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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人物塑造--以嚴氏兄弟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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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刻畫清代讀書人在科舉制度下的諸多的醜陋面貌，其中，

對嚴氏兄弟更是寫得形象突出，他們一個追慕權勢，一個愛財如命；一個貪婪，

一個吝嗇；一個陰險狡詐，一個懦弱無能；一個厚顏無恥，一個委曲求全。本文

分別就其二人之性格及其對功名、金錢的態度來進行論述。 

 

關鍵詞：儒林外史，人物塑造，嚴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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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吳敬梓（1071-1754）的《儒林外史》，是清代

諷刺小說的名著，它通過對當時社會日常事件及對

個別人物醜惡的描繪與刻畫，既形象化地再現了在

當時科舉制度腐蝕下的諸多讀書人的面貌，也深刻

地揭露了當時科舉制度的弊病。對後世的譴責小說

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中「王冕畫荷」、「范進中舉」

等片段更是熟為人知。而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

也塑造了好幾對親兄弟，如王氏兄弟、婁氏兄弟、

湯氏兄弟，以及本文要探討的嚴氏兄弟1等等，都

寫得形象深刻。 

嚴氏兄弟中，兄嚴大位，字致中，是貢生2；

弟嚴大育，字致和，為監生3。嚴貢生橫行鄉里，

不僅攔了鄰居的豬，還將王大「打了一個臭死，腿

都打折了」，又訛詐老者黃夢統的錢，兩事都被告

到縣衙裡，嚴貢生因心知「兩件事情都是實的」，

乃逃至省城，縣裡遂差人找到其弟監生嚴大育。嚴

大育雖是「家私豪富，足有十多萬銀子」，但卻吝

嗇而又膽小怕事。乃請得舅爺廩膳生員王德、王

仁，用去了十幾兩銀子，方了結嚴貢生的官司。不

久，嚴監生在妻子王氏病重將死前，又拿了兩百五

十兩銀子說勸兩位舅爺，扶正其妾趙氏。計婚喪兩

事共用了四、五千兩銀子，遂使嚴監生氣惱而引發

宿疾。臨死之際，尚因燈中多點一莖燈草而不能瞑

目，待趙姨娘挑去一莖方肯斷氣。其後，趙姨娘獨

子得天花夭折，欲立嚴貢生第五子為嗣，嚴貢生乃

借此謀奪其弟遺產，官司自縣、府打到省按察司，

均未得遂，嚴貢生又赴京控告，終奪其弟七分家

財。 

                                                        
1 本文敘嚴貢生、嚴監生兩兄弟事據《儒林外史》
（台北：三民書局，1979年 9月修正三版）第
五、六回，頁 33-48。 

2 生員（秀才）一般是隸屬於本府、州、縣學，除
應鄉試中舉人為「正途」之外，其餘未中式者而

考選升入京師國子監讀書以謀求出身的，稱為貢

生，意思是以人才貢獻給朝廷以備選用。參考陳

美林主編《儒林外史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

版社，1994年10月），頁797。 
3 所謂監生是國子監學生的簡稱。國子監是明清兩

代的最高學府，原來按規定須是貢生或蔭生才有

資格入監讀書，但在清朝監生是可以用錢捐到

的。作為一種出身，而不一定在國子監讀書。嚴

大育就是花錢捐買取得監生資格的。參考《儒林

外史辭典》，頁369。 

從表面看來，嚴氏兄弟都算是受惠於科舉，但

是這兩兄弟卻呈現出迥然不同的面貌。以下分別就

其性格特徵及其對功名、金錢的態度來論述： 

 

二、嚴氏兄弟的性格特徵 

(一)嚴貢生 

1.兩官司，初見厚顏無恥，欺壓善良 

初次登場，他毫無愧色地聲稱自己「與湯父母

是極好的相與」，編了一段湯知縣趕著與他結交的

故事，還鄭重其事地表白自己「為人率真，在鄉里

之間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云云，讓人聽

了不由不肅然起敬。但只一會兒，美麗的謊言便被

一個「蓬頭赤足」的小廝戳穿了：這位自稱父母官

身邊「要緊的人」竟然會強佔鄰家一口豬！更惡劣

的是，醜事外洩後竟仍能面不改色，還頗為誠懇地

向人解釋：「這口豬原是舍下的」，真可謂厚顏無

恥。之後，他居然命令「生狼一般」的兒子將豬的

主人王大「打了一個臭死，腿都打折了」。而老者

黃夢統本欲向他借錢，打了借條，卻並未真借，嚴

貢生仍是向他要利息錢，並說因他「不曾取約，他

將二十兩銀子也不能動，誤了大半年的利錢」，又

把黃老的「驢兒和米同梢袋，都叫人短了家去」，

這種地方惡霸式的作為，讓湯知縣都不免要說：「一

個做貢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鄉里間做些好事，

只管如此騙人，其實可惡！」 

2.賴船資，再顯擺闊裝大，狡詐奸猾 

嚴貢生為二兒子娶完親，叫來富同四斗子租了

兩隻大船，租金共十二兩，立下契據到高要付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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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借了一副「巢縣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肅靜迴

