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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专栏《好朋友闪了，说受不了我的负能量》（详见本报16日6版）见报后，我们收到
了多封读者来信，从不同角度解读并反思负能量对自己和亲友的伤害。负能量主要来源于
负面情绪，当负面情绪不能安全有效地消解，就容易转化成生活中的负能量。我们选了两封
有一定代表性的读者来信回复，共同探讨。

娓娓道来·让心更有力
zwgzs@qq.com

公共微信：娓娓道来weiweidaolai1969

张娓工作室出品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zwei1969

我们该如何安全有效地消解负能量？

吴小姐把负能量一味向好友转嫁，这的确
不是一种好的安放压力、消解负能量的方式。
而你，却选择了另一个极端，凡事自己扛，心中
再多的苦也用脸上的笑容来掩饰。

如何安全有效地消解负能量？我想关键
在于提前预防，安全释放。提前预防，即有敏
锐的自我觉察，了解自己的内心管道的通畅情
况。比如哪种事容易让自己内心堵塞？哪个
点是自己不能碰的痛点？这需要我们仔细理
清自己成长环境及成长经历带来的各种影响，
完全了解自己的个性特点和思维模式。不要
盲目悲观，僵化思维，相信万世万物皆有各自的
发展规律，高低起伏都属正常，把当下的问题放
到更大的时空去看待，很多的负能量就不再成

其为负能量。
当负能量来了，不抗拒，不排斥，尽可能平

静接受和处理。处理就是让它有进有出，安全释
放。安全释放即是在处理释放负能量的过程中，
不伤己伤人伤环境，不再增加新的负能量。被公
认有效的安全释放方式至少有以下几种：

加强锻炼，增强体能。运动锻炼，挥汗如
雨，不仅可以释放负能量，而且增强体能，让人
精力充沛，不容易疲惫。身心互相影响，身体
健康，心情也容易愉悦。

保持好奇心，对生活充满热情。多学习，
与时俱进。多到自然界走走，看万物生长的壮
阔与美好。多交朋友，与人真诚交流，保持内
心的通畅流动。

近日，重庆工商大学教授、著名学者、作家
傅德岷先生把珍藏近30年的170余封640余页
名家信札，无偿捐赠给重庆市文化研究院，属于
该院名家书信手稿特藏最基本的珍品。

这批名家信札用毛笔、钢笔和圆珠笔写在
各种信笺上，装在带有斑马纹镶边的漂亮航空
信封或面目单调的牛皮纸机关信封里，有的字
迹堪比书家，有的实在不敢恭维。

包括沙汀、曹靖华、臧克家、吴伯萧、赵清
阁、碧野、秦牧、林非等名家在内的这些信札，都
是他在创作长篇小说《魂荡华蓥——“双枪老太
婆”前传》《散文艺术论》和编著《中外散文名篇
鉴赏辞典》《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
系/散文·杂文卷》等书的过程中和名家们的交
流记录，被他视若珍宝，展示了文化名人们丰富
的侧影并见证了他文学和学术生涯的漫漫征
程。我们将用三期专栏，打望这批书信背后的
故事。

1.沙汀来信

在这批名人信札中，四川著名作家、文坛舵
爷——沙汀致傅德岷的信有一封，钢笔字迹，写
在抬头印有“中国作家协会”字样的信笺上，用

“北京沙滩北街2号中国作家协会”的牛皮纸信
封寄来：

德岷同志：
您好！2月31日手书，早收到了，由于杂事

颇多，精力又差，今天才来作复，乞谅！
您能写理论文章，又能写作小说，实在令人

惊叹！而《华蓥风暴》，确也值得一写，我预祝它
将同《散文艺术论》一样，获得各方面的好评。

我本不善书，勉力写了几枚，请您选两枚交
出版单位吧。如果均不可用，弃之可也。您肯
为我藏拙，我当万分感谢。

祝撰安
沙汀

八九·三月一日
此前一月八日，沙汀还给他寄来了《散文艺

术论》（重庆出版社，1988）的毛笔题辞，随信另
纸附了为他的长篇小说题写的书名：“魂荡华
蓥”写了十一条，“华蓥山魂录”（备选名）写了十
条。从沙汀的墨迹看，其自谦之言“我本不善
书”所言不虚，但老爷子写得很认真。

