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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网络时代，我们还需要家书吗？我们这么忙，还需要花上几天时间等待一封信吗？
家书渐行渐远，那种闻着纸香，读着含蓄而温情的话语的感觉，也离我们渐行渐远。

“家书抵万金”，那寥寥几十几百字，携带着亲人平时难于直面表达的牵挂与爱。这份中国式的含蓄连同本民族的语言言与文化，
让家书几千年未曾衰落和消失。

时代正在前行，但当我们仔细品读龙应台、傅雷、黄磊、贾平凹等人写给儿女们的家书后，我们也许会发现，对于现代代家庭那些
解不开的难题，家书仍是那把传递文化与心声的钥匙。

本报记者 张榕博 贾凌煜 实习生 刘娇娇

科技是拉近还是疏远了我们3

本报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刘娇娇

顺颂秋安，即颂冬吉……这些传统古典的书信用语正在渐渐消失，这
些曾经的礼仪的象征、文雅的表示，不少人称之为“国粹”。

简单的书信用语，蕴含着无穷的意义和美德，在提倡传统文化复兴的
当今，重温一些正在消失的书信用语，别有意味。

年长几十岁的老者自称为弟

“一位女同学给男生写信，题写某某同学跪启，男生一看就生气了，让
人跪着看信，太不尊重人了。”在清华大学中华传统礼仪课上，历史系教授
彭林给学生们讲了这么一个笑话。由于古典文化的缺失，又想把信写得文
雅，于是很多人在撰写书信上贻笑大方。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授杜泽逊认为，
书信是中国的国粹，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美德和丰富的意蕴。

“1995年前后，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给我寄了一本书———《我的父亲
张元济》，书上题字，称我为仁兄，当时张先生八九十岁了，我才三十多岁，
不少同事觉得很好笑。”杜泽逊说，其实这是老式的称谓习惯。“称人为兄，
就是把自己放低，这是对对方尊敬，表示谦虚。”

表达谦虚和尊重，是古代书信的内核所在。彭林说，一封通常意义上
的书信,至少要包含六个部分，即称谓语、提称语、思慕语、正文、祝愿语和
署名，都包含着谦虚的意思。称谓语后面紧接着就是提称语，比如台鉴、青
览，就是敬请对方阅览的意思；道席、函丈，就是简单的敬语。还有陛下、足
下等，用得久了，反而成为一种称谓。“足下，殿下，原本是指侍从人员，比
如警卫、秘书。意思是我没有资格跟您当面对话，要由您的侍从转达。”杜
泽逊说，过去大臣递奏折，都是要通过皇上的侍从，这里有一种等级观念，
需要把对方抬高。“但是最后的祝愿语和署名，要与称谓、提称语前后一
致。”杜泽逊说，比如道席相对的祝愿语应当是“道安”。

“最后的祝愿语，是体现文雅修养的一部分。”著名宋史学家虞云国
说，比如秋祉，就是祝愿对方秋天安好的意思，但是又比安好多了一层吉
祥的意味。“这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言简意赅的魅力所在。”杜泽逊说，祝
福语的使用要谨慎，如果对方最近有家人去世，祝福“阖家幸福”就不妥。

“一般来说，顺颂夏安、秋安是比较稳妥的祝愿语。”
一封充满敬意和谦虚的书信寄出后，对方如何回信呢？杜泽逊说，在

思慕语部分，要有这样的话：“来信过谦，幸勿再施”，意思是不要再这么谦
虚了，这对我是很大的荣幸了。而一般寄信的思慕语，则要用简练的文句
述说对对方的思念或者仰慕之情，用在正文之前，更显礼仪，不至于唐突。

此外，彭林说，书信中不可出现“你我他”,比如“你”可以称为某某仁
兄、某某砚兄（同窗好友）或称阁下。他举例，说有一位同学是北大的博士,

和女朋友第一次鱼雁传书,那女孩在信封上称他为某某砚兄。在信中称自
己应该为在下、小弟。第三人称的“他”应该用“渠”来代替。“称自己的孩
子，要称小儿、犬子，称对方的儿子，为令郎，女儿称令嫒，第三个人的孩
子，则要称哲嗣，而不称代词。”杜泽逊说。

