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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远

又是一年一度“情人节”，又是一年一度的商人
狂欢。在刻意制造出来的甜蜜与暧昧的空气中，却同
时有一股寒流涌动：有些人，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

这并非一个现代问题，古人今人，失去爱的能
力，有很多种原因，一个又一个心碎的故事。这些故
事或许在揭示爱的真谛：爱情如此奇妙，跟心有关，
跟情人节无关。

一

这世上，还有什么比“永失我爱”更痛的痛？
刘德华吴倩莲上世纪 90 年代主演过一部叫

《天若有情》的电影，他是街头小混混，她是富家小
姐，有缘相爱，难解难分。他俩如此珍惜这份爱情，
最终却难逃宿命。片中主题曲《天若有情》曾被反复
传唱，“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
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彩\看我看一眼吧，莫让红
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这是一
代人的青春记忆。

几年后，他和她又主演了抗战背景的《天若有
情之烽火佳人》，他是出身名门的飞行员刘天伟，而
她是机场附近的农家姑娘丁小禾，也是机缘巧合，
两人相爱，但他不敢接受这份爱情，因为他随时可
能在与日寇空战中殉国。他告诉她：“你要记住你现
在看到的天空呀。”她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每一
个飞行员都可能消失在这儿，如果有一日我回不来
了，你都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她知道她随时可能失
去他，但她决心要做“空军的女人”。电影结尾，一场
惨烈的空战后，她泣不成声，飞蛾扑火般冲进机场，
试图搬开熊熊燃烧的坠机残骸，为自己的爱人清出
一条安全降落的跑道……

他终于还是活着回来了，她流泪笑着，拥抱爱
人。但下一次呢？毕竟，那是一个中国飞行员几乎悉
数血洒长空的悲壮年代。

学者齐邦媛在回忆录《巨流河》中写过一个青
年，张大飞，他是辽宁人，“九一八”之后流亡关内，后
来成为一名飞行员，一直与齐邦媛保持着通信。
1943年 4 月，他到学校来找她。
他有一年没有见到她了，第一面就说：“邦媛，你

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她陪他往校
门走，走到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她在一道屋檐下
站住，把她拢进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抱着她靠
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她听见他心跳如鼓。
只有片刻，他松手，说：我必须走了。

她一直等他凯旋。但在抗战胜利前 3 个月，她
得知了他殉国的消息，还有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上
说，他是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他还写
道：“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
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

这是《巨流河》中最痛彻心扉的一章。日本投降
消息传来，在重庆，人们上街彻夜狂欢。齐邦媛也在
游行队伍中，但她走到当年与张大飞最后见面的校
门口时，在此处，他曾拥她入怀。少女瞬间万念俱灰，
离开拥挤的人群中，把自己关在屋里，哭得昏天黑
地，她明白自己永远失去了什么，那个拥她入怀的青
年。1999年，齐邦媛 75岁，回大陆探亲，在南京紫金
山麓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山坡上，找到一块石
碑，上面有个名字，和一行字：

“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1918 年生，1945
年殉职。”

天人永隔。她已垂垂老矣，看透生死，但有些
人，注定不会忘记。导演徐克曾想把她和张大飞的
故事，搬上电影，但她表示：希望自己有生之年，都
不要看到“这部电影”的诞生。只有她，懂得自己的
痛，到底有多痛。

永失我爱，也永远失去了生命中的某种热忱、
激情甚至希望。在《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的的妻子
被赶回娘家，自誓不嫁，其家逼之，投水而死，焦仲
卿闻之，“自挂东南枝”，自缢于庭树。殉情是一种选
择，还有一种选择，是行尸走肉般活着，毫无热情地
活着。活着，只是一种本能，或者一种任务，余生沉
浸往事不能自拔，清初词人纳兰性德写有一句“我是
世间惆怅客”，令人欷歔至今。纳兰性德娶妻卢氏，一
对璧人，不料婚后三年，佳人溘然长逝，从此他词风
大变，“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几乎无词不
伤、无词不泪，不久他也抑郁病故，年仅三十岁。

