแปลแนวถกปัญหา  เป็นต้น 
รวมถึงกลวิธี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สามารถบ่งบอกถึงความคล้ายคลึงกันในหลายด้าน  ทั้งอารมณ์ขันที่คล้ายกัน    
แนวทางการอ้างอิงที่คล้ายกัน  ความเป็นตัวตนและการเขียนแนวลึกลับเพ้อฝันที่คล้ายคลึงกัน     

 
ค าส าคญั:  เฉียนจงซู  หยางเจี้ยง  งานเขียนร้อยแก้ว  การ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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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ell-known couple, Qian Zhongshu and Yang Jiang were both scholars 
and writers. They reviewed the real life by their own daily life and expressed the 
unique ideas towards the life. As the literary couple, their prose writing kept their 
own style, just like the words of the wise men. Even if they were different in prose 
reading, we read them carefully and we would find some similarities or connection 
hidden in between. All the similarities and connections of their works could be 
explored by reading carefully and entirel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prose between Qian 
Zhongshu and Yang Jiang, and chiefly focuses on the former one. Above all, it dates 
back to their life experience. They were born in the house of the literati and the 
ancestors were all outstanding, which offered a great environment for them to 
pursue for knowledge when they were young. After marriage, they went abroad for 
further education and went through a lot after returning home. All these experiences 
had associated Qian Zhongshu’s argumentative prose with Yang Jiang’s prose on 
family and memory together on the further level. In addition, there were some 
relevance between the theme and the content, such as interview with the devil, the 
edge of life, logical comment, translation discussion etc. At the same time, their 
writing techniques were similar too. All we know, they were well-educated and read 
book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So it was common that although there 
existed so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their works shared humor, allusion, ego 
together with magic. 

 
Keywords:  Qian Zhongshu, Yang Jiang, prose,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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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的话语——钱钟书与杨绛散文比较研究 
 
杨荃  566086 

文学硕士学位（中国现当代文学） 

指导教师：林英德 副教授 

摘要 

钱钟书与杨绛，是中国现代文坛上有名的夫妻学者、夫妻作家。他们都是学

识渊博的学者、睿智的思想者，同时又是富有才华的文学家，他们通过自己日常

的生活来品评现实人生，表达着自己对现实人生的独特看法。作为一对文坛伉俪，

他们的散文写作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特点，是作为智者的他们的一种话语。钱钟

书的散文多是富含议论性的，语言深刻尖锐且观点锋芒毕露。杨绛的散文温和似

水，叙述时不急不缓，有一种娓娓道来的动听与动人。即使两人的散文阅读起来

并不尽相似，但是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钱钟书与杨绛的散文，由于他们的年少

经历、婚后的共同生活、解放后的共同波折经历在很多方面实则潜藏着一些相似

或是关联之处。这些相似或相关之处需要仔细与完整的阅读，将其慢慢剖析出来。 

研究钱钟书与杨绛散文的异同，主要是追寻他们之间的同。首先要究根溯源

地了解钱钟书与杨绛的生活经历。钱钟书与杨绛都出生于文人雅士之家，祖辈父

辈都人才辈出，给年少的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求知土壤。当钱钟书与杨绛两人结缘

后，一起共赴国外求学、回国后一起共患难。这样的历程，即使钱钟书的多为议

论性散文，杨绛的多为家庭、忆人、忆事散文，但在更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却又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主题与内容上有的关联性实则很多，如：魔鬼夜访、人生边上、

论理说事、翻译讨论等。同时，在写作的手法上也有很多类似之处，如具共性的

幽默性、用典性、自我性和魔幻性。 

关键词： 钱钟书  杨绛  散文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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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坛上，有一对相濡以沫、共伴一生的学者夫妇，在波澜曲

折的人生道路上，他们相携并肩，共同度过了 63个春秋——他们就是钱钟书和

杨绛。钱钟书曾给杨绛这样一句赠语：“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

子，情人，朋友”。杨绛也在她的文中也写到“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

钱钟书与杨绛他们即是夫妻、也是知己，在他们共同的风雨人生路上始终相互陪

伴，相互依扶，他们相濡以沫、相携相知地走过了属于他们的漫漫人生。钱钟书

与杨绛都是我国 20世纪的著名学者、作家，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界的模范夫妻。

他们的完美婚姻被传为佳话，他们的艺术才华被人仰望。他们二位在小说、散文、

戏剧、评论、翻译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他们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满腹

诗书典故与自己生活阅历结合起来，散文时刻透露着学者风范、智者光芒。钱钟

书的散文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但由于历史原因直到 70年代才引起研究者的注

意。司马长风在《新中国文学史》中对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给予了很高评

价，认为是一部不可忽略的名著。之后柯灵的《钱钟书的风格与美丽——读<围

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是国内较早对《写在人生边上》进行评

价的文章。此后又有许多对钱钟书散文的研究面世。有对其散文进行总体论述的，

如：肖之芳的《人生的一偏之见——钱钟书学者散文小论》、杜啸尘《从<写在

人生边上>看钱钟书散文的风格与魅力》。从单一角度分析论述的，如：田建民

《试论钱钟书散文的思辨性》、刘明银《试论钱钟书散文的幽默风格》、王宁枫

《论钱钟书散文的理趣美》。还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如：郑玉蓉《钱钟书与林语

堂散文的幽默品格及其文本差异》、卢玮玮《梁遇春、钱钟书散文比较论》等。

在杨绛近八十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中，杨绛的创作风格始终如一。在对杨绛的散文

研究方面，有侯玉清的《人生边上的素心书写——杨绛散文研究》、牛运清《杨

绛的散文艺术》、杨华轲的《杨绛散文的独特价值》、蒋婷玉的《落花无言 人

淡如菊——论杨绛散文的人生意蕴》等。还有对杨绛某本文学作品的研究如罗银

胜的《人性的美感——读杨绛先生的<走到人生的边上>》、李兆忠《疏通了中断

多年的中国传统文脉——重读<干校六记>》、徐艳玲《生活纪实中的温暖表达——

杨绛散文<我们仨>的艺术表现》等。这些研究成果都从各自角度对杨绛的散文进

行了深入细致的评析。 

在阅读这些研究成果时，我发现将钱钟书与杨绛的作品进行一同研究的并不

多见，有叶姗姗的《试论杨绛钱钟书讽刺艺术的异同及探源——以<洗澡>、<围

城>为例》、黄志军《论钱钟书杨绛小说的婚恋模式与互文性》等。而研究钱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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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杨绛散文的有范培松、张颖的《钱钟书、杨绛散文比较论》，文中首先肯定

了钱钟书、杨绛散文在中国散文中的地位与作用，之后在写作背景、散文风格、

“我”的特点、叙事语气、语言风格、行文幽默等方面对钱钟书和杨绛的散文进行

了简单的比较分析。 

胡河清在《杨绛论》中说到：“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

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锋。”钱钟书与杨绛这

对文坛伉俪，他们一起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有着许多共同的经历。他们的散文

内容与视角并不一样，但是在风格手法上却能找到两人相似且相互映衬的影子。

文笔中的幽默与讽刺，用典，独特的自我都能在两人的散文作品中被找到。钱钟

书与杨绛，他们是白头偕老、生死契阔的夫妻，他们是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挚

友。在对钱钟书和杨绛散文比较研究中，本论文在阅读大量原著和参考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对钱钟书与杨绛的散文进行比较分析。其中尤以求同为主

要的论述出发点，寻找他们散文作品中的共性与互相关联。并在比较分析散文异

同点的背后，认真剖析出异与同，尤其是同存在的原因与价值。发掘钱钟书与杨

绛这对文坛伉俪的散文在 20世纪中国文坛中所产生的特殊意义与价值。这也是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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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钱钟书、杨绛的人生历程及其散文创作 

“散文”一词到了五四以后才成为了一种文体的专有名词，我们将其称之为

现代散文。现代散文大致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散文是指除小说、诗

歌、戏剧以外的其他文体。狭义的散文，包括了杂文、美文、随笔等几种。散文

是一种形散神聚，意境深邃的文体。而且散文诗灵巧活泼的，想要进行散文创作，

心有感悟又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都可为之。钱钟书与杨绛在文学方面都有各自建

树。而在他们这么多的作品中，散文这部分是最能体现出他们人生经历与态度思

想的作品。  

第一节 钱钟书与杨绛的生平 

在准备进行一项文学研究时，要做好充足的背景研究。创作的时代背景，文

化背景，家庭背景和个人背景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学作品作者和作品本身。当

企图详细深刻研究一个作家的散文时，其生活状态及社会时代背景都应进行深入

了解。在对钱钟书与杨绛的散文进行研究时，他们进行散文创作时的个人、家庭、

和时代背景都不容忽视。 

一、为人之初 

钱钟书，1910年 11月出生于江苏无锡。杨绛，1911年 7月出生于北京。在

钱钟书与杨绛出生的年代，由满族人建立的清政府已在做最后的残喘。距离彻底

改变中国的辛亥革命以及清朝最后的皇帝溥仪下诏退位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的

时间。这时各种文化都在中国相互冲击影响。“杨绛以心为种子，其生命发端，

伴着狂飙突进的五四运动由高潮到落潮，断裂的文化传统正历经千回百折的打磨

而被修复。”同样钱钟书也是如此。五四运动带给中国的不仅仅只是政治、社

会体制的变革，文化影响也异乎寻常的深刻。“五四前后的中国新文学经受外来

文学与传统文学理论框架构建的交汇、融合与选择中进行自觉的调适而获得新生。

同时也在‘自我’‘他者’的话语价值中渐趋形成一种开放的新观点的书写方

式与语言力量。”中国的文学也有了自己的新模样。 

1. 年少钱钟书 

                                                             
 杨国良、刘秀秀.杨绛：“九蒸九焙”的传奇[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 10月第一版，第 3页。 

 潘水萍.周作人对 20世纪中散文创作的贡献[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 1月，第 28卷，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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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无锡的钱氏家族，相传是一千多年前五代时期吴越国王钱镠的后裔。在

中国近现代史上，无锡钱家涌现出了很多人才名士。钱家在明清时期就人才辈出，

有政治家、文学家和学者等。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就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

并且随着现代对钱基博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已越来越清晰的看到了一位“诂经

谭史、学贯四部、著作等身、成就非凡”的国学大师的形象。在对儿子的教育上，

钱基博毫不放松。虽然钱钟书是一个已经过继给长房的儿子。可是钱基博却常常

背着哥哥暗地里教育钱钟书。与伯父的宠爱不同，钱钟书的父亲对他要严格得多。

在钱钟书的成长之路上，挨了父亲不少的打。钱钟书数学不好，于是“他父亲不

敢得罪哥哥，只好伺机把钟书抓去教他数学；教不会，发狠要打又怕哥哥听见，

只好拧肉，不许钟书哭。钟书身上一块青、一块紫，晚上脱掉衣服，伯父发现了

不免心疼气恼。”。直到钱钟书考入清华前才成为父亲最为得意的儿子。 

钱钟书周岁“抓周”，便是抓到了一本书，因此取名“钟书”。从此，他的

一生便与书结缘，书本也成为他一生不离不弃的忠实伴侣，他的一生从此不可一

日无书。由于钱钟书的伯父以及钱钟书的祖父都不赞成钱钟书进“洋学堂”读书，

所以在钱钟书幼年时接触到的多是中国的经典名著。到考上东林小学时，钱钟书

已经是“卒读《论语》、《孟子》、《毛诗》、《礼记》、《左传》诸书，暇则

涉猎子史，好臧否古今人物，握管作二三百文字矣。”期间还跟在伯父身后读

了不少的中国古典小说，雅的、俗的各式各样的书籍都是照单全收的。而钱钟书

后来又入读了东林小学。东林小学的前身即是历史上著名的“东林书院”。东林

小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培养了许多的优秀人才。就是在东林小学时期，钱钟书

开始接触到了西洋文学。最开始他读的都是翻译小说，不久他就迷上了林纾的翻

译小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子《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

