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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二暗三間過的家居美學─讀張愛玲

《傳奇》及其他 

蘇偉貞＊ 

摘 要 

1946年 11月張愛玲《傳奇》增訂本出版，以序、跋、封面三方定位書寫主軸。

序〈有幾句話同讀者說〉先就漢奸冠名詞辨，接著代入跋〈中國的日夜〉勾聯增訂

本故事的共同背景性，文末歸結封面現代人窺探晚清仕女家居組圖如何激活不安感。

據此繩墨究《傳奇》各篇，不難發現虛實交互的日常書寫喻意了家居追求內在。此

追求，證於空間，張愛玲曾言想要「一明兩暗」中國風味的房，一明兩暗三間過為

中式建築術語及傳統家居美學道場，她喜歡的是「明室」；顯影時間，張愛玲親繪現

代人混搭晚清仕女，營造視覺穿透性，是空間時間化，一體帶出家居書寫實踐與主

體性。晚近巴舍拉《空間詩學》詩意性開創家屋作為人生「幸福空間」的中介概說，

強調家屋的脆弱性，需注入有價值的東西，方能抵於家居終極意義─幸福感，此

論點，適可作為詮解張愛玲家屋書寫手法的依據，本文因此結合巴舍拉的空間詩學

論點與張愛玲「一明二暗」家屋美學觀，重新審視張愛玲《傳奇》家居敘事，如何

參差、互文帶動她一系列的家居書寫。 

關鍵詞：《傳奇》、一明二暗三間過、家居書寫、不安、幸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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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son Aesthetics in One Bright Two 

Dark and Three Bay: Reading Eileen 

Chang’s Short Stories Legend and Others 

Su, Wei-Che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Eileen Chang’s Legend revised edition had published in November 1946. The Preface, 

“A few words to the reader,” explains the traitor’s title term, then the postscript “Days and 

nights of China” outlin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ory, and it concludes that the modern 

people on the cover explore how to activate the sense of uneasiness in the group pictures 

of ladies Mais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e daily writing of 

virtual and real interaction means that the household pursues the innate; it is based on space. 

Eileen likes “one bright and two dark rooms.” One bright, two dark, and three-bay were 

Chinese architectural terms and traditional Maison aesthetics field. To expose times, Eileen 

painted modern people, mixed with lad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create visual 

penetration, which integrates space and time, bringing out home writing in the practice of 

subjectivity. Recently, Bachelard’s The Poetics of Space initiated the theory of Maison as 

a “happy space” of life, emphasizing the fragility of Maison and the need to inject 

something of value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ome happiness. Based on 

Bachelard’s theory and Eileen’s Maison aesthetics, this paper re-examines Legend’s 

Maison narrative and how the uneven and intertextual spur her Maison writing series. 

Keywords: Legend, One Bright Two Dark and Three Bay, Maison Writing, 

Precarious, Happy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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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二暗三間過的家居美學─讀張愛玲

《傳奇》及其他 

蘇偉貞 

我將來想要一間中國風味的房，雪白的粉牆，金漆桌椅，大紅椅墊，桌上放

著豆綠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團，每一隻上面點著個胭脂點。中

國的房屋有所謂「一明兩暗」，這當然是明間。1─張愛玲 

亂世的人，得過且過，沒有真的家。……家於它的本身是細密完全的，而我

只是在裡面撞來撞去打碎東西，而真的家應當是合身的，隨著我生長的。2

─張愛玲 

對於那些懂得如何去聆聽的人來說，老家屋不正是一種迴聲的幾何學？在大

房間和在小臥室裡面，往日時光所共鳴出來的聲音是不一樣的。3─加斯

東‧巴舍拉 

一、前言 

張愛玲首本短篇小說集《傳奇》於 1944 年 8 月上市4，隔月即再版，卻是時隔

二年餘才在 1946 年 11 月推出增訂本，此版排除了「兩篇改也無從改起」的小說5，

                                                 
1 張愛玲：〈我看蘇青〉，《餘韻》（臺北：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1987），頁 81-82。 

2 張愛玲：〈私語〉，《流言》（臺北：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1968），頁 153-154。 

3 ﹝法﹞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著，龔卓軍譯：《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2003），頁 131。 

4 1944 年 8 月《傳奇》首版，收十篇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1943.5）、〈沉香屑─第二爐香〉

（1943.6）、〈茉莉香片〉（1943.7）、〈心經〉（1943.8-9）、〈傾城之戀〉（1943.9-10）、〈金鎖記〉（1943.11）、

〈封鎖〉（1943.11）、〈琉璃瓦〉（1943.11）、〈年輕的時候〉（1944.2）、〈花淍〉（1944.3）。見唐文標主

編：《張愛玲資料大全集‧張愛玲作品繫年》（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頁 370。 

5 張愛玲：〈有幾句話同讀者說〉，《沉香》（臺北：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 7。《傳奇》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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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增刪過五篇小說〈鴻鸞禧〉（1944.5）、〈紅玫瑰與白玫瑰〉（1944.6-7）、〈等〉

（1944.12）、〈桂花蒸阿小悲秋〉（1944.12）、〈留情〉（1945.2）。6其實，《傳奇》首版

出書之前，〈鴻鸞禧〉、〈紅玫瑰與白玫瑰〉已發表卻未收入，或因《傳奇》主訴「我

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7，而增訂本納入的五篇小說皆寫上海傳奇，無論如何，

大抵呈現了張愛玲創作星圖全景。以此視角看增訂本，不難發現與初版、再版的差

異，不僅序〈有幾句話同讀者說〉、跋〈中國的日夜〉足具，更可觀者在其自述封面

（圖 1）喻意，為小說共同的背景提供了形象化描繪。如此幽微用心，為之前有著自

我指涉的散文集《流言》所無，很清楚的，《傳奇》增訂本以序、跋、封面三方定位

了一個書寫所指，而定位的繩準便在〈有幾句話同讀者說〉裡。首先，序文先就個

人書寫政治地位正色辯駁「我的私生活」牽涉不到漢奸嫌疑也不用向大眾剖白，「漢

奸」冠名，不難理解為與胡蘭成婚證成家的輿論強加；接著代入跋〈中國的日夜〉

內家居日常所感及詩作，勾聯增訂本故事的共同背景適當性；文末則娓娓道來封面

截取前人吳友如《以詠今夕》（圖 2）晚清仕女家居工筆寫實畫嫁接其親繪現代人組

圖不安感意指。8 

畫與畫，畫與文字彼此互文形同雙聲，一體呈現張愛玲專擅的時空敘事美學，

                                                 

本 1946 年 11 月出版，並未收入已發表的〈連環套〉（1944.1-6）、〈創世紀〉（1945.3-4、6）、〈殷寶灧

送花樓會〉（1944.11）三篇，因此，張所說「改也無從改」究竟是哪兩篇不得而知。其中〈連環套〉、

〈創世紀〉1976 年收入了《張看》，張愛玲〈自序〉前調重提，指〈連環套〉「怎麼寫得那麼糟」，而

以其祖姨母為原型的〈創世紀〉，「比〈連環套〉更壞」。見張愛玲：〈自序〉，《張看》（臺北：皇冠文

學出版有限公司，1976），頁 9。〈殷寶灧送花樓會〉則收入 1983 年的《惘然記》，序〈惘然記〉裡一

仍舊貫：「實在太壞，改都無從改起。」見張愛玲：〈惘然記〉，《惘然記》（臺北：皇冠文學出版有限

公司，1983），頁 5。另在 1974 年 6 月 9 日對夏志清提起〈連環套〉、〈創世紀〉、〈殷寶灧送花樓會〉

「都是在〈紅白玫瑰〉之後，是前一個時期多產的後果。」究是哪兩篇，仍是謎。見夏志清：《張愛

玲給我的信件》（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3），頁 212。 

6 《傳奇》增訂本新收〈鴻鸞禧〉（1944.5）、〈紅玫瑰與白玫瑰〉（1944.6-7）、〈等〉（1944.12）、〈桂花蒸

阿小悲秋〉（1944.12）、〈留情〉（1945.2）。見唐文標主編：《張愛玲資料大全集‧張愛玲作品繫年》，

頁 371。本文有關討論《傳奇》增訂本小說文本，皆出自張愛玲：《回顧展Ⅰ、Ⅱ─張愛玲短篇小

說集之一、二》（臺北：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1968）。後簡稱《回顧展Ⅰ、Ⅱ》，不贅述。 

7 香港傳奇共七篇，〈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茉莉香片〉、〈心經〉、〈琉璃瓦〉、

〈封鎖〉、〈傾城之戀〉。見張愛玲：〈到底是上海人〉，《流言》，頁 57。 

8 上述相關引文皆出自張愛玲：〈有幾句話同讀者說〉，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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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回過頭來印證前文故事的共同背景指向的家居日常生活時間與空間主題。張愛玲

對家居書寫是感興趣的，家居不離日常空間與日常時間，關於空間，張愛玲曾言想要

「一明兩暗」9中國風味的房，一明兩暗三間過是中式建築術語與家居空間美學的道

場，張愛玲喜歡的是「明室」。《明室》是巴特攝影札記 La chambre claire 中譯書名，

巴特選擇以「明室」為書命名，而不以實際攝影指涉的「暗箱」為名，他的解釋是

「明室」是一種工具，可一眼看見被拍對象，「那指稱物，那欲望的對象」主體。10

這裡將「一明」定調為「明室」，除了對照「兩暗」的暗箱，也可解為明室即欲望對

象，因此，攝影留下「此曾在」，是記憶也是時間的證據，小說亦同，這就聯結上了

時間空間化敘事。張愛玲曾言用參差對照的手法描寫「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下

來的記憶」11，主在給予現實一個啟示，鬼魂似現代人窺探晚清仕女家居圖，既空間

時間化，亦為張愛玲搭建了一條家居書寫路徑，張愛玲以圖表意，我們想問的是，

《傳奇》以來家居書寫的遠端站著什麼12，引得張愛玲一再複寫給予啟示？晚近法國

哲學家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空間詩學》（The Poetic of Space）提出

家屋作為人生「幸福空間」的中介概說，層層演譯「家屋」作為世俗的棲息處，需

注入「非現實」夢想因子方能抵於家居終極意義─幸福感，此論點，適可作為詮

解張愛玲家屋書寫手法的依據，本文因此結合巴舍拉的空間詩學與張愛玲「一明二

暗三間過」家居追求，分從封面、序、跋展開析論，重新審視張愛玲《傳奇》家屋

敘事，如何參差、互文帶動其一系列家居時空美學創作。 

                                                 
9 張愛玲：〈我看蘇青〉，頁 81-82。 

10 許綺玲：〈業餘頌：關於羅蘭‧巴特與明室一書〉，收入﹝法﹞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許

綺玲譯：《明室─攝影札記》（臺北：臺灣攝影季刊，1995），頁 164。 

11 張愛玲：〈自己的文章〉，《流言》，頁 20。 

12 有著自傳成分的《小團圓》中胡蘭成的之雍對張愛玲分身九莉談到結婚，九莉沒反應，心想之雍這

次走了不會再來了，九莉背後浮現門框上站著一隻木彫的鳥，房間沒有門楣，門上卻站著一隻立體

的鳥，且本鳥彫刻原始，「是遠祖祀奉的偶像？」另一次是九莉用藥打掉與賴雅轉化的汝狄所懷男

胎，男胎的形象就像「從前站在門頭上的木雕的鳥」，木鳥、門楣、祖先偶像、男胎，皆出現在與張

愛玲婚姻關係中，充滿隱喻。見張愛玲：《小團圓》（臺北：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2009），頁 177、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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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封面初始化 

