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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记住了傅雷，但此
刻，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个人，这
个人就是朱梅馥。

她就是傅雷的妻子，傅聪、
傅敏的母亲。著名大学者钱钟
书的夫人杨绛先生说：“梅馥不
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
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
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
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
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
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
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
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
少也得打三四成的折扣吧。”

傅敏评价妈妈就来得更直
接，“她是无名英雄，没有妈妈，
就没有傅雷。”

朱梅馥于 1913 年 2 月 20
日出生上海南汇县城，在上海
教会学校读完初中和高中，纤
纤长指能够把贝多芬的《命运
交响曲》弹奏得行云流水。19
岁时在上海与从法国归来的表
哥傅雷结为伉俪，直至1966年
9月3日，在他们的住所，上海
江苏路284弄5号，双双身亡。

记得第一次到上海，我就
去寻找朱梅馥和丈夫的故居。
当我站在上海江苏路他们的旧
居门前时，平时不太引起注意
的朱梅馥，却从我的印象里渐
渐清晰起来，总觉得眼前这栋
旧式的小楼里，当年进进出出，
上上下下的主角就是朱梅馥。

傅雷要完成人生最后这艰
难的一跃，需要的是前行的勇
气和力量，而这种勇气和力量，
只有信仰和爱才能给予。黑夜
中，朱梅馥用理解，用支持，用
来自血液里的欣赏和来自骨子
里的爱跟随在丈夫的身后，安
静地陪伴着丈夫写遗书。留下
来的那几页遗书，文字里，看不
到他们对这个世界半点的不满
和抱怨，有的只是平静地交代
死后事。什么是中国传统文人
的高贵，什么是中国传统女性
的优雅，那就是傅雷的离去，那
就是朱梅馥一生的安静和最后
的陪伴和跟随。

傅雷走了，两个小时后，朱
梅馥也自缢身亡。

朱梅馥贤惠美丽有才华，
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她不只
通晓英语，文笔流利优美，是知
性的女子。她能写一手漂亮的
毛笔字，傅雷的很多书稿都是
他一笔一画地誊抄下来。她在
傅雷工作之余，坐在钢琴旁，一
首肖邦、莫扎特的钢琴曲从她
的指尖流出，会使整个小楼弥
漫在雅致、温馨、恬静的氛围
里。傅雷遇到创作不畅的时候，
朱梅馥成了他倾诉的对象，成
了理清文思的土壤和创作灵感
的源泉。在写给傅聪的一封家
书中，傅雷这样说：“我经常和
你妈妈谈天说地，对人生、政
治、艺术、各种问题发表各种感
想，往往使我不知不觉中把自
己的思想整理出一个小小的头
绪来。单就这一点来说，你妈妈
对我确是大有帮助”。

丈夫喜欢喝咖啡，朱梅馥
就为他泡咖啡，丈夫喜欢鲜花，
朱梅馥就在院子里种上玫瑰、
月季。每逢花季，便满是花香，
一些高朋好友如著名艺术家刘
海粟、黄宾虹，著名作家施蛰
存、柯灵、楼适夷、钱钟书、杨绛
等围坐在此赏花品茗。每到此
时，朱梅馥总是退隐到后面去，
继续做她的家庭主妇，或是收
拾房间，或是照看孩子，或是在
傅聪出国后，朱梅馥就靠给儿
子写家书，来倾诉母子之情，排
遣思念之情。在《傅雷家书》里，
就收录了几十封朱梅馥这个时
期写给傅聪的家书。

是的，朱梅馥的一切，让很
多人都没有想到，从发生一直
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她的
高贵和优雅，一点也未曾远去。
我还相信，再过半个世纪，人们
还会想起她。朱梅馥和丈夫自
缢而去的那栋小楼里的人性之
光，爱情之光，正义之光，还将
照亮上海一百年。

朱梅馥是集中华民族女性美
德的一个典范。她比傅雷更不
应该被忘记。（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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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飘了几片雪花。那天是
周末，薇子打电话来，她和春美
终于有时间一起去燕子窝了。

燕子窝距离成都四十公里，
紧靠清源古镇，比我们家那个山
窝不知大多少倍。里面有一条宽
阔的大道，大道两旁挤满了大
树，即便不下雪，也没有什么空隙
可以望见四周的山峦。当年，一家
公司在那儿租了上百亩地，然后
从各地把大树盘过来，差不多就
是一个大树仓库。

这条路是一个记者朋友指
给我的。他说：“你那宝贝树，说
不定就在那儿。”

车停在大道尽头。我们顶着
大树围过来的雪风往回走，不见
一个人影。

我说：“据说，当年买来这些
大树，花了一个亿，那是指望它
们都能长上天呢！”

“我的天！”春美说，“这么多
大树跑到这儿来集合，就这样立
正稍息，不解散啦？”

春美看得潦草，故意让我和
薇子落在后面。她突然停下来，
指着一棵树叫起来：“快来看，快
来看！”

