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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余光中学贯中西，诗作与散文著作丰富。同时，他也是一名语言实

验家，擅于把英式语法、句法与修辞融入自己的散文当中。五四白话文运动经

历了文言白话之争和白话文改造两个并行的过程，前者以白话全面取代文言为

最终结局，后者则以融入英化成分的新白话代替传统小说的旧白话为显著结果。

当时，许多中国作家，包括余光中，都受到这股英化风潮影响。然，余光中自

命非语言的奴隶，在英化的同时，他更倾向于把中文和英文的语法结构进行试

验，取长补短，开创了别具一格的“余氏文体”。余光中句法的英化实践是丰富

而成功的, 从余光中大量的散文，我们可以看到余光中的语言试验的尝试，大

胆玩弄英文语法的技巧，把英文句子的结构美带到他的散文中，开创了新一片

语言天地。 

关键词：余光中；散文；汉语英化；语法；句法；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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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言 

 

这一章将概括这份论文的研究动机及选题意义，分析这个领域的学者/前

人研究成果及当前研究情况，并总结出这份论文的研究方法及其脉络流程。 

 

1.1  研究动机/选题意义 

余光中是博古通今, 学贯中西的学者、知名作家, 他拥有深厚的文学修养

和广阔的艺术视野，他诗文兼擅, 并涉及评论与翻译, 是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

家。余光中认为，诗人写散文，往往比散文家写的诗胜于一筹； 会跳舞的人走

路, 应该比只会走路的人要好看些。正是凭借诗的巧力——四两拔千斤的杠杆

作用, 余光中的散文进展较快, 功力早熟。余光中的散文, 是一种“学者的散

文”, 他散文的句子丰富、曲折、凝炼、强烈地融合了文言和英式句法的种种长

处, 呈现多元综合的弹性式态，又充分发挥了散文句法的艺术功能, 组织了动

力强劲、感性突出的独特句法形式, 真正把散文句子的表现功能提升到了一个

新高度。 

《凤·鸦·鹑》是余光中阐述自己语文思想与观念系列文章的代表作。该

文指出: “我们不妨将运用语言的目的，划分为实用的和美感的两种，在实用

的范围, 我们应该以便利传达, 以简单明了为无上美德。可是在美感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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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它的语言必须坚实如花岗岩, 灿烂如火。” 可见余光中为了行文之美并

不受规范现代汉语句法所约束，余光中句法的英化实践是丰富而成功的,从余光

中大量的散文，我们可以看到余光中的语言试验的尝试，大胆玩弄英文语法的

技巧，把英文句子的结构美带到他的散文中，开创了新一片语言天地。 

因此，这份论文将就余光中在散文中的英式语法、句法与修辞进行研究，

探讨余光中如何把英式语法特点融入自己的散文笔下。 

  

 1.2  当前研究情况/前人研究成果 

目前，余光中散文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海内外对余光中散文作

品的评论文章,有数百余篇,几乎涉及了他散文创作及散文理论的各个方面。但

是，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作家,余光中还是有很多领域可以被进一步挖掘。余光

中散文的精神内涵一直被概括为中国传统文化加上部分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他

的散文理论也引起一定程度的关注,但关于其英化的语句探讨，尚缺乏完整的梳

理和归纳;他的艺术风格方面,关于用典、散文的音乐美、绘画美、标题、结构、

文字等艺术手法的成功使用还很有值得细读的空间;对于他的风格也有定论,但

是对于其风格分期、风格流变等方面也有大量工作要做。1
 

                                                             
1 张黎黎：《在永恒中结晶——论余光中散文理论及创作实》,苏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2006，

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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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对于英式句型研究的书，自王力 1944 年的《中国语法理论》

起直到现在，林林总总，已经发展得有相当的规模与系统。而关于余光中散文

的理论研究更是多不胜数，但确尚未出现探讨余光中散文语法特点的专书，只

有若干论文如李军《论余光中散文的句法特点》里面的一节论及余光中的散文

如何取话于英语句式，因此这份论文将扩充讨论范围，讨论更多影响着余光中

散文的英式语法。 

 

若要探讨散文的英式语法，就必须从汉语英化的语法现象着手，而在汉语

英化这项研究里，“语言接触”是语言研究的重要课题，亦是本论文所探讨的重

点。语言接触分为“直接接触”与“间接接触”，直接接触是指两种语言在口语

上的交流；而间接接触通常要以书面文字作为媒介。这份论文排除汉语英化是

受直接语言接触的影响，因为汉语和英语之间从没发生过大规模的、足以影响

整个汉语社会的直接语言接触，反而是西方哲学思想、翻译等文学作品这种间

接接触影响汉语的现象还比较明显，因此现代汉语中的英化语法现象是属于间

接语言接触的结果。2对于间接语言接触，特别是对间接语言接触可以在何种程

度上影响一种语言的语法系统，目前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因而汉语英化的研究

在语言接触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学术界目前也不乏许多探讨英式修辞的书，其中以李鑫华的《英语修辞手

法详论》研究得较为仔细，此书不仅列出了中式修辞所没有的修辞辞格，更比

                                                             
2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页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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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了中式修辞与西式修辞的不同。纵然如此，学术界尚未出现专门论余光中的

英式修辞的论文/专书，因此这份论文将就这点发挥，探讨余光中散文的英式修

辞与中式修辞的交锋点。 

 

总而言之，本文将对余光中散文里的英化语法作一个剖析,从他散文的语法、

句法与修辞三个方面入手,力图进行一次深层次地接触,挖掘他散文里的英式语

法之美、分析美的成因、以探寻他对散文的创新和贡献。 

 

 

1.3  论文构思/研究方法 

 

这份论文主要以现代汉语、英文语法专书及修辞学专书作为基础，从汉语

被英化的过程这条路线进行研究。笔者运用上述专书的知识，从余光中散文中

判断其英文句型结构与修辞，并分析余光中如何游刃于两种语言，将英式语法

技巧融入于现代汉语散文当中，挖掘出英式中体的语言艺术美。 

 

一开始着手研究这个课题时，笔者所面对的第一困境是无法第一眼分辨出

一个汉语句子里的英式语法与句型，笔者本打算从汉英比较的语法书进行研究，

但是发现几乎所有的汉英语法比较专书都只是谈汉语和英语的基本语法的异同

点，里面所探讨的语法问题，几乎都是我们今日已经非常熟悉的，无甚特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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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类型。对于汉语里比较特殊的英式语法，英式语法如何影响汉语的部分却

着墨甚少，一时陷入研究窘境。后来，笔者发现可以从汉语被英化这条路线进

行研究，果然，经过大量的资料搜集与探索，笔者认为可以从这一条路线切入

研究余光中散文中的英式句法。 

 

若要了解汉语被英化的过程，就必须把历史起点放诸 1919 年的五四运动

前后，五四运动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将文言文从汉语书面表达几乎所有领域驱

逐出去，但原有的旧白话缺乏充分的应用范围，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于是

借鉴英语成分的优势，推动和完善汉语的不足就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的普遍诉

求。了解这个时代背景，我们才可以更容易掌握汉语英化的演变，辨析汉语中

哪些成分是本来固有的，哪些是经过英化改良的，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五千年

文化，汉语的流传演变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因此，本文一开始将介绍余光中生平，汉语英化的时代背景以及诞生于 20

