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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聰 1934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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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耗傳來】 

 

鋼琴詩人傅聰 

感染武漢肺炎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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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鋼琴詩人」美譽、華裔著名鋼琴家傅聰周一（28 日）因感染新冠病毒在英

國病逝，享年 86 歲。主辦各項鋼琴賽事的阿格里奇基金會（Alink-Argerich 

Foundation）發布傅聰離世的死訊時稱，「我們將永遠記住他，他是一位具有偉

大人格的偉大音樂家」；波蘭蕭邦協會稱其離世「標誌着蕭邦傳統中翻過了極為

重要的一頁」。內地知名鋼琴家郎朗及李雲迪昨亦發文致哀。 

 

傅聰是首位躋身世界樂壇且大放光芒的華人音樂家，其父為著名翻譯文學家傅

雷，記載二人書信來往的《傅雷家書》為華語世界所熟識（見另稿）。內地傳媒

周日（27 日）報道傅聰確診新冠，中新網引述其學生、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教授

孔嘉甯透露，「傅先生已經住院兩周，希望他能挺過來。」直至周一傅聰病逝。 

享年 86 郎朗：他是我們的精神燈塔 

傅聰病逝消息傳出後，包括朗朗、李雲迪等著名鋼琴家紛發文致哀。郎朗在微

博發布與傅聰的合照悼念並寫道：「傅大師是我非常尊重的藝術大師，他對我的

激勵非常大，他對音樂的理解可以說是獨一無二，是真正偉大的鋼琴詩人，也

是古典音樂裏的一股清流，是我們精神的燈塔。」 

1955 年蕭邦鋼琴賽獲獎 華人首例 

傅聰 1934 年出生於上海，其父傅雷察覺到兒子的音樂潛質後讓他學鋼琴。傅聰

幼年時，曾師從上海工部局樂隊（上海交響樂團前身）指揮家、意籍鋼琴家梅

百器。1954 年 8 月，傅聰受中國政府公派赴波蘭留學。1955 年，傅聰作為唯一

的中國選手參加在波蘭華沙舉行的第五屆蕭邦國際鋼琴比賽，獲得三等獎，並

獲《瑪祖卡》演奏優秀獎，成為第一個在國際鋼琴賽中獲獎的中國音樂家。傅

聰此後被譽為「中國蕭邦」。 

 

傅聰 1958 年 12 月離開波蘭移居倫敦，被內地當局視為「叛逃」，其父母亦因而

被政治逼害（詳見另稿）。昨日內地官媒「央視新聞」App 以百餘字報道傅聰病

逝，未有提及他和傅雷 1960 年代的事迹。 

 

據澎湃新聞報道，內地 1980 年代國門大開後，傅聰常回國演出和講學，包括重

返老家上海演出。他與香港也有很深的淵源，每次返國途經香港，常會舉行演

奏會，並多次是與香港靑年管弦樂團合作演出，1983 年獲香港大學頒授名譽文

學博士學位，以表揚他在香港和遠東發揚西方古典音樂的貢獻。 

 

2001 年，為紀念傅雷夫婦逝世 35 周年，傅聰曾在上海音樂廳舉行鋼琴獨奏音

樂會。2014 年底慶祝 80 壽辰的獨奏會，則成為傅聰最後一次在中國內地的公

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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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肌腱炎困擾 仍練琴不懈 

晚年的傅聰在音樂路上仍精進不懈。據中央社報道，傅聰每天 7 時起牀 9 時半

練琴，惟因飽受肌腱炎之苦，練琴與演奏都穿上黑色手套取暖，以盡量保持雙

手靈活。過去多次訪台，傅聰亦堅拒在記者會上即場演奏小段：「我這行又不是

娛樂，我如果要彈，就是彈整個樂章。」 

 

傅聰第三任妻子卓一龍是英籍華人，也是知名鋼琴家，兩人育有一子。 

 

 

 
母親朱梅馥與兒子傅聰（左）、傅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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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運降臨】 

 

家庭被劃右派 父母遭逼害 

傅聰拒回國 

 

