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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 伦敦。
在浓浓的大雾中， 他们的身影若隐若现， 宛如幽灵，

出没在伦敦索霍区第恩街的巷弄和门廊间， 人数足有数
万。 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伦敦慷慨、 开明， 是当时世界
上最富庶的城市， 在北海漆黑翻滚的水域上， 犹如一座灯
塔， 给遭遇不幸和了无依靠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避难之所。
最先来这里避难， 是为了逃离贫困和饥荒而来的爱尔兰
人。 之后， 随着整个欧洲陷入动荡， 大量德国人、 法国
人、 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挤上轮船， 涌入伦敦。 他们在本
国试图推翻专制统治、 获得基本的自由， 失败后， 只得远
走伦敦， 躲避政治迫害。 风雨如晦中， 为权利而战的想法
显得如此遥远可笑， 而伦敦这座灯塔， 原来也不过是个错
觉———对他们打开了迎客之门， 却没有拿出任何待客之
物， 他们无比饥饿。

在都市的喧嚣声中， 他们没日没夜地大声叫卖。 为了
生存， 他们什么都卖， 不管是碎布头， 还是纽扣、 鞋带。
很多时候， 他们不得不把自己摆上货架， 不论是做日工还
是小时工， 是出卖体力还是肉体。 他们即将被绝望所淹
没， 有人在苦难面前走向了犯罪。 运送肉食和奶酪到富裕
区域的轮车， 经过索霍广场和圣贾尔斯教区时总要加快速
度， 以防被偷或被抢。 但实际上， 绝大多数难民甚至连偷
抢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们原本满怀希望， 长途跋涉来到英
国， 现在却只能依靠仅存的一点希望支撑着。

在第恩街一栋四层房子的顶层阁楼里， 一名33岁的普
鲁士人正繁忙地工作着， 他虽名不见经传， 却勇敢地向迫
害人民的制度宣战， 而且他对自己的意图丝毫不加掩饰。
阁楼虽有两个房间， 但非常拥挤， 只有一张桌子， 桌上堆
满缝补的衣服、 玩具、 破碎的杯子和其他杂物， 他就趴在
这张桌子上， 为革命绘制出了一张蓝图。 家里有些吵闹，
孩子们把他庞大的身躯当做了游乐场， 在他背上爬上爬
下，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工作。

整个英国， 富有远见卓识的人都在努力工作着： 达尔
文正在研究藤壶,�狄更斯刚刚完成自己最满意的著作 《大
卫·科波菲尔》， 巴泽尔杰特正在思考如何在伦敦地下建设
庞大的管道， 冲走城内要命的污水。 而在伦敦索霍区的这
间房子里， 卡尔·马克思嘴里叼着雪茄， 正思考着如何推
翻君主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的革命， 不是政治流亡者加入秘密组织后， 聚
集在啤酒屋里虚张声势、 高谈阔论、 想象虚幻的胜利———
那只会让他感到可笑； 也不是法国社会主义者宣扬的乌托
邦式革命， 他们只会空想完美的模范社会， 对于如何通过
具体步骤实现这样一个社会却完全没有概念。 他的革命深
植于一个根本的前提， 那就是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削他
人， 历史的车轮终有一天会走向被剥削者的胜利。

同时马克思深知： 广大被剥削者尚未意识到自己可以
发出政治声音， 更不用说要求权力。 他们也完全不知道国
家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运作方式。 但马克思相信， 只要自己
能够阐明19世纪中期社会现实形成的历史过程， 从而揭示

资本主义的秘密， 就能建立一个理论基础， 并借以建立一
个没有阶级的社会。 没有这样一个理论基础， 结果只能带
来混乱。 为此， 他的家庭需要做出牺牲， 在他完成 《资本
论》 之前， 他的家人们肯定不能指望他了。