年代的余光中如何受这股风潮所影响做深入探讨，然后再逐步进入余光中散文

的英式语法、句法与修辞进行研究，笔者偶尔也会穿插一些文言文与英文译句

与余光中的英式语体进行比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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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余光中与汉语英化的时代背景 

 

在这一章，笔者首先将介绍这份论文的主角——余光中先生的生平，然后

再就中国五四时期的汉语英化风潮做简单叙述，并探讨余光中如何受这股英化

风潮的影响以及他对汉语英化所持有的态度。 

 

2.1  余光中简介 

他一会儿瑟坐厦门街某一小屋的书房奋笔疾写，一会儿可能出席一个具有

转移艺术方位的会议，一会儿为学院的新贵族们朗诵，一会儿在发表对文坛的

新意见。他沐浴于欧美，远征新大陆，中守台峡，近来香岛。3他是艺术的“多

妻”主义者，亦是能言的“多栖”鸟，他，就是台湾文坛备受尊重的余光中先

生。 

余光中，福建永春人，1928 年生于南京。曾谓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

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1952 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 年获美国爱奥

华大学艺术硕士。先后任教于台湾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

期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所大学任客座教授。1974-1985 年任香

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1985 年至今，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及讲座教授。其中

有六年时间兼任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研究所所长。 

                                                             
3 吴萱人：<多妻的能言鸟>,黄维樑《火浴的凤凰—余光中作品评论集》，台北：纯文学出版社

有限公司，1986，页 37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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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

间”，至今驰骋文坛已逾半个世纪，狩猎广泛，被喻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

他是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余光中于此四大文

类所著专书逾五十种、近年在大陆与香港所出版选集亦近三十种。他在翻译上

亦多贡献，他先后翻译了王尔德的四部戏剧，也出版过多种译书。从 1988 年开

始承办的梁实秋文学奖之翻译类，二十四年来均由余光中主持出题并参加决审，

其译评译论亦有广泛影响。 

2.2  论现代汉语英化现象之时代背景 

这篇论文旨在探讨余光中如何在西方文化的耳濡目染之下，在散文里融入

英化句子，令散文风格更为多元化。因此，这一节将就现代汉语在五四时期被

英化这股现象，来探讨这股风潮如何影响了余光中等辈的写作风格。 

本论文所探讨的“语法英化现象”，是指现代汉语在英语影响下产生或发

展起来的语法现象。汉语与英语的接触由来已久，就近代的年代而言，五四之

前，就有三次具有一定规模的接触，即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对西方自然科学的

译介、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以及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4而来到

五四时期，五四白话文运动作为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图通过汉语书面语的转型和改造，使思想和文学挣脱文言文和旧白话的束缚，

从而实现解放思想和创造新文学的目标，而英文语法在这时期扮演了十分重要

的角色。 

                                                             
4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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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汉语书面语变革本身来看，五四白话文运动经历了文言白话之争和白话

文改造两个并行的过程，前者起于胡适的八事主张，终于国民学校教材的白话

化，前后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后者则贯穿于整个五四时期，并一直延续到三十

年代。前者以白话全面取代文言为最终结局，后者则以融入英化成分的新白话

代替传统小说的旧白话为显著结果。5 

从五四时期一直到三十年代，人们在消除文言、推崇白话的同时，也不断

地对以往的白话传统作为现代白话基础的汉语口语提出质疑，他们发现旧白话

所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旧白话的语法不精密、不完备、不适合表达复杂的

思想；（二）、旧白话的表达形式贫乏，不足以表现丰富多样的思想和情感；

（三）、旧白话语体单一，长于叙事，但不足以抒情和说理。
6
 

既然旧白话有如此多的缺陷和不足，中国人认识到，现代汉语若要全面白

话化非一朝一夕的事，他们当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创造新白话词语来取代旧白

话里所没有的文言文，因此，改造传统的旧白话，造就适应新时代的新白话，

就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诉求。当然，改造不能是盲目乱造，需要榜样

和范本。由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普遍持欣赏和学习的态度，加上当

时对旧白话的种种责难都是比较针对西方语言的，西方语言自然成为许多人心

目中的典范，“汉语英化”便顺理成章地被当作改造白话的利器和重要途径。 

                                                             
5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页 13。 
6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页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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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化”这场变革中，以“英化”来改造白话文的自觉意识，以直译来

“输入新的表现法”的大量翻译，以及“新体白话”作品所产生的广泛社会影

响，都使得白话文在五四前后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经

历了这一历史过程的中国语言学家和文学家都有着深切的感受。从 20 世纪初至

三十年代，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傅斯年、郑振铎、茅盾、朱自清等

都对汉语英化的问题发表过自己的见解。7 

来到二十一世纪，目前，学界对“英化”所采取的宽泛理解主要是把在英

语影响下产生的英式语法现象都纳入到“英化”中来，既包括汉语原本没有、

完全是由于对英语法结构的模仿而出现的新兴语法形式，也包括汉语原本虽有，

但只是在英语的影响下才得到充分发挥的语法形式。对英化语法现象的研究者

来说，如何判定汉语中哪些语法变化是汉语自身自然发展的结果，哪些语法变

化是接受英语的影响而产生的，是语言学家们必须花费大量人力和时间着手研

究的一个问题。8因此，这项项目目前在语言学术界仍有很大的勘探潜能。 

 

2.3  余光中对汉语被英化的看法 

余光中生于五四新文学前期，当时的白话文学正处于发轫期，白话与文言

文青黄不接，白话文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那时，文言的靠山靠不住了，外文

的他山之石不知该如何攻错，口语的俚雅之间分寸难明，一直到了三十年代，

                                                             
7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页 23。 
8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页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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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的背景渐淡渐远，年轻一代的作家渐渐受到西方的压力。9而文言底子像胡

适、鲁迅、梁启超那么厚实的人，无论怎么吹欧风淋美雨，都不至于西化成病，

但诞生于比较晚期的作家，由于没有深厚的文言根基，一旦被欧美风雨感染，

他们几乎是完全失去抵抗力的。 

回顾中国五千年历史，其实中国并不是第一次面临外语入侵的现象，中国

两度落于外族，却并没有被“蒙古化”和“满化”得很严重，倒是作为四大古

文明国之一的印度，其宗教力量影响了中国两千年之久。然，佛教虽成为中国

三大宗教之一，梵文对中文的影响，似乎就止于佛经的翻译，作用的范围仍以

宗教为主，影响的不外是僧侣或少数高士。 

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轨道则不同，英文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不但借基

督教得以广泛传播，而且还被纳入教育正轨，成为必修课程，比起梵文来，英

文在中国人日常生活扮演的角色，实在普遍得多，但对中文的害处，也相应增

加。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中国唐朝正处艺术生命力蓬勃的盛世，中文的生命厚

实稳固，自有足够的力量加以吸收。10但民初以来，西方文化借英文及翻译大量

输入，却正值中国文化趋于式微，文言的生命已经僵化，白话犹在牙牙学语的

稚龄，气虚不足，无法应付这澎湃的英化风潮，加上中国需要一个语言模仿对

象来弥补旧白话的不足，而当时的学者也普遍认为西方的高文明、高科技乃最

佳学习对象，故汉语被英化成了中国无法逃避的宿命。 

                                                             
9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页 100。 
10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页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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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文翻译大量输入的那个年代，我们可以想象，一位作家如果在译文中

