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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 

 

 

 
2005 年春節﹐我去天津看望了一位曾經親身經歷過反右擴大

化並且被劃定為“右派”的老人﹐他原來在民盟中央工作。不意

之中談及《往事並不如煙》這本書﹐老人的話竟然有些打不斷了。 
我問﹕“您看這本書如何﹖” 
他說﹕“你沒看到龔育之說這本書是‘巧妙的剪裁嗎﹖’你

們這一代人或許知道文革﹐卻未必全然瞭解反右﹐建議你們看這

本書之前先看看其他有關章伯鈞﹑羅隆基乃至儲安平的書﹐免得

先入為主。” 
他還說﹕“蘇共的列寧說不看回憶錄﹐還是有些道理的﹐特



別是一些人的親屬的回憶﹐幾乎就是另類的讚歌﹐在這裡你看不

到歷史﹐能夠看到的就是追悼會以外的另一份悼詞。” 
我讓他談談對章﹑羅二人的看法﹐他先是不說﹐後來經不住

我的軟磨﹐這才簡單說了兩句。 
他說﹕“章伯鈞自私﹑羅隆基缺德﹐這是當時我們這些人中

的總體看法。章伯鈞 1928 年以前追隨中共﹐1928 年以後脫離中共﹐

逢人就說中共是非﹐以後和蔣介石國民黨鬧翻﹐於是﹐再投中共。”

政治這東西本來就是翻雲覆雨﹐無可厚非﹐但是﹐這本書裡面把

章打扮成一個那麼堅定不阿的人﹐我以為不是全貌。羅隆基的刻

薄﹑無行是有史可查的﹐就以他對儲安平的事情﹐十足為人齒冷。

千家駒晚年對章羅同盟一事做過道歉﹐說是千古奇冤﹐不過﹐他

也說當時對於羅隆基成為右派﹐大家都是能夠理解的﹐此為何解﹖ 
談及那位以辦《觀察》起家的儲安平﹐他不禁莞爾一笑。他

說﹕“儲這個人﹐對應章自私﹑羅缺德來說﹐也有兩個字﹐那就

是摳門。不過﹐這可不是貶義詞﹐吝嗇才是貶義﹐說儲摳門是說

儲在經濟上仔細﹐他不但對他自己的孩子摳門﹐對他自己本人也

摳門﹐他的兩任妻子都沒辦法管錢﹐男人結婚以後還獨立理財﹐

儲也是一種特色。” 
他又說﹕“儲安平人不錯﹐厚道﹐看問題尖銳。可惜有些質

樸得過頭﹐他去《光明日報》那裡做總編﹐第一個不高興的就是

章伯鈞﹐章伯鈞介紹他時一共就用了三分鐘﹐你要不信可以翻翻

儲自己的回憶。儲到任﹐建議光明那裡設什麼副社長之類的東西﹐

你想章伯鈞如何高興﹖以後即便是中共不整儲﹐章伯鈞也未必容

納儲。” 
老人後來對我說﹕“這本書把儲安平和章家的關係描繪得惟

妙惟肖﹐還把羅隆基和章伯鈞的交往乃至和作者本人的交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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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氣活現﹐無非是給章伯鈞本人臉上貼金罷了﹐在民盟誰都知道

章伯鈞和儲安平的關係﹐也更知道章﹑羅的關係﹐這本書與其說

是給大家看的﹐毋寧說是給民盟活著的人看的。” 
老人的話促使我讀了這本書﹐還按照老人所說的找了不少相

關書籍﹐藉以全面瞭解章伯鈞和羅隆基﹐等到工作之餘時﹐想起

自己對這本書的瞭解和看法﹐於是乎也就有了動筆的念頭。 
 

 
章伯鈞是政務委員﹑交通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光明

日報》社社長等﹐按照開國以後的定級﹐他是行政三級。 
行政三級是什麼概念呢﹖行政一級是毛澤東﹐以後毛澤東自

己主動取消一級﹐把自己劃入二級。行政二級是劉少奇﹑周恩來﹑

朱德﹑陳雲﹑鄧小平。行政三級是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的級別﹐也就是共和國元帥的級別。彭德懷等人拎著腦

