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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上周专栏《告别前妻，他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当事人胡海涛的前妻（详见7月7日本报6版），她和前
夫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她在离异后主动频繁约见前夫？她对自己的过往、当下、未来，如何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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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前夫，她花了3万6千元求助复合机构

倾诉 手记对话

张娓：你付了复合机构多少钱？
吴波：3万6，我半年的工资。
张娓：不是一笔小数目，能够感受到你的确很

渴望与前夫复合。
吴波：只要他愿意复合，我做什么都可以。
张娓：他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吴波：万一他回心转意了呢？
张娓：接受现实比什么都重要。你都知道只

是万一，万分之一，还为了这个万分之一继续花钱
请复合机构指导？继续耗心苦苦等待？残酷地
说，与万分之一相对应的是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
九，即绝对大概率是钱白花，时间白浪费。

吴波：我还有其他选择吗？
张娓：当然，至少可以更爱惜自己，比如把钱、

时间、心力用来做真正对自己好的事情。
吴波：和他彻底分开，对我来说就是前半生就

彻底失败了，人生没啥意思了。
张娓：很多婚姻都是以结束告终，这是让人沮

丧，但不至于因此否定人生。

接受现实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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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大后方书系·散文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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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五期专栏，打望这批
书信背后的故事。

1.劝信

1949年后排的文学大师排行榜“鲁（迅）郭
（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上，“鲁郭”
不说了；而后面四位写手“茅巴老曹”，究其实力
和影响，坐倒数第二把交椅的老舍，本该排在

“茅巴”前面。其中五位寿终正寝，只有老舍跳
湖自尽，死得惨烈，以致于“老舍之死”成了一个
现象级的悲壮事件。

但20多年来，由于诸多因素影响，在“老舍
之死”的冷硬灰黑之中，平添了一抹玫瑰红。现
在随便在网上一搜“老舍 赵清阁”，各类画风
的帖子就龙飞凤舞了：《老舍与赵清阁的一段水
晶之恋》《老舍之死竟与一段婚外情有关，那段
历史让一位才女不堪回首》《赵清阁：给你最好
的爱情，便是“各居一城，终生不见”》《老舍与赵
清阁同居过吗？》《老舍这么老实的人，居然也搞
婚外恋和女作家赵清阁同居过》。显然，老舍与
赵清阁曾经秘而不宣的关系，现在已成民国史
和现代文学史的一种常识，据说也同时成了现
代文学专家们的一道坎。

上海滩文坛领袖、老一辈剧作家杜宣是赵
清阁多年好友，其孙女商羊在追悼杜宣的文章
《怀念一个人和他的女朋友们》中，曾勾画了赵
清阁晚年的样子：“我因他认识了一个同样淡淡
的女人，是赵清阁先生。赵先生是一个眉目俊
朗的老太太，肖虎，和公公（即祖父）同年。长得
瘦小。独身终老。正如此，她的神情从不婆婆
妈妈，身体的气息干干净净。”

她发现他们在一些公开场合见面，祖父总
是会拥抱一下赵清阁。“我也总是觉得公公的拥
抱有着安慰的意味。可是他怜惜她什么？不得

而知。公公赞美女性，最高的褒奖是‘高标动
人’，我不知道看他如此赞美了多少女性朋友，
都是文字上的；言语中，我只听他这样说过的，
就是赵先生。”

祖孙俩也见证了赵清阁最后的生命现场。
1999年她临终前住在医院，商羊陪祖父去探望
时，杜宣曾想“劝她把收存的某君写与她的书简
交归国有。某君即是她不嫁的缘由。书简虽为
私人信函，但因某君在文坛的地位，其文其论应
亦是文史资料”，但最后杜宣还是没说出口。不
久，赵清阁逝世当天，祖孙俩赶去吴兴路赵清阁
家里悼唁。“房间里还有许多文学大家写给赵先
生的条幅立轴，也据说都是复制品，真迹已经捐
出。唯一的一幅真迹就是挂于床头的一页素笺，
那是某君在赵先生某年生日所赠。那些书简，听
说最终被赵先生烧毁。公公有点可惜，我觉入情
入理。那样的物什，男人看到的是价值，女人看
到的是情义——这也不是说我就比公公高明多
少，只是说明男女在看待某些问题上先天注定地
会天壤之别。赵先生走后不久，公公终于说出他
想说的话：‘我原本以为才女高标，洁身自好，是
一件至善至美之事；可是看到赵清阁的结局，大
受刺激。独身可以，但不要因为一个男人。好的
女子一定要有好的感情呵护着，不能给予她们这
种保障的男人，不配去接近她们’。”

这个“某君”，就是老舍。杜宣想劝赵清阁
把他的信留下来，可惜没留成。

2.烧信

赵清阁临终前，一把火烧了老舍写给她的
私人信件，她为什么要烧信呢？无人知晓，但有
一个大人物写给她的一封信，可能是动因之
一。这个大人物，就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