沉浸过久，其文体也难免会受译文影响。余光中自己也承认，他译狄更生作品

的那一段时间，自己的诗竟也采用起狄更生那种歌谣体来。后来翻译叶芝的诗，

竟也影响了自己日后的写作风格。11然，余光中认为，其实，西洋文学的翻译对

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大致上功高于过，但若不善加利用，或过于滥用，将会对

中国创作带来不良后果。因此，余光中很注重在汉语被英化之间的过渡期寻找

一个平衡点。以下我们将通过正反面例子论证余光中对汉语被英化所持的态度。 

首先，余光中认为，若作家在使用英文时，没有思考要如何把英文巧妙地

融入汉语中，就会令文章的语言僵化，导致汉语被过度英化，他在几篇散文里

都有提到对汉语被英化的担忧。 

这一段话是余光中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所写： 

不纯的中文，在文白夹杂的大难之外，更面临西化的浩劫……英文越读越多，

中文越读越少，表现的方式甚至思考的方式，都不免渐受英文意识的侵

略……生硬的翻译，新文艺腔的创作，买办的公文体，高等华人的谈吐，西

化的学术论著，这一切，全是间接西化的功臣。流风所及，纯正简洁的中文

语法眼看就要慢慢失传了。
12
 

余光中认为，当年的五四学者如鲁迅、傅斯年会鼓吹西化，一大原因是当

时的白话文尚未成熟，表达的能力尚有限，似多乞外援。六十年后，白话文去

                                                             
11 余光中：<翻译与创作>,《余光中集》第 5 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页 97。 
12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页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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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存菁，不但锻炼了口语，重估了文言，而且也吸收了外文，形成了一种多元

的新文体。13因此，他有感而发： 

今日的白话文已经相当成熟，不但不可再加西化，而且应该回过头来检讨六

十年间西化之得失，对“恶性西化”的各种病态，尤应注意革除。
14
 

当然，余光中不否认，英文的“文法机器”里，链条、齿轮之类的零件的

确是多些，但是功能就不一定比中文更高。
15
一个真通中文的人，中文底子深厚，

所以西化得起；但西化不起、西而不化的人，往往中文原就欠通，在没有扎实

的语言基础下，他们如何截长补短，利用西方语言的优点来弥补汉语的弱点呢？

虽不寄望他们有这样的水准，但若他们只会一昧地直译英文语法，只会令汉语

的语言结构更混乱。他到过许多所大学，亲身体悟到如今大学生被英化语言冲

蚀的气象，故道： 

今日大学生笔下的中文，已经够西化的了，西化且已过头，他们所需要的，

倒是“华化”。
16
 

综合以上各点所述，我们或许会以为余光中对汉语被英化十分反感，现在

我们且来看看正面论据。 

                                                             
13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页 99。 
14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页 99。 
15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页 95。 
16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页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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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西化，虽然目前过多于功，未来恐怕也难将功折罪，但对白话文毕竟不

是无功。犯罪的是“恶性西化”的“西而不化”。立功的是“善性西化”的

“西而化之”以致“化西为中”。
17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余光中并不是一昧反对汉语被西化，他认为如果善

加利用英语的优势来弥补汉语的不足，那就不会“西而不化”了。那么，如何

才能做到“西而化之”，甚至“化西为中”呢? 如何才算是“善性西化”呢？余

光中给了我们答案：在上乘的翻译里。 

翻译，是西化的合法进口，不像许多创作，在暗里非法西化，令人难防。一

篇译文能称上乘，一定是译者功力高强，精通截长补短化瘀解滞之道，所以

能用无曲不达的中文去诱捕不肯就范的英文。这样的译文在中西之间折冲樽

俎，能不辱中文的使命，且带回俯首就擒的西文，虽不能就称为创作，却是

“西而化之”的好文章，远胜过“西而不化”的无数创作。
18
 

如果按照汉语被英化的进程来看，我们可以预见这股趋势将会朝两极化发

展。一方面是少数人的“善性西化”越演越精进，一方面却是少数人的“恶性

西化”越演越堕落。当时颇多人认为，语言是活的，大势所趋，可以积非成是，

“恶性西化”迟早也会被习惯成“良性西化”，因为人们会对汉语被恶性西化的

现象逐渐麻痹，何必还那么执着于坚持孰“恶”孰“善”呢？但余光中却不甘

心，他说： 

                                                             
17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页 120。 
18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页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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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语言自然要变，但是不可以变得太快，太多，太不自然，尤其不

可以变得失尽了原有的特性与美质……否则有一天“恶性西化”的狂潮真的

吞没了白话文，则不但好作品再无知音，连整个民族的文化生命都面临威胁

了。
19
 

其实，汉语英化未必全然带来坏影响，只是，余光中强调，在英化汉语的

同时，必须以不破坏汉语的“生态”为前提。 

措辞简洁、语法对称、句式灵活、声调铿锵，这些都是中文生命的常态。能

顺着这样的生态，就能长保中文的健康。要是处处违拗这样的生态，久而久

之，中文就会污染而淤塞……中文发展了好几千年，从清通到高妙，自有千

锤百炼的一套常态。谁要是不知常态为何物而贸然自诩为求变，其结果也许

只是献拙，而非生巧。变化之妙，要有常态衬托才显得出来。
20
 

余光中出身外文系，虽誓不做语法之奴，但自问也并非语文的保守派，他

一直致力于寻找汉语与英语之间的一个平衡点，故三十多岁时就有志于中文创

新的实验，他在<逍遥游>后记说道： 

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

一颗丹来。在这一类的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

利，把他拆开又拼拢，摺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

                                                             
19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页 124。 
20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页 15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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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

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21
 

以上三节概括了余光中的生平、中国汉语英化的时代背景以及余光中对现

代汉语被英化的看法，笔者知道，若要找一位名家来试验汉语被英化的名篇散

文，是非余光中莫属的。这篇论文之所以选用余光中的散文，乃认同余光中一

直致力于寻找一个折衷的方法，让汉语和英语可以和睦相处，彼此互补长短。

下章将就余光中如何把英文语法融入自己的散文中做出探讨，检视余光中如何

调整汉语与英语之间的冲突，把他们融进自己的散文中，让汉语和英语交织成

悦耳的交响乐。  

                                                             
21 余光中：《余光中集》第 4 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页 29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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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余光中散文英式语法与句法特点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受英化影响太深了，于是语法也发生了不少的变

化。这种受西洋语法影响而产生的中国新语法，我们叫它做英化的语法。对于

英化的语法，我们应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接受它，英化是大势所趋，不是人力所

能阻隔的。当然，西洋语法和中国语法相离太远的地方，不是中国所能勉强迁

就的。英化到了现在的地步，已经完成了十分之九的路程；将来即使有人要使

中国语法完全英化，也一定做不到的。22因为在英化的过程中，乃有一群学者截

长补短，去芜存菁，汉语语法不好的地方固然要淘汰，但这只是小部分，好的

地方仍然要被保留，这就是余光中对汉语英化持有的观点。因此，在这一章，

我们将以余光中的散文去看英化的语法和句法，探讨它们和中国原有的语法不

同之处。 

 

3.1   余光中散文中的英式语法 

 

这一节将就余光中散文中的英式语法，通过比较古文言文与英语，做出分

析探讨。这一节主要分析的是语法里的词性问题。 

 

 

 

                                                             
22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页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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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介词的英化 

