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恨水，曾是一度湮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

的通俗小说大师，也是被老舍称为“国内惟一的

妇孺皆知的老作家”；既是接续传统的章回小说

大家，又是“戴着镣铐”努力跳出新舞姿的勤奋实

践者；不仅是小说风靡全国、堪称著作等身的多

产作家，还是纵横报界数十载、“以天下为己任”

的新闻记者。正是由于其独特的创作身份、写作

路径以及所处的特殊时代，决定了张恨水在一生

的创作生涯里，始终伴随着新旧之交的坚守与融

合。

“恨水”系笔名，取自李煜“自是人生长恨水

长东”一句。张恨水早年丧父，生活困顿，辗转多

地的经历和年少多舛的命运，使他对词中的满腔

愁绪有了不寻常的深层体味，同时也用以勉励自

己珍惜光阴，勤作苦修。6岁始入蒙学，自小酷

爱文学，博览群书，对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古典

小说等烂熟于心，既养成了深厚的国学底蕴，也

为日后创作积累了详实的传统文化素材。这从

他的作品名，如《似水流年》《金粉世家》《美人恩》

《斯人记》《落霞孤鹜》《京尘幻影录》等，即可窥见

一斑。抗战期间，躲防空洞乃常有之事，可张恨

水却不躲，坚持到僻静之地看书学习。晚年写字

都费力时，还决心读完 2500 余本的《四库备

要》。正是凭着这份孜孜不倦的勤奋，使他成为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名副其实的多产作家。自学

自写为他在最初穷困时开辟了一条新的出路，也

奠定了他毕生的志向与职业。张恨水自少年开

始，40多年笔耕不辍，平日手不释卷，终日伏案

写作，即使在晚年患脑溢血好转后依然抱病练

笔，一生创作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100

余部，还有大量的散文、数百首诗词等各种文类，

共达3000多万字。

著名报人张友鸾这样评价张恨水：“他终身

从事新闻事业，写小说原是他的副业。”张恨水

最初在上海 《实事新报》 当驻北京记者，在

《益事报》任助理编辑，而后开始了长达30年

的报人生涯，“历任《皖江报》总编辑、《世界

日报》 编辑、北平 《世界日报》 编辑、上海

《立报》主笔，南京人报社社长、北平《新民

报》主审兼经理等职”。从记者到编辑，从做主

笔到写小说，甚至到投资经营报纸，张恨水的

一生与中国报业息息相关。

从通讯到诗词，从杂文到时评，凡报纸常用

文体，张恨水都有所涉猎，但他最钟爱的文类当

属小说。他日夜辛勤地创作小说，一方面由于他

能借助职业优势广知时政，获取大量社会信息；

另一方面又能充分利用报纸连载作品，以丰富

“自家田地”，满足他强烈的创作欲望，真可谓一

举两得。据统计，“张恨水的小说在报纸上首发

的占到他全部小说创作的75%”。其中，《春明外

史》1924-1929年连载于北京《世界晚报·夜光

副刊》，《金粉世家》1927-1932年连载于北京

《世界日报》，《啼笑因缘》1930年连载于上海《新

闻报》。凭借报纸这一优势媒介，他让通俗小说

走进了大众视野，并在20世纪中国文坛实践由

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新文学运动使雅文学渐成主流，通俗文学被

鄙为不登大雅之堂。于是，张恨水决心在这种新

旧的夹缝中改良求变，既走民间大众化的道路，

又在通俗文学中自觉调整，摒弃单纯的消遣娱乐

之效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创作模式，努力提高艺术

水准，切实关注社会人生，寻求新旧文学之间的

融合。他对章回小说的探索和创新，既是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延续，又是不断吸收借鉴新文学智慧

