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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生活第一，文學第二。我認

為生活當中就有文學，只要加以剪裁，

即成文學。得到這個獎，真是驚喜交

加。我不寫小說已經十年了，我認為生

活當中有刻不容緩的事，寫小說難以即

時反映，有些很緊急的事就像在十字路

口一樣，必須馬上反應，像是保護白海

豚，提倡綠能，保留南港202兵工廠，反

對興建國光石化、台北市大巨蛋等等。

我也樂於辯論，台灣要不要花費人力、

物力、財力去發展新的語言，來替代目

前的國語。」快人快語，不愧是作家

本色。古人說文以載道，我們細讀她的

文章，正是如此。很可惜的，是政府施

政往往是經濟掛帥，犧牲環保，禍留子

孫；更令人扼腕的，是政府對於外界反

對聲浪，始終置若罔聞。

未參加典禮前，以往刻板的印象經

驗，頒獎典禮無疑就是由總統頒給獲獎

人，由上給下，予人感覺上是政治味較

濃的威權恩給。但是今天的典禮不叫頒

獎典禮，而稱為贈獎典禮，表示對獲獎

人的尊重，也代表我們國家在文化上更

進一層樓，禮敬藝文人士。

主辦單位這次邀請與得獎者關係密

切者來擔任贈獎人。曾道雄由與他合作

四十年、人稱「王班長」的劇場佈景專

家王家全致贈；陳若曦則從曾與她共同

創辦「台灣藝文作家協會」及《時代評

論》雜誌的詩人郭楓接過獎座。莊靈由

前文建會主委申學庸致贈；張作驥從他

的師父、導演虞戡平手中接過獎座；李

小平從扭轉他劇場概念的導演王小棣手

中接獲獎座。

從這次的國家文藝獎贈獎典禮觀

禮中，筆者深深體會到，台灣的確是個

能令文化藝術界大鳴大放的國度，不管

政治立場為何，一視同仁，公平競爭，

有本事、有創意的人總會出頭天的，台

灣現正朝文化大國邁進，百家爭鳴，套

用李白〈將進酒〉中的一句「古來聖賢

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似可改為

「惟有藝文工作者留其名」。（作者為

文字工作者）

▲第15屆國家文藝獎獲獎人，左起：曾道雄、莊靈、陳若曦、張作驥、李小平。

讀史散記

星星 月亮 太陽
胡適的情感世界

▓陳澤豐

顛覆胡適「完美男人」形象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

新思想的師表」，這是蔣中正總統對新

文化運動領袖、中國自由主義先驅胡適

的評價。唐德剛教授以「小門生」的身

分，為老師尋找歷史定位，大膽指出，

「胡適是中國學術史上的槃槃大材；是

一位九項全能的專家學者。」

然而，胡適一生最為人所樂道的一件

事，既不是他的實驗主義，也不是他的

哲學史、文學史，或小說考證，而是他

的婚姻。說到胡適的婚姻，很多人常為

他打抱不平，覺得他是新時代中、舊禮

教下的犧牲者。特別是一些老輩的人，

極以他和江冬秀兩人能夠終生相守，引

為道德高尚的表徵。

可是這些恐怕只是表象之見。說胡適

的婚姻，看似單純、始終如一，論胡適

書　　名：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

作　　者：江勇振

出 版 者：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時間：2007年1月
頁　　數：474頁
定　　價：320元

的感情生活，卻是多彩多姿，而且頗為

複雜。這或許應了一句「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吧！

胡適一生，以他的風度翩翩、文質

彬彬，不知道多少仰慕他的中外女性為

之傾倒。1926年初，湯爾和送給胡適的

一首詩，最能說明女學生對他風靡的程

度：

薔花綠柳競歡迎，一例傾心仰大名。

若與隨園生並世，不知多少女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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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頭拼擲賣書錢，偶向人間作散仙。

