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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记忆

张謇复余觉诗的内外故事
□徐乃为

赠余觉
【小序】吴县沈女士寿，偕其
夫山阴余觉请从学诗。 女士以绣
名天下，有殊慧。 每与谈一诗，隽
婉微至，得诗人意。余君则前清孝
廉，曾致力于举业之试帖。比年以
来， 皆为任所营之事致效， 可喜
也。 余君以二律为贽，赋以酬之，
即示之抴。
其一：适浑传钟琰，依皋见孟
光。 遭时士不遇，得妇客非常。 荏
苒点风义，踟蹰避谤伤。灵均忠悱
极，所托在芬芳。
其二：高丘久无女，空谷复何
人？ 过望聪明契，天开文字因。 丝
缘江夏变，香主后山真。重感宗亲
意，随园未可伦。
张謇

复杂的关系
张謇是清同光诗派的重要诗人， 是南通
历史上的杰出诗人。 他存诗达1400余题而
2000余首。 考证诗人的交游对象是了解诗人
社交生态的基本方法， 统计与每人的交游诗
量则可看出与所交游人关系的亲疏远近。 张
謇与宾朋文友的交往之诗，相关沈寿的最多，
有70余首。而写与沈寿丈夫余觉的诗最少，只
此一首，而且也是被动的应答之诗；此诗写在
1917年，当时沈寿犹健在。 张謇写完后，遂交
10月1日的《通海新报》发表，有昭示天下之
意；而张孝若在其父逝世后搜集整理《张季子
诗录》时，却有意将此诗删除，此为尊者讳；显
然表明不愿让后人知道此诗蕴含的诸多信
息，这就可以看出张謇、沈寿、余觉之间复杂
而尴尬的关系。
余觉是清末最后一届举人，善诗、精书、
能画，阅历丰富，识见颇多，也是一位善于经
营的文人。早年，沈寿的绣艺在余觉的指导与
策划下，北进京都，献呈慈禧，大获慈禧喜爱，
赐余、沈
“
福、寿”两字，沈寿之名即由此而来。
但沈寿有慢性肝病，子女无所出，为余觉所不
满，早早纳妾生子，且常在江南冶游而放浪形
骸，夫妇情感遂渐至不洽。张謇聘沈寿作女红
传习所所长兼绣艺总教习的同时， 也次第安
‘贫’民工场”、驻沪绣
排余觉在自己的实业“
艺公司负责，初时尚见功效。余觉后来以为才
屈薪薄，或不够自由，乃携张謇为其所书“润
格（为人作诗文书画所定的报酬标准）”，去上
海卖字画为业， 以图自在； 而不敷日常之用
时，仍得倚靠沈寿的薪酬（月200两，合290银
元）及绣品的售值而逍遥。
张謇重沈寿之艺而敬沈寿之品， 极为爱
重沈寿。无论是为沈寿绣艺的创新传扬，还是
对沈寿身体的医治养护，可谓关爱备至，不遗
余力。 直至为她筑宅养身，整理《绣谱》，教授
吟咏。死后为其厚葬，还上书中央政府，以
“有
功艺术”及
“硕德淑行”呈报旌表，以使沈寿之
名传于当代，存于后世。
沈寿有领养女儿学慈，始领养时，余觉即
宣言“
无预己事（张謇《致余觉函》）”。 学慈初
嫁张謇领子张佑祖，后改适张孝若，增加了他
们复杂关系的戏剧性。

余诗的背景
此诗是张謇对余觉呈诗的回答。 遗憾的
是，余诗遍寻未果；但对张謇“涉沈诗”、《日
记》，以及此诗的仔细钩沉，还是能推知余诗
的写作背景与诗歌的基本内容的。
余觉从上海回通， 在坊间耳闻张沈之间
的闲言碎语，并见到张謇写给沈寿的《谦亭杨
“记取谦亭摄影时，柳枝宛
柳二首（1917.7）》
转绾杨枝。 因风送入帘波影， 为鲽为鹣那得
知！ 杨枝丝短柳丝长，旋合旋开亦可伤。 要
合一池烟水气， 长长短短护鸳鸯” 等往来诗
作，诗中“鲽”为比目鱼，“鹣”为比翼鸟，兼有
“鸳鸯”“宛绾”等词语，比兴浅显，诗意彰明。
此等事自是男人不怡而难堪之事。 然而凭张
謇之时望，张謇之财势，自是无与争锋。 然而
余觉是个极为精明的人， 不愿无声无息而强
自隐忍；经其深思熟虑而左权右衡，最后以上

