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舊事
—邱淑霞老師編寫
作者：林海音
出版社：爾雅出版社
出版日期：1960 年 07 月 20 日

一、必讀理由
1. 2004 年 最愛一百小說大選 中文當代
2. 新聞局中小學優良課外讀物推介
3. 繪本《城南舊事》甫出版即獲選 1993、94 年「波隆那國際兒童書插畫展」、1993 年
「布拉迪斯國際插畫雙年展」以及 1994 年第六屆「加泰隆尼亞國際插畫雙年展」。
4. 《城南舊事》翻譯成多種語文，英文版由齊邦媛、殷張蘭熙翻譯；日文版由杉
野元子翻譯；德文版由蘇珊妮‧赫恩芬柯翻譯。
5. 榮獲瑞士頒贈「藍眼鏡蛇獎」。
6. 榮獲聯合報年度最佳圖畫、中國時報首度最佳圖書。
7. 榮獲亞洲週刊評選為「二十世紀中文小說一百強」。
8. 電影「城南舊事」獲得中國電影金雞獎、第二屆馬尼拉國際電影節最佳故事片大獎
金鷹獎章、第十四屆貝爾格勒國際兒童電影節最佳影片思想獎。

二、作者簡介
林海 音原名林含英，小名英子，原籍臺灣省苗栗縣，父母曾渡日本經商，林海音
於 1918 年 3 月 18 日生於日本大阪，不久即返台，當時臺灣被日本帝國主義侵佔，
其父不甘在日寇鐵蹄下生活，舉家遷居北京，小英子即在北京長大。
林海 音曾先後就讀北京城南廠甸小學、北京新聞專科學校，畢業後任『世界日報』
記者。16 歲那年考入北平新聞專科學校，一邊讀書，一邊擔任世界日報實習記者，
因而結識當時擔任編輯，筆名何凡的作家夏承楹，不久與報社同事夏承楹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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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歲 時，林海音和夏承楹結婚，當時是北京文化界的大事，他和夏承楹一共孕育
四個孩子，其中老三夏祖麗後來不但承襲父母寫作志業，近年也出版了母親傳記
《從城南走來》，以文字為林海音的一生留下紀錄。
民國 37 年，林海音和家人回到台灣，後來與先生一同在國語日報擔任編輯，到
了 42 年，轉任聯合報副刊編輯。民國 49 年，林海音最著名的小說集《城南舊事》
出版，這本小說後來還被改編成電影、圖畫繪本，並翻譯成各種外文出版。
林海 音女士，人人稱她「林海音先生」，這對她是一種敬稱，因為在五○年代的
台灣文壇，林海音女士不但是一位獨樹一幟的作家，更是一位功勞卓著的名編
輯、出版者。就在民國 49 那年，林海音創辦了純文學月刊，隔年又成立純文學
出版社，後來月刊和出版社雖然分別移轉或結束，但那段期間培育無數作家、為
文壇留下無數紀錄，到如今仍然為人津津樂道。
她寫 的小說和散文如《城南舊事》、《剪影話文壇》、《婚姻的故事》等反應出
她對人生、對婚姻、以及對文壇的關心及熱愛，可說是新時代女性的先鋒。 她
在擔任「聯合副刊」主編時（1954－1963）拔擢了相當多的人才，像鄭清文、黃
春明、鍾肇政、林懷民等目前享有盛名的作家，其實都在副刊刊出他們的處女作。
而她所創辦「純文學出版社」也是文壇的重鎮，對提攜後進不遺餘力，培養出 60-70
年代許多重要作家。
林海 音，一生下來就預卜著不平凡的生涯。她生於日本，長大成人於北京，卻把
生命的光輝投射於故鄉台灣。葉石濤先生便說：「上一代覓求較佳生活的意願，
皆在她的身上得到圓滿的終結與收穫。」