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

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看过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

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哈

葛德、迭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

习英文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

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钱钟书小学毕业后考入了苏州桃坞中学，桃坞中学

是一所由美国圣公会创建的英文教学极为严谨的教会学校。学校外语都是由外籍

                                                             
 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杨绛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5月北京第一版，第二卷，

散文卷（上）第 148页。 

 钱基博 .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行述第三，记钱钟书先生[M].大连：大连出版社 1995年第 1版，第 399页。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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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讲课，而且其他课也多用英语讲课。同时学校还有大量的丰富的中外藏书。

在桃坞中学的四年，大量的中英文阅读，为钱钟书以后中西贯通的学问研究和畅

快恣意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钱钟书到辅仁中学读高二时，学校进行了

国文、英文、算术三门课的竞赛，钱钟书一人就获得了国文、英文竞赛的桂冠。

到钱钟书考大学时，数学虽然只考了 15分，可是钱钟书深厚的中国文学功底、

突出的英文水平使得当时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了他。 

2. 年少杨绛 

出生于北京，祖籍却是江苏无锡的杨绛，是杨家的第四个女儿。杨绛的祖父

曾在浙江做过一个地方小官，祖辈没有田产，两代都是穷书生。杨绛的父亲杨荫

杭 1895年考取北洋公学读书，后又转入南洋公学。之后赴日、赴美留学，归国

后成为名动京城的大法官。杨荫杭通晓熟读经史、工于音韵，又通晓多国外语，

思想开通。杨绛的母亲也是一位爱书之人。杨绛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之下，也渐渐

对书、对读书产生浓厚兴趣。杨绛在百岁之时，曾接受《文汇报·笔汇》的采访，

与读者做了次交流。在这次采访中她说到了自己对爱读书、好读书的端始：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爸爸说话入情入理，

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

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妈妈操劳一

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总要翻翻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读得津津有味。我学

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读书，读好书入迷。 

 

虽然在家庭教育的方法上钱钟书的父亲与杨绛的父亲并不近相似。但他们都

是爱书之人，爱读书之人，他们的这一优良习惯都给了幼年的钱钟书和杨绛以深

深地家学熏陶。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并不强迫她读书。他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

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杨绛是慢慢耳濡目染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并且深受中

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为她一生做人做文打下了夯实的基础。杨绛随自己的姐姐们

在启明读了三年的书，这三年杨绛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和法文根基。之后，杨绛考

上了振华女中，振华女中有着出色的办学理念和优秀的教师队伍，在当时已是数

一数二的学校了。杨绛在校刊上发表了五言古诗，同时她又沉醉于西方流浪汉体

小说。接着杨绛进入东吴大学学习，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杨绛已是一心一意想去清

                                                             
 杨绛.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问答.坐在人生的边上：2011“笔会”文粹[M]上海：文汇出版社 第

一版 2012年 7月。 



 

6 

华读书了。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执念，从此成就了钱钟书与杨绛一段才子佳人的佳

话。 

二、求学海外 

如果说钱钟书与杨绛的孩童时期是他们深深打下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根基

和初步接触西方文学的时期。那么钱钟书与杨绛的海外求学生活就是为他们在未

来的学术和写作发展道路镌刻上了厚重的西方文学的印记。 

1935年钱钟书与杨绛结婚，之后略欠几天就 24岁的杨绛与不足 25岁的钱

钟书共同踏上了前往牛津的轮船，共赴牛津求学。钱钟书是通过参加当年的英庚

款第三次留学生考试。这次考试钱钟书独占鳌头，被派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在

此届录取的各科 24名学生中，钱钟书的平均成绩是 87.95分，其余 23人均在

80分以下。而且钱钟书也是唯一的英国文学专业留学生。杨绛虽然并未入学只

是个旁听生，但却也以此有了大量的自由阅读的时间，可以从容自在地在图书馆

临窗的单人书桌前好生细细阅读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了。到了英国牛津，钱钟书

与杨绛发现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读书便是他们每天海外日

常生活的头等大事。1937年钱钟书与杨绛的女儿钱瑗出生，钱钟书也顺利地从

牛津毕业了。这一年他们一家三口前往法国继续学习。在巴黎他们按照自己定的

课程读书，钱钟书在这一年下足了功夫读书。“法文自十五世纪的诗人维容读起，

到十八、十九世纪，一家家读将来。德文也是如此。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

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了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钟书恣意读书的一年。
”他们在西方接受到了最先进的教育，阅读了大量的文学经典。他们读了牛津

图书馆、市图书馆里的大量文学原著，他们也读了许多从中国带去的文学经典。

汇通中外的阅读，使他们文化意识与思想上都豁然开朗，中西文化在他们的脑海

里融汇、碰撞。1937年 5月，杨绛的散文《阴》与钱钟书的散文《谈交友》同

期在《文学杂志》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刊出了。朱光潜在《编辑后记》中写到： 

 

钱钟书先生在牛津，远道寄来他的《谈交友》。他殷勤在书城众卉中吸

取精英来酿出这一窝蜜，又掺上兰姆与海兹尼特的风格的芬芳。他的夫人杨

季康女士的《阴》以浓郁色调渲染出这一种 轻松细腻的情绪，与《谈交友》

可谓异曲同工。 

                                                             
 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钟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年第 1版，第 194页。 

 杨绛.我们仨，杨绛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北京第一版，第三卷，散文卷（下）第 196页。 

 杨国良、刘秀秀，杨绛：“九蒸九焙”的传奇[M].新星出版社，2013年 10月第一版，第 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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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间共同的生活与阅读，从那时起就已使得钱钟书与杨绛的散文暗含许多

的共性与关联了。 

三、漫漫人生 

1938年 8月，为国、为家都深感焦虑的钱钟书与杨绛再也坐不下去了，急

欲回国的他们带着刚刚断奶两个月的女儿钱瑗坐上一艘法国邮轮。从此他们开始

经历和很多当时代中国知识份子一样的波折而崎岖的人生旅程。 

在回程的路上钱钟书提前在香港下了船，前往当时迁往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

而杨绛则带着女儿钱瑗回上海。抗战时期钱钟书与杨绛夫妇饱尝战乱，生活艰难

困苦。钱钟书在 1942年的《有感》一文中写道： 

 

穷而益脆岂能坚，敢说春秋备责贤。腰折粗官五斗米，身轻名士一文

钱。踏空不着将何去，得饱宜飏却又还。同妾语传王百榖，哀矜命薄我犹

怜。 

 

也是在这个时候，钱钟书和杨绛有大量的散文作品面世。在 20世纪 40年代，杨

绛创作了一系列文笔雅致淡然略带议论的小品文，如《风》、《流浪儿》、《喝

茶》、《窗帘》、《听话的艺术》等。同时钱钟书的第一本散文集《写在人生的

边上》，因为钱钟书“远客内地，由杨绛女士在上海收拾、挑选、编定几篇散文，

成为一集”。这本散文集是当时历史时期中国散文圈里最旁逸斜出的且充满浓

郁学者气息的散文集。 

    待到战火终止，1949年夏天钱钟书、杨绛接到了母校清华大学的聘请，他

们全家踏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没想到随着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在北京他们经

历了“洗澡”，经历了“下干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种种磨难与困苦，

阅尽世间百态，钱钟书与杨绛仍是淡然处之，杨绛在后来的《干校六记》、《丙

午丁未年纪事》等篇章中，淡然和煦的将他们的经历娓娓道来。文革结束，一切

尘埃落定，苦尽甘来。许多忆人记事的作品成为杨绛散文创作的主要内容，如：

《记钱钟书与<围城>》、《纪念温德先生》、《记杨必》、《老王》、《林奶奶》

等。杨绛事无巨细地将她人生中、记忆中的许多事情由她缓缓而动人的笔调将其

再现于文字之中。1994年 2月，杨绛的散文集《杂忆与杂写》经由北京三联书

                                                             
 杨国良、刘秀秀，杨绛：“九蒸九焙”的传奇[M].新星出版社，2013年 10月第一版，第 104页。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小引，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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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出版。这是钱钟书最后一次为杨绛题签。1997年春钱瑗病逝。1998年 12月

19日钱钟书去世。从此杨绛一人独自走在了“万里长梦的路上”。从 2000年起，

被独留下的杨绛慢慢开始清理“私货”，整理钱钟书留下的大量中、外文笔记和

日札以及她记忆中的许多人和事。正是因为杨绛的悉心整理《钱钟书手稿集》得

以面世。2003年感动世人的《我们仨》出版。年近百岁的杨绛并未停下脚步，

杨绛阅读先哲、静观生命，似与 40年代的钱钟书相呼应，写下了《走到人生边

上》。 

如若说人生是一场万里长梦，那么在这漫漫长梦里，有一位相知相爱相守

的爱人陪伴，有一位“天生就是做女儿”的爱女陪伴。钱钟书与杨绛的人生，纵

然波澜曲折，却仍是令人赞叹与称羡的。 

第二节 钱钟书、杨绛的散文著述 

一、钱钟书的散文著述 

钱钟书初入文坛就有一个大才子的身份。194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写在

人生边上》的散文集收录了钱钟书的十几篇散文集，是钱钟书的第一本散文集。

该散文集妙语横生，理趣十足。篇幅虽少，但却足够代表当时散文的最高水平，

后来更被视为 20世纪中国学者散文的典范。到了 1999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钱钟书散文》一集，收录了钱钟书先生的 96篇散文，是当时国内钱钟书先生

唯一的一本散文选本。散文集分为论人生、书评、论学、书信、序跋、杂说六辑。

时间跨度近六十年，体现了钱先生文字风格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无论对普

通读者还是研究者，都具有阅读、收藏和研究价值。该散文集还特请钱钟书夫

人杨绛先生参与了审定，并对疑难篇目进行了校订。 

阅读钱钟书先生的散文，我们会发现他的散文议论性极强，这些从他的散文

题目上就可以看出，“论”、“说”、“谈”类型的文章举目皆是。钱钟书的散

文主要是一种议论性散文而非抒情性、叙事性散文，他关注更多的是人生的哲理

问题而非日常情感生活中的鸡毛蒜皮。而且他的文章议论庄谐杂出，不论他的

观点读者同意与否，都能感受到文字中所包含的一股英锐透辟之气。文章所讨论

涉及的范围之广阔正是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智者散文。而其文笔风格中西结合，

引经据典博古通今，富含哲理强于思辨，幽默风趣辛辣讽刺。无论随笔、杂文、

书信无不显示其大家之范，学者之风。 

                                                             
 钱钟书.编后记，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587页。 
  肖之芳.人生的一偏之见——钱钟书学者散文小论.[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12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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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杨绛的散文著述 

