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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林 徽 因 終 成 眷 屬 的 是 梁 思

成，梁啟超長子。

思成之前，梁家先有過一個夭

折的男孩，因此平輩或晚輩都稱呼思

成為二哥或二叔、二舅。

梁 思 成 個 子 瘦 小 ， 卻 白 淨 秀

氣，妹妹思莊怎麼看他怎麼瀟灑，

叫他「handsome boy（漂亮小夥

子）」。

他進入清華學校後，便是校園

裡異常活躍的少年。喜愛繪畫，任

《清華年報》美術編輯；喜愛音樂，

當管弦樂隊隊長，吹第一小號；喜愛

體育，獲得過校體育運動會跳高冠

軍。他的外語也好，翻譯了王爾德作

品〈摯友〉，發表於《晨報副鐫》；

還與人合作譯了一本威爾斯的《世界

史綱》，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出乎意料，這麼活躍的大學生，留給同學們的強烈印象竟是「具

有冷靜而敏捷的政治頭腦」。「五四」運動爆發，「他是清華學生中

的小領袖之一，是『愛國十人團』和『義勇軍』中的中堅分子。」

（黃延復文〈有政治頭腦的藝術家〉）

眾多兄弟姐妹裡，梁啟超最寄望於思成，從學業、婚姻到謀職，

無不一一給予入微的關懷、照顧。思成結婚前夕，梁啟超致信說：

梁思成

八、梁思成

「你們若在教堂行禮，思成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國習慣叫做『思成梁

啟超』，表示你以長子資格繼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譽。」

然而，梁啟超還是開明的。具備多方面發展潛能的梁思成，他沒

有規定兒子一定走哪條路，只是不希望他再做政治家。

最終影響梁思成獻身於建築科學的是林徽因，思成曾對朋友們說

過：

當我第一次去拜訪林徽因時，她剛從英國回來，在交談中，她談

到以後要學建築。我當時連建築是什麼還不知道，徽因告訴我，那是

二十世紀二○年代初

梁啟超（左）、梁思莊（中）、林徽因同遊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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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藝術和工程技術為一體的一門學科。因為我喜愛繪畫，所以我也

選擇了接著這個專業。

（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有幾種傳記據此，把林徽因、梁思成相識的時間定在林徽因從英