避」的白粉牌，四根門鎗，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

吹手，開鑼掌傘，吹打上船。可見他是很愛搞排場

的。因為排場大，就會讓人以為他很有辦法，認為

他很有身份地位，更可以借此氣勢來欺壓不一些知

所以的善良百姓。這十二兩銀子，他早就知道自己

是沒有的，即使是有，他定也是非賴掉不可的。就

假借暈船，取出「雲片糕」吃。剩下幾片，故意不

收好，當掌舵駕長一片片往嘴裡送的時候，他又裝

著沒看見。待所有家當都已上岸妥當，船家來要船

資時，他才急忙上船找他的「雲片糕」，遂借掌舵

駕長吃了他的「雲片糕」，說那是治他「暈病」的

「藥」，是「費了幾百兩銀子合了這一料藥；是省

城裡張老爺在上黨做官帶了來的人參，周老爺在四

川做官帶了來的黃連」，並說被掌舵駕長吃掉的幾

片，「值幾十兩銀子」，說著並寫了帖子差四斗子往

縣衙送，嚇唬這個「就是連船都賣了，也不能賠老

爺這幾十兩銀子」的「窮人」，大夥畏懼，遂捺著

掌舵的磕了幾個頭，讓嚴貢生賴掉了船資。 

3.奪家產，凸現處心積慮，陰狠老辣 

(1)早就盤算妥當 

嚴貢生弟弟死後，他一句「祖塋葬不得，要另

尋地」，便毫不客氣地將弟弟從嚴家除名了，只是

弟弟還有子嗣，家產尚不能立刻到手，但一句「等

我回來斟酌」卻是深意無限，似乎早就已做好「一

切終將是我的」的篤定盤算。果然，事情的發展不

出他的意料。沒多久，弟弟的兒子因出天花而夭折

了。當他收到弟媳要求過繼的信後，只說了一句「我

知道了」，便再無他言。他竟能聲色不動，冷漠無

情地淡然相對，可見其城府之深。既然機會已在眼

前了，怎能再有片刻耽誤？嚴貢生迅速行動，攜子

媳還鄉。到家之後，見到妻子「正在房裏抬東抬

西」，欲挪出上房給媳婦住，嚴貢生對自己的奪產

計畫頗為得意，忍不住想在妻子面前炫耀一番，便

明知故問說：「你忙什麼？」對妻子的解釋他不屑

地斥道：「呸！我早已打算定了，要你瞎忙！二房

裏高房大廈的，不好住？」遂假借「替二房立嗣」，

要霸佔嚴監生的家產。 

(2)立刻付諸行動 

嚴貢生對要霸佔直弟的家產，做得絲毫也不掩

飾。他直接吩咐幾個管事的家人道：「將正宅打掃

出來，明日二相公同二娘來住。」雖然趙氏向舅爺

說：「媳婦住著正屋，婆婆倒住著廂房，天地之間，

也沒這個道理！」但卻得不到任何的援助。接下來

嚴貢生又以綱常名教，宗法觀念，倫理道德為武

器，開始了奪產的行動，又吩咐十幾個管事的家人

道：「我家二相公，明日過來承繼了，是你們的新

主人，須要小心伺候。趙新娘是沒有兒女的，二相

公只認得他是父妾，他也沒有還占著正屋的。」又

說：「再過幾日，二娘來了，是趙新娘先過來拜見，

然後二相公過去作揖。我們鄉紳人家，這些大禮，

都是差錯不得的，你們各人管的田房利息賬目，都

連夜攢造清完，先送與我逐細看過，好交與二相公

查點。」又隨即恐嚇道：「此後若有一點欺隱，我

把你們這些奴才，三十板一個，還要送到湯老爺衙

門裡，進工本飯米哩！」可說一下子就整個掌握了

弟弟家的手下人，在嚴貢生處心積慮非得家產不休

的安排下，「小家子出身」的趙氏，除了哭之外還

是只能哭，又那裡是他的對手？嚴貢生最終還是奪

得了弟弟的七分家產。 

小說中每提到嚴貢生必是「闊服方巾」道貌岸

然，深知什麼場合說什麼話，既能登得大雅之堂，

與諸位名士在西湖賦詩，又能自覺地、靈活地運用

「放你的狗屁」這類妙語與鄉下泥腿子們大打嘴

仗。貢生是條魚，自如地穿梭于大雅與大俗之間。

也許正因為他多少讀過一點書，所以不僅能上演一

番全武行，而且老謀深算，行事陰狠。如果說以雲

片糕賴船資一段已讓人見識其狡詐奸猾詭計多

端，那麼奪家產一段則更能凸顯他的陰狠老辣。 

(二)嚴監生 

比起有勇有謀的乃兄，嚴監生可就差得遠了。

他懦弱無能，遇事沒有主見，每日所為不過是「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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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想著田裏收成，打發了管莊的僕人下鄉去」，

