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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婚恋变故
— — 《茅盾评传》片断
丁 尔 纲
1928年 ,茅盾隐居上海 ,他身心两伤。

茅盾来此任兼职教授。他们在此有一段同事关系 。此

6月下旬陈望道来访。 他见茅盾身体虚弱、情绪

后她随邓中夏赴杭州、南京。穆济波又尾随同居。邓

郁 闷 ,便 建议茅 盾换换 环境 ,可暂赴 日本。 茅盾 说:

中夏安排她入东南大学教育系体 育科上学。 穆济波

“我也曾跟鲁迅先生议过此事。 但我不懂日语 ,人地

任该校附中教员。其学生胡风 (当时叫张光人 )常来 ,

两生! 何况又有家室拖累。”陈望 道是热心人 ,他说:

遂 与秦 德君熟 稔。 1923年 秦德 君经 邓中 夏介 绍入

“后者我无能为力 ;前者我可以帮忙。庶五 (陈望道夫

党。不久生一男孩。这时秦德君的女同学在他们家借

人— 著者 )在日本研究绘画已经半年。我和她可以代

住养 病 ,也 被穆济 波奸污 ,含恨 离去当 家庭教师 ,又

办一切。”茅盾母亲和夫人孔德

被雇 主奸污 ,遂饮 恨自杀。 为 此秦德 君和穆 济波决

也都 劝茅盾不必后

顾。 于是就定下来了。

裂。 1925年 秦德君被派 往西安做地 下党的工 作 ,兼

不久 ,陈望道就和吴庶五安排妥贴。也代购了船

市妇协主席。穆济波携孩 子追去 ,遂又同居。这时刘

票。日期是在 7月初 ,与秦德君搭伴同行。这时秦正

伯坚任西北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 部部长。 后来成为

住陈家。 秦德君在茅盾的生活经历中 占较重要的一

秦德君丈夫的郭春涛 ,在刘手下任组织处长。这时刘

页。 这里据秦德君发表的回忆录与公 开答问的文章

伯坚 正要和秦德 君的女 友结婚 ,但秦 德君和 刘伯坚

简要介绍她 的身世经历。① 秦德君 1905年生于四川

相爱日久 ,他俩不甘心就此分手 ,决 定借双方各有丈

忠县 ,是明末女将 秦良 玉之后。 其母本 农家 女 ,“选

夫与 未婚妻作掩 护暗中 姘居 ,于是秦 德君又 怀上了

美”入秦府 ,怀孕后又被抛弃。 秦德君 是在野地里出

刘伯坚的孩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刘伯坚等共

生 的 ,后 在二哥秦 仲帮助 下上学。 “五四”运 动时她

产党员均被逐出西北军。 刘伯坚赴 江西参加了南昌

14岁 ,是成都第 一个剪发的 女子。 参加学 运时认识

起义。 秦德君则到武汉与先抵武汉 的穆济波再次同

了 学运 领袖、他 哥哥 的把 兄刘 伯坚 和长 她 10 岁的

居。 穆的寓所在武昌卫中街 ,与施存统、胡风三家合

《新蜀报》编辑穆济波。 她因写信要求 入北京大学的

住。② 这时她一家四 口 ,其女已五 六岁 ,其子 三四岁。

事被学校开除。 赖吴玉章帮助赴重庆 投奔《新 蜀报》

她这 时已失掉党 的关系。 1927年 11月生 下刘伯坚

创始 人陈愚生 ,并 随他赴 京。 这当中 她被穆 济波奸

的女儿后 ,她辗转赣、宁 ,后来化名徐航抵沪 ,住陈望

污 ,自杀未遂。 后来却又与穆结婚 ,保 持着多年的奇

道家。拟经日本赴苏联。所以陈望道让她与茅盾搭伴

怪的关系。此后她 辗转武汉、上海、北京 ,认识了恽代

赴日。

英、邓 中夏、李 大钊 及其 夫人 ,成 了革 命 的“小 勤务

秦德 君自述 的以上 经历说 明 ,秦 德君一 直是追

员”。 她在女师大附中学习过 ,后赴上 海参加筹备平