炎櫻只打了草稿。為那強有力的美麗的圖案所震懾，我心甘情願地像描紅一

樣地一筆一筆臨摹了一遍。13 

回溯《傳奇》出版以來，共換了三個封面，1944 年 8 月《傳奇》首版是無圖案

的「藍綠的封面」14，左邊簡潔壓著直排隸書體「傳奇」二字。（圖 3）藍中帶綠謂之

孔雀藍，多年後張愛玲回憶起這本書：「自己設計的封面就是整個一色的孔雀藍，沒

有圖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點空白，濃稠得使人窒息。」15這份窒息卻被賦予了一

種視窗效果：「我的書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個報攤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歡的藍綠

的封面給報攤子上開一扇夜藍的小窗戶，人們可以在視窗看月亮，看熱鬧。」16《傳

奇》上市僅一月即再版，仍是之前藍綠底色，唯多了雲頭與玉連環圖案（圖 4），這

些圖案從初版的平面藍綠轉向較立體的訴求，進一步託寓書中人物相互關係與演變： 

畫的封面，像古綢緞上盤了深色雲頭，又像黑壓壓湧起了一個潮頭，輕輕落

下許多嘈切嘁嚓的浪花。細看卻是小的玉連環，有的三三兩兩勾搭住了，解

不開；有的單獨像月亮，自歸自圓了；有的兩個在一起，只淡淡地挨著一點，

卻已經事過境遷─用來代表書中人相互間的關係，也沒有什麼不可以。17 

及至增訂本，封面不僅添了具象的人物，還跨時空，設計較前複雜，由兩個元

素嫁接而成，一是截取晚清吳友如《以詠今夕》繪圖，一是張愛玲親繪之白描單鉤

側面圍頭巾無五官現代女子，原型人物正是張愛玲18，難怪張愛玲說得鄭重而微： 

封面是請炎櫻設計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張時裝仕女圖，畫著個女人幽幽地在

那裡弄骨牌，旁邊坐著奶媽，抱著孩子，彷彿是晚飯後家常的一幕。可是欄

杆外，很突兀地，有個比例不對的人形，像鬼魂出現似的，那是現代人，非

                                                 
13 張愛玲：〈再版的話〉，《張愛玲資料大全集》，頁 128。 

14 張愛玲：〈再版的話〉，頁 126。 

15 張愛玲：《對照記─看老照相簿》（臺北：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1994），頁 6。 

16 張愛玲：〈再版的話〉，頁 126。 

17 張愛玲：〈再版的話〉，頁 128。 

18 《對照記─看老照相簿》收有張愛玲兩張側臉圍頭巾相片，造型神似《傳奇》增訂本封面現代女

子。見張愛玲：《對照記─看老照相簿》，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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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好奇地孜孜往裡窺視。如果這畫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

望造成的氣氛。19 

同而不同的《傳奇》封面傳達了時代之於張愛玲的層層變化，從視窗意象到人

物關係到家常的一幕，通過一次次逸出封面的圖示能指，預言了小說所指，這個所

指就在《傳奇》再版的話：「所以我覺得非常傷心了。……許多預言，從前以為都還

遠著呢，現在似乎並不很遠了。」20從傷心到不安皆源於時間的屈從，李歐梵指出不

安關鍵來自小說日常人物無法處理時間上的焦慮。21 

誠如張愛玲所言，封面臨摹生命圖案，小說亦可做如是觀，不同的是，相較西

方人「讓生命來到你這裡」那種姿態，張愛玲自云筆下人物，同樣屈服，卻是淒涼

的「不明不白，猥瑣，難堪，失面子的屈服。」22張愛玲作為前朝遺老遺少舊家庭生

活的代言人，小說人物不乏屈服的境遇，即使改朝換代，仍創造貼身環境，「各人住

在各人的衣服裡」23，〈花淍〉中「鄭先生是個遺少，不承認民國，民國紀元起就沒

長過歲數。」24〈第一爐香〉裡梁太太「一手挽住了時代的巨輪，在她自己的小天地

裡，留住了滿清未年的淫逸空氣，關起門來做小型慈禧太后。」25〈傾城之戀〉的白

流蘇則是永遠不會過時的「窮遺老的女兒」。26眾所周知張愛玲受教於《紅樓夢》，寫

世路人情姻緣異變的《海上花》更是影響張愛玲最重要的源頭之一。27她自承寫作有

時候也「借一點舊時代的氣氛」。28初版再版的興奮之情沈澱後，《傳奇》增訂本更進

                                                 
19 張愛玲：〈有幾句話同讀者說〉，頁 7。 

20 張愛玲：〈再版的話〉，頁 128。 

21 李歐梵：〈張愛玲筆下的日常生活和「現時感」〉，《蒼涼與世故：張愛玲的啟示》（香港：牛津大學出

版社，2006），頁 30。 

22 張愛玲：〈再版的話〉，頁 128。 

23 張愛玲：〈更衣記〉，《流言》，頁 73。 

24 張愛玲：〈花淍〉，《回顧展Ⅱ》，頁 431。 

25 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回顧展Ⅱ》，頁 272。 

26 張愛玲：〈傾城之戀〉，《回顧展Ⅱ》，頁 207。 

27 王德威：〈從「海派」到「張派」─張愛玲小說的淵源與傳承〉，《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

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1998），頁 321。 

28 〈女作家聚談會〉，《新中國報》，1944 年 3 月 16 日。轉引自唐文標主編：《張愛玲資料大全集》，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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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媒合新舊家庭日常之間產生的奇異的感覺29，封面兩幅畫，更可視為她傳達的生

命臨摹意涵，仕女渾不知覺背對面目模糊現代鬼魂而「幽幽地」擺弄骨牌30，與一旁

抱著孩子的奶媽四者視線俱滑向骨牌，經營一種「蕭條異代不同時」31空透視點，而

時空穿越的重頭戲就在骨牌32，我們不禁要問張愛玲為什麼選了這幅家居畫？仕女

擺弄骨牌，問什麼又得到什麼答案？ 

骨牌又名牙牌，卜卦用，張愛玲 1952 年由滬至港，停留期間靠翻譯為生，同時

著手創作英文版《秧歌》，寫成後寄美國尋求出版，宋淇找到本牙牌籤書為她求卦，

求來求去總是「先否後泰。由難而易」這卦，斷曰「東西相對兩團圓」。33東西可指

中、英版，由難而易點出中文作家初出版英文小說開頭難的事實，卦象暗合張愛玲

心意，將牙牌書引為知己，日後居美國，仍不改求骨牌問卦習慣，1955 年 11 月 20

日給鄺文美信： 

昨天晚上我起了個課─雖然我對它的信心起了動搖，它究竟有八九成靈

驗。問的是今年陰曆年內運氣可會好轉。得到「上上，上上，中下」「一帆風

順即時揚，穩渡鯨川萬里航。」……不過是說我在待人接物方面須要自知藏

拙而已。這課書真是我的一個知己。34 

從上述不難知道，遑論流年、運氣，「凡出書、出門、求吉凶都借重它。」35回

證《傳奇》增訂本封面圖說仕女擺弄骨牌，張愛玲的確有事要便問，也相信骨牌。

有趣的是，《傳奇》出首版時張愛玲未識宋淇，說明了張愛玲對骨牌的喜愛非來自宋

淇，之前已運用在小說裡，〈傾城之戀〉裡失婚寄身原家庭的白流蘇，初識放浪無意

                                                 
29 張愛玲：〈自己的文章〉，頁 19-20。 

30 張愛玲曾寫胡蘭成說她「寫東西有鬼氣」，張愛玲也自詡「確有一種才能，近乎巫。」見張愛玲：《張

愛玲私語錄》（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0），頁 50-51。 

31 張愛玲 1954 拍了張相片，事隔三十年再看到，對照之下，不禁自題「悵望卅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

同時」。張愛玲：《對照記──看老照相簿》，頁 79。 

32 吳友如《以詠今夕》原圖左下角原有一坐矮凳低頭拉風扇的女佣，封面圖截掉了，這就統一了封面

中人物視線。見圖 2。 

33 宋淇：〈私語張愛玲〉，收入張愛玲：《張愛玲私語錄》，頁 26-28。 

34 轉引自馮睎乾：〈張愛玲的牙牌籤〉，《ESWN Couture blog》網站，2009 年 2 月 4 日，網址：http:

//www.zonaeuropa.com/culture/c20090205_1.htm（2020 年 8 月 20 日上網）。 

35 宋淇：〈私語張愛玲〉，頁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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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幸福的范柳原，把命運交到范柳原手裡或成為續弦對象，骨牌、骰子便作為一

種隱喻： 

流蘇的手沒有沾過骨牌和骰子，然而她也是喜歡賭的。她決定用她的前途來

下注。如果她輸了，她聲名掃地，沒有資格做五個孩子的後母。如果賭贏了，

她可以得到眾人虎視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淨她胸中的這一口惡氣。36 

另〈多少恨〉中，男主人公宗豫傾心家茵，但受阻於自己已有家室，一晚去看

家茵，燈下亦攤著骨牌： 

他道：「你在做什麼呢？」家茵笑道：「起課。」他把桌上的一本破舊的線裝

本的課書拿起來翻著，帶著點蔑視的口吻，微笑問道：「靈嗎？」家茵笑道：

「我也是鬧著玩兒。從前我父親常常天亮才回家，我母親等他，就拿這個消

遣。我就是從我母親那兒學來的。」37 

一段話勾勒出兩種家居處境。宗豫顯然並不相信算卦，但關心家茵問何事？家茵問

將來，但不說問什麼。宗豫便也求卦指點迷津：「說不定我們問一樣的事呢？」宗豫

起到上上、中下、下下三牌，課書解為「水月鏡花空中樓閣」。38家茵看到結果很受

震動，亦知兩人所問皆姻緣。 

骨牌形同張愛玲人生詰問的回答。難怪現代側臉俯視古代女子，不是看骨牌是

什麼？反觀帶有自傳色彩的《雷峰塔》、《易經》，發生在她身上的家族與個人事件就

像起課後預知死亡紀事卦象，所見所感她借小說重現並予以重建。39而如上述起課的

古代人與白描人形現代女子的窺視開了一個「骨牌效應」視窗，從另一個角度看，

不就是宗豫與家茵和家茵父母及張愛玲家庭的寫照？難怪識者指出張愛玲的小說可

以說是她窺視慾的產品。40但為什麼缺五官？具象化會減低虛構的空間，且張愛玲對

面目不清人形一向神往，Michealangelo《黎明》是未完工的作品，在她看來卻「大

                                                 
36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202。 

37 張愛玲：〈多少恨〉，《惘然記》，頁 127。 

38 張愛玲：〈多少恨〉，頁 128。 

39 骨牌有解為現代人的「骨牌效應」遊戲，見張瑞芬：〈童女的路途─張愛玲《雷峰塔》與《易經》〉，

收入張愛玲著，趙丕慧譯：《雷峰塔》（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0），頁 10。 

40 史書美：〈張愛玲的慾望街車：重讀《傳奇》〉，《二十一世紀》24（1994.8），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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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磅礴」，甚至認為「象徵一個將要到的新時代」41易言之，代換封面同樣面目不清

