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恩：就叫我一声大姐吧！

吕恩，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她自谦“是一片
绿叶”，在我看来她也是一朵红花。她是江苏常熟
人，本名俞晨，青年时代热爱演艺事业，父母坚决
反对，认为“戏子”低人一等。 吕恩为追求自由与
光明跑到重庆，报考剧专。 但她是“孝子”，为不
“辱”俞氏门楣，从外祖父姓吕，易名吕恩，“恩”，

以示戴德感恩之意。

2008年，吕恩到南京看望她的“师妈”金玲
（陈白尘夫人）时，我才有缘识荆，此后的几年间
我们过从甚密，四五年中，她致我的函札（含电子
邮件）有六十通之多，电话更是周周不断。她的信
最初是手写，她性急嫌纸信走邮局太慢，后渐渐
地学会用电脑发邮件。 而我不会打字，复她的信
先手写，拍成照片，再发她邮箱。

吕恩当年结识的剧坛人物都是大师： 俞上
沅、曹禺、张骏祥、黄佐临。 她曾与白杨、张瑞芳、

秦怡、金山配戏，所以她对我说她是“跑龙套”的，

是“绿叶”，专衬“红花”的。她的演艺生涯从《清宫
外史》中的瑾妃起步，演过花枝招展的交际花、又
老又丑的老妓女，也演过主角，新中国成立后她
是话剧《雷雨》中繁漪的第一个扮演者。

吕恩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她的人生阅历太丰
富了，除演艺界外，她与张大千、徐悲鸿、叶浅予
等都有交往。她有一肚子故事，想把它写出来，可
不能如愿。我们的信都是谈写作的，最初，她的文
稿手写或请人打印后寄给我，我在纸上改好退给
她，她再改一遍寄我，最后由我定稿后代转相关

报刊，就这样不间歇地往返。 她写重庆二流堂堂
主唐瑜的仗义，写胡蝶的风骨，写周璇的“犹太”

（吝啬），写曹禺的温情、张骏祥的严厉、郁风的良
善，都是通过细节表现，活灵活现。当然还写过她
与“怨偶”吴祖光的往事。 唐瑜八十八岁大寿，二
流堂人马全部聚集为寿星庆寿，那时吴祖光已有
点老年痴呆了，饭桌上光吃饭不说话。餐毕，他突
然对唐瑜夫人李德秀说，“想与吕恩照张相”，吕
恩大大方方地与吴祖光合了影，此成永诀。

徐悲鸿当年在四川，曾为她画过一张《猫》，

这只“猫”后来被造反派“捉”去，辗转流入故宫博
物院。 张大千在香港时曾送吕恩一张《仕女》，与
《猫》 一同被造反派抄走， 后来也流入故宫博物
院。 因这两张画都题有吕恩的名字，落实政策时
便物归原主。

某日，她为《寻猫记》那篇稿子来一电邮：

昌华先生：
昨天收到了你寄回的稿件和大札，当晚我就

腾（誊）清出来了。同时发了一个邮件给你。
这几天，北京在为纪念曹禺而忙録（碌）。昨

天上午冒雨，我去剧院开了纪念曹禺座谈会，这
是我病后第一次出门，坐上了轮椅，到剧场又有
两位服务员来扶我。我想我从三十岁出头，每天
骑车到这里上下班，如今我已经成了半自理。时
光过得真快，所幸我头脑尚算清楚。

我写的东西都说的大实话，文笔更是粗率，很没
有自信。我永远是一名业余的写作者。人家用我（的
作品），我清楚我肚子里还有一些故事性的人物。

我对你为我（文章）润色是真的感谢，不是
出于社交辞令。现在我发此信仍附上你改过的稿
件，我在你改的基础上，又改动了几处小地方。

昨天回来，今天休息。你看我头脑里还有一些
电影话剧界演员的故事，以后有时间慢慢地写。当
然写好后，第一个读者（是你），我就会寄给你的。
你不会烦我吧。我是否是个啰嗦（唆）的老太婆？

我自认为我是老了，但是还不算太老，所以
我署名的上面不写老朋友而写大朋友！

中秋快来临，你也许又会灵感泉拥（涌）写

出好的散文或诗句来。
祝

中秋节日快乐
大朋友 吕恩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八日
吕恩写的故事，经她写我改并推荐，四五年间