赵清阁抗战时在重庆就认识周恩来，1976
年周逝世后，她写了一首长诗哀悼，寄给邓颖
超，从此两人结为好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出版的《邓颖超书信选集》收录邓致赵清阁的
信就达7封之多，邓称她为“清阁姐”“敬重的清
阁同志”。

邓颖超在1985年7月26日致赵清阁的那
封信中，谈及她一个早年旧友：“最近，你来信提

到秦德君，此人，我深知她的底细。你提到她最
近在香港发表过去的情况，我认为不仅无聊，而
且也很无耻，能够相信她的人可能不会多的。”

重庆忠县妹子秦德君是1923年就入党的
革命家，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非常活跃
的人物。邓颖超写信前的两个月，1985年 4
月，秦德君在香港《广角镜》月刊上发表《我与茅
盾的一段情》，第一句就是“我和茅盾在日本有
过一段恋情，至今记忆犹新”。此时，茅盾已逝
世四年，其自传《我走过的道路》上、中两卷已出
版，对秦德君的名字只字未提，他什么都没说；
1999年秦德君94岁去世，同年中央编译出版
社推出其自传《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
世纪》，她什么都说了。

其实1985年逝世的胡风，在《胡风回忆录》
（1993 人民文学出版社）全书第一章“东京时
期”第一节“偶遇秦德君”写到：“我是1929年9
月和同学朱企霞一起去东京的。上船后遇见了
秦德君，她是我在南京上中学时的教员穆济波
的夫人，当时见过。1927年大革命时在武昌，
我在他们夫妇租住的房子里借住过，1927年底
到1928年初又同在南昌。在船上见到后，知道
她已离开穆，这时和茅盾在京都同居。她这次
回国是为茅盾讨版税，看朋友……船到长崎暂
停时，茅盾从京都坐火车赶来接她。他们坐在
甲板上谈话，我上甲板时遇见了，只是彼此望见
点了点头，我没有上前去，也就没有谈话。好像
是茅盾把她接上岸坐火车回京都去了。”

由于秦德君有过“不良”记录，所以邓颖超
可能从“为尊者讳”的原因，对秦的回忆提出强
烈的批评，在情理之中。但想不到，这也可能对

“清阁姐”一把火烧掉老舍的信提供了动力。

3.留信

赵清阁还是留下了老舍的四封信，编入了
《沧海往事：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一书
中，去世六年后2006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
出。上海师大老舍专家史承钧在后记中说，该
书包括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阳翰笙、谢冰
莹、陆晶清、苏雪林等50多位名人200余封书
信，都是他们写给赵清阁的，郭沫若、老舍的全

集和书信集都没收录。
老舍写于1955、1956、1957、1964年的四

封信，除了开头的“清弟”称呼和最后的“舍”落
名，略带亲近，其余内容，毫无私秘，可能这也是
清阁放生它们的原因。

“快到你的寿日了，我祝你健康、快活！许久
无信，或系故意不写……我感谢你的深厚友谊”

“家璧来，带来茶叶，谢谢你。昨见广平同志，她说
你精神略好，只是仍很消瘦，她十分关切你，并言
设法改进一切。我也告诉她，你非常感谢她的温
情与友谊。”“近日想念甚切，因王莹由南返京，说
在沪没见到你，我甚不放心，也不写写信，怕你或
在积极学习中，昨得函，始悉你又病了。我前日给
家璧函，提到你的关心，叫他去看你。切盼你病况
急速好转，好多服务。”“知病势有发展，极感不
安！千祈静养，不要着急，不要苦闷，治病须打起
精神去治，心中放不下，虽有好药亦失效用。练练
气功，这能养气养心，所以能治病。”

心病哪有药来医！老舍明知“心中放不下，
虽有好药亦失效用”，所以就不像曹禺《雷雨》中
的周朴园劝繁渏吃药那样，劝清阁吃药，还题赠
清阁几首“养气养心”之诗。两人也并未像坊间
所传清阁曾对老舍发的毒誓“各居一城，终生不
见”，1949年之后，倒有过几次交集。

1960年4月，赵清阁到北京戏曲学校体验
生活，老舍忆及重庆岁月，赋诗《忆蜀中小景二
绝》并写成条幅相赠：“蕉叶清新卷月明，田边苔
井晚波生。村姑汲水自来去，坐听青蛙断续鸣”

“杜鹃峰下杜鹃啼，碧水东流月向西。莫道花残
春寂寞，隔宵新笋与檐齐”。

重庆岁月，是两人共同难忘的回忆。1987
年11月，赵清阁在致傅德岷的信中说：“北碚
《区志》，我已有所阅，北碚的确有些可回忆的
人、事，惜乎没有时间写，稍空时当写点滴寄去，
但难求详细也。（例如日前梁实秋在台病故，北
碚时我们所居比邻。）”。