的現代人形，豈非新時代的象徵？然而這時代，是「不安」的。張愛玲喜歡白描單

鉤手法，1945 年 1 月散文集《流言》（圖 5），封面全幅單鉤白描改良清裝女子造型，

整體構圖為黑白雙色塊，眾所周知，原型人物就是張愛玲。42綜而言之，張愛玲不僅

對序、跋念念於心，對具有內文背景形象化的封面設計亦投入甚深，可嘆的是，1952

年張愛玲出走上海，《傳奇》、《流言》成了張愛玲親手設計封面的唯二個案。至於序

與跋，日後出版的《秧歌》引用胡適信中評論為序，《赤地之戀》序僅三百餘字，《餘

韻》、《惘然記》、《張看》，都偏向說明文字，甚至張愛玲在世時最後之書《對照記》

序也就幾句。雖說註譯國語本《海上花》列傳的《海上花開‧海上花落》，前有譯者

識，後有譯後記；考據《紅樓夢》的《紅樓夢魘》有自序，但終究不是創作，愈發

凸出《傳奇》增訂本序跋封面的極具足觀。而封面的深意，是如陳子善所言，通過

《流言》，人們可以了解張愛玲，而通過「封面設計，我們就可以大致明白張愛玲這

本文集的用意。」43《傳奇》雖為小說虛構，但亦如毛尖所指出的，張愛玲的才華不

在想像力，她的小說基本就是家族實錄。44沿此，《傳奇》首版有著「人生安穩做底

子」45意涵的藍綠封面、再版事過境遷代表人物關係的潮頭浪花構圖，到增訂本結合

《流言》人形白描的新舊時代家居組圖，其中故事，呼之欲出，為浮世的悲歡下注

腳46，這恐怕才是張愛玲要對讀者說的話。 

                                                 
41 張愛玲：〈自己的文章〉，頁 20。 

42 張愛玲：《對照記─看老照相簿》，頁 68。《流言》有書名紅色橫排及黑色直排兩種版本。本文《流

言》版封面圖為紅色橫排版本。 

43 施晨露：〈張愛玲在自己設計的作品封面中埋藏了哪些「密碼」？〉，《上海觀察》網站，2016 年 12

月 5 日，網址：https://news.artron.net/20161205/n890011.html（2020 年 8 月 23 日上網）。 

44 毛尖：〈所有能發生的關係〉，《這些年》（新北：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

11。 

45 張愛玲：〈自己的文章〉，頁 18。 

46 張愛玲：〈《太太萬歲》題記〉，《沉香》，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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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說幾句話：「文化漢奸」物語 

一直這樣沉默著，始終沒有闡明我的地位，給社會上一個錯誤的印象，我也

覺得是對不起關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說集重印的時候寫了這樣一段作

為序。47 

「浮世的悲歡」一詞，出自張愛玲編劇《太太萬歲》上映本事題記，是對女主

角陳思珍處境的形容，陳思珍是傳統家庭制度的委屈者，在家庭裡周旋著，用處世

的技巧使家人生活圓滑化，她的歡樂裡因此永遠夾雜著一絲辛酸，悲哀裡也不完全

沒有安慰，張愛玲自言非常喜歡「浮世的悲哀」句子，但也指出：「如果是『浮世的

悲歡』，那比『浮世的悲哀』其實更可悲，因而有一種蒼茫變幻的感覺。」48「悲歡」

比「悲哀」更「可悲」，緣於「蒼茫變幻」不是自己可以把握，陳思珍生活的不幸，

就因為微妙的她作了自覺懷才不遇男人的太太。張愛玲被目為文化漢奸，也因為作

了這樣的太太，她其實枉擔了這個虛名： 

最近一年來常常被人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想想看我惟一

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雖然我寫了辭函去……報上

仍舊沒有把名字去掉。49 

此舉涉及了張愛玲是怎樣被列為文化漢奸，又為何須沉潛近兩年才得藉出版《傳奇》

增訂本發聲。梳理《傳奇》出版時程，不難看出上述發問皆離不開胡蘭成。1944 年

8 月《傳奇》初版，張愛玲和南京汪偽政權宣傳部次長的胡蘭成謀證成婚，埋下了漢

奸嫌疑的導火線，胡蘭成時代政治劃歸漢奸，張愛玲成了「漢奸的女人」50想當然爾，

事實上，兩人婚後不久的 11 月胡蘭成辦《苦竹》，雖只出了四期，張愛玲全力支援，

先後發表〈談音樂〉（1944.11）、〈桂花蒸阿小悲秋〉（1944.12）及重刊〈自己的文章〉

                                                 
47 張愛玲：〈有幾句話同讀者說〉，頁 7。 

48 張愛玲：〈《太太萬歲》題記〉，頁 9。 

49 張愛玲：〈有幾句話同讀者說〉，頁 6。 

50 以「漢奸的女人」稱張愛玲並非個案。參考王鼎鈞：〈如此江山待人才─張愛玲與臺灣文壇〉，《聯

合報‧聯合副刊》第 37 版，1996 年 2 月 14 日。林奕華：〈我的張愛玲解讀〉，《中國新聞周刊》37

（2007.10），頁 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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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12）、〈談畫〉51，以胡蘭成和南京政府的關係，與《苦竹》結緣哪能不沾「漢

奸」氣？這亦多少導致《傳奇》首版出書後，張僅發表小說〈散戲〉（1944.9）、〈殷

寶灧送花樓會〉、〈桂花蒸阿小悲秋〉、〈留情〉（1945.2）及止於 1945 年 6 月未完成

的〈創世紀〉結果，而上述小說不是偏短就是未完，著實令人惋嘆。隨著 1945 年 8

月抗戰勝利，胡蘭成匿名逃亡，張愛玲形容這一年是「失落的一年」。52這份失落，

直到 1947 年 4 月張愛玲終以〈華麗緣〉（1947.4.10）及編劇文華出品電影《不了情》

（1947.4.10 首映）並改寫為〈多少恨〉（1947.5-6）重返文化界得以縫合。53時日推

移，隨著近期《不了情》導演桑孤包括手稿、說明書、海報、膠捲等遺物曝光，對

張愛玲復出創作的關鍵與斯時的處境，有了更多的佐證。上海文化人張偉就遺物資

料還原《不了情》始末，桑孤初識張愛玲在 1946 年 8 月文華影業新成立，1946 年

12 月 25 日，桑孤上門請張愛玲為文華寫劇本，「當時，張愛玲正處於感情和事業兩

方面都很不順利的時期，和胡蘭成的交往彆扭地劃上了句號，自己的作品又受『漢

奸之妻』的連累而無處可發。」54 

《傳奇》增訂本可視為重返失落的時間前哨，但好容易有機會出全集，張愛玲

卻割捨了「壞」小說，這也說明了張愛玲對文學存身的重視，這才低姿態處理「壞」

小說，卻高調詞辯「被列為文化漢奸」不實在：「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

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直指核旨，「政治」正是關鍵詞。先是訴之公眾輿論，第二

段接著轉入私領域： 

                                                 
51 胡蘭成《今生今世》談到《苦竹》有張愛玲三篇文章：說圖畫、說音樂、及桂花蒸阿小悲秋。見胡

蘭成：〈漢皐解珮〉，《今生今世》（臺北：三三書坊，1990），頁 307。說圖畫、說音樂應為〈談畫〉、

〈談音樂〉，而〈談畫〉向來未標示刊登雜誌、時間，張愛玲亦從未澄清未在《苦竹》發表〈談畫〉，

由此或可證胡蘭成所言為實，依可見的《苦竹》1、2、3 期目錄中無〈談畫〉，思考截至目前《苦竹》

第 4 期版本付之闕如，據以推論〈談畫〉應刊於《苦竹》第 4 期。參考唐文標：《張愛玲研究》（臺

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頁 189-192。 

52 張愛玲：《小團圓》，頁 272。 

53 同時期還有〈鬱金香〉1947 年 5 月 16-31 日在《小日報》連載，直到做上海小報專題研究生李楠蒐

尋資料出土於 2005 年 9 月 14 日刊《中華圖書報》。見蘇偉貞：〈上海‧1947‧張愛玲電影緣起〉，

《長鏡頭下的張愛玲》（新北：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2011），頁 29-36。 

54 張偉：〈文華影業公司初創時期的桑弧與張愛玲〉，《印刻文學生活誌》205（2020.9），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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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無稽的謾罵，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辯駁之點本來非常多。而且即

使有這種事實，也還牽涉不到我是否有漢奸嫌疑的問題；何況私人的事本來

用不著向大眾剖白。除了對自己家的家長之外彷彿我沒有解釋的義務。……

始終沒有闡明我的地位，……反正只要讀者知道了就是了。55 

這段具體指出謾罵涉及「我的私生活」及「即使有這種事實」的「是否有漢奸嫌疑」

的二元辯證，但什麼私生活？又何種「這種事實」？思考有對家長解釋義務的，除

了婚姻，還有什麼？這裡張愛玲把「私生活」、「家長」和「讀者」做了比對，「反正

只要讀者知道」說的詞真意切，不僅突顯讀者的重要，也為下一段對話讀者做了鋪

墊：「《傳奇》新收進去的五篇，初發表的時候有許多草率的地方，實在對讀者感到

抱歉」56，翻來覆去，無非讀者，顯示了張愛玲對此番出書的重視，我以為這才是張

愛玲始終沒有闡明的「我的地位」。 

表面上張愛玲對胡蘭成造成的漢奸地位念茲在茲，但我以為對張愛玲造成最大

傷害的是其對家居生活嚮往的成與毀。57可嘆的是，即使胡蘭成是她與漢奸名號相連

的紐帶，抗戰勝利汪政權不見容於國民黨，胡蘭成避風頭前夕與張愛玲道別，張愛

玲藉《小團圓》九莉的口仍想偕行：「我現在也沒有出路。」哪知只得到避重就輕的

回應：「那是暫時的事」。58說明了張愛玲不善審時度勢以及作品發表受困的事實。以

                                                 
55 上述相關漢奸之說原委，見張愛玲：〈有幾句話同讀者說〉，頁 6。 

56 張愛玲：〈有幾句話同讀者說〉，頁 6。 

57 張愛玲原生家庭傷害，眾所周知寫在〈私語〉裡，父親抽鴉片叫條子，張愛玲形容父親的家，「那裡

我什麼都看不起」、「樓板上的藍色的月光，那靜靜的殺機」；至於母親的家，自覺母親為她犧牲很

多，於是「母親的家不復是柔和的了」。見張愛玲：〈私語〉，頁 153-168。如此親子關係，在帶有自

傳色彩的《小團圓》重現，小說的母親蕊秋對女兒九莉說父親「傷了你的心」，九莉反常的怒對母親，

不僅質疑母親「又知道父親傷了我的心！」還否定父親「怎麼會傷我的心？我從來沒愛過他。」見

張愛玲：《小團圓》，頁 138。及長，張愛玲對家庭生活的嚮往成也胡蘭成毀也胡蘭成。胡蘭成婚證

撰語「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真是投了她的意，之前張愛玲對「成家」採自保以退為進姿態，

曾語胡蘭成：「你將來就只是在我這裡來來去去亦可以。」這樣的「放縱」，建立在胡蘭成：「我們兩

人在的地方，他人只有一半到得去的，還有一半到不去的。」但事實是胡蘭成出走溫州避難卻是秀

美伴住，張愛玲跋涉眷探，反落到住旅館，為顧秀美顏面，胡僅在她離開前邀往住處，三人坐屋裡，

張愛玲看看房間，看看胡蘭成與秀美，直到深夜，「還捨不得走」，如此留戀依借，無非因為那像一

個家，亦正是此他人與胡的家意象，傷了她，最終訣絕而去。胡蘭成：《今生今世》，頁 287、289、

437。 

58 張愛玲：《小團圓》，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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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明志，非張愛玲的風格，但好容易書有了新版機會，只能如此，她或者認識到序、