陆续发表在香港 《大公报》《人民日报》《文汇报》和
《人物》杂志上。后来我向董桥推荐，董桥说“吕恩的
稿子我都要”，连续在董桥主持的专栏《苹果树下》

发了十多篇。

我与张素我（张治中女儿）先生通信也多，为写
《和平将军张治中》等事。 素我先称我为“作家同
志”，后称我“先生”。 某天，她不知怎的忽发奇想，

说我们同姓又同乡，一定要收我做她的小弟弟，写
信要我称她为“大姐”。我当然应命。吕恩与张素我
本是老友，时有过从，大概是看到我写给素我大姐
的信吧，某日发一电邮：

昌华先生：
邮件收到。你对我显得太生分了。你称素我为大

姐，为什么要叫我先生？其实我与素我不能比，她的背
景，她的学问，她的地位比我高一大节（截），称我大
姐，我还汗颜。以后请你不必称我先生，我们是平等的，
我倚老卖老，就叫我一声大姐吧！

你对我拙作提的意见非常好，改的标题更好，我
写这片（篇），其实是为郑秀，我觉得郑秀为曹禺牺
牲了一辈子，为他做了不少工作，无人知道太不应
该。你说中了，也许你看出来了。

我说实话，我不会写东西，我没有文学基本工
（功），我只是凭兴趣而已。最多只能写一些记叙文也
是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往。我认识了你这位大编辑，我
算有了靠山，如果以后我有什么东西，还要求你帮助，
能答应我吗？我们订“攻守同盟”好吗？我等你的来
信，我也想要充实那些事实。

祝全家安好！附上一个《只有我们俩》供你们一乐。
大朋友 吕恩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自那以后，我给吕恩写信就改称为“大姐”了。

她高兴得不得了。 天知道，吕恩其实比我老妈还大
三岁！

古人云“见字如晤”，斯言诚哉。大姐坟前早已
墓草萋萋，如今捧读她当年的来信，其音容笑貌如
在眼前。

王映霞：往事实在太值得留恋了

1995年夏，我第一次拜访王映霞，未遇。 邻居
老大妈说她骨折住院了。 两个月后，我应约到沪
住了三天。每天一次到她府上谈书稿、聊天。为编
她与郁达夫的散文合集，她要我拟书名。 我思索
了一会儿，信手写了三个题目《爱的罗曼》《往事
如烟》和《岁月留痕》。 她用放大镜看了半天后笑
了，指着第一个说：“这个似乎不大好，像旧社会
‘礼拜六’派文章的题目。 ”我惊诧她的记忆与思
维。 问她用后一个怎么样。 她说，他人都早死了，

灰飞烟灭，就用它吧。我请她为本书题签，次日我
去取，一看，横的、竖的写了好几款，都很漂亮，展

示了她的书法功底。 那天告辞前，我提出要与她
合个影。她很高兴，一手抱着我送的鲜花，一手不
忘把床里边的大花头巾拽过来，披在肩上。

《岁月留痕》出版时，她居深圳，性急，书刚寄
出三天，她就来电话催问怎么还没到。 收到书后
她来一信，样子挺高兴。

昌华先生：
许多天没有写信，因为有时会头晕。昨夜收到

了两本《岁月留痕》。起初以为会遗失，收到了之
后却半夜未能合眼，看书，一边看一边想，往事实
在太值得留恋了。小丁那里是否已经寄去，在我惦
记中。稿酬何时寄来？小丁那边是否也应该寄些
去，多少由你们酌夺，但希望告诉我一声，麻烦了
谢谢。封面的底色是灰色的，既文雅又漂亮，你的
本领不小，居然在八月份能与世人见面。盼复。

昨天寄出了一张字（有图章）还有几张小字。
收到后请即复，祝安详！

王映霞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在我编辑她的《岁月留痕》和《王映霞自传》

的两年内，我与她电话、信函不断，她对我的称呼
花样繁多、有趣：先生、老弟、小弟；落款有：老王、

王老、王映霞和“知名不具”等。 她的字写得相当漂
亮、工整、有力度，富男士风格。她每每来信，你必须
立即作复， 否则她就大为不悦：“信来回要十五天?