（下转B04版）

甚至有人留下一份穿越百年的家书。
科幻作家刘慈欣（《三体》作者）让女儿

在200年以后开启这封信。“如果你们已经征
服了死亡。”

“在这个超信息时代，一切物体都能变
成显示屏，包括你家的四壁……这时纸一
定是比较罕见的东西了，这时用笔写的字
一定消失已久……你能够触摸到信纸的质
地，也能嗅到那两个多世纪后残存的已经
淡到似有似无的墨香……因为在你的时
代，互联网上联结的已经不是电脑，而是人
脑了。”

信中的一段，刘慈欣留下了一个设问
句：“你是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看这封信吗？”

这句话曾让许多人读完后，若有所失。
家书的渐行渐远无法逆转。记者联系

了几十位国内文化名家，在家书传统保留
最多的知识分子群体，家书也已经很罕见。

教育学家朱清时表示没想过这个问
题，近代史学家雷颐谈的是家书的历史作
用，梁晓声说已经习惯了用现代通讯工具
与儿子交流，觉得没有必要写信给每天见
面的儿子。

教育专家尹建莉的女儿上初中时寄
宿，因交流不便就想出了俩人写日记记录
事情，然后再相互交换的办法。日记保留至
今，不过从那之后娘俩再也没通过纸张进
行沟通。现今女儿在国外留学，一家人经常
通过视频聊天。“你倒是提醒了我，以后可

能会给女儿写些信，这很有纪念和珍藏意
义。”

贾平凹、白岩松、黄磊、乐嘉、龙应台、
舒婷、冯唐等文化人都曾经用家书跟儿女
和亲人交流过。

“现在，纸面的东西被数字化的东西取
代了，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难再坐
下来、沉下心写这种东西。大部分人都是通
过写电子邮件或者是发短信、微信这些东
西交流，快捷而且简单。以前像傅雷是因为
远隔重洋，曾国藩是经历了兵荒马乱，所以
过去可以说‘家书抵万金’。现在呢，通过手
机和网络交流，那么它就会简单一些、草率
一些，字斟句酌、深思熟虑这种成分就少
了。一句话，时代变了。”山东大学儒学高等
研究院副院长杜泽逊说。

对此，张丁也在思索，家书真的已经过
时了吗？

鲁海不想把家书的消失完全归结为技
术的进步，毕竟技术的使用者依旧是人。而
淡化了家族、家风乃至亲情的时代积弊，似
乎更能给家书的命运找到症结所在。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新生认为，
在工业化替代农耕文明以后，人们从家族
中分离出若干个小家庭，成为独立的个体。
子女成年结婚后，父母与子女之间在物质
与精神上彼此独立，传统家族，乃至家庭之
间的关系已然淡化，经济社会的负效应又
加剧了人们亲情的疏离感。

“今天时代的主题多元了，亲人之间、
父母与子女之间，已不需再有更多的叮嘱
与牵挂，如今只需要一句问候或者祝福，
似乎就够了。”赵丽梅坦言，消失的其实不
是家书，而是家庭与人之间的那份维系的
感情。

杜泽逊说，2005年以前，他每年要写
200封以上的信，“但这几年，我写的信和收
到的信都很少，这是一个大趋势，不是我
们能左右的。”

“亲人只有一次缘分，无论这辈子我
和你会相处多久，也请好好珍惜共聚的时
光，下辈子，无论爱与不爱，都不会再见。”

香港知名电台主持人梁继璋把一封
写给儿子的信公开后，很快流传于各大网
站，很多父亲看后感触很深。

也有人问过梁继璋，这些人生哲理，为
什么不跟儿子当面交流，而是选择了最传
统的书信？

多年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赵丽梅这
样看待书信与面对面沟通的不同。“文字
沟通有着清晰的表达，可以过滤掉人们不
必要的情绪。因为在父母与子女之间，语
言上的沟通如果把握不好，反而会起到相
反的作用，引起孩子的反感，甚至逆反情
绪。”赵丽梅说，如果把内心的话语写出
来，不仅是对自己情绪的释放和宣泄，而
且在一张白纸上书写，人们会不断明白自
己想要的是什么，是否要把自己真正的愿
望告诉孩子。