跋與書一體共生59，讀者才是她寫作原力的來源，此為張愛玲想要讀者知道的第一

點，另一點就是如陳子善所指出的通過封面設計可知文集的用意，這裡除了通過封

面知作者用意，也牽引出小說故事的「共同背景」，用意與題材就給出了張愛玲以文

存身的身世之感。張愛玲曾比擬人生一團亂絲，是「無窮盡的因果網」60，以此鑑於

書寫與個人生涯，頗得個中三昩。 

歷來有不少針對《傳奇》增訂本封面的討論，譬如孟悅〈中國文學「現代性」與

張愛玲〉「現代人」的介入與晚清仕女、奶媽、孩子，「創造了兩個視線的對視」，且

至少重點畫出室內─欄外，家常─鬼魂，傳統─現代兩種經驗領域的交逢61，

既本體，也產生視線與視線的橫的聯結綿延。而史書美〈張愛玲的慾望街車：重讀

《傳奇》〉則從多義性角度深化視線而為縱的承繼，兩位繪者的異代日常觀察，搭設

出現代／傳統、空間內／外立面62，不安、傳奇虛構性投射於外封，揭露了在原文本

外還有新文本，而讀者在增訂本序中扮演了評價角色，充滿後設意味，史書美也建

議以後設眼光讀小說。兩位論述不離時空反差、視覺撞色效果，牽動了不安氣氛，

現代人魂不安居，古代家常的一幕真是幸福的表徵？都說「窮算命富燒香」，這個「窮」

字亦多義，流年、夫妻情感、兒女、錢財、前途等等都可納入算命範圍，骨牌成為穿

透時間的道具，不同代的兩幅畫上下文關係，告訴了我們，正是此異質時間空間共生

激活了不安感，兀自窺視的鬼魂就像時間的陰影，在那裡誇張醒目地提醒了我們，舊

時日常生活臉容線條清晰怡然，現代人傍依前古卻空洞憮然，時間過去，時代進步，

                                                 
59 《傳奇》1968 年在臺改版為《回顧展》，「回顧」二字道盡時代異變，張愛玲新寫〈自序〉交待出版

及易名過程，結語提到「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表示「我們明白了一件事的內情，與一個人內心

的曲折，我們也都『哀矜而勿喜』吧。」《回顧展》刪了原序〈有幾句話同讀者說〉，但留了〈中國

的日夜〉附於書末，有跋之實卻無跋之名。幸得唐文標 1984 年編著的《張愛玲資料大全集》裡還原

〈有幾句話同讀者說〉，因版權問題，《張愛玲資料大全集》出版即下架，因此直到 2005 年陳子善為

皇冠出版社編《沉香》，收入〈有幾句話同讀者說〉，本文才得以全貌面世。 

60 張愛玲：〈談看書〉，《張看》，頁 189。 

61 孟悅：〈中國文學「現代性」與張愛玲〉，《愛思想》網站，2010 年 11 月 18 日，網址：http://m.ai

sixiang.com/data/37325.html（2020 年 8 月 20 日上網）。 

62 史書美：〈張愛玲的慾望街車：重讀《傳奇》〉，頁 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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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這一切非我們可以掌握，相類的情境，張愛玲以自身處境曾有比擬： 

我一個人在黃昏陽臺上，驟然看到遠外的一個高樓，邊緣上附著一大塊胭脂

紅，還當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卻是元宵的月亮，紅紅地升起來

了。我想道：「這是亂世。」晚煙裡，上海的邊疆微微起伏，雖沒有山也像是層

巒疊嶂。我想到許多人的命運，連我在內的；有一種鬱鬱蒼蒼的身世之感。63
 

當然我們不必太過聯想，那好奇孜孜窺視的現代人就是張愛玲，但不爭的是，即使

一己私生活攤在眾人眼前，張愛玲還是堅持虛構的權利： 

在文字的溝通上，小說是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只有小說可以不尊重隱私

權。但是並不是窺視別人，而是暫時或多或少的認同，像演員沉浸在一個角色

裡，也成為自身的一次經驗。64
 

寫小說不是窺視別人，雖然多少有自身經驗，不少讀者因此分不清作者和作品中

人物是不同的，導致「曹雪芹的《紅樓夢》如果不是自傳，就是他傳，或是合傳，偏

偏沒有人拿它當小說讀。」65弔詭的是後人看她的作品處處布滿現身說法的痕跡，她

亦服膺「一切好的文藝都是傳記性的」66，《小團圓》是最現成的例子。67更反諷的是

寫《小團圓》是因為朱西甯有意根據斯時在臺教書的胡蘭成話語寫張愛玲傳。68《小

團圓》寫與胡蘭成事不言而喻，張愛玲以身證道，拿自己開刀，不知是否近身就傷，

作為張愛玲的首席讀者，宋淇的評論是寫家族、母親、姑姑事亂而像點名簿，但更

大問題是胡蘭成的漢奸角色與女主角情史，毫不保留地指胡蘭成斯時在臺已被責為

漢奸，「將近淹死」，《小團圓》這會兒出版正讓胡借題發揮，張愛玲「聲敗名裂也許

不至於，臺灣的寫作生涯是完了。」69胡蘭成真是張愛玲的劫數，漢奸舊事重演，張

                                                 
63 張愛玲：〈我看蘇青〉，頁 95。 

64 張愛玲：〈惘然記〉，頁 3。 

65 張愛玲：〈自序〉，《續集》（臺北：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1988），頁 8-9。 

66 張愛玲：〈談看書〉，頁 189。 

67 張愛玲自言《小團圓》一望而知有〈私語〉、〈燼餘錄〉內容。宋以朗：〈《小團圓》前言〉，收入張愛

玲：《小團圓》，頁 6。 

68 宋以朗：〈《小團圓》前言〉，頁 5。 

69 宋以朗：〈《小團圓》前言〉，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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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玲遂擱置了《小團圓》。受累於胡蘭成，受制於政治，〈有幾句話同讀者說〉其實

說得語焉不詳，《小團圓》是另一次說的機會，偏偏時代弄人，瞻前顧後，張愛玲和

胡蘭成和讀者共時性同框終究還是落了空。這也導致早在 1976 年完成的《小團圓》，

直到 2009 年 3 月、4 月先後在臺、大陸出版，時過境遷，距離張愛玲辭世已經 15

年。如果能藉《小團圓》，重現上海當年情境多麼具歷史穿透性，這次她還是可以做

那個窺視的現代人，並且對她的讀者說：「拿它當小說讀！」即使大家都知道，那真

的是自傳。種種發生，應驗了張愛玲一說再說，惘惘的威脅，而那不僅是常態，且

跨時代。 

四、世俗的悲歡：傳奇未了的餘韻 

我把這篇〈中國的日夜〉放在這裡當作跋，雖然它也並不能夠代表這裡許多

故事的共同的背景，但作為一個傳奇未了的「餘韻」，似乎還適當。70 

這裡先談〈中國的日夜〉未可代表故事的共同背景性71，再論傳奇未了的餘韻何

指。〈中國的日夜〉從一首詩〈落葉的愛〉展開，又以同篇名詩〈中國的日夜〉作結。

詩言情，張愛玲曾形容「在舊詩裡看到一兩句切合自己的際遇心情，不過是些世俗

的悲歡得失，詩上竟會有，簡直就像是為我寫的……使人千載之下感激震動，……

縈迴不已。」72讓張愛玲感激震動、縈迴不已的，正是「世俗的悲歡得失」，而「竟

會有」三字，傳神道出張愛玲對詩句切合一己際遇感念，我以為其中關鍵詞是「得

失」。 

從這個角度看〈落葉的愛〉，詩明寫落葉，暗寫愛與時代環境： 

                                                 
70 張愛玲：〈有幾句話同讀者說〉，頁 7。 

71 故事背景說，張愛玲曾提過，如「私語」家世亦比喻，「永遠在那裡的，可以說是下意識的一部分背

景。」見張愛玲：〈私語〉，頁 153。 

72 韓子雲著，張愛玲注譯：〈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海上花開‧海上花落》（臺北：皇冠文學出

版有限公司，1983），頁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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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黃葉子朝下掉； 

慢慢的，它經過風， 

經過淡青的天， 

經過天的刀光， 

黃灰樓房的塵夢。 

下來到半路上， 

看得出它是要 

去吻它的影子。 

地上它的影子， 

迎上來迎上來， 

又像是往斜裡飄。 

葉子儘著慢著， 

裝出中年的漠然， 

但是，一到地， 

金焦的手掌 

小心覆著個小黑影， 

如同抓蟋蟀─ 

「唔，在這兒了！」 

秋陽裡的 

水門汀地上， 

靜靜睡在一起， 

它和它的愛。73 

落葉於都市時間空間化，代表了葉的離散，也是時間空間的離散。不無託付「際遇

心情」寓意。至於〈中國的日夜〉同名詩，放在文章最後，以〈落葉的愛〉為楔子

始，以〈中國的日夜〉定調終，張愛玲自云不會作詩，這兩首詩也就愈發不尋常，

兩詩是兩趟日常買菜路上的結果，中間段落，則鑲崁了市場來回路上見聞，詩寫來

如有神，「從來沒有這麼快地寫出東西來過，所以簡直心驚膽戰。」74說明了詩言說

                                                 
73 張愛玲：〈中國的日夜〉，《回顧展Ⅱ》，頁 466-468。 

74 張愛玲：〈中國的日夜〉，頁 47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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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飽滿度，何以心驚膽戰？就詩論詩：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國土。 

亂紛紛都是自己人； 

補了又補，連了又連的， 

補釘的彩雲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興曬著太陽去買回來 

沉重累贅的一日三餐。 

譙樓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煩寃的人聲下沉。 

沉到底。…… 

中國，到底。75
 

「亂紛紛、補釘、沉重累贅、嘈嘈的煩寃、下沉」關鍵字，經營出視覺上的瘡痍滿

目，空間時間化，家國快樂與憂愁是連在一起的，那種切身之感，「我也都有份」。76

在這裡，心驚膽戰可以解作對寫作的快，也可視為詩轉化所見的不安。眾所周知，

「惘惘的威脅」既是張愛玲的處世觀，也是思考的背景與寫作的美學。 

在兩首詩之間的正文，鋪述著小市民張愛玲家常生活市場見聞，時空推算應當

1945 年秋冬之交，張愛玲記錄了難得的家居上海街頭買菜路徑，從市民／作家雙重

視域看，我們發現，短短幾段文字，張愛玲就像一塊感光版，透過暗箱引進景像，

一如截取《以詠今夕》仕女家居，定格為具有時代意義的私人獵影畫面。因此，走

一趟市場，張愛玲「感光」了什麼？先說人物，首先兩個穿棉袍的小孩，胸前油漬

「像關公頷下盛囊鬚的錦囊」77；然後是張大口吆喝賣橘子的，扁圓臉大眼睛黑白分

                                                 
75 張愛玲：〈中國的日夜〉，頁 472-473。 

76 張愛玲：〈中國的日夜〉，頁 471。 

77 張愛玲：〈中國的日夜〉，頁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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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像 SAPAJOU 漫畫裡的中國人」78，再是沿街化緣的道士，頭頂梳個灰撲撲小