 

 

攝於 1966 年，傅聰當時身處英國，中國則爆發文化大革命。 

 

 

在毛澤東時代，內地於 1957 年發起「反右運動」，具有知識分子及民主黨派人

士身分的傅雷於 1958 年被劃為右派，由於其子傅聰拒絕回國，厄運由此降臨。 

 

傅家被劃為右派後，當時中國大使館要求在波蘭留學的傅聰回國，傅聰以需要

完成學業為由爭取押後半年。1958 年 12 月，傅聰離開波蘭後移居英國倫敦，

並未按計劃回國，在當時被視為嚴重的叛逃行為。其家人遭受更嚴厲的政治逼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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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的 1966 年 8 月，傅雷遭紅衛兵抄家，與夫人朱梅馥受到四天三夜的批

鬥及凌辱。由於不堪羞辱，傅雷夫婦 9 月 3 日在上海住所「疾風迅雨樓」自

殺，傅雷終年 58 歲，朱梅馥終年 53 歲。 

 

父母遭逼害身亡，成為傅聰一生的最大遺憾。1979 年傅聰回國參加父母的平反

大會，當局宣布徹底恢復其政治名譽。當年，傅雷夫婦骨灰由永安公墓移葬上

海革命烈士公墓。 2013 年，傅聰將父母骨灰遷葬上海老家。 

 

 

《傅雷家書》記父子情 「他教我做藝術先做人」 

傅聰的父親傅雷為中國著名翻譯文學家，亦是美術評論家、中國民主促進會

（民進）的重要締造者之一。傅如今最廣為人知的，莫過於結集父子二人書信

往來的《傅雷家書》。 

 

傅雷 1908 年生於原江蘇省南匯縣下沙鄉（今上海市浦東新區航頭鎮），早年留

學法國巴黎大學。由於精通法文，他翻譯大量法文作品，包括巴爾扎克、羅

曼．羅蘭、伏爾泰等名家著作。1960 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譯巴爾扎克作品方面

的卓越貢獻，被法國巴爾扎克研究會吸收為會員。 

 

1954 年，傅聰留學波蘭。《傅雷家書》就是這一時期傅雷與傅聰的書信來往，

跨度從 1954 到 1966 年，除了談及生活瑣事，亦涉及藝術與人生諸多方面，記

載了傅雷教導傅聰為人處世的點滴。傅聰曾說受父親影響極深，父親曾寄語

「先做人，再做藝術家，再做鋼琴家」。 

 

晚年稱「離開《家書》很久」 

在內地知名主播曹可凡所著的《我認識一些深情的人》中，其中在〈傅聰為什

麼說『我離開《傅雷家書》已經很久了』？〉文稿稱：大家老讓傅聰先生說說

《傅雷家書》背後的故事，大師也會擺了擺手，「唉，每個人見到我都要說《傅

雷家書》，好像我老也長不大。其實，我也是望七之人，離開《傅雷家書》已經

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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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滿全球】 

 

蕭邦的最佳闡釋者 
吳丹 

 

 

「剛接到友人的短信，得知前輩傅聰大師離開了我們，一時難以置信。」12 月

29 日淩晨 3 點半，鋼琴家李雲迪在微博發佈的這條消息，難掩悲傷。 

 

據奧地利音樂頻道消息，鋼琴家傅聰因感染新冠病毒於當地時間 12 月 28 日在

英國逝世，享年 86 歲。鋼琴家阿格裡奇基金會轉發了傅聰去世的消息並表示，

「我們將永遠記住他，他是一位具有偉大人格的偉大音樂家。」 

 

就在傅聰去世前一天，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中國籍教授孔嘉甯在朋友圈發佈了傅

聰感染新冠住院兩周的消息，「雖然要吸氧，但還沒有需要上呼吸機」。古典音

樂撰稿人寇毅得知消息時，就預感凶多吉少，「傅聰先生養病在家好幾年，他能

染上新冠，可見倫敦疫情之失控。」 

 

