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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 “恶妻 ”， 未必不是
福 。 日本近代大文豪夏目漱
石， 他的人生一大幸运， 就是
因为娶了一位 “恶妻 ”。 这位
“恶妻 ” 非常有名 ， 被国民评
选为 “日本五大恶妻 ” 之一 。
那么 ， 她到底做了哪些 “恶 ”
事， 引出如此众 “怒”？

夏目夫人原名中根镜子 ，
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大小姐。 其
父是贵族院的书记长官， 她从
小锦衣玉食， 出入车马。 她嫁
给夏目漱石之时， 夏目还只是
很普通的中学英文教师夏目金
之助， 性格很孤僻。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当
时他 29岁 ， 她 19岁 。 次年结
婚。 29岁的他要比19岁的她感
情阅历丰富， 曾经刻骨铭心念
念不忘的恋人， 求而不得， 退
而其次。 相亲宴， 他看到她张
嘴大笑， 露出一口黄牙 （卫生
条件导致的四环素牙 ）， 他觉
得这个女孩实诚 ， 不装 ， 好 ！
娶回家后， 他有过后悔。 她真
的太 “不装” 了， 缺点完全暴
露了 ， 爱睡懒觉 ， 不擅家务 ，
有话直说。 再后来， 他犯精神
病， 就不停朝她扔东西， 让她
滚， 写了休书要离婚， 可是她
不肯走， 就这么赖着， 两个人
反反复复吵架。

没有感情基础， 年龄差距
悬殊， 性格爱好不同， 就这样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先后生育

五个子女， 要抚养长大。 经济
状况也不如意， 缺衣少食， 经
常典当， 不停搬迁， 屡遭小偷
光顾 ， 有几年夏目去英国留
学 ， 就靠镜子独自支撑家庭 。
后来成名了， 又要对付贪婪的
亲友和居心叵测的陌生人。 后
来， 病魔让夏目变得可怕， 不
断折磨这个家庭。

回望一百多年前这位日本
女性的婚姻生活， 我们会油然
生出同情之心，可是在那时，在
传统的日本伦理文化看来 ，镜
子应该以服从、忍耐为美德，她
怎么可以和丈夫犟嘴呢？

幸好， 镜子口述了回忆录
《我的先生夏目漱石》。 这部作
品诞生在夏目漱石逝世后的13
周年祭， 64个章节充满生动鲜
活的细节 ， 经过时间的沉淀 ，
流露着冲淡眷念的心境。 如果
真的相互厌弃， 绝不会有那么
多细琐的、 层出不穷的美好记
忆， 还有那些笑侃的糗事、 小
小的批评 。 她爱他 ， 也尊敬
他， 但不等于说她必须完全放
弃自我。

镜子不是文艺青年， 不懂
风花雪月， 我们在书里不太能

感觉到琴瑟和鸣的互通， 但是
脉 脉 的 温 情 随 时 都 在 流 淌 。
但凡和夏目漱石有关的， 或直
接或间接， 朋友、 亲戚、 学生、
出版社……她都凭着记忆， 从
头慢慢讲起， 是怎样的就是怎
样， 因此被别人批评， 说 “真
敢讲 ” “哪怕稍作处理也好
啊 ” ， 而 这 也 是 这 本 书 的 可
贵之处， 让我们看到镜子的坦
诚 ， 同时也有文献研究价值 。
《我是猫 》 《虞美人草 》 《矿
工》 ……镜子看着夏目每一部
作品的诞生， 她知道素材和人
物原型 ， 知 道 某 个 情 节 是 哪
段现实的加工， 知道怎样和出
版社打交道， 知道夏目漱石怎
样忍着病痛努力书写， 没有人
比她更熟悉， 因为在那20年里，
她已经融进了他的世界的每
个角落。

像镜子这样的 “恶妻”， 文
学史上还有一些， 比如托尔斯
泰的索尼娅、 徐志摩的张幼仪，
她们和镜子一样， 在骨子里都
很刚硬， 也因此不怎么讨丈夫
的喜欢， 可是， 如果不是这些
“恶妻”， 这些大文豪还能衣食
无忧、 安心写作吗？

□赵青新

大文豪与“恶妻”的悲欢生活
———读 《我的先生夏目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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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
妇女节来了， 因为脑子里琢

磨着到底给你送什么礼物， 晚上
竟然失眠了好久。

到底送什么礼物呢， 好像你
平时的生活都不缺什么了， 有时
候也油然而生出岁月静好之感。
虽然这些年来疾病缠绕着你， 但
家里的油烟还在热烈地升腾， 窗
下的灯火还在温暖地闪烁。 我们
一家人啊， 也不指望着飞黄腾达
山珍海味的日子， 只要这样平平
淡淡就不错了。

老婆， 我们有时在家里默默
无言玩着手机， 手机已经把我们
的生活捆绑了。 可往往是刷屏愈
多， 焦虑也愈重。 所以， 老婆，
在这个属于全人类女性的节日，
给你写一封信聊聊心里话吧。

老婆， 还记得吗， 当年我这
个傻文青追求你时， 骑着自行车
沿着盘山公路一路狂奔， 再过江
上轮渡， 就是为了给在县城的你
投递一封信。 那些情书里发烫的
语言， 如今想来， 如一个酒醉男
人的胡言乱语让我脸红。 我当初
许给你的诺言： 靠一本书发财、
深山里建一幢别墅、 去南极看企
鹅……一个都没有实现。