三、內容提要
《城南舊事》可視為林海音的代表作。它描寫一九二０年代，北京城南一座
四合院裡，住著英子溫暖和樂的一家，透過主角英子童稚的雙眼，觀看大人世界
的悲歡離合，有一種說不出來的天真，卻道盡人世複雜的情感。《城南舊事》包
括了五個短篇小說「惠安館」、「我們看海去」、「蘭姨娘」、「驢打滾兒」、
「爸爸的花兒落了」。它們分開來是獨立的故事，合起來則可視為作者以七歲到
十三歲的生活為背景的一部長篇小說。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童年，但不是知道得太遲，就是已不復記憶，於是我
們為已失落的過去悵然不已。善於「文壇憶往」的林海音女士，在『城南舊事』
中，寫出她童年居住北平城南的景色和人物，透過主角英子童稚的眼睛，觀看著
成人世界的悲歡離合，每一片段都像一張張膠卷，每一故事，一如一部動人的電
影，這也是林海音自己最喜愛的作品。
《城南舊事》是林海音女士獨步文壇三十多年的經典作品。自 1960 年出版
以來，暢銷不斷，深受海內外讀者喜愛。誠如本書作者所說：「每個人的童年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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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這樣愚騃而神聖的嗎？」這種意境吸引了一代又一代的讀者，融入二十年代
故都氛圍，以及書中主角的心靈世界。

四、名家導讀
（一）李家同：
如果要我找出一本我百看不厭的書，《城南舊事》絕對是其中的一本，這本書民國
四十九年初版的時候，我在大學三年級唸書，當時我就愛上了這本書，整整四十年過去
了，我依然不時將這本拿出來唸唸。
《城南舊事》利用一個小孩子的口氣，說好幾個大人的故事，也就是因為作者假借
了小孩子的口，寫出了故事也就特別感人，「惠安館」的故事其實是很普通的，並無什
麼特別的情節，但是我不知看了「惠安館」多少次了，而且好像每次感受都不一樣。
大家也不要以為假借小孩子的口寫大人故事是一件簡單的事，以這種技巧取勝的書
其實不多。用第一人稱寫文章本身就非易事，第一人稱是個小孩子，更加是難上加難。
林海音女士的這種功夫，恐怕別人很難學得會。
雖然《城南舊事》借用了小孩子的口吻寫，卻是給我們大人看的，我之所以喜歡看
這些故事，因為這些故事寫的全是小人物的故事，絕大多數文學作品很少替小人物說故
事的，小人物的故事往往沒有什麼戲劇化的情景，有什麼好寫的？可是林海音還是寫出
來了，而且寫得如此之好，難怪四十年來，大家都喜歡看這本書，我相信四十年以後，
這本書仍會是大家所喜愛的書。
（二）應鳳凰：《台灣文學西遊記》之一：林海音筆下的城南舊事
《城南舊事》成為台灣戰後小說巨著，可以簡單歸納出下面幾個特色：
（1）就小說結構來看，它是由五個獨立的短篇結合成一部完整的長篇。最早在五十年
代出現的時候，就曾在不同刊物上分別單獨發表，但集合成書時（1960 年初版），
卻是情節互相連貫，主題前後呼應的長篇。因此它在結構上是很別緻的既是短篇也
是長篇小說。
（2）就散文類的特殊性來看，它既是小說又是散文。從其回憶「舊事」
，自敘童年生活
的性質筆觸來看，多少具有散文的形式風格，但林海音也不反對別人將其列為「自
傳體的小說」。
（3）就敘事觀點來看，它透過小女孩「英子」一對童稚的眼睛看世界，從頭至尾，由
英子的第一人稱觀點循序發展，她既是懵懂的孩子：一個好奇的旁觀者，又是敘述
主體，經驗著複雜的成人世界，並隨之逐步成長。從這個角度，它也可以是一部主
角經歷人生磨難的成長小說。
（4）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主題之一，是作者隱藏在故事背後的女性意識。英子雖然只
是個孩子，但她是極聰敏的「女」孩，具有一雙屬於女性，敏於同情的眼睛，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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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見那掙扎在性別壓迫中難以翻身的女人。《城南舊事》四段中，女性故事佔了
三大段，三段中又正好包括了老中青三代不幸女人的三種典型。追尋她們不幸的源
頭，自然都與男人有直接關係，從這個方向來看，這部小說的精神，以及要表達的
女性主義主題，不但一點不老「舊」，並且還十分新穎。