“世间惆怅客”——— 多么形象，永失我爱，自己也
成了这个世界的客人，余生的主题，是无法排遣的

惆怅，什么也无法替代，除了等在前方的死亡。

二

心，其实也是会枯萎的。
纳兰性德在原配卢氏病逝后，又娶官氏为继

室，但两人内心相隔，他实觉孤寂。一个人，终究无
法代替另一个人。

“塞上牛羊空许约”，萧峰与阿朱的爱情，是金
庸小说中最令人肝肠寸断的一幕。她在他最失意
的时候，陪伴他，许下抛开江湖恩怨、厮守塞外的
诺言，但造化弄人，他失手打死了她，而那一瞬间，
他也真正爱上了她，他亲手葬她，双眼一瞬不瞬，
“只要几把泥土一撒下去，那便是从此不能再见到
她了。”这泥土终于撒下，而他的心也从此永远残
缺一块。从此以后，无论他何等叱咤风云、英雄盖
世，无论他有多少可以同生共死的兄弟，但他不会
再爱上任何一个女人。他走在江湖上，叱咤风云，
威风八面，但他终究是悲苦的，寂寞的。

爱，是人生一道分水岭。爱过之前，人是孤独
的；爱过，又失去之后，人是寂寞的。

某个月圆之夜，苏东坡想起亡妻，已分离十
年，“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也是在某个漫漫长
夜，贵为天子的李隆基午夜梦回，想起了杨贵妃，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这寂寞，是
噬心蚀骨的。

诗人韩东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我和你》，在小
说中，“我”爱上了学音乐的女大学生苗苗，她比他
小得多，他那般迷恋她，把自己的全部、所有的爱
都给了她，但爱情的付出与收获，从来无法精确计
算，在各种误解、争吵之后，苗苗给了“我”致命一
击：“我不爱你了！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他俩分
手了，她回到了前任的怀抱，而他挣扎在绝望中，
试图想调整自己，读书、练气功、找朋友倾诉自己
无法遏止的爱恋……都无济于事。痴狂的爱所带
来的那种细密的、潜隐在琐屑的日常生活中、挥之
不去的疼痛，他无法挣脱。

小说写道：“和苗苗分手四五个月的时候是最
难熬的，我觉得每时每刻都备受煎熬，觉得过不下
去了。而一天当中，晚饭前后是最绝望的。吃完晚
饭，我无法在家里再待下去，必须出门。我也知道
不能再找朋友们聊苗苗了，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
我知道没有人愿意见到我，但这个门我还是必须
出的……”但是“我”发现，已经没人愿意再听自己
倾诉爱的绝望与悲伤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再
也没有地方可去了，没有人可以找了，我不免惶恐
起来，脚步也随着慢了下来……”

爱得太炽烈太投入，整个生命几乎为一段情
燃烧殆尽，当终于要面临失去时，人已精疲力尽、
心力交瘁，感觉已不会再爱上任何人，也没有能力
再爱上任何人。“爱无能”，是一种深切的悲哀，众
多《我与你》的读者，都为这部小说难过与惶惑，进
而思考恋爱与失恋对于一个人的意义。恋爱是一
种沉溺，而失恋则是孤身一人，溺于深水之下，如
何挣脱出来？小说中写道，“惟一的办法就是再爱
一次，再爱一个人，管他是谁呢？但不管是谁都是
没有出路的。”是的，无济于事，因为心已为一人而
枯萎，而这个人，能让你的心枯萎的人，“曾经沧海
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又怎么可能是可以轻
易替代的？

“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 很
多人失爱之后，无计可施，后悔当初。后悔如此无
效，而遗忘又如此艰难。

法国女神苏菲·玛索曾在 007 电影《黑日危
机》中演过一个反角，石油大亨的唯一继承人，因
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她爱上了绑架她的悍匪，一
起合谋来危害世界。这是 007系列电影中屡见不
鲜的桥段，此类爆米花电影带来的也更多是感官
刺激。但《黑日危机》中，楚楚动人而又蛇蝎心肠的
苏菲·玛索，仍有令人感慨之处。她的男友，因为头
部受过打击而丧失了感知疼痛与爱的能力，两人
独处的时候，她从背后搂着他，幽幽问道：“那些欢
愉，你都忘了？”她被他冷漠地挣开，只余寂寞。

