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經典

．中國首位諾貝爾文學獎被提名人林語堂英譯著作
．古典詩詞散文精選，深入體悟華文視野亙古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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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中英對照
莊子、蘇東坡、張岱等◎著 林語堂◎英譯
黎明◎編校

．張曉風（作家）、馬健君（林語堂故居執行長）◎特別推薦
．鍾文音（作家）◎專文推薦

【新版推薦序】

學貫中西，百年一人
兼具「君子」與「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之美的林語堂
張曉風（作家）

在中國，在古代，如果你要讚美一個人（哦，所謂人，
指的當然是男人），用的字眼可以很簡單，你稱他為「君
子」就可以了。君子怎麼解釋呢？它意指一種受過完整教
育，品德優美，宅心仁厚，不與人爭卻又頗有擔當的人。然
而，「君子不器」，由於他的養成教育極好，所以他不適合
作一個職業賣麵包的人或製車輪的人，他不投入實務的有價
的操作，他該作的事是社會的精神導師，擘畫十年或二十年
後國族該有的走向。
在西方，在中古之後，如果你要讚美一個人（哦，
抱歉，此處所指的人仍是男人），該用的字眼應該是
Renaissance man，我姑譯為「文藝復興人物」。此詞的意旨
和「君子」大致類同。例如，兩者皆同樣博雅多禮，同樣
自期自許以天下為己任，但後者卻多了些務實的本領，有點
像孔子說的「多能鄙事」。不過孔子在說這句話的時候，竟
不免十分抱歉的先加一句「吾少賤，故 ...... 」。由於年輕時
候卑微貧苦，孔子學會一些雜七八拉的技能，究竟是哪些技
能？孔子沒說，想來其中有些是不登大雅的，例如煮飯。
Renaissance man卻不一樣，他們是「吾少貴（他們皆是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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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貴族），故多能伎藝」，這些伎藝包括儒家的音樂、射
擊（或劍術）、駕駛、數學，以及儒家所沒有的現代天文地
理知識，以及嫻於航海或機械的種種本事，算來「文藝復興
人」應該是一種「極優良人種」。
我所知道的林語堂先生其實就是很難得的兼具有「君
子」和「文藝復興人物」之長的人。前者比後者多一份優游
園林的隱逸雅緻，後者比前者多幾分新時代男兒的彗黠矯
健。
林語堂先生是民前出生的人，算起他的身分是既貧賤
又富貴。他是福建漳州人，家住山區。那一帶原是窮地方，
卻山清水秀。他的父親是一間小教會的牧師，薪資有限，但
因教會和洋學堂有關係，林語堂因而擁有極好的教育資源。
林氏自小穎悟，再加上環境關係，使得他的英語能力無人能
敵。林氏啟蒙之際，在那個時代，多少要熟讀一些經書，所
以他也就很自然的學涉中西。林氏後來又留了美、留了德，
並且取得語言學方面的博士學位，但那頭銜和他一生的風雲
際會幾乎沒有什麼關係。他的一生和什麼有關呢？譬如說，
他是個健康愉悅的男孩，且是個極佳的短跑選手，這一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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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被他妻子視為優點（她曾在運動場上見過他的風姿），因
而願意「下嫁」。妻子的廖氏家族非常富有，對林氏的前半
生極有助益。
林氏的另一貴人是胡適，他曾「偷助」林氏一千銀元（
若干年後，林氏知情歸還）。胡之所以助林，表面看是胡的
俠氣，其實也是林氏來自家人之愛的少年意氣風發，令人愛
重。
林氏的真本領是寫作，中文的以及英文的。
此外，林氏懂得向中國人推銷西式「幽默」，並且向西
方人推銷中國的放達疏淡。在那個年代談幽默，喊打的人其
實不少。一般思想親共的人哪能容得你一杯咖啡一塊蛋糕，
並且言笑宴宴來論「幽默」呢？他們希望你「廿四小時都在
為人民服務」。至於真正的人民是不是「被服務了」或「被
殘害了」，那才是天知道。林氏的書多年來一直都是老共轄
區內的禁書，但林氏向美國外銷中國文化這一部份卻極為成
功。林氏的英文著作分三種，其一是創作，如《生活的藝
術》。其二是改寫，如短篇小說，其中〈碾玉觀音〉一篇有
極好的新詮釋，把個無聊的鬼故事，寫成了經典愛情。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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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姚一葦教授所編的〈碾玉觀音〉，劇本就是承襲林氏了不
起的新詮（而不是採用明人重述的宋人平話）。其三是中翻
英的翻譯，如張潮的《幽夢影》。三者皆是才子作，各有勝
境。
林氏是少數靠一枝筆而活下來的文人。更奇怪的是他的
「筆潤」來自美金，這大概是中國五千年來沒有的事。後來
的美華作家如湯婷婷或譚恩美也曾暢銷一時，但她們畢竟是
華裔美人。最近寫文革故事的哈金當然也算一員猛將，但還
差林氏一截。林氏著作又多又好又極富使命感，百年之內恐
怕很少有人能接近他所締造的光榮紀錄。
可是，林氏晚年為了想製作一架中文打字機而耗盡心血
和金錢，機器終於做出來了，卻因沒人肯生產而成廢物。林
氏和「文藝復興人物」一般，是自認有能力駕馭機械的人。
林氏當年為之瘋狂投入的那一搏，其中種種艱辛，在電腦時
代輕易就解決了。四十年前已謝世的林氏，如能看到電腦中
文打字之便捷，恐怕不免為自己浪擲的時間而嘆息吧！
不過，以他的的性格而論，他大概也是「終不悔」的。
林氏安息在陽明山腰的故宅庭園裡，面對著他生平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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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愛的觀音山夕照。人世無常，什麼都會過去，書，也許是
比較接近永恆的一種存在。在作者離世許久之後，仍繼續發
言。
欣聞正中書局刊印林先生所譯英文書八種，並且是中英
對照的，故欣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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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推薦序】