杨绛的散文在现代文学女作家中似乎都是意外之作。她的散文亲切、平实、

透明。文字简约含蓄，语气温婉动人，虽然散文所记录的多是生活中的点滴小事，

却又有如同涓涓细流一般温润人心。这些家事、小事、身边事，却迥异于当下流

行的“杯水风波”，表现的是大智慧、大境界、大胸襟，还呈现出一种历经沧桑

的浩然之气。 

杨绛的第一篇散文，是 1933年发表的《收脚印》。之后杨绛就陆陆续续的

写出了不少的散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窗》、四十年代的《风》、《流浪儿》、

《喝茶》、《听话的艺术》、《窗帘》等。再到八十年代开始进入了杨绛散文创

作的高峰期，《干校六记》、《将饮茶》等等陆续面世。2003年出版的家庭纪

事散文《我们仨》以温情淡哀的笔调记录了钱钟书、杨绛及女儿钱瑗一家三口共

度的美好温馨充满了爱的日子。文章里真挚的情感和优美隽永的文笔深受无数读

者的喜爱。直至杨绛先生 96岁高龄时仍写下了《走在人生边上》的哲理散文集，

这部散文集题目与钱钟书先生早年的《写在人生边上》相呼应，文字缜密优美又

富有思想性。笔耕不辍的杨绛，即使百余岁高龄也没有停止写作。 

在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中认为，《干校六记》

是“描写‘文革’同类散文中艺术性极其显著的作品之一”。即使记录的是文革

那样一个混乱不堪年代的生活行文也仍是爽净清澈的。在 1997年还有一本钱钟

书与杨绛的散文合集出版。是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钱钟书杨绛散文集》。

这是国内首次将两人的作品出版为合集。将夫妇两人不同的文风收为一册给读者

带来了阅读的快感。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杨绛文集》系列丛书，收

录了杨绛的主要作品。全书一共八卷。其中第二卷为散文卷（上），收录散文《干

校六记》、散文小辑《将饮茶》等，这些作品大多创作于 1980年至 1990 年间，

所记述的多为杨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历亲见。第三卷为散文卷（下），收

录了杨绛在九十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之初所创作的全部重要散文，有些文章都是

首次发表。还收录了于 2003年出版的散文集《我们仨》。

                                                             
 牛运清.杨绛的散文艺术[J].文史哲,2004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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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钱钟书、杨绛散文主题及内容之比较 

伊格尔顿说：“一切文学作品都由阅读它们的社会‘重新写过’，只不过没

有意识到而已，事实上，没有一部作品的阅读不是一种‘重写’。”文学研究

是多维度、多角度的。在对钱钟书、杨绛的散文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不容忽视

他们的散文之间、他们人生之间千丝万缕甚至是密不可分的联系。在阅读经历上，

他们都饱读中外书籍、各种文学经典，有着扎实的文学底子。在他们漫长人生中，

他们所读过的文学文本都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各种

文学经典。钱钟书与杨绛在年少时受家学、学校教育影响阅读了大量的珍贵的文

学典籍；在海外求学时，两人也孜孜不倦的沉迷在文学的书海之中；在人生的道

路上，不可无书，好读书，喜读书成为他们人生的共同信仰。在读者角度上，读

者们都会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无意识的调动属于读者自有的文学记忆。无论是杨绛

还是钱钟书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他们都是双方的第一读者。在钱钟书与杨

绛的文学作品中互文性绝不能被忽视，甚至应该被重视。钱钟书与杨绛二人之间

的生活情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要研究他们二位的散文，我

们首先从散文的主题与内容入手。 

第一节钱钟书与杨绛散文的主题及内容 

一、钱钟书散文主题及内容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兼有作家、学者身份的人并不多见，像钱钟书这样

学贯中西、学富五车的人更是个中的翘楚。阅读钱钟书的散文，我们会发现钱钟

书的散文富于议论性。而且他散文的哲理性、散文的理性、散文的学识性都力证

了他是文学家、学者、思想家的多重身份。钱钟书的第一本散文集也是已被视作

20世纪学者散文的典范之一的《写在人生边上》，满满都是议论性的散文，与

当时中国文坛上整体散文相比显得别具一格、独树一帜，“他们笔下津津乐道的

似乎与抗日并无多大关联，与当时的文学主潮也相去甚远，艺术上却成就最高、

影响也最深远。此后中国的散文创作长期陷入作家的‘文化自我’集体缺席的境

况，个体话语集体哑然。”而钱钟书的散文不能囫囵吞枣般地阅读。在阅读时，

要慢慢、细细，逐字逐句地阅读，有时一句话读上一遍不够，两遍、三遍的读，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J] Minneapolis: Terry Easota Press,1983,P12. 
 范培松，张颖.钱钟书、杨绛散文比较[J].《文学评论》，2010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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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揣摩，每每阅读会觉得他的每字每句都是透露着渊博的学识与智慧的光芒。 

从钱钟书各篇散文的题目来看，将钱钟书的散文称之为议论散文是无可厚非

的。钱钟书勤于思考、勤于动脑，将书中吸取到的知识经过自己的思维加工处理

化为己用，化为一种人生的经验，并且各处满是学识的闪光点。在《钱钟书散文》

所收集的文章中，有“论”、“谈”、“说”、书评、序等等，都是钱钟书自己

思想意识流动的议与论。在《写在人生边上》序里，钱钟书写下“人生据说是一

部大书”这一观点： 

 

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

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

的空白上注几个字， 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边上的眉批，外国

书里的 m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

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

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 

 

在钱钟书人生的大书里，他自己就是以一种消遣的姿态，随性从容、不慌不

忙地阅读自己人生的“大书”，并写下了有广度、有深度的“批注”。钱钟书散

文主题广度大，散文的内容常常涉及中西，各种知识融会交织。议论展开面广大

而且说服力十足。 

    《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用魔幻的手法切入，魔鬼在黑暗冷寂的夜晚闯入了

钱钟书的房间，与钱钟书展开对话，其实就是用魔鬼的话语来说出钱钟书的思考。

《窗》是一篇充满了理趣的散文，由小小的一扇窗户，展开了围绕“窗”的各种

发散性的讨论。钱钟书还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如《读伊索寓言》从伊索寓言

的各个小寓言故事引出的不同于常人的思考，每一个见解都给读者新的启发。此

外还有《通感》、《林纾的翻译》、《论快乐》等。 

钱钟书的散文，字字、句句、段段、篇篇都是充满了学识与智慧。或许有人

会觉得，钱钟书的散文都只是他思维不同时期零散的片段，其实正是这种片段的

思维处处透露出了智者的光辉。钱钟书在《读<拉奥孔>》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也

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值不得搜采和表彰，充其量是孤立的、

自发的偶见，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不过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

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2页。 

 钱钟书.读《拉奥孔》，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第222页到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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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杨绛散文主题及内容 

与钱钟书处处透露着学者气息的散文不同的是，杨绛的散文很多都是缓缓道

来的生活琐事。杨绛的散文，记人、记事。身边的简单小事、身边人物，也会被

她淡然的笔调，温柔的记述写得优美动心。朱天文说：生活的东西最好写也最难

写，不单为技巧问题是心胸和性情的展现。杨绛的散文正是展现了她的真、善、

美的性情。“我们仨”、身边人、生活事，这三类是构成了杨绛散文的主要内容。

杨绛的主题始终围绕着和源自她的生活。杨绛自己也说“怀念的人，从极亲到极

疏；追忆的事，从感我至深到漠不关心。”无论哪种她都温情悉心描述。 

“我们仨”分不开的一家三口。杨绛的生活，杨绛此生最爱就是她的家人：

丈夫钱钟书与他们的女儿钱瑗。杨绛的散文自然离不开她的这两位至爱。杨绛在

92岁高龄时推出的《我们仨》记述了她和钱钟书还有钱瑗平凡而朴实、温馨而

又琐碎的家庭生活。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我们俩老了，篇幅最短；第二部我们

仨失散了运用独特的魔幻笔法讲述的是三口之家最后几年的相守生活；第三部记

录的是从 1935年钱钟书、杨绛共赴英国留学到 1998年钱钟书逝世这 63年这个

家庭的平凡而不平的坎坷历程。《我们仨》充满了对家庭的爱，对家人的情。1985

年的《钱钟书与<围城>》，记述了钱钟书写《围城》的创作经过以及钱钟书的一

些人生经历。这都无疑为钱钟书的研究者们提供了第一手、最准确的资料。 

杨绛的身边人。杨绛还写了许多怀人记人之作。一些是怀念亲人的，如《回

忆我的父亲》、《记杨必》、《回忆我的姑母》等；一些是纪念朋友的，如《记

傅雷》、《怀念石华父》、《纪念温德先生》、《怀念陈衡哲》等；还有一些是

描述身边有交集的普通人，如《顺姐的“自由恋爱”》、《老王》、《林奶奶》

等。 

生活事，杨绛追忆旧日往事。将生活中的事情用自己的笔调与角度记录了下

来。文革前及文革期间的一些亲身感受，是杨绛散文中最富盛名的篇章。有《干

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控诉大会》、《第一次下乡》等。这些文章

中没有控诉与声讨，仍是她那淡淡笔调缓缓叙事，将历史中暗藏的伤痛铺展在读

者面前。还有一些是记录着她的孩童时代或是其他人生阶段的一些事情，如《大

王庙》、《我在启明上学》、《客气的日本人》、《第一次观礼》、《“遇仙”

记》等。在平平淡淡的生活往事里，杨绛坐观云卷云舒，生动而详实地记录着属

于自己人生的一切值得追忆、值得叙述之事。 

第二节 钱钟书与杨绛散文主题与内容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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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与杨绛过人的才学与丰富的知识，使得他们的散文主题也多种多样。

钱钟书的散文散发着浓浓学识气息，他的散文多是议论性质的。杨绛的散文虽然

多为记事、怀人，但也不乏一些议论性质的小散文。在这里将对钱钟书与杨绛的

散文主题内容进行相似与关联性的分析。 

一、人生边上 

钱钟书在《写在人生的边上》的序中写道：“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那

么经由杨绛收拾、挑选、编定的这第一本钱钟书的散文集，可以说只能算是写在

人生这本书书页边上的“注脚”与“批识”了。且钱钟书认为人生的边上还留有

许多的空白可以慢慢批注。《写在人生边上》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集结成册的，

收录了钱钟书在那个年代的十数篇短小而精悍的议论性、学者型散文。时间斗转，

到了 20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绛近百岁高龄的大作《走到人生边上》。《走

到人生边上》全书分两个部分。前半部分的四万多字，杨绛将其称之为“本文”，

充满了对人生、人世的思考与追问，融汇了杨绛一生的知识精粹。后半部分是十

四篇散文，杨绛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呈现她的观点与思想，与前半部分相照应。《写

在人生边上》与《走到人生边上》一本出自钱钟书，一本出自杨绛。这两个集子

跨越大半个世纪的风雨，仅观题目，杨绛《走到人生边上》就与钱钟书的《写在

人生的边上》相照应。有人甚至评论说杨绛的《走到人生的边上》是对钱钟书《写

在人生边上》的注释与回答。在《走到人生的边上》前言中，杨绛写道：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

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

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

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

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

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 

 

人生的“书”很大，杨绛细细慢慢浏览了近一个世纪，在快百岁高龄之时，

平静且平和地在她人生这部“大书”的边上写下了这样深沉又精妙的文字。她持

着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与从容，不慌不忙地浏览”，浏览她的人生，浏览

她的周遭，浏览世间万物百态。周国平在读完杨绛的《走到人生边上》提到尼采

                                                             
 杨绛.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8月第 1版。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序，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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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句话：“句子的步态表明作者是否疲倦了。”通过《走到人生边上》读者看