五、心得感想
林海音以她超逸的文字風格，富有魔力的文筆，透過主角英子童稚的雙眼，觀看大
人世界的喜怒哀樂、悲歡離合，一種說不出來的天真，自然而毫不造作。書中故事的發
展循著英子的觀點轉變，故事情節雖是全書骨骼，但她的觀察卻賦予書中人物血肉。英
子原是個懵懂好奇的旁觀者，觀看著成人世界的複雜人事，直到爸爸病故，她的童年隨
之結束，她的旁觀者身分也至此結束。人生的段落切割得如此倉卒，更襯托出無憂無慮
的童年歡樂是如此短暫可貴。而英子將眼中北京城南風光適切的融入字裡行間，在展現
真實熱鬧的市民生活之餘，更為讀者架設一個明晰的時空背景。全書在淡淡的憂傷中感
染一股濃濃的詩意，讓人禁不住再三尋思其中深意。
在《城南舊事》這部小說中，我們彷彿看到作者故鄉的親朋好友活躍在小說中，作
者揣摩他們所說的話都非常細膩，也多富趣味性。我們也看到小說中的人物們在作者的
人生階段中一個接一個的離去，〈惠安館〉的秀貞（一個失去丈夫與孩子的女人），〈我
們看海去〉裡面的逃犯（他在村人眼中是個危險的人物，在英子眼中卻只是個特別的叔
叔）
，還有蘭姨娘（跟德先叔，一個新時代的知識份子走了）
，宋媽（當奶媽比當親生母
親還盡責，自己的家庭卻破碎了），最後是爸爸（當爸爸死了，作者也自覺到自己童年
的結束，人生邁入另一個階段）。這些情節象徵著作者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揮灑色彩，而
同時也有些人的生命是一點一滴在凋零、在流逝。在生命的歷程中，我們所遇到的人也
許只是過客，沒有人永遠都陪在我們身邊，真正永恆的是他們曾經存在的價值。更可貴
的是，英子雖然是個天真的小女孩，但正因為天真，所以還未戴上有色眼鏡的眼光，她
能以率真去直覺身邊事物的真相。就像〈惠安館〉一篇中，人人避之唯恐不及的瘋子秀
貞，英子卻能沒有分別心的走入她的世界。〈我們看海去〉一篇，一個偷兒應是被社會
唾棄，只有還分不清好人、壞人的英子，一窺他為了幫助弟弟完成學業的難言之隱。每
段故事、每個人物都有一段令人感傷的遭遇，但是英子的眼光卻是溫柔的。
雖然有些故事片段帶著辛酸哀愁，但林海音敦厚的筆觸，讓人讀起來卻是溫暖的，
這也是為什麼《城南舊事》歷經多年仍有這麼多讀者喜愛。作者於後記說：「每一段故
事的結尾，裡面的主角都是離我而去，一直到最後一篇『爸爸的花兒落了』，親愛的爸
爸也走了。」而宋媽這樣地離去，是悲是喜，似非英子所能理解，但是書中因為有了宋
媽和她的交集，而加添了情感的深度。《城南舊事》在英子的歡樂童年和宋媽的悲苦之
間達到了一種平衡。掩卷之際，不禁想著：這就是人生的最簡樸的寫實，它在暴行、罪
惡和污穢佔滿文學篇幅之前，搶救了許多我們必須保存的東西。
讀完這本書，我猶如見證了一個小女孩的成長，從小孩子的稚氣純真到接獲父親死
去的消息的鎮靜。全書所表現的都是一種清閒、平淡的家鄉生活，不禁令生活在節奏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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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的都市人羨慕。生活在現今充滿競爭與壓力的快速時代，偶爾回想童年時光，無憂無
慮的稻田與山林生活，父母的慈愛與快樂的成長，現在的我，再讀這樣的作品，更是頻
添許多感觸。忙碌的生活已經使我開始習慣不再有回憶的生活了，遙遠的童年，模糊的
出現在我困乏的雙眼，我以為自己找不到在內心深處的故鄉樂園。其實，失落的童年卻
原來一直潛藏在我心的某個角落，一直潛藏在每天面臨生活瑣事的親子時刻。從現代人
的世俗觀點來看，已經很少看見這樣不疾不徐，溫厚淳和的作品，這樣純淨淡泊，彌久
溫馨的感受，在滿是人間煙火味的時代，卻無半點追名逐利心。雖然時代不同，周遭環
境不同，卻有一樣東西是相同的，那就是「赤子之心」。保有一顆赤子之心，即使如同
英子的時代這般，仍舊在四合院內充滿了歡笑，把烽火隔絕在磚瓦圍牆的四合院之外，
營造一個單純童顏的美麗真世界。保有赤子之心將如同銅牆鐵壁一般，可以讓尚存些許
童真的我們面對孩子，更樂觀進取，讓生活充滿歡笑與希望。
花開花落，很多事就如同花兒凋落不再回來了；童年如夢，過往記憶就像是陽光灑
落可見卻不可及。不管如何，過去的終究已經離開，就像是小英子最終還是必須長大。
那麼平實的故事，怎麼會那麼吸引人，訣竅不過是，文字中注入了感情而已。朱自清筆
下的父親、胡適筆下的母親，不也是如此嗎？