举
“杨柳鸳鸯”诗为缘起，写成曲折隐晦、欲说
还休、能进可退的诗作呈于张謇，表达一般人
所不愿讲、不便讲，当面尤其不能讲的尴尬事
的态度，自然也隐有其他目的。从张謇对余觉
的应答诗表面看来， 似是师生唱酬、 谈诗说
典、论学叙谊，实际是句句有典语语双关，笔
笔有指字字作答。 此诗当是张謇一生最难落
笔、最费心机、最花琢磨的诗之一。

张诗的诠释
余觉诗从“杨柳鸳鸯”诗的意涵发凡，暗
指张謇以诗引诱沈寿。张謇即就诗说诗，小序
从学诗说起。 原来，张謇在与沈寿的交往中，
觉得沈寿兼有诗艺天赋，主动专从《古诗源》
为她工楷编选《沈寿学诗读本》，这就是小序
中
“从学诗”云云。 小序中最难懂的是最后一
句：贽，见面礼，似觉得师生唱酬雅致有礼。而
“示之抴”则极为“玄奥”。 抴：即曳，牵引，连
诗事”牵扯而暗点为
缀，牵扯。 从余诗说，把“
“
情事”，是一种“抴”；从张诗说，则把
“
无依据
的牵扯之情事” 再拉回“
师生关系”“学诗之
事”的主旨，也是一种
“抴”。 张诗虽是答余之
诗，却偏偏以沈寿为主，视余觉为陪。 此让自
己站在双方关系的“制高点”之上，要余觉明
白：你靠的是沈寿，沈寿靠的是我。 所以小序
劈头一句即是“吴县沈女士寿”，接着“偕其
夫”，置余觉于沈寿的宾从地位。小序如此，诗
歌也是这样。 总之，要余觉认清自己的地位，
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气势。
第一首首联上句， 钟琰是古时贤媳妇的
代称，嫁与王浑，因使王家传有好名声，暗指
余觉之不足。下句，举案齐眉故事的主人梁鸿
与孟光，婚后抛弃孟家的富裕生活，依附豪门
皋伯通，张自比皋伯通，此亦将沈寿比孟光；
谓你余觉之依我， 是见托于孟光。 诗意犹说
“你们主动投奔我，才认识沈寿与你，不能知
恩不报”。 颔联说余觉娶得沈寿是最大的福
分。颈联上句谓，消逝的光阴会标明我为人的
风义，下句谓自己为旁人诽谤所伤。尾联上句
说，自己被你误解，如屈原所受委屈；下句说，
一切为沈寿绣艺的光扬， 我可以大度而不计
较。第一首诗，张謇严正而反复说明的意思有
两点：一、沈寿是好女子，余觉你占了沈寿的
光；我是你们的老师，也是你们的恩人，你当
明了这一关系；二、说自己好心反被误解，为
沈寿绣艺，可不与计较。
第二首，重在“
辩诬”。首联上句，先用《离
骚》上“哀高丘之无女”；又借《高唐赋序》中
“
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
雨”典意，表明自己年纪已大，原无“云雨”之
念， 说余觉从坊间获得的传闻不足信。 下句
说，我本有身份，如今已是遁隐空谷、摈弃世
俗的老者，身边早已无需姬鬟随侍。颔联照应
小序，本招沈寿为承担绣艺教习，谁知其聪明
过人，有学诗之念，才有教她写诗的缘分。 颈
联中“丝缘”，谓丝棼之源缘，即误会之根由。
江夏变， 三国东吴的创始人孙坚与荆州刺史
刘表之间终成两代冤仇， 其因全在袁术的怂
恿挑拨。孙坚经袁术怂恿，因有进攻刘表的江
夏之战， 导致孙坚被刘表部将黄祖伏击而中
箭身亡。 此说造成你我误会的因由是第三者
作祟，如孙刘关系中的袁术。 又，江夏是黄、
费、尹姓的郡名，故或指具体姓黄、费、尹之某