是的，假如外力的物理打击，能够简单粗暴而
又精确无比地消除一个人关于爱的记忆，那绝对
是救人无数的科技突破，但这只是科幻。只有时
间，才是救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写爱情
的神秘美好与忧伤哀恸，谁能超过李商隐？而细读
李商隐，他亦是在岁月中走着寂寞长路，回忆自己
爱过的人，直至生命终点，回首往事，仍然无法完
全释怀。

三

古龙笔下的阿飞，又是另一种情形下，失去了
爱的能力。

这是一个骄傲而倔强的少年，他错误地爱上
了“天下第一美女”林仙儿，并按自己的美好想象
来想象自己的“恋人”。但残酷的是，林仙儿是个套
路极深的荡妇，她一直欺骗阿飞，她可以跟除了阿
飞之外的所有男人上床，却一直在阿飞面前装作
完美无缺的纯洁模样。阿飞认清了她的面目，因为
爱，原谅了她，以为她会改。但她仍然欺骗愚弄利
用他，她有恃无恐，所恃的，就是阿飞对她的爱。但
终于有一天，她的套路玩不下去了：

“阿飞盯着她，良久良久，忽然道：‘我只奇怪
一件事。’林仙儿道：‘你奇怪什么？’阿飞慢慢地站
了起来，一字字道：‘我只奇怪，我以前怎么会爱上
你这种女人的’……”

外面下着大雨，阿飞扭头就走，她扑倒在他脚
下，抓住他的衣服。他没回头，只把衣服脱了下来，
精赤着上身走入雨中。他终于摆脱了心灵上的枷
锁，而她却还在紧紧抓着那件衣服，“因为她知道
除了这件衣服外，就再也抓不住别的。到现在，她
才知道阿飞对她是多么重要。因为她已永远失去
了他。”

很多年前，就有人痛悔地下过结论：“动什么，
也不能动感情”。五月天就唱过这么一首歌：“你决
定不恨了\也决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
锁上的躯壳……”

最终考验爱情的，其实是情侣之间的信任，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爱情上受了伤，从此
不敢爱怀疑爱甚至恐惧爱蔑视爱。一个人，缺乏安
全感却又渴望亲密关系，怎么办？英国人工智能专
家大卫·利维写了一本书叫《与机器人的爱与性》，他
预测：若干年后，人类与机器人结婚将正常化。
事实上，现在已经出现陪伴类机器人，人工智

能突飞猛进，未来会怎样？英国电视剧《黑镜》中，
就有一个故事，讲人与机器人的共同生活：玛莎的

丈夫因为车祸去世，她无法接受这一切，朋友为她
订制了一个具有高度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完全根
据她丈夫的音容笑貌和行为习惯打造，“他”甚至
比原来的丈夫对她还好，因为“他”通过精密数据，
知道如何让她身心最满足。

但这部电视剧终究还是否认“人爱上机器”这
个命题，因为机器人再好，也只是为了取悦她，
“他”没有感情。

机器人不会玩套路，但又何尝不是最大的套
路？

四

走出“爱无能”，重新获得去爱的能力，很重
要，这是一种自我救赎。

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十字军骑
士》，其实也是一部爱情史诗。血气方刚的青年骑
士兹皮希科对纯真无邪的少女丹露霞一见钟情，
为了给她母亲复仇，攻击十字军骑士团的使臣，
结果被判处死刑，死刑台上，丹露霞突然用披纱
蒙住兹皮希科，他因此得救。这是一种波兰古代的
习俗：凡是被处死的人，只要有少女嫁给他，他就
可以免除刑罚。他和她彼此深爱，但她和自己的父
亲，却不幸落入骑士团的圈套，受尽折磨欺凌。兹
皮希科历尽艰难，将她救出，但她已奄奄一息，不
久就离他而去。他的心中充满了复仇的怒火，他认
为自己再不会爱上另外一个人。

但另一位姑娘，雅金卡，已经爱上了他，这是
一个热情、大胆、美丽和善良的姑娘，书上写道：
“她既像一棵樱桃树，又像一棵小松树，她的一切
都是那样完美。婀娜多姿的身材，宽广的肩膀，仿
佛是用大理石雕塑而成的胸部，鲜红的嘴唇，还有
那双机灵的蓝眼睛……”他经历了心灵的挣扎，还
是接受了她的爱，相爱结婚，而他最后也实现了自
己的承诺，手刃仇敌，为丹露霞报得大仇。