六、佳言錦句
1. 老師教給我，要學駱駝，沉得住氣的動物。看它從不著急，慢慢地走，慢慢地嚼，
總會走到的，總會吃飽的。（第 32 頁）
2. 我是多麼想念童年住在北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對自己說，把它們寫下來
吧，讓實際的童年過去，心靈的童年永存下來。（第 34 頁）
3.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寫。看見冬陽下的駱駝隊走過來，聽見緩慢悅耳的鈴聲，童年
重臨於我的心頭。（第 34 頁）
4. 我把鼻子頂著金魚缸向裡看，金魚一邊游一邊嘴巴一張張的喝水，我的嘴巴也不由
得一張張的在學魚喝水。有時候金魚游到我的面前來，隔著一層玻璃，我和魚鼻子
頂牛兒啦！（第 50 頁）
5. 小跨院裡只有這麼兩間小房，門一推吱吜吜的一串尖響，那聲音不好聽，好像有一
根刺扎在人心上。（第 53 頁）
6. 我們倆摟在一堆笑，一邊瞎說著心肝心肝的，也鬧不清是什麼意思。我們真快樂，
胡說胡唱胡玩，西廂房是我們的快樂窩，我連做夢都想著它。（第 59 頁）
7. 真奇怪，這些話都是我心裡想的，並沒有說出口，可是她怎麼知道的，竟用眼淚來
回答我？她不說話，也不用袖子去抹眼，就讓眼淚滴答滴答落在籐箱裡，都被小油
雞和著小米吃下去了！（第 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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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她說得那樣快，好像一個閃電過去那麼快，跟著就像一聲雷打進了我的心，使我的
心跳了一大跳。（第 66 頁）
9. 送他到門口，看他上了洋車，抬頭看看天，一塊白雲彩，像條船，慢慢地往天邊兒
上挪動，我仿佛上了船，心是飄的，就跟沒了主兒似的。（第 76 頁）
10. 這時雷聲響了，從遠處隆隆地響過來。對面的天色也像潑了墨一樣地黑上來，濃雲
跟著大雷，就像一隊黑色的惡鬼大踏步從天邊壓下來。（第 90 頁）
11. 我看見她們兩個人的臉，變成一個臉，又分成兩個臉，覺得眼花，立刻閉住眼扶住
床欄，才站住了。我的腦筋糊塗了一會兒，沒聽見她們倆又說了什麼，睜開眼，秀
貞已經提起箱子了，她拉起妞兒的手，說：
「走吧！」妞兒還有點認生，她總是看著
我的行動，並伸出手來要我，我便和她也拉了手。（第 109 頁）
12. 「可也真怪事，她怎麼一拐能拐了倆孩子走？咱們要是晚回來一步，咱們英子就追
上去了，唉！越想越怕人，乖乖巧巧的妞兒！唉！那火車，倆人一塊兒，唉！我就
說妞兒長得俊倒是俊，就是有點薄相……」。（第 112 頁）
13. 我沒有再答話，不由得在想——西廂房的小油雞，井窩子邊閃過來的小紅襖，笑時
的淚坑，廊簷下的缸蓋，跨院裏的小屋，炕桌上的金魚缸，牆上的胖娃娃，雨水中
的奔跑，……一切都算過去了嗎？我將來會忘記嗎？（第 122 頁）
14. 「小英子，看見這個壞人了沒有？妳不是喜歡做文章嗎？將來妳長大了，就把今天
的事兒寫一本書，說一說一個壞人怎麼做了賊，又怎麼落得這麼個下場。」（第 161
頁）
15. 爸酒喝得夠多，眼睛都紅了，笑嘻嘻斜著眼看蘭姨娘。媽的臉色好難看，站起來去
倒茶，我的心又冷又怕，好像和媽媽被丟在荒野裡。（第 183 頁）
16. 爸不用人讓，把自己灌得臉紅紅的，頭上的青筋一條條像蚯蚓一樣的暴露著。
（第 192
頁）
17. 那馬車越走越遠越快了，揚起一陣滾滾灰塵，就什麼也看不清了。我仰頭看爸爸，
他用手摸著胸口，像媽每次生了氣犯胃病那樣，我心裡只覺得有些對爸不起，更是
同情。（第 194 頁）
18. 怪不得，奶媽的丈夫像誰來著，原來是牠！宋媽為什麼嫁給黃板兒牙，這蠢驢！（第
208 頁）
19. 爸爸說：「英子，不要怕，無論什麼困難的事，只要硬著頭皮去做，就闖過去了。」
（第 220 頁）
20. 爸爸的花兒落了，我也不再是小孩子了。（第 229 頁）