而且作品中從未提過他有什麼作詩為文的雅好，不

僅言語隨俗，內容也不過是些家常，可以推想他這

個「監生」大概是用錢捐來的。在考得功名的士人

眼中，捐監是沒有地位的，所以嚴監生不僅不被貢

生哥哥瞧得起，連妻兄也不把他放在眼裏。「他家

有十多萬銀子」，卻沒有相應的社會地位與能力來

有力地維護自己的利益。他的出場全是因為其兄的

官司。雖然弟兄倆早已分家，但因他膽小而有錢，

差人便抓了他這個「有頭髮的」。而他也確實膽小

得不僅「不敢輕慢」還「留差人吃了酒飯，拏了兩

千錢」。由於接下來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忙著小

廝去請兩位舅爺來商議」。舅爺來了也只是訴苦，

抱怨，對二人言聽計從。兩位「錚錚有名」的舅爺

又豈是等閒之輩，早就看清了他的弱點。此番抓到

了機會，便毫不留情地斬上一刀。嚴監生與二人有

瓜葛，在書中不過一回，時間算來也不過三年，而

兩人前前後後從他那裏撈到的銀子，僅僅是明白寫

出來的便有三封，每人至少有四百兩；更不用說王

氏死時，他們的兩位頗有靈犀的夫人「乘著人亂，

將些衣服、金珠、首飾一擄精空」所得，和王氏死

後他們收的「新米、冬菜、火腿，還有雞鴨小菜」。

還有他親自扶正的趙氏，也只不過是借他得到個名

分，對他不僅談不上什麼感情，幾乎也可說是不把

他放在眼裏。王氏交代扶正一事時「趙氏忙叫請爺

進來⋯⋯嚴致和聽不得這一聲，連三說道⋯⋯」，

第二日，「嚴致和就叫人極早去請了舅爺來」。事情

發展的如此迅速，嚴監生表現得如此爽快，可見趙

氏頗能左右嚴致和的言行；至後文，她不僅將新

米、冬菜之類源源不斷送上而且對數目不菲的銀子

也可從容調度了，你瞧她說的：「依我的意思，這

銀子也不費用掉了，到開年替奶奶大大的做幾回好

事，剩來的銀子料想也不多，明年是科舉年，就是

送與兩位舅爺做盤程也是該的」，好一副管家太太

的口氣！奇怪她對只是看在銀子的份上幫了一點

忙的與自己非親非故的王氏兄弟感恩戴德，念念不

忘，對真正給了自己安定的生活，正式的名分的丈

夫卻頤指氣使。可憐嚴監生雖心中不滿，卻也只敢

向貓兒發洩。至於他那位「忝列衣冠」的兄長嚴貢

生更是不僅不許他葬入祖塋，而且謀奪家產，簡直

是到死也不肯放過他。差人、舅爺、新妻子、兄長，

從外人到家人都不曾善待他，在夾縫中艱難生存的

嚴監生又怎能逃脫抑鬱而終的命運呢？ 

通過以上的比較，我們看出兩兄弟在性格特徵

上有極大的區別：哥哥嚴大位（貢生）厚顏無恥，

陰狠狡詐；弟弟嚴大育（監生）懦弱無能，人盡可

欺。除此之外，兩兄弟對功名和金錢的態度也是構

成其性格的重要部分。 

三、嚴氏兄弟對功名金錢的態度 

嚴貢生深知有權力的好處，有正經功名的他，

知道：有了權，才有勢，才有錢。所以他一心攀附

權貴，不惜自吹自擂，厚顏自薦。而嚴監生一生對

功名並不是十分熱衷，也不想攀什麼高枝，他似乎

只想安守家業過完一生。直到臨死時，他回想自己

的一生，終於體認到了功名有多重要，所以指著趙

氏說道：「⋯⋯我死了之後，二位老舅照顧你外甥

長大，教他讀讀書，掙著進個學，免得像我一生終

日受大房裡的氣！」他雖叮囑兒子一定要讀書進

學，但與其兄那種對功名權勢的狂熱終是不可相提

並論的。 

金錢在嚴氏兄弟的生活中也起著至關重要的

作用，他們的言行始終離不開錢的主題，甚至連生

死都與錢息息相關，也都是「愛錢沒商量」的，但

是兩人的愛法又有不同。 

(一)嚴貢生 

1.對人苛刻，欠錢不還 

嚴監生只是吝嗇，卻待人不苛，也不會欠人錢

不還，相對而言，待人還算較為寬厚。嚴貢生則恰

好相反，他對人是既吝嗇又苛刻，實較嚴監生有過

之而無不及。如王仁就說：「我們至親，一年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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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請他幾次，卻從不曾見他家一杯酒。想起還是前