古知孔子，現代則知林語堂

馬健君（東吳大學英文系副教授暨林語堂故居執行長）

很多人都說，一個人如果中文不好，英文一定也學得
不好。為什麼會這樣呢？根據我多年英文教學的經驗，發現
如果學生中文程度不好，他們在英文學習上也會面臨很多問
題，不若其他中文程度佳的同學。反觀英文能力好的學生，
中文程度也一定具備相當的能力，因為他對中文的高度理解
加強了他的外語吸收與理解能力，使得他的外語得以運用自
如。我們所熟知的林語堂先生便是箇中的佼佼者。
林語堂先生一生最為人所熟知的，是他在寫作上的成
就；但他許多有關於翻譯的文章，更為世人所津津樂道。中
西兼修的背景，使他的翻譯功力除了文字意境上的傳遞，更
富有人文精神方面的諸多挹注。藉著文字，他將華人的思
想、情感以及生活中細微之處，點點滴滴地傳達給西方讀
者，使他們能夠瞭解其中巧妙之處，進而欣賞中華文化的精
彩。如此珍貴的文化資產，是我們身為華人的幸福與驕傲。
在這次正中書局重新再版林語堂先生的八本譯著中，
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孔子的智慧》。一般西方讀者對於孔子
的了解，大多來自《論語》一書，以為孔子只是個滿口格言
的智者。彷彿要為孔子「驗明正身」，林語堂先生翻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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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時，他不逐字逐句消極翻譯，而是把原著內容重新分門
別類，分成「孔子的生平」、「中庸」、「孔子的格言」、
「儒家社會秩序三論」、「論教育」、「論音樂」以及「孟
子」等等，從「四書」、「五經」以及司馬遷的《史記．孔
子世家》等書籍，以英文特有的表達方式，使西方讀者能夠
經由各種面向來了解孔子的思想以及儒家的哲思。這種譯
法，既能抓住原文的形式與精髓，又能讓西方讀者容易理
解，知道孔子與儒家思想是如何深入華人人文世界。
《老子的智慧》，也就是林語堂英譯的《道德經》。
他以深厚且淵博的國學背景，運用道地的英文，汲取中文文
字間微妙的語意，忠實傳達《道德經》的精神，譯文內容深
刻，表達平易淺近且貼切流暢，使人閱讀容易且印象深刻。
林語堂先生的翻譯中有創作，創作中有翻譯。他特別摘
選一些為讀者所熟悉且別有幽默、風趣的文章，精心編輯成
《東坡詩文選》、《幽夢影》、《不亦快哉》、《西湖七月
半》、《揚州瘦馬》以及《板橋家書》等書，把蘇東坡、張
潮、金聖歎、鄭板橋等這些才華洋溢、樂享生活且曠達的文
人介紹出來，使中文讀者藉其生花妙筆的英文書寫，增加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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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英文的興趣；而西方讀者，則能透徹準確地理解原文，體
會中華文化的優美與價值。無怪乎許多外國人在提到中國的
文學與思想時，每每會以「古知孔子，現代則知林語堂」這
句話作為概括。由此可以想見林語堂先生對溝通文化以及增
進國際視聽的影響力。
反觀現在，隨著科技網路快速發展，以及國際化、全球
化趨勢影響之下，英語文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同時，也隨著
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經濟強國，華文世界人口增加速度高居全
球之冠等因素，中文成為全世界僅次於英文的第二大使用語
文。逢此時刻，林先生這幾本書的再版，更具意義。希望能
有更多的中文以及英文老師把它們作為教材，讓我們的孩子
除了提高中英文能力之外，也更能深入了解中華文化的豐富
多元並且引以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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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推薦】