袋從江西一路殺到北京也才行政三級﹐章伯鈞一出手也是行政三

級。1985 年﹐胡耀邦對香港的金庸﹑陸鏗等人說過﹐他和趙紫陽

都不是行政三級﹐還屈指數了幾位行政三級的領導人﹐裡面包括

已經下臺了的前“英明領袖”華國鋒。 
進城以後﹐李銀橋等人曾經對柳亞子﹑梁漱溟等人的蜂擁而

至表示異議﹐認為這些“長衫老”們如何會是革命的同道者﹐而

優待這些人又何能有助於革命。毛澤東卻不以為然﹐小小的開導

了他們一番。其實﹐和李銀橋等人有著共同困惑的人比比皆是﹐

包括這些所謂“長衫老”的親屬。比如章含之本人﹐就曾經因為

以革命自道對老邁的章士釗很不感冒。 
有一次﹐章含之和毛澤東談及章士釗時﹐毛澤東見她比較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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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她老爹是“代表剝削階級的愛國民主人士”﹐毛澤東就問章含之

是哪一年入黨的﹖章回答是 1957 年﹐毛澤東隨後不無揶揄的說看

來你是我黨的老黨員了。1 接著﹐毛澤東就給章含之講了章士釗的

貢獻﹐從《蘇報》一案說起一直到國共和談﹐毛澤東告訴章含

之﹕“共產黨不要你盲目的六親不認﹐看一個人要看全面。”2  
不過﹐也不怪有些工農出身的幹部看不慣這些民主人士的某

些時候的作風﹐柳亞子因為一根黃瓜的事打了管理員一個耳光﹐

而打門衛﹑罵哨兵也間有發生﹐這種“潑辣”的作風出現在建國

伊始﹐以致於驚動了周恩來。周恩來對柳亞子說﹕“我們的朱總

司令﹐可謂影響大﹑職位高﹐可是他從來沒有打過任何一個戰士﹐

沒有動過戰士一指頭。”3  
說“我這輩子﹐經歷了天堂﹑地獄﹑人間三部曲”﹐4 她大

概是把她的同父親生活在一起的早期生活算作天堂﹐實不為過。

根據章詒和自己的介紹﹐“父親官場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 79 間

房的大四合院。”5 直到章伯鈞因為右派問題降為行政七級時﹐

仍舊保留了汽車﹑司機﹑警衛﹑秘書﹑勤雜﹐中央統戰部還特意

把章伯鈞的每月 50 元的保姆費給加進去。即便是三年困難時期﹐

章伯鈞還躋身“肉彈幹部”之列（指的是配有每月兩斤雞蛋﹑一

斤豬肉）。6 像章詒和的老師潘素這樣的熟人來到章家也要照例

                                     
1 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文匯出版社 2002 年﹐第 337 頁。 
2 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第 338 頁。 
3 孫有光﹕〈周恩來為何批評柳亞子“牢騷太盛”〉﹐《炎黃春秋》2004 年第 6
期。 
4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自序﹐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4 年。 
5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 3 頁。 
6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 2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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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會客單”。7