马克思的小家庭对贫穷已经习以为常。 他们虽然住在
阁楼里， 不像很多人只能露宿街头， 但境况也好不了多
少。 马克思在1851年开始写这本著作时， 已经有两个孩子
死于贫穷导致的疾病， 装着他们瘦小身体的简易棺木就曾
放在其他孩子吃饭和玩耍的房间里。 他的妻子燕妮是一名
普鲁士男爵的女儿， 非常美丽。 为了还钱， 免得债主三天
两头登门， 她不得不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当掉， 先是银
饰， 后来甚至连鞋子都当了。 他们的儿子埃德加很是顽
皮， 很早就跟街上的爱尔兰少年混在一起， 熟悉了街上的
道道儿， 跟他们学会了吹口哨、 偷东西。 但最让马克思和
燕妮烦扰的还是他们的女儿。 从早到晚， 登门来找马克思
的几乎都是像他们一样的流亡者。 这些人聚集在房间里，
讨论革命， 言语粗俗， 或者叼着雪茄， 或者抽着烟袋， 搞
得屋里烟雾缭绕， 孩子们根本没有地方玩耍。 埃德加却在
这种氛围里如鱼得水， 喜欢听这些人讲他们的反抗事迹，
觉得很是刺激， 还喜欢大声唱马克思的朋友教他的革命歌
曲。 马克思和燕妮都知道， 要让女儿们摆脱一辈子受穷的
命运， 就必须给她们资产阶级式的抚养， 让她们跟有教养
的女孩一起长大。 不管他们如何执着于自己的事业， 无论
是马克思还是燕妮， 都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嫁的人， 像
每天登自己家门的人一样———脑袋里满是激进的梦想， 却
连肚子都填不饱。

燕妮痛恨命运让自己和孩子如此穷困， 只能租住在这
样一个破旧的房子里， 还要一直担惊受怕， 怕万一再付不
起房租， 被房东赶到马路上去。 他们没有收入， 没有积
蓄， 一家人的生存完全依赖于一个朋友的慷慨解囊和一位
店主的好心帮忙。

马克思告诉燕妮， 她和孩子们不会一直如此受穷。 他
的书一出版， 她们的好日子就会来到， 整个世界都会感谢
她们之前做出的牺牲。 1851年4月， 马克思非常乐观地告
诉自己的战友恩格斯说： “我已经干了不少， 再有五个星
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 但事实上，
直到16年后 《资本论》 才完成， 而且出版后不但没能点燃
广大工人的反抗热情， 甚至没能产生多大反响。

马克思的家人为这部被忽视的伟大著作牺牲了一切。
燕妮共生育了7个孩子， 却有4个不幸夭折， 活下来的3个
女儿也没能度过一个像样的童年， 她自己更是因为疾病而
美貌不再。 燕妮去世后， 悲剧还在继续， 幸存下来的3个
女儿中， 两个选择了自杀。

最终， 一家人得以拥有的， 只有马克思的思想。 而
且， 她们只看到这些思想活跃在马克思的大脑里， 犹如不
断酝酿的风暴， 却几乎没有其他人认可、 甚至理解。 然
而， 马克思最终还是实现了他的目的 （无论在那个忍饥挨
饿的年代显得如何遥不可及）： 他改变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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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戈

钟叔河、 朱正两位老人去年满85岁， 俞
晓群、 杨小洲、 梁由之等先生来长祝贺， 俞
晓群与杨小洲为贺寿小批量制作了钟老少年
时期的一个习作集子 《蛛窗述闻》， 印数500
本， 由海豚出版社出版。

该书全文影印， 同实物一般大小， 幸钟
老少年时书法工整， 完全可辨识。 作为收
藏， 当是钟老著述中最有意义的一本书。

初翻此书时， 我大为吃惊， 钟老少时的
毛笔书法竟如此有功底， 不由连声称赞。 钟
老笑笑说， 我的毛笔字很一般， 在班上不算
好的， 但我的作文是排在前几名的。 钟老告
诉我， 他原名是钟叔和， 后来觉得该名与不
少人雷同， 于是自作主张改为“叔河”。 写
此习作时， 尚未改名。