真急煞人”“小老弟，你是不是把深圳和老朋友忘掉
了”，或带命令式的“复我！ ”有趣的是，一次我出差，

复信晚了一周，她十分恼火，在一张别致的深圳电
视台用笺上写道：“我用这样好的信纸写信给你，你
不觉得可惜吗?”我无奈，赶忙找了一张比她的信纸
“更漂亮的”印花的宣纸复信，说明理由赔不是，她
的气才消掉，尔后又向我道歉并赠我一幅她的书法
作品，真有点老小孩味道。最令我尴尬的是，大约在
1996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早晨六点钟左右她打电话
向我拜年，弄得我无地自容。 我想说两句“不好意
思”的话，她不让我说，抢着说她希望我代她在南京
找一家养老院，她要到南京来养老。吓得我只敢“嗯
嗯”个不停，既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 后来她没
有再问我这件事，我自然更不敢问她了。

1999年，我专程到杭州去看望王映霞，只见她
昏睡着，盖着崭新、洁净的花被子，身穿白色镶花边
的毛衣，双手伸在被外，脸色显得有点苍白，纤纤十
指虽布满皱纹仍显得秀气雅洁。她依然是那个冷美
人。王映霞醒了。我走上前去，把花篮放在她床边的
椅子上，问：“王老，您还认识我吗？ ”她目光黯然，毫
无反应。我把我的名字写在纸上，递到她眼前，她接
过纸片端看一会：“呵，有点印象。 ”

（本版照片由作者提供）

庚子春暮，商务印书馆为我出了本《他们给我写过信》，那是海外师

友函札的结集。微信圈一位未见过面的朋友问我，“续集”（内地部分）何

时面世？ 我告之，目下正在日夜兼程，梳理、选编存牍。 “三壶斋”斗室案

头、椅上、地下，满坑满谷堆满函札，不下两千通。现千里挑一，拣出三通

好玩的，供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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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字如晤 抚笺思人
———睹张允和、吕恩、王映霞书札忆往事 张昌华

张允和：奶奶舍不得打你

张允和，周有光先生夫人，合肥张家
四姐妹中的二姐。 我结识允和先生是二
十世纪末，范用先生介绍的，为她与周有
光编合集《多情人不老》。事先，我给周有
光先生一函，投石问路。 他复信云：

昌华先生：
您的来信收到了，谢谢您的好意。
我和内子张允和都不是文学家，也

不是名人。我的文章不是文学作品，张
允和的文章是随便写的散文。列入《双
叶丛书》恐怕不很相称。这一点请您再
加考虑。三联书店的曾蔷女士可能给我
们过高的评价了。

张允和的妹妹张兆和，现在出门在
外，不在北京。等她回来以后看情况再
作商量。

再次谢谢您！
祝您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周有光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五日
后来，两位老人终敌不过我的“哄

骗”与缠磨，首肯了。 记得我第一次登门
拜访时，允和赏茶赐座后对我说，她是
一个家庭妇女，她讲的话是“半京半肥”

（北京、合肥），不知我能不能听懂。 我立
马说我是安徽无为人。 允和笑了，“小老
乡，又同姓张。 ”我马上套近乎，“一笔写
不出两个张。 ”允和说：“好，好。 你一定
是张家的好孩子。 ”

第二次去谈稿子时， 我刚坐下，允
和对正在埋首打字的周先生说：“周有
光，张昌华来了，你不陪他说说话？ ”或
是先生打字太专心，或是他本患有严重
耳疾，没有反应。 允和先用手指指周有
光，又指指自己耳朵说：“他耳聋。 我都
不敢跟他说悄悄话， 隔壁邻居听见了，

他都听不见！ ”允和的幽默，乐得我“呵
呵”笑个半天。 周有光也幽默，他的那首
《新陋室铭》我早有耳闻：

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

这是陋室，只有我唯物主义的快乐自
寻。

房间阴暗，更显窗子明亮，
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
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后来，我据所闻所见，写了篇他俩的