樂評人顧超的朋友圈皆是對傅聰去世的惋惜與哀歎。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2014 年底在上海聽了一場傅聰的演奏會，「那場音樂會（時）他已經 80 歲了，

還是戴著一雙黑色手套。他已經不是靠技巧取勝，而是（靠）他獨有的音樂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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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他的音樂之豐盈，縈繞著整個大廳，這種氛圍是其他音樂家所沒有的。」

回想起那場演奏會，顧超感歎，傅聰年過 80 之後，雖然很想開演奏會，但由於

身體原因和手部腱鞘炎的影響，演出經常被迫取消。2014 年底那場慶祝八十壽

辰的獨奏會，也成了傅聰最後一次在中國內地的公開演出。 

 

為什麼傅聰的去世會引起古典音樂圈內外的震盪？顧超認為，這不但與傅聰的

音樂造詣深厚有關，也與他的個性、人格魅力和傳奇經歷有關。 

 

「他能在古典音樂受眾之外享有盛譽，跟《傅雷家書》也很有關係。」顧超評

述說，從時代、家世背景和經歷來看，傅聰這樣的傳奇鋼琴大師，在今天這個

世界是無法複製的。 

 

《傅雷家書》和傅聰 

談論傅聰，總繞不開《傅雷家書》。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家庭都是傅聰不忍談及

的話題，一讀到父親的文字，他就會忍不住落淚。 

 

1934 年 3 月 10 日，傅聰生於上海。父親傅雷曾在給他的書信中寫道，“你別

忘了，你從小到現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國獨一無二，便是在世界上也很少

很少。” 

 

黃賓虹、劉海粟都是傅雷的摯友，父親也曾想讓傅聰師從這些巨匠學習畫畫。

但傅聰對音樂有著熱愛與天賦，七歲半時，母親賣掉陪嫁的嫁妝買了鋼琴，父

親為了兒子的學習遍尋名師，手抄五線譜，甚至讓傅聰從小學退學，親自督促

其學琴。9 歲時，傅聰已經拜義大利鋼琴家梅百器為師。 

 

傅聰曾說，父親是一位典型的五四時期知識份子，一身傲骨，不屈不撓，做事

認真，不草率苟且。這些品格，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傅聰。 

 

在傅聰身上播下音樂種子後，傅雷的嚴厲也一度使得父子之間關係緊張。1948

年，傅家因時局動盪搬遷到昆明，14 歲正處於叛逆期的傅聰不服從父親管教，

終日遊蕩，遠離鋼琴，直到 17 歲，才重拾鋼琴。 

 

長達三年的叛逆，換來的不僅是傅聰對鋼琴的狂熱，更是終身與音樂為伴的信

念。從那個時候起，他每天練琴時間動輒 8 小時，也是因為過於刻苦的訓練，

導致他患上了嚴重的腱鞘炎，在鋼琴家藝術生涯的後期，不得不常年戴著手

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5%AE%BE%E8%99%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8%E6%B5%B7%E7%B2%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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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 3 月，傅聰代表中國參加第五屆蕭邦國際鋼琴比賽，名列第三，並斬獲

蕭邦作品中演奏難度最大的「瑪祖卡」最佳獎，這是中國人首次在國際性鋼琴

比賽中獲獎。回憶起比賽前的經歷，傅聰曾笑談，那時每天練琴 12 個小時，夜

裡也時常興奮得睡不著，一旦想到一個樂句與另一個樂句之間的關聯，就要從

床上蹦起來練習。 

 

1959 年，傅聰為藝術背井離鄉，出走英國。先是娶了小提琴大師梅紐因的女兒

彌拉為妻，又于 1964 年入籍英國。對父親傅雷而言，這是莫大的打擊。 

 

從 1954 年到 1966 年，傅雷夫婦給傅聰和傅敏不斷寫家書，匯成了影響一代中

國人的《傅雷家書》。傅雷經常從美術、文學、古文等多方面與兒子談古論今，

其中對傅聰影響最深的一句話是，「先為人，次為藝術家，再為音樂家，終為鋼

琴家。」 

 