髻，拉拔出一雙細眼睛，像摩登女人，「一個苦命的女人的臉相」。79接著一組菜藍裡

一團銀白粉絲女傭、捧著朱漆盤子壽麵女人、拈著鍋的小女孩後面，跟著雙手凍得

漲大的肉店學徒及「指頭上兩只金戒指，指甲上斑駁的紅蔻丹」80衰老娼妓顧客和瞪

著雙麻黃眼睛講小姑壞話的老闆娘，再過去沒人但無線電裡娓娓唱著家常是非申曲

男女聲，街道轉了個彎，「申曲還在那裡唱著」。81人物形象視域與聲音，共組出貫穿

時空「漢唐一路傳下來的中國」82景象。更甚者，文中的道士看來何其眼熟，簡直就

是《傳奇》再版序裡的男版「蹦蹦戲花旦」83，再版序裡花旦由一站在臺前貼近觀眾

穿藍布大褂的人先敲著竹簡「侉！侉！侉！」迎出場： 

扮作李三娘的一個北方少女，黃著臉，不搽一點胭脂粉，單描了墨黑的兩道

長眉，挑著擔子汲水去，……黃土窟裡住著，外面永遠是飛沙走石的黃昏，

寒縮的生存也只限於這一點；將來的荒原下，斷瓦頹垣裡，只有蹦蹦戲花旦

這樣的女人，她能夠夷然地活下去，去任何時代，任何社會裡，到處是她的

家。所以我覺得非常傷心了。84 

而〈中國的日夜〉裡的道士自己握著竹筒在汽車喇叭聲裡走江湖： 

他斜斜握著一個竹筒，「托─托─」敲著，也是一種鐘擺，可是計算的是

另一種時間，彷彿荒山古廟裡的一寸寸斜陽。……這道士現在帶著他們一錢

不值的過剩的時間，來到這高速度的大城市裡。周圍許多繽紛的廣告牌、店

舖，汽車喇叭嘟嘟響；他是古時候傳奇故事裡那個做黃梁夢的人，……道士

走到一個五金店門前倒身下拜，……像一朵黑菊花徐徐開了。看著他，好像

                                                 
78 張愛玲：〈中國的日夜〉，頁 468。 

79 張愛玲：〈中國的日夜〉，頁 469。 

80 張愛玲：〈中國的日夜〉，頁 470。 

81 張愛玲：〈中國的日夜〉，頁 471。 

82 張愛玲：〈中國的日夜〉，頁 471。 

83 梳理蹦蹦戲花旦文本，張小虹論述一新文本視角。見張小虹：〈文本裡有蹦蹦戲花旦嗎？〉，《中外文

學》48：3（2019.9），頁 9-43。 

84 張愛玲：〈再版的話〉，頁 12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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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的塵埃真是越積越深了，……我很覺得震動。85 

花旦與道士，一在荒原一在都市，都充滿了流動性。張愛玲對日常生活時間空間世

變的感知，不僅顯現〈中國的日夜〉，在〈我看蘇青〉裡也有十分深刻的描述：「將來

也許整個的地面上見不到一隻時辰鐘。夜晚投宿到荒村，如果忽然聽見鐘擺的滴搭，

那一定又驚又喜─文明的節拍！」86不同的是，文明的日子，如同十字布上挑花，

一分一秒一曲一格清楚卻看了不舒服，張愛玲喜歡的是：「蠻荒的日夜，沒有鐘，只是

悠悠地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日子過得像鈞窖的淡青底子上的紫暈，那倒也好。」87

鈞窖淡青底子上的紫暈是窯變而成，意在言外地指出了時代的不穩定。至於，「傳奇

未了的餘韻」的意義，我們也許可在張愛玲《餘韻》裡梳理出一二脈胳。張愛玲念念

不忘「餘韻」，1987 年張愛玲出土的上海時期舊作「合成一本新書，定名『餘韻』」88，

〈序〉由出版社代擬，又一個雙重視角形成，《餘韻》收了張愛玲自承非常不喜歡的

《小艾》：「友人說缺少故事性。說得很對。」89對應離滬前以筆名梁京發表的《十八

春》有幸改寫為《半生緣》，而《小艾》「在寫作的過程中顯然離原來的構思越來越

遠，幾乎變成一個新的故事。……作者可以重新寫過，寫出來的卻絕不是目前的《小

艾》。」90編輯角色，希望讀者「能以諒解的心情來看《小艾》」91，並強調，「張愛玲

的作品畢竟有自己的筆觸和『韻』致，值得再度發現。」92在這裡，餘韻與故事「重

新寫過」、「再度發現」劃上了等號，那一遍遍值得重寫、發現的故事，織就了傳奇

未了的餘韻。再進一步言，韻味來自人生事實，是故事的原料：「當然實事不過是原

料，我是對創作苛求，而對原料非常愛好，……偏嗜它特有的一種韻味，其實也就

                                                 
85 張愛玲：〈中國的日夜〉，頁 469。 

86 張愛玲：〈我看蘇青〉，頁 83。 

87 張愛玲：〈我看蘇青〉，頁 83。 

88 皇冠出版社編輯部：〈代序〉，收入張愛玲：《餘韻》，頁 4。《餘韻》收〈散戲〉、〈中國人的宗教〉、

〈「卷首玉照」及其他〉、〈雙聲〉、〈氣短情長及其他〉、〈我看蘇青〉、〈華麗緣〉、《小艾》。 

89 皇冠出版社編輯部：〈代序〉，頁 5。 

90 皇冠出版社編輯部：〈代序〉，頁 6。 

91 皇冠出版社編輯部：〈代序〉，頁 6。 

92 皇冠出版社編輯部：〈代序〉，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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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生味。而這種意境像植物一樣嬌嫩，移植得一個不對會死的。」93 

綜理上述，明眼人不難讀出，張愛玲雖說〈中國的日夜〉不能代表增訂本故事的

共同的背景，但仍具有索隱的功能，一如封面、序也都彼此索隱與互文，而索隱的最

終意義94，當然是探究《傳奇》增訂本以封面、序、跋三方定位了張愛玲作品的「共

同的背景」及時空特長的現代性寫作「地位」之後才呈現的。什麼共同背景呢？在在

浮現的日常生活、現代視域、女性故事、不安氣氛、多義時空，一體復歸於封面圖

示，史書美說得準確，《傳奇》增訂本封面對張愛玲小說「提供了形象化的描繪」95，

但小說何嘗不是封面多義的基石，不同時空背景組構而成的日常段落，再創家居書

寫新視野，也呼應了封面新舊時代的共時性。 

五、家居美學：一明二暗三間過 

將來的平安，來到的時候已經不是我們的了，我們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

平安。96 

先從家居空間說起，「一明兩暗」房概念，其實傳達了明／暗、主／從、固著／

移動、傳統／現代思唯，而張愛玲喜歡的「明間」，換言之，張愛玲固守家位置的主

體性，望字生義，有著快樂、明亮、希望等象徵性。「不安」作為張愛玲家居書寫的

美學依據與信仰，但私下，「我不想出洋留學，住處我是喜歡上海」，是連胡蘭成如

此不斷離散，仍堅持「所以我政治上諸般作為，亦不想挪動她。」97 

晚近巴舍拉《空間詩學》詩意性開創家屋和房間作為人生「幸福空間」的中介

理論，強調家空間的脆弱性，必須加入有價值的東西，幸福感是家屋的終極追求。

                                                 
93 張愛玲：〈談看書〉，頁 189。 

94 索隱的概念取自毛尖：〈所有能發生的關係〉，頁 11-17。 

95 史書美：〈張愛玲的慾望街車：重讀《傳奇》〉，頁 127。 

96 張愛玲：〈我看蘇青〉，頁 95。 

97 胡蘭成：《今生今世》，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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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所謂「家屋」泛指自身的棲息處，是如字義面的居家空間也有著「非現實」

的夢想因子，有此，人行於世才有達到「深刻」的存在。深化了家屋形象。前文對

張愛玲的小說家的形象化已有梳理，接著本文將論證此家居形象化的終極追求，這

裡擬結合巴舍拉的家屋論點與「一明二暗三間過」張愛玲自己提出的家居理想，重

新審親張愛玲作品的全景家居書寫圖，浮突張愛玲的寫作美學與身世之間複雜互文、

共生關係。 

「一明兩暗三間過」是中式民宅的基本格局，三間房間一字排開，居中最明亮的

空間是客廳，稱堂屋，左右兩暗間是臥室。堂屋正面開大的進戶門，左右各開側門

進出臥室，此對稱的房屋結構即一明二暗三間過。換言之，是間道連接了三個房間，

張愛玲小說不乏這樣的間道敘事。除了中國風味的房子，張愛玲也喜歡公寓，「在公

寓裡『居家過日子』是比較簡單的事」、「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98另外一

種格局的獨幢小洋房則投射了已經沒有的理想家居生活「那種安定的感情」。99不僅

於此，張愛玲「明室」實踐及於異鄉美國住處，1971 年殷允芃波士頓訪問張愛玲近

身實地觀察：「她的起居室，陳列得異常簡單，但仍然給人明亮的感覺。」100以及《張

愛玲的小說藝術》專書專論張愛玲的水晶有相似的描述：「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

牆上沒有一絲裝飾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長窗。她起身拉開白紗幔，參天的法

國梧桐，在路燈下，便隨著扶搖的新綠，耀眼而來。」101由上述我們如見張愛玲的

「明室」全景幻燈片。這些可見的寫實思考，轉化為她作品的空間書寫，從私人居

室、公共領域街道場所形塑的意象化空間之場所與領域，是如孟悅所言，不僅在作

品中佔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涉及了張愛玲怎樣寫作這個時代以及把人物活動的日常

場景變成敘事意義的生產「場地」的本事。102早在 1945 年〈我愛蘇青〉103裡的「一

                                                 
98 張愛玲：〈公寓生活記趣〉，《流言》，頁 29、30。 

99 張愛玲：〈我看蘇青〉，頁 91。 

100 殷允芃：〈訪張愛玲女士〉，《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臺北：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1996），

頁 154。 

101 水晶：〈蟬─夜訪張愛玲〉，《張愛玲的小說藝術》（臺北：大地出版社，1973），頁 19。 

102 孟悅：〈中國文學「現代性」與張愛玲〉。 

103 〈我看蘇青〉原刊 1945 年 4 月《天地》月刊第 19 期，見唐文標主編：《張愛玲資料大全集‧張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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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二暗」說法，埋下張愛玲日常家居生活敘事的基礎與理想空間想像。 