不料飛箋成鐵証，兩廊豬肉定無緣。

這首打油詩把胡適與清朝廣收女弟

子聞名的袁枚（1716-1799）相提並論。

女性眼中的太陽─主角胡適

「太陽王」是當年法王路易十四的

稱號，在文人世界裡，在曹誠英眼中，

胡適也是具有太陽的性質。以胡適這麼

一個大名鼎鼎、炙手可熱的人物來說，

他是大可以吸引更多的月亮、星星來圍

繞著他這個太陽的。但胡適自詡是一個

頗能堅持原則的男人，他雖然愛跟女性

朋友調情傳意，倒還不至於是個憑藉著

自己的聲名與地位，見獵心喜，或來者

不拒的「掠食者」。

論胡適的情感世界，大致可以分成

三個階段：

留學時期

胡適留學時期，初嘗與異性交友的

喜悅，情竇初開，其第一個對象是韋蓮

司，但兩人之間最初僅止於柏拉圖式、

紙上談兵的階段。隨後在胡適與韋蓮司

深情交往近五十年的歲月裡，他們由柏

拉圖式的關係，進展到超友誼關係，然

後再成為忘年之交。

1920年代

回國以後，三十出頭的胡適，在學

術、藝文界的聲望如日中天，他與曹誠

英的戀情，只不過是在這一個時期裡，

發展得最為纏綿、最為淋漓盡致的一段

情。在胡適一生中三個最親密的月亮

裡，讓他迸出最為纏綿的愛的火花，蠶

織出他一生中最為悱惻的情絲的，非曹

誠英莫屬。

1930年代

從胡適出任駐美大使到卸任後逗留

美國的十年，在這段時間裡，一方面固

然因單身寂寞，但身為大使，往來盡為

錦衣與權貴，出入備受禮遇，既有位尊

名高的本錢，又熟諳調情，藝高膽大，

所以是他獵取星星興致最高的時候。他

獵星的對象多半是白人，而且也大都與

▲觀錢塘江大潮，1.徐志摩；2.朱經農；3.曹誠英；4.胡適；5.汪精衛；6.陶行知；
7.馬君武。 攝於1923年10月28日。

他年齡相仿。

一顆不起眼的故鄉月─江冬秀

在胡適一生的情感世界裡，究竟有

幾個月亮，幾顆星星，恐怕只有他自己

心裡最清楚。其中江冬秀、韋蓮司和曹

誠英是大家比較明確知道的三個月亮。

這裡先說江冬秀。

胡適14歲時，其母為他訂下這樁

婚事，直到他留學歸國後才完婚。歷來

品評胡適婚姻，替他感到惋惜、叫屈的

人，大多是男性。從他們的眼光看來，

這件婚姻簡直是「鮮花插牛糞」的顛

倒版。他們鄙夷江冬秀是個「纏腳女

性」、「粗魯」、「愛打麻將」、「不

懂英文」、「相貌平庸的小腳女子」。

同樣的，他們也常為留美時期的胡適心

有戚戚焉打抱不平，認為他之所以會接

受與江冬秀的婚姻，完全是因為不忍傷

母親的心，其結果是使自己成為「吃人

的禮教」下的祭品：說他當時為傳統中

國婚姻制度所做的辯論，是「甜檸檬」

心理作祟，而且認定他在文章與詩詞裡

肯定自己這樁婚姻的言辭，都是「自我

安慰」、「自我欺瞞」。

儘管胡適在家書中信誓旦旦地說

他不會悔婚，並且幻想日後婚姻裡的畫

眉之樂，但這並不表示他心中就沒有掙

扎與矛盾。事實上，他把心裡的矛盾與

掙扎帶到了美國，一直到他學成回國結

婚為止。毫無疑問地，胡適對沒有受過

正式教育的江冬秀，一定有不滿意的地

方，對完全憑媒妁之言的婚姻，一定也

存在著若有所失的悵惘。

然而，胡適的〈新婚雜詩〉仍然

流露出兩人蜜月期間的喜悅與浪漫。雖

則如此，胡適與江冬秀之間仍存在著無

可跨越的鴻溝，這不只是在學術、思想

方面，還包括在人生、感情的體認上。

像大多數的婚姻一樣，他們難免爭爭吵

吵地過了一輩子，因胡適的婚外情一度

還亮起了婚姻中的紅燈。1923年，與曹

誠英在杭州的煙霞洞墜入情網，度過三

個月的「神仙生活」以後，據說胡適曾

經要求與江冬秀離婚。但見江冬秀拿起