到杨绛没有疲倦，岁月可以无情摧毁一个人的容颜，消磨一个人的身体，但是却

没有给杨绛带去头脑里的疲倦，杨绛还是不停思索，不知所倦，勤于思考，勤于

思索。这是对钱钟书多年前写下《写在人生边上》的呼应与回答。 

二、魔鬼夜访 

《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收录于钱钟书散文集《写在

人生边上》的第一篇作品。魔鬼在一个黑暗寒冷的夜晚错走进了钱钟书的房间。 

 

今天呢，我们也算有缘。有人家做斋事，打醮祭鬼，请我去坐首席，

应酬了半个晚上，多喝了几杯酒，醉眼迷离，想回到我的黑暗的寓处，不

料错走进了你的屋子。 

 

在近 70多年后，在 2010 年 2 月 24日的一天夜晚，魔鬼又闯入了已是百岁

之龄的杨绛的房间。杨绛在深夜出房门拿药，回房时却“忽见门后站着个面目狰

狞的鬼”。魔鬼的这次到来似乎是个意外，其实在读钱钟书的《魔鬼夜访钱钟书

先生》时 ，我们会看到，魔鬼在和钱钟书高谈阔论之后说也许有机会还会再相

见。读者们是不是可以调皮地推测魔鬼在多年后准备再次拜访钱钟书时却只见到

了杨绛。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但是其中也并不无联系。在魔鬼见到杨绛的第一

眼时，魔鬼就鄙夷地冷笑说：“到底你不如你那位去世的丈夫聪明。他见了我，

并没有吓一跳！”而杨绛则回应说：“魔鬼先生，您那晚喝醉了酒，原形毕露了。

您今晚没有化妆，我一见就认识，不也够您自豪的吗？”。 

在接下来与魔鬼的谈话中，钱钟书与魔鬼展开的是关于文人的讨论，而杨绛

与魔鬼展开的则是对魔鬼的批评。《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是钱钟书似是以聊天

的方式，借魔鬼之口对当时文坛上出现的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和近代物质和机

械文明进行的一种批判。《魔鬼夜访杨绛》更多的看似是一场杨绛与魔鬼的争辩，

话语间与魔鬼争锋相对，魔鬼最后只好领了杨绛的逐客令而走。虽然两篇文章成

文的时间不同，主要内容也并不相同，但却都表现出了作者对人世深切的人文关

怀，对人世的关爱。 

在文章的细节上，也有许多关联性的体现。有一个是关于魔鬼的“火烧暖的”

冷屁股。在《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里，钱钟书问魔鬼是否觉得冷，魔鬼说到了

它曾在火坑上坐了三日三夜，屁股还是像窗外的冬夜，深黑地冷。而在魔鬼夜访

                                                             
 钱钟书.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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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杨绛请魔鬼落座时说“请坐请坐，我知道尊腚是冷的，烧不坏坐处。”。

这里又可追溯到钱钟书与杨绛在博览众书时读到的巴贝.独瑞维衣在《魔女记》

第五篇里曾提起的魔鬼火烧不暖的屁股。这正是钱钟书与杨绛二人散文之间独

特的互文性的体现。在文章的尾声部分，魔鬼都说到了钱钟书与杨绛都给了它“逐

客令”。《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里： 

 

我说：“我正在奇怪，你老人家怎会有工夫。全世界的报纸，都在讲战

争。在这个时候，你老人家该忙着屠杀和侵略，施展你的破坏艺术，怎么会

忙里偷闲来找我谈天。” 

他说：“你颇有逐客之意，是不是？我是该去了，我忘了夜是你们人间

世休息的时间。……” 

 

而在《魔鬼夜访杨绛》中，是这样的： 

 

我笑说：“领教了！也请勿再加教诲了！我已经九十九高龄。小时候，

初学英文，也学着说‘I will not fear, for God is near.’其实我小时候是害怕

的。上帝爱护我，直到老来才见到您，可是我决不敢自以为聪明的。魔鬼先

生，领教了。” 

魔鬼冷笑说：“这是逐客令吧？” 

我笑说：“也是真正领教了，不用再加教诲了。” 

 

魔鬼先生在钱钟书和杨绛夫妇那吃了两次逐客令不知他是如何感想。想必要

赞叹下此二人到底是夫妻吧，如此相同，如此充满智慧。 

而两篇文章都是用的与魔鬼对话的方式。这样的方式，钱钟书是颇为喜欢的。

他在《作者五人》中就说到了“用对话体发表思想，比较容易打动读者的兴趣，

因为对话中包含几个角色，带些戏剧的成分；彼此间语言往来，有许多扯谈不相

干的话来调节着严酷的逻辑。”。 

三、说理论事 

                                                             
 钱钟书.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6页。 

 钱钟书.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年 7 月第一版，第 10 页。 

 杨绛.魔鬼夜访杨绛，视野[J]兰州：视野杂志社，2011年第 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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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也是一篇被收入了《写在人生边上》集子里的文章。而 1994年 2月

由三联书社出版的《杂忆与杂写》的杂写部分收录了一片杨绛早期的几篇旧作，

其中一篇为《窗帘》，写于四十年代。 

钱钟书的《窗》从春光开始，那到处蔓延而掩不住的春色从窗中闯入，给人

带来了窗与门的不同意义。人们无须再去屋外寻找春景，只需给屋子添个窗户就

可以开了窗让风和阳光和窗外的景色来占领你的房屋。在文中钱钟书极为理性的

提出了门与窗的区别“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

接着又深入浅出的由这些个观点引申到了读书，学问，人生等各方面。在《窗》

的尾声处，钱钟书提到了窗帘： 

 

窗子许里面人看出去，同时也许外面人看进来，所以在热闹地方住的人

要用窗帘子，替他们私生活做个保障。 

 

杨绛的《窗帘》就是对钱钟书这句话的一个承接与延续。  

 

人不怕挤。尽管摩肩接踵，大家也挤不到一处。像壳里的仁，各自各。

像太阳光里飞舞的轻尘，各自各。凭你多热闹的地方，窗对着窗，各自人家，

彼此不相干。只要挂上一个窗帘，只要拉过那薄薄一层，便把别人家隔离在

千里以外了。 

隔离，不是断绝。窗帘并不堵没窗户，只在彼此间增加些距离——欺哄

人招引人的距离。窗帘并不盖没窗户，只隐约遮掩——多么引诱挑逗的遮掩!

所以，赤裸裸的窗口不引人注意，而一角掀动的窗帘，惹人窥探猜测，生出无

限兴趣。 

 

这仿若就是给钱钟书的《窗》写得一个续篇，从钱钟书的门到窗户，续展到

了窗户与窗帘，再到窗帘给人透露出的隐喻遐想。窗比门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

有窗帘的窗又更惹人窥探，而掀动了一角的窗帘就更是让人无限生趣。由此而展

出在当世、人世之中“赤裸裸的真是总是需要些掩饰。”而掩饰与隐约的模糊

又增添了一种神秘，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与美感。  

                                                             
 钱钟书.窗，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13页。 

 杨绛.窗帘，杨绛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北京第一版，第二卷，散文卷（上）第326页。 

 杨绛. 窗帘，杨绛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5月北京第一版，第二卷，散文卷（上）第 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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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诗人波西蔼斯曾经感叹说，肚子发展了人的天才，传授人以技术。孔

子在《礼记》中也讲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孟子.告子上》

中，孟子与告子辩论之时，告子曰：“食色性也”。不论中外，我们都可见吃始

终是人类的头号大事。中国人讲究吃饭，讲究吃的文化。钱钟书在他的《吃饭》

里说：“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

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钱钟书认为如此

之话包含了一个转了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吃饭不单单只是吃饭，而是包含

了人的能动性，有着许多社交功能还透露着不少的政治意识和哲学意味。在读者

“吃”完钱钟书的暗含着浓浓意味的“饭”以后，我们不妨来找杨绛《喝茶》。

杨绛的茶，成于四十年代。文中谈到了许多中文人士喝茶的方法与对茶的见解。

文人的诗意、文味都可受茶香薰泡。 

 

记不起哪一位英国作家说过，“文艺女神带着酒味”，“茶只能产生散

文”。而咱们中国诗，酒味茶香，兼而有之，“诗清只为饮茶多”。也许这

点苦涩，正是茶中诗味。 

 

《吃饭》、《喝茶》逐一读完，令读者充满精神上的饱足之感，正如同日常

吃饭、喝茶之后的饱腹之感。 

四、中外翻译 

钱钟书与杨绛有着众多身份，翻译家也是他们的身份之一。钱钟书英文甚好，

在考入清华之时，就因其中、英文分数太高，尤其是英文满分而被清华大学破格

录取。钱钟书外文功底极为深厚，可他并未如同他的妻子杨绛一般整本的翻译外

国小说，而是在他震惊世人的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篇》里有诸多成句成

段的翻译，尤其是他的《管锥篇》。《管锥篇》探讨的是中国古代的典籍，钱钟

书用文言文写就，而其中所引用的外语引文，钱钟书直接用文言文翻译，翻译出

来，既符合原作原貌，又与文章中的汉语行文相一致，可谓是翻译中的典范。 

 

One man was maimed in his legs, while another has lost his eyesight. The 

blind man, taking the lame man on his shoulders, kept a straight course by 

listening to the other’s orders. It was bitter, all –dating necessity which taught 

                                                             
 杨绛.喝茶，杨绛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北京第一版，第二卷，散文卷（上）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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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how, by dividing their imperfections between them, to make a perfect 

whole.


 

 

钱钟书用最简单明了的 16字文言就完美呈现了整个故事内容：“一跛一盲，

此负彼相，因难见巧，何缺成全。”在 1950 年到 1953年，钱钟书担任了《毛

泽东选集》1-3卷英译委员会委员，花费了大量精力翻译毛泽东的著作。1960年

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 

在钱钟书的散文中有一篇是《林纾的翻译》，谈到了林纾的翻译对他的影响

以及他对翻译的看法。在钱钟书的孩提时期，别的孩子玩着一些小孩子玩的玩具，

而他的宝藏则是两箱《林译小说丛书》。钱钟书在之前也读过别人翻译的小说，

但是他觉得别人略显沉闷的翻译小说不能满足他的阅读需求，林译小说的生动、

迷人，可以说是钱钟书开始接触西方文学的一个契机。钱钟书自己都说：“假如

我当时学习英语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

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同时在文中钱钟书还说到了翻译的“译”、

“诱”、“媒”、“讹”、“化”，并全面反映了钱钟书的翻译观。翻译的“化

境”被钱钟书推崇为翻译的最高境界。何谓“化境”，钱钟书是这样说的：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

文字 ，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

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一个英国人赞美这种造诣高的

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体换了一

个，而精魂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

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的东西。 

 

    众所周知，杨绛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翻译家。她生平的第一次翻译是还在清华

作研究生时翻译了一篇政论文章《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叶公超先生看

过后说很好，之后就在《新月》上刊登了。在杨绛的翻译履历里，翻译皆是名篇，

翻译大家名不虚传。她译有《1939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小癞子》、《吉

尔.布拉斯》、《堂吉诃德》、《斐多》等。关于杨绛的翻译，杨绛在 2002年写

下了《记我的翻译》一文。杨绛初尝翻译，是受叶公超先生的要求。抗战胜利后

                                                             
 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第 197页。 
 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第 197页。 
 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275页。 
 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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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自己翻译了一篇《随铁大少回家》这篇译文受到了傅雷的称赏。钱钟书与傅雷