素描《两个老幽默》，稿毕，呈允和审定，允
和复信说谢谢我的捧场。 又说，文字没有
什么要改的，最好把标题中的“两个”改为
“一对”，突出夫妇关系。 画龙点睛，二字师
也。 她在那封信末还说：“改得并不一定
对，做惯了老师，不但喜欢改人姓名，也改
人文章，这就是‘古之愚者好为人师！ ’”

《多情人不老》出版了，她订购百册，

不到半个月就电话告我，书快送完了。 我
理解，她家姊弟就有十个，还有七姑八姨，

更有一群曲友及粉丝。 僧多粥少，自难应
付。 接着，隔三岔五，我就接到她的汇款购
书。 某天，忽然想起，我赴北京常到她府上
蹭饭，又白看她赠的张家小刊物《水》，便
顺手将那张汇票退了回去。 我还写了封信
说，作者是编辑的衣食父母，是上帝，小编
辑为大作者办点事跑跑腿是荣幸的应当
的。 又说：“如有办得不周的地方，您老可
以打屁股。 ”于是有了下面这封复函，难得
老太太有雅兴，还用毛笔书写。 这是她赐
我的十六通信中的绝笔。

昌华先生：
八月二十日来信及复制照片收到。

一百一十元汇款也收到。你真是……
我的儿子周晓平八九岁的时候，整天

让记者们带他到处吃饭玩乐。我说记者们
吃四方，我儿子吃十方。现在我也成了吃
十方了。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的百对恩爱夫妻
照片，有八张。张张有我，大出风头。从七
月十一日到八月二十四日，我这儿有七篇
报刊上登载我。今寄上最后一篇，又寄两
书的勘误表。

北京仍旧在三十度（摄氏）上下，国
内外采访者也很多。我的儿子又不在国
内，幸亏我的五弟夫妇在这里陪我们。

草草。有空再给你写信。不打你，你是
张家的好孩子，奶奶舍不得打你。
祝

秋安
允和草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允和先生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 她的

那句“奶奶舍不得打你”，至今仍萦绕在我
心头。

吕恩

张允和

王映霞 1995 年于上海寓所

城南小筑寄闲身

在二哥的指点下，他熟读《玉历钞传》

《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璧》《文选》。

哥哥对李叔同要求非常严格， 稍有
错误便加以惩罚。 这种严厉对李叔同来
说可谓双刃剑， 一方面让他过早地失去
了孩子的活泼， 天性因压抑而变得有些
扭曲； 另一方面也让他养成严于律己的
习惯。李叔同承认，哥哥的严格要求，对
他后来养成严谨认真的学习习惯和生活
作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此，终其一
生， 他对严厉的哥哥都怀有一颗感激的
心。

一转眼，李叔同已是眉清目秀的 16

岁少年了。这一年，他考入天津的辅仁学
院，接受更为系统的国学教育。

才华出众，又勤勉好学，少年李叔同
如同海绵吸水那样贪婪地吮吸知识。古
代经典不用说了， 就连偶然看到的一些
课外读物，李叔同也会用心细读。

精读四书五经之余， 李叔同也关注
当时日益兴盛的新学， 对诗词创作与金
石书画更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到了“不
可一日无此君”的程度。

徐耀廷是李家的账房先生， 比李叔
同年长 23岁。 他家学渊源， 擅长金石书
画。李叔同视其亦师亦友。为纪念自己和
徐耀廷的友谊，李叔同曾赠给后者一枚图
章，上面刻着“落花水面皆文章”的字样。

少年李叔同， 求知欲旺盛， 遍寻名
师，交游广泛，很快就赢得“天津一才子”

美誉。

在科举考试尚未废除的年代， 读书
人的唯一出路还是科考。诗词文章，不过
是旁门左道；琴棋书画，更是雕虫小技，

壮夫不为。以李叔同的洒脱与率性，自然

不屑于功名，不理会科考。然而，父亲去世
后，孤儿寡母在大家庭的地位一落千丈。生
母王氏身份是最卑微的妾， 失去了丈夫的
宠爱， 连佣人也会冷眼相待。 也许所谓的
“功名”在李叔同眼中不值分毫，但能让母
亲脸上有光。让母亲在大家庭中扬眉吐气，