七、延伸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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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家與書的故事．林海音

隱地／爾雅出版社

2. 城南舊事後記

林海音／爾雅出版社

3. 從城南走來：林海音傳

夏祖麗／天下遠見出版有限公司

4. 成長的風景
陳幸蕙主編／幼獅文化
【內容大綱】收在此書的十篇作品，是十幅生命的風景。它們的共同主題是－
時光、成長、愛。十個故事是十處真誠綻放的情感花園，十座閃現淚光、笑痕
的溫暖島嶼。
5. 追風箏的孩子
卡勒德．胡賽尼／李靜宜譯／木馬文化出版社
【內容摘要】這是一個關於背叛的代價，贖罪的可能的故事，也是一個關於父
親對兒子影響的故事－包括父親對兒子的愛、奉獻、謊言。
6. 明日的記憶

荻原浩著／商周出版

八、林海音名句
1. 愛情像把扇子，舊了沒關係，撕破就不好。
2. 「年輕」和「努力」，總是站在「快樂」這一邊的。
3. 記得有人說過，走人生的旅程就像爬山一樣，看起來是走了許多冤枉的路，但
終於到了山頂。
4. 這世界並不可怕，只要你勇於面對它，必要時反抗它，直到你的勝利。
5. 我們努力度過難關，羞於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我以受人憐憫為恥。我也不喜歡
受人恩惠，因為報答是負擔。
6. 羅曼羅蘭寫過三本英雄傳記，貝多芬即是其一。他是征服心靈、感覺和情操的
英雄。
7. 故鄉是一個人童年的搖籃，壯年的撲滿，晚年的古玩。
8. 青年人的第一線，是跟有成就的老年人在一起。老年人的第一線，是跟有作為
的年輕人在一起。
9. 人最難心中寧靜。真正的寧靜中即沒有日曆，也沒有報紙。只有你，而且並沒
有你的皺紋，我的白髮。
10. 並非星多使月球減色，而是月先黯淡失輝，星芒才縱橫自如。有為之士在風雨
如晦的時代看星，更該想到這點。
11. 有人得意，看背影就可以知道；有人失意，聽腳步聲就可以知道。
12. 人類的智慧，給人生到處弄些虛偽的花樣兒，可是這麼討人喜歡。
更多資訊：國立成功大學林海音女士紀念特展「海音風華」
http://www.lib.ncku.edu.tw/service/extend/activities/2002linexhibi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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