了廚房的菜刀，以「殺掉自己和兩個兒

子」相威脅，果斷的回絕。

他鄉月─韋蓮司身心合一

胡適不是一個浪漫、狂熱、燃燒型

的男人。月亮是他的愛的表徵，是他情

書裡表達愛、訴說相思的媒介。但是，

他從不會讓他愛的語言隨著詩意馳騁；

他的月亮永遠只是一種含蓄的意象，意

會多於言傳。

胡適與韋蓮司（Miss Edith Clifford 

Williams, 1885-1971）有一段深情款款，

▲江冬秀與三個孩子合照，攝於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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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五十年的交往。韋蓮司生於1885

年，比胡適大6歲。她是么女，有一個

姊姊，兩個哥哥。父親在康乃爾大學任

教。可能由於她從小多病，所以並沒有

接受完整的學校教育。1903年，她在耶

魯大學念過一年美術（有繪畫方面的天

分）。1906年，她到歐洲遊學了將近一

年，先去倫敦，然後轉往巴黎，最後到

義大利，一直到1907年初才回到美國。

1914年與胡適認識，那年她29歲，胡適

還不滿23歲。兩人時常約會，或觀傍晚

落日，或櫛月夜涼風，才子才女共享浪

漫朦朧之醉意。

在胡適的日記裡，把韋蓮司描繪成

一個新女性的理想典型：人品高、學識

富、特立獨行、不怕人言、能獨立生活

而不依傍男子。胡適留美期間，對一般

美國大學生是沒有太多敬意的，因為他

們「大多數皆不讀書，不能文，談吐鄙

陋，而思想固陋。」男學生如此，女學

生更不用說了。而韋蓮司其人則「極能

思想，讀書甚多，高潔幾近狂狷。」待

人方面，則「開誠相示，傾心相信，未

嘗疑人，人亦不敢疑也。」

胡適留美時期，韋蓮司在相當程度

上，是胡適「知識上的伴侶」，兩人縱

談人生，或論政治和藝術，但隨著歲月

的推移，知識上相互的激盪減少了，而

感情上的關懷增多了，韋蓮司成了胡適

傾訴和感懷的對象。胡適與韋蓮司的深

情知交，持續了五十年，直到胡適逝世

為止。五十年之間，兩人通信不斷，通

電、情書近二百件之多。胡適是韋蓮司

畢生唯一想嫁的男人，卻永遠成不了她

的丈夫。韋蓮司一生在等待中度過，也

在戀愛中度過，中國有句俗話說：「有

情人終成眷屬」，胡、韋兩人卻樹立了

「雖不成眷屬，而一往情深」的典型。 

一輪山月─曹誠英心心相印

深情款款，非胡郎莫嫁的韋蓮司萬

萬沒有想到，她原來並不是胡適婚姻之

外唯一的紅粉知己。胡適1923年與曹誠

英的戀情，經過多位學者的探索，已經

是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了。

曹誠英，字佩聲，生於1902年，她

跟胡適一樣是績溪人，家住旺川村，距

胡適的家鄉上莊只有兩、三里路。曹家

與胡適有姻親關係，胡適與江冬秀結婚

的時候，曹誠英就是伴娘之一。1920年

▲胡適送給韋蓮司的照片。

▲韋蓮司13歲照片，攝於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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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曹誠英跟著丈夫胡冠英到杭州，先