一雙睿智之眼 洞見古典散文的魅力

鍾文音 （作家）

說到林語堂，內心的感情如果重返過去，可是極其澎湃
的。
國中某日讀《京華煙雲》與《唐人街》竟夜，隔日數
學考試低分遭班導師竹鞭子的印象猶深，彷彿只要一閉上眼
睛，我就看見一個少女是如何沉浸在林語堂人情世故與百態
滋味的文字圖像裡，去餵養一顆飢餓荒瘠的靈魂。那午夜偷
偷讀林語堂作品的畫面，可以說是我在升學厭蔑時光裡的美
好記憶。
到了我自己成為作家之後，眼見臺灣文學失落在他鄉舞
臺，我就很哀嘆自己英文不夠好，因為我曾天真地以為：要
是能像林語堂那樣地直接以英文寫散文或者小說的話，臺灣
的聲音或許就比較有機會傳達至英文等其他地域版圖（中文
書翻譯成其他語言簡直是屈指可數）。
但這時代去哪裡找第二個林語堂？
林語堂可說是第一位直接以英文思考、以英文寫小說寫
散文，還將中國古典文學推廣西方的第一人。更難能可貴的
是林語堂的骨子裡卻是道道地地的中國文人品味與情調，這
就是為何林語堂至今依然擁有無遠弗屆的魅力，他也是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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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世界最為欠缺的英文寫作者所仰望的標的（華裔作家不
在此列，因為華裔作家的眼光與思維基底還是西方的）。
我私心以為，只要是林語堂編選的作品都是值得一讀
的。林式文格與風骨早已超越了作品，我看待《揚州瘦馬》
也是以此基礎，也就是說我把選集的文字看成是其次（古人
作品已不需要我們來稱頌與定位了）。我喜歡《揚州瘦馬》
毋寧是因為這本選集的背後之眼來自於林語堂，這本書代表
著林語堂目光之所在。如果不是因為林語堂，揚州瘦馬就只
是揚州瘦馬了。
我們當然很容易就能找出王羲之、王維、蘇東坡、鄭板
橋、曹雪芹、韓非、莊子的書閱讀，但我們卻不容易在如此
龐大的文學光譜裡立即獲致一種獨有的美學或者生活情致。
而通過林語堂凝聚的品味與眼光，我們在《揚州瘦馬》裡輕
易地品嚐起中國文學汪洋下的一瓢水。而這一瓢飲，穿越了
經典的千山萬水，再次來到了讀者的眼前。
問題是，不變的林式品味與情調，來到了當今之世，在
多變的現代人心裡還能感受些什麼？古典小品文還能有多少
點滴被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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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書被當成讀物與教材是好的，但如果被變相當成
只為考試之用，那就徹底違背林語堂處世縱橫闊達的大器大
度了。
臺灣有各式各樣的散文選，從年度散文選到名家散文
選，從自然散文選到美食散文選皆備，這類散文選含跨時光
最短一年，最長也頂多百年。而林語堂選譯的《揚州瘦馬》
卻從清代一直到莊子孟子皆備，編選跨及之時空可謂前所未
見。
此選集編選的類別更是多樣豐饒，雖是古文，卻是好
讀、不難了解。還有個優點是，想讀英文者，更可讀到林語
堂獨到的詮釋。
當然每一本舊書與古文書都有是否還具備「當代性」的
考驗，也就是放在當今之世，文章還能有什麼深刻性與啟發
性？或者伴隨閱讀樂趣而來的生活態度與情趣誘發？
《揚州瘦馬》的當代性是什麼？如果說這是單獨的一本