2.《魂荡华蓥》

沙汀信中所说的《华蓥风暴》，是一项曾萦
绕傅德岷30多年生命的大工程——给“双枪老
太婆”陈联诗当助手，记录整理其革命回忆录，
并在此基础上创作长篇小说《魂荡华蓥》。

1958年春天，革命史学家陈伯达搞起“史
学革命”，号召全国写三史——人民公社史、工
厂史、部队史，也是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傅德岷
说：“重庆市作协奉命行事，但因为种种原因人
手不够，市作协就向我读书的西南师院中文系
联系，在大三学生中抽调33位同学去市作协打
工，也抽到我。其他同学都分到各大工厂采写
工厂史。只有我和杨淑敏同学腿都有点残疾，
行动不便，就留在机关另有任务。”

他们解决了市作协的江湖告急，但从此傅
德岷一生，就时时告急，因为他摊上了一个大业
务。“一天上午，市作协主席曾克，是一位女同
志，在延安时就是有名的作家。给我们带来一
位年近60岁的女同志，中等个子，身披一件黑
呢大衣，显得十分精干。她对我们说：“这就是
陈联诗，华蓥山游击队的老战士，当年威震川北
华蓥山的‘双枪老太婆’。你们的任务，就是记
录整理她的革命回忆录。”

顿时，傅德岷和陈联诗都很激动。“能给这
样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巾帼英雄记录革命回忆
录，我太荣幸了；陈联诗也动情地表示感谢领
导！感谢我们！她说华蓥山牺牲了那么多同
志，长期被诬为‘土匪’！她等待这一天很久
了。”

从小习《芥子园画谱》的陈联诗，名门闺秀
出身，画得一手好画，后来使得双枪。“记录工作
开始以后，陈联诗停止了画国画的工作，完全沉
浸在昔日烽烟血火中。她翻检以前零星的记
录，查阅资料，深度回忆，每天讲八小时，有时晚

上也不休息。想起当年的悲壮惨烈，战友的英
勇牺牲，她常常声泪俱下，哀痛难忍。我不得不
停下来，给她倒上一杯开水，让她平静下来。她
一旦概括讲述时，我就不满足，而是抓住重要人
物和重要事件，请她尽量回忆，挖细节、挖故事，
甚至环境、气氛、人物对话等。这一来，速度就
慢了，她讲了两个月，才讲到1935年战友和丈
夫廖玉璧牺牲。两个月我就密密麻麻地记了
14本练习簿。很快到1958年底了，我要返校上
课，就和杨淑敏商量，1935年以后的事情由她
记录整理。”

1959年春天，傅德岷又用了三个月，把原
始记录整理成16本练习簿。中文系的学生嘛，
老是有一个文学情结。“50多年过去了，我不得
不讲出实话：其中补充了来不及记录的东西，也
有我加工虚构的东西。比如，彪子山上纺线，进
香会的场面和《劝世文》的唱词以及多处队员唱
的山歌等，都是我在陈联诗讲述的基础上，经过
夸大、虚构加上去的；5月，返校前夕，我把16本
整理稿全部上交市作协，还取了个名字叫《华蓥
风暴》。”

1962年，作协重庆分会与四川省文联合
并，成立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华蓥风暴》整
理稿被带到了成都，进入省作协老大沙汀的法
眼。“1964年4月，省作协油印了《华蓥风暴》的
征求意见稿，重庆市文联还召开了专门的座谈
会，罗广斌也来了，他亲口对我说：《红岩》中的
双枪老太婆就是看了你们的整理稿后塑造出来
的。后来，我看到《红岩》的责任编辑张羽在《我
与〈红岩〉》一文中说：‘罗广斌后来在信中告诉
我，陈联诗就是他在小说中创造的双枪老太婆
的原型’。1964年6月，四川省文联借调我去成
都修改《华蓥风暴》，沙老对我的《华蓥风暴》修
改作了三点指示：（一）按自传体小说写；（二）带
批判性地写；（三）以原整理稿为基础，增、删、不
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沙汀。”