“亲子之间，内心的交流很重要，期望
与失望都可以通过文字去表达，这是信息
时代取代不了的东西。”赵丽梅说。

在儿子安德烈14岁那年，台湾知名作家
龙应台离开了欧洲的家，到台北做公务员。
这一呆就是三年半，龙应台跟“安安”的联
系就是每天打电话，可电话打久了之后，就
剩下“你好吗？好啊。学校如何？没问题”。

假期会面时，儿子愿意将所有的时间
给他的朋友，和妈妈对坐于晚餐桌边时，
却默默无语，眼睛盯着手机，手指忙着传
讯。

2003年，龙应台回归家庭。可等龙应台
想要再去认识这个孩子时，安德烈已经18

岁了，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有一点“冷”地
看着妈妈。龙应台觉得与儿子之间有了一
座无形的墙，她的安德烈到哪儿去了？

“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
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
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
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
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
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
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作为一个声名显赫的斗士般的文化
名人，她竟然也有诸多如我一样无法言表
的烦恼，但她用细腻独特的笔触，宽容理解
的情怀，坚忍不拔自我剖析的勇气，给我们
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和范本，供天下
为人父母者、为人子女者，品读与参考。”幼
教专家罗彩云说。

选择用家书与孩子交流的不止龙应
台。比起演艺事业，演员黄磊更在乎父亲
这个身份。他用书信告诉女儿，自己的初
恋是在18岁，但真正的、最珍贵的爱情，是
和自己一样深爱着孩子的妈妈。爱，不用
专门学习或磨砺，只要相信爱，并且愿意
付出和坚守，其余，就要自己体味了。

明星的家书被网友热捧，赵丽梅认为，
那是因为久违的家书触动大家内心的情
绪，引起了共鸣。“这是一种文化的集体潜
意识，不自觉地显露出来。”

杜泽逊也在反思：现代社会运转速度
太快，每个人都疲于奔命，没有闲暇关注身
边的亲人，即使每天用短信、微信联系，也
只是消遣好玩。“现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写
信可能会有特殊效果。一些很庄重的关系，
亲密的关系，如果写信的话，它的效果会好
很多。”

“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奔放、外向，中国
人的表达很含蓄，爱是凝结在文字、语句
当中的，这是电脑无论如何也表达不出来
的。再说使用文字与书信，也是我们民族
已经习惯的传统。”赵丽梅说。

赵丽梅有一个小建议，在孩子毕业、
成年或是生日时，父母不妨拿起笔写一份
家书给他，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

4 凝结在文字中的

是网络无法表达的

关爱、家风、家训、期望都凝结一处

万金家书今寄何处

传统书信用语正在消失

现在都称呼“同志”

只言片语，是解码历史的索引1
电话铃一直没有响。
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的办公室

里，负责人张丁把抢救民间家书的热线与自己的
办公电话绑定在一起。

偶尔一个电话打来，张丁都满心希望那是捐
赠家书的热心人士来电。

可惜，大多数时候不是。
张丁突然意识到，自己坐在这里等待家书，已

经十年了。
“家书抵万金”，对于拍卖市场而言，一些名人

家书今天依旧是这样。但对于张丁来说，家书却有
着更深远的意义——— 一段散落民间的不会撒谎的
历史。

十年前，看到美国历史学者安德鲁·卡洛尔发
起了抢救美军战争家书的遗产工程，张丁立刻放
下手中的工作，着手搜集中国民间的家书。

但是事与愿违。
在这十年时间里，人们有了智能手机、全覆盖

的互联网，电脑不断普及，飞机与高铁飞入寻常百
姓家，肯花时间写和等家书的人反而是越来越少
了。

张丁越来越失望。在他心中，与其说家书是家

人之间的沟通与表达，不如说是一个家庭的亲情
史和教育史。

作为一个父亲，张丁很喜欢看别的父亲写给
他们孩子的忠告。

80多岁的青岛市图书馆原馆长鲁海已经十年
没给亲人写家书了，甚至不知道该怎么买邮票，但
他的家庭曾经离不开家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我儿子下乡插
队，我在潍坊昌邑的五七干校学习，妻子一个人在
青岛。那时候一年只能见一次面，于是经常会写家
书。我说我的事，妻子孩子说他们那边的事，彼此
祝福一下。”鲁海说。