随革命的时代女性。在两性关系中 ,她本是无赖兼流

民女校 ,又随恽代英等在重庆搞宣传工作。恽代英任

氓穆济波的受害者。在这长期维持的病态关系中 ,扭

泸州川南师范教务长时 ,秦德君在小学部任教 ;与胡

曲了两性关系的心态: 既有自暴自弃的一面 ,也具有

兰畦 (《虹》中梅女士的原型 )结为 女友。 这时秦德君

茅盾笔下慧女士、孙舞阳般西方型女性气质。后者也

为穆济波生一女孩。经恽代英向四川军阀杨森 (《虹》

许是茅盾能够接受她的基础或外 因。 但茅盾未必知

中惠师长的原型 )建议获准 ,派秦德君 赴法留学并批

道她这些复杂的两性关系经历。

给大洋千元。此款被穆济波以养女儿为由赖去。她于

茅盾与秦德君同船离沪赴神 户 ,不过天 把时间。

1922年 赴沪 ,在 党办的上海 大学任工作 部长。 次年

船抵神户改乘火车时 ,有个日本人主动搭讪 ,问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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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茅盾颇觉此人可疑 ,不肯多话 ;只 告以自己名方

反映 的自己的消 极情绪 与倾向 ,作了 严格甚 至严厉

保宗。车抵东京 ,自有吴庶五迎接。她安排秦德君住

的自我批评。 二是反驳了强加于自 己作品的不公正

在白 山御佃町中 华女生 寄宿舍 ,秦德 君随即 入东亚

的批评 ;对国内文坛的错误倾向 ,尤 其是“左”的与标

预备学校学日文 ,每天上午都有课。 茅盾住在 “本乡

语口号化的倾向 ,也给予批评。 特别重要的 是 ,茅盾

馆”。刚刚住下 ,车上遇到的那日本人就来“拜访”。幸

沉默 经年后 ,第一次 宣布自 己所得 的结论: “悲观颓

遇同住本乡馆的武汉旧友陈启修 来解围。 他和来人

丧的 色彩应该消 灭了 ,一味的 狂喊口 号也大 可不必

用日语交谈了几句 ,那人就“告辞”了。陈启修说此人

再继续下去了。我们 要有苏生的精神 ,坚定的勇敢的

是日本警视厅“便衣”。 茅盾奇怪 ,自己化名来 日本 ,

看 定了 现实 ,大 踏步 往前 走 ,然而 也不 流于 鲁 莽暴

他们怎么会知道? 陈启修说: “老兄大名鼎鼎 ,日本人

躁 ,我自己是决定要试走这一条路。《追求》中间的悲

情报何等灵通 ,怎会不知? 我来日本时 ,他们也来`拜

观苦 闷是被海风 吹得干 干净净 了 ,现 在是北 欧的勇

访’ 。今后也只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不过日方的态

敢的 运命女神 做我精 神上的前 导。”“她的永 远奋斗

度是 ,只 要你不搞 政治活 动 ,就 只监视 ,不 动你。”陈

的精 神将我吸 引着向 前! ”“我 希望能 够反省 的文学

启 修原是国民 党右派的 《中 央日报》总编 ,曾 是共产

上的同道者能够一同努力这个目 标。”

党员。他 赠茅盾一册新著《酱色的心》 ,解释说: “在武

“北欧运命女神”所指为何? 在 未遭曲解前茅盾

汉共产党认为我投降了国民党 ,心是黑的 ;国民党因

就多次作过解释。 1929年 5月 9日茅盾写道: “在北

我是共产党员 ,心是红的。我的心岂不是酱色的? ”他

欧神话 ,运命女神也是姊妹三个。”“ V erdandi是中间

署名 陈豹隐 ,寓豹子 隐居 ,既不 当国民党 ,也 不当共

的一位 ,盛年、活泼、勇敢 ,直视前 途 ;她是象征 了`现

产党之意。

在 ’ 的”。 他以北 欧运命 女神象 征倾心 向往的勇 者:

茅盾读《酱色的 心》 ,峥嵘 岁月 与萧 杀现状 的反

“真的勇者是敢于凝视现实的 ,是从 现实的丑恶中体

差 ,令他心情难以平静。他觉得 ,被“五四”壮潮唤醒 ,

认 出 将 来的 必 然。” 茅盾 决 心 从 头开 始 “有 效的 工

奋 起后无路可 走者 ,并不比走 上新生 如《创造》中的

作” ,“要使 人们透过现 实的丑 恶而自 己去认 识人类

娴娴者少。 写这些软弱者的悲剧 结局 ,促人猛 省 ,催

伟大的将来 ,从而发生信赖”。 “既不依恋感伤 于`过

人振奋 ,当有意义。于是 7月 8日他写了第二个短篇

去’ ,亦不冥想`未来’ ” ,而“是紧抓住 `现在 ’ ”③ 沿着

《自杀》。

“北欧运命女神”指引的方向踏实 地前进。 这就彻底

茅盾赴日前后活动多 ,获得信息也多。所获最重

回 答了《追求》中提出但 未作正确 解答的 那个“向何

要的 信息 ,是 6月 18日 至 7月 11日 在莫斯科 召开

处去追求”的问题。 1961年 6月 15日茅 盾《致庄钟

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茅盾获悉 ,在共产国

庆 信》中 又解释了其 政治寓 意: “北欧 的运命 女神见

际与苏共中央帮助下 ,大会总结了建党七年来 ,特别

北欧神话。当时用这个洋典故 ,寓意盖在苏联也。” ④

是 1927年“八七”会议以 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教训 ,

这就使我们更明白了《从轱岭到东京》一文和他听到

进一步明确了 ,中国革命性质未变 ,仍 属共产党领导

的在苏联召开中共“六大”精神之 间的联系。 它再次

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目前革命处在低谷 ,而

证明 了茅盾所 说的话 的真诚可 信: “我 幻灭了 ,但没

不是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 中心任务 是深入发动群

有动摇。”

众 ,而不是继续搞“总暴动”。大会对“左”倾路线的批

在 1988年《野

》发表的《樱 蜃》一文中 ,秦德君

判 ,与对今 后路线的 确定 ,使茅 盾冰释了 疑虑困 惑 ;

也 证 实 说: “茅盾 还 说: 北 欧 命 运女 神 也 是 象征 苏

消除了幻灭悲观情绪。 他决心重 振精神 ,继续 奋进。

联。”但她又说茅盾给她看《从牯岭到东京》时说: “北

这时他的《幻灭》、《动摇》在国内连遭批判。他早感到

欧命运女神中间最庄严的那 一个 ,就是 你啊。”她说 ,

有回答之必要。他 的新思考、新心态 ,也有必要披露。

“因为当 时茅盾的 消极、颓唐、悲观、失望 的呻吟 ”相

写 完 《自 杀》 后 , 茅 盾 就 动 手 写 构 思 日 久 的 洋 洋

当 严重 ,甚至 把当“蒋介 石的秘 书”作为自 己 “平生

15000字的长文《从牯 岭到东 京》 ,直到 7月 16日始

志愿”与现实追求。 是她“义不容辞 ”“倾全力扶持他

得脱稿。

前 进” ,“从 此茅盾的 心情开 朗起来 … … 很快 活的写

文 章的 具 体内 容 ,一 是对 《幻 灭》、《动 摇》、《追
求》的创作心态、写作动机、“托尔斯 泰式”的写 法 ,以
及全书的成败得失 ,作了坦诚的自白与反思 ;对其中

好 一篇文章 《从牯 岭到东 京》” ,并 把她讴 歌为“北欧
命运女神。”⑤
秦德君这些话 ,忽略了两个重大的历史事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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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是否有足够的时间与力量 做到这点。 他们 7月

茅盾的敏捷才思 ,当不至于此。这段生活 ,《我走过的

初 同路赴日 ,《从牯岭 到东京》 7月 16日 写毕。 当中

道路》中所记甚简。 其谈情说爱经历 ,茅盾是有意回

充其量不过十天多一点时间。除去旅途、在东京安顿

避不提的。

食宿、写《自杀》与动笔写《从牯岭到 东京》的时 间 ,即

据秦德君文章说 ,她上午有课 ,其余时间或与茅

便 连觉也不睡 ,秦德 君到底有 多少时 间用去 “打 消”

盾独处 ,或与吴庶五偕游。 她住在集体宿舍 ,茅盾住

茅盾“当蒋介石秘书”的“平生志愿” ,并使茅盾 由“消

的本乡馆又极简陋 (为防地震 ,日本 房屋多系“拉板”