1961年6月赵清阁47岁生日，老舍寄联贺
寿，清阁芳名，镶珠嵌玉：“清流笛韵微添醉，翠
阁花香勤著书”；1963年4月，老舍到广州开会
后到上海呆了三天，见了清阁妹妹，是为永别，
因为三年后，1966年8月23日，15年前被北京
市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自沉太
平湖，终年67岁。

傅德岷说：“老舍之死，有种传说，关键是回
家以后，家人都不理他，很冷清，既无饭吃又没
茶喝，精神上打击非常大。外面不理解，家里也
这样，所以他就绝望了，在太平湖边坐了一天，
才跳的湖。家里面的人，要是发现他不见了，去
找一下，劝一下，安慰一下，可能就回来了噻。”

清阁终身未嫁，1999年85岁把老舍的信
烧完才走，家里剩下老舍的唯一墨迹，就是“清
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这时离老舍
离世，已33年。不知当年老舍跳湖之夜，想不
想得起比自己小 15 岁的赵清阁，“三十六
（1947）年于春申江上”写的短篇小说《落叶无限
愁》，那一段已有家室的中年教授邵环和年轻女
画家灿的陪都之恋，战时之恋，显然自传性极
强；不知老舍还想不想得起邵环对灿的告白：

“让我们想法子逃到遥远遥远的地方去，找一个
清静的住处，我著书；你作画；与清风为友；与明
月作伴；任天塌地陷；我们的爱情永生！”

文/本报记者 马拉

一堆名家书信的故事（四）

老舍：清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

11日下午在两江新区金福路的一家茶楼
和吴波见面，我问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每次主
动约前夫见面内心到底是什么感受？她沉思了
一会说刚开始有点兴奋，现在也觉得无聊。我
请吴波更详细地陈述。吴波说每次和胡海涛见
面前，复合机构的老师都会指导我，见面后也要
向老师汇报，由老师制订下次约见详情。渐渐
我觉得自己像个由老师操纵着的木偶人，时间
长了还是很无聊。

我点点头，为她的这个感受点赞，我给她茶
杯里加了点热水，看着她的眼睛缓缓地说，我们
每个人都有看错人，走错路，做错事的时候，这
种时候唯一正确的事情就是尽快转身、及时止
损。吴波说复合机构说只要我紧抓不放，最终
胡海涛会回到我身边。吴波表情有些犹豫地自
言自语，我深深叹息了一声说，你紧紧抓住的到
底是什么？无非是他对你一次又一次的贬损、
羞辱，和随之而来的创伤、痛苦。放手吧，放过
这一切，也就真正放过了自己。

上周二胡海涛的老婆来找我，说她
已经决定和胡海涛分手，讥讽我纠缠前
夫插足他们婚姻成功。接着周五胡海涛
也来找我，请求我无论如何也要放过他，
他必须彻底和我分开，还说即使现任离
开了他，他也不会和我复合。周日又在
报纸上看到了我们的故事。张老师虽然
没明确批评我，但态度也很清楚，完全站
在现任那一边。知道事情所有来龙去脉
的闺蜜叫我必须勇敢面对，不要再背“惹
人烦前妻”这个锅了。

胡海涛的现任老婆口口声声说她不是
小三转正，当初胡海涛追她时撒谎说自己
是单身。但胡海涛自己也承认正是遇到了
她才回来和我离婚。就算她说的是真的，
胡海涛欺骗了她，她主观上没想当小三，但
客观上她破坏了我的婚姻，让我成了离婚
女人。我不可能不恨她。闺密认为我最该
恨的人是胡海涛，我不这样看，尽管离婚时
胡海涛伤我很重，但胡海涛和我是儿子的

亲爹亲妈，我们打断骨头连着筋，我最恨的
还是侵犯摧毁我婚姻的人。

从离婚到现在，我心里从没放下过胡
海涛，我一直觉得他只是在贪玩图新鲜的
折腾，早晚会后悔回到我身边的，我们才是
真正的一家人。他坚持和我离婚，和外面
的女人结婚，我很难过，但我还是不相信这
是最后的结果。

我想获得最后的胜利，就在网上寻求
复合机构的帮助。在我付了佣金之后，复
合机构就派老师一对一指导我，第一步就
是温柔纠缠，激怒胡海涛的现任老婆主动
离开他。第二步是重塑魅力，挽回胡海涛
的心。第一步成现在这个结果，我哭笑不
得心情很复杂。如愿以偿气走了胡海涛的
现任老婆，同时也气走了胡海涛。老师说
只要我复合的决心够强，就不要轻易放弃，
继续挽回。闺蜜坚决反对，觉得我继续坚
持没有任何意义，不仅糟蹋钱也糟蹋了自
己所剩无几的青春。

我就是那个惹人烦的前妻
吴波（36岁，职员） 尽快转身，及时止损

赵清阁老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