而對於這些待遇﹐民主人士們也並非真的如同儒家的祖宗教

誨的那樣視作“身外之物”﹐羅隆基就曾經同章詒和半開玩笑的

說他後悔沒有早點檢討﹐否則就會保住部長的位置也就有車代步

了。8

1966 年春節的章詒和已經同領導鬧翻﹐從朋友那裡借了 80
元﹐“偷偷買了機票﹐悄悄溜回了北京”。9 直到 1988 年﹐中國

才陸續取消購買機票需要同時開具介紹信的規定﹐而 1966 年的章

詒和不知道通過什麼渠道可以一下子就“偷偷買了機票”。 
我父親和榮××曾經是大學同窗﹐當年每逢春節﹐一些家庭困

難的同學索性就留在學校裡面藉以節省一點費用﹐而榮××則早就

有上海家人送來購買好的機票等在那裡。由此可見﹐章詒和的機票

想必也不是“偷偷”那麼簡單。當章詒和回到北京機場時﹐“父親

高興的親自去機場迎接”。文革前﹐黨內風氣重在樸素﹐賀鵬飛高

考落榜一樣重讀復習﹐周恩來的侄子暑假請家裡派車來接﹐鄧穎超

自己花錢僱了一輛三輪車去。10 相比之下還是章伯鈞的氣魄大一

些。而因為和領導不和就自己買了機票回北京﹐章詒和的氣魄在那

個年代也不小﹐一時竟有些“虎父虎妞”的感覺。 
其實﹐章伯鈞自己也不是熟視無睹﹐他對家人說﹕“把我的

車從蘇聯老大哥的新車吉姆換成美國的老貨別克”﹐11 言語之間

透露出耿耿。據說﹐當年北京市的吉姆轎車屈指可數﹐能夠成為

                                     
7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 135 頁。 
8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 316 頁。 
9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 324 頁。 
10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遼寧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1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 2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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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車主人要麼高級領導﹑要麼民主大老﹐此車經行之處可謂暢通

無阻。鐵竹偉所著的《廖承志傳》中就對吉姆轎車做過形象的描

述﹐廖承志自奉簡樸﹐不準備換車﹐秘書等人就以吉姆轎車一路

綠燈乃至交通警也不敢阻攔為理由請廖“入甕”。 
從行政三級到行政七級再到無人問津﹐章詒和試圖通過從她

們家的“寬闊的庭院”中感受到“晨風拂來”所“透著涼意”中

的悲嘆告訴我們他的父親和她是怎樣“熬”過一個經歷世態寒暑

的過程。 
 

 
翻開《往事並不如煙》這本書﹐舉凡章伯鈞本人提及毛澤東

之處﹐除了一次用了毛主席的字眼以外﹐其他的都是用“老毛”

作為代名詞。當然﹐不是說稱呼老毛不行﹐而是這種稱呼的背後

代表了章伯鈞對毛澤東的真實看法。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最後的貴族》和中國國內人民文學

出版社的《往事並不如煙》有些不同﹐後者對章詒和的原稿做了

一些必要的刪節﹐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從字裡行間中看到章伯

鈞對毛澤東的總體評價。12 章伯鈞說﹕“依我看﹐發動文革內因

是源自他的帝王思想﹐外因是有感於蘇聯的現實﹐看到斯大林死

後出了個赫魯曉夫﹐他就睡不著覺了﹐還給人家起了個名字叫修

正主義﹐於是﹐在反修的旗幟下﹐趁他自己還活著就把中國的赫

魯曉夫挖出來。” 
章伯鈞說這番話時正是文革運動風起雲湧之際﹐他們躲在康

                                     
12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 1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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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璧的家裡對於外面高呼入雲的偉大領袖作出如此議論﹐這倒是

應了毛澤東當年的那句預言﹕“資產階級右派對我是有著刻骨的

仇恨的。” 
不過﹐章伯鈞對文革的那番議論也還有一些道理所在﹐他

說﹕“一個是極端專制主義﹐一個是極端個人崇拜﹐這兩樣東西

中國自古有之﹐文革是把他發揮到頂峰了。”他還說﹕“這場標

榜文化的革命對於靈魂來說﹐是件極壞的事情﹐把人統統變成懦

夫﹐這無異政治奴役﹐運動過後﹐病勢深重的是人心。”13

最值得玩味的是後面章伯鈞的那一句流氓的定論可以說把章

伯鈞對毛澤東的全部思想暴露一空。該書 325 頁上﹐當章詒和問

及章伯鈞﹐民盟痛罵羅隆基是流氓﹐羅到底是不是時﹐章伯鈞

說﹕“有人是流氓﹐但努生不是。”章詒和描述他老爹此刻的表

情時說﹕“父親在說最後這一句話時﹐口氣幾乎是惡狠狠的。”

如果文章僅僅到此為止﹐或許還不至於讓人浮想聯翩﹐巧的是章

詒和自己的收尾中說﹕“當時﹐我不知道父親所講有人是流氓指

的是誰﹖” 
我看這段文字時就懷疑這是章伯鈞指向毛澤東的﹐因為一則

能讓章伯鈞口氣惡狠狠的﹐想來應該不是什麼其他一般性人物﹐

就是為了民盟內部的傾軋﹐章也似乎不必如此大動肝火。二則﹐

章詒和說她當時不知道“流氓”是誰﹐意即現在應該知道了。 
我帶著這個疑問就翻了一些資料﹐終於在 1957 年 7 月底的一

張《人民日報》上找到了一個佐證﹐這張報紙的第二版上刊登了

嚴信民的一篇文章﹐回憶他和章伯鈞的交往﹐內中有一段文字是

這樣說的﹕“有一天上午我去九龍章伯鈞家裡看他﹐李健生也在

                                     
13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 1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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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我介紹了解放區的情況和各種政策﹐最後談到統一戰線﹐談