这是一个幸福的句号。读者发现，其实，更适
合兹皮希科的，是雅金卡。还好，他俩没有错过。
世界那么大，余生那么长，一定还会出现那么

一个人，将燃起你更加炽烈的爱。或者，不再需要
多么炽烈的爱了，宁肯这爱平淡，或者，只跟一个
适合自己的人，相伴走下去。

五月天的歌，还是鼓励人们走出爱的伤痛：
“为什么失去了\还要被惩罚呢\能不能就让悲伤
全部结束在此刻\重新开始活著……”今年情人节
期间被奉作经典的电影《爱乐之城》，其实说的就
是一个当爱消亡之后重新爱的故事：他和她爱于
艰难岁月，为了梦想，共同奋斗，用爱彼此温暖，但
即将接近梦想的时候，他们的爱情也走到了尽
头……电影结尾，最为催泪：她功成名就，与另一
个男人结婚，走在街头，突然听到熟悉的音乐，抬
头，看到了他一直梦想开办的爵士俱乐部。他和她
已经五年不见了，如今重逢，他为她弹起熟悉的曲
子，她开始想象人生可能有哪些不同：“如果我们
还在一起，我们还彼此深爱对方吗？”一曲已了，白
日梦醒，她和他对望，然后起身离去。相忘于江湖。

有人戏称，《爱乐之城》，是一部“不能带现任
去看的电影”，因为这是“致真心爱过的前任”、“写
给前任的情书”，许多情侣泪流满面之际，想起了
自己的前任——— 假如还是我们，我们将会怎样？但
其实，这部电影打动人心的，不是前任，而是已经
逝去的爱情。很伤感，却不得不接受。

自古至今，爱是双刃剑，让人梦寐以求，又让
人恐惧逃避。两年前，美国有过一项统计，说美国
的单身人士数量第一次超过了已婚人数。即使在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不愿
结婚、宁肯单着的人，也越来越多。每个人，每个选
择，都有一个伤心故事。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恨。

无爱无恨，是一种解脱；痛极再爱，也是一种
解脱。而这种爱，是不一样的，是一种深刻的成长，
一种心灵的救赎，一种夹杂着爱与怕还有更加珍
惜的选择。

好在，虽然有那么多“爱无能”，但更多的还是
对爱的努力。毕竟，对爱情的追求，就如同人类生
命一样生生不息，愿意付出，愿意牺牲。因为，爱是
一种本能，并非商人用玫瑰刻意装点而成。有一篇
文章叫《用数学告诉你两个人相爱的概率是多
少？》，这个世界上 70 多亿人，一个人爱上另一个
人，概率极小极小，远远小于中 500 万大奖的概率，
又怎么不值得珍惜、怎么不值得用所有能量去爱？

虽亿万人，只想遇见你。多么好的感觉。

你失去爱的能力了吗？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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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沈括与苏颂，可谓是北宋科技史上的双子星
座。沈括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对天文、历
法、地质、光学、医学、数学等领域都有过探索，最早
发现了地磁偏角，并提出日月星体为球形，月球并
不发光，其光来自太阳光的反射。假如不是对大自
然的奥秘保持着赤子一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恐怕
沈括不会有那么新奇的发现。

可与沈括比肩的苏颂，则在天文与器械制造方
面取得超人的成就，他设计与组装的水运仪象台，
是一个集观测天象、计算时间、报告时刻诸功能于
一体的自动化天文机械，率先使用了擒纵装置，由
水动力驱动，一昼夜浑象自转一圈；每到一定时刻，
就有木人自行出来敲钟击鼓、报告时刻、指示时辰。

有意思的是，沈括属于新党阵营，苏颂则比较
同情旧党。不过今天我们并不打算讨论沈、苏二人的
政治立场，而是想来讲述一桩与苏颂有关的故事。

熙宁—元丰年间，苏颂曾担任开封府知府，但
在元丰初年，他就被宋神宗贬到小郡濠州(今安徽
凤阳)当知州。苏颂之所以被贬谪，是因为受到御史
舒亶的弹劾。众所周知，舒亶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
新党中人，也是一名在人格上有污点的小人，因此，