不过，鲁海给长子的家书里从不叮嘱他学习，
鲁海说，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都要向农
民兄弟学习，怎么能让孩子逆着来？

对于家书里的只言片语，张丁更喜欢把它们
当做解码历史的索引来看。因为家书作为中国家
庭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牢牢印刻着时代的烙
印。

“从古至今的教子家书里，谈家庭伦理的最
多，毕竟那时候家书是家风传承的重要载体，父母
一定会在书信里叮嘱一句：怎么做人、立身、励志，

内容也不外乎读书、治国、爱国。”张丁说。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爱国主义一直是

家书的主题。张丁记得，他看过几封父亲写给在美
国留学的孩子的信，要他好好读书，学成之后回来
报效祖国。在1997年，还有一位父亲写信给在英国
的孩子，告诉他一定要看香港回归仪式，见证中国
强大了。

知青时代的家书则多了几分谨慎，父母会教
导子女听党指挥，听毛主席的话，艰苦奋斗，不要
犯了信仰错误。经历十年浩劫后，人们开始重新重
视教育，“很多人错失了读书的机会，因此家书里，
很多父母教育孩子要好好读书。”

到了90年代，社会变得多元丰富，家书教子也
在与时俱进：“一些父母告诫孩子，正确看待马克
思主义，并教导他们怎么看待入党，怎么看待信仰
问题。”张丁说。

但家书就在这时渐渐稀少了，除了教师、知
识分子以及军队里的战士外，写书信的人已不
多见。

“长辈对子辈的关心越来越集中在吃喝上
了。”张丁说，越来越少的教子家书，对于社会，也
是断掉的一段历史。

2 字字斟酌，全是牵挂

“长篇累牍地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
莫名其妙地说长道短，而是有好几种作用……
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警钟，做面‘忠实的
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
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我做父亲的
只想做你的影子，既要随时随地帮助你、保护
你，又要不让你对这个影子觉得厌烦。”

这是在1955年4月20日，傅雷写给孩子的一
封家书。

鲁海说，家书就算不是长篇累牍，那也一
定是字斟句酌。因为越是看不见自己的亲人和
孩子，就越是牵挂和不安，字里行间都是担心。

心理咨询师赵丽梅说，过去，没有电话和
网络，一个个天南海北的人，维系家庭靠的是
带上了家人关爱、家庭文化、家风训诫乃至家
族期望的家书。

鲁海至今仍然记得一件事，过去写给长辈
的信件，一定要写上“父亲大人启”，而鲁海每
次只写一句“父亲收”，结果父亲很不高兴，认
为鲁海写信不讲究。

过去每户人家的中堂楹联上一定是这家
的期望或者家训，而鲁海家的家训是“孝”和

“义”两个字。这也成为每次父母来信一定要提
及的事。“父母告诫我，你也做父母了，不能枉
做父母。做任何事，不能害人，宁可自己吃亏，
也不要让别人吃亏。”这些内容，鲁海后来也会
在信里给孩子讲述。

如今，鲁海的长子已经60多岁，也是一位老
人了，但是鲁海病重时，他依然为鲁海剪指甲、
洗脚。鲁海笑谈，这与过去一封封的家书教育
很有关系。

人们或许都知道《曾国藩家书》，但在过去
的中国，这其实是一件千家万户都在做的寻常
事。

孙氏家族在济宁曾被奉为“孙半城”，孙家
的长者对于赴京做官的子弟，时常家信叮嘱。

乾隆四十年(1775)四月十日，身在济州家中
的孙氏长者孙扩图从邸报上得知儿子孙玉庭
在京进士及第，他立刻引用《朱子家训》数语，
写信给在京城的儿子：读书的目的是做贤人，

本报记者 贾凌煜 张榕博 实习生 刘娇娇

最早的家书是什么样的？答案可能是两块木片。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城关西郊睡虎地4号墓出土的两件木牍，均是

两面墨书秦隶，内容为从军出征的士卒“黑夫”和“惊”兄弟俩写给家中兄
弟的家书。据专家考证，这两封家书写于秦始皇二十四年，即公元前223

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封家书。
没有高铁、飞机，没有电话、手机，更没有视频网

络，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简牍和纸张成为离别家人之间
唯一的联络方式，于是人们常说：“见字如面”。