浪跡世界的傅聰，被認為是蕭邦作品的最佳闡釋者之一，西方人稱他是「有分

量的巨匠和鋼琴詩人」，他能融會貫通用宋詞演繹世界名曲，離不開父親的影響

與教導。傅雷曾寫給傅聰這樣一句話，「只有不斷與森林，小溪，花木，鳥獸、

蟲魚和美術館中的傑作親炙的人，オ會永遠保持童心、純潔與美好的理想。」 

 

在傅雷夫婦去世 13 年後，闊別中國 20 年的傅聰才回到中國，父母墓前刻著傅

雷家書名言：赤子孑立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音樂界的苦行僧 

在加拿大籍鋼琴家朱賢傑印象裡，傅聰是一個脾氣不小的人。他舉止優雅而古

典，不善應酬，面對陌生人不太有笑容，談到音樂的話題，則有極強的自我觀

點，不容辯駁。 

 

音樂裡的傅聰，和生活中的傅聰，是兩面的。只要面對鋼琴，無論是演奏還是

教導學生，傅聰的舉止和思路都是活潑的，絕無老態，也絕對有激情。但一到

了台下，離開了鋼琴，他身心的鬆弛和面部的倦容即刻襲來。 

 

「從世俗眼光來說，傅聰不會是那種受喜歡的人，他的個性很強烈，有著非常

清晰的藝術標準，不僅是對音樂的看法，對藝術，都有自己很強的一套體系。

「顧超認為，傅聰的鋼琴藝術之所以充滿魅力，不僅僅是簡單的東方視角，

“他有一套獨特的演奏風格，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人生經

歷，真正展現出來自己的風格，形成一個標誌。他的音樂是超越語言的，不需

要用語言來解讀，就能聽到他的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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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劉遠舉認為，要走進傅聰的內心，《傅雷家書》似乎是一把鑰匙，那是傅家

父子之間清晰的精神世界的傳承。西方評論家說，聽傅聰的演奏，明顯就能感

受到他是一個中國人。 

 

「我和音樂的關係，是從『天人合一』的基本觀念來的，所以我對音樂的感覺

跟別人不太一樣。」傅聰曾說，他家中很少有唱片，他一輩子都在鑽研音樂，

接觸東西方的文化，思考音樂與文化的連接，「只有視野開闊了，心裡才會有豐

富的聯想。」 

 

彈蕭邦的《大提琴練習曲》，傅聰會聯想到馬勒的《大地之歌》最後一段；彈德

彪西的作品，他會想到「大慈大悲」的精神境界。傅聰相信，人生只有經歷過

很多事、很多世態炎涼，飽受苦難與風浪，才能達到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

然見南山」的境界。而這個境界，同樣也是舒伯特音樂世界裡的。 

 

「他是把自己浸泡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然後再去理解西方音樂。”顧超說。 

 

傅聰被譽為音樂的苦行僧，少年時的叛逆，導致他在練琴的黃金期錯失了很多

時間，他一直想要在成年後憑藉刻苦彌補回來。他拼命研究音樂，不斷折磨自

己的雙手，每天八小時的練琴，是靈魂與肉體的鬥爭。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爾曼·黑塞在 83 歲那年，偶然在收音機裡聽到傅聰演奏的

蕭邦，激動地寫了一篇文章，形容這是他等待了一輩子的鋼琴家： 

 

「傅聰，一個我從未聽過的名字。對於他的年齡、教育背景或他本人，我一無

所知……我所聽到的不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蕭邦。那是當年華沙及巴

黎的蕭邦，海涅及年輕的李斯特所處的巴黎。我可以感受到紫羅蘭的清香、馬

略卡島的甘霖，以及藝術沙龍的氣息。樂聲悠揚，高雅脫俗，音樂中韻律的微

妙及活力的充盈，全都表現無遺。這是一個奇跡。」 

 

孔嘉甯是傅聰先生的關門弟子。曾與傅聰的第三任太太、鋼琴家卓一龍在英國

普賽爾音樂學校一起任教。多年來，孔嘉寧只要有時間就跟傅聰約好，登門拜

訪學琴。 

 

