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民国!才女"#!名媛"$作为!收藏徐
志摩情感日记的女人 " 的凌叔华 %!"## $

!""#&$似乎已经广为人知'相比之下$作为女
作家的凌叔华却被忽略了( 现在$%# 后作家
朱映晓在半个多世纪过去的今日$ 细心打捞
过往的岁月遗珠$为读者展示一个!最标准模
范的中国闺秀"传奇而充满浪漫的一生(朱映
晓的写作建立于研读比对中外文史资料$追
求最大可能真实基础之上(引用皆有出处$兼
顾文学的优美( 湘女朱映晓细腻多情又热血
贲张的描述$ 为凌叔华的命运增添别样浓郁
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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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这本书之前其实我是想写另
一本书)))也是关于民国女性$但包括了多个
名字)))近年来那些最令人遐思和乐于谈论
的美丽的名字$她们的生活与爱情**写一本
各方面都比较容易的书(凌叔华
只是其中一位(而且是不很重要
的一位( 我找来了她的作品来
读(然后$我被她的文字$也被她
本人深深吸引)))文字中所表
现的作者的形象$相比我原先知
道那些!韵事"与!传奇"的女主
角颇不一样)))不同于那一时
代的诸多作家$她几乎从未写过
!抒情的自述体文章"$但是!自
我"的蛛丝马迹还是出现了(!一
切的写作都是自传" 这一规律$

即使是善于自我保护的她也未
能逃脱(在继续阅读了一些相关
资料之后我发现$在她那标准正
确的闺秀人生与闺秀写作的外
表下)))这可能是她写作的策
略也是她生活的策略)))她似
乎对自己有太多的包裹与虚饰(

这激起了我的兴趣( 我好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
深洞$疑迹处处$却五光十色( 于是我毫不犹豫
放下原已进行一半的写作$来写这本!凌叔华
传"( 尽管我也知道$写作这样一本!冷门人物"

的传记前景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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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写的当然不是一部!美丽与
哀愁" 的怀旧传奇( 凌叔华 !"##年出生于北
京+"#岁时回到这里死去)))虽然她还是一位
画家和教授$在海外举行过多个颇具影响力的
画展和收藏展$在几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与艺
术$但我相信,女作家是她的第一身份( 以她始
于青春时代对文学的热爱)))正如徐志摩!一
生的行径都有感情的线索可寻"$ 凌叔华一生
的行径都有文学的线索可寻( 以她于中国现代
文学与女性写作的独特表现)))成名于 !五
四",女性解放潮流涌动的时代$却以一系列描
写!婉顺"的旧式妇女和!适可而止"的新式小
资女性的小说倍受瞩目$为苏雪林谓!立于冰
心#丁玲系统以外的女作家"( 尽管!闺秀作家"

和!资产阶级作家"的称号也遮盖了她作为女
性命运观察者以及写作艺术探索者的光彩$使
得她在 !"&#年代末离开中国之后的几十年里
极少被提及$包括 !"'#年代$她因为发表了早
期受到弗吉尼亚-伍尔夫%()*+),)- .//01&指点
的英文自传.古韵/%2,3)4,5 640/7)48&而蜚声

西方文坛之时( 正是她的这些成就$注定了她
不是一般的女性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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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北京文化圈曾有 !娶妻当
看凌叔华"之言$称她为!最标准模范的中国
闺秀"( 一方面是她大方温柔$端庄世故$中
庸和谐0一生精致优雅并不乏那一时代的传
奇色彩0另一方面$她出身于书香门第+高官
巨贵之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熏陶)))康有
为+辜鸿铭+齐白石+王竹林+姚茫父+陈衡恪
等名流高士不断于凌府往来$ 谈文论画$指
导她绘画的就有慈禧太后的老师缪素筠$她
的英文启蒙老师则是大名鼎鼎的怪才狂儒
辜鸿铭( 9# 岁上她入读燕京大学$成为领风
气之先的女学生+洋学生)))那一时代的时
髦宝贝0在燕大$她在周作人帮助下开始发
表作品$又因泰戈尔访华的机缘得以进入当

时风头最劲的欧美留学精英
圈$成为新月社和.现代评论/

周刊力捧的女作家( 她与浪漫
诗人徐志摩传绯闻$ 与谦谦君
子陈西滢结婚)))陈当北大教
授$她就是教授太太0陈做武汉
大学文学院院长$ 她就是院长
太太$ 陈出任国民政府驻外大
使$ 她就是大使太太( 毫无疑
问$ 她是长久留心且善于人生
的经营$和为自己谋取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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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你的说法(凌
淑华出生的 !"## 年便是著名的
!庚子"国难之年0她的一生经历
了清王朝覆灭+民国成立+五四运