到周總理對他的期望﹐我看章伯鈞臉色蒼白﹐他猛然站起身來﹐

顫抖的喊叫﹕‘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流氓。’我說還是

鎮靜一點﹑理智一點﹐一場談話就這樣地不歡而散了。” 
這篇文字在章詒和的書中的扉頁中也能看到﹐只不過﹐那是

一段沒有交待具體日期的剪報。從這個佐證看﹐章伯鈞之於毛澤

東可能是從來就沒有抱過太多的好感的。 
 

 

 
章詒和在她的《往事並不如煙》的〈儲安平與父親的來往〉

中用了大量的筆墨不厭其煩的告訴讀者﹐她的父親對儲安平是多

麼的關注﹑關懷和熱忱。章伯鈞甚至為了儲安平而改變了不喝羊

奶的習慣﹐而章伯鈞更為僅僅送了幾斤奶油小點心給儲安平而倍

感痛心﹐14 章伯鈞和儲安平幾乎成了一對肝膽相照的義友。然而﹐

我們不禁要問﹐歷史上的儲安平和章伯鈞的關係真的是那樣和諧

嗎﹖或者至少像章詒和說的那樣相知嗎﹖ 
儲安平在解放以後的工作安排首先是胡喬木提請周恩來關照

解決的﹐這點在 1990 年版的《周恩來年譜》1949 年 7 月 12 日這

一條中有所體現﹕“約胡喬木請新聞界人士在中南海頤年堂聚

餐﹐有儲安平……。”15  
我們注意到章詒和在她的新書的 34頁中用章伯鈞透露給儲安

平一個消息的心理暗示似乎在告訴讀者﹐儲安平之能來《光明日

報》好像都是拜託了章伯鈞的力邀。但是﹐事實並不如此。謝泳

                                     
14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 65﹑70 頁。 
15《周恩來年譜》﹐人民出版社 1990 年﹐8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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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的《儲安平評傳》和戴晴撰寫的《儲安平和黨天下》等介紹

儲安平的書裡面用大量的事實和當事人回憶證明﹐儲安平之所以

能來《光明日報》社那是出於胡喬木的安排﹐正是因為胡喬木對儲

的欣賞才得以讓儲從九三學社裡面的是非脫離出來﹐主掌《光明日

報》的總編輯工作。16 還有一個可以說是旁證的事情是﹐多年以後﹐

當胡喬木主管意識形態領域工作時﹐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身份

再次提及請儲安平出來工作﹐有人給年邁的胡喬木遞上一張條子﹐

胡喬木這才想起自己的失言﹐因為儲安平早就失蹤了。17  
那麼﹐問題就出現了﹐儲安平到《光明日報》社工作﹐章伯

鈞本人究竟是什麼態度呢﹖我們不妨來看一看章詒和以外的其他

人是怎麼看的。 
《共和國重大決策出臺內幕》第三卷上冊 166 頁中刊載鄧加

等人撰寫的〈儲安平你在哪裡〉一文對此有過一個側面的解說﹐

當章伯鈞介紹儲安平給《光明日報》的同事們認識時﹐章伯鈞

說﹕“我把儲安平同志帶來了﹐他是一個作家﹐給《光明日報》

增加了很大的力量。”該文作者的評論是﹕“這句話等於沒有介

紹﹐因為儲安平是作家是盡人皆知的事情。”18 大家或許能夠從

這個短暫的評論中品味出章伯鈞和儲安平的一點真實關係來吧﹖ 
而不知道什麼原因﹐章詒和的書裡面並沒有把她父親介紹儲

安平給社裡同仁的這段插曲給予簡單的回顧﹐這且不說它了﹐我

們還是來看看當事人儲安平自己是怎麼談他和章伯鈞的實際關係

                                     
16 謝泳﹕〈儲安平 — 一條河流般的憂鬱〉﹐《儲安平評傳》﹐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第 46 頁。 
17 戴晴﹕《儲安平與黨天下》﹐香港明報出版社 1990 年﹐第 135 頁﹐另見江蘇文