國歸來的一九二一年，將梁思成初次拜訪林徽因和他倆的相識時間混

為了一談。應該說，林徽因相識梁思成是在這次拜訪之前，林、梁兩

家世交，林徽因出國前便有很多結識梁思成的機會。梁思成的女兒梁

再冰關於林徽因尚未出國已經與梁思成見過面的記述是可信的：

父親大約十七歲時，有一天，祖父要父親到他的老朋友林長民家

裡去見見他的女兒林徽因（當時名林徽音）。父親明白祖父的用意，

雖然他還很年輕，並不急於談戀愛，但他仍從南長街的梁家來到景山

附近的林家。在「林叔」的書房裡，父親暗自猜想，按照當時的時

尚，這位林小姐的打扮大概是：綢緞衫褲，梳一條油光光的大辮子。

不知怎的，他感到有些不自在。

門開了，年僅十四歲的林徽因走進房來。父親看到的是一個亭亭

玉立卻仍帶稚氣的小姑娘，梳兩條小辮，雙眸清亮有神采，五官精緻

有雕琢之美，左頰有笑靨；淺色半袖短衫罩在長僅及膝下的黑色綢裙

上；她翩然轉身告辭時，飄逸如一個小仙子，給父親留下了極深刻的

印象。

（〈回憶我的父親〉）

正如梁再冰說，梁啟超早已有了與林長民家聯姻的想法，林長

民也樂意有此通家之好。不過，梁啟超僅僅止於想法，未進而干預子

女。他對兒女婚姻的態度相當民主，事後他說：「我對於你們的婚

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覺得我的方法好極了，由我留心觀察看定一個

人，給你們介紹，最後的決定在你們自己，我想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

度。」（致梁思順等信）

儘管林長民至遲在農曆一九二二年底已提出為年輕人訂婚，但

是梁啟超仍以為不必，覺得行此大禮可在四五年後。事實上，在此期

間，梁、林沒有失去再選擇的自由，他倆確又經歷了不短的戀愛過

程，這是個不再選擇的選擇過程。

中國留學生中不乏愛慕、追求林徽因者，都是門第不凡、本人優

秀的俊彥。但她沒有絲毫旁騖之心，仍舊情感獨鍾於梁思成。

同在美國留學的顧毓琇1 說：「思成能贏得她的芳心，連我們這

些同學都為之自豪，要知道她的慕求者之多有如過江之鯽，競爭可謂

激烈異常。」（顧毓琇著《一個家庭兩個世界》）

梁、林真正戀愛開始，在林徽因回國以後，並且排除了徐志摩的

干擾。他們常常選在環境優美的北海公園幽會，那裡座落著新建的松

坡圖書館，梁啟超正是館長，梁思成近水樓臺。禮拜天圖書館不開，

但思成衣袋裡有鑰匙。林徽因又跟隨梁思成去清華學堂，看他參加的

音樂演出；和他一起逛太廟，剛進廟門梁思成就失了蹤影，她正詫

異，梁思成已爬上大樹喊她名字。那段時光對於林徽因來說是燦爛溫

暖的。

沒想到，加速戀愛進程的卻是一場意外的車禍。

一九二三年五月七日是國恥日，梁思成騎摩托和弟弟思永上街要

參加示威遊行，摩托行到長安街，被國務院權貴金永炎的汽車撞倒，

思成滿身是血。當天梁家正在幾房輪流為梁啟超二弟請壽酒，酒席沖

散了，赴酒席的林長民全家也跟著挨餓。林徽因著急慌神，遇親人如

此災禍她還是頭一次。

梁家兩兄弟住院治療，思永傷輕，不出幾日便出院了，思成卻大

傷了筋骨，落下殘疾，左腿比右腿短了小小一截。林徽因每天往醫院

服侍，恰值初夏時節，梁思成汗水淋淋，她顧不得避諱，揩面擦身，

1　顧毓琇（1902～2002）著名教育家、科學家、詩人、戲劇家、音樂家和佛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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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微不至。兩人戀愛以來，從未如此頻繁親密地接近，戀情經受驚

嚇、焦慮過後，愈發顯得甜蜜。

因為車禍，本來梁思成計畫於一九二三年赴美留學的日期只得推

遲一年。這一遲，正等到林徽因中學畢業，她也考取了半官費留學。

車禍又玉成了一件美事，兩人比翼齊飛，漂洋過海。越洋航船上雙雙

敞開胸襟，迎向撲面的勁風，他們憧憬的前程頗似愈行愈加遼闊的海

面、愈加湛藍的天空。

到了大洋彼岸，身處異國他鄉，雙方家人都在遙隔萬里，一對

朝夕相伴的年輕人，彼此日益依戀，感情彌篤。一九二五年林長民身

亡，失怙的孤女依賴梁家已成必然。梁啟超隨即致信兒子，囑他轉告

林徽因：

我和林叔的關係，她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兒，就是我的女兒，

何況更加以你們兩個的關係。我從今以後，把她和思莊（梁啟超二女

兒）一樣的看待她，在無可慰藉之中，我願意她領受我這種十二分的

同情，度過她目前的苦境。她要鼓起勇氣，發揮她的天才，完成她的

學問，將來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國藝術界有點貢獻，才不愧林叔叔的

好孩子。

（〈與思成書〉）

林徽因斷了經濟後援，想不待學成就回國自己謀生，因而梁啟超

又說：「徽音留學總要以和你同時歸國為度。學費不成問題，只算我

多一個女兒在外留學便了。」（〈與思成書〉）

幾天後梁啟超就著手兌現，致信問梁思成：林徽因留學費用還能

支撐多少時間，囑他立刻回告，以便籌款及時寄到。當時，梁家的經

濟也很困難，梁啟超準備動用股票利息解難，甚至說了這樣的話：只

好對付一天是一天，明年再說明年的話。

由此可見，梁啟超早已把林徽因提前納入家庭的一員，對徽因多

了一份舔犢之情。在給海外子女

的信中他牽掛著孩子們：「思

成、徽音性情皆近狷急，我深怕

他們受此刺激後，於身體上精神

上皆生不良的影響。他們總要努

力鎮攝自己，免令老人擔心才

好。」（〈給孩子們書〉）

捨去梁啟超所說的狷急，

其實林徽因與梁思成性格差異很

大。在梁思莊的女兒吳荔明眼

裡：「徽因舅媽非常美麗、聰

明、活潑，善於和周圍人搞好關

係，但又常常鋒芒畢露表現為自

我中心。她放得開，使許多男孩

子陶醉。思成舅舅相對起來比較

刻板穩重，嚴肅而用功，但也有

幽默感。」（《梁啟超和他的兒

女們》）

或許梁思成認定他對林徽因負有特殊責任，而林徽因也覺得自

己應當享受更加充分的自由。她是那麼受同學歡迎，常常陶醉在眾人

的殷勤裡。兩人間的齟齬不可避免，大學第一年尤為激烈，梁啟超曾

說：「思成和徽音，去年便有好幾個月在刀山劍樹上過活！」（〈給

孩子們書〉）這是他倆必須經歷但必定安然度過的磨合期。

他們的感情基礎非常牢固，矛盾衝突一旦過去，不同性格倒可以

取長補短。費慰梅描述：

在大學生時代，他們性格上差異就在工作作風上表現出來。滿腦

一九二八年三月，林徽因、梁思成新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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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創造性的徽因常常先畫出一張草圖或建築圖樣，隨著工作的進展，

