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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大师的婚姻揭露四种境界的幸福
文章、马伊王利离婚刷屏，而这些婚姻更让人深思

十年前，我为了学分，选修

了一些文史类课程。

在上《中国近代文学史》的

时候，老师花了两个星期，讲述

了四位著名作家的生平，尤其是

他们的婚姻部分。

01第一个是郭沫若

老师说，这位文学大师一

生有三位妻子、一个情人，然而

他毫无责任感可言，为了自己的

兴趣和事业，对这些女人始乱

终弃。

最后这四个女人中，两人上

吊自杀，两人对他怀恨终生。他

有十几位子女，但大多拒绝认他

做父亲。

郭沫若晚年孤独一人，沉溺

于抄写死去儿子的日记，可谓凄

凉至极。

老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语

调冰冷，不带感情。

02第二个是老舍

老师讲他，花的篇幅颇

长。

老舍年轻时家境贫困，一

位刘姓善人资助了这对孤儿寡

母，甚至送老舍出国读书。

老舍爱上了刘善人的女儿。

可等他学成归来，这位大善人已

散尽家财，剃度出家后去世了。

他的女儿因为家道中落，去

做了最下等的暗娼。

这个没有故事的故事，成了

老舍心里舍不去的痛，他写下《无

题》和《微神》两篇小说，纪念

自己的初恋，并直到34岁才通

过朋友介绍成婚。

他的妻子也是新青年，也从

事文化工作，在困难时期也非常

支持老舍。

照理说，这种关系也算很理

想，但老舍对婚姻始终缺少热

情，寥寥几篇写给妻子的文章，

也只见出于情理的愧疚，不见一

点内心深处的波澜。

在西南联大时，他曾遇到一

个红颜知己，但被妻子阻挠，最

终他也没敢像郭沫若那般破釜沉

舟、抛家弃子。

旁人看来，这也许还算一对

不错的夫妻。却不料，等灾难来

临时，妻子竟然揭发了老舍。

老舍经不住折磨和打击，最

后自沉太平湖而死。

有人说曾经见到老舍的妻

子，对他言语刻薄，咬牙切齿。

老师说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语调里有一种深深的遗憾。

03第三个是沈从文

这个故事比较平淡。

乡下小子沈从文，对大家闺

秀张兆和一见钟情，写了几百封可

以入册的情书。

张兆和一开始觉得他不知天

高地厚，最后也慢慢被他的专情

和文采所打动。在胡适等大佬的

撮合下，她与沈从文结为连理。

但两人在婚后，因为背景太

过悬殊，屡生分歧，一度分居。

后经历数次清算后，两人的

感情终于还是占了上风。

张回到了沈从文的身边，在

关键问题上点醒了沈从文，让他

放弃写作转行历史研究，又捐出

大量娘家文物，帮助小家庭躲过

了灾难。

张兆和对沈从文可谓尽责，

但对他的不理解，也一样持续到

了人生尽头。

直到丈夫死后，她才赫然发

现两人的感情之深，在丈夫墓碑

上引用镌刻了一句话：

“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

亦让，赤子其人。”

这十六个字，浓缩了沈从文

的一生。

老师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有一些同情，也有一些欣慰。

04第四个是钱钟书

钱钟书和杨绛的故事，大

家都已经耳熟能详。

老 师

所 述， 跟

大多数文

章中所写

的两个人

的 故 事，

并没什么

差别。

唯 一

让我记得

的 是， 讲

两人把彼

此保护得

非常周全，

夫妻俩甚至在和别人起冲突时，

为了保护对方，还干过揪人头发、

扇人耳光之事。

这个细节，让我至今依然觉

得他们的爱情非常纯粹。

不仅跟爱好与物质无关，甚

至跟名节与面子也无关，真正做

到了惘论世人，只求本心。

老师讲到钱钟书和杨绛的时

候，毫不意外的，语气中充满了

羡慕。

05讲完钱钟书的故事，眼看

就要下课，老师突然说：

“我有一个忠告，想说给在座

所有同学听：郭沫若的婚姻没有

道德，所以他的下场最凄凉。

老舍的婚姻有道德而无感情，

在平日里也许还能支撑，但一遇

到重大难关，夫妻就很容易分手，

甚至会互相损害而寻求自保。

沈从文的婚姻有道德也有感

情，但缺少理解，这样的婚姻稳定，

但可能缺少乐趣或者充满不甘。

钱钟书的婚姻，才真正包含了

全部的道德、感情与乐趣，所以

他们成了彼此的灵魂伴侣，代表了

爱情最美好的部分。

人生在世，婚姻其实非常非

常重要。”