那却是一棵苦楝树。
薇子问我：“它身上落了雪，

你还能认出来吗？”
我说：“再加上几场雪，我都

认得。”
春美说：“还是等它开花的

时候再来吧。它开两种花，大老
远就看得见……”

薇子走到前面去了。她那样
子不是在找一棵树，而是在找一
个人。她穿了一件红色羽绒服，
没有把帽子拉起来遮雪，就像怕
错过了一声喊。她离开大道，往
深处走了一段，见我们都没有跟
上去，就退了回来。

我们在大道上走了一个来
回，车上已经积了一层雪。薇子
已经拿到驾照，要借新车试一试
手。她让车在大道上慢悠悠再走
一个来回，三双眼睛从左右两边
紧盯着窗外。那不过是要向大树
们发布一个信息，一棵树的亲人
们找来了。 （以上内容为节选）

作作//家家//简简//介介
马平，1962年生于四川苍溪，现居

成都，现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
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著
有长篇小说《草房山》《香车》《山谷芬
芳》，小说集《热爱月亮》《小麦色的夏
天》《双栅子街》，中篇小说《高腔》和散
文集《我的语文》等。

读马平小说集《我看日出的地
方 我在夜里说话》，动人的故事和
庄重的文字会让人沉溺其中，如果
从故事和文字中抽离，大脑会形成
一个句号的空白，感到结束了，圆
满了，无法言说又心有盘旋。

两篇小说都用回忆自述的方
式进入，虽然有些评论家（包括作
者自己）认为它们都属于“深刻地
反映了乡村城镇化、乡村脱贫、乡
村振兴的过程”的地域类型小说，
但我认为，马平除了涉及这些内
容，更超越了这个标签。他用“生存
与爱”写出了人性在“贫穷和匮乏”
状态下的黑暗与光明。两篇小说描
写的两段生死恋，可谓赚足了读者
的眼泪。

《我在夜里说话》讲了一个“偷
生与谋爱”的故事。主人公麻狗是个
孤儿，而且身体上有缺陷--眼睛和
嘴巴不能同时使用，身份更是一个
小偷。篇章里讲到麻狗从火灾中存
活下来，为了讨舅妈和姐姐欢心，从
小就偷东西，偷听夜晚的男女故事，
偷看姐姐洗澡，偷姐夫的钱，偷女人
水莲，目睹别人偷……但他每次

“偷”意图却是不一样的。他从小经
历不幸，好像能在火灾中躲过一劫
就是偷来别人生存的权利；他从小
就偷东西，只是希望讨人欢心，赢得
怜悯和爱，好在恶劣的家庭环境中
存活下去。他偷看姐姐洗澡，是想在
难熬的身体发育期存活下去并得到
快要出嫁的姐姐的爱；他偷姐夫的
钱，是想要夺回姐姐，报复歪嘴姐夫
对他的无视；他偷水莲，却用全部的
爱照顾水莲和水莲的孩子麦穗……
稍加概括，就知道，这样的麻狗，其
实是迫于生存与爱的匮乏，才成为
一个小偷。他偷，只是想要得到舅
妈、姐姐和水莲的爱和世人的尊重，
并以这爱和尊重真正地生存在寥廓
的土地之上。为了生存和爱，麻狗

“偷”前和“偷”后的销赃，都是有计
划有步骤的。文中的麻狗“开始在夜
里训练奔跑”，他认为“只要比别人
跑得快，就等于生了翅膀”。于是，
在夜里，他偷偷地从少年长成青年，
偷偷地打算盖房子娶老婆，偷偷出

门陪伴水莲的坟墓二十六年。他自
述的人生，有步骤地完成了从偷到
不偷的转变。原谅歪嘴，原谅舅妈，
麻狗有谋划地逐渐得到了爱。一个
人，生存了下来，并且拥有了爱，他
就会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在文中，麻
狗也真的为水莲的坟修出了直通公
路，最终得到了麦穗的爱和尊重。所
以，麻狗这辈子“先苦后甜”，偷生而
得生，谋爱而得爱，生存和爱得到了
圆满。

《我看日出的地方》，讲了一个
“谋生与逐爱”的故事。主人公金春
早是高考落榜生，因家境贫寒而失
去青梅竹马的娄樱子。娄樱子的
死，被欺骗卖掉的紫薇树，几乎夺
走了春早拥有的全部--尊严、寄托
和爱情。为了生存下去，他远走城
市，寻找紫薇树和樱子的妹妹娄薇
子。在城市里，他几次更换工作，给
父亲寄钱，用汇款单和房子、车子
堆砌爱亲人、爱情人的底气。这底
气，是对当年无力争取爱情的回
应，是激励自己生存下去的勇气。
辗转之间，春早在城市立足，并和
春美、薇子、青桃建立联系，打通了
过去、未来和现在的时光隧道，完
成了精神的重塑。他一路追寻，从
乡村到城市再回到乡村，最终找到
了亲情、友情、爱情和乡情。所以，
春早谋生而得生，逐爱而得爱，生
存与爱也得到了圆满。