英语注重使用各种形式手段来连接词语、从句和分句，注重通过有形式的

标记来显示词句之间的关系。23英语里的形式连接手段种类很多，除了介词和连

词外，还有关系代词、关系副词等，汉语的情况则不同，汉语虽然也有介词、

连词等连接手段，但在使用频率上远不如英语那么高。24在英语里需要用介词或

连词来连接的地方，汉语往往可以不用。这一节主要讨论余光中散文里的介词

“对于”和“当”，并分析这两个介词作为新兴介词结构的出现，和五四前，也

就是汉语被英化前有什么不同。 

一、介词“对于”的英化 

汉语中原本有“对于”这个词，但这个“对于”并非我们今天所用的介词，

而是一个由动词“对”和介词“于”组合而成的动介词组，是动词性成分，而

非介词。25例如： 

1） 其明宣朝化，怀保远迩，肃慎赏罚，以笃汉祜，以对于天下。（《三

国志••••蜀书•马超传》 

2） 殿下设两百华镫，对于二阶之间。（《宋书•礼志》） 

例（1）中的“对于”的“对”有动词“面对”之意，而“于”只是作于

介词之用。而例（2）中的“对”有“面着”之意，“于”也只是作介词之用。26

可见，古人在当时并未把“对于”两字直接作介词只用。 

                                                             
23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页 113。 
24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页 113。 
25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页 118-119。 
26 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古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页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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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新兴介词的产生和中国广泛使用英语有直接关系。王力认为，

英语有些常用的介词，如 for, to 等，在汉语中并没有合适的介词可以用来对

译，人们只得将汉语动词“对”和介词“于”组合成新的动词，以用来对译英

语的介词。27现在我们来检视余光中如何把“对于”这个介词放入自己的散文和

英文的“for”互相呼应。 

例 1：对于宋玉，风有雌雄之分。对于我，风只分长短。（<九张床>） 

英译：For Song-yuk, wind ha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gender .For 

me, it only has length. 

例 2：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

黯，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听听那冷雨>） 

英译：……is a deeply comfort for vision. 

例 3：西德的四线高速公路所谓 Autobahn 者，对于爱开快车如杨世彭那样

的人，真不妨叫做乌托邦。（<九张床>） 

英译：……for a man like Yong Shi Pang…… 

若要取代上述例子的介词，我们可以从文言文找出“于”这个字来代替，

但文言文在五四时期受到批判和贬斥，人们弃之唯恐不及，因此创新一个白话

介词来满足翻译和语言的需要。介词“对于”虽然在五四之前就已经出现，但

                                                             
27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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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作为动介词组，而学者们也考察不到“对于”从动介词组变成介词这一个

变化，因此认为介词“对于”是在对译英语介词的过程中产生，并通过翻译文

字的影响流行开来。28如今，“对于”作为现代汉语介词词组已相当普遍。 

二、介词“当”的英化 

按照汉语原来的习惯，要表示 A 事物在进行的过程中，B 事物同时发生或

进行，通常是在表示 A 事物的小句或动词性词组后面加上“时”、“的时候”或

者“的时节”。29例如： 

1）正斗时，大圣忽见本营中妖猴惊散。 （《西游记》第六回） 

2）吃了饭点戏时，贾母一定先叫宝钗点。（《红楼梦》第二十二回） 

偶尔，也有在前面加上介词“当”，构成“当……时/的时候/的时节”的

格式的，如： 

1）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

些寿命筋力？（《红楼梦》第一回） 

2）这日当安老爷、安太太说话的时节，那长姐儿正在一旁问候。（《儿女

英雄传》第三十三回） 

笔者在这里援引学者贺阳在《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里的论述，

贺阳等人考察了《红楼梦》全书，发现未加任何介词的时间成分 561 例，加

“当”的仅有 4 例；而在《儿女英雄传》则发现未加任何介词的时间成分 140

                                                             
28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页 122。 
29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页 137。 



20 

 

例，加上“当”的只有 11 例。30可见，在旧白话中虽有时间成分介词带“当”

的用例，但非常少见。因此，可以总结出古汉语很少有使用“当”字作为句首

介词的习惯。贺阳认为，将“当”字（When）作为介词使用于句首前，在句后

配以“时”字，是中国人随着汉语逐渐被英化才普遍使用开来。31在余光中的散

文里，也不乏这种介词英化的句型。 

1) 当我死时，愿江南的春泥覆盖在我的身上，当我死时。（<逍遥游>） 

2) 当他们向月球看时，他们看见二十一世纪，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延长，

人类最新的边疆，最远最夐辽的前哨。（<地图>） 

3) 但是后来，当他启棺取诗，将之公诸读者时，对象便成为一群人了。(<

岂有哑巴缪斯>) 

依据汉语的原来习惯，上面的“当”字即使不用，也不会影响句子的意思。

为什么汉语会逐渐把“当”字引用来表达时间概念呢？学者 Kubler 认为，汉

语的时间成分通常都比较短，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时/的时候”这种形式来

表达时间成分是适宜的，但英语的时间状语从句往往很长，往往要读到句末的

“时/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一个时间成分，就会影响读者对整个句子的理解。因

此，解决这个窘境的方法就是仿造英语，在时间成分的开头加上一个“当”字

（When），告诉读者这是一个时间成分。32 现在，“当”字用做介词在现代汉语

已经是规范的语法。 

                                                             
30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页 138。 
31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页 137。 
32 Kubler，C.C.( 1985). A Study of Europeanized Grammar in Modern Written Chinese. 

(pp.118-119). Taipei: Student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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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连词的英化 

汉语属于“意合”语言，所谓“意合”，是指以隐性的语义关系和逻辑关

系为连接手段，把句中的词语或分句连接起来，并通过词语或分句的意义以及

这些意义之间的关联来体现一定的句法、语义关系。33故“意合”，即为以“意”

摄“形”，以“意”义来统“合”整个句子的意思。然汉语自被英化以来，汉语

间许多不用连词的地方，使用连词的频率却逐渐增高，这不能不令人联想到是

模仿了英语的“形合”结构，“形合”是指以各种显性语法形式，包括介词、连

词等语法标记为连接手段，把句中的词语或分句连接起来，并通过这些显性语

法形式来表达被连接成分之间的句法、语义关系。34这一节主要就余光中的散文

来探讨连词的显性和隐性英化现象。 

一、显性连词的英化 

在旧白话作品中，两个或几个小句并列，如果表示意思更进一层，即表示

递进的时候，可以用“且”、“而且”、“况且”等连词连接，如： 

1） 那宝琴年轻心热，且本性聪敏。（《红楼梦》第四十九回） 

2） 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红楼梦》第四十九回） 

依据汉语的习惯，小句并列常常不用连词，除非要表达的是一种夸张的语

意，所以，凡用“而且”的地方，往往是和“不但”或“非但”相应的，如果

                                                             
33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页 113。 
34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页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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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着夸张，就用不着连接词。35但余光中却不这么认为，他在无需“夸张”的

地方也使用了连词，如： 

例：如果此刻宓宓在塔下向他挥手且奔来，他一定纵下去迎她，迎好雌性

胴体全部的冲量。（<四月，在古战场>） 

上句的“挥手且奔来”一句，在英文中可译为：waves her hand and 

rushing towards him，“and”这个连词在句中不可省略，不然语句就会不通顺。

但汉语则不一样，就算省略了“且”字，只写“挥手奔来”句意反而更通顺，

可见余光中是故意将其“英化”的。再看另一个例子： 

例：北天的星貌森严而冷峻，若阳光不及的冰柱。（<逍遥游>） 

“森严而冷峻”一句在英文为 stern and frosty,若省略了“and”这个连

词就会不适当。但在汉语中，这两个形容词即使不以连词连接，写作“森严冷

峻”，也无不妥，甚至更通顺，但余光中在这里把“森严”和“冷峻”用“而”

字连接起来，反而把夜晚星空的静谧与心里对黑暗的恐惧描绘得更出色，可见

余光中营造英化文字的确是别具匠心。 

 

二、隐性连词的英化 

在阅读余光中的散文时，笔者也发现余光中偶尔也喜欢在句子结构中把

“连词”隐形起来，增加句子的紧凑感。这一节要讨论的是英文连接词

                                                             
35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页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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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在某些句子中，“that”可以代替“whom/which”。36以下的例子中，

余光中隐形了英文连词“that”，如： 

例：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听听那冷雨>） 

英译：Because rain is the most primitive music that played from 

the edge side of memories. 