書或許還容易三言兩語就勾勒出，難就難在這本書等於是中
國古文選的迷你縮影，這本書就像是蛋刻畫，我們必須以放
大鏡觀之，每一句逐一地讀著，進而才能以微知大，才能知
其妙用。《揚州瘦馬》的編選英譯，看得出林語堂的生活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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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這些文章幾乎是青年人格養成的基礎；《揚州瘦馬》也
讓我們見識到林語堂的中文與英文功力。不過，以簡潔易懂
的英文來詮釋古典中文的奧義，中文的多義性與想像維度似
乎只得割捨了。
林語堂編選三十二篇小品文為《揚州瘦馬》和《西湖
七月半》，林語堂最初編選文集的初衷是希望供青年自修之
用。那麼重新看這本林語堂最早於一九七八年編選的散文
集，浮上我腦海的第一個念頭是當代的青年是否還能以此文
集當作「自修」之用？能否直接讀古文，而無須藉由翻譯？
翻譯的英文讀起來搞不好還比古文容易，又在當今的升學與
實利時代，誰能緩慢閱讀，深解箇中滋味？
無庸置疑地，散文是中國古典文學的大寶庫，也是每一
個當代作家文學原鄉的源頭，這個龐大的源頭，通過林語堂
睿智幽默的心，與他在原書序文所說的「懷著激情」選譯，
雖說《揚州瘦馬》礙於篇幅只能蜻蜓點水，但已讓這些古文
再次靈活靈現了起來；而更重要的是，這些文章的背後展露
著生活態度與生活情思。如此看來，當代的青年不僅要把這
書當成「自修」之用，還不妨當成是一種自我生命觀與美學
觀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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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瘦馬》的編選面向涵蓋：生活、長恨（英譯：
Love And Death 愛與死）、山水、處世、閨閣、燕居、藝
術、機警、解脫、塵悟。這些面向也幾乎就是散文發揮的類
別了。
我喜歡《揚州瘦馬》是這本選集的文字具有歷久不衰的
經典性，又深具幽微美感與細膩簡潔的文字力道。由於篇幅
所限，我在此引述幾段佳文，或也能引發青年讀者愛上《揚
州瘦馬》。
在「人生」章節：選的是王羲之聞名於世的〈蘭亭
集序〉：「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
情。」、「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
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捨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
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以此窺見中
國文人的寫意人生，這種難以言詮的不知老之將至，隱藏著
極其豁達的率性。
在「長恨」章節裡，林語堂選了班固的〈李夫人臨死託
武帝〉，在文章裡我們讀到李夫人在臨死前竟還能如此地費
盡心力以博得武帝之心，這李夫人可說所有當今愛情散文與
小說的「原型」鼻祖了。李夫人生病後不讓武帝見其醜容，