从汉代开始，家书应用更加广泛，到明清两代则是
古代家书发展的高峰时期，大部分文人学士的文集中
都收有家书。在这些璀璨的家书中，尤以《曾国藩家书》
最能带给读者做人处事的心得。

故李鸿章曰：“曾以一生的睿智和圆通之道，全在其
家书中耳，若能深读之，必可实现人生之砺至。”这部书
也是风靡近两百年的教子“圣经”。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
先生推崇《曾国藩家书》为“牢不可破的人生十三经”。

“过去写信是一件麻烦事，书写要一笔一划，工工
整整，生怕一封家信寄过去，亲人们却因为字迹潦草，
或者途中沾水而看不懂。”青岛市图书馆原馆长、历史
学家鲁海说，因为父辈一封封工整家书的熏陶，时间久
了，自己也练出了一笔好字。

的确，无论是黄庭坚的《答洪驹父书》、欧阳修的
《与十二侄》，还是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骆宾王的
《与情亲书》，如今都成为书法界乃至史学界不可多得
的“墨宝”。而曹操的《戒子植》，诸葛亮的《诫子书》和

《诫外甥书》，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以及《朱子家训》、
《弟子规》，带给亲人们的不仅是熟悉的笔迹，还有长辈
的“字传身教”。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程奇立说，在
影响齐鲁文化的二十八个文化世家当中，满清开国状

元傅以渐、海源阁藏书世家、济宁官宦家族孙氏以及兴城王氏、诸城刘氏
等文化世家，均注重通过家书来传递家世以及家训，后人则专门将家书编
纂成集，供家族后人学习，也成为今天研究者研究家族文化与历史兴衰的
第一手资料。其中，今天人们得知的耕读兴家、诗书传家、学以致用、实事
求是等文化世家的家训便是通过大量家书与家信保留下来的。

或许，感受到了某种相似的担忧，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在给儿子安德
烈留存了大量家书以后，又试图通过官方的力量，争取一个名为“国民记
忆库”的工程在台湾上线。国民记忆库是搜集每位国民的生命记忆，而这
些个人生命史汇集起来便成为一个庞大的历史数据库。她试图通过这个
计划来打开民众“记忆的抽屉”，通过这些庶民的记忆拼图来丰富、还原、
解构真正的国家历史。

家书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不灭的“记忆存留”，家书所传承的文化与历
史内容，已是国家历史的一份遗产。

作家苏叔阳认为，家书不仅是家国历史的记忆，而且是民族心态变化
的记忆仓库，使得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得以传承；家书记录了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礼仪，体现了一个国家真正的风气；家书也是自然形成的内心情感
流露于笔端的私人书法作品，更能体现作者的思想和个性。

“家书不仅仅是一家之书，也是我们民族历史不可更改、不可缺少的
珍藏宝物。”苏叔阳说。

两块木片开启的家国史

家书，几
千年来一直是
家族思想传承
的“留声机”。
那些看似普通
的书信集与札
记，其实是人
们只有对自己
家人才敞开心
扉的话语，其
中透露出的人
生哲理与时代
信息，不仅是
家族思想的凝
华，对整个国
家也是一段不
会撒谎的历史
记忆。

而不是当官，为官要心存国家，不能为了自己而
安分天命。

在《梁启超年谱长编》里，最生动的文字莫过
于梁启超写给儿女的信。

梁启超有九个儿女，总是聚少离多，特别是
1923年到1929年，梁启超生命的最后几年时间，共
有五个子女在海外。因此，他们之间有大量的书
信往来。子女个个成才，这也离不开梁启超的家
书教育。

女儿梁思庄入大学两年后，该选专业了，梁
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
希望她学这门专业。可是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讲
得不好，思庄对生物学完全提不起兴趣。梁启超
知道后，心中大悔，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

信给思庄：“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
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发展方向我
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适。你应该自己
体察作主，用姐姐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
话……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之路，所
以赶紧寄这封信。”

在父亲的鼓励下，思庄改学图书馆学，最终
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台湾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秘书长段心
仪说，家书是写给看不见的亲人与爱人的，其
中包含的内容与形式又构成家庭的历史，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家书可以跨越战争、海峡，让难
以见面的父母仍然能够成为子女的第一任人
生导师。

张丁与他的家书展品。（张丁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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