梳理張愛玲 1943 年 5 月正式賣文為生發表首篇作品〈沉香屑─第一爐香〉以

來，及至逝後帶有自傳性色彩的《小團圓》（2009）、《異鄉記》（2010），不時可見封

閉家居／流離時空交織並存敘事與人物刻畫，眾所周知，張愛玲是信仰憑證事實的，

她自承「《傳奇》裡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所本』。」104張愛玲小說寄寓一

己對時空異變的想像與回應，往往虛實雜糅，此即互文性。105本文據以發展出「一

明二暗」家屋概念與家居書寫的張愛玲〈我看蘇青〉中蘇青是最現成的例子，蘇青

丈夫是個舊社會制度崩壞下不負責的少爺，蘇青離了婚，走出家屋投身職業婦女行

列，成為一個「紅泥小火爐，有它自己獨立的火」、「整個的社會到蘇青那裡去取暖」

現代女性106，蘇青做為家居／流離的時代表意，對應人物是〈傾城之戀〉裡與蘇青

同齡的白流蘇107，白流蘇因丈夫不成材而離婚，前夫過世她不從親兄嫂要她回夫家

戴孝主喪建議，就此與娘家「隔著一層無形的玻璃罩……魘住了。」108家是待不下

去了，陰錯陽差入了玩世不恭范柳原的眼，受邀到港，兩人關係是封閉的，范柳原

不願娶她，又擔不起誘姦的罪名，流蘇進退維谷，索性背水一戰以退為進先回上海：

「他沒有得到她，或許他有一天還會回到她這裡來，帶了較優的議和條件。」109等

了一個秋天，范柳原電報真來了：「乞來港。」110母親長嘆：「既然是叫你去，你就

去吧！」111她失敗了，這回「摻雜著家庭的壓力」112再次赴港。人來了，范柳原卻一

                                                 

玲作品繫年》，頁 370。 

104 水晶：〈蟬──夜訪張愛玲〉，頁 25。 

105 ﹝法﹞茱莉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著，吳錫德譯：〈互文性〉，《思考之危境：克莉斯蒂

娃訪談錄》（臺北：麥田出版，2005），頁 142-149。 

106 張愛玲：〈我看蘇青〉，頁 93。 

107 白流蘇原來不止三十歲，張愛玲怕這年齡不為讀者大眾接受，所以改成二十八歲。意外的是，「恰

巧與蘇青同年」。見張愛玲：〈我看蘇青〉，頁 92。 

108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193。 

109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218。 

110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219。 

111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219。 

112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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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後要上英國，流蘇要求帶她一同去，得到一個「那是不可能的」113回答。流蘇即便

有持家的本領，「根本無家可持」114，獨留香港的她，又落到另一種封鎖隔離狀態。不

同於〈傾城之戀〉，〈封鎖〉女主角翠遠的隔離發生在原本流動的電車上，因戰封鎖

的密閉時空成了有家室的呂宗楨劇場，幾番攻防他演無可演的對翠遠說：「我打算重

新結婚。」115但並不離婚，只是娶妾，當夠了好女兒好人的翠遠想氣氣父母居然覺得

這萍水相逢的人可愛，然後封鎖開放了，呂宗楨突然擠進人叢不見了，「他走了，對

於她，他等於死了。」116她明白他的意思：「封鎖期間的一切，等於沒有發生。」117

白流蘇與范柳原，翠遠與宗楨之間的發生都與斷裂時空有關，周蕾指出此封閉空間

美學便建構在「摒棄時間的連續性」118，如何摒棄？靠的是戰爭，與〈封鎖〉戰爭

時態一樣，結果卻不同，主要香港戰役爆發把范柳原、流蘇留在了同個時空，終使

事情發生導向兩人結了婚。婚姻成敗是會賦予家空間明、暗觀感的，譬如蘇青走到

離婚地步，「卻是心平氣和」，因此以房間比喻蘇青，「當然是明間。這裡就有一點蘇

青的空氣。」119另如白流蘇重返香港之初雖未得到妻子的名份，仍大動作將新家「堂

堂地點著燈。新打了蠟的地板，照得雪亮」120，營造自我「明室」存有。而之前流

蘇回歸娘家和庶出未婚妹妹寶絡合住，分明退到了暗間，從親戚徐太太介紹范柳原

相親寶絡，鋒頭卻讓同去的流蘇給奪走，眾口大罵可知： 

你若是以為你破壞了你妹子的事，你就有指望了，我叫你早早的歇了這個念

頭！人家連多少小姐都看不上眼呢，他會要你這敗柳殘花？121 

正是這樣的暗室處境激出流蘇的鬥志： 

                                                 
113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221。 

114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222。 

115 張愛玲：〈封鎖〉，《回顧展Ⅱ》，頁 461。 

116 張愛玲：〈封鎖〉，頁 463。 

117 張愛玲：〈封鎖〉，頁 464。 

118 周蕾：〈技巧、美學時空、女性作家─從張愛玲的〈封鎖〉談起〉，收入楊澤主編：《閱讀張愛玲》

（臺北：麥田出版，1999），頁 171。 

119 張愛玲：〈我看蘇青〉，頁 81、82。 

120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222。 

121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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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絡已經上床睡了，流蘇蹲在地下摸著黑點蚊香，陽臺上的話聽得清清楚楚，

可是她這一次卻非常的鎮靜，擦亮了洋火，眼看著它燒過去，火紅的小小三

角旗，在它自己的風中搖擺著。122 

第一次赴港是范柳原私下託徐太太代邀，范先到港等候，待流蘇住進淺水灣飯店，

徐太太一家、流蘇、范柳原三房間比鄰，流蘇居中，當然不是暗間，但「整個的房

間像暗黃的畫框」123，顯與家居意義上的明室無涉。由房到房，擔任中介的是間道，

只是眼下徐太太退位，失去了間道引領，一時之間流蘇、柳原攻防失據。間道功能

還顯示在〈浮花浪蕊〉「女主角脾氣很像我」124的洛貞際遇，國共政權易手，洛貞隻

身上海往廣州火車上，「狹窄的過道對面鋪位上男子的眼光就直射過來。」125接著從

廣州轉抵香港，租屋瘦骨伶仃，落到「二房東坐在甬道裡乘過堂風」126，不停時空

穿越，洛貞再突圍由香港搭貨輪赴日本，靜悄悄的一長溜艙房間過，走著有些腳軟，

如進入「時間旅行的圓筒形隧道」127，在這裡，過道、甬道、隧道都可視為間道的

同義詞。間道作為流動敘事單詞，板蕩時代，相類的比喻就特別多，提供了由此到

彼動線圖示，間道因此也可視為移轉、過渡的象徵，洛貞出境中國與香港邊界羅湖

橋便覺像跨陰陽界，一步一磕碰，如「走陰的回到陽間」128，心慌意亂地「踩著一

軟一軟」。129其實洛貞流轉於途，也並非一味的糟，至少船行海上未抵達前，不乏想

像的空間：「十天一點也不嫌長，她喜歡這一段真空管的生活。……無牽無掛，舒服

得飄飄然。」130 

女性角色時空異變遭逢，是張愛玲小說重要的題材，弔詭的是張愛玲畢生實踐

                                                 
122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199-200。 

123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204。 

124 1978 年 8 月 20 日，張愛玲提到〈浮花浪蕊〉，「裡面是有好些自傳性材料，所以女主角脾氣很像

我。」見夏志清：《張愛玲給我的信件》，頁 274-275。 

125 張愛玲：〈浮花浪蕊〉，《惘然記》，頁 40。 

126 張愛玲：〈浮花浪蕊〉，頁 59。 

127 張愛玲：〈浮花浪蕊〉，頁 39。 

128 張愛玲：〈浮花浪蕊〉，頁 53。 

129 張愛玲：〈浮花浪蕊〉，頁 39。 

130 張愛玲：〈浮花浪蕊〉，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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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131跡近隱居的行世風格，映襯著

她筆下無論時代或空間阻斷禁閉的女性角色，確有「隔絕為她自己的美學時空」反

思132，這也成為「自己的屋子」變形「自己的美學時空」的依據。 

這裡我們還是回到「一明二暗」源頭〈我看蘇青〉，這篇文章的背景是從張愛玲

的視角看蘇青，文中述及蘇青談其理想家居生活：「住在自己的房子裡，常常請客，

來往的朋友都是談得來的，……丈夫的職業性質是常常要有短期的旅行的，那麼家

庭生活也不至於太刻板無變化。」133關於「自己的房子」一詞，熟悉女性主義思潮

不難看出遙指吳爾芙（Woolf）名著 A Room of One’s Own。134蘇青的理想家居終究沒

有實現，再是充滿蘇青的空氣的明間：「我自己看看，房間裡每一樣東西，連一粒釘，

也是我自己買的。可是，這又有什麼快樂可言呢？」135誠哉斯言。 

〈我看蘇青〉、〈傾城之戀〉，存在一個現實與虛構家居的主題，女子追求的不外

一個家，一間自己的屋子，好擺脫陰晦的處境，甚至不在《傳奇》裡的〈浮花浪蕊〉

也有現實與虛構家居追求參照性136，洛貞背井離鄉初流亡香港，臨時租住，仍一眼

看中「兩面都是樓窗，敞亮通風，還看得見海」137有著明室意味的小房間，不久有

機會去日本投靠老同學謀職，上了船，隔斷了空間與時間及記憶，就此將「漂泊流

落的恐怖關在門外」138，卻是「一時竟不知身在何所」139，預示了安定根本咫尺天

涯。這裡，恐怖與不安是同義詞，從這段旅程看，漂泊流落的恐怖有個空間指涉，

對仗的正是張愛玲封面示意希望造成的家居不安氣氛，而這不安正是巴舍拉敬謝不

                                                 
131 張愛玲：〈天才夢〉，《張看》，頁 242。 

132 周蕾：〈技巧、美學時空、女性作家─從張愛玲的〈封鎖〉談起〉，頁 172。 

133 張愛玲：〈我看蘇青〉，頁 91。 

134 A Room of One’s Own 也有譯「自己的房間」，這裡採的版本為﹝英﹞維金妮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著，張秀亞譯：《自己的房子》（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3）。 

135 張愛玲：〈童言無忌〉，《流言》，頁 8。 

136 〈浮花浪蕊〉洛貞赴日投奔老同學的真實版，張愛玲 1952 年 7 月給夏志清信上提過，「因為炎櫻在

日本，我有機會到日本去，以為是赴美捷徑。」見夏志清：《張愛玲給我的信件》，頁 42。 

137 張愛玲：〈浮花浪蕊〉，頁 59。 

138 張愛玲：〈浮花浪蕊〉，頁 66。 

139 張愛玲：〈浮花浪蕊〉，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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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的，巴舍拉提到家屋是世人原初的殼，是一種幸福感引導我們趨向家屋，因此家

屋即幸福空間，這點倒是和張愛玲的「明室」想像不謀而合。巴舍拉還說家屋空間，

須賴灌輸有價值的東西進去，如愛、成長、回憶，才能把家屋的存有轉換為有人性

價值的事物，巴舍拉並不否認家居的「惘惘威脅」，他說每樣事物其實皆活在一種預

震的狀態裡，活在行將崩壞的家屋裡，而當它們崩壞，是完成對已死者的埋葬。140

這又和張愛玲希望造成的不安氣氛，異曲而同工。 

從「追求幸福」與埋葬的角度探究〈傾城之戀〉，也許是不錯的角度，〈傾城之

戀〉的女主角白流蘇基本是進入一幢家屋的「幸福→崩壞→幸福」循環流程，離異

的流蘇再度回到白家： 

白公館有這麼一點像神仙的洞府：這裡悠悠忽忽過了一天，世上已經過了一

千年。可是這裡過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為每天都是一樣的單調與

無聊。141 

等到前夫的家在兄嫂嘴裡竟成了最佳歸宿：「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樹高千

丈，葉落歸根。」142香港淺水灣飯店雖與范柳原比鄰而居，近水樓臺，一個多月范

柳原硬是把她擺在那兒：「我不至於那麼糊塗。我犯不著花了錢娶一個對我毫無感情

的人來管束我。」143這房間因此無法有任何「非現實」價值，等流蘇應范柳原請求

返港，且訂了之前淺水灣飯店房間，只是這次他摸黑登堂入室，流蘇問他為什麼來，

他說：「我一直想從你的窗戶裡看月亮。這邊屋裡比那邊看得清楚些。」更進一步吻

了流蘇，打開了往另一個世界通道： 

流蘇覺得她的溜溜走了個圈子，倒在鏡子上，背心緊緊抵著冰冷的鏡子。他

的嘴始終沒有離開過她的嘴。他還把她往鏡子上推，他們似乎跌到鏡子裡面，

另一個昏暗的世界裡去了。144 

                                                 
140 加斯東‧巴舍拉：《空間詩學》，頁 268。 

141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189-190。 

142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189-190。 

143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216。 

144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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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畫面充滿鏡像指涉，之前在這房間，兩人曾有過攻防戰，一天深夜電話響，流