藝出版社 1989 年。 
18 淩雲﹕《共和國重大決策出臺前後》上冊﹐經濟日報出版社 1998 年﹐第 1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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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吧。 
儲安平說﹕“我當時有這樣一個感覺﹐章伯鈞並不歡迎我做

《光明日報》的總編輯﹐他對我的態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過去

沒有太多的私人淵源﹐黨推薦我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他也

不好拒絕。”19  
儲安平這個自話說明了兩點﹐一個是他去報社是來自於中國

共產黨的推薦﹐其實也就是胡喬木。再一個就是章伯鈞對儲的到

來沒有足夠的熱情。反觀鄧加的那篇文章介紹的章伯鈞毫無生氣

的對儲安平工作的開場白就會更加明白了。 
而對於章伯鈞的幾句無關痛癢的開場介紹﹐儲安平自己又是

怎麼看的呢﹖我們也來瞧瞧好了。 
儲安平說﹕“上午 9 時﹐章陪我去了《光明日報》﹐到了報

社﹐各部主任都在歡迎我們﹐章說﹕‘我把儲安平同志帶來了﹐

他是一個作家﹐增加了《光明日報》的很大的力量。’停了兩三

分鐘﹐他又和別人閒聊了幾句﹐坐了五﹑六分鐘﹐他就先走了。20  

儲安平的這段回憶和鄧加（實際是鄧加榮）的那篇文章的介

紹基本吻合。按照章詒和在書中描述章伯鈞在儲安平加盟《光明

日報》之前的種種熱情﹐似乎章伯鈞不應該僅僅“坐了五﹑六分

分鐘就先走了”的﹐連新任總編輯儲自己的即興發言都沒有聽完﹐

章伯鈞就離開了現場﹐同時﹐這位在章詒和筆下對儲安平從氣質﹑

能力乃至相貌都大加讚賞的章伯鈞﹐在各部主任都歡迎新任總編

輯到場時﹐連句官樣的鼓勵﹑讚揚的字眼都那麼吝惜﹐這難道不

值得大家思考一下嗎﹖ 
最有意思的是﹐儲安平在他短暫的總編輯生涯中直到最後他

                                     
19 戴晴﹕《儲安平與黨天下》﹐第 224 頁。 
20 戴晴﹕《儲安平與黨天下》﹐第 2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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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單槍匹馬一個人﹐《光明日報》社沒有給他配備足夠的班子

輔助他﹐而他向章伯鈞的幾個建言都被章伯鈞否決﹐連他準備答

應發表周培源夫人和錢偉長夫人推薦來的一篇小品文都沒有獲准

刊登。21 章伯鈞社長對儲安平總編輯的支持又在何處呢﹖ 
儲安平在“出事”以後﹐也就是 1957 年 6 月 15 日《光明日

報》社召開緊急社務會議﹐這時候的儲安平已經被看作為另類人

物了。眾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是﹐章乃器卻站出來給儲安平說了

一段好話﹕“儲安平的言論（即《黨天下》一文）﹐從政治來看

是不能說離開了社會主義的。他的動機還是為了國家好。”22 同

在會場的章伯鈞沒有說話。這點我翻翻章詒和的新書就會知道﹐

通篇下來最讓人們納悶的是﹐女兒眼中的章伯鈞被描繪成為一個

急公好義﹑俠肝義膽的人﹐然而﹐在批判儲安平的公開場合下沒

有看到一組文字能夠說明章伯鈞當場為儲安平作出辯護（他和史

良的對話是私下進行的）﹐如果章伯鈞真的有像章乃器那樣的言

行﹐以章詒和這本書的風格和特色那是萬萬不能漏掉的。當然章

伯鈞這麼做也可以理解﹐因為他自身也難保﹐不過﹐章乃器那時

候不也自身難保嗎﹖聯繫到章乃器半開玩笑的口吻說章伯

鈞﹕“宗兄﹐你檢討了﹐我看早了一點吧。”的這句評語﹐我們

不難看出章詒和新書以外的蘊藏在章伯鈞身上的某些東西（關於

這點章伯鈞自己有過辯解）。23  
倒是民盟的那位老人在評價章伯鈞與儲安平的關係說了這樣

一句話﹕“即使沒有反右﹐儲安平在社裡也不會長久的﹐章伯鈞

會讓儲安平坐的住嗎﹖” 