就會提出並採納各種修正或改進的建議，它們自己又由於更好的意見

的提出而被丟棄。當交圖的最後的期限快到的時候，就是在畫圖板前

加班加點拼命趕工也交不上所要求的齊齊整整的設計圖定稿了。這時

候思成就參加進來，以他那準確而漂亮的繪圖功夫，把那亂七八糟的

草圖變成一張清楚整齊能夠交卷的成品。

（《梁思成與林徽因》）

畢竟志同道合，哪怕沒有訂婚，最終成婚的結局是必定的。梁

思成每去女生宿舍約會，總是心情急切；愛打扮的林徽因，面容、髮

式、衣襪，哪處都不肯草率，遲遲下不得樓來，經常叫梁思成等個

二三十分鐘。弟弟思永為此寫了一副對子調侃他們：「林小姐千裝萬

扮始出來；梁公子一等再等終成配。」橫批是「誠心誠意」。

然而令人擔憂的，不是兩個戀愛的本人，而是梁家兩個重要成

員，第一是梁啟超夫人李蕙仙。

李夫人是前清禮部尚書的堂妹，由尚書做主、操辦，嫁給了梁啟

超。這位大家閨秀年長梁啟超四歲，遇事果斷，意志堅決，支援丈夫

事業，不失閨中良友，因此老夫人在梁家說話舉足輕重。可是她的性

情有點乖戾，對未進門的林徽因那麼無所顧忌地服侍兒子，很看不順

眼，她成了這門親事的一大阻力。

不久李夫人病故，梁、林心理上剛剛釋下重負，不料李夫人長女

梁思順又給他們帶來煩惱。

梁啟超二十歲得思順，隔八年才有思成。他對這個女兒自然寵愛

無比，叫她「大寶貝」，為她的書房起名「藝蘅館」。藝蘅館主人不

負其館名，果然頗具文才，編成了傳誦一時的《藝蘅館詞選》。李夫

人病故，二夫人王桂荃老實厚道，遇事不拿什麼主意。已經成人的梁

思順幹練精明，既是父親的助手，又比弟妹們大出許多，是他們的長

姐。她在家庭中發言，分量不比李夫人輕去多少。

她與梁、林同輩，反對他倆婚姻的態度表白得直接許多。梁、林

留學美國，思順隨駐外使節的丈夫正在加拿大，有就近看護的責任，

便與林徽因發生了正面衝突。偏袒未來嫂子的思永不斷寫信回國，求

助梁啟超勸說思順，父親夾在其中十分為難。

幸而數月後衝突化解，梁啟超欣喜不已，作數千言長信給海外子

女們，重點是大談梁、林二人：「思順對於徽音感情完全恢復，我聽

見真高興極了。這是思成一生幸福關鍵所在，我幾個月很怕思成因此

生出精神異動，毀掉了這孩子，現在我完全放心了。」（〈給孩子們

書〉）

一九二七年底，梁啟超在國內為海外的梁思成、林徽因舉行了隆

重訂婚儀式。林徽因父親既已過世，母親不便行事，姑父卓君庸便代

行商議。禮儀按傳統手續一一進行。梁啟超提出，用舊式紅綠庚帖各

一份，合寫男女籍貫、生年月日時辰及父上三代。聘物是一件玉器，

一件小金如意（正式行聘時無如意，改兩方玉珮，一紅一綠）。

媒人梁家請了曾任司法部司長的書法家林宰平，庚帖也請他繕

書。梁啟超二夫人王桂荃又請人選定陽曆十二月十八日為吉日，那天

梁啟超因京城風潮未息，又顧慮養病期間不勝勞累，於是委託梁思成

二叔代為主持儀式。清晨告廟謁祖，中午大宴賓客，晚上家族歡聚。

梁啟超將天津雙濤園的家裡也小小裝點了一番，和一群孩子嬉戲熱鬧

了半天。他將事先撰寫的〈告廟文〉寄往美國，囑咐思成夫婦好好收

藏紀念。

遵照梁啟超吩咐，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結婚大禮於三個月後在加拿

大首都渥太華舉辦。他們選定三月二十一日，為的是紀念宋代建築家

李誡。這一天是宋代李誡碑刻上留存的日期，也是關於李誡資料中唯

一的日期。幾年後他們的新生男孩又取名「從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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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阻撓婚姻的梁思順倒