蘇接起，電話那頭范柳原直道：「我愛你」、「你愛我麼？」145范柳原自顧自說流蘇並

不愛他，卻又想天涯共此時：「你的窗子裡看得見月亮嗎？」隨後掛了電話，那晚流

蘇越想越像夢，卻問都不敢問，怕被嘲笑「夢是心頭想」146露了底。這回重返同間

房，范柳原「我一直想從你的窗戶裡看月亮」之言，是對似夢似愛的一個真實的回

答。旅館在這裡就像兩人成家過程的代替性間道，間道必須被通過，那是一個儀式，

但這時真正家居關係並未建立，而且非常短暫，第二天范柳原就告訴流蘇要去英國，

一年半載才回來，搬出淺水灣飯店他替流蘇租了一幢房子，雖說流蘇不諱言跟了范

柳原「目的究竟是經濟上的安全」147，至此，一幢自己的房子，「樓上的品字式的三

間屋，樓下品字式的三間屋」148，明室配備，最接近家居關係了，但仍不符巴舍拉

對家屋幸福空間定義，必須要等到時間過道發揮作用，一場突如其來的港戰爆發，

沒走成的范柳原偕流蘇再度投宿兩人故事原初的淺水灣旅店現場，空出來的家屋等

待重啟的一天，終於停戰了，他們有家可回的發現屋子被陌生人闖入破壞，這才激

起携手維護家的意識： 

柳原各樣粗活都來得，掃地，拖地板，幫著流蘇擰絞沉重的褥單。流蘇初次

上灶做菜，居然帶點家鄉風味。因為柳原忘不了馬來菜，她又學會了作油炸

「沙袋」、咖哩魚。149 

戰爭使白流蘇有了得以展現持家手段的餘裕時間與空間，單純的做菜打掃房子家居

生活內容他們感到了空前的興趣，也照一般世俗夫妻分工，流蘇這才彷彿真正遇見范

柳原，感受到「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裡的這口氣，還有睡在她身邊的這個人。」150

房子至此有了幸福空間的味道，雖說他們灌輸的有價值的東西，只是尋常吃喝，然

                                                 
145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216。 

146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217。 

147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221。 

148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222。 

149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227-228。 

150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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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斯時斯地這家屋也只「容得下一對平凡的夫妻」。151在這之前，兩人的關係其實

是流動「脆弱的」（vulnerable），索緒爾所謂的「不定性」（arbitrariness），呼應了

不固定、不固著空間內含，正是這種「脆弱的」、「不定性」的關係，朝向了一個所

指：我們對家居場景的終極追求。152什麼追求呢？王宏志認為終身非政治的張愛玲，

小說主要寫愛情、金錢、人性153，證於張愛玲七篇香港傳奇之一的〈傾城之戀〉的

確若合符節，而這場包含生死、經濟、性關係的故事，歷史學家黃仁宇提示我們，

此三種關係正是重要文學作品主要發揮及不可或缺的題材154，寓言了《傳奇》全書

人物「相互間的關係」。155而這些帶有蒙太奇手法的個別關係，組合起來，意味了張

愛玲與胡蘭成家居關係的脆弱，卻在白流蘇和范柳原的故事裡有了一個接近喜劇的

收場。 

可感的是，張愛玲 1944 年 8 月年與胡蘭成成家156，好友炎櫻媒證，婚書為定：

「胡蘭成與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前兩句張愛

玲撰，後兩句胡蘭成撰。157「簽訂終身」用詞耐人尋味，絲絲入扣范柳原的現實盤

算和流蘇以退為進的心計拿捏。1944 年 11 月胡蘭成就往武漢辦《大楚報》結識才

17 歲的小周，要小周「日後你嫁給我」158，兩人過著家常日子，細節都說與張愛玲，

                                                 
151 張愛玲：〈傾城之戀〉，頁 228。 

152 家屋必須是「脆弱的」，這是巴舍拉的觀點，因為脆弱，當它受到人或自然界攻擊，「它像一個活物

般伸張自己」，激發出身在其中的人感受、焦慮、不安、抵抗等人性價值、人的莊嚴，家屋的終極

意義呈現了。見加斯東‧巴舍拉：《空間詩學》，頁 112-114。同時參考蔣翔華：〈張愛玲小說中的現

代手法─試析空間〉，《聯合文學》115（1994.5），頁 153。 

153 王宏志：〈「雜種」的故事：張愛玲的香港傳奇〉，收入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著：〈中國人寫的香

港文學史〉，《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臺北：麥田出版，1997），頁 71。 

154 黃仁宇：〈關係〉，《稻草人書屋》網站，2016 年 11 月 24 日，網址：https://www.daocaorenshu

wu.com/book/guanxiqianwanzhong/504658.html（2020 年 9 月 1 日上網）。 

155 張愛玲：〈再版的話〉，頁 128。 

156 張胡婚證事，胡蘭成《今生今世》是在 1944 年 11 月去武漢辦大楚報前，而張愛玲《小團圓》則寫

1945 年 8 月抗戰結束胡蘭成出逃下鄉前。時間的落差或與記憶無關，而是寫作「虛構」的權利。見

胡蘭成：《今生今世》，頁 289。張愛玲：《小團圓》，頁 252-253。 

157 胡蘭成：《今生今世》，頁 435-436。 

158 胡蘭成：《今生今世》，頁 335。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七 十 二 期 

 

140 

張愛玲表面不妒忌，但內中痛苦，「心裡亂刀砍出來，砍得人影子都沒有了。」159以

為「總不至於」的事成真，「有大半年的工夫，她內心有一種混亂，上面一層白蠟封

住了它，是表面上的平靜安全感。」160及至胡蘭成出亡，1947 年 2 月張愛玲歷險前

往溫州探視161，胡蘭成逃難仍公然外遇，同居秀美加上之前小周，連表面的平靜都

沒有了，張愛玲終叫胡蘭成選擇，胡蘭成不肯，張愛玲責問：「你與我結婚時，婚帖

上寫現世安穩，你不給我安穩？」接著嘆氣：「你是到底不肯。我想過，我倘使不得

不離開你，亦不致尋短見，亦不能再愛別人，我將只是萎謝了。」162張愛玲估計成

真只有帶著創傷離去。1947 年 6 月，張愛玲致信胡蘭成離婚：「這次的決心，我是

經過一年半的長時間考慮的。……你不要來尋我。」163胡蘭成的不肯選擇其實就是

一種選擇，此時，張愛玲的家屋崩壞了。我以為這是張愛玲積極復出的深層原因，

可以這麼說，胡蘭成婚內出軌帶來的傷害與動盪不安，例行的日常生活和寫作在這

時刻有治療的功效。 

張愛玲如是眷戀家居，姑姑的家「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都在這裡了」，

而「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164她傾心刺激顏色的家，是如趙匡胤形容旭日：

「欲出不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發。」165相似的家屋愛好，也寫在《小團圓》九

莉和之雍對話裡，之雍眼中，九莉的家是比「講究」更好，九莉卻說是母親和姑姑

的，與她不相干，她喜歡的家跟別處都兩樣：「深紫的洞窟，她想。任何濃烈的顏色

她都喜歡，但是沒看見過有深紫廳。要個沒有回憶的顏色，回憶總有點悲哀。」166

她要的是沒有回憶的家屋，換言之，是沒有過去，新的、濃烈的空間，邵之雍聽了卻

有點耽心，他懷念舊式婚姻，也就是男性主導的家，一種身份的確定，九莉在那一

                                                 
159 張愛玲：《小團圓》，頁 235。 

160 張愛玲：《小團圓》，頁 272。 

161 這段歷程張愛玲寫進《異鄉紀》，《異鄉紀》未完，張愛玲卻是「非寫不可」，耐人尋味。見宋以朗：

〈關於《異鄉紀》〉，收入張愛玲：《異鄉紀》（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2010），頁 6。 

162 胡蘭成：《今生今世》，頁 436。 

163 胡蘭成：《今生今世》，頁 473。 

164 張愛玲：《流言》，頁 162、30。 

165 胡蘭成：《今生今世》，頁 282。 

166 張愛玲：《小團圓》，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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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覺察到了，邵之雍想省掉戀愛過程，直接「預備找房子了」，就那刻九莉也僅「有點

輕微的反感」。167巴迪歐說「愛是努力進入他者」168，這個進入不僅指情感，也指進

入他人，張愛玲似乎兩者都沒有達於，可最後，她放棄了這個可能給她家的男人，也

離開了所有的這些房間，這也提醒了我們，巴舍拉家的論述可能就是一種霸權169，容

不下別種聲音。巴舍拉的幸褔空間方法學的問題在於，一個平靜安全的家的故事，往

往出於自主性男子氣概的描述，也就是說，「他」決定了家會是一個怎樣的場所。170

巴舍拉的家屋「幸福空間」（espace heureux）定義，比較趨向一個完整的家那種圓整

感的空間171，接近很多人童年記憶中「點了燈的房間」172圖像；相反的，家屋的陰

影暗間，如地窖、角落，則感到恐怖、不信任173，此明暗概念，比較接近張愛玲對

「明間」的期待。巴舍拉也自陳，他對幸福空間的取向與檢查，劃規詩意明暗間所

蘊涵的差異論述，使得家屋的人文價值，流於一個被歌頌的空間，好在他亦肯定家

屋的價值，另有「抵抗敵對力量的庇護空間、鍾愛的空間」174等意象，以及「附加

的想像價值」175成為主要的價值的可能。什麼是想像價值呢？幸福感、安全感、寧

靜感、陰暗恐怖感、暴力威脅感等明暗意涵都在列176，是這些想像，明證了人們如

何住出屬於自己的家屋空間。177值得玩味的是，這樣看似男性家屋幸福主導其實不

然的情節，不時出現張愛玲小說中，〈紅玫瑰與白玫瑰〉振保和不愛的煙鸝結婚成家： 

他家是小小的洋式石庫門巷堂房子，可是臨街，一長排都是一樣，淺灰水門

汀的牆，棺材板一般的滑澤的長方塊，牆頭露出夾竹桃，正開著花。裡面的

                                                 
167 張愛玲：《小團圓》，頁 176。 

168 ﹝法﹞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著，鄧剛譯：《愛的多重奏》（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2），頁 66。 

169 加斯東‧巴舍拉：《空間詩學》，頁 18。 

170 加斯東‧巴舍拉：《空間詩學》，頁 16-17。 

171 加斯東‧巴舍拉：《空間詩學》，頁 28。 

172 加斯東‧巴舍拉：《空間詩學》，頁 97。 

173 加斯東‧巴舍拉：《空間詩學》，頁 29。 

174 加斯東‧巴舍拉：《空間詩學》，頁 17。 

175 加斯東‧巴舍拉：《空間詩學》，頁 55。 

176 加斯東‧巴舍拉：《空間詩學》，頁 29。 

177 加斯東‧巴舍拉：《空間詩學》，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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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井雖小，也可以算得是個花園，應當有的他家全有。178 