的大胆实践。他一直致力于让章回小说获得新

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魅力，尽管这条路充满突破旧

程式的艰辛。

张恨水还是民国时期通俗小说的最高成就

者，这得益于他在通俗小说的转型期，精进不休

地为章回体裁注入新鲜血液，将现代与传统相结

合，主动向新文学迈进，形成雅俗共赏的艺术个

性，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非常擅长“旧

瓶装新酒”，将新闻时事嵌入市民耳熟能详的章

回体中，将中国传统小说样式与现代报纸、新闻

时政相互连接，使故事的讲述在纪实与虚构之间

穿插游走，似乎既有奇闻轶事的影子，真正对号

入座又无确凿证据。如此构思书写，笔锋触及各

个阶层，不仅内容上扣人心弦，激起广大市民读

者的“窥视欲”，认为书中人物均有所指，形式上

也亲切生动，符合大众的审美口味和欣赏习惯。

如张恨水坦言《春明外史》的创作初衷：“混在新

闻界里几年，看了也听了不少社会情况，新闻的

幕后还有新闻，达官贵人的政治活动、经济伎俩、

艳闻趣事也是很多的。在北京住了五年，引起我

写《春明外史》的打算”。而“《春明外史》的人物，

不可讳言的，是当时社会上一群人影。但只是一

群人影，决不是原班人马”。虽非真实人物的原

样再现，但的确有所隐射，难怪小说一经问世便

受到市民的热烈追捧，许多读者为先睹为快不惜

排长队买报，小说情节和人物都成了市民茶余饭

后热议的话题。某种程度上，“把新闻时事写进

小说，不仅由于取材的便利，更为世俗历史留下

了一份真实的记录”，这也是张恨水力争契合新

文学风向的努力。

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的连载，

更是一时读者如潮，张恨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成了炙手可热的通俗小说家，并拥有数量庞大