成了婚禮的負責人，她丈夫周

國賢正擔任中國駐加拿大總領

事。他們沒有按梁啟超的意思

在教堂行儀，而是將婚禮改到

了總領事館。縱然林徽因受了

近四年美國文明的薰陶，看上

去似乎相當洋氣，可她的骨子

裡卻仍流淌著中國血脈。在人

生這一重大時刻，她的思緒在

遙遠的故國。她不願穿一身白

紗，照行完全西化的婚禮。渥

太華找不著鮮紅的鳳冠霞帔，

她自己縫製了一套東方色彩的

婚服，領口袖口都配上寬條彩

邊。婚禮上，她就穿著這套衣

服，頭戴飾有嵌珠的頭飾，左

右垂下兩條彩緞。參加婚禮的

記者把梁林結婚照登上報紙，

引起了當地一陣轟動。

梁啟超寫信給新婚夫婦：

「你們結婚後，我有兩件新希

望：頭一件你們倆體質都不甚

好，希望因生理變化作用，在

將來健康上開一新紀元。第

二件你們倆從前都有小孩子脾

氣，愛吵嘴，現在完全成人了，希望全變成大人樣子，處處互相體

貼，造成終身和睦安樂的基礎。」

父親的可憐之心很是感人，這些話並不是多慮。儘管，林徽因好

使性子而梁思成善於隱忍，親戚戲稱思成「煙囪」，但是煙囪偶爾堵

塞，便起了爭執。如有傭人在旁邊，則用英語交鋒。如一九三六年初

那次，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發生過一次激烈爭吵，梁思成隨即乘火車南

下上海辦事，林徽因在家傷心痛哭了一天，中間只睡過三四個鐘頭。

沒想到梁思成在火車上連發兩個電報，同時還寄來了一封信。林

徽因對此的體會是：「在夫婦中間為著相愛糾紛自然痛苦，不過那種

痛苦也是夾著極端豐富的幸福在內的。」他們爭吵，因為彼此在乎。

林徽因認為，「冷漠不關心的夫婦結合才是真正的悲劇。」（致沈從

文信）

抗戰勝利喜訊傳來的時刻，梁思成正獨自在重慶辦事，他很為不

能在家裡與妻子共享這巨大的喜悅而感到寂寞。

梁思成在林徽因心目中終究是位溫和的君子，他對林徽因關愛無

比，兩人精神上亦息息相通。有人懷疑問道：「梁（思成）是否真正

愛著自己的妻子林徽因呢？」進而臆測：「梁思成與林徽因看起來郎

才女貌十分般配，實際上梁與林的婚姻本質上極為不幸。」（苗雪原

文〈傷感的旅途〉）這話有點無事生非，有點似夢鄉囈語，林徽因徒

具其「女貌」了。

梁思成、林徽因的婚姻與悲劇無緣，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他們

也充滿了情趣。有時夫婦倆比記憶，互相考測，哪座雕塑原座何處石

窟、哪行詩句出自誰的詩集，那甜美的家庭文化氛圍總會令人產生李

清照、趙明誠在世的感受。

民國時期文人中流行著一句俏皮話：「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

是人家的好。」梁思成將其改成「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
一九二八年三月

梁思成、林徽因於加拿大渥太華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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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

一九二四年，林徽因考取半官費留學，與因車禍耽擱一年的梁思

成於六月起程前往美國就讀賓夕法尼亞大學，同行的還有陳植。陳植

是陳叔通的侄兒，也去學建築，後來成為梁、林的終生摯友。

海船一路風浪，七月六日抵達彼岸紐約綺色佳（Ithaca）的康乃

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他們先在這裡利用暑假補習幾門課程。

林徽因選修「戶外寫生」和「高等代數」，梁思成除「戶外寫生」外

還選了「三角」與「水彩靜物畫」。

好」，也在朋友中流傳。

誠然，兩人結伴一生難免齟齬，也起過波折，但不論一帆風順

還是困頓顛躓，哪怕落在極度艱苦的境地，梁、林夫婦都始終相扶相

攜，相濡以沫。林徽因自嘲兩人是一對「難夫難婦」。最後，「難

夫」把「難婦」送到了她的人生終點，留下了國人稱頌不已的佳話。

九、留學

（左圖）一九二六年，林徽因在美國賓州大學學生證上的照片。

（右圖）一九二七年，獲學士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