年出貢豎旗杆，在他家擾過一席。」王德也隨即指

出嚴貢生「弄了有一二百吊錢，還欠下廚子錢，屠

戶肉案子上的錢，至今也不肯還，過兩個月在家吵

一回。」如果看了他是如何賴掉十二兩的船資，那

麼，欠下這點小錢，對他來講，簡直就是小兒科。 

2.對己大方，能花能刮 

相對於嚴監生的吝嗇，嚴貢生對於錢則是愛花

更愛刮。在第五回中，嚴監生對兩位舅爺說：「家

兄寸土也無，人口又多，過不得三天，一買就是五

斤，還要白煮的稀爛。上頓吃完了，下頓又在門口

賒魚。當初分家，也是一樣田地，白白都吃窮了；

而今端了家裡花梨椅子，悄悄開了後門，換肉心包

子吃。」可見其兄嚴貢生家花錢無度。若說嚴監生

的話有誇張之嫌，那麼我們來看嚴貢生自己是怎麼

說的。在第六回中，嚴貢生回家，妻子正指揮家人

搬家具，挪地方給兒媳，並抱怨道：「你難道不知

道家裏房子窄鼈鼈的？統共祇這一間上房」，嚴貢

生回道：「二房裏高房大廈的，不好住？」可見，

貢生家裏光景實在不如乃弟家，若是不愛花，又怎

會「白白吃窮了」？但他不只能花，還能刮。 

3.喜歡裝大，又搞排場 

嚴貢生給二兒子辦喜事，卻不給足手下人辦事

的錢，如四斗子說：「今日是個好日子，八錢銀子

一班叫吹手還叫不動，老爹（嚴貢生）給了他二錢

四分低銀子，又還扣他二分戥頭。」又說：「從早

上到此刻，一碗飯也不給人吃，偏生有這些臭排

場。」可見他對下人是非常苛刻的，既要辦事，又

不給足錢。以致請來的吹手「在廳上滴滴打打的總

不成個腔調，兩邊聽的人笑個不住。」 

嚴貢生的愛刮時時處處都有體現：從王氏兄弟

嘲笑他出貢後強拉賀禮又賴「廚子錢，屠戶肉案子

上的錢」久拖不還，到關人的豬，訛詐人的利錢，

賴人船錢，又奪人家產，他刮錢的本事奇高，眉頭

不須皺便計上心頭，習慣到像呼吸一樣自然，對金

錢的貪婪顯然已是深入骨髓了。 

(二)嚴監生 

1.對己吝嗇，能省則省 

嚴監生雖然「家有十多萬銀子」，但卻是相當

儉省。他向舅爺哭窮說家中「還有幾畝薄田，日逐

夫妻四口在家裡度日，豬肉也捨不得買一斤；每當

小兒子要吃時，在熟切店內買四個錢的哄他就是

了。」在他生病後，「漸漸飲食少進，骨瘦如柴，

又捨不得銀子吃人參」。臨死前，「伸著兩個指頭，

總不肯斷氣」，還是他的繼室趙姨娘深知他的心

事，分開眾人，走上前道：「你是為那麼燈盞裡點

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

莖就是了。」嚴監生才「點一點頭，把手垂下，登

時就沒了氣」。 

2.對人寬厚，當用不避 

嚴監生膽小怕事，常為求息事寧人，而不免要

花些銀子。如招待差人吃酒飯，還以兩千個錢打發

去了。為了擺平嚴貢生關人豬、訛人利錢的官司，

花了十幾兩銀子。招待王仁、王德（妻王氏的哥哥）

吃酒，也是「吃到四更盡鼓，跌跌撞撞，扶了回去。」

王氏病後，「每日四五個醫生用藥，都是人參附

子」。為了勸說舅爺王仁、王德同意扶正其妾趙氏，

又花了二百五十兩銀子。而當王仁、王德要去省城

參加鄉試，叫趙氏拏出幾封銀子，說是王氏留下來

要給他們「添著做恭喜的盤費」。甚至在他死後，

還留給嚴貢生「簇新的兩套緞子衣服，齊臻臻的二

百兩銀子」。這一切，足可證明嚴監生雖然吝嗇，

但還算是個存心仁厚的人。 

如果說刮錢是嚴貢生的本能，那麼省錢就是嚴

監生的本能。應該說，在功名權勢與金錢中，嚴貢

生更看重前者，他知道有了功名權勢才會撈到更多

的銀子；而嚴監生則更看重金錢。雖然有時他花錢