的读者群，据他所言他的读者“上至党国名流，

下至风尘少女”。这很大程度上由于他深谙市

民读者的阅读兴趣，能够巧妙利用他们消遣探秘

的心理，一方面投其所好，满足市民阶层的多种

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又遵循自己的创作初衷。

在谈到《金粉世家》的成功“秘诀”时他曾说：“书

里的故事轻松，热闹，伤感，使社会上的小市民

层看了之后，颇感到亲切有味”，既不脱离民间

情趣，又颇得文采与社会深意。张爱玲也喜欢

读张恨水的小说，认为它“不高不低”，“代表一

般人的理想”，与市民阶层的文化心态达到了某

种契合。张恨水在报界和文学界之间游刃有

余，秉承雅俗共赏的美学追求，“创造了中国现

代新闻界与文学创作领域交融共生的奇观”。

他以报人的广阔视野和敏锐思维，对20世

纪20-40年代中国社会的世俗景观、民众生活

乃至民族命运进行了多维度展现。《啼笑因缘》借

“一男三女”情感纠葛的故事反映了门阀制度的

式微以及军阀混战时社会的丑恶颓败。被称为

“民国红楼梦”的《金粉世家》借一对夫妻的恩怨

情仇和豪门贵族的兴盛衰败，折射出整个北洋政

府统治时期官场的腐朽。这些小说在凄美辗转

的爱情故事和跌宕起伏的情节安排中，以小见大

地展现了广阔的社会图景，再现了大时代下社会

的发展变革与民族的曲折命运。张恨水善于把

爱情波折设置于“个体与社会之间而不是人与人

之间”，并且“把民族忧患意识融合在他驾轻就熟

的章回体之中”，这使其通俗小说超越了鸳鸯蝴

蝶派一味言情的狭小境界，将言情与社会紧密结

合，积极顺应了时代潮流。不仅如此，张恨水还

擅长在小说中展现鲜活的社会民俗地图。他曾

在安徽、江西、北京、南京、重庆、西安等多地游历

生活，虽不乏辛苦，但也由此对不同地域文化特

征了解颇多。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南北方民俗

文化描写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尤其是北京之于张恨水，渊源很深。他笔下

“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作品，据不完全统计约19

部，计660余万字”。最具代表性的小说《春明外

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也都以北平（北京）

为背景。1919年 24岁的张恨水进京后，直到

1967年去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北京。靠着新

闻记者的社会敏感与外乡人对京城的浓厚兴趣，

他对北京日常生活场景和名胜古迹的观察与描

写格外精细，涉及四季变换、社会民俗、名胜会

馆、节令花果、饮食娱乐、戏剧曲艺等诸多方面，

并常借作品人物之口介绍北京地域文化，“带有

某种风土志及旅游指南的意味”，在文本中构成

了一幅20世纪社会转型时期的风俗民情图卷，

具有一定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价值。

抗战时期，文学充当了时代的号角，新文学

与通俗文学的对峙渐趋缓和。民族危亡激发了

张恨水强烈的忧患意识，现实主义情怀表现得更

加明显，他自觉跟上时代的步伐，亲身参与大量

的社会工作，义无反顾地加入抗战的队伍，创作

宗旨和思想立场也与新文学逐渐接轨。而正是

他骨子里浓郁的爱国情怀，使之与新文学作家殊

途同归。作为创作中国抗战小说最多的作家之

一，张恨水在时代大潮中主动转型，以新闻工作

者的细腻敏感对恢弘的抗战史做了通俗化处理，

展现了浩繁的生活史和感性的心灵史，实为可

贵。

当战争使社会各种痼疾与丑恶逐渐暴露时，

张恨水又写了《八十一梦》《蜀道难》等不少讽刺

小说，将创作重点转向了社会批判。这些小说深

刻地揭露了贪官污吏巧取豪夺、知识分子流离失

所、老百姓们怨声载道的生活。其中《八十一梦》

反响最为强烈，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共鸣。小说

采用寓言和梦幻相结合的手法，借助荒诞不经

的各色人物写了“八十一梦”，暗喻当时民不聊

生的社会现实，对国民党权贵的腐败昏聩进行

了无情的鞭挞。反动政权为此恼羞成怒，勒令

报刊停载小说，还把张恨水“绑架到息烽去

了”。内战爆发后，张恨水更是痛斥时政，笔

调愈加尖锐，创作 《纸醉金迷》《五子登科》

等小说时，仍不遗余力地揭露官商勾结，以嬉

笑怒骂的笔锋剖析了当时丑陋黑暗的人情世态

以及荒淫无度的社会腐败，深刻地再现了国民

党政权崩溃前的“官场现形记”。

张恨水一生的创作始终与时俱进，怀着社会

责任心不断求“变”，使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走向

大众并启蒙大众。张恨水自称：“写了一辈子文

字，得了同情者不少，恐怕神交之多，在普通社会

里，我是够在六十分以上的了”。他的创作总是

与时代紧密相连，每次创作转型都与时代变革相

关。从力图改良章回小说追求雅俗共赏，到顺应

时代潮流开启小说宣教功能，体现的是他一生不

变的社会责任感与现实情怀。在20世纪新旧之

交时所做的种种坚守与融合，最终使张恨水成为

中国章回小说蜕变中的一座高峰，是他让通俗小

说在衰落和扬弃中重获了新生。

新旧之交的坚守与融合新旧之交的坚守与融合
————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大师张恨水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大师张恨水 □□方方 奕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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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张恨水，世人多联想他笔下那些风花雪月的词章、风