在翻阅时发现， 钟老有两个不同的号
“叔和病鹃”“叔和瘦鹃”，问及原由，钟老一脸
茫然， 他自己也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后稍缓
说道， 取这个号， 只是少年特有的伤感， 以
后从没用此号， 自己也忘了。

钟老告诉我， 这书做得不错， 但有缺
陷。 封面的字(书名)太小， 也少了序言， 应
该介绍此书由来与成书经过， 另外就是把影
印件的封面与封底弄反了。

钟老说， 此笔记本是他姐姐(钟城北)所
有， 前面已作了其他笔记， 后弃之不用， 钟
老于是利用此笔记本作习作， 所习文字记载
于笔记本的后面(即从封底端开始使用)， 因
此他说封面封底印刷时颠倒了。 至于封面上
那行手写的钢笔字“含光高五班女学生周文
辉冤死报恨寄” 是怎么回事， 钟老也搞不
清， 因钟老姐姐已去世， 无法查证。

事后， 我在网上查阅了相关资料： 据
1939年 《妇女评论》 记载， 当年长沙宝南街含光女校校
长蔡人龙荒谬处置， 逼死初中三年级学生周文辉。 这起
“杀人” 事件在长沙城引发热议。

初三学生周文辉平日恪守校规。 不过， 初三的上学
期， 她做了一件让校长蔡人龙难堪的事。 蔡人龙在给学
生上课时说了一句“一礼拜是七天”， 周生起立应声“唯
唯， 一星期是七天”， 全堂哗笑。 蔡恼羞成怒惩罚了周生，
并含恨在心。 旋即， 因该校规定学生服装不得过膝， 周
生那天正好穿了一件长旗袍， 被蔡瞥见， 认为有意犯规，
又将周儆戒一次。 寒假前， 蔡召集学生训话， 对少数学
生尽情指斥， 学生当场颇多议论， 语侵校长。 蔡气愤之
余， 在寒假分发通知时， 辞退学生数人， 周生也在其中。
蔡事后还阻挠其他学校收留周生， 周生因功亏一篑， 未
能毕业， 异常悲愤， 于是自尽。 她在遗书中说： “我之所
以愿脱离今世， 感现在办教育之人太无道理， 不察人家
之身世， 不认清办教育之目的， 及改良训育之方针， 一
个个把青年送入土堆里去！”。

从“含光高五班女学生周文辉冤死报恨寄” 字样分
析， 该生应为高中生， 而不是初中生， 钟老的姐姐应为
周文辉之闺蜜。

《蛛窗述闻》 写于民国丙戌年， 也就是1945年， 日
本投降那年， 钟老当年15岁。 原书共有41篇文字， 其中
最后一篇“青州法” 仅存目录而无内容。 钟老说， 当时他
父母已在长沙安置新家， 全家搬迁， 但钟老却迟迟找借
口不愿去， 主要想完成习作； 当时在寄宿学校， 学宿费
已交， 走了不划算。 他父母只好由他去了。 后终因父母
催促太急， 终篇竟未完成， 留下了一点悬念。

坦诚相见
邢斌

我时常在报纸上读到陈茗屋先
生的专栏文字。 陈先生是著名的篆
刻家， 文章里颇多掌故， 尽管我于
篆刻是门外汉， 却也读得饶有趣味。
近日在书店邂逅他的随笔集 《苦茗
闲话》， 便毫不犹豫地拿下了。

集子里首篇文章是他对老一辈
篆刻家叶璐渊先生的怀念， 其中说：

“文革前的几年中， 我也常去叶先生
的旧精乐簃求教。 在一所旧式大洋
房的二楼， 很小， 堆满了印谱、 纸
张、 石头。 夏天， 大家赤膊谈笑，
叶先生戏称为‘坦诚相见’。 此情此
景， 历历犹在目前。 惜人天永隔，
令人思之凄绝！”