而今， 中年的风雪飘过了头
顶， 老婆， 那就说说我们年老的
事儿吧。

一个人到了什么年龄为老，
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现在人到中年， 有时还觉得挺年
轻， 跑五公里没啥问题， 爬二十
楼也小菜一碟。 但我明白， 人之
老去是不可抗拒的事。 有人说，
人老与否关键是看心态， 这个我

知道。 但我还知道， 即使心态年
轻， 器官、 消化、 吸收等功能，
不 会 因 为 心 态 的 年 轻 就 永 远
也 蓬 勃 饱满 。 有时候 ， 就像秋
风扫落叶一样， 衰老其实是一夜
之间的事情。

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我们才
有思想准备， 哪天走路、 爬楼、
吃饭， 感觉吃力了、 气喘了、 减
量了， 我们能够从容一点， 少一
点感叹。

老婆， 当我们老了， 或许儿
子没在我们身边， 他在哪个城市
安家， 他过着怎样的生活， 希望
我们再也不会为他操太多的心。
老婆，我们的儿子天资一般，没啥
艺术爱好，没啥特异功能，如果他
过着烟火人间普普通通的生活，
我们就放心了。平时，我们互相照
顾好自己，尽量少去麻烦儿子，当
我们真正需要儿子时， 他和他的
家人会陪伴在我们身边。

老婆， 当我们老了， 你我其
中有哪一个说不定就患上了老年
痴呆， 认不得回家的路， 要相互
给对方胸前挂上家里的门牌号，
以便提醒好心的路人把我们送回
来 。 老婆 ， 如果那一天真的到
来， 我们相互也别嫌弃， 多牵牵
手、 翻翻老照片吧， 说不定会唤
醒记忆。

老婆， 当我们老了， 我在炉
火旁打瞌睡， 你在风雪漫漫中炖
汤， 想一想这是多么美的事。 这
样想着时， 我突然有点憧憬年老
时光的到来了。 老婆， 我们有彼
此的陪伴， 我想以沈从文的一句
诗来对你说： “我们相爱一生，
一生还是太短。”

□李晓 文/图

当我们老了

■家庭相册

和妻子结婚十多年， 她一直
温柔贤惠。 最近几年， 不知道是
更年期快到了， 还是单位工作不
顺， 脾气越来越不好， 对我监管
也严格了， 一毛钱零花钱也不多
给我， 我是花一分要一分。

即便如此， 她还天天吵我，
嫌我不懂浪漫。 兜里没钱， 用啥
浪漫？ 但这话我只能憋在心里，
诉苦是不行的， 一旦说出口， 便
会引来妻子的狂风暴雨。

咳， 男人真是难。
去年， 妻子生日， 我用稿费

给她买了一束玫瑰花， 回家路上
还乐颠颠想， 这下妻子总该满意
了， 一大捧鲜花， 连我看着都浪
漫呢。 可回到家， 妻子一看到花
便将脸挂起， 让我赶紧退了， 还
骂我败家爷们， 一束鲜花能买多
少土豆呀 ， 过日子就得精打细
算， 若她和我一样， 净买这些华
而不实的东西， 全家人早喝西北
风了。

哎呦， 一束鲜花， 妻子整整
骂了我两天， 还断了我一个月的
烟钱， 害得我老蹭同事的烟抽。

一天我闲来无事翻看日历 ，
发现又快到了让我 “表现” 的日
子———三八妇女节。 我挖空心思
想着， 如何讨妻子欢心。 三八节
一早， 我问妻子要了菜钱， 告诉
她， 下班后我去超市买菜。

到了超市， 我挑挑选选， 买

了一篮子蔬菜。
抱着蔬菜打开房门， 发现妻

子还没回家， 打电话才知， 她单
位加班， 要晚一点回家。

正合我意！ 我便把白萝卜切
片 ， 窝成漏斗形状 ， 用牙签扎
牢， 再一个一个往上推， 做成花
瓣， 然后将圣女果和金桔插到牙
签的顶尖上做花心， 一朵朵萝卜
花大功告成。 最后把萝卜花插到
豆腐上， 并在豆腐上用果酱写：
“女神， 节日快乐。”

妻子回家一看， 眼前一亮，
忙掏出手机拍照发了朋友圈， 引
来一片点赞。 我见她高兴了， 忙

献殷勤说， 既然拍完照了， 我把
“它们” 请去厨房， 变成美味端
上餐桌。 妻子说， 别做了， 咱俩
外面吃一顿吧。

其实她是舍不得动我的杰
作， 还想留着欣赏一天。 从那以
后， 我便学乖了， 再遇到节日，
我还是用这招 ， 屡试不爽 。 当
然， 蔬菜花束造型次次要出新。

想来， 女人也是一种简单的
生物， 浪漫不是花多少钱， 而是
动了多少心思和时间， 且每个女
人对浪漫的定义是不同的。 至于
我 家 那 位 嘛 ， 属 于 实 惠 型 浪
漫———过日子的女人， 要求比较
“高”， 既要实惠， 又要花钱少，
还要浪漫指数高。

我很庆幸自己娶到了一位实
惠型浪漫的妻子 ， 不铺张不浪
费， 稍微走心一下， 她就开心得
冒泡。

只是我在婚姻里行走了十多
年， 才悟出了妻子的浪漫类型。
我和妻子商量， 以后有啥话咱俩
面对面讲出来， 别让我挖空心思
去猜。 妻子不接我这话茬儿， 只
对着蔬菜花笑。 真是难为人， 可
转念一想， 说出来的话就无浪漫
可言了， 一辈子猜、 猜、 猜， 也
挺有意思的。

活到老学到老， 夫妻之间这
门功课也是如此。 只要有爱， 什
么样难解的题也终能找到答案。

□肖春荣 文/图三八节的蔬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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