2017 年 12 月，孔嘉寧在微博發佈自己去傅聰家的照片。當時，83 歲的傅聰身

體已經大不如前，行動也遲緩了不少。那頓家宴由卓一龍操持，兩人從傅聰的

前岳父梅紐因聊起，聊同輩鋼琴家，也聊柏遼茲、德彪西和莫札特。「他對我一

個後生從不擺出長者的身份，而是以一種對等的尊重態度交流。這是最讓我感

激的。」孔嘉寧在微博中寫到傅聰的思維之敏捷，但也寫到鋼琴家的落寞。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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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身體原因，他無法像過去那樣高強度地一天練琴七八個小時，苦惱生命變得

空虛，甚至認為，自己放在鋼琴上的時間變少，便沒有資格教課了。 

 

對傅聰的最後一場音樂會，顧超始終記得。一身黑衣的鋼琴家虔誠地走上台，

坐在由他自己調整的、角度頗有些奇怪的鋼琴前，伸出一雙戴著黑色手套的

手，在琴鍵上開啟一場蕭邦之旅。那場旅程是迷人的，耄耋之年的傅聰演奏得

心平氣和，行雲流水。 

 

「他的演奏，不是純靠技術和感情，而是有很多的美學思考在裡面，是中國文

人傳統和現代西方音樂結合的典範。」顧超認為，像傅聰這樣深刻領悟音樂的

鋼琴家，在這個講究商業、靠炫技為賣點的古典音樂市場，越來越少見了。 

 

「傅聰是一位元真正深入到音樂本身的鋼琴家，遵循自己內心，敢於表達自己

的想法。無論是他的人生經歷，還是他的音樂，都是無法複製的。他用音樂、

用藝術的品格來征服世界，在西方頂級音樂圈受到廣泛認可。」在顧超看來，

如此造詣的音樂家，很多人可能努力一生都達不到。 

 

 

傅聰認為，「大家都是音樂面前的小學生，我只是開步較早，我是傳教士，我的宗教就是音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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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父奇才】 

 

傅聰的父親 ── 

傅雷的文革厄運 

高天韻 

 

 

 
傅雷、朱梅馥夫婦於上海江蘇路寓所花園。 

 

 

 

1966 年 8 月 30 日的夜晚，一群紅衛兵闖進了傅雷的領地，四處搜尋「變天罪

證」。9 月 2 日早晨，傅雷和夫人朱梅馥被拖到家門前，被迫站到凳子上，頭戴

高帽，任人指點羞辱。連續四天三夜的批鬥，似無盡頭。於是，他必須走了。

因為士可殺，不可辱。 

 

上海江蘇路 284 弄，現名「安定坊」，位於江蘇路和愚園路的路口。這裏有五組

18 幢歐式花園住宅，建於 1936 年，是滬上白領及中上層知識份子居住的社

區，其中 5 號洋房是著名翻譯家傅雷的故居，那是一幢三層樓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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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奇才 

傅雷，字怒安，號怒庵，是中國著名的翻譯家、文藝評論家，兼通文史哲音

樂。傅雷一生翻譯了 34 部文學著作，15 卷的《傅雷譯文集》共計約 500 萬

字，其中多為法國文豪巴爾扎克和羅曼羅蘭的作品。有人讚譽：沒有傅雷，就

沒有巴爾扎克在中國。 

 

傅雷於 1908 年出生於上海南匯縣傅家宅。1928 年，傅雷留學法國巴黎大學，

學習藝術理論。1931 年，傅雷回國任教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擔任校辦公室主

任，兼教美術史和法文。 

 

傅雷在 24 歲時翻譯了《羅丹藝術論》，26 歲撰寫了《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

顯示出多藝兼通的過人才學。傅雷潛心鑽研、嚴謹譯校，形成了獨特的翻譯風

格，被譯界譽為「傅雷體華文語言」。 

 

1937 年，傅雷所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多夫》第一卷發表。傅雷在《譯

者獻詞》中寫道：「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

蔽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

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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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狂濤 