极、颓唐、悲观 ,失望 的呻吟”振 作起来 ,跟着 她这个

墙式 木结构 ) ,茅 盾的屋 子与商 务印书 馆、中 央军校

“北欧运命女神”走? 何况茅盾扭转自 己的情绪需要

两度同事的樊仲云仅一壁之隔 ,樊曾寄住沈 家 ,与沈

一个自我斗争过程 ,秦德君即便有充分的时间 ,她又

母、孔德

是否有“扭转”的能力? 退一 步说 ,茅盾会不会说这种

常来。所以他们不具备同居条件。何况还有个情感发

开玩笑的话? 即便说过这种玩笑话 ,难道真可 以“拿

展的渐变过程。

极熟 ; 茅盾的 表弟陈 瑜清正 在东京 ,也经

着棒锤当成针 (真 )” ,几十年后还故作 正经地向全世

茅盾与秦德君由相恋到同居 ,与“同是天涯沦落

界郑重披露吗? 二是并不符合事理与逻辑。若茅盾真

人”的特殊 处境固 然有关 ;但从 根本上 说 ,还 是以其

有此 宿愿 ,为什么 1926年 在广州 他不去 钻营 ,反倒

内因为基础。

返回上海与老蒋对着干? 为什么他要 在武汉发表那

对秦德君说 ,情况较为单纯。她虽是三个孩子的

一大 批讨蒋檄文 ,号召 大家努 把力尽 快把老 蒋送进

母亲 ,这时毕竟才 23岁。 她不能不 有改变爱情悲剧

坟墓? 正是这一切导致蒋介 石对他恨之入骨 ,必欲置

命运的强烈愿望。头 一个男人穆济波是流氓加无赖 ,

之死地而后快。 1927年 6月发布通辑令 ,开列的“罪

第二 个姘居者刘 伯坚是 她真心 相爱的 戎马将军 ,然

魁”与“首要”名单共 193人 ,沈 雁冰名列第 57位 ,不

而短 暂的同居所 获的寸 断的柔 情 ,远 大于柔 情的享

仅在郭沫若 (第 116位 )之前 ,而且在瞿秋白、周恩来

受。眼前的 茅盾 ,有北人的厚重 ,南人的机灵 ,是叱咤

之前。可见老蒋对茅盾切齿到什么程度。此通辑令当

风云的革命家 ,蜚声中外的文学家。 他那外 表文弱、

时还由各省转发。 笔者见到的一是浙 江戒严司令周

心灵 内秀、刚柔相 济的性 格 ,温 文儒雅 的风度 ,怎不

凤 岐 转 发的 刊 浙江 省 政 府公 报 令 ( 6月 1日 第 18

使她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一见钟情 。 因此她就以四川

期 )所载 ,所列 计 197人 ,与国 民政 府原 通辑令 名单

人的热辣辣的性格 ,和无所顾忌的性扭曲心 理 ,不顾

略有出入 ,沈雁冰列 58位 ,其前加了顾孟余 。二是由

一切地扑到茅盾的怀抱里。 秦氏女 子血缘中的刚烈

福建 政务委 员会代 理主任委 员陈乃 元 1927年 5月

暴燥 ,被炽烈的爱火融化为“绕指柔情”。她这时想爱

15日签发 的 ,此件 名单与 原通 辑令出 入较 大 ,排列

就 爱 ,爱得 死去 活来 ,正 如后 来因 爱的 失落 想 恨就

次序亦不尽同 ,沈雁冰名列第 56位。由此可推断 ,这

恨 ,恨得欲报复则不择手段一样。

通辑 令可能转发 大部分 省份 ,日本警 视厅便 衣特务

茅盾的心态却复杂得多。 接受 包办婚姻虽非情

监视茅盾也事出有因。既然 这样 ,茅盾怎么可能向秦

感意 愿 ,却 是理性 承诺。 从人 道主义 出发的 结婚与