对杨绛的翻译是十分鼓励的，杨绛自己也写到“钟书大概觉得我还能翻译，就让

我翻译一个小册子：《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杨绛与钱钟书日日

相伴、年年相守，钱钟书的翻译理论对杨绛的翻译影响至深。当杨绛对自己的西

班牙文没有信心，自觉无法成功翻译好《堂吉诃德》时，钱钟书鼓励了她，即使

会说西班牙语也未必能翻译西班牙文，使杨绛能够安心翻译。当杨绛完成翻译任

务时，她会请求钱钟书为她校对。钱钟书治学严谨认真，拿着一支铅笔就重重的

在杨绛的稿纸上“打杠子”，杨绛着急得不行，戏谑地说钱钟书的这种行为都不

是校对而是“校仇”了。杨绛的翻译有了钱钟书的指点校对，自然能够深得钱钟

书在翻译理论上“化境”的真传。渐渐，杨绛也翻译摸索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 

五、互为写序 

在《钱钟书散文》里还收录了钱钟书作的不少的序、引。钱钟书也为杨绛的

《干校六记》做了小引。《干校六记》的第一位读者就是钱钟书，“杨绛写完《干

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

愧》。”钱钟书在小引中一语道出杨绛《干校六记》的主要内容： 

 

“记闲”，“记劳”，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

故事的小穿插。 

 

杨绛则写了一篇《记钱钟书与<围城>》给钱钟书过目。钱钟书提起他蘸了淡

墨的笔，写下一张附识，说“这篇文章的内容，不但是实情，而且是‘秘闻’。

要不是作者一点一滴地向我询问，而且勤奋地写下来，有好些事迹我自己也快忘

记了。文笔之佳，不待言也!”。杨绛的这篇《记钱钟书与<围城>》详细记录了

钱钟书创作《围城》的点滴，并详细叙述了钱钟书的经历，为后人研究《围城》，

研究钱钟书提供了详细的第一手资料。这似乎是为钱钟书做的一个传。而说到做

传，在《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时，钱钟书就曾借魔鬼之口说：“不料你的见识

竟平庸得可以做社论。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

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而钱钟书在这里的

                                                             
杨绛. 记我的翻译，杨绛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北京第一版，第三卷，散文卷（下）第66页。 
杨绛. 干校六记小引，杨绛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北京第一版，第二卷，散文卷（上）第3页。 
杨绛. 干校六记小引，杨绛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北京第一版，第二卷，散文卷（上）第3页。 
钱钟书. 魔鬼夜访钱钟书，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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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附识，似乎是想起了多年前与魔鬼的这番对话，于是做出了一个说明，表明

了对杨绛的一种肯定，而不是杨绛借做传来发挥她自己。 

就在女儿钱瑗与丈夫钱钟书相继离世后，杨绛独自一人留在这世上。这个时

候她没有停止她的脚步，为女儿和丈夫打扫他们遗留在世上的“现场”。从 2000

年起，杨绛在身心交瘁中开始着手整理钱钟书留下的大量中、外文笔记和日札。

通过杨绛的悉心整理与编订，终于使得《钱钟书手稿集》得以问世。杨绛并为《钱

钟书手稿集》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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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钱钟书、杨绛散文创作手法及风格之比较 

钱钟书在《落日颂》中写到： 
 

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有一个分别：非文学作品只求 readable——能读，

文学作品须求 re-readable。Re-readable 有两层意义。一种是耐读：“咿唔不

厌巡檐读，屈曲还凭卧被思”，这是耐读的最好的定义。 

 

re-readable 的另一层意思就是“重新读”。钱钟书与杨绛的散文就是

re-readable 的文字。而钱钟书与杨绛的散文不仅仅是耐读就可以，他们的散文值

得一读再读，细细品读。 

将钱钟书与杨绛的散文，捧在一起细细阅读进行比较时，我们会发现他们除

了散文的主题和内容充满了关联外，在散文的创作手法与风格上，还暗藏着些许

的联系与共同。把这些共通一一梳理出来，对研究钱钟书与杨绛散文的比较是富

有意义的。 

第一节 语言的趣味性 

阅读钱钟书与杨绛的散文，并不是枯燥无味、单一的说人论事论理。他们的

行文富有思想性却又不失趣味性。讽刺的幽默、比喻的趣味、童心的真趣都蕴藏

在他们的文笔之间。钱钟书与杨绛的散文都是既“庄”又“谐”的，他们的观点

不论读者同意与否，都能使读者在阅读之时感受到透彻与精辟。文章中的这些趣

味性与他们在人生道路中的学习、生活是分不开的。首先，钱钟书与杨绛有着大

量的阅读，尤其是在英国留学期间他们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经典原著。西方文

学中的幽默也潜在地影响了钱钟书与杨绛写作时趣味性的生发。其次，在家庭生

活里，他们与家人也是常常能发现生活中的乐趣，甚至在一些艰难困苦的时候也

能苦中作乐。在下干校前，杨绛帮钱钟书补了一条裤子。为了让裤子耐穿、耐磨，

杨绛将裤子补得异常厚实。杨绛形容为“坐处像个布满经线纬线的地球仪，而且

厚如龟壳。”钱钟书幽默地回说这样挺好，就好似裤子上带了个座，可以随时

坐下。钱钟书与杨绛共同经历了太多，在曲曲折折、起起伏伏的人生旅途里，即

使人事是艰难困苦的，他们也不停挖掘与体悟生活的乐趣。正如：“真有幽默的

                                                             
 钱钟书.落日颂，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95页。 

  杨绛.干校六记，杨绛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北京第一版，第二卷，散文卷（上）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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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小花脸使我们

笑，并非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 

一、讽刺的幽默  

幽默，拉丁文 humour，是钱钟书与杨绛散文行文的一个重要特点与品性。

钱钟书在他的《说笑》一文他先是讽刺了一些人对于幽默的看法“自从幽默文学

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

幽默。”接着他阐述了自己对于幽默的看法，认为幽默是不能提倡的，幽默是“别

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幽默是一种脾气。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

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通读钱

钟书与杨绛的散文，他们的散文作品里面有许多富有幽默性的语句，而且很多的

幽默都是包含着深刻的讽刺。同时他们这种讽刺的幽默毫不矫揉造作，仿佛自然

天成一般，一个句子到这里了，就该用这样的幽默才能展现句中的意境与意味。

这种幽默的方式来源于哪呢？ 

饱读中外书籍，尤其是留学海外的而经历。钱钟书和杨绛，深得外国文学，

尤其是英国文学、西方随笔的影响。西方文学中的幽默成为了他们的代表性的文

笔。而他们的这种幽默毫不单纯，深厚中文功底，使幽默变得中西合璧起来，让

人忍俊不禁又发人深思。钱钟书的幽默是带着英国文学中的夸张和幽默，但是又

有不同的是他并没有英国式幽默的温和与宽厚，而是一种剑拔弩张、冷酷无情的

幽默，不是风度翩翩、温文尔雅而是讽刺十足。有的学者也将他的这种幽默称为

“酷幽默”。然而他只是冷，却不是静——像一道奔流的瀑布。思想的灵动与激

烈，都潜藏在他的“酷幽默”里。钱钟书的讽刺幽默常常是在他说理论事时：   

                                                                                                                                                                                                                                                                                                                                                                                                                                                                                                                                                                                                                                                                                                                                                                                                                                                                                                                                                                                                                                                                                                                            

提倡幽默作为一个口号，一个标准，正是缺乏有幽默的举动；这不是幽

默，这是一本正经的宣传幽默，板了面孔的劝笑。我们又联想到马鸣萧萧了！

听来声音倒是笑，只是马脸全无笑容，还是拉得长长的，像追悼会上后死的

朋友，又像讲学台上的先进的大师。 

 

钱钟书对将幽默作为一种提倡与口号是极其反对的。他将这种举动形容成了

马鸣一般，他认为这种是看似为笑而实又非笑。最后甚至比喻为追悼会后死的朋

友或是讲台上的大师。幽默里透出了尖酸尖锐的气息。钱钟书始终透露着一种学

                                                             
  钱钟书.说笑，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25页。 

 钱钟书.说笑，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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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气质，这种气质使得他的幽默更加犀利与尖讽。他是一个书痴，一个痴人，

他无须也不去计较人世间的复杂人心，他的语言锐利，幽默时带着的讽刺更是透

彻入骨。 

尖锐讽刺在钱钟书笔下是常常能见到的。《近代散文钞》一文中，钱钟书就

毫不客气的将“钞”讽刺为“太古时之遗迹也”，他说： 

 

钞的都是明末清初的文章，在我们不能‘上知五百年’的人看来，已经

算得太古时的遗迹了。假使‘近代’这个名词，不仅还有时代的意思，而是

指一种风格，像所谓‘唐诗’、‘宋诗’一样，不是 chronologically modern,

而是 critically‘modernistic’，那末，明以前的文章，明以后的文章，够得上‘冰

雪小品’的，不知多多少少，何以偏偏又限止于明末清初？ 

 

钱钟书在文章最后点评 “这种人无疑地是‘没落’的，吾故回应第一节曰：

“太古时之遗迹也。”遗迹一词就已是古老与陈旧的代名词，断壁残垣、杂草丛

生的景象足已显得够老、够久、够旧。钱钟书却又在这个“遗迹”前又加上了“太

古时”。太古，古也已是古老了，多了个太字，已经是到了地球生命诞生之初了。

已经是古得不能再古，老得不能再老。钱钟书这种幽默的讽刺实在不得不令人膜

拜与折服。 

相比于钱钟书的激烈讽刺意味的幽默，杨绛的讽刺性的幽默稍显弱态一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杨绛的讽刺的幽默并不够深入。杨绛文中的幽默的讽刺也是老

辣和尖酸的。杨绛的散文多是记人记事，涉及到了生活的现实之中。女性身份的

杨绛，有着女人的温柔似水，我们会想到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提到女人是水做

的。而“幽默”的拉丁文的意思也是水。水与水的交融是相对温和的，杨绛与幽

默的碰撞也就看似没有钱钟书那样激烈与尖刻了。 

在杨绛的《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杨绛这样写道： 

 

我自从做了“扫厕所的”，就乐得放肆，看见我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脸

理都不理，甚至瞪着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决没有谁会责备我目

中无人，因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这是“颠倒过来”了意想不到的妙处。
 

                                                             
 钱钟书.近代散文钞，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104页。 

 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杨绛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5月北京第一版，第二卷，散文

卷（上）   第 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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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看似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调侃与幽默，实则是无声而锋芒的讽刺与批判。讽刺

与批判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社会背景里，人已不再是人了。人性的泯灭已经是

一种寻常之事了。杨绛在群众们让她“游街”的部分里写道： 

 

我暂时允当了《小癞子》里“叫喊消息的报子”；不同的是，我既是罪

人，又自报消息。当时虽然没人照相摄入镜头，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

跳在半空中，观看自己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

鬼蛇神”。那场闹剧实在是精彩极了，至今回忆，想象中还能见到那个滑稽

的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 

 