1949 年後，傅雷謝絕了清華大學的邀請，成為體制外的一名自由職業者。他潛

心翻譯，重譯了巴爾扎克的《高老頭》、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新

譯了巴爾扎克的《貝姨》等多部作品。 

 

在書房之外，中共的政治運動令傅雷感到難以適應。傅雷在 1950 年 6 月 27 日

給畫家黃賓虹的信中寫：「方今諸子百家皆遭罷黜，筆墨生涯更易致禍，懍懍危

悚，不知何以自處。」 

 

此後的一段時間，傅雷開始向「黨」靠攏。他積極參政議政，慢慢學著去適應

「新」社會的政治氣候。1955 年至 1957 年，傅雷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身份出任

上海市政協委員，擔任文學、新聞、出版小組副組長。傅雷深入調查研究，寫

下了大量報告和文章。 

 

1957 年，傅雷連續公開發表三篇揭發和批判「右派」的文章，以配合「反右」

運動的暴風驟雨。在《比一比，想一想》中，他明確表態，「反右」鬥爭「做的

是史無前例的大事業」。在《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中，他批判了葛佩琦的「右

派」言論。 

 

在政治大潮中，傅雷寫出緊跟形勢的文章，天真地以為，這樣跟「黨」走就能

擺脫自己被整肅的命運。不料，事與願違。1957 年下半年，風雲突變，傅雷被

指為親美反蘇的急先鋒、上海「中間路線」的代言人。 

 

自 8 月 22 日起，上海各大報紙開始批判傅雷。傅雷堅持「沒有廉價的檢討」，

他說：「人格比任何東西都可貴！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當年 12 月，朱梅

馥在給長子傅聰的信中提到，作家協會開了十次批鬥傅雷的會，傅雷做了三次

檢討都不能通過，一切工作停止，精神極度痛苦。 

 

1958 年 4 月 30 日下午，傅雷被宣佈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當天，傅雷深

夜未歸，朱梅馥憂心如焚，生怕傅雷想不開。當傅雷終於進門後，他和妻子相

對無言。不知過了多久，他長嘆一聲：「如果不是因為阿敏太小，還在唸書，今

天我就……」 

 

傅雷被劃為「右派」後，留學波蘭的傅聰也成了被批判的對像。傅聰迫不得

己，選擇在學業完成時出走英國，成了「叛逃」之人。這對傅雷是一個重擊。

傅雷從此深居簡出，不問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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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於頂著「右派」的帽子，傅雷的譯著被延遲或拒絕出版，而他又堅決

不同意更名出版，最後只得依靠「預支稿費」來維持一家的生計。面對生活的

窘迫，一向耿直不阿的傅雷，竟然放下身段，以卑微的措辭致信上級領導求

助。 

 

1961 年 9 月底，傅雷摘去了「右派」帽子，他未有感恩之言，而是說：「當初

給我戴帽，本來就是錯誤的。」 

 

 

 

文革風暴 

傅雷的寓所，名為「疾風迅雨樓」。在灑脫不羈的名號背後，翻譯巨匠卻自比

「牆洞裏的小老鼠」，難覓安全的洞穴，可見他內心的痛苦迷茫之深。 

 

1965 年 11 月，《文匯報》刊出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反右

時，傅雷曾經被姚攻擊過，因此，這篇文章是一個不祥之兆。1966 年上半年，

政治運動的風聲加緊了。有一天，傅雷對前來探望的好友周熙良說：「如果再來

一次 1957 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 

 

8 月 18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 100 多萬群眾和「紅衛兵」代表，自

此，「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濤從北京席捲全國。在上海，從 8 月

23 日到 9 月 8 日，紅衛兵共抄家 84,222 戶，其中高級知識份子和教師 1,231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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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 8 月 30 日，一群代表當地居委會的人搜查了傅雷的家。在隨後的幾天

裏，紅衛兵繼續抄家，掠走了傅雷收藏的畫作、書籍和大量私人物品，一律充

公。因為那些被認為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甚至是「反動」之物。最後，他

們進入閣樓，在傅雷小姨子寄存的一個箱子裏，發現了兩件「反黨罪證」。 

 