德君表示“能做蒋介石的秘书就心满意足了 ”呢? 又

“创造” ,为自己培养了一个同志与爱人。孔德

何劳 秦德君说服 茅盾打 消此念 头 ,致 使茅盾 感激她

现并不使他失望。茅盾培植起的爱也绝对真诚。加之

崇拜她称她为“北欧命运女神”? 其实十几天的相处 ,

一双 小儿女与白 发高堂 母的维 系作用 ,使茅 盾守身

直 到写《从牯岭到东 京》时 ,茅 盾还谈 不上与 秦德君

如玉 ,从无二心。 但他同时也体验到 ,人工培植的爱

相爱。

情 ,缺乏发现的喜悦 ,与一见倾心 、心心相印 的激动。

的表

茅盾 自 7月 初抵东 京到 12月初 转赴京都 与秦

茅盾小说中曾塑造热烈浪漫的慧 女士和娴静温柔的

德君同居 ,当中逐渐相爱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占

静女士。在描写中 ,他无意中流露出更倾心于慧女士

去他不少的精力。故这时著述甚少。仅编了在国内写

型女性的内心隐秘。 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就说过

好的《小说研究 ABC》、《中 国神话研究 ABC》、《近代

“如果读者并不觉得她们可爱可同情 ,那便是作者描

文学面面观》和《现代文学杂论》四部旧稿。新写的论

写的失败”这样的话。 何况 ,个人的 体验与时代的发

著只有《希腊罗马神话的保存》、《埃及 印度神话的保

展 ,又导致他 的妇女观发 生了很多 变化。 1922年起

存》两文 ,与上述四书的短序 ,总共不到两万字。比刚

他发表了许多修正自己旧说的新 观点。 (一 )屏弃了

到东京所写《自杀》、《从牯岭到东京》的字数还少。以

结婚不必以恋爱为前提的旧说 ,提出“两性结合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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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为基的”才合于道德的新说。(二 )对恋爱作了石

跟到京都移交给当地“便衣”才算 。 那当地的“便衣”

破天惊的界说: “丝毫不带理知作用的 恋爱才是真的

此后也常来“拜访”。 茅盾秦德君先 在茅盾的商务印

恋爱”。它是“不怕天 ,不怕地 ,盲目的举动”。“忘了富

书馆 同事、上海兼区执 委会的 下属与 战友杨 贤江家

贵名分底差别 ,忘了丑美差 别 ,忘了人 我之分。” ⑥ 也

借住。 后迁到与高尔柏、高尔崧弟兄等同租 的寓所。

“忘 记 父母 ,忘记 社 会 ,甚 至 于 连自 己 是 什 么也 忘

杨、高等都是通缉令上有名的中共党员。这时也都失

记。”“我相信恋爱是不受什么礼教信条 ,社会习惯的

掉了组织关系。据日 本著名学者是永骏教授考察 ,茅

束缚的” ;“其冲动不免带些`肉的 ’ 气息。”茅盾 还“对

盾在京都最早的寓所在高原町。 现 已找不到当年的

于有上述的`狂’ 气分的现代青年 女子颇表示敬意! ”