3.沙汀走了

1992年，离傅德岷第一次见到沙汀28年
后，他在北碚家里，收到了“沙汀同志丧事工作
领导小组”寄来的《关于沙汀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的通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文联、
四川省作协名誉主席，著名作家沙汀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12月14日凌晨1时43分在成都不
不幸逝世，享年88周岁。根据沙汀同志生前的
一贯作风及亲属的愿望，丧事从简，兹定于12
月24日上午9点在成都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
式。特告。”

傅德岷说：“讣告里对沙老的评价是很高
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人民文化
战士’，‘沙汀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
生，是为党和人民的文学实力辛勤耕耘并作出
了突出贡献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
一生’。”

在此之前，1992年上半年，他带着新出版

的《魂荡华蓥》去成都送给沙汀。“那是我最后一
次见到沙老。他身体已经不行了，双眼视力很
差。回重庆后不久，有一天，我听到同事王泉根
说，沙老在川报上还给你的新书写了一篇评
论。我赶紧找到报纸，是沙老写的《关于<魂荡
华蓥>》，沙老眼晴都不行了，还口述叫助手代
笔写了这篇评论，回述了我坎坷的创作历程和
人生历程，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两年以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推出了
陈联诗后人林雪、林民涛编著的《“双枪老太
婆”——陈联诗自述》，在后记里提到了当年记
录和整理者傅德岷的名字。“我记录的陈联诗自
述和我创作的《魂荡华蓥》，都可以说是给双枪
老太婆当枪手。‘枪手’有两个意思：一是记录她
的经历，二是以此护卫她和华蓥先烈们的名
誉。感谢沙老从头到尾的扶持和指导，使我终
于完成。”

他翻出沙汀《关于<魂荡华蓥>》的剪报，再
次追思这位可敬可爱、扶持后学的文坛老前辈。

春节过后，傅德岷到成都来看我。他谈到
最近和林非一起参加南朝鲜汉城“国际散文笔
会”的情况，并送我一部他新近由华夏出版社出
版的长篇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魂荡华蓥——“双
枪老太婆”前传》。这部作品傅德岷多次征求我
的意见，可惜我现在已经双目失明，不能再通览
全书了，但我对这部书的创作情况，却是很了解
的。

我们初次相识的时候，他还是大学三年级
的学生，1958年学校派他帮助双枪老太婆的原
型陈联诗同志记录整理回忆录。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傅德岷把陈联诗同志
的回忆录整理成40多万字的初稿，暂名《华蓥风
暴》，由四川作协打印成册，分发征求意见。

不久“文革”开始，华蓥山游击队被污蔑为
“土匪”、“叛徒”，“没有一个好人”，于是《华蓥风
暴》的初稿被焚，资料被抄，许多同志被斗，在这
种情况下，傅德岷冒着极大的风险，把原始记录
藏起来，才使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免遭毁灭，陈联
诗临终前拉着傅德岷的手说：“华蓥山游击队牺
牲了那么多的同志，长期被污蔑为‘土匪’，你一
定要把《华蓥风暴》写出来，为死去的同志鸣冤
啊！”这段殷殷嘱托深深铭刻在傅德岷的心里，
为了了却这笔积压已久的“心债”，傅德岷利用
寒暑假自费三上华蓥山采访，体验当时游击队
生活的真实景况。他柱着竹棍，拖着一条残疾
的腿，走岳池、上广安、到武胜，深入偏僻的山
区、农村，寻访当年的游击队员和他们的亲属，
所到之处，得到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的大力支
持，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收集了许多生动感
人的细节，扩大了视野，拓展了胸襟。他不知度
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牺牲了几乎所有的假期，潜
心创作，笔耕不辍，先后做了五次大的修改，历
时三十二年，终于完成了这部近40万字的长篇
小说。”