原來，紅衛兵們在閣樓上找到了一隻有一把鏽跡斑斑的鎖鎖著的箱子，敲開

鎖，在一面老得已經模糊不清的鏡子背面，發現嵌著蔣介石的畫像，箱子裏還

有一本舊畫報，上面有一幅宋美齡的照片。 

 

這只箱子是傅雷姑母『解放前』寄存在傅家的，傅雷從未打開過。『大右派傅雷

窩藏反黨罪證！』紅衛兵們群情激昂，又為自己取得的戰果而歡呼雀躍。在震

天的口號聲中，傅雷夫婦被按倒在地，並被勒令跪著。 

 

9 月 2 日，傅雷夫婦被拉到大門口，站在長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眾。在「打

倒傅雷」的大字報的「烘托」下，人們圍觀、嘲弄，甚至參與批判。9 月 3 日

凌晨，傅雷夫婦將一床用浦東土布做成的被單撕開，打結，懸於鐵窗橫框。他

們事先把棉胎鋪在地上，以免踢倒方凳時發出太大的聲響……。 

 

1981 年，《傅雷家書》出版，轟動一時，感動了百萬讀者。此書收錄了傅雷夫

婦在 1954 年到 1966 年 5 月期間寫給傅聰和兒媳彌拉的家信，由次子傅敏編輯

而成。紙筆互動，傳遞長輩的諄諄教誨、款款深情。在書簡背後，傅雷的人生

際遇更令讀者慨嘆惋惜。而又有誰知，傅聰和傅敏兄弟二人，在政治運動中所

受到的衝擊、所承受的痛苦？ 

 

1958 年 12 月，傅聰留學畢業，選擇從波蘭乘飛機出走英國。傅聰在 1980 年的

一篇回憶錄中講述了當時的心境：「1958 年 12 月，我留學畢業，如果我回來，

勢必是『父親揭發兒子，兒子揭發父親』，可是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當時我

是被逼上梁山的。當然，對我的出走，我永遠是內疚的。」 

 

那時，傅敏在給一位同學的信裏，表達了對「文革」的不滿，因而被打成了

「現行反革命份子」。他被關在北京一中的「土監獄」，全身浮腫，餓得眼冒金

星。他幾次自殺未成，罪上加罪，因為「反革命」是沒有自殺的權利的。他被

紅衛兵後拖回學校後，接著批鬥。一次，傅敏以頭撞牆，被送到醫院，因其

「反革命」的身份，醫生縫針時竟然不給他打麻醉藥。就這樣，縫了十幾針，

他的頭上落下碗口大的傷疤。 

 

1979 年 4 月，傅雷、朱梅馥追悼會舉行，主辦者為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

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會上宣佈，1958 年將傅雷劃為右派份子是錯誤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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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改正；文革中所受誣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徹底恢復政治名譽。 

 

 

傅雷的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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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傅雷的遺書 

 

兩人留下一份遺書，將一些財物事項委託給朱梅馥的兄長朱人秀，其中包括 9

月份的房租 55.29 元、火葬費現鈔 53.30 元，以及留給保姆周菊娣的 600 元過渡

期生活費等。1966 年 9 月 3 日凌晨，在那一個黑夜，傅雷冷靜、細緻地安排了

身後之事，不願連累他人。伉儷情深，共同赴死；才情萬千，淒涼落幕。筆耕

一生，傅雷有所不知，吞噬了他的，正是他所盡忠的「黨」，是他傾注了萬般熱

情的「新」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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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美麗的光 

傅雷夫婦去世後，他們的遺體被送到上海西寶興路萬國殯儀館火化。那時，「反

動」人物自殺被稱為「自絕於人民」，不能收留骨灰，保姆周菊娣欲領骨灰遭到

拒絕。 

 