插班進女子師範附屬小學校三年級，念

了一學期後再升入預科。

曹誠英是一個熱情、外向、領袖

型、交遊廣闊的女性，在杭州讀書的時

候，她常邀女同學遊西湖，有時還利用

這種機會幫男親戚（胡思永，胡適侄

兒）介紹女朋友。1923年4月，胡適出

京，先到上海，因患痣瘤，又從上海到

杭州西湖邊上的煙霞洞養病。胡適和曹

誠英兩人在這裡共同生活了三個多月，

過著「煙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也與

好友們如徐志摩、陳衡哲、任叔永等一

起在西湖盪舟、賞月、吟詩、飲酒、品

茗，這是胡適一生中最值得紀念的一段

極哀婉戀情。胡適與曹誠英的戀情，可

能也是他一生裡感情放得最深的一次。

這在胡適所寫的幾首情詩中可以得到最

好的證明，例如〈秘魔崖月夜〉有：

翠微山上的一陣松濤，

驚破了空山的寂靜。

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1934年秋，曹誠英赴美留學，或許

受到胡郎的影響，在康乃爾大學念農，

胡適還寫了信請韋蓮司幫他照顧胡適信

中所謂的「表妹」，其實是情敵的曹

誠英。曹於1937年學成歸國，先後任教

於安徽大學、四川大學，由於抗戰的關

係，與胡適之間聚少離多，兩人最後一

次見面是1949年2月，從此「闊別重洋天

樣遠，甘苦不相連；芳蹤何處是？羞探

問人前。」

銀河裡的點點眾星

胡適真是個多情種子，不但情史不

斷，情書也寫不完。除了三個月亮圍繞

著太陽外，星月亦爭輝，眾星不斷閃爍

照耀著無垠的天空。

在留美初期，胡適除了結識韋蓮

司外，另外一個跟他通信頻繁的是瘦琴

女士（Nellie B. Sergent）。她生於1883
年，比胡適大8歲，兩人在1914年夏天

結識。瘦琴女士在紐約的一個中學教英

文，當時她到康乃爾大學選修暑班的

課，是一位好學不倦，活到老、學到老

的女性。初期，兩人之間只是單純的友

誼關係。1927年1月，胡適由英國搭船前

往美國，除了忙著演講之外，也忙著跟

瘦琴見面，以慰相思之苦。百忙之中，

他抽空去她家看了她三次，一個是有心

獵豔摘星，另一個則是在崇拜的心境之

下，情不自禁，欲拒還迎，兩人久別重

逢，除了熱情擁抱親吻之外，自然不再

柏拉圖。

1937年9月，胡適以特使身分，受

命擔任駐美大使，一直到他1946年6月回

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為止，在美居留長

▲曹誠英，攝於西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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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9年的時間。他在這個階段裡的星星