动+北伐+抗战+内战**在此之后$在遥远的
英伦$她也仍然关注着中国的形势,新中国成
立$朝鲜战争$!反右"和!文革"**叔华作为
经历了!剧烈的文化和社会矛盾$并且试图在
漩涡中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中的一员")))正
如稍早于她的女作家陈衡哲在其自传中所说,

是展示了!危流之争中的一个生命的痛楚和欢
愉"的!一个标本"$也是!反映这个自我从属的
时代和社会以及它力图挣脱它们的禁梏的挣
扎"的!一面镜子"( 写这部书$我也是第一次感
受到,传记)))历史)))写作的确是比纯粹的
文艺创作更能让人理解 !站在前人肩膀上"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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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叔华追求自我解放$ 但也许
她从来没有解放过( 叔华一生与两位诗人徐
志摩和朱利安-贝尔 % :;0)-, <400 & $以及
她的终身伴侣陈西滢$那看似温馨含蓄的
友情 $作为红蓝知己 $比任其泛滥的爱情
更坚实和长久的关系0 那看似浪漫激情 $

可以跨越国界+ 年龄甚至生死的恋爱 0那
看似美满平静$ 最令人艳羡的志同道合 +

自由恋爱相结合的才子才女的婚姻**如
此之丰富的情感经历却完全包裹在凌叔
华一个表面优雅浪漫的人身上 ( 我想 $是
否每一种感情都难免千疮百孔1 一个女人
应该如何认识对待自我与责任 $梦想与现
实1 这都在给我思考$甚至也许$在帮我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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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 =月$.江山半壁人离乱/得金城出
版社支持$与读者见面(

重新看这些文字$我依旧有些不知所措(

在一场大变局之中$每一个人$无论你此前
是何等的尊贵+荣耀+无论你有何等的家世$都
一样的流离( 所有的人$在一场时代的风暴里$

都一样的命若蝼蚁(

我曾允诺给自己一个梦想$ 把最好的年
华结为琥珀$泽水而居$万事可忘$在流转与
沉迷之间$沉醉书香(

9##"年秋天$我开始这些文字的写作(

有一段时间$每日里$我在图书馆$看民国
学人和作家们的私人记录( 我所关注的是这些
文人们的一手写作$或者相关当事人的回忆(

我力求通过这些当事人自身的文字$ 来还
原他们自身的生活( 但我不想对此作出结论$

我只记录$ 不说话$ 一如我对于生活一贯的态
度(

于是$我陷入了遍地烽火的公元 !">%年(

在那一年$天下动了刀兵(

那一年$散原老人含恨离世$以一己之死$

做了乱世书生最为决绝的反抗$ 而陈寅恪也踏
上了流离之途( 在一个冬日寒冷的清晨$ 他携
一家老小登上了去天津的车$朝湖南长沙而去(

而这一路$命运所留给他的是饥寒交迫$双目失
明$藏书散尽(

那一年$林徽因在.文学杂志/连载.梅真同
他们/$ 但只写了三幕( 林徽因就如梅真那样
!去抗战去了"( 薄命把多病之身的林徽因的热
情打入冷宫(她甚至一度被误传$客死他乡(虽
未客死$但病痛一直在折磨着她与梁思成(命运
如此冷酷$在战时$她还收到了三弟的阵亡通知
书(

那一年$张爱玲仅 !% 岁$她最大的梦想
是去英国读书( 而此时的胡兰成$因了才情$

他摊上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糊涂"(这期
间$张爱玲走红$两人相遇$只是岁月未曾静
好$现世也从未安稳$两人就此离散$此时$张
爱玲不过 9'岁(如花岁月$便遭逢一场沧桑(

那一年$沈从文 >'岁( 决意与!此城共存
亡"的他奉命离京$此时沈虎雏出生不足百日(

一路迁徙$他在西南联大做了教授$这是他此生
最长的一段教师生涯$ 但还是遭遇到了刘文典
那场最为!著名"的嘲讽(

那一年$胡风与妻儿离开上海$就此飘荡$

武汉+重庆+香港$一场流离$此间遭际自是不必
多言( 这期间出生的女儿晓风被留在上海的一
家托儿所$长达四年之久$而胡风要养活一家老
小二十几口人的生活( 他的父亲也在逃难的途
中离世(

!"&'年 ?月 !#日夜$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
来$ 胡风正在与朋友下棋( 他兴奋的跑到观音
岩上去看了一会$!只见市民非常激动$ 很多人
在放鞭炮$街上挤满了人$美军的吉普车流水似
地向城里闹市开去(全市在狂欢中("我想此时$

胡风一定是心静如水(回到上海$他与梅志去接
晓风$!见到的是怯生生的神色和瘦弱的孩子$

心里真难受$6终于哭出声来了"( 此时$晓风
已经七岁了(

**

八年$一抹烽烟$一场家国$一段流离(而这
私人的记忆却少人提及(或许$放在一场大历史
中$个人算不了什么(我们的书写总是习惯于抹
杀个体$但这却是一个人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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