忽然，有一天，一位戴著大口罩的姑娘來到萬國殯儀館，自稱是傅雷夫婦的

「乾女兒」，無論如何要保留傅雷夫婦的骨灰。她的誠懇打動了工作人員。她設

法找到了朱人秀，在他的幫助下買了一個骨灰盒，再轉送到永安公墓寄存，骨

灰盒上的名字是「傅怒安」。 

 

這位女子名叫江小燕，與傅雷並不相識。她喜歡閱讀傅雷的譯作，也喜歡彈鋼

琴，還看過傅聰的演出。1966 年 9 月初，江小燕從鋼琴老師那裏得知傅雷夫婦

自殺的消息，悲傷不已，又聽說傅家屬於黑五類，自殺死後不准留骨灰。正義

感促使她挺身而出，冒著生命危險，把傅雷夫婦的骨灰保存下來。 

 

之後，江小燕還致信周恩來，反映骨灰無人認領問題，她提到傅雷是愛國的。

未料，這封並未署名的信落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裏，江小燕被抓走、

被審訊了一整天。公安局經過反覆調查，確定她背後沒有人「指使」，才把她放

回。此後 12 年，江小燕一直生活在巨大的陰影中，直到傅雷平反。 

 

父與子 

 

1981 年，《傅雷家書》出版，轟動一時，感動了百萬讀者。此書收錄了傅雷夫

婦在 1954 年到 1966 年 5 月期間寫給傅聰和兒媳彌拉的家信，由次子傅敏編輯

而成。紙筆互動，傳遞長輩的諄諄教誨、款款深情。在書簡背後，傅雷的人生

際遇更令讀者慨嘆惋惜。而又有誰知，傅聰和傅敏兄弟二人，在政治運動中所

受到的衝擊、所承受的痛苦？ 

 

1958 年 12 月，傅聰留學畢業，選擇從波蘭乘飛機出走英國。傅聰在 1980 年的

一篇回憶錄中講述了當時的心境：「1958 年 12 月，我留學畢業，如果我回來，

勢必是『父親揭發兒子，兒子揭發父親』，可是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當時我

是被逼上梁山的。當然，對我的出走，我永遠是內疚的。」 

 

那時，傅敏在給一位同學的信裏，表達了對「文革」的不滿，因而被打成了

「現行反革命份子」。他被關在北京一中的「土監獄」，全身浮腫，餓得眼冒金

星。他幾次自殺未成，罪上加罪，因為「反革命」是沒有自殺的權利的。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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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後拖回學校後，接著批鬥。一次，傅敏以頭撞牆，被送到醫院，因其

「反革命」的身份，醫生縫針時竟然不給他打麻醉藥。就這樣，縫了十幾針，

他的頭上落下碗口大的傷疤。 

 

1979 年 4 月，傅雷、朱梅馥追悼會舉行，主辦者為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

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會上宣佈，1958 年將傅雷劃為右派份子是錯誤的，應

予改正；文革中所受誣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徹底恢復政治名譽。 

 

2013 年 10 月 27 日，在上海福壽園海港陵園，舉行了傅雷夫婦骨灰安葬及紀念

碑揭幕儀式。潔白的墓碑上刻著《傅雷家書》中的一句話：「赤子孤獨了，會創

造一個世界。」 

 

結語 

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無情地掃落了中國的文化精英。才華橫溢的他

們，一個個走向生命的終點，悄無聲息，好似一粒小小的石子，投入苦難的海

洋，瞬間不見蹤影。在政治風暴裏，他們保不住一張安靜的書桌，摸不到正確

的方向。他們不解、迷失、悲憤，累了，厭了。死亡，是告別屈辱和慘烈的解

脫。中共紅禍，顛倒是非，迫害良善，扭曲人性，摧毀文化和道德。禍端不

除，天下焉得太平。 

 

傅雷一家的命運沉浮，映襯著時代的悲涼與荒唐。心靈的傷口，泣血不止，永

難平復。與這個家庭一同悲哀並痛著的，是整個中華民族，還有飽經滄桑的大

地。回顧，為了讓悲劇不再重演，讓生命不再迷航。 

 

 
從父子的關係，看到了德育背後的文化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