他弹劾苏颂，一直被认为是党争的表现，是对苏
颂的构陷，比如历史作家曾纪鑫便认为，苏颂以
前得罪过变法派的李定，而李定与舒亶是同盟，
二人便合谋算计苏颂，制造了这么一起冤案。

但光凭史料记述，我们很难说苏颂被贬是受了
冤枉。勿宁说，是苏颂自己犯了错误，才被御史弹劾。
事情得从开封府下辖祥符县的知县孙纯说起。

元丰元年十月，孙纯因为升任梓州路(今川
北)提举常平官，需要一笔钱赴任(大概是作为盘
缠吧)，便找大相国寺住持行亲借钱。行亲以前替
孙纯“主治田产”，两人是旧识。老朋友要借钱，行
亲也不便拒绝，便挪用了寺中公款“常住钱”一百
贯，借给孙纯。所谓“常住钱”，是指寺院的公有钱
物，而非住持个人的财产。

行亲挪用“常住钱”借人这事儿，不想被相国
寺僧人宗梵发觉了，宗梵便到开封府控告主持行

亲“辄持百千出，疑有奸”。但苏颂不受理这一诉
讼，驳回诉状说：“宗梵所告之事并不关己，没有
诉权；寺庙常住钱也非官钱，官府不应干预。”并
以诬告为由，将宗梵打了一顿板子，打发回去。而
孙纯听说宗梵检控，也赶紧将钱还给了行亲。

御史舒亶得悉此事，立即上疏弹劾苏颂包庇
孙纯。因为寺庙的“常住钱”包括政府拨款，属于
公款，按照大宋法律，官员私自借用公款，“借贷
之人各合有罪”，苏颂的做法，明显是故纵孙纯。
而且，听说孙纯还是近臣之亲，京城有近臣给孙
纯透露了行亲被告的消息，让他赶快偿还贷款。

神宗一听，震怒：这还了得，“辇毂之下，近臣
敢以情势挠法，审如此，则不可不治”。立即委派
同判刑部员外郎吕孝廉、权大理少卿韩晋卿“于
同文馆置司”，在同文馆成立临时法庭，彻查此
事。北宋同文馆为接待高丽使团的馆舍，因房屋

宽敞，又常闲置，时常被大理寺等司法机关借用
来作为审案之所。

这时苏颂也“自请罢职”，接受调查。宋神宗
于是任命翰林学士兼侍读许将“权发遣开封府”，
接替苏颂。

经查，御史舒亶的指控属实，而且发现孙纯
原为苏颂“女婿堂妹之子”，开封府判官徐大方、
推官许彦先曾密谕孙纯偿还行亲借款。吕孝廉与
韩晋卿当即裁定苏颂“坐失出杖罪”。但舒亶又抗
诉，认为孙纯与苏颂“实为近亲，不可以失论”，这
不是“失出人罪”，而是更严重的“故出人罪”。

神宗皇帝最后采纳了舒亶的主张，以“故出杖
罪”降了苏颂的官阶，徒知濠州；孙纯“夺一官，并
勒停”，降一级官阶，并且停职，提举常平官显然是
当不成了；徐大方、许彦先“冲替”，一并降职；韩晋
卿、吕孝廉也“坐理断不当，各罚铜二十斤”。

苏颂其实是一名正直的官员，但孙纯事件的
发生又显示这个正直之人也有性格弱点，那就是
比较容易同情朋友，有时候难免会徇私。那舒亶对
苏颂的弹劾是不是出于党争的动机呢？我们很难
证实(或证伪)，但我想说，即便舒亶出于党争立场
而发起弹劾，也无可厚非，因为他并没有构陷，倒
是苏颂对孙纯案的处理，确实授人以柄了。

苏颂的故事
大大宋宋往往事事

“ 有一篇文章叫
《用数学告诉你两个
人相爱的概率是多
少？》，这个世界上 70
多亿人，一个人爱上
另一个人，概率极小
极 小 ，远 远 小 于 中
500 万大奖的概率，
又怎么不值得珍惜、
怎么不值得用所有
能量去爱？