                                     
21 戴晴﹕《儲安平與黨天下》﹐第 236 頁。 
22 章立凡﹕〈風雨沉舟記〉﹐《黃河》1997 年第 6 期。 
23 章立凡﹕〈風雨沉舟記〉﹐《黃河》1997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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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我們也無意於否認 1957 年反右以後﹐儲安平與章伯鈞

關係的改善﹐也無意於否認什麼新鮮的羊奶送給章伯鈞夫婦的事

情。可是﹐這些事的發生的過程中的幾個主要當事人都去世了。

我記得李健生生前（章伯鈞最後一任妻子）好像就沒有回憶過什

麼喝羊奶事件吧﹖而這些故事到底真實性如何那就只有章伯鈞﹑

儲安平等人的在天之靈才會曉得。 
 

 
在章詒和的筆下﹐她的“親愛的羅伯伯”— 羅隆基不但以個

性鮮明著稱﹐而且又是一副如何得意於眾花之中的“萬人迷”的

形象﹐不但敢於“講真話”﹐而且還滔滔不絕。甚至羅隆基死後

的臥室內還有“貴族氣息”。24 對於羅隆基的歷史地位的評價﹐

中共中央已經在 1986 年 10 月 25 日的《人民日報》上給予了積極

的肯定﹐說他是“著名的愛國主義戰士和政治活動家”﹐這點已

經毋庸置疑了﹐儘管羅隆基目前還是沒有摘掉帽子的“右派”。

不過﹐對於羅隆基的人品道德則未必就像章詒和說的那麼肯定。

當然﹐章詒和可以說﹕“不管別人怎麼罵他﹑說他﹐他的滔滔雄

辯和喃喃情語在我心中都是無比美好和珍貴。”25 然而﹐我們就

不必一律的按照章詒和給我們指引的視角來看待羅隆基的私德﹐

倒是可以不妨把視野開闊一些﹐看看同時代的其他人是怎麼看待

羅隆基的“道德文章”的。 
我們先來看聞一多對羅隆基的評價。關於這點﹐章詒和在書

中有所交待﹐她說聞一多的故事都是羅隆基一點一點告訴她知道

                                     
24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 325 頁。 
25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 326 頁。 

 12



的﹐而且她還繪聲繪色的描述羅隆基自比聞一多的情景﹐羅隆基

說﹕“我還可能成為一個不亞於一多的文學家。”26 而聞一多對

羅隆基的評論則是﹕“歷來干祿之階無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

逆取。嘩眾取寵﹑危言聳聽﹑比周侮謾﹑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

足下蓋逆取者也。”27  
除了聞一多以外﹐以敦厚學問見長的吳宓這種輕易不議論他

人是非的學者也對羅隆基的品性頗有微詞﹐吳宓說羅隆基不大忠

厚。28 這在吳宓的臧否人物的格言中已經算得上用詞比較厲害一

類的了。連對羅隆基的才能一貫看好的被魯迅稱作資本家“乏走

狗”的梁實秋也笑著對羅隆基說﹕“你是學高於品。”29 這麼多

的同時代的學者﹑文人乃至政客對羅隆基都有如是的評論﹐可見

羅隆基的品德之差也不是空穴來風了。 
而後來和羅隆基﹑章伯鈞一起做了大名鼎鼎的“右派”的儲

安平更是點名指出羅隆基“德不濟才”。對於羅隆基的“缺德”﹐

儲安平因為親身領教過﹐所以﹐還是比較有發言權的。 
儲安平去英國留學﹐用他自己的話說﹕“可以列入第一等的

窮留學生名單中。”為了節省開支﹐安平不得不“幾日吃豬腳爪

燒白菜”﹐30 因為豬腳在當時價錢很便宜。留學生一般一個月的

生活費是 24 英鎊﹐而安平節儉到每個月四英鎊﹐由此可見﹐他的

窘迫的生活的一斑了。 
而儲安平能來英國讀書﹐是積累了他自己三年的稿費﹐在英

                                     
26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 312 頁。 
27 謝泳﹕〈羅隆基評傳〉﹐《羅隆基﹕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中國青年出版