014

揚州瘦馬
新版推薦

為的就是保有在武帝心裡的那份不衰之美。班固寫李夫人
說：「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
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乃以平生
容貌也。......」重讀班固這篇文章，真是拍案叫絕！在升學時
代哪裡能體會如此女子臨終前竟有此「心機」啊！班固，多
遙遠的人名，許多人讀他的文章都是在學生時代，也多是為
了考試，所以很難欣賞到背後的深意。
林語堂將這本選集定之為「青年自修」，我覺得太小看
這本書了，可當「全民自修」之用，古文今用。
莊子所選即是著名的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
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中國文人一直是比西方知識分子多了一種超塵脫俗的況
味，但有時也容易徘徊在：滾入紅塵或者退隱山林，進場與
退場，出世或入世......這塵俗兩端一直是中國文人知識份子的
兩難。但在林語堂的幽默情趣的宇宙裡，卻是物我合一，物
我兩忘，盡情入世其實也是絕然出世，生活即是道場，並無
對立面的掙扎，反而是一派閒逸，一派從容，可謂是真正的
君子，是這個時代的稀少逸品。讀這樣的逸品君子目光所選
之散文，自是暢快而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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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編校序

語堂先生在1960年為編譯《古文小品譯英》（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一書在美國出版，據他自己在
書的序文中說：「重溫了我所喜歡的文章，那些對我有無形
影響的老朋友，它們表達的情意真的是歷久彌新而又令人驚
喜。我挑選的自然是最好的文章，是我誦讀之後不能忘懷，
並使我有所了悟的文章。不能引起我心靈共鳴的文章我是不
翻譯的。」
他又說：「翻譯是很微妙的工作。唯有能夠和作者情意
相通的譯者才能翻譯得好。因為譯者實際上是以另外一種語
言文字替作者發言，如果兩者不像是老朋友一樣，這怎麼能
辦得到？」語堂先生雖然沒有明說，但從上下文意推之，他
認為假如作者有知，他的譯筆會使他們覺得：「設使他們能
夠用英文思想、創作，他們也會這樣表達意見。」
1978年，語堂先生在〈語堂文集初稿校勘記〉一文中提
到他希望有功夫編這本書的漢英對照本，供青年自修之用。
我們秉承語堂先生未竟的願望，從原書先選《幽夢影》出單
行本，再選編三十二篇比較為大家所熟知，喜愛的小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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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分為兩冊，依時下風尚，以個別所選文章中一篇的篇名為
書名，稱之為《西湖七月半》、《揚州瘦馬》。本來這麼薄
的文集，所收的又是供讀者隨意休息的小品文是不必講求分
類的。可是原書所選文章的類別，語堂先生都親筆用中文書
寫複印在書裡，我們因為想藉之使讀者增多一份親切感，所
以仍然將所選的文章依語堂先生的原意依次分類了。
語堂先生在原書的序文中還說：「我相信我在這本書
裡挑選了中國的一些最好的散文，並且懷著激情將之譯成英
文。我希望我的譯文多少傳達了我的激動心情，使讀者能分
享我的歡愉。」我們希望這兩冊漢英對照本的出版會傳達語
堂先生的心意，使讀者分享他的歡愉。
我們要感謝馬驥伸教授和黃肇珩總經理的鼓勵和幫忙，
使這兩本冊子能夠出版。
黎明，1990．春．華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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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人日飲食於瘦馬之身者數十百人，娶妾者切
勿露意，稍透消息，牙婆駔儈咸集其門；如蠅附羶，
撩撲不去。黎明，即促之出門，媒人先到者先挾之
去，其餘尾其後接踵伺之。

至瘦馬家，坐定，進茶，牙婆扶瘦馬出，曰：
「姑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往上走走。」曰：
「姑娘轉身，」轉身向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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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Tai

At Yahgchow, there were hundreds of people making a living
from activities connected with the “lean horses”. One should never
let it be known that one was looking for a concubine. Once this
leaked out, the professional agents and go-betweens, both men and
women, would swarm about his house or hotel like flies, and there
was no way of keeping them off. The next morning, he would find
many of them waiting for him, and the matchmaker who arrived
first would hustle him off, while the rest followed behind and
waited for their chance.