流才子的小说、缠绵悱恻的爱情，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天字

第一号的人物”，却鲜有人了解他骨子里浓厚的爱国情怀和

“远居江湖却心怀庙堂”以天下为己任的另一面。毛泽东曾亲

自接见他，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对他敢于揭露社会现实、勇于

针砭时弊给予高度评价。张恨水，这个既能写出《金粉世家》

《啼笑因缘》等小说的才子，又能大喊“国如用我何妨死”抗战

到底、荣获“抗战胜利”勋章的报人，称得上“风月无双”、“爱国

至上”。20年代他着力于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揭露和嘲讽，

30年代描写和歌颂抗日爱国军民的英勇斗争，40年代则对国

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一

1924年 4月 16日开始在《世界晚报》上连载的《春明外

史》，是张恨水的成名作。《春明外史》本走的是《儒林外史》《官

场现形记》的路子，不过张恨水“觉得这一类社会小说犯了个

共同的毛病，说完一事，又递入一事，缺乏骨干的组织”。于是，

决定用一个主角来贯穿全书，即“以社会为经，以言情为纬”，

由新闻记者杨杏园与雏妓梨云和才女李冬青的恋爱故事为引

线，引出20世纪20年代北平三教九流的人情百态。当时的北

平在军阀、官僚、豪绅相互勾结把持下，一片乌烟瘴气。官僚政

客们勾心斗角、贪污受贿、捧角狎妓、声色犬马，无良商人吹牛

拍马、拆白骗钱、虚情假意、尔虞我诈；歌舞升平的另一面，是

广大下层百姓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张恨水“用作《红楼梦》

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

1927年始创作《金粉世家》，此书以金燕西和冷清秋的恋

爱、结婚、反目、离散为主线，写了金铨总理一家悲欢离合、荒

淫无耻的生活。小说通过钟鸣鼎食，世代簪缨的“金粉世家”，

展示出北洋政府时期，豪门巨宦穷奢极欲的生活和奥秘，在

“金”和“粉”的侵蚀下，在温情脉脉、天伦之乐的后面，是狰狞

丑恶的尔虞我诈；慈样恺悌的面纱底下，隐藏着杀气腾腾的金

钱利害冲突，冷清秋的“齐大非偶”的悲惨命运，正是揭示了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这个“鬼”就是“自作孽，不可活”的