对照中英例句，我们就可以发现余光中把英文连词“that”省掉了，如果

按照规范汉语，他应该这么写： 

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 

但余光中却使用了英文句子的紧凑结构，一模一样地搬入自己的散文句子

中，令人感到惊喜莫名。再看另一个例子： 

例：瓦是……,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听听那冷雨>） 

英译：Ceiling is a musical umbrella that stood up. 

如果单看华文，我们根本不知道余光中要表达的是什么，但假如把例句译

去英文，再加上连词“that”,却仿佛能抓到余光中的意思，余光中要表达的感

觉和意境在英文也变得通顺多了。 

 

 

 

 

                                                             
36 [英]Michael Swan 著，谢国平译：《汉译牛津英语实用法》（Practical English Usage,by 
Michael Sw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台北：东华书局，1989 年中译本，页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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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判断词的英化 

 

在汉语里，“是”、“为”、“等于”都属于判断词，判断词多在句中做谓语

或谓语中心。37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一书里称“判断词”为“系词”，他说：

在英文里，形容词不能单独用为谓语，必须有系词“是”介绍。38 例如：The 

nurse is kind.我们不能把判断词“Is”拿掉，变成 The nurse kind,这样就

不合语法逻辑了。 

 

换作是中文，情况却不一样，我们若不用判断词，说：这个护士很好，语

法没问题；但假如像英文这样保留判断词，说：这个护士是很好，就从描写句

变成判断句，整个句子的感觉便不一样了。判断词被英化以后，我们发现使用

判断词可以把描写句变成判断句，但是假如没有想要把句子变成判断句，其实

便没有加入判断词的必要，加入判断词纯粹就只是受英化的影响，看看余光中

散文里的例子： 

1） 不过是八月底，英国给我的感觉却是过了成熟焦点的晚秋，尽管是

迟暮了，仍不失为美人。（<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2） 哪像火车的长途，催眠的节奏，多变的风景，从橱窗里看出去，又

像是在人间，又像驶出了世外。（<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37 廖定文：《现代汉语语法入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页 52。 
38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页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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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例句中，其实都没有使用判断词“是”的必要，不管作者是故意

英化句子，还是潜意识被英化，这两个例句的确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是被

“英化”了的句型。 

 

3.2  余光中散文的英式句法 

中西句法是与中西民族不同的心理、思维模式和文化特征相联系的、具有

不同表现形式和表达功能的语言结构体式。中文表达多仰赖上下文的自然顺序，

以动词或句读段的标点符号铺排，追随文思事理的顺序发展。它以意合的凝炼

灵活, 文气的流畅充盈为内在精神, 句读总是简短、整齐和谐、次序谨然、气

韵流动。39 

 

英文则是以动词为中心的焦点式构造。它通过严格的词形变化和关判断词

语来标明中心词语与相联成分间的关系，句子结构向心力强, 空间架叠繁复紧

凑。因此句法关系明确, 成分位置灵活，表达严谨填密。中文英化实质就是模

仿西语句法以动词为中心来组织句子成分, 控制句子格局, 以增加结构的紧凑

和次序的多样性变化。40 

余光中凭他的艺术敏感度, 体察到了中西句法不同的表现特点。他认为, 

在诗歌、散文的创作中, 适度而有分寸的西化, 可以活泼新颖句法和增添颠倒

曲折之趣。但同时他又强调, 这种英化必须是西而化之，要与汉学语言浑然相

                                                             
39李军：<论余光中散文的句法特点>,《广州师院学报》1994 年第 4 期，页 37。 
40 李军：<论余光中散文的句法特点>,页 37。 



26 

 

融而不能生硬恶劣，丧失民族语言原有的特点和美感。接下来笔者将结合余光

中的散文，针对中西方长定语句、压缩句、状语句及其他句型的特点，检视余

光中如何把他们的差异融入自己的散文中做探讨。 

 

3.2.1  长定语句 

英文的句子一般上都比中文长，他们善于使用比较长的修饰语来修饰主语，

使句式大大延长，因此不难发现，他们喜欢在主语前堆叠多重的定语。这些设

计繁缛的句子，可以在有限的字数内承载更多、更丰富的意象。而汉语则习惯

将定语后置，用逗号将长定语隔开，使其成为句法上简练的小短句。然而，在

英化的影响下，汉语中心语前出现了长长的定语，句子因修饰语的延长而变长

了。41如： 

 

1）他分析给自己听，他的怀乡病中的中国，不在台湾海峡的这边，也不

在海峡的那边，而在抗战的歌谣里，在穿草鞋踏过的土地上，在战前

朦胧的记忆里，也在古典诗悠扬的韵尾。（<四月，在古战场>） 

2）于是上面，只剩下白寥寥的无限长的楚天。(<逍遥游>) 

3）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叠的山影和万籁都歇的岑寂，仙人一样睡去。(<

听听那冷雨>) 

                                                             
41 王敏：<现代汉语语法中的欧化定语长句>，《现代语文》2010 年 11 月下旬刊，页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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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句中的主语多由很多的“的”字并列短语组成定语，并用来修饰主

语。现代汉语被英化后，“的”字在句子中无处不在。在长定语句中，通常使用

功能词“的”字将多个形容词或名词短语标志出来作中心语的修饰成分，逐渐

形成特长的偏正结构。 

 

3.2.2  压缩句 

就如英语的长句般，在余光中的散文里，他善于使用串联、压缩手法把一

个句子中原本独立的短句串联在一起，再去掉标点符号把他们压缩成一段长句，

令人读来有一气呵成之感。不管是句中的什么成分，余光中都可以把它们串联

起来再压缩，使意象复叠，文意浓稠。如： 

一、谓语句压缩 

例：当我物化，当我归彼大荒，我必归彼芥子归彼须弥归彼地下之水空中

之云。（<逍遥游>） 

二、介宾短语压缩 

例：当我的三十六岁在此刻燃烧在笔尖燃烧在创造创造里燃烧。（<逍遥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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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状语压缩 

例：当我狂吟，黑暗应匍匐静听，黑暗应见我须发奋张，为了痛苦地欢欣

地热烈而又冷寂地迎接且抗拒时间的巨火，火焰向上，挟我的长发挟

我如翼的长发而飞腾。（<逍遥游>） 

 

四、主语压缩 

例：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

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吧，那腥气。（<听听那冷雨>） 

五、宾语压缩 

例：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听听那冷雨>） 

以上各例句都是以不同的句子成分被串进语句中形成长句，予人堆叠拥挤

的感觉，这种利用句型兼摄意义的方法，乃余光中独创。42 其铺展激蓄的力量，

全神贯注到一句上，具体地传达了文中激越奔放的情绪。余光中把中文的意合

句型糅合英文的形合句型，吸收两家之长，把语句加长压缩放入自己的散文试

验其弹性及密度，不但没有不衔接之意，反而显得错落有致，颇有“余氏文体”