Arriving at the house of the “lean horse,” the person would be
served tea as soon as he was seated. At once the woman agent would
come out with a girl and announce, “Kuniang (mademoiselle) ,
curtsy!” The girl curtsied. Next was said, “Kuniang, walk forward!”
She walked forward. “Kuniang, turn around!” She turned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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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出。曰：「姑娘借手睄睄。」盡褫其袂，手出，臂
出，膚亦出。曰：「姑娘睄相公。」轉眼偷覦，眼
出。曰：「姑娘幾歲了？」曰幾歲，聲出。曰：「姑
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
門裙幅先響者必大，高繫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
小。曰：「姑娘請回。」

一人進，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咸如之。
看中者，用金簪或釵一股插其鬢，曰：「插帶。」看
不中，出錢數百文，賞牙婆或賞其家侍婢，又去看。
牙婆倦，又有數牙婆踵伺之。一日二日至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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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ng the light, and her face was shown. “Pardon, can we have a
look at your hand?” The girl rolled up her sleeve and exposed her
entire arm. Her skin was shown. “Kuniang, look at the gentleman.”
She looked from the corner of her eyes. Her eyes were shown.
“How old is Kuniang?” She replied. Her voice was heard. “Please
walk again a bit.” This time the girl lifted her skirts. Her feet were
shown. There is a secret about judging a girl’s feet. When you hear
the rustle of her skirts when she comes out, you may guess that she
has big feet, but if she wears her skirts relatively high and reveals
her feet as she takes a step forward, you already know that she has a
pair of small feet that she is proud of. “Kuniang, you can go back.”

As soon as the girl went in, another came out and the same
thing was repeated. Usually there were five or six girls in a house.
If the gentleman decided he would take a certain girl, he would put
a gold hairpin or ornament on her hair; this was called tsatai. If no
one was satisfactory, a tip of several hundred cash was given the
woman agent or the maids of the house, and one was shown another
house. When one woman agent was exhausted, other women agents
came around. Thus it continued for one, two, perhaps four or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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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The vast universe, throbbing with life, lies spread before us, entertaining the eye
and pleasing the spirit and all the senses. It is perfect.

新人拜堂，親送上席，小唱鼓吹，喧闐熱鬧。
The bride came up and performed the wedding ceremony(by bowing to the groom
and guests), and she was ushered to take her place at the dinner table already laid.
Music and song began, and there was much ado about the house.

張

岱是明末清初散文大家，所著〈揚州瘦馬〉將晚明的社會生活，真實而生動
地呈現在讀者眼前。自明朝開始，揚州一帶出現大量精通琴棋書畫的年輕女

子，她們通常經由專門培訓並透過介紹人居中進行買賣交易，最後嫁給富商納作
小妾。這些女子個個以瘦為美，因之稱為「揚州瘦馬」。
本書《揚州瘦馬》與《西湖七月半》均以張岱文章命名，所收錄之雋永小品
皆為林語堂先生特別喜愛，並以英譯詮釋。且看語堂先生如何從人生、處世、閨
閣、解脫、塵悟等層面，解讀莊子、王羲之、張岱、蘇東坡、曹雪芹等文哲眼中
的時代風景。

◆林語堂中英對照編輯理念◆
林語堂先生曾在《古文小品譯英》（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序文說：
「我所喜歡的文章⋯⋯那些對我有無形影響的老朋友，他們表達的情意真的是歷
久彌新而又令人驚喜。我挑選的自然是最好的文章，是我誦讀之後不能忘懷，並
使我有所了悟的文章。不能引起我心靈共鳴的文章我是不翻譯的。」又說：「翻
譯是很微妙的工作。唯有能夠和作者情意相通的譯者才能翻譯得好。因為譯者實
際上是以另外一種語言文字替作者發言，如果兩者不像是老朋友一樣，這怎麼能
辦得到？」語堂先生期望藉由他的譯文，傳達其閱讀的激動心情，與讀者共同分
享閱讀中國古籍經典的驚喜與歡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