这段话带领读者将一个“游街”的场景想象成一个滑稽的表演。杨绛自己也仿若

成了一个观众，而且是如同孙悟空一般跳在半空。一个严肃的场景，被描绘得这

样的幽默感十足，其实这是对于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现象的一个莫大的讽刺。人

们的生活都不是正常的生活，而是一种闹剧，而且是“精彩极了”的闹剧。 

对幽默的看法，钱钟书在他的散文里提到了。杨绛也将钱钟书的这种看法尽

用在她的文章中，独醒的幽默。以一个冷眼者来进行幽默的描述。“前些时，我

们的文艺理论家对狄德罗的《关于戏剧演员的诡论》发生兴趣，大写文章讨论。

这个“诡论”的要旨是：演员必须自己内心冷静，才能惟妙惟肖地体现所扮角色

的热烈情感，他先得学会不‘动于中’，才能把角色的喜怒哀乐生动地‘形于外’

譬如逼真表演剧中人的狂怒时，演员自己绝不认真冒火发疯。其实在十八世纪欧

洲，这并非狄罗德一家之言，而且堂.吉诃德老早一语道破：‘喜剧里最聪明的

角色是傻呼呼的小丑，因为扮演傻角的句不是个傻子’（堂吉诃德第二部第三章，

用杨绛译本下册，二九页的译文）。”可见钱钟书与杨绛写幽默，笔下带幽默，

其实他们的内心却是极具清明与了然。在生活中温和礼让、不与世争的他们二位

就是通过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幽默，在文中尽力抒发着他们的感想与感受。在引

得读者忍不禁莞尔一笑后，又即刻深陷沉思之中。 

二、比喻的趣味  

    比喻是文学作品中一个常见而重要的修辞手段。与其他艺术手段如绘画、音

乐等等相比，文学中一个稀松平常的比喻，是无法在绘画、音乐里造成描述的困

难。这正是比喻在文学语言的一个特点。在钱钟书与杨绛的散文行文中，比喻是

                                                             
 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杨绛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北京第一版，第二卷，散文卷（上） 第183页。 

 钱钟书.读《拉奥孔》，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第223页到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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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出彩的部分。许多比喻的句子，都是有着特有的趣味性，阅读时可谓精彩

绝伦。并且钱钟书与杨绛散文作品中的比喻，大多有一种天马行空的独特感。许

多看似不相干的东西、差距很大的东西，却在他们的比喻里，有一种恰如其分、

恰到好处的效果。在古罗马的修辞学里早就指出了，相比的事物间距离越大，比

喻的效果愈新奇创辟。 

杨绛《干校六记》中有一段关于下放的描述： 

 

文学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队的词儿，不称‘所’而称‘连’。两

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

红旗开处，俞平老与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

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 

 

   这里杨绛将下放队员的整队行进，年过七旬的文学大家俞平老与俞师母的领

队比喻如学龄儿童一样排着队伍。学龄儿童与文学大家，这是两个相距甚远的身

份，但是用在这个句子里面，却是非常犀利而深刻的概括出了当时的场景。也讽

刺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杨绛的比喻在《丙午丁未年纪事》里尤为突出与经典。将自己负责打扫的女

厕所比喻成“某些大教堂、大寺院”都是“神圣不可侵犯”且充当“罪犯”的避

难所。她自己被剃了阴阳头，后来用尽方法花了一夜时间做了假发戴上。哪知街

上的孩子们眼尖得很，看出她的假发就伸手要揪。杨绛从此看到孩子就提心吊胆

的，看见孩子就溜，说自己跑得一溜烟，并将自己形容成是“活是一只过街的老

鼠。”。被杨绛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厕所，厕所挡在坑前的瓷片，杨绛偶尔偷偷坐

坐休息也被她比喻为“猴子坐钉”一般。到了杨绛自己成为“牛鬼蛇神”之后，

革命群众捉了“四大妖精”，俘虏堂吉诃德这段就更是有趣了。 

 

我变成“牛鬼蛇神”之后，革命群众俘虏了我翻译的《堂吉诃德》，并

活捉了我笔下的“四个大妖精”。堂吉诃德是一位正派的好骑士，尽管做了

俘虏，也决不肯损害我。四个大妖精却调皮捣蛋，造成了我的弥天大罪。不

过仔细想来，妖精还是骑士招来的。“罪证”往往意想不到。我白白的终夜

睁着两眼寻寻觅觅，竟没有发现偌大四个妖精，及早判处他们火刑。 

                                                             
 杨绛.干校六记，杨绛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北京第一版，第二卷，散文卷（上）第8页。 

 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杨绛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北京第一版，第二卷，散文卷（上）  第

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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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被查，本是一件让人紧张万分的事情，却被杨绛的“四大妖精”、“骑士”

变得生动活泼且充满了趣味和调侃性了。 

在《控诉大会》里，杨绛在写自己被一个从没见过的女孩子上台控诉后，群

众的反应是：“我走出大礼堂，恰似刚从地狱出来的魔鬼，浑身散发着硫磺臭，

还带着熊熊火焰；人人都避得远远的。”。杨绛将自己比作魔鬼，而且是满身

硫磺臭的魔鬼，让人远远躲着。这是自嘲，自我取乐，而这背后却是一种能令读

者沉思的沉重。在《林奶奶》里，林奶奶拿着托嫂子帮忙做的棉鞋给杨绛，那鞋

子一场的厚重，杨绛说自己穿上新鞋子，就像是“猩猩穿上木屐”，无法行动，

站着时两脚又像是“大象的脚一样肥硕”。读者读到这里想象着身板弱小的杨绛，

又像猩猩，脚又像大象，定是要大笑出声。 

钱钟书的比喻也是一样的神来之笔与风趣幽默。在《作者五人》里，钱钟书

说：“穆尔的光明洁净是无可否认的，只是不美观，像秃发的人的头顶。像秃子

的头顶一样，他绝无暗示力，说一句是一句，是哲学家中最无生发，最无蕴蓄的

人。”。将穆尔的直接与一目了然和秃发的头顶一起做比喻，将不美观和无味

形容得淋漓尽致。在《中国诗与中国话》里钱钟书将事后追认先驱比喻成“野孩

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这形容

贴切且入木三分。当然，钱钟书并不是批评这样的事情，而是认为“它会影响创

作，使新作品从自发的天真转而为自觉的有教养、有师法；它也改造传统，使旧

作品产生新衣衣，沾上新气息，增添新价值。”。在《谈中国诗》里，钱钟书写：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

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的话。 

 

钱钟书在这将中国诗的暗示性特征换了个说法，却说得趣味盎然。钱钟书在

他的《说笑》一文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

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

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在人生的道路上，钱

钟书幸运之至，不需几百年后、几万里外就遇到了相伴他一生，相守更是相知，

常伴左右、莫逆于心的杨绛。 

                                                             
 杨绛.控诉大会，杨绛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北京第一版，第二卷，散文卷（上）第  240页。 

 钱钟书.作者五人，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141页。 

 钱钟书.谈中国诗，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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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童心的真趣 

钱钟书与杨绛的散文作品里有很多他们充满童趣、童心的句子。这样的句子

展现了他们对生活、对人生的真性情与真态度。 

钱钟书在《吃饭》的最末写到了一本名叫《老饕年鉴》的书，里面有一段妙

文值得一提，是讨论的请客吃饭的问题。说的是在吃了别人请的饭后有多少天不

在背后说人坏话，时间的长短则按饭菜质量而定。在这里钱钟书写了他的想法： 

 

这一番议论，我诚恳地介绍给一切不愿彼此成为冤家的朋友，以及愿意

彼此变为朋友的冤家。至于我本人呢，恭候诸君的邀请，努力奉行猪八戒对

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说的话：“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将来。” 

 

人生在世，最普通的一件吃饭的事情，被钱钟书所写的充满哲趣。而最后这

“待我一家家吃将来”则是钱钟书的一种童心的体现，甚至有一种活泼可爱之感。 

在他的《谈中国诗》里，“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

（pekineses），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

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

位文化的人。”。成人多是正经严肃的，被归为“痴人”、“书痴”的钱钟书,

他的笔笔、他的文却是生动活泼而富有活力的。 

温和的杨绛思维也是如此活泼、跳跃的。在《丙午丁未年纪事》里： 

 

笔记本上，前后共有四次‘四个大跃进’，只第二次写成‘四个大妖精’。

我只幸没把粮、棉、煤、铁画成实物，加上眉眼口鼻，添上手脚，画成跳舞的

妖精。这也可见我确在悉心听讲，忙着记录，只一念淘气，把‘大跃进’写成

‘大妖精’。可是严肃的革命群众对‘淘气’是不能理解的，至少是不能容忍

的。 

 

粮、煤、棉、铁都是死物。是当时那个社会的重要的必需品。然而杨绛却对这四

样东西有着孩童般的联想，像给它们加上眉眼口鼻，加上手脚。这是孩童们的丰

富的想象力与趣味。丙午丁未年的中国是被灰暗与昏暗所笼罩的，做了“牛鬼蛇

神”的杨绛并不自怨自弃，她仍然不懈地发掘着生活中的快乐与趣味，如同一个

                                                             
 钱钟书.吃饭，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31页。 

 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杨绛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5月北京第一版，第二卷，散文

卷（上）  第 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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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子睁大了眼睛，瞧着、打量着那个对她而言新奇特别的世界。于是杨绛就开始

了她的如孩童般的四处“探险”活动。“探险不必像堂吉诃德那样走遍世界。在

我们当时的处境，随时随地都有险可探。我对革命群众都很好奇，忍不住向监管

小组‘探险’。”这次探险她的结论是监管小组里人人都是“披着狼皮的羊”。

接着她又去了革命群众的办公室“探险”。之后的探险就愈发的多样和大胆了。

杨绛发现了许多“披着狼皮的羊”。 

第二节 用典的广博性 

书是钱钟书“命中的食禄”。小早在少年时钱钟书就养成了读书做笔记的好

习惯。用典对于他来说就是信手拈来，举手之劳一般。杨绛也爱看书，也有勤读

书的好习惯。在他们俩人漫长的人生经历中，两人常常相伴读书，交流读书心得。

钱钟书与杨绛也许没有许多花前月下的浪漫，但是有着同窗共读的情调。我们都

能想象到一个场景，就是两人在寂静无声地夜晚，在宽大的书桌前相对读书，这

也是一种醉人的浪漫。英国、法国、中国他们都曾相伴读书，而且都可谓已是入

了读书破万卷的状态。 

一、用中、西典 

钱钟书与杨绛，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学识渊博，熟读中文典籍而又通晓外

语，使得他们在写作之时能够信手拈来地引经据典，而且中西用单杂糅一处。这

种对中西典随意的使用，引文寻根，给读者一个更高的视野与阅读高度。钱钟书

的许多文章，尤其是散文中的用典是极其多的。钱钟书的许多议论性的散文里，

几乎通篇都有用典，而且中西用典交织。给读者带来的是极大的知识、学问上的

冲击。关于中西用典，钱钟书自有他的看法与观点。“我开头说，‘诗可以怨’

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在信口开河的过程里，我牵上了西洋近代。这是很

自然的事。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中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

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串着不同的

学科。”。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发现钱钟书认为文学、知识、事物都是相互联

系、相互衔接的。他的中西用典就是他这一说法的实践与证明。 

在一篇名为《通感》的文章里，钱钟书引用了大量的中西典籍，强有力地为

读者疏通了通感在中西文学中的存在与价值。钱钟书先从宋祁《玉楼春》的名句

“红杏枝头闹”开始，展开了关于通感的论述，他觉得： 

                                                             
 钱钟书. 诗可以怨，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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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字是把事物无声的姿态说成好像有声音的波动，仿佛在视觉里获