无疑， 陈先生对叶老是饱含着
深情的。 可以想象在那个困难年代，
两代人为了艺术“坦诚相见” 的场
景， 是多么温馨。

说到“坦诚相见”， 我不由得想
起了周克希笔下的王元化和王元化
笔下的熊十力。

前些日子拜望周克希先生， 先
生以新出的随笔集 《草色遥看集》
相赠。 集子里我最感兴趣的是 《漫
忆琐记》， 里面即谈及王元化先生的

“坦诚相见”。 一天周先生与友人萧
华荣同去看王老， “进得屋去， 只
见他光着身子， 正在写东西。 看我
们有些惊讶的眼神， 他解释说， 身
上发疹子， 穿衣服就痒， 所以干脆
赤膊。 见他神色坦然， 与华荣兄谈
今论古， 我暗想此岂非魏晋名士风
度耶”。

而王先生在1962年秋至文革爆
发前， 每周向熊十力先生请益一次。

“有一次， 我去访问他， 他正在沐
浴， 我坐在外间， 可是他要我进去，
他就赤身坐在澡盆里和我谈话。”

王先生以为熊十力先生“颇有
魏晋人通脱旷达风度”。 （见 《再记
熊十力》）

叶与陈的“坦诚相见”， 是师生
间的其乐融融， 也是没有空调的无
奈。 王乃学林领袖， 德高望重， 赤
膊会客而神色坦然， 这已经无法用

“没架子” 这三个字来形容了。 而熊
于澡盆赤身待客， 这种无拘无束的
洒脱劲， 常人真学不来。 如谓不然，
你且试试！

《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美] 伦道夫·M·尼斯/[美] 乔治·C·威廉斯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为什么会发烧、 发炎？
为什么许多人小时候不爱吃
青菜 ， 长大之后就爱吃了 ？
焦虑 、 抑郁和精神疾病这么
糟糕 ， 自然选择为什么留下
了它们 ？ 人是演化的产物 ，
人类健康的方方面面自然也
遵循演化规律 。 作者主张从
演化的视角审视人体、 疾病、
衰老等健康议题， 别开生面，
旁征博引， 启发思考。

《看电影学心理学》
郑世彦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观影可以疗心， 电影
不仅照见人类的情感， 预
演未来的生活， 也让观影
者获得个人心灵的成长 。
本书精选14部经典的心理
学影片， 搭起一座通往心
理学的桥梁。

爱与《资本论》：

阁楼里的马克思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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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放

今年5月5日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 千年
思想家马克思诞生200周年的纪念日， 为此， 湖南
人民出版社引进出版了路透社资深记者、 编辑玛丽·
加布里埃尔所著的传记 《爱与资本： 马克思家事》
中文译本。

风云时代造就旷世奇才， 平凡家事窥见伟大心
灵。 作者搜集了马克思一家及其朋友们60多年间的
海量通信和新发现的可靠档案资料， 通过一封封或
激情如火、 或悲喜交加、 或情真意切的信件， 一桩
桩难以忘怀的往事， 一个个感人肺腑的细节， 生动
描述了马克思一家与恩格斯等战友鲜为人知的故事，
凸显出马克思作为伟大革命家、 思想家的人本情怀
和精神世界， 揭示出爱情、 亲情和战友情是成就其
为人类解放伟大壮丽事业不懈奋斗一生的支撑力量。
此书为广大读者更立体、 更深层次地了解这位思想
巨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全新的视角。

揭示出马克思与燕妮刻骨铭心的恋情之爱。
200年前的1818年5月5日， 卡尔·马克思出生在德国
特里尔。 他在大学期间便与男爵的女儿燕妮·冯·威
斯特华伦情投意合， 并于1843年结婚。 他们彼此深
爱， 即使多年来颠沛流离， 贫病交困， 屡被社会排
斥， 他们的爱依然热烈如火， 两人始终共享喜悦、
共担苦难、 共度悲伤。 燕妮不仅是马克思的朋友和
爱人， 还是他最信任的思想伙伴， 从蜜月到生命最
后岁月， 他的心和头脑都离不开她。 正如马克思饱
含深情地给燕妮的信中写道： “只要我们一为空间
分隔， 我就立即明白， 只要你远离我身边， 就会显
出它的本来面目， 像巨人一样的面目。”