他的这番话，在我之后的人

生里，不断被想起、印证。

06我和我老婆的婚姻，应

该属于沈从文那种。

我们一见钟情，但对彼此的

理解都很不够。

我们的生活状态是这样的：

感情让我们随时都渴望拥抱

在一起，但许多三观上的问题，

又把我们弄得非常疲惫。

曾经我有些遗憾地想着，也

许我们一生就这么平淡无聊地过

下去了。

后来我选择远走丹麦，担任

了一个产品经理，而老婆则选择

了独自留在上海发展。

由于对丹麦天气的不适应，

以及部分同事的不友好，再加上

对全球市场缺乏认识，我过得非

常沮丧和颓废，甚至到了需要吃

药维持情绪的程度。

我老婆隐约发现了一些异样，

但六千多公里的距离，岂是一根

网线所能填平的？

一个月后，她辞去工作，来

到丹麦陪我。不久便怀孕了，之

后我们又一起经历了生产。

老婆在产后出现了大出血，

在大约十五分钟时间里，我第一

次体会到了可能会失去她的煎熬，

那种感觉极难描述，因为每当我

开始往那个方向想时，就有一股

电流将我大脑打得瘫痪。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现象叫

做应激保护。原因是我的神经系

统经过评估后，觉得我可能无法

接受这样一种结局，于是便强迫

我不去想。

而我之所以不愿意接受，应

该是因为爱在失去的时候会表现

得更加强烈吧，就像张兆和在沈

从文死后，突然间看破了天机。

我也就此明白了一个道理：

整天甜言蜜语哄着你的，不

一定真正爱你，但性命攸关时候

痛彻心肺，愿意豁出一切拯救你

的，才是合格的爱人。

婚姻对一般人的价值，并不

是让你每一天都开开心心，也不

是让你能一直体会到爱和激情。

很多时候，婚姻甚至是相反的，

它用红绸缚住你的手脚，把一大堆

不相干的三姑六婆人情世故绑在

一起，让你疲劳，让你怀疑这一

切到底有什么意义。

但如果你经历够多，终有

一天你会明白：婚姻的真正价

值，其实体现在人生的暗面。

在你寂寞的时候，旁边有

一个人听你呓语，陪着你无所

事事；

在你空虚的时候，心头会

突然出现一个眼神，让你觉得

要改变一些什么；

在你被打倒在地还被补上

一脚的时候，有一扇门依然为

你开启，里面的人不仅不会苛

责你，还会努力抚平你的伤口，

为你的伤悲而伤悲。

扫一扫，分享美文。

文 / 张弓

7 月 28 日 下 午，
文章和马伊琍先后
在微博上发文宣布
夫妻二人正式离婚，
给这段跋涉了 11 年
的婚姻最后画上一
个句点。

深爱过，努力过，
成就过，所有的好与
不好终究不再延续，
在这一刻，都成为了
彼此生命里的过去
式。

陷入爱情的我们
总在想，只要有爱，
我们就可以克服将
来那些未知的困难，
于是你把自己所有
的幸福都压在了那
不确定的后半生里。

怀着对未来生活
的 期 待、 对 他 的 信
任，你坚定不移地承
担婚姻的责任，就这
么走了下去。

可是，离婚率不
断攀升的大背景下，

让你对婚姻产生了
怀疑：究竟是哪里出
现了问题，让你曾以
为的永远那么难以
为继。

我今天想和你们
说说下面几个人的
故事，也许你可以从
中找到一些原因。

07是什么维系着家庭和婚

姻呢？

我想起了以前老师的那句

告诫：

“我希望大家将来都认真对

待婚姻，不求达到钱、杨的境

界，但最起码也要学习沈从文，

把道德和感情两条底线牢牢把

握住。

人一辈子七八十年，其实

长得超出你们的预料，想在这

么长的时间里，不遇到任何变

故是不可能的。

一个讲道德、有感情的婚

姻，就像一把下了的锚，有了

它，多大的浪头来了你都不会

倾覆。”

又是什么导致家庭和婚姻

的破裂呢？

没有及时控制自己的欲望，

于是我又想起了曾经老板的忠

告：

“男人的幸福来自于控制自

己的欲望。玩弄自己的家庭，

在你顺利的时候也许还不是问

题，但如果到了人生的低谷，

失去家庭你就真的一无所有

了。”

我觉得这句话，不仅适用

于男性，也适用于女性。不仅

适用于婚前，也适用于婚后。

钱钟书和杨绛 
图 / 人民日报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