得了听觉得感受。马子严那句词可以和另一个南宋人陈造也写西湖春游的一

句诗对照：“付与笙歌三万指，平分彩舫聒湖山。”（《江湖长翁文集》卷

一八《都下春日》）“聒”是说“笙歌”，指嘈嘈切切、耳朵应接不暇的声

响；“闹”是说“妆束”，相当于“闹妆”的“闹”，指花花绿绿，眼睛应接

不暇的景象。 

 

接着他又说到了宋祁、黄庭坚等诗词里闹字的用法，也在后世的通俗语言里

有所使用： 

 

例如《儿女英雄传》三八回写一个“小媳妇子”左手举着“闹轰轰一大

把子通草花儿、蝴蝶花儿”。形容“大把子花”的那“闹”字被“轰轰”两

字申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也足以证明近代“白话”往往是理解古代“文言”

最好的帮助。 

 

随后钱钟书开始跨越中国文学，谈论到了西方语言的词语。他认为西方语言

中指称太鲜明或强烈颜色的“大声叫吵的”、“砰然作响的”（loud, criard, chiassoso, 

knall），和暗淡颜色为“聋聩”（la teinte soutde）,也有助于理解古汉语诗词中

的“闹”字。文章至此，这样的用典，钱钟书仍是不够满足，接着又继续引出了

许多的中西文学中的典故例子。再到通感的描述： 

 

各种通感现象里，最早引起注意的也许是视觉和触觉向听觉讹挪移。亚

里士多德的心理学著作里已说：声音有“尖锐”（sharp）和“钝重”（heavy）

之分，那比拟着触觉而来（used by analogy from the sense of touch），因为听、

触两觉有类似处。 

 

这里钱钟书是引用的《心灵论》中的第二卷三章。随后他立即又引入了中国古典

文学的《礼记.乐记》、《礼记正义》、《诗.关雎.序》等等的文字来进行论证

                                                             
 钱钟书.通感，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254页。 

 钱钟书.通感，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255页。 

 钱钟书.通感，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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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说明。一篇文章，就用典不计其数。钱钟书这样的引经据典将他的“昆仑高峰”、

“文学泰斗”的身份展现的淋漓尽致致。 

杨绛的用典也是同样的中西结合。杨绛在四十年代写的《喝茶》也能充分体

现她与钱钟书一致的用典风格。《喝茶》中杨绛谈到了中西方人的不同的喝茶的

习惯。同是茶，英国人初吃茶叶是吃茶叶渣，把茶当药。杨绛则发现中国人对茶

的功效有着不同的见解： 

 

胡峤《饮茶诗》：“沾牙旧姓余甘氏，破睡当封不夜侯。”汤况《森

伯颂》：“方饮而森然严乎齿牙，既久而四肢森然。”可证中外古人对于茶

的功效，所见略同。只是茶味的“余甘”，不是喝牛奶红茶所能领略的。 

 

杨绛又接着叙述了许多外国名人的喝茶的典故。茶文化已经是中国文化的一

种，中国的茶到了国外竟然有了这么些许的趣事。杨绛甚至提到“记不起哪一位

英国作家说过，‘文艺女神带着酒味’，‘茶只能产生散文’。”谁也没能想到，

在中国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喝茶可以引发这么不同见解与论述。这也是杨绛引用

中西典故的一个妙处，有理有据地开阔了读者的视野，同时也增加了阅读的趣味

性，有着典型的杨绛散文的风格。在杨绛带有魔幻气质的散文《隐身衣》里，杨

绛也有许多的中西用典，如：《儒林外史》的“吃一、看二、眼观三”、《堂吉

诃德》的“曳尾涂中”、《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的新装”、西班牙谚语“干

什么事，成什么人”、苏东坡的“万人如海一身藏”等等。 

二、钱钟书、杨绛用典的区别 

当然，在钱钟书与杨绛的中西用典中，他们也不尽相同。 

钱钟书的用典主要是给他议论性的散文提供了更多更有说服性和理据性的

材料。这样的大量的用典是他在写作时，思维流动性和学识联系性的一种展现。

钱钟书在大量而丰富的阅读与思考中，开始推己及彼。用一个更全面的更世界性

的眼光引出了他自己许多更深刻的文学理论。从关于翻译而展开的讨论，从“雾”

到“不隔”，即而生发出了用典的有效性和强效性。 

 

“犹抱琵琶半遮面”；似乎半个脸被隔了，但是假使我们看得清半个

脸是遮着，没有糊涂地认为整个脸是露着，这便是隔而“不隔”。所以，隐

                                                             
 杨绛.喝茶，杨绛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5月北京第一版，第二卷，散文卷（上）第 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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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显得分别跟“不隔”没有关系。比喻，暗示，象征，甚而至于典故，都不

妨用，只要有必须这种转弯方法来写到“不隔”的事物。 

我们并非认为“不隔”说是颠扑不破的理论，我们只是想弄清楚这个

理论的一切涵义。我们不愿也隔着烟雾来看“不隔”说——惚怳，幽深，黑

沉沉的充满了神秘。 

 

阅读与研究时，很容易产生单一的思考，钱钟书则通对过“不隔”的论述，

来告诉读者，不论是深沉还是浅显的事物，都应做到让读者能够清楚看懂，不再

糊涂。用比喻，暗示，象征，再到用典都可以使事物“不隔”，不再雾里看花，

不再模糊不清。钱钟书在文章中大量的用典，是为了消除模糊，为了强效地论述

自己的观点，融会贯通地使很多理论与想法变得更清晰而深刻。钱钟书在《美国

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中的一段话也可以体现他喜爱中西用典观点：“各

国文学在发展上、艺术上都有特色和共性，即异而求同，因同而见异，可以使文

艺学具有科学的普遍性；一个偏僻效果的文学也常有助于解决文学史上的大问

题。” 

杨绛的用典更多的是用来描绘生活的画卷。可以说杨绛与钱钟书用典的异处

主要源自于他们散文的主题与内容的不同。杨绛的散文本来就多为描写浮生琐事，

她不需要像钱钟书般据理据实的议论或是研究什么抽象的理论。她的用典就主要

是来衬托她散文中的文字，或是为散文中的形象或情节做烘托。这种方式的用典

使她的文章更显得生动活泼与有趣动人。 

在《丙午丁未年纪事》里，杨绛自嘲自己已经被人民群众揪出来了，揪出来

是什么呢？那就是“妾身未分明”。之后又被要求组成劳动队，听指挥做事情。

钱钟书被要求的是专职扫院子，杨绛则是专司女厕所卫生。他们需要做一块写了

自己罪名的牌子挂在胸前。他们精工巧制做出了牌子，挂在胸前相对欣赏。杨绛

戏说：“我们都好像艾丽思梦游奇境，不禁引用艾丽思的名言：‘curiouser and 

curiouser’。”这句引用艾丽丝的句子，可以显现出的是在“乌云”之下，他们

的苦中作乐与淡然自处的心境。杨绛打扫厕所，厕所就如同避难所一般可以逃避

些许的麻烦。她多年失眠，又不愿意服用安眠药予以帮助，怕自己会上瘾。学着

做气功，又引用了王安石的“坐禅实不亏人”，说自己常常坐着脑子里却是在不

停地思考。可见杨绛在文学创作中将自己的满腹诗书与自己的生活阅历完美的结

合在了一起。 

                                                             
 钱钟书.论不隔，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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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散文的自我性 

散文涉及的面是多种的，每位作家笔下的散文都有着自己的风格特点，甚至

带着自己的性格。钱钟书说过：“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

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

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是你所学不会，学不到的。”钱钟书与杨绛就是大

学问家，丰富的阅读经历，学习经历都充沛了他们的学识。所接受的学问已经融

入到他们的性格里了，这使得他们的笔尖上的文章都有很强的属于他们的浓浓的

自我性。这种自我性是非常独到与深刻的。钱钟书醉心于读书，与书为伴，再有

杨绛的相依陪伴，人生就已足矣。钱钟书写作的自我性，很多文字写出来的似都

是给他自己看的。就如他说人生就是一部大书，他的文字就是这部大书边上的随

心、随性、随感，是给自己的“书”做下的批识。在家庭中担着妻子、母亲角色

的杨绛则是一心为了他们的家庭而付出自己的一切，她的散文记录了很多生活琐

事，很少涉及自己的生活范围以外的事情。而且钱钟书与杨绛夫妻二人对生活的

态度淡然平静，都使得他们的散文中有一种“自我”性。但是由于他们在生活和

人生中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身份角色，使得他们“自我”的书写有同也有异。 

一、钱钟书的自我 

钱钟书在他的《中国诗与中国画》如是写到： 

 

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

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

了他的范围。 

 

在钱钟书做这一段文字叙述时他似乎正在努力的跳出这样的范围，让自己尽量不

受某种社会条件，或是文艺风气的影响。与同时代的许多散文家不同，钱钟书的

散文有着很强的自我阅读性与思考性。钱钟书的散文是他学者思维的活跃与活动

性的自然流露，是对钱钟书自我意识流动的一种记录。 

《读伊索寓言》，钱钟书以一种与旁人全然不同的视角，阐述着自己的见解和

认识。钱钟书翻读《伊索寓言》，得出了许多与众不同的看法。他首先拿整个历

史来看，他的思维显得非常特别。 

 

                                                             
 钱钟书. 谈交友，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71页。 
  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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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整个历史来看，古代相当于人类的小孩子时期。先前是幼稚的、经

过几千百年的长进，慢慢地到了现代。时代愈古，愈在前，它的历史愈短；

时代愈在后，它积的阅历愈深，年龄愈多。所以我们反是我们祖父的老辈，

上古三代反不如现代的悠久古老。这样，我们的信而好古的态度，便发生了

新意义。我们思慕古代不一定是尊敬祖先，也许只是喜欢小孩子，并非为敬

老，也许是卖老。没有老头子肯承认自己是衰朽顽固的，所以我们也相信现

代一切，在价值上、品格上都比了古代进步。 

 

钱钟书读完《伊索寓言》却觉得好多浅薄的见解与他的观点不符合，非要自

己加以纠正。当很多家长鼓励孩子读《伊索寓言》，让自己的子女从寓言中学做

人、做事的道理，钱钟书却直接否定了。他认为寓言要不得，因为它把纯朴的小

孩教得愈简单了，愈幼稚了，以为人事里是非的分别、善恶的果报，也像在禽兽

中间一样的公平清楚，长大了就处处碰壁上当。这样的论句，不是每个文人作家

都能写下写出的。 

尖锐、讽刺、深刻都是钱钟书散文自我性的体现。他秉持自己的独特的思想

和见解，不愿受旁人左右与影响。而且钱钟书的散文并不喜爱长篇大论发表自己

的主张。在他一个个意识流动后产生的许多零碎思想的片段，以流动的散文的形

式见诸于文字。《旁观者》中：“话又说回来了：我个人所看见的谈现代‘时代

精神’的文学批评家，没有一个是有史观的，尤其是那般唾骂的现代，而醉心于

古希腊罗马的学者——当然，从一个有史观的人看来，他们的‘虐今荣古’本身

就是现代‘时代精神’的一种征象”。《论复古》里“读了郭绍虞先生大作《中

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发生好多感想，论复古也是一个，目的倒并不在批评郭先

生，也非为复古辩护，更不是反对复古，虽然郭先生是不甚许可复古的。我只想

把历史的事实研究，分析，看它们能给我什么启示，能否使我对复古采取和郭先

生同样的态度。藐视复古似乎是极时髦的态度，假使我学不像时髦，这是我的不

幸。”诸如此例的句段，在钱钟书的笔下是相当多的。所以钱钟书的散文是非常

有自我性的散文，是有许多的文字资料予以证明的。钱钟书只要有书，生活就已

是富足了。他不可一日无书，不可一日不思考。 

二、杨绛的自我 

在 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杨绛散文》卷首译有一首 19世纪英国诗

人蓝德的诗：“我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

                                                             
 钱钟书.读伊索寓言，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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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似乎也是对杨绛人生态度