好像也很闊氣，比如不斷地給兩位舅爺送錢，但他

內心裡肯定也是並不十分情願的。由於他個性懦

弱，也只能踢貓兒一腳以發洩他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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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嚴氏兄弟，一個追慕權勢一個愛財如命，一個

貪婪一個吝嗇，一個陰險狡詐一個懦弱無能，一個

厚顏無恥一個委曲求全。作者吳敬梓對於這一對兄

弟倆採取了不同的塑造方法。 

對於嚴貢生，作者對他性格本質特徵的刻畫與

揭露是極有層次的。一開始，他自我吹捧，胡說八

道，讓人覺得他是追攀權勢、厚顏無恥的；接著，

他強佔鄰人的豬，訛詐鄉人的利錢，讓人覺得他是

蠻橫霸道、貪婪成性的；再來，是賴船錢，讓人覺

得他又是詭計多端的；最後，他強奪弟弟的家產，

又讓人看到了他的陰險狠毒。就這樣，我們漸漸地

看到了他全部的「惡」的本質。而在呈現他每個層

次的「惡」的時候，作者又用了不同的方法：有的

是自編的謊言被其他人戳穿，如那個「蓬頭赤足的

小廝」，就用賴豬一事，戳穿了他自稱從不佔人便

宜的謊言；有的是完全從旁人口裏說出，以揭露他

的醜行惡德，比如強佔鄰人之豬，訛詐鄉人利錢，

出貢後強索禮錢的事情，就分別由王小二、黃夢統

和王氏兄弟敘出；而賴船錢和奪家產這兩場大戲，

就完全是正面描寫了，嚴貢生自說自話，自己演自

己，將自己全部的偽裝剝了個乾淨，令讀者看了個

痛快。 

而對於嚴監生，則主要是通過周圍的人對他的

所作所為，從側面描寫和烘托其懦弱性格，如差

人、王氏兄弟、趙氏、嚴貢生等都不曾善待他，都

在不同程度上給予他壓力。至於他的對金錢的極度

儉省與吝惜，則完全是通過他自己的言行來表現

的，比如說自己捨不得吃肉，生了病捨不得吃人

參，臨死對燃兩根燈草的不滿等等，真實可信。 

不同的藝術手段，塑造了兩個全然不同的形

象，而所達到的藝術效果也自然不同。嚴貢生，是

個完全的「惡」的形象，他的所作所為令人由發笑

到鄙視到嫌惡乃至痛駡，使人認為這個人物是可恨

的。而嚴監生，則較為複雜，他膽小怕事，毫無主

見，他的一生也許除了原配王氏再沒人真正關心過

他了（這也許可以解釋他為什麼自己生病捨不得吃

人參，而王氏生病他卻「每日四五個醫生用藥，都

是人參附子」），他是可憐的；他極端吝惜錢財，甚

至為了不多浪費一根燈草而遲遲不肯咽氣，他又是

可笑的。 

總而言之，嚴貢生因享受到了有功名的好處，

而對功名更加渴求，使得自己廉恥盡喪，在全書中

我們看不到他還有什麼人情與人性，他是令人人不

齒的。而嚴監生對功名不甚熱衷，卻存留了人情人

性，雖然有時淹沒在對金錢的愛中，但畢竟還是有

人情人性的，所以他不那麼可恨。金錢未能泯滅人

性，而功名卻可以。功名的背後正是科舉制度，《儒

林外史》全書的意圖即在於批判和揭露僵化的、腐

朽的科舉制度的罪惡，吳敬梓對嚴氏兄弟的刻畫，

讓我們深深地體認到當時科舉制度對人性所造成

的扭曲與戕害，他對這兩個人物的塑造是十分突出

而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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