旧 建筑。 但 茅盾 在《我走 过的 道路 》中及 当时 所写

(三 )他认为“恋爱固 不以性交 之达到 算为成 熟的证

《雾》、《卖豆腐的哨子》、《虹》、《邻 一》、《邻二 》、《速写

据 ,但 是因 为恋 爱而 自然 到这 地步 ,就 是极 合 理的

一》、《速写二》的记 实部分 ,都 作过描 绘。 秦德 君在

事 ,不能算是可耻 ,或秽污。” ⑦ (四 ) ,“不能指恋爱的

《樱蜃》等回忆 录中也有 具体的 室内环 境、同 居生活

减弱而终至于无 ,为不道德。一个人有过两三回的恋

的描绘。清 贫 ,相濡以沫 ,靠写作为生 ,茅盾帮秦德君

爱 事 ,如果 都是 由真 恋爱 自动 的 ,算不 得什 么 一回

提高文化素质 ,以秦德君为主料理家务 ,大部分时间

事。”“恋爱之真伪 ,与贞洁与否有 关 ;而恋爱的 次数 ,

是日 本人般席地 而坐从 事写作 ,后来 才有了 小凳与

却绝对无关。”⑧ (五 )“因 为恋爱是神圣的 ,故不但强

小桌。朝夕相处少了些浪 漫 ,多了些务实。他们有一

令恋 爱者不得恋 爱乃为 罪恶 ,即如强 令本无 恋爱者

段相爱的幸福日子。茅盾的论著与创作大大丰收 。他

发 生恋爱也是 不应该的。” (六 )“新性 道德反 对片面

的《野蔷薇》与《宿莽》中的绝大部分 作品都是这时期

贞操 ,并非即 为主张把 旧性道 德所责 望于女 子的贞

所 作 ,还 写了一批包 括《读〈倪焕之〉》在内的 颇有份

操主义亦同样的加之于男子身上 ”。 “因为恋爱不过

量的论文 ,最重要的是写了一部外国文学史专 著《西

是人类感情中之势最强烈 ,质最醇洁 ,来源最深邃者

洋文学通论》 ,创作了长篇小说《虹》。

而已 ,决不能保其永久不变迁。”“所以 恋爱神圣与离

茅盾写《虹》 ,秦德君有辅助之功。主要是提供了

婚自 由实在是 新性道德 的两翼。”“在 此两性 关系正

部分素材 ,抄写部分稿件 ,抚慰感 情和料理家务。 但

在变 化过渡的时 代 ,采 取离婚 自由便 所以实 现恋爱

她 说是她“拚性命 ”与茅 盾“共同写 成” ,则显 然言过

神圣。”⑨ (七 )“不许离婚 固然不对 ,许 人自由离婚毫

其实。据她回忆录所述 ,她当时不过中专程度。并无

不加 以制裁 ,也有 流弊。”这 “于 社会组织 之固定 ,很

创作的经历 ,此后她也无创作 ;“共同写成”的条件何

有妨 碍。”“在 两 极 端 中 间 , 本 可 以 得 个 执 中 的 办

在? 她提供的素材是《虹》的根据 之一 ,但不 是全部。

0
法。”1

在 提出“共同写成”说 之前 ,她曾说: “文学创 作乃是

以上七点是对茅盾原有妇女观的 改良主义部分

虚构” ,“它有真人真事作依据” ,但“不可能从头到尾

的重大理论突破。 其中不乏他个人生 活体验的理论

都是一个人的经历。 作家还要溶 进大量其他事件” ,

升华。不过在他的私生活中 ,赴日前从无旁顾。尽管

“还要加进大量想象的成分。这种想象依据的是作家

交际 中不乏理想 的浪漫 谛克的 女性 ; 有的也 曾使他

的观察、体验 ,像《虹》里对梅女士的 心理活动所作的

怦然动心 ,产生如前所说的种种创作冲动。但他却从

细致、精彩的刻划就是一例”。 “因此 ,谁也不应该说

未越雷池。 孔德

对他也一百个 放心。 母亲监督多

小说里的典型就一定是谁”。 “这原 来就是常识范围

年 ,也放下了她的种种戒备。 与秦德君搭伴同 行 ,孔

以 内的 事。”1 秦德 君也说 胡兰畦 对《虹 》很不满 意 ,

德

还亲送上船。 她不料此去会发生 婚姻与爱情生

认为许多事不是她的 ,茅盾把她写歪曲了。杨森则因

活中的轩然大波。 茅盾开始也并 无他念。 但去国离

许多情节与他的作为不符 ,曾当面斥责秦德 君 ,并声

乡 ,解除了一切束缚。 秦德君的热辣辣地追求 ,使茅

言要控告茅盾。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证明: 《虹》是茅盾

盾也产生了“狂热”的恋爱的真情。 于 是他不顾一切

的虚构的创作。既非 与秦共同写成 ,也非仅仅依靠胡

迈出关键一步: 同赴京都与秦德君正式同居。这时他

兰畦、杨森的材料。

们相 互只有认同 ,而忽 略了客 观上存 在难以 契合的

事物 总是按 对立统 一规律 在一定 条件下存 在、

差异和难以逾越的障碍。但 当时他们均属真情 ,毫无

发展 ,并向相反方面转化。茅盾与秦德君在特定条件

假意。 双方的爱的真诚 ,都不容置疑。

下相爱、同居 ,后来又在特定条件 下分手。 两者都存

离开东京时 ,警视厅那个“便衣”又来“相送”。直

在必然性。

丁尔纲

茅盾的婚 恋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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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德君一方 ,情况比较简单。同居后她对茅盾