之风。 

                                                             
42 郑明娳：<从余光中的散文理论看其作品>,黄维樑《火浴的凤凰—余光中作品评论集》，台北：

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页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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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多样的状语式说明成分及其灵活的位置 

汉语叙事句以时间为序，一个句子中的多个短语或分句几乎具有同等的语

法地位, 没有主次之别。而英文句子以中心动词为核心, 其余的动词性成分只

能变作附属状语, 因而状语的类别比汉语多。同时, 英语成分关系明确, 因而

状语的位置也较汉语灵活。余光中有意仿照英语的构造，因而设计一些特殊的

成分, 调整分句的次序,并灵活挪动状语的位置以取得某种特殊的表达效果。43

一般上，汉语的状语都是位于主语与谓语之间，但余光中却有意打破这规则，

时而把状语移前、时而移后，仿佛不受限制般自由穿梭在字里行间，手法新颖

有趣。这一节我们将分析余光中散文中状语前置与后置之现象。 

 

一、状语前置： 

状语前置是指将状语放在主语前，如： 

例：指着路边椰林里的那些小茅屋，他煽动地说：“看见那些茅屋

吗？……”(<塔阿尔湖>) 

如果按照正确的语法，我们应该这么说： 

他指着路边椰林里的那些小茅屋, 煽动地说:“ 看见那些茅屋吗?......” 

由此，我们发现在原文的散文句子中，状语被提前了，在汉语里这样的语

法似乎说不通，但如果我们以英文的角度来看，却发现十分正常： 

Pointing to the banda along the road, he asked seditiously“Did you 

see that banda?......” 

                                                             
43 李军：<论余光中散文的句法特点>,页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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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里，状语被提前看来十分地合理，而且这种写法非常具有电影手法

特色，我们在阅读时，仿佛身入其境，看到主角手指着茅屋，然后再开口说话，

虽然于中文语法不合，却能增加阅读趣味，再看一个例子； 

例：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

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听听那冷

雨>) 

若按照正确的汉语语法，应为： 

这样子的台北,想来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般凄凄切切，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

想来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 

而在英语里可译为：Thinking of the Taipei……,thinking of the whole 

China…… 

显然，余光中是故意采用英式句法来把自己的感受叙说出来，我们也发现，

若依据中文句法，原文就会落入汤汤水水般索然无味的效果，但采用英式句法

却令其变得紧凑，就好像思路如水般倾泻而出，更能带出震撼的效果。 

 

二、状语后置： 

状语前置是指将状语放在主语后，如： 

例 1：他咽下每一哩的紧张与寂寞，他自己一人。（<四月，在古战场 >） 

正确语法：他自己一人咽下每一哩的紧张与寂寞。 

英文：He swallowed…, all by him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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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萧萧的红叶红叶啊落下，自枫林。（<逍遥游>） 

正确语法：萧萧的红叶红叶啊自枫林落下。 

英文：Red leaves fall by the forest. 

在例1，作者把状语“他自己一人”放在句末，比起放在状语原定位置，

更加凸显了“他”的寂寞与紧张，而在例2，作者把“自枫林”一词放在后面，

更能体现落叶萧瑟的气氛，假如按照正确语法般放在句子中间，反而就会令句

式变得平铺直叙的叙述型句子，失去了那带点哀伤的萧然之感。 

在汉语中不乏许多诸如此类仿英语结构而作的成分次序和语意关系的调整, 

这些新式句型打破了汉语句子的流块事理顺序, 活泼曲折了文句, 且使语意更

加突出。 

 

其他句式： 

复数句子的表达式 

在英文里，通常复数(Plural)我们都会在名词后面加“s”,以把它从单数

区分开来。余光中不让英文专美，把这种手法也带入其散文里，如： 

例：因为中国的孩子被烽火烽火的烟薰成早熟的薰鱼，周幽王的烽火，卢沟桥

的烽火。（<四月，在古战场 >） 

英文：It is because the children of China suffocated by the beacon-

fires and turned to premature smoked fish, it was the fire lighted by 

King You of Zhou, and the fire that lighted by Marco Polo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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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把句子译成英文，恐怕就看不出余光中笔下的用意了，如果余

光中按照正确语法写成：“因为中国的孩子被周幽王的烽火，卢沟桥的烽火的烟

薰成早熟的薰鱼。”这种写法不免会单调许多，语气就变得平铺直叙，缺乏生动

激昂的情绪。 

余光中有限度地打破了汉语句子的常规, 增加了行文的跌宕曲折和节奏的

伸缩变化,丰富了汉语句子的表达效能。余光中西取欧格, 但又善作化解, 与汉

语句子浑然相融, 只见新变而不见生硬。然他的散文并不是全部都那么地出彩，

有少数是例外的,如“他的爱女儿是有名的”（<石城之行>） 、“她的答案总

是清晰而中肯, 显示她认真了解那些问题”(<落枫城>)，这两句英化得也挺勉

强。44整体而言，余光中句法的英化实践是丰富而成功的, 尽管它们并不能全部

为民族语言所传承,但却增加了他散文句式的丰富性和艺术的表现力。 

  

                                                             
44 李军：<论余光中散文的句法特点>，页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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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比较中英修辞学的异同——以余光中的散文为

例 

 

这一章，笔者主要要探讨的是余光中散文里的英式修辞手法。而若要了解

汉语以及英语的修辞手法的异同性，首先就必须了解东西方修辞学的发展历程，

再掌握汉语和英语修辞学的通俗修辞手法，并观察它们的异同点。笔者在这份

论文将举出六种汉语和英语相似的修辞手法，配合余光中散文里的例子，将这

六种修辞手法分成意象、语义、词句结构进行讨论。 

 

 

 

4.1   论中西修辞学的发展 

 

修辞学是一门古老的语言学分科。修辞学在西方产生得比较早，公元前五

世纪，修辞学在古希腊由于政治生活的自由活跃和东方散文的传入，随着散文

的产生和演讲的发展而发展起来。45 

 

                                                             
45 杨自俭：<试论中西修辞学的发展>,杨自俭、李瑞华编：《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页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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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四世纪是希腊散文和修辞学的黄金时代，那时候的代表人物有伊索

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亚里斯多德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便完成了《修辞学》这部

欧洲语言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著作。他首创了科学的修辞学，建立了修

辞学的理论体系，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这个时期正值中国的先秦和西汉

之际，中国的修辞学正处于萌芽阶段，一些著作仅仅提到了一些修辞现象。如

《论语》把语言分为难言、法语之言和巽与之言，《周礼》提出了赋、比、兴手

法，《墨子》第一次对比喻作出了解释等等。由此可见，中国在这个时期的修辞

学只有零散的理论，起点是远远落后于西方的。46 

 

在之后的发展中，东西方都有出现过停滞期以及蓬勃期，然西方修辞学的

发展还是领先于中国。一直到宋代，中国才有了陈骙的《文则》，这本书可以说

是中国最早的修辞学专著，初步建立了修辞学的系统。然，中国仍是未赶上西

方的进度。因为当时在中国，把修辞学当作专科来研究的人很少，不像西方已

经分成许多流派来研究修辞学，修辞学在东方的重要性似乎还未被唤醒。直到

现代，中国修辞学的研究发展规模仍比不上西方。 

 