文/本报记者 马拉 图/杜娜

来信1 刘女士：有些人的确容易受苦
吴怡景因为爱倒苦水被最好的朋友绝情

抛弃。她的故事就像一盆冰水淋在我头上，给
了我很大震惊。我性格中有与吴怡景相似的
一面，悲观，逢人爱诉苦，幸好没她那样夸张。

然而，即使接受了事实，明白了道理，内心
仍然还是觉得吴怡景很可怜。我相信这个世
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生来就愿意做怨妇，愿
意充满负能量，若最终做了成天喋喋不休的怨

妇，一定有其不幸的原因，要么经历坎坷，要么
遇人不淑，受了很多苦。

啰嗦这么多，我到底想说什么呢？想了
想，不过就是想对吴怡景和自己说，世界本不
公平，有些人很幸运，很容易就活得幸福快乐；
有的人则不幸，苦熬半生仍一无所获。这是没
有办法的事情，但无论如何，自己的苦自己吃
吧，不用去麻烦别人，惹别人烦。

回复 找到吃苦的意义，就找到了苦的出口
从你短短的来信中，我无法了解你到底

经历了些什么，只是猜你经历了些不好的事
情，让你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大多数情
况下，我们受到的折磨和煎熬的确由我们所经
历的负性境遇引起，但负性境遇和折磨煎熬并
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负性境遇都
会带给我们持久且高强度的折磨和煎熬。

上个月，71岁的海伦女士下雨天摔了一
跤，导致膑骨骨折，在手术台上她居然作打油
诗一首：跛跛跛，手术不能躲。欣然返病床，万
事皆已妥。病病病，消灾来宏运。天道自循
环，古人有遗训。人生多精釆，诸事都撞来。
酸甜与苦辣，笑看百戏排。医护人员和亲友们
都被她乐观豁达的硬核所感动。

也许你会认为海伦女士如此对待不幸不
过是自我安慰和苦中作乐，然而，如果人生注
定需要吃苦，自我安慰和苦中作乐至少可以在
负性境遇和折磨煎熬中形成一道屏障，让我们
在心理感受上少遭一些罪，这没什么不好。

苦已经来了，就去找到它的意义。如果经
历了负性境遇，试着换一个视角去发现它的积
极面。比如自己从中学到了什么，自己体悟到
了哪些过去没有认识到的道理。这并不是要
去否认负性境遇本身的苦本身的消极面，更不
是去否认和压抑自己对其的感受；而是努力接
受已经发生的事实，不再试图去改变它，在受
苦的同时，试着发现它的价值，让当下的教训
成为未来的经验，即为苦找到了出口。

我在单位是一个小中干，像豆腐一样上压
下顶；在家里也是中间层，上有老下有小。工
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可想而知，好几年了，负能
量一直如影相随，昨晚做梦还梦到单位破产我
下岗，一家老小围着我哭。我被梦吓醒，但在
家人和同事面前，仍然是笑容满面。

之前因为严重失眠去医院看过心理科，医
生劝慰了一番，也开了一些药。道理都懂，但现

实摆在这里，改变太难。药有些效果，也有些副
作用，实在难受吃一点，有点缓解就赶紧停。
2019才差不多过了一半，已经有两位和我年龄相
近的朋友被确诊为重度抑郁，想想还是很恐惧。

谁都不容易，我不想把自己的负能量转嫁
给他人，尤其是亲友。吴小姐的经历也告诉我
这条路根本行不通。那么，我该如何安全有效
地消解压力和负能量？

周先生：负能量让我已不堪重负

提前预防，安全释放

来信2

回复

一堆名家书信的故事（上）

沙汀助我给“双枪老太婆”当“枪手”

傅德岷藏的一堆名家书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