揭示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生死与共的战友之爱。
马克思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历程中，
结识了一大批欧美朋友和战友， 恩格斯是其中最突
出的典型。 他俩1844年8月在法国首次会面就连续
交谈了10个日夜。 从此， 在长达近40年交往中结下
了深厚友谊， 成为最亲密的战友。 恩格斯更是长期
地给予马克思一家无私的经济援助。 他俩一起合著
了 《共产党宣言》， 成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 也

为他们搭起了长期合作的友谊之桥。 在马克思最后
的日子里， 伦敦天寒地冻， 恩格斯几乎每日去看望
他， 直到发现马克思在卧室炉边的椅子上与世长眠。
恩格斯出席马克思葬礼并致悼念词， 回顾马克思伟
大的一生， 高度评价他在世界历史上的崇高地位。
恩格斯还说， 马克思“可能有过许多敌人， 但未必
有一个私敌”。 在恩格斯剩下的生命里， 他又全身心
投入到马克思未竟的事业中去， 继续编辑 《资本论》
第二卷、 第三卷， 赶在自己离世前一年， 完成了
《资本论》 的出版。

揭示出马克思与父亲和子女的亲情之爱。 马克
思父亲叫亨利希·马克思， 曾做过律师。 马克思经常
对父亲的建议置若罔闻， 但很尊敬他。 父亲并不认
可“摩尔” 这样的儿子， 但同意了他与燕妮的婚事。
父亲把他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马克思身上， 却看不
到它们得以实现。 他说自己对马克思的愤怒源自于
爱： “有一点你要永远相信， 我把你放在我心灵的
最深处， 你是我生命中强大的杠杆之一。” 马克思在
父亲病重时刻来到其身边， 离开几天后父亲即去世。

马克思为怀念父亲， 一生都在胸兜里放着一张父亲
的银版照片， 在他45年后去世时， 恩格斯把这张已
经破损不堪的照片与马克思葬在了一起。 马克思和
燕妮养育过七个孩子， 经受了失去四个孩子的痛苦，
他对自己的子女同样给予了细心的父爱关怀， 尤其
对长大成人的小燕妮、 劳拉、 杜西这三个女儿更是
关怀备至。 马克思逝世之后， 劳拉、 杜西与恩格斯
一道完成了马克思 《资本论》 整理出版工作。

揭示出马克思一生追寻真理之爱。 马克思是一
位革命家， 自幼立下献身革命的宏远大志： “他毕
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
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 参加无产阶级的
解放事业。” 在欧洲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 “他从
1864年到1872年是协会公认的领袖”。 马克思为巴
黎公社运动叫好： “工人的巴黎及公社将永远作为
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称颂。” 他用毕生精力不折
不挠地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学说， 揭示了人类社
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无数事实雄辩证明， 与时代同
步伐， 与人民共命运， 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
的重大问题， 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
在。 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上的一座永久
丰碑。

该书涉及的史料广泛， 时空跨度大， 事件和人
物众多， 要设定人物和事件统一叙述框架， 突出重
点的人与事， 从全新的侧面立体地揭秘马克思的
家事 ， 确有很大难度 。 可喜的是， 作者充分体
现了资深记者的良好职业素养， 以场景报道的叙
事手法， 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度还原， 同时注意了
段落篇章的故事性和可读性。 因此， 无论是作为马
克思传记的学术研究读本， 还是大众阅读的通俗读
物， 读者皆可从中受到启发与裨益， 是一本值得细
读之书。

发现是最好的纪念， 创新是最好的继承， 发展
是最好的坚持。 我们坚信：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
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 正在深入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 大众化，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历史的航船必定乘风破浪， 驶向光辉的彼岸！

好书选读

大爱无疆 日月同辉
———评《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

（摘自 《 爱与资本： 马克思家事》 序幕一章
玛丽·加布里埃尔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