继续地下党的工作三副重担。 为缓 解她经济无着的

的看法逐渐恶化 ,这从她的回忆录中对茅盾的 思想、

困难 ,党安 排她担任党 办的女 子职业 中学的 教导主

意识、品格、性情、生活 习惯所 作的种 种指责 中不难

任 ,继续培养革命后备力量。 但很快引起当 局注意 ,

看出。尽管这些指责出于挟 嫌报复 ,有许多丑化诬蔑

有两次她险些被捕。 一次赖同事分 散了便衣特务的

成分 ,但也有其当时就有的真实的看法在。不过当时

注意而脱险 ;另一次军警搜查该校 ,赖门口烟店老板

这并不影响她的基本态度: 让茅盾与孔德

离 婚 ,和

报信 ,她未进校门 ,从而脱险。但这些艰险 ,与丈夫与

自己结婚。在茅盾这方 ,情况要复杂得多。他和孔德

秦德君同居带来的痛苦比 ,要轻多了。 幸有 叶圣陶、

由 结婚到产生 了真挚 的爱 ,同时又 有些不 尽如意

郑振 铎等老 友帮助 ,婆婆 又是个 主心骨。 茅 盾的稿

处。这都是实情。但在国内 ,这“婚变”绝不会发生。去

酬 ,叶圣陶总是留一部分交孔德

国后 一切隔绝 ,秦德君 身上某 些孔德

养家。茅盾即将回

不具 备的东

国的 1930年初 ,郑振铎和叶圣陶帮 助孔德

议定了

西 ,以及她炽烈的爱 ,激起他对她的爱 ,因而同居。这

“动之以 情 ,待 之以礼 ”的 应对方 针。 孔德

勉为其

也是真情。漂泊离国与家隔 绝 ,维持这同居关系并不

难 ,但做得落落大方。

困难。一旦回国 ,与孔离婚与秦结婚 ,则困难重重。茅

茅盾与秦德君的分手 ,有三个决定性因 素: 一是

盾面临二者取一 ,并妥善安排另一方的严峻局 面 ;但

性格因素。 秦德君承认: “我们家族 中女性多暴烈脾

不论 如何取舍 ,又都处 在被一 方责以 负心的 两难境

气。我的远祖出了女将秦良玉。”“据胡兰畦告诉我” ,

地。 1929年 9月秦德君怀孕后打胎 ,据《樱蜃》载 ,她

2 二是 品格
茅 盾对 她说: “德 君的脾 气倒像 “暴君 ”。1

“最主要的是想去苏联 ,不能身怀`累赘’ ”。“次要”的

因素 。 秦德君对 孔德

是什么? 除经济困 难外 ,与茅盾是“有妇之夫 ,有子女

遇 ,颇有不近人情之处。茅盾对孔德

之父”不无关系。

遇”之说 ,怎会相信? 三是秦德君逼茅盾离婚甚急。这

何 况这 时国 内与 日本 的环 境 都发 生了 很 大变
化。 在国内 ,党领导红军开辟了革命根据地 ,实现了
“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后 ,蒋
政权 与南北两方 地方军 阀的矛 盾与战争 日趋激 烈 ,