是李叔同投身科考的最大动力。

倘想在科考中获得高分， 关键是学会
揣摩考官的心思，然后投其所好，按考官的
意图诠释艰涩聱牙的经典文句。 可李叔同
的答卷却充满独立思考， 他把考试当作了
直抒胸臆、一浇胸中块垒的机会。在《论废
八股兴学论》中，他赞扬“昔时八股”“阐发
圣贤之义理， 可以使人共明孝悌之大原”；

批评当下八股“以辞藻为先，以声调为尚，

于圣贤之义理毫无关系”。

在《乾始能以美利天下论》一文末尾，

李叔同曲终奏雅， 一锤定音：“盖以士为四
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则士之所以自
待者益不可轻。士习端而后乡党视为仪型，

风俗由之表率。 务令以孝悌为本， 才能为
末。器识为先，文艺为后。”

李叔同写于考场中的这些充满独立思
考的文章， 显露出他的忧国情怀和对时事
的关注，却不合考官的意，他中举的愿望自

然是落空了。当时正值康梁变法，热爱祖国
的李叔同赞同康有为“变法图强”的主张，曾
刻了一方闲章“南海康君是吾师”。在和别人
聊天时，他也多次慷慨陈词：“老大中华，非变
法无以图存。”他的一些言论使人怀疑他是康
梁同党，甚至遭到有关人士的警告。生母王氏
为此担惊受怕，戊戌变法失败后，王氏更是惶
恐不安，再加上这个失去依靠的大家庭，龃龉
不断，已无温暖可言，王氏便带着李叔同离津
赴沪。因为李家在上海也有投资，母子两人的
生活是完全有保障的。

1898年 10月，李叔同在上海法租界卜
邻里租房居住。在上海期间，他一度纵情酒
色，也留下大量的诗词文章。他在上海的生
活可谓风流倜傥，但也颓废绮靡。

当时华亭诗人许幻园在自家成立 “城
南文社”，每月雅集一次，赋诗作文，诗酒唱
和。为吸引更多同道，“文社”还常常悬赏征
文，以吸引更多的诗坛高手入会。李叔同投
了三次稿，每次都获得第一名。他因此结识
了许幻园。许幻园在城南草堂打扫了房屋，

邀请李叔同全家移居过去。

因为志趣相投， 性情相似， 李叔同和
“文社”中的许幻园、蔡小香、袁希濂和张小
楼结为“天涯五友”，他们还合影留念。

李叔同曾填词一阙赠许幻园：

城南小住，情适闲居赋。文采风流合倾
慕，闭户著书自足。

阳春常驻山家，金樽酒进胡麻。篱畔菊
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

词中流露出对许幻园 “文采风流”“闭
户著书”的羡慕。

许幻园妻子宋梦仙多才多艺， 能诗善
画， 她在诗中曾这样赞叹李叔同：“李也文
名大如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
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对李叔同的纵情诗酒， 宋女士也提出
委婉的批评：

花落花开春复春，城南小筑寄闲身。

砚前写画身犹壮，莫为繁华失本真。

当时的李叔同意气风发，逸兴遄飞，哪
里听得了宋女士的好心规劝， 以这样的诗
句作了回应：

门外风花各自春，空中楼阁画中身。

而今得结烟霞侣，休管人生幻与真。

由于在功名上一直郁郁不得志， 李叔
同索性纵酒任性。但虚度人生、前程无望的
担忧也一直蛰伏在他心底， 只不过埋得太
深，别人无从察觉，连他本人也似乎忘了。

只在某个特殊时刻，那种光阴催老、时不我
待的感觉才会像冬眠后的虫子一般， 蠢蠢
欲动。

1900年 11月， 李叔同的长子出生。这
本该是大喜事， 但也许年方二十的李叔同
对父亲这个角色的到来有些措手不及。初
为人父的喜悦像傍晚的阳光，倏忽即逝；人
生易逝、 流年如水的伤感却像云层在心中
愈积愈厚。不知不觉中，一阙《老少年曲》从
他笔下流出：

梧桐树，西风黄叶飘，夕阳疏林杪。花
事匆匆，零落凭谁吊。朱颜镜里凋，白发愁
边绕。一霎光阴，底是催人老。有千金，也
难买韶华老。

（二） 连 载

魏
邦
良
著

不宠无惊
过一生

李叔同与丰子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