“孽”，同时它也由此“家”到彼“家”，反映了整个北洋政府上层

社会的众生相。

1930年3月17日在《新闻报》开始连载的《啼笑因缘》，描

写的是富家子弟樊家树和唱大鼓的少女沈凤喜、豪门小姐何

丽娜、江湖侠女关秀姑三位女子的恋爱纠葛，在这样一个多角

恋爱故事中，又穿插了封建军阀强占民女，侠客锄强扶弱的情

节，故事融“社会”、“言情”与“武侠”于一体，跌宕起伏、扣人心

弦。这部小说的平民观念和明确的社会批判立场，超越了此前

趣味性压倒思想性的通俗小说，使得它不但成为民国通俗小说

的第一代表作，而且也引起新文学界的刮目相看。

二

随着时代的变化，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在内容、题材上也不

断扩展、变化。1931年“九一八”国难，为遣发内心的悲愤，张

恨水把在上海《新闻报》连载的长篇小说《太平花》增加了抗战

内容，这是他写国难小说的开端。

有些人误以为张恨水是迫于压力，“不得不做‘国难小

说’”，其实不然，从踏入新闻业之初，他就关心国事民生。早在

1925年，除长、短篇小说创作外，张恨水几乎每日有杂文见

报，内容多因时因事而发，抒发情感，针砭时弊。1932年，他用

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创作了小说《九月十八》、剧本《热血之花》

等文字，鼓吹抗战，结集为《弯弓集》，其中有豪言曰：“背上刀

锋有血痕，更未裹创出营门。书生顿首高声唤，此是中华大国

魂。”这时期张恨水“国难小说”最出色的作品是《满城风雨》，

它真实描绘了军阀混战和外寇入侵给国人带来的毁灭性灾

难，其结尾义勇军奋起抵御外寇，表明了张恨水坚决的抗日立

场。从此，张恨水写作的意识“又转变了个方向”，写任何小说，

“都想带点抗御外侮的意识进去”。

1934年，张恨水自费考察西北，目睹了西北人民在军阀

混战、天灾人祸的侵袭下，卖儿鬻女、易子相食的凄惨生活，他

深受震动，曾写道，“在西北之行之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

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后以此为素材撰写了《燕归来》《小西

天》两部长篇小说。1935年创作的《艺术之宫》通过裸体模特

秀儿的悲惨遭遇，对所谓绅士阶级进行不遗余力的讽刺。

1936年创办《南京人报》。该报以主张抗日、注重社会新

闻、讲求编排技巧受到市民的热烈追捧。张恨水在副刊《南华

经》上，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中原豪侠传》《鼓角声中》以及大

量的诗词散文。值得一提的是《中原豪侠传》。在《序》中，张恨

水写到，游历西北，途经河南时，他亲眼所见的红枪会、民团等

地方武装极多，认为这也是可以用来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应

当教育他们爱国，“必须灌输民族意识，教以大忠大义”。该小

说以河南义士王天纵在深明大义的妻子鼓励下，毅然参加了

辛亥革命的事迹为素材，刻画了一批爱国爱民的“义士”，强烈

地体现了民族爱国主义，把武侠小说仇杀殴斗的门户打杀，上

升到爱国革命的主题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国家的兴亡与民族的

前途，张恨水不止一次大声疾呼：“国如用我何妨死？”“抗战是

每一个人的责任，国亡不保，何以家为？”是年，入居重庆，应邀

加入大后方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新民报》，主编文艺副刊，取名

《最后关头》。他在发刊词中写道：“‘关’这个字，在中国文字

里，已够严重。‘关’上再加‘最后’两字，这严重性是无待词费

了。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一举……这一些最后，表示着人

生就是这一下子。成功，自然从这里前进；不成功，也决不再有

一下……这呐喊声里，意味着绝对是热烈的、雄壮的、愤恨的，

决不许有一些消极意味。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依然喊到南

京新街口去，因为那里，是我们的《南京人报》！”从这气壮山河

的呐喊声中，可以看出张恨水的爱国热情与义无反顾。这时期

他经常以“关卒”为笔名，在《最后关头》以笔作箭，弯弓射日。

他还为《最后关头》规定了登稿原则：一是抗战故事（包括短篇

小说）；二是游击区一斑；三是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四是不做

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是抗战的文章。张恨水以实际行动参与到

全国人民的抗日大潮中。

同年，激愤于在南京、汉口等地看到的许多“爱国有心，请

缨无路的人”，觉得有爱国而发狂的存在，从而创作小说《疯

狂》。期间，又写了一些有关游击队的小说，如《冲锋》《征途》

《游击队》《大江东去》等。

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张恨水被选

为通俗小说家中惟一的理事。与新文学的关系上，双方也由对

立转变为合作。抗战期间，张恨水在贫困的物质条件下，创作

了大约20部作品。

自30年代末，有感于当时通行的口号式、标语式的抗战

八股，难以引起人民共鸣，张恨水决意写“那些间接有助于胜

利的问题，那些直接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的作品，因此采

取“寓言十九，托之于梦”的手法，于1939年创作了长篇小说

《八十一梦》。小说以散体的形式，对国民党统治下的“陪都”腐

败的官场和社会上种种黑暗现象进行揭露和鞭笞。后在国民

党特务的压力下，被迫草草结束。1942年，周恩来在重庆与陈

铭德、罗成烈、张恨水等人畅谈时，对《八十一梦》给予热情肯

定，他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

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

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到了一定作

用吗？”