的无端 攻击 ,甚至说 她有外
所知最深 ,“外

一切都导致茅盾的逆反心理 ,遂逐渐产生离心力。
1930年 4月初他 们回国 ,借住杨贤 江家。 据韦
韬回忆 ,孔德

主动邀茅盾携秦德君来家赴宴。孔德

嘱韦韬姐弟对秦先生要有礼貌 。 沈霞负气躲走不

内部的控制 ,包括通缉令的实施 ,因之有所放松。 党

见她 ;韦韬却深深鞠了一躬。孔德

中央又 平息了文坛 论争 ,加强了内部 团结。 到 1930

用的衣物 ,爱吃的菜肴送去。沈母则责备茅盾: “你自

年初 ,成立左联的条件已经成熟。他们回国的条件已

幼丧 父 ,我 含辛茹 苦抚养 你 ,教 你诗书 礼仪 ,现在你

经 具备 了。 在 日 本 , “中 国 共 产 党 组 织 被 `一 网 打

弃妻抛子 ,摧毁这个美满家庭 ,于 心何忍! 应该知道

尽’ ”。秦德君的日文老师漆 湘衡、袁文彰及经常往来

糟糠之妻不下堂。 你应该回心转 意 ,归家团 聚 ,负起

的沈启予都被捕。杨贤江夫妇等已经先后回国。茅盾

家庭责任 ,这才是正道。我年事已高 ,想回故乡休养 ,

他们的处境也很危险。通货 膨胀又使生计日感拮据。

这 个 家从 此 交给 你 和 德

了 ,你们 自 己 料 理一 切

加之“茅盾家里上有老 ,下有小” ,“迫不得已 ,不能不

吧。”沈母说话至此 ,孔德

和孩子们都泣不 成声 ,这

作归 计。”这时秦 德君又 怀了第 二胎 ,孔德

和沈母

也对茅盾有很大触动。然而 ,秦德君则以服药自杀等

业已知道他们同居的事。沈母态度严厉。并且出面干

举 措相 威胁 ,吓 得茅 盾破 窗而 入急 救 ,弄得 十 分狼

预。他们何去何从 ,也必须立即决断。围绕这点 ,茅盾

狈。这一切使茅盾终于下定决心与秦德君分手。秦德

和秦德君的矛盾 ,就一天深似一天了!

君离沪返回四川。 从此茅盾与孔德

茅盾 赴日后 ,孔 德

还常把茅盾喜穿

破镜 重圆。

挑起 侍奉婆 母、教 养子 女、

注释:
①以下文字均据秦德君的自述: 见 1985年 4月 6日香

卫威整理。

港《广角镜》 151期。 《我与茅盾的一段情》 ; 1988年日本《野

② 梅志: 《在漩涡中 — — 〈胡风传〉的一章》 , 《新文学史

》杂志 41号 、 42号。 《樱 蜃》 (此文系上 文的扩充 ) ; 1990

料》 1994年 3期 184页 , 187页。 但秦德君在回忆文章中不

年《许昌 师专学报》 2、 3期与 1991年 1、 2、 3期。 《一位曾给
茅盾生活与创作的很大影响的女性 — — 秦德君对话录》 ,沈

提此时与穆济波同居 ,却说住在施存统家中。

(下转第 9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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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还是句样都是层级系统。虽然句子类别系统的构

结

建在这篇文章里还只是一个设想 ,但层面清淅 ,思路

语

开阔 ,过去在句型研究中许多模糊浑沌 ,纠缠不清的

回顾近百年来汉语研究 ,经历了初创、发展和蓬

问题 ,在这里大都能得到妥善解决。这不仅在运用三

勃发展的过程。初创 阶段 ,汉语句型研究注意力集中

个平面理论分析汉语句子类型方面是 一次较为成功

在有 汉语特色的 句式上 ,那时 的研究 成果至 今仍很

的尝 试 ,而 且在促进 语法研 究的精 密化、实用化、科

有价 值 ;发 展阶段 ,出于 教学需 要 ,开 始构建 句型系

学化方面 ,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统 ,由于对句型研究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 识 ,学术

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理论 ,可以说 ,是在吸取西

性句 型研究 未能取 得实质性 进展 ; 直到 80年代 ,句

方各家语法理论的精华运用于汉语语 法研究实践中

型研 究受到 足够重 视 ,进 入蓬勃 发展时期 。 这个时

产生出来的 ,是适合分析汉语句子的语法理论。这个

期 ,语法专家们一方面积极开展句型理论研 究 ,一方

理论 不仅能指导 汉语语 法研究 ,而且 对世界 各种语

面吸取语法研究成果丰富养料 ,深入语言实 际 ,认真

法理论研 究也必定产生一 定的影响 ,它已经 成为 90

细致 调查分析、归 纳、构 建汉语 句型系 统 ,取 得很大

年代语法理论的主流。但如 何根据这个理论 ,建立切

成绩 ,这些成绩又促进了汉语语法其他领域 的研究 ,

实可 行的汉语句 型理论 ,进而 构建新 的更为 完善的

并取得突破性进展。三个平面理论的产生 ,给进一步

汉语 句型系统 ,使其 符合精 密化、实用化、科 学化的

深化 句型研究带 来新的 契机 ,汉语句 型研究 必将在

要求 ,还有待于语法学家们努力 ,再努力。

科学道路上继续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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