這一長排都一樣的房子，不禁讓我們聯想九莉要的「跟別的地方都兩樣」179房間依

準，而反諷的是，獨幢洋房曾是振保家居的最高追求，與嬌蕊偷歡時三番二次調情： 

嬌蕊把一隻手按在眼睛上，笑道：「……我的心是一所公寓房子。」振保笑道：

「那，可有空的房間招租呢？」嬌蕊卻不答應了。振保道：「可是我住不慣公

寓房子。我要住單幢的。」180 

及至嬌蕊愛上了振保，嬌蕊的心隨之改建完成： 

「你要的那所房子，已經造好了。」振保起初沒有懂，懂得了之後，……寫

了一行字：「心居落成誌喜。」其實也說不上喜歡，許多唧唧喳喳的肉的喜悅

突然靜了下來，只剩下一種蒼涼的安寧，幾乎沒有感情的一種滿足。181 

嬌蕊是朋友妻，這關係絕難見容於社會，振保是個意志堅強的人，決絕的捨棄了嬌

蕊打造的獨幢「心居」，之後強勢的和羞縮的煙鸝結了婚。多年後振保和嬌蕊公車上

重逢，嬌蕊再嫁了，馴良家庭主婦帶兒子看病，打扮俗麗但對談自若，振保心頭是

不明的難堪、妒忌，嬌蕊問他：「你好嗎？」明明背叛的人是振保，他很想組裝「完

滿幸福的生活歸納在兩句簡單的話裡」，卻自己也沒料到的流下眼淚，而嬌蕊不僅沒

有安慰他，還鎮靜自若的提醒他到站了：「你是這裡下車吧？」182兩人關係有了翻轉，

即使是在公共場域，不爭的是，嬌蕊拿回了「幸福空間」的主導權，活脫上演一場

家屋啟示錄。稍晚振保回家去： 

街上賣笛子的人在那裡吹笛子，尖柔扭捏的東方的歌，一扭一扭出來了，像

繡像小說插圖裡畫的夢，一縷白氣，從帳裡出來，漲大了，內中有種種幻境，

像懶蛇一般要舒展開來，後來因為太瞌睡，終於連夢也睡著了。183 

振保進屋看著自己手造的世界，看著妻子煙鸝，「結了婚八年，還是像什麼事都沒經

                                                 
178 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回顧展Ⅰ》，頁 87。 

179 張愛玲：《小團圓》，頁 176。 

180 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頁 67。 

181 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頁 73。 

182 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頁 87。 

183 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頁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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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似的，空洞白淨，永遠如此。」184家的空洞化，說明了這裡沒有附加的想像價值，

可惜了振保超人鐵一般主導家居的意志。 

又如〈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薇龍為學業瞞著父母投奔姑母，姑母是個徹

底的物質主義者，嫁人做小，丈夫死後分了房產，這才回過頭彌補年輕時該有的愛

情，家裡成了交際場，薇龍便在姑母家結識了浪子喬琪喬，喬琪喬圖享受無意承諾

婚姻，薇龍惱羞成怒決定打道回府卻感冒轉成肺炎臥病在床，對家的眷戀浮上心頭： 

在家裡生了病，房裡不像這麼堆滿了朋友送的花，可是在她的回憶中，比花

還美麗的，有一種玻璃球，是父親書桌上面著來鎮紙的，家裡人給她捏著，

冰那火燙的手。……那球抓在手裡很沉。想起它，便使她想起人生中一切厚

實的，靠得住的東西。185 

薇龍對家居幸福的想像，張愛玲用的是玻璃球虛幻折射的象徵情節，寓示了薇龍終

究掌握不住家的「厚實的，靠得住的東西」，果然，梁太太對喬琪喬曉以「招駙馬」

大義，聯手讓薇龍回轉心意和喬琪喬結了婚，姑母且撥了三間房給他們，和獨門獨

戶公寓差不多，就此薇龍於這個家：「整天忙著，不是替喬琪喬弄錢，就是替梁太太

弄人。」186薇龍結了婚，家居未來卻是「無邊的荒涼，無邊的恐怖」187，而這樣的結

局其實始於衣櫥： 

薇龍打開了皮箱，預備把衣服騰到抽屜裡，開了壁櫥一看，裡面卻掛滿了衣

服，金翠輝煌……原來這都是姑媽特地為她置備的。……「這跟長三堂子裡

買進一個人，有什麼分別？」188 

衣櫥作為隱喻，喻示了家庭幸福的失敗：「衣櫥裡黑沉沉的，丁香末子香得使人發暈。

那裡面還是悠久的過去的空氣，溫雅，幽閒，無所謂時間。……薇龍在衣櫥裡一混

就混了兩三個月。」189等薇龍從衣櫥出來，直如立地成佛，修練成了吸引青年上門

                                                 
184 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頁 88。 

185 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頁 307。 

186 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頁 310。 

187 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頁 311。 

188 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頁 275-276。 

189 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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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際名媛。衣櫥裡沒有外頭不可理喻的現實，一座衣櫥存在因此有了深意，「絕對

是一處私密感的空間」190，而這個私密空間可不對閒雜人等開放。一如薇龍衣櫥裡

香得使人發暈的丁香末子，巴舍拉告訴我們，沿著丁香末子氣味，季節的邅遞進入

了衣櫥，將柏格森的「綿延」時間層層引進私密空間裡，具體展現時間的逆旅居所，

唯有透過空間，潛意識便深居其中。191同樣的衣櫥記憶說，還有裴居（Péguy）：「記

憶的隔架上，衣櫥的聖殿裡。」192亦為家屋幸福空間勾勒出一幅生動的畫面。193可

不是，〈第一爐香〉作為張愛玲領軍「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194，《傳奇》的

承載者，正是如薇龍這樣的人物，而從隱喻的角度看衣櫥在小說中起到的作用十足關

鍵，顯示了非以任意方式放進隨意的什麼空間裡，可不是，那衣櫥是特為她置備的，

便給出了一種秩序象徵。195在這個秩序裡，不同於世俗對長三堂子女子金錢至上之

認知，薇龍是對愛認了輸，她灌注以家空間非現實的靈性事物，是對喬琪喬「不可理

喻的蠻暴的熱情」。196奇就奇在〈第一爐香〉通篇無「幸福」這個詞，喬琪喬甚至曾

老實的對薇龍說：「我不能答應你結婚，我也不能答應你愛，我只能答應快樂。」197

但他還是和薇龍結了婚，至於不能答應的愛，薇龍是這麼笑著回答的：「我愛你，關

你什麼事？」198到頭來薇龍沒輸，這是一種精神勝利法了，也許蒼涼，可對照嬌蕊

和振保真愛上了，最後不也「只剩下一種蒼涼的安寧」199，而張愛玲說：「蒼涼是一

種啟示」200，這或者就是所謂的「餘韻」了。 

                                                 
190 加斯東‧巴舍拉：《空間詩學》，頁 156。 

191 加斯東‧巴舍拉：《空間詩學》，頁 29。 

192 加斯東‧巴舍拉：《空間詩學》，頁 157。 

193 加斯東‧巴舍拉：《空間詩學》，頁 158。 

194 張愛玲：〈到底是上海人〉，《流言》，頁 57。 

195 加斯東‧巴舍拉：《空間詩學》，頁 157。 

196 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頁 307。 

197 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頁 296。 

198 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頁 312。 

199 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頁 67。 

200 張愛玲：〈自己的文章〉，頁 19。 



蘇偉貞：一明二暗三間過的家居美學─讀張愛玲《傳奇》及其他 

 

145 

六、結語 

張愛玲一生流離，從沒有一間私屬於自己的房子，1995 年辭世前，人生最後的

停腳地在美國洛杉磯，1971 年秋遷洛杉磯曾有十年安定的生活，甚至寄望「I wish 

happy here」。201及至 1983 年 10 月跳蚤引發過敏頻繁搬家202，從此輾轉汽車旅館，

更甚者 1984 年 8 月到 1988 年 3 月，前後約三年半時間，平均每周換一個旅館203，

城市街道成了「間道」，打造她個人的「游牧路線」，既流浪也像成癮204，這也許是

她的選擇，不爭的是距離「明室」越來越遠，要求也越來越簡單，不外：單人房（小

的最好）、有浴室、房子相當新、不怕吵，有嘈音、車聲、飛機聲最好。205長期幫忙

張愛玲找住屋的林式同，與張愛玲接觸的過程中，對張愛玲如此頻繁的流動，別有

體會，「她是一個從容不迫，凡事順其自然的人。」206這是不流動的昇華嗎？張愛玲

住的汽車旅館分布在洛彬磯市內各處，林式同向我們描繪一個張愛玲遷移的長鏡頭： 

汽車旅館一般都設在鬧市，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來穿去，沒有人認得出

她是誰，沒有人會去麻煩她，沒有家累，沒有牽掛，她要搬就搬，要走就走，

身無長物，逍遙自在，痛快得很。207 

那段時期的張愛玲由體力日衰的 64 歲過渡到 68 歲，距 1995 年離世，僅 7 年光

景。不禁讓我們想，同樣的長鏡頭也在〈中國的日夜〉裡，那時走在路上的張愛玲

才 26 歲。兩條路交相比照，她正是「傳奇故事裡那個做黃粱夢的人」。208在此之前，

                                                 
201 莊信正：《張愛玲來信箋注》（新北：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1），頁 92。 

202 蘇偉貞：〈生成—書信：張愛玲的創作—演出〉，《長鏡頭下的張愛玲》，頁 92。 

203 林式同：〈有緣得識張愛玲〉，收入蘇偉貞編：《魚往雁返：張愛玲的書信因缘》（臺北：允晨文化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 220。 

204 游牧路線及游牧成癮概念來自﹝法﹞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費利克斯‧瓜塔里（Fé lix 

Guattari）著，陳永國編譯：《遊牧思想─吉爾‧德勒茲、費利克斯‧瓜塔里讀本》（長春：吉林

人民出版社，2003），頁 9、237。相關論述見蘇偉貞：〈生成—書信：張愛玲的創作—演出〉，頁 75-

142。 

205 林式同：〈有緣得識張愛玲〉，頁 227。 

206 林式同：〈有緣得識張愛玲〉，頁 222。 

207 林式同：〈有緣得識張愛玲〉，頁 222。 

208 張愛玲：〈中國的日夜〉，頁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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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以記憶重返上海，「我寫的上海，是黯淡破敗的。……像古代的『大西洋城』

Atlantic，沉到海底去了。」209的確如此，往返於家屋追尋路上，最早的姑姑體系完

全的家因著戰亂止步於「我不是那麼絕對地信仰它了」210，於是走向終點的姿態是

「沒有家累，沒有牽掛，她要搬就搬，要走就走。」211家之存有崩毀，關於她的一

生及寫作，亦可如此視之：整個世界就像為張愛玲闢出一個時空，她筆下人物進出

明暗房間，走的是間道，她則以小說穿越時代。 

  

                                                 
209 水晶：〈蟬─夜訪張愛玲〉，頁 31。 

210 張愛玲：〈私語〉，頁 168。 

211 林式同：〈有緣得識張愛玲〉，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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