纵观修辞学在东西方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修辞学是一门边缘性科学，

它需要不同的文化交流来促进方能繁荣，东方散文的传入带动了西方修辞学的

萌芽；而中国修辞学发展最高潮时期，也就是三十年代，也是在西方修辞学影

                                                             
46 杨自俭：<试论中西修辞学的发展>,页 50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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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下形成的。47唐钺的《修辞手法》受内斯菲尔德的《高级英文作文学》影响很

大，陈介白的《修辞学发凡》则参考了七种英语修辞学著作。48由此可见，东西

方的交流为修辞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了解了东西方修辞学的发展历程后，笔者将列出余光中的散文里在西方修

辞学出现、而在东方从未见过的修辞手法，与东方原有的修辞手法进行比较，

然后把这些修辞手法分成意象修辞、语义修辞以及词句结构的修辞进行讨论。 

 

4.2   活用英汉意象上的修辞手法——提喻 VS 借代 

 

提喻（Synecdoche）是西方的一种修辞手法，与东方的“借代”相似，本

文将通过余光中散文中里的例子来比较这两种修辞学的异同点。 

 

一、提喻 

提喻修辞法是以部分代替全体，单个代替类别，抽象代替具体或反之亦然

的修辞方式。提喻也可以说是借代的一个分支，因为他们所涉及的都是一种指

代关系。不过，提喻的指代，侧重于表述事物间的相互隶属关系。49如： 

                                                             
47 杨自俭：<试论中西修辞学的发展>,页 517。 
48 杨自俭：<试论中西修辞学的发展>,页 511-517。 
49 李鑫华：《英语修辞手法详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页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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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不能对那些无忧的美国孩子说……因为黄河饮过的血扬子江饮过

的泪多于他们饮过的牛奶饮过的可口可乐……。(<四月，在古战

场>) 

2） 那是多神的时代，汉族会唱歌的时代，摽有梅野有蔓草，自由恋爱

的时代。(<逍遥游>) 

这两个例句皆是提喻的例子，例 1 的“黄河饮过的血”代表着千千万万曾

经为保卫中国而牺牲的战士以及无辜百姓，“扬子江饮过的泪”则是以文天祥的

作品《扬子江》叙述着国破家亡、誓死保卫祖国的高贵情操。例 1 里的提喻成

分是“黄河饮过的血”这一句，“血”隶属于人的身体，“血”也以其局部范围

代替了大陆千千万万被牺牲的同胞这个全体，因此是符合提喻修辞手法的。 

例 2 的“摽有梅、野有蔓草”分别出自《诗经·召南·摽有梅》与《诗

经·郑风·野有蔓草》，余光中以这两篇诗经名篇代替了整个中国上古时期——

诗经时代，这也是使用了提喻手法，以（名篇）局部代替了（时代）这个全部

的范围。 

二、借代 

借代，就是指在文章里，放弃通常使用的本名或语句不用，而另找其他与

本名密切相关的名称或语句来代替。50使用借代，可以增加人们对文字的刺激性，

因为人们对惯性的表达方式也许会厌倦，因此借代修辞法的使用可以令人们有

猜想的空间。例如： 

                                                             
50 黄庆萱：《修辞学》，台北：三民书局，2007，页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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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

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听听那冷雨>） 

2） 他只能独咽五十个世纪乘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凄凉，……，他飞来太

平洋的东岸。(<四月，在古战场>) 

 

在例 1，“六角形的结晶体”这一句使用了借代修辞法，我们知道水的晶体

结构是六角形，故作者用这句话来形容雨水，其实就是指雨水本身，二者实为

一体。比起使用“雨”这个单词，我们更能感受到“雨”如水般剔透的感觉。

而在例 2 中，“太平洋的东岸”一句其实就是指美国，作者不开门见山地直指目

的地，为的就是要让读者感受到“飞过一个海洋、到了彼岸”的一种遥远的距

离感，故作者使用了借代手法增添其文字魅力。 

 

提喻与借代的异同之处： 

尽管提喻与借代都是用 A 来指向 B,但两者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从以上的例

子可以看出，若 A 和 B 有隶属关系而且用局部代替全部/全部代替局部，便是提

喻。如上例以“血”代替牺牲的成千上万的性命；以《诗经》名篇来代替整个

上古时代，这些便是提喻的例子；而当两样事情互相没有隶属关系但又关系很

紧密，便是借代，如以“六角形的结晶体”来代替“雨水”。 

 

 

 



38 

 

 

 

4.3 活用英汉语义上的修辞手法——低调陈述 VS 委婉 

 

低调陈述（Understatement）是汉语里所没有的修辞手法，它与东方的修

辞手法“委婉”十分相似，都是指以婉转的事物表达事物，但若细加区分，他

们还是有不同点，以下将针对他们的差异性做出探讨。 

一、低调陈述 

低调陈述是指以轻描淡写的方法来陈述一种想法。它是与夸张相反的辞格，

夸张是夸大其词；低调陈述是含蓄内敛。如： 

1） 我告诉您噢，您的小宝宝不大好啊，医生说他的情形很危险……(<

鬼雨>) 

2） 十七世纪的耶稣会神父，如利玛窦和汤若望，是用天文历算来做上

帝的先驱，但实效不大。（<鸦片战争与疝气>） 

以上的两个例句，都是用低调的语气来避开事情的严重性。如例 1 的“不

大好”其实是指宝宝的情况已入膏肓之境，但为免令作者过于激动，所以文中

的护士用较为委婉的语气来告诉作者。而例 2“但实效不大”实际上是想说不

起作用，但还是用了委婉的语气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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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婉 

委婉，也可被称为“婉转”，说话时不直白本意，只用委曲含蓄的话来烘

托暗示的，就叫委婉。51如： 

1） 他不能对那些无忧的美国孩子说……因为黄河饮过的血扬子江饮过

的泪多于他们饮过的牛奶饮过的可口可乐……。(<四月，在古战

场>) 

2） 圣裔饕餮着国家的俸禄。（<逍遥游>） 

以上的两个例子皆用了委婉修辞手法，例 1 的“黄河饮过的血”其实就是

对中国万千牺牲性命的百姓的一种控诉，一种无力的呐喊，然，余光中并不以

极端的方式写出他内心的伤，而用了比较婉转的方式写出。而在例 2，整句都

是在写皇亲国戚、高官贪污腐败，不过余光中扬长避短，用了“饕餮”这个词

非常委婉地形容贪官们贪得无厌的恶相，委婉之处可见一斑。 

低调陈述与委婉的异同之处： 

低调陈述与委婉虽然都是婉转地表达一句话，但不同的是，低调陈述是语

气上的委婉而不是词语上的委婉，如上例的“不大好”、“实效不大”都只是削

弱语气上的表达而已。而委婉辞格多半是以取代禁忌语的形式出现，它的使用

目的主要是为了避讳或为了礼貌而取代禁忌语52，如上例的“黄河饮过的血”和

“饕餮”都是很间接地揭示作者内心的情感，只是作者为求礼貌而不写得那么

露骨而已。 

                                                             
51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页 135。 
52 李鑫华：《英语修辞手法详论》，页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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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活用英汉词句结构上的修辞手法——拈连 VS 一笔双叙 

 