的一种写照。杨绛的自我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然性。 

抗战后期，杨绛和钱钟书在沦陷后的上海生活。当时日本人常常在街上、夜

里捉人。1945年 4月的一天，日本人闯了杨绛的家，寻找杨绛。杨绛被日本人

请去宪兵司令部谈话。若是寻常人等，被请去宪兵部当是紧张万分。可是杨绛担

心会在司令部呆个半天、一天，又了为来避免流露不安情绪，反而淡然的带了一

本正在阅读的《杜诗镜铨》。杨绛进去了等待时间，却一门心思的看起了书来。

“那人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抽身走了。我像武松在牢房里吃施恩家送的酒饭一

样，且享受了目前再说，就拿出书来孜孜细读。” 

到了后来，1966年丙午丁未年，杨绛和钱钟书都被“揪出来了”，做了“牛

鬼蛇神”。被派去劳动，被扫地出门，被群众呵骂。杨绛觉得： 

 

可是我虽然每天胸前挂着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众愤怒而严厉的呵骂

声中，认真相信自己是亏负了人民、亏负了党，但我却觉得，即使那是事实，

我还是问心无愧，因为——什么理由就不必细诉了，我也懒得表白，反正“我

自巍然不动”。打我骂我欺负我都不足以辱我，何况我所遭受的实在微不足

道。至于天天吃窝窝头咸菜的生活，又何足以折磨我呢。我只反复安慰：假

如我短寿，我的一辈子早完了，也不能再责望自己做这样那样的事；我不能

像莎士比亚《暴风雨》里的米兰达，惊呼“人类多美呀。啊，美丽的新世界……！”

我却见到了好个新奇的世界。 

 

在被下放干校时也是如此，干校的生活使杨绛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

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

我还是依然故我。”。她的态度，是任凭外界暴风骤雨，电闪雷鸣，她还是自在、

自如、自我。这些是杨绛性格中的自我。 

杨绛的散文还有一种自我，那就是她的散文角度，多是着眼于自己的生活。

与很多的散文家不同的是，杨绛的散文，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自己的家人、身边人、

身边事上。 

第四节 散文的魔幻性 

                                                             
 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杨绛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5月北京第一版，第二卷，散文

卷（上）  第 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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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的魔幻性，常常是在小说中得以体现。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在现今社

会颇受欢迎。而在散文作品中，以魔幻的角度切入是十分特别和别致的，这样的

魔幻散文在散文这个大的框架中显得独树一帜。钱钟书和杨绛的散文作品中，恰

好都有魔幻散文作品的存在。以钱钟书《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为开端，接着就

是杨绛承袭而写成的《魔鬼夜访杨绛》、《孟婆茶》、《隐身衣》还有《我们仨》

的一、二部分。 

一、钱钟书的魔幻散文 

钱钟书最具代表性的魔幻散文是便是他第一部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的第

一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如若提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魔幻散文，必

定不能将此篇遗漏。 

“魔鬼”被人请去吃酒，喝醉了酒，闯入了钱钟书黑洞洞如地狱一样的屋子。

文中的“魔鬼”却出人意料的不是一个大恶人的形象，而是如一个聪明得很，可

爱得很，还博览群书、知识渊博的学者一般。接着和钱钟书开始了高谈阔论，他

们针砭时事，谈到战乱与经济，谈到文学与阶级。魔鬼对“自传”、“自述”来

了一番议论： 

 

不料你的识见竟平庸得可以做社论。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为别

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

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

老婆、儿子都不认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做的传；

你要知道别人，你到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魔鬼此言一出，必惊四座。这是对做自传的人的一种尖刻的批评，将做自传者都

统统一起讽刺了一番。 

“魔鬼”甚至还说起人类的灵魂： 

 

你知道，我是做灵魂生意的，人类的灵魂一部分由上帝挑去，此外全

归我。谁料这几十年来，生意清淡得只好喝阴风。一向人类灵魂有好坏之分。

好的归上帝收存，坏的由我买卖。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忽然来了一个大变动，

除了极少数外，人类几乎全无灵魂。 

                                                             
 钱钟书.魔鬼夜访钱钟书，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7页。 

 钱钟书.魔鬼夜访钱钟书，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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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魔鬼论调尖酸辛辣，虽然出自“魔鬼”之口，其实是钱钟书借“魔鬼”

之口来将自己的话表达出来，是钱钟书自己对社会事实的一种批判与讽刺，彰显

了钱钟书的自我。 

二、杨绛的魔幻散文 

杨绛的魔幻散文，已经成为杨绛散文中的一个代表性特征了。仿佛在魔鬼闯

入拜访钱钟书后，其他神魔奇幻的东西就开始在杨绛的周遭打转了。在魔幻散文

这一个层面上，杨绛甚至走得比钱钟书还要远。在她的《孟婆茶》、《隐身衣》、

《我们仨》一、二部分都是魔幻式的散文。这些魔幻散文看似魔幻无常、天马行

空。实则都是用以含蓄地舒展作者自己内心的想法与话语。曲折婉转的以一种怪

力乱神的方式表达着作者一些本不能言或是难言的话。 

作为《将饮茶》一书代序的《孟婆茶》，杨绛自觉是“胡思乱想”的。孟婆，

西方世界，都是逝者那个世界的代表性名词。在《孟婆茶》里，杨绛坐上了一列

露天的火车，可是车不像车，筏不像筏，飞机不像飞机，又像是传送带。开篇就

让读者看了一个与现实世界极其不同的景象。开始拿着模糊号牌找座位的杨绛，

找来找去，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座位。杨绛的一生，做过教师，甚至还做过校长；

杨绛也是作家，写小说，写散文，写戏剧；杨绛也是翻译者，翻译了好些篇文章。

可是这里杨绛却找不到她自己的位子了。快到“孟婆店”前，杨绛问一个“穿制

服的”上“孟婆店”的楼与不上楼有什么不同。 

 

他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只随着这道带子传，不知到哪里去。你不

上楼，得早作准备。楼下只停一忽儿，错过就上楼了。” 

“准备什么？” 

“得轻装，不准夹带私货。” 

我前后扫了一眼说：“谁还带行李吗？” 

他说：“行李当然带不了，可是身上、头里、心里、肚里都不准夹带

私货。上楼去的呢，提意见啊，提问题啊，提要求啊，提完了，撩不开的也

都撩下了。你是想不上楼去呀。”  

 

杨绛便“赶忙跨出栏杆，往下就跳”。因为她自觉“夹带着好些私货”，需

要好好清理，于是高龄的杨绛便将她的“私货”都悉心写于纸上，诉诸文字了。 

                                                             
 杨绛.孟婆茶，杨绛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北京第一版，第二卷，散文卷（上）第 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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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是从一个梦开始的。梦中的杨绛与钱钟书分离了，杨绛四顾寻找

不到，总是有一种凄凄惶惶的感觉。人生于世，始终逃不过这些离别，离别可以

生离也可以是死别。杨绛在这样的凄惶中开始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梦里有

一个“古驿道”，钱钟书在驿道边的船里。“船很干净，后舱空无一物，前舱铺

着一只干净整齐的床，雪白的床单，雪白的枕头，简直像在医院里，钟书侧身卧

着，腹部均匀地一起一伏，睡得很安静。”这里，隐射的就是钱钟书病中在医院

住院的景象。如若是直写医院，杨绛似难面对，于是将这些心酸与痛苦都隐藏于

此情之中。一家三人相聚在这梦中的船里，“不用说话，都觉得欣赏舒坦。”即

使道路艰辛，杨绛也只求一家团圆合聚。杨绛在这“古驿道”上，走了一年多。

终到了相失之时。先是女儿阿圆的生病入院，只留杨绛一人在这“驿道”上独走

了。梦中的梦中，杨绛又梦见自己跑去找阿圆，看到了阿圆的病房，阿圆的床。

其实，这梦中的梦中，才是对现实的写照。最后阿圆住了一年院，直到一天阿圆

“回家”去了。这是阿圆真正的离开。杨绛深感精疲力竭，可是又需要陪伴在钱

钟书的身边。杨绛明白了，钱钟书故意慢慢地走，让他们慢慢分别，将一个红尘

之梦，变成一个万里长梦。在这个梦里现实与虚幻相交织，透露的都是对家人的

挚爱之情，温婉感人又动人心魂。杨绛没有直接的描写她的丧夫失女之痛，而是

将这种痛楚与悲哀放在了一个似梦非梦的“梦”里。 

在阅读钱钟书与杨绛的魔幻散文之时，读者们更要读到的是深藏在这些魔幻

之形下所深藏的话语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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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文学定义读言功用——外则人事，内则心事，均可著为文章。”钱钟书

与杨绛的散文都是记有心之事，写有思之感。他们饱含智慧与思想的文章，是智

者话语的最好代表。细细品读钱钟书与杨绛的散文作品。他们二位的散文都有着

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与特点，有人说钱钟书的散文诗充满理趣与幽默，杨绛的散

文则是温情而淡然的。钱钟书与杨绛是夫妻，在法律上、在任何社会角色上、在

研究比较上我们都不能将他们孤立或是分开。对夫妻作家进行研究，我们不能在

研究钱钟书时忽视杨绛，同样也不能再研究杨绛时忽视钱钟书。他们的散文作品

在创作主题上、创作手法上、互现性上都有研究的意义。目前，颇多学者都分别

研究钱钟书和杨绛的文学著作。但是将二者结合一起进行对比研究的并不多。尤

其是仅针对钱钟书与杨绛散文对比研究的更是少之。在探寻钱钟书与杨绛散文异

同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这对伉俪情深的文坛名家他们相濡以沫的生活轨迹以及

共同学习、相互影响的景象。他们共同的生活历程使他们看似相异甚远的散文，

实则牵连万千。若说钱钟书与杨绛是一个同心圆，那么在任何时候提及他们两位，

少了任何一位时这个圆都会出现一个缺口。钱、杨二人在中国散文史上，一个是

终结，一个是开端，地位都不容忽略，对比之下，他们又各有各的精彩。钱钟

书与杨绛相伴一生，他们的散文也是相互体现，相互支持的。阅读他们的散文让

我们看见，这对学者夫妇对学习、对生活、对做人的认真而淡然的态度。本篇散

文，从钱钟书与杨绛的散文概述开始，详细论述了钱钟书与杨绛在重叠的人生经

历里，散文主题、艺术风格的不同与相似、相联之处。

                                                             
 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7月第一版，第 476页。 

 范培松，张颖.钱钟书、杨绛散文比较[J].《文学评论》，2010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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