幾乎全是白人，年齡也大都與他相仿。

其中，最年輕、最能跟他逢場作戲的是

羅慰慈（Roberta Lowitz）。余英時認

為，羅慰慈之所以會在這時闖入胡適的

生活，是因為胡適客居紐約的寂寞。羅

慰慈吸引胡適的地方，可能就在她的欲

擒故縱，她的撲朔迷離，還有她的放浪

跟熱情；她是胡適一生當中所遇到的最

「異色」的女性。她幽默，有文采，無

怪乎胡適被她吸引得神魂顛倒。更妙的

是，羅慰慈同時周旋在三個男人之間，

除了胡適之外，還有胡適昔日的老師杜

威（年已78歲，兩人後來還結婚）以及

一個名叫葛蘭特（Roy Grant），住在南

非的礦冶工程師。

在胡適眾星國度裡，哈德門太太

（Virginia Davis Hartman）是跟他最久

的一顆。從1938年12月他因心臟病住院

而認識，一直到他1962年過世為止，一

共24年。哈德門太太比胡適小4歲，是個

護士，她的先生是醫生。哈德門對胡適

不只是愛，而且是崇拜。儘管哈德門對

胡適熱情如火，甚至把胡適比成情聖卡

撒諾瓦，但能體諒胡適有他不得不瞻前

顧後的苦衷，為了胡適著想，她一無所

求，不求名分，心甘情願地犧牲自己。

胡適跟哈德門將近8年的同居生活，終於

在1946年暫時落幕。1949年，中國內戰

惡化，胡適回到紐約以後，跟哈德門又

有一段恩愛同居的生活。哈德門不但照

顧他的生活起居，而且等於是擔任他的

秘書。只是，好景不長，一年以後，也

就是1950年6月，江冬秀就到紐約跟胡適

團圓了。

在胡適所有的星星裡，最奇特的

是白莎．何桑（Bertha Hosang），這不

僅因為白莎有自己的先生，還有三個孩

子，白莎跟胡適見面的時候，多半是在

自己家裡，而且基本上都有她先生或孩

子陪伴著。從某種角度來說，白莎對胡

適的愛，不只是她個人對胡適的崇拜與

愛，也意味者她全家對胡適的崇拜與

愛。我們甚至可以說，白莎代表著許許

多多把胡適視為偶像的女性，他們對胡

適的崇拜與愛具有多重的層次，可以有

精神上的景仰與膜拜，也可以有靈與肉

交織的憧憬與想像。在白莎的眼中，胡

適不僅是應該擔任中國駐美大使，他還

應該是中國未來的總統。

除了上述四位老少不拘的白人星星

外，胡適還有不少仰慕他的粉絲，在此

介紹兩位本土的崇拜女性。其一是陸小

曼，1925年春夏間，胡適與陸小曼確實

有一段過從極為親密的時候。有人說，

▲陸小曼送給胡適的照片。 ▲徐芳，1934年攝於北平。

胡適認識陸小曼在徐志摩之前，甚至捕

風捉影地說胡適自己想要陸小曼，但因

為懼內，於是把她介紹給自己的朋友徐

志摩，這樣就可以藉此常常親近她。第

二是徐芳，徐芳是江蘇無錫人，1912年

出生，北大中文系畢業。她從小就景仰

胡適，年輕貌美的徐芳，雖然身邊也簇

擁著眾多追求的男士，但與胡適相比，

畢竟青澀、稚嫩。作為詩人的徐芳，熱

情、浪漫，而且頗有酒量，她與胡適

的戀情開始於1936年初。徐芳稱胡適為

「我的美先生」，胡適送給徐芳一顆相

思豆，兩人曾經譜下一段短暫的又愛、

又恨、又嗔、又疑、又喜的既新鮮復刺

激的戀情。徐芳是寥若晨星的女詩人中

的一員，出版有《中國新詩史》、《徐

芳詩文集(1895-1991)》。徐芳後來嫁給

徐培根將軍（浙江寧波人，畢業保定軍

校，來台後曾任國防大學校長），一起

在台北生活甚久，直至前幾年才去世。

尾聲

透過胡適的日記以及他和月亮、

星星們往來的書信，可以清楚瞭解，胡

適的感情世界真是多彩多姿，多麼豐

富！除了本書以外，周質平的兩本專著

─《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聯

經，1998年）、《胡適的情緣與晚境》

（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余英時的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

識》（聯經，2004年）、蔡登山的《何

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印刻，

2008）都可並讀。限於篇幅，本文在此

無法多作介紹。

有人說，談戀愛，光說不練是意

淫，像吳宓，只在日記、書信裡演練他

對女性的愛；又說又練，像徐志摩，是

浸淫，是真戀愛；光練不說，像胡適，

是真淫。

本文之作，不在重複胡適摘星弄

月的獵艷過程，也無意揭露胡適「大好

色」的情場斬獲。筆者對一代大師更無

冒犯不敬之意。總而言之，胡適畢竟也

是個敢追女性，敢愛，有血有肉的常

人。儘管有人說出，胡適跟你我一樣，

既談戀愛也做學問，而他的過人之處

是，無論談戀愛或做學問，都比我們傑

出。令人感慨的是，胡適花了那麼多的

時間、精力、心思去追逐異性，留下那

麼多悱惻纏綿的情書讓後人解讀揭秘，

固然文采風流，可為談助；但若將此大

好時間和精力用之於他所喜愛的學術研

究，或許他的成就和貢獻更令年輕學子

有「見賢思齊」之心，不知高明的讀者

以為然否？（作者為文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