一笔双叙（Syllepsis）是汉语里所没有的修辞手法，它与汉语的拈连修

辞手法相似，因为两个修辞手法都是指一个句子里以同一个字眼令其所叙述的

两个本来不相关的成分看起来相关，但其实仔细分辨，还是可以看出他们的不

同，接下来将会就一笔双叙和拈连的异同点做出探讨。 

 

一、一笔双叙 

一笔双叙是指使一个句子成分与其他的两个词或短语产生关联，而这种关

联分别来看无论是在句法规则上还是在语义上都是正确的，这两种被放在一起

的搭配虽各起着不同的作用，但在总体上却产生卓越的效果。53如： 

1) 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二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

白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

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听听那冷雨>） 

在这个例句里，全句主笔“串”字，不仅串起了雨珠子，也串起了作者无

限的回忆和感慨。这个“串”字把“雨珠子”和“回忆”两样东西串联起来，

使具体（雨珠子）与不具体（回忆）这两种不同的事物产生了连接性。雨天，

总给人伤春悲秋之感，余光中长期流放在海外，因此在雨天的时候，心中的那

根弦特别容易被触动，不禁想到自己心中的痛，就和流亡在外的宋徽宗和宋钦

宗一样那么痛。 

                                                             
53 文军：《英语修辞手法词典》，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页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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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拈连 

拈连，指的是当甲乙两件事情并提或连续出现时，故意把只适用于甲事物

的词语，顺势也用于乙事物上去。而在一般情况下，乙事物同这个词语是联系

不上的。拈连中的两件事物，往往甲比较具体，乙比较抽象。54例子有： 

1） 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

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听听那冷

雨>） 

2） 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听四月，霏霏不绝的黄梅雨，朝夕不断，旬

月绵延，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他舌底，心底。（<听听那

冷雨>） 

在例 1，作者把巷子的“延伸”拈连到思路的“延伸”，巷子和思路本是风

马牛不相及的两样事物，故我们可以想象出一幅画面，作者似乎望着长长的子

巷发呆，这条巷子拈连到他的思路，于是他的思路也随着小巷般延伸下去。 

在例 2，作者本来是述说苔藓的味道侵入他的舌底，但是却使用了拈连修

辞法把苔藓这个意象“粘”到他心底。苔藓和作者的心有什么连接性呢？笔者

认为，苔藓象征的是作者的一段腐朽的记忆，我们知道，一个潮湿的地方荒置

久了，就会长苔藓，就像人忽略的一段陈年记忆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腐朽，

                                                             
54 王希杰：《汉语修辞学》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页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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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雨天，特别是雨天，不只苔藓的味道被雨水唤醒，埋在心底深处的记忆也

一併随着被唤醒。 

一笔双叙与拈连的异同处： 

一笔双叙常常与拈连被混淆，因为两个修辞手法都是指一个句子里可以借

助某些字眼呈现同一语境的双重意思。但两者还是有分别的，一笔双叙所串联

的两个意境就算单独拆开，都还有独立的存在意义；但拈连所串联的两个意境

若拆开就变成一个有理，一个无理了。55如一笔双叙的例子： 

“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二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

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

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 

就算不是在同一个句子，但假如拆开了，写成“雨珠子串成雨水的声音”

或“雨珠子串起了他一段悲伤的回忆”句子都不算太突兀，因为“雨”总让人

有伤春悲秋之联想，是可以被接受的；但若我们比较拈连的例 2“湿黏黏的苔

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他舌底，心底。”，笔者尝试把他拆成两句，第一句为“湿

粘粘的苔藓的味道侵入他舌底”这一句说得通，但是“湿粘粘的苔藓侵到他心

底”就说不通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一笔双叙中，无论是字面意义

或比喻意义的两个搭配都是符合语法逻辑的，但在拈连的句子里，若我们把它

强行拆开，其中一句便无法和原句组合成完整意思。 

                                                             
55 李鑫华：《英语修辞格详论》，页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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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节，我们探讨了中西修辞法的相同性与差异性，笔者也努力网罗

余光中散文里的修辞手法，尽力找出余光中散文里类似英文修辞的例句来印证

汉语和英语修辞学的异同处。通过这项研究，笔者发现目前东方的修辞学还有

很广阔的进步空间，东方修辞学里的修辞条目，在西方几乎都找得到，但西方

有的修辞条目，有的部分在东方却找不到，还尚待发掘，因此，为了赶上西方

进度，东方学者应该加速全面开发自己的资源，及时吸收国外的先进成果，相

信假以时日，东方的修辞学必会拥有自己的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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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着重探讨余光中散文里的英式语法、句法与修辞，然而，笔者发现，

余光中创作时，往往并不全然照着英语句法来描写散文，他更倾向于将中西句

法放进自己的散文中进行试验，测试他们的弹性与密度，再选取一个平衡点，

造出一个新奇的句子。余光中是语言的“科学实验家”，学贯中西，因此他深知

两种语文的局限与长处，他不甘做语言的奴隶，大胆创新，开创了别具一格，

中西合璧的“余氏文体”。 

语法、句法是探讨语言所不可或缺的元素。在这份论文里，笔者所探讨的

语法领域主要是词性上的比较，通过旧白话、英语以及余光中散文里的例子探

讨整个语言的演变流程，以及余光中散文里的语法如何受英化风潮影响。句法

研究则是比较多样的，随性的，余光中的英式句法仿佛其独特的“注册商标”，

而其散文里句法的例子也的确比语法容易找，因为句子总是长串的出现，比较

不容易被忽略，效果也比较强烈。唯必须担心的是，每每在看到余氏标新立异

的句子时，笔者总是步步惊心，必须准确地判断它是和英文有联系，而不是纯

粹余光中使用的俚语或文言文，这一点是不可马虎的。 

笔者尝试突破之前学术界对余光中散文的研究，故把汉英修辞手法的异同

放在这份论文作探讨，并以余光中散文里的修辞结构作为例子来源。经比较后

发现，西方修辞学比东方进步得多了，某些具有可比性，某些是根本无法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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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笔者避重就轻，选取一些比较具有可比性的修辞手法作为研究范围，探讨

其中的奥妙之处。 

通过比较中西方语言的异同性，笔者深深地感觉到，研究语言是不可以闭

门造车的，若中国没有经历过五四，想必语言的进化将比现在更缓慢，正因为

有了东西方的接触，语言学家们去芜存菁，东方的语言、句法、修辞才得以和

西方擦出璀璨的火花。当然，中国语言的优势还是得以被保留下来，因为好的

永远是好的，不用担心会被取代。 

以往的学者，对汉语英化语法事实的认定多凭感觉，因此也导致了许多学

者们对一些认识上的分歧，这份论文就这一点，参考了许多本不同的汉英比较

专书、汉语英化专书，希望借着这些书籍的知识对汉语英化的类型做出比较客

观的判断。无论如何，这份论文所探讨的种种英化现象，只是一种探索和尝试。

若真的要考证这些语言的演变过程，从句法、语法和修辞着手，需要处理大量

的语言资料，以笔者个人之力仍力有不逮，疏漏和不确实之处实在在所难免。 

未来，也许所有被英化的语言都会逐渐被中文所同化，后人再翻读时根本

不察觉这篇论文所举的例子有曾被英化的迹象，然这份论文的价值在于挖掘出

余光中散文里，也许是他故意的，也许是他不经意的英式中文句子的着墨，发

掘出这种中文句子渗入英式语法的新式结构美，相信亦可作为将来有志研究语

言学演变的学者的一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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