社 1999 年﹐第 45 頁。 
28 鄭朝宗﹕《海夫文存》﹐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第 320 頁。 
29 鄭朝宗﹕《海夫文存》﹐第 38 頁。 
30 戴晴﹕〈我的入獄〉﹐《儲安平與黨天下》﹐第 162﹑1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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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平繼續堅持寫稿為生。這時候羅隆基做了一件對不起儲安

平的事﹐給安平造成了不小的傷害﹐關於這一點﹐我們來聽聽安

平自己是怎麼描繪的吧。 
儲安平說﹕“大約在 1937 年春天﹐我那時在倫敦讀書﹐羅隆

基擔任北京《晨報》社長﹐他託人要我給北京《晨報》寫歐洲通

訊﹐我在英國讀書生活很苦﹐所以願意寫些稿子﹐得些稿費來支

持自己的讀書。當時我給北京《晨報》寫了四五篇通訊﹐但始終

沒有收到羅隆基的復信﹐也沒有收到一分稿費﹐在當時我那樣困

苦的情況下﹐羅先生這樣做人﹐是傷害了我的感情的﹐但這件事

我從來沒有提起過。”31  
安平給羅隆基《晨報》的稿子﹐都被發表了﹐發表了人家的

東西卻不給稿費﹐甚至不給回信﹐這是一個報人應該做的嗎﹖羅

隆基一向把錢看的很重﹐這在章詒和的父親章伯鈞嘴巴裡就能知

道﹐然而﹐再看得重也要有一個起碼的道義和良知吧﹐難得安平

到了這時候還稱呼羅隆基一聲“羅先生”了。 
羅隆基捉弄了一把窮書生儲安平﹐後來又玩弄了一次老處女

羅儀鳳的感情。 
關於這一段﹐章詒和在書中給予了比較詳細的描寫﹐這裡就

不多說了﹐倒是可以引上一句章伯鈞的原話﹕“沒有辦法﹐負心

的總是努生（羅隆基字努生）。”32 其實﹐愛戀這種東西本來就

勉強不得﹐而在過程中朝秦暮楚也很難說一定就是缺德。然而﹐

羅隆基本來並不準備和羅儀鳳發展那種愛情關係﹐卻幾次三番的

造成這樣的印象﹐這在久旱逢甘雨的羅儀鳳自然十分在意﹐以致

於動了真情。可是﹐羅隆基同羅儀鳳保持愛戀關係的同時竟然與

                                     
31 戴晴﹕〈我的入獄〉﹐《儲安平與黨天下》﹐第 163 頁。 
32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 1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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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女人打得火熱﹐一旦羅儀鳳向羅隆基表露感情以後﹐羅

隆基還在矯情任算﹐章伯鈞看不過眼去﹐一句話揭穿了羅隆基的

底細﹐章伯鈞說﹕“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夠漂亮吧﹖”33 而羅

儀鳳老而不亮也不是今天才知道的﹐羅隆基是早就知道的﹐既然

知道又不準備和人家繼續保持那種關係﹐何以幾次三番的巧言令

色呢﹖ 
1963 年秋﹐羅儀鳳對章詒和說了對羅隆基的一句評價﹕“骯

髒。”34 羅儀鳳在眾人的眼中是一個“賢良﹑寬恕以及自愛之中

盡心與克制”的女性﹐玩弄這樣女人的平生唯一一次釋放出來的

真實感情的人用缺德二字來形容已經是比較客氣的了。 
人是感情動物﹐而私人感情一般可以分作親情﹑友情和愛情。

羅隆基之於其親生父母的感情究竟如何﹐恐怕也無從考究了﹐不

過他之於友情和愛情的態度﹐從安平與羅儀鳳的遭遇中就能看出

一二來。本文無意糾纏於羅隆基的私德﹐也不準備用私德的缺陷

來否認羅隆基本人是一名愛國主義者的蓋棺論定以及他在李公

朴﹑聞一多死後的仗義執言﹐只是出於要還原一個歷史人物的本

來面目的需要﹐想提醒那些熱衷於翻案的人們﹐非左即右的時代

早已不復存在﹐以前我們評價一個人大節不保那就一生壞蛋這是

顯然不對的﹐而今一旦翻轉過來﹐似乎此人又是一貫不錯那也是

一樣的不客觀﹑不誠實的。 

                                     
33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 172 頁。 
34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 1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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