人。“
香主”一句中，后山是陈师道，曾巩弟子；陈
与苏轼亦情谊颇深，苏轼欲收其为弟子，陈师道
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曾巩）”作婉辞。苏
以
“
轼能不以为忤，依然视如弟子。此说自己有苏轼
的雅量， 同时要余觉像陈师道对待苏轼一样对
待自己。尾联中上句“
宗亲”事，指当时提及沈寿
养女学慈议婚于张謇养子张佑祖之事。
最后一句的“随园”，是余诗最触动张謇痛
点的典故人物，所以张謇非得回答不可。袁枚是
乾隆朝的著名诗人，誉为文坛盟主，其号为“随
园主人（随园在南京）”。 袁枚有众多学生，其中
有不少学诗的女学生， 却有将女学生作小妾的
秽闻。诗人在此郑重申明：不能将自己与袁枚相
比。而正是这一句，恰透露出余觉诗中有将张謇
暗喻为袁枚的句子，否则，张謇决不会在此主动
提起袁枚。 所以末句是逆推余诗的诗背景与诗
内容的关键，也是解开此诗疑难的关键。
张謇果决地将此诗交《通海新报》发表，自
然亦是用来堵塞市廛众生的悠悠之口的。 张謇
之借此以正视听，其性格可见一斑。

余诗的目的
余觉耳闻坊间之传与目睹张謇之诗， 自是
难堪之事，此等事又岂有实证？故一般人多隐忍
作罢，而余觉为何以诗的形式呈示于张謇呢？从
以后余觉的一系列行动作判断， 所为是金钱，这
是最好的解释。余觉纳有二妾有孩子，他又是一个
大手大脚惯了的人，仅凭卖字画，开销当颇成负
担。向沈寿索要，又致生龃龉。因此，期望举此而一
箭双雕：一、告诉张謇，尔等之事吾已知晓，盼张謇
能以钱堵其口；二、亦是示意沈寿，以后拿钱爽
快些。 谁知张謇不但断然拒绝，而且供之于报。
今作此判断，是有依据的。 沈寿病重之时，
余觉即来索取沈寿的绣品与珍爱的首饰如金表
等物，沈寿因此而十分气恼。 沈寿死后，余觉又
到女红传习所拿沈寿的绣品， 张謇以绣品为总
“
职务”行为为由，当存于博物院以
教习、所长的
光扬后世作拒绝。 张謇此举， 使得珍贵的一批
“沈绣”保存下来。
特别是在张謇死后，余觉在上海写成《余觉
沈寿夫妇痛史》， 将张謇写给沈寿的信函诗笺，
作为张謇“不端之亲笔铁证”影印在文中，谓让
“天下后世公论”。尤对沈寿被张謇厚葬于南通，
极为怨忿，把自己说成受害者，谓张謇“矫命霸
葬，诬死蔑生”。并在此书扉页重订卖字润格，加
上一段“
余觉减润鬻书得赀为故妻沈寿在苏州
上方山建筑招魂之墓”一语，以表示占尽情理，
博取舆论同情。而味其实际功用，是引人眼球的
广告炒作。从而反证写书的目的是为钱，逆推此
次呈诗张謇也是为钱。试想，那是将两位故世的
亲人、名人的隐私曝露天下，岂不有失宽容？ 此
卖书不是为谋利，还能作何解释？关于沈寿最后
葬于南通，未归江南余氏老坟一事，张謇谓“捐
馆顾命，留葬所卒”，用今天的话说“临终遗言，
逝地入葬”。此语当不虚。沈寿得的是慢性肝炎，
其迁延多年，对自己葬所必有考虑。 再说，后来
继任传习所所长的年长沈寿十年的姐姐沈鹤
一、侄女沈粹缜（邹韬奋夫人）、养女学慈，常年
陪侍沈寿左右，岂不知沈寿临终遗愿？ 1923年9
月19日张謇《日记》载：“
晨去观音院。 午后沈鹤
一以雪君生平所苦及留葬于通之事实告唐翊
之、刘伯英（报人）。”因此
“矫命霸葬”一说，难以
成立；而余觉的文笔功夫，炒作手段，确实了得。