同年，除《八十一梦》外，张恨水还撰有《蜀道难》《秦淮世

家》《潜山血》等长篇小说及一些针砭时弊的诗词。其中有一首

讽刺诗写道：“日暮驱车三十里，夫人烫发入城来”，借孔祥熙

之女孔二小姐兴师动众的烫发事由，直指四大家族的穷奢极

欲，挥霍无度，一时成为重庆社会的美谈。

1940年2月11日，长篇小说《水浒新传》开始连载，此书

借古讽今，凸显民族气节，曾受毛泽东赞誉：“《水浒新传》这本

小说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

张恨水还认为抗战是全国人民谋求生存，但又是前后方

人民所迫切感受的生活问题。“没有眼前的生活，就难于争

取永久的生存了”。为此，40年代张恨水接连创作了长篇小

说《牛马走》《第二条路》和《负贩列传》等，趋重于生活。其中

《牛马走》（后易名《魍魉世界》）以抗日时期的重庆为背景，抨

击了那些醉生梦死的官僚权贵和置民族危亡不顾大发国难财

的商人；《负贩列传》（后易名《丹凤街》）叙述了童老五等“重然

诺，助贫弱，尊师、敦友”的“丹凤街的英雄们”，“朋友之难，死

以赴之，国家民族之难，其必溅血洗耻”的故事，希翼在国家危

难的紧要关头，唤醒那些沉睡的中国民众，起而反抗。同时期

连载的随笔《上下古今谈》，更是借谈社会现象，针砭当时的贪

污腐败。

抗战时期，国共双方都称赞张恨水

的“抗战小说”，“骂得好，骂得对”，既表

达了民众被压抑的诉求，又对贪官污吏、

道德败坏进行批判。1945年 8月，毛泽

东在渝期间，与各方面代表举行了多次

座谈，曾接见张恨水，肯定他创作上的进

步倾向。同年9月，国民党政府向1000

多人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张恨水也

在其列。

三

抗战结束，内战随即爆发，张恨水愤

慨时事，忧国忧民，笔调便也越发沉重和

尖锐。1946年4月，北平《新民报》创刊，

张恨水任经理兼副刊《北海》主编。对于

该报的宗旨，他坚持“超党派”立场，反对

扰民，他在发刊词中说：“凡是不体恤老

百姓的举动，我们就反对，至少也不应该

捧场。”“我们也不和执政的或在野的，曲为解说，去欺骗老百

姓。”

1946年创作的《虎贲万岁》，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战史小

说。张恨水以平实的笔触，描写了1943年常德会战中守城部

队国民革命军第74军57师宁死不退坚守阵地的悲壮事迹。在

本书的序言中，详细交代了小说写作的缘由。57师幸存下来的

英雄找到了张恨水，希望他能将这些壮烈的事实写成文字，让

那些为了国家民族献身的人们，能够借着文字的流传永垂不

朽。张恨水也考虑到自己并不擅长写战争题材的作品，而且对

于军旅生活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但在一次次的交往中，觉得有

那份历史的责任要把这些事实流传下来，最终答应捉笔。

是年9月开始连载的长篇小说《纸醉金迷》，再现了抗战

胜利前夕，陪都重庆沉湎于声色、赌博和抢购黄金的疯狂现

实。小商人、银行家、交际花、公务员、老妈子，甚至苦力工人，

无一不被卷入黄金潮……作为讽刺暴露现实之作，作品将批

判的锋芒直指国统区丑陋、卑琐的世态炎凉。

同年开始创作的《巴山夜雨》是张恨水“痛定思痛”之作。

小说以冷峻理性的笔触，在控诉日寇战争暴行的同时率先对

民族心理进行探索，解剖国人在抗战中表现出的“劣根性”。小

说以主人公李南泉为轴心，向读者展现了一幅蜀东山村众生

图。台湾学者赵孝萱称该书是“张恨水的最重要代表作也是他

一生作品最高巅峰”。

1947年，《五子登科》连载，作品以日本投降后国统区的

黑暗现实为背景，讽刺了国民党接收人员的贪婪无耻，荒淫腐

败。小说化用五代时窦燕山五个儿子全部登科的典故，全面展

示了以主人公金子原为代表的接收大员疯狂索取和占有“金

子、房子、车子、女子、票子”的一系列荒淫无耻的丑行。

1949年，张恨水因高血压突然发作，患脑溢血。病愈后，

从1953年开始，改编了一系列民间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

台》《牛郎织女》《白蛇传》《孟姜女》等中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

出版后，深受欢迎。从此，张恨水的余生又连续写了《秋江》《白

蛇传》《孔雀东南飞》等多部中、长篇小说。

行笔至此，记起1944年，文协、新文学会、《新民报》等联

合为张恨水庆祝五十寿辰，潘梓年、老舍、罗成烈、邓季惺等人

都为此撰文。其中重庆《新华日报》刊出专文庆贺，指出：“他

（张恨水）的小说与旧型章回小说显然有一个分水岭，那就是

他的现实主义道路。”并指出他的创作倾向是“无不以同情弱

小、反抗强暴为主要的题目”。这样的评价是颇为中肯的。

国如用我何妨死国如用我何妨死？？
————““风月无双风月无双””张恨水的另一面张恨水的另一面 □□任相梅任相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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