两个故事，一个是在乡村“立
身”，一个是在城市“立足”。两篇小
说都深刻地展示了超越时代的生
存艰苦，生存话题的讨论，才让马
平有了超越简单爱情故事的力量。

马平的小说读了，会让人做梦。
他会一处处挤进人生的罅隙，让现
实生活的裂缝开出花，长出树。

当下文坛，他严肃认真谨慎创
作、低调谦虚的君子风格，难能可贵。
他的大多数作品，都非常注重人性的
恒常。这一特点，使得他的作品在对
现实进行关切的同时，呈现出当代文
学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少有的诗性
色彩。

（申红梅，诗人、作家，眉山中
学语文教师）

作作//家家//简简//介介
李银昭，60后小说家、散文家，四川

盐亭人，毕业于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曾
服役于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现居成
都，成都市作协小说专委会副主任，四
川省散文学会特邀副会长，冰心散文奖
得主。曾发表散文、小说百万余字，先后
二十多次获国家级和省级文学奖。

温度有高有低，即便是零度、零下几
度，也是温度。今天，我想说的是文章的温
度。这种“文章的温度”，有些是健康的、无
毒的、给人以阳光与希望的，有些则是阴郁
的、丑恶的、让人绝望的。作家李银昭的文
章温度，在我看来，自然归属前者。读完李
银昭的最新散文集《一册清凉》，我的第一
感受是，他的文章不仅有温度而且适宜，就
如同手捧夏日里的一册清凉。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的寸心告
诉我，温度是银昭文章中的大事，这件大事，
被它的主人不动声色地藏在文章的细节中。
这是我读《一册清凉》的一个鲜明感受。

写傅雷，怎么写，一万个人写过了？一
直在文字中开疆拓土的银昭干不了拾人
牙慧、人云亦云的事。

相对傅雷的大，其夫人朱梅馥是小的，
而正是朱梅馥的小，感动了他，让他的笔选
择了小。“当我站在上海江苏路他们的旧居
门前，平时不太引人注意的朱梅馥，却从我
的印象里渐渐清晰起来，总让我觉得眼前
这栋旧式的小楼里，当年进进出出、上上下
下的主角就是朱梅馥。”（《她比傅雷更不应
该被忘记》）我们再来看看温度是怎样从细
节中生发出来、直抵我们心灵的：“空隙的
上面是充电的插线板，就是我悬空的手机
垂直下来的位置，也就是说，我担心手机一
旦掉下来摔烂，就是掉在那块空隙地上被
摔烂，而现在那块空隙地上放着那女士的
包。”（《禅就是地上的那个包》）

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数不胜数，
大有一步一景的流布与生态。无论是《那
些带着鲜花和微笑的人》对那位在锦江
大桥上卖花的老人蹲在大雨中等作者取
花的描写，还是《遍地冬瓜的下午》对一
次又一次数冬瓜数目的言说，再或是《做
萤火虫也是一种理想》对大巴山农民邓
开选小院那群像星空中的秘密突然飞至
的萤火虫的叙述，以及《彼岸有花》对残
疾人杨嘉利艰难写字的刻画……细节，
均充当了温度的调控板，和一招制胜的
撒手锏的角色。

着眼小处，盯住细节，见常人所未见，写
常人所未写，让银昭的散文现出了别有洞天
的景象与格局：下笔是针尖向深井掘进，收
笔是矿藏汽化升华出井，布满天空。如此这
般的作为，其温度便有了井孔的坚硬深度和
云彩的柔曼广度。 （作者系成都市作家
协会副主席、冰心散文奖得主。本文有删节）

两段生死恋
赚足读者泪

◎申红梅

文章温度
寸心知

◎凸凹

近些年，来
自四川盐亭的
“蓉漂作家”李
银 昭 ，放 下 小
说，深耕散文，
收 获 不 小 。其
中，李银昭的单
篇散文《别如秋
叶之静美》还获
得第八届冰心
散文奖。最近，
四川人民出版
社推出的李银
昭散文集《一册
清凉》便收入了
《别如秋叶之静
美》等多篇获奖
作品。

作家马平在
评价此书时说，
李银昭是一个热
心的人，《一册清
凉》却给这个炎
炎夏日送来了阵
阵清凉。

《一册清凉》
作者：李银昭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

“蓉漂作家”
马平，尽管在成
都定居多年，但
至今放不下浓郁
的乡村情结，不
论是长篇小说
《草房山》《山谷
芬芳》还是《高
腔》等中篇小说，
都赢得颇高的关
注度。

而他的中篇
小说《我看日出
的地方》，深刻反
映了乡村城镇化
过程中，年轻一
代的心路变化。

值得一提的
是，《我看日出的
地方 我在夜里
说话》由两部中
篇小说倒装组合
而成，前者由封
面打开，后者由
封底打开，呈现
了一个完美的时
空组合。

《我看日出的地方 我在夜里说话》
作者：马平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

她比傅雷更不应该被忘记她比傅雷更不应该被忘记
□李银昭

纵深阅读

马平小说中的马平小说中的成都成都

《我看日出的地方》
□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