沈寿

张謇的态度
关于张謇对沈寿的情感态度， 张謇涉沈情
感的“苗头诗”与关心沈寿病体的《日记》记述是
同时的，即均在1917年。因可判断为爱而怜之，爱
怜并存。 而作为慢性肝病，沈寿罹患之始，显然要
早好多年。 因此，沈寿早早便是病弱之躯，这是客
观事实，此亦所以让余觉早早纳妾的缘由。
张謇对沈寿之关怀，确是无微不至。若我们
细读张謇70多首涉沈诗，张謇的涉沈《日记》，张
謇关于涉沈丧葬的种种，还真会动容。此固然可
帮助我们作出张謇有
“
发乎情”的肇始，但是针对
两人的种种实际情况，特别是沈寿之病体，我们
又岂能轻易怀疑他们没有
“
止乎礼”的大防呢？

沈寿的态度
余觉的书名既然叫作“余觉沈寿夫妇痛
史”，那是把张沈关系中的沈寿说成“受害者”、
被欺负的人。 沈寿内心是如何看待张謇的热情
的呢？ 余觉显然故意隐瞒了沈寿在张謇指导下
写的那些诗作，隐瞒了沈寿的“发绣”这一物证。
我们应当知道，沈寿对张謇是极其感恩戴德的。
这从上文中可依稀体会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沈寿在张謇热烈诗歌的感染之下， 亦似乎曾经
心旌摇动，有以下两诗为证：
《谦亭元日》病起岁又华，迎神剪烛花。禳灾
薄命妾，长生君子家。
《池上看鸳鸯》人言鸳鸯必双宿，我视鸳鸯
尝立独。 鸳鸯未必一爷娘，一娘未必同一窠，同
池未必有媒妁。 拍拍波面迎，唶唶矶边鸣。 怡怡
自有乐，怩怩自有情。东风吹浮萍，散散复聚聚。
浮萍无本根，鸳鸯有处所。
“长生君子家”，君子家自然是张謇家了。
“鸳鸯诗”中“同池未必有媒妁”，其意自是明白
如画。但是，沈寿毕竟是沈寿，她还有以下一诗：
垂柳生柔荑，高高复低低。 本心自有主，不随风
东西。 此可看出沈寿的自主与自持。
在古代爱情信物文化中， 我们熟知的有鲜
花、罗帕、香囊、红豆、戒指，还有题诗的红叶、织
锦的回文等。 有的只是传说而已，而沈寿的“发
绣”，绝对是空前绝后的了。 张謇看到沈寿抱病
履职，深为感动，觉得简陋的员工宿舍不利沈寿
养病。于是腾出“
谦亭”供沈寿养病，沈寿感之不
尽，因请张謇写上“
谦亭”两字，沈寿用自己的头
发绣此“
谦亭”以回赠。 此不仅是张字沈绣的珠
联璧合，而且用上自己的秀发。 众所周知，女子
常以秀发寄人，做定情信物，所以沈寿之心，岂
非不言而喻吗？怪不得张謇激动得难以自已，写
下这样的诗句：枉道林塘适病身，累君仍费绣精
神。 别裁织锦旋图字，不数同心断发人。 美意直
应珠论值，余光犹厌黛为尘。 当中记得连环样，
璧月亭前只两巡。
“织锦旋图”，亦称“织锦回文”，相传前秦
（晋朝同时）窦滔被判罪徙放流沙，其妻苏蕙织
锦为《回文璇玑图诗》，寄赠窦滔，表示思念忠贞
之情，此诗的特征是能顺读、倒读。 因此被认为
是古代爱情诗的绝品， 同时也是女人智慧与忠
贞的象征。张诗的“
同心”
“连环”等语，自是明显
不过的了。
不过，我们仍得相信沈寿的“本心自有主，
不随风东西”，她应当是“应于情”而“止乎礼”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