“ 在北宋科技史上与沈括齐名的苏颂，其实是一名正直的官员。但
因同情朋友而徇私，被弹劾也无可厚非

本报记者姜锦铭

“献身甘为万矢
的，著述求为百世
师。”梁启超曾如是
说。

“尚拟一挥筹运
笔，书生襟抱本无
垠。”杨度曾如是说。

无论他们自己怎
样看待个人与社会，
也无论后人如何评价
他们，梁启超和杨度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
却是实实在在留下了
明显的印迹，这种“印
迹”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各方面资料的发掘
将会越发清晰。

相比别的图书，
刚刚出版的《杨度与
梁启超》的独特之处
在于两位作者正是传
主的后人。杨友麒是
杨度之孙，吴荔明是
梁启超的外孙女，而
他们两人又是挚爱情
深、相伴相依近六十
年的患难夫妻。

2 月 16日，在新
书发布现场，82岁高
龄的杨友麒接受了记
者提问。

问问：：什什么么时时候候想想
写写这这样样一一本本书书？？

答答：2011 年，杨
度思想研究中心成立时开始琢磨，当
时写了论文讲杨度、梁启超合作共推
宪政。

问问：：对对祖祖辈辈的的认认识识经经历历了了怎怎样样的的
过过程程？？

答答：：前半生影响全部是负面的，我
当时高考进入留学预备部，前几名直接
录取进去，但最后因为家庭、社会关系
复杂，没有让我出国，当时感觉自己是
二等公民。家族可以说是个包袱。能凭
自己的才干得到的东西，都被家族的负
面影响压下去了。改革开放之后，观念
开始有变化。

我一直知道爷爷是地下党员，虽然
周恩来后来临终时才说，但我们一直知
道。其实周恩来、陈毅他们都清楚杨度
的情况，我父亲（注注：：杨杨公公庶庶）是政协委
员，和他们有接触，所以我知道。父亲当
时没回上海，是章士钊拉他参与了国共
和谈代表团，身份是“电报员”。

问问：：如如何何概概括括杨杨度度和和梁梁启启超超二二人人
的的关关系系？？

答答：他们都秉持“救国医民”之道，
开始是互相了解的挚友，后期则是政
治上的宿敌。袁世凯称帝，杨度搞了筹
安会，梁启超发动护国战争，两人完全
对立，护国战争声明里第一条就是严
惩帝制祸首杨度。事情到蔡锷去世时
有变化，蔡锷临终时在日本，他专门写
了遗书给政府为杨度求情，说杨度是
个人才，跟那些政客不同，不是为了自
己，而是为了探求中国的发展道路，应
该得到豁免。因为蔡锷和杨度、梁启超
都是很好的朋友。包括蔡锷从袁世凯
处逃跑的事，也和杨度说过，还拉杨度
一起走。就像梁启超说的“不要因为政
治关系影响私人交情，也不要因为私
人交情影响国家大事。”再后来梁杨两
人也没有交集了。梁启超死时，杨度写
了副对联，隔空相挽：“事业本寻常，成
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
欲杀，我独怜才。”

星庐老人(注注：：李李肖肖聃聃)写过集子，
意思是他和杨梁二人都工作过，有资格
评价，他认为杨度才华超过梁启超，但
因过分投入政治活动，不如梁启超后来
做了 10年学术成绩大。

问问：：为为祖祖辈辈立立传传，，如如何何避避免免““为为尊尊
者者讳讳””，，让让感感情情节节制制让让历历史史真真实实。。

答答：：感情其实不很强烈，一方面很
长时没有见过面，另一方面他们对我
切身的影响全是负面的。不过怨恨也
没有，当时觉得知识分子本来就是改
造对象，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谁让我
摊上这个家庭？后来发现他们的东西
远远超出年轻时的理解，年轻时只是
跟着大家一起批判，但实际上有很多
宝贵的东西。

问问：：成成书书后后还还有有什什么么遗遗憾憾吗吗？？
答答：：我觉得书目还是不够，这两个

人的材料太多、太精彩，我消化的只是
一小部分，恐怕有生之年也来不及都
消化了。

本来要写杨度、梁启超和袁世凯，
来不及写。

（实实习习生生曾曾宇宇清清对对本本文文有有贡贡献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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