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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是具有

伟 大 梦 想 精 神 的 人

民。在几千年历史长

河中，中国人民始终

心怀梦想、不懈追求，

我们不仅形成了小康

生活的理念，而且秉

持天下为公的情怀，

盘古开天、女娲补天、

伏羲画卦、神农尝草、

夸父追日、精卫填海、

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

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

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

梦想的执着精神。中

国人民相信，山再高，

往上攀，总能登顶；路

再长，走下去，定能到

达。近代以来，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

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

想，中国人民百折不

挠、坚忍不拔，以同敌

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光复旧物的决心、自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能力，为实现这个伟

大梦想进行了 170 多

年的持续奋斗。今天，

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更

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我

相信，只要 13 亿多中

国人民始终发扬这种

伟大梦想精神，我们

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摘自习近

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的讲话

（2018年3月20日）

背景资料:

盘古开天：古代神话
故事，世界经过一万八千
年的混沌黑暗后，力大无
穷的盘古出现，他醒来后
抡起斧头朝黑暗猛劈过
去，混沌渐渐分开。盘古头顶天，脚蹬地，天地终
于成形，而他也累倒了。死后，头化为高山，四肢
化成擎天之柱，眼睛变成太阳和月亮，血液变成
江河，毛发肌肤变成花草，呼吸变成了风，喊声变
成了雷，泪水变成了甘霖雨露。后常用此比喻空
前的，自古以来没有过的。

女娲补天：出自西汉刘安 《淮南子·览冥
训》，相传女娲以黄泥仿照自己抟土造人，创造
人类社会并建立婚姻制度；后因世间天塌地
陷，于是熔彩石以补苍天，斩鳖足以立四极，
留下了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此后用来形容改
造天地的雄伟气魄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伏羲画卦：相传伏羲时常苦思宇宙奥秘。
一天，渭河对岸的龙马山豁然中开，只见龙马
振翼飞出，直落河心分心石上，这时分心石幻
化成为立体太极，光辉四射。此时太极神图映
入他的脑海，他顿时洞穿了天人合一的密码：
阴阳。为了让人们世世代代享受大自然的恩
泽，他便将神圣的思想化作最为简单的符号，
以“—”表示阳，以“--”表示阴，按四面八
方排列而成了八卦。

神农尝草：相传神农氏（炎帝）看到人们经常
因乱吃东西而生病，甚至丧命。为了告诉人们哪
些可以食用，哪些不可以，他决心尝遍百草，最后
因尝断肠草而死去。人们为了纪念他的恩德和功
绩，奉他为药王神。在我国的川、鄂、陕交界传说
是神农尝百草的地方，称为神农架山区。

夸父追日：出自《山海经·海外北经》，相传在
黄帝时代，夸父族的一个首领想摘下太阳，于是
开始逐日。他口渴的时候喝干了黄河、渭水，准备
去北边的大泽喝水，在途中渴死。他的手杖化作
邓林，成为桃花园，而他的身躯化作夸父山。这用
来形容一个人有宏大的志向和巨大的力量。

精卫填海：出自 《山海经·北山经》，相传
炎帝的女儿女娃不幸淹死在海里，女娃不甘心
死去，她的魂灵变成一只名叫“精卫”的小
鸟，常常从西山衔来木石，决心填平大海。后
比喻意志坚决，不畏艰难。

愚公移山：《列子·汤问》中记载，愚公家门前
有两大座山挡路，他决心把山平掉，另一个老人
智叟嘲笑他，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但愚公不畏艰
难，坚持不懈地挖凿大山，最终感动天帝而将山
挪走。现比喻人们有恒心，有毅力，坚定不移
进行努力和斗争。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最近一年，“朗读者”“信·中国”“中国情书”等读信
节目成为电视节目里一股清流。张国立、归亚蕾、徐涛等
实力派演员通过读信的方式，让一个个历史人物从泛黄的
字片中站起来，有血有肉地展现革命、战争，幸福、苦
难，以及平凡的日子。

许多观众看完节目后，直呼“泪目、震撼”，“不知道
有多少人看到后想要用书信联络，反正我想试一试。”

不只如此，民间对书信的爱好与珍藏从未间断过，在
强大的媒体与名人效应之下，重新进入人们视野，带回人
们深藏已久的情感。恍惚间，那些“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日子，仿佛又
短暂地回来了。

旧信获新生
写不尽的情感是共通的写不尽的情感是共通的

身着黑色中山装的张国立站在舞台中央，目光低垂。
面前是一只麦克风、一个演讲台、一封信。暖色灯光衬得
全场静谧柔和，只有絮语般的读信声轻轻飘荡着，“志
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
相聚？”他语速迟缓，眼眶渐渐泛红。

“念、念、念、念！”他艰难地，几乎哽咽着读出了这
四个字。沉默片刻，伸出双手使劲揉了揉润湿的双眼。

这封充满柔情的家书出自八路军高级将领左权之手。
1942 年 5 月，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大“扫荡”。22 日，
左权在作战间歇，给远在延安的妻子刘志兰和女儿左太北
写下了这封信。未料三天后，不幸牺牲。这封信也就成了
他生前最后一封家书。

2017年，这封家书因一档名为“见字如面”的读信节
目打动了人们。

“当听到开头‘再带给你十几个字’的时候，我的心
就被戳中了。”24 岁的温星是这档读信节目的忠实观众。

“你能想象吗？一位八路军的高级将领竟是这样侠骨柔
肠，原本打算让人带十几个字，写着写着就收不住了。”

“那种千言万语写不尽的情感是共通的。”中文系毕业的温
星说，这封信让她想起了唐代诗人张籍的两句诗——“复
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温星的大学同学陈俊雨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常加班到
深夜，靠浓咖啡和搞笑综艺“打鸡血”。一天夜里，他看
到了温星分享的“见字如面”片段，随后，他去充了某网
站会员，把节目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陈俊雨最喜欢的是一
对普通父子的书信往来——郑国强、郑艺的家书，“就像
自己和爸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特亲切”。凌晨两点看
完节目后，他捏着手机坐在床上，发了好长一会儿呆，

“想我爸做的油焖笋了。”
据统计，“见字如面”第一季的节目受众里，29岁以

下的占到了 75%。书信，这种新媒体时代的“活化石”，
竟意外收获了年轻人的关注。第一季节目播出后，“见字
如面”豆瓣评分高达8.9，全季网络播放量超过3亿。2017
年9月，第二季开播，仅第一期播放量就达到3.6亿。

与此同时，几档读信节目也陆续开播，带人们在书信
中回望山河岁月里的平仄，重拾绵长如江流的家国情怀。

“那些信就像一颗穿越时空的小石子，落在心湖里，
荡起圈圈涟漪。”温星如此评价这些节目给她的震动。

家书博物馆
五万封信里最真的情感五万封信里最真的情感

在“见字如面”“信·中国”“中国情书”三档节目职
员表的顾问部分，或许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出现了一个相同
的名字——张丁。

10 多年前，由费孝通、季羡林、任继愈等 46 位文化
名人联袂倡议，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机构
联合发起了一项名为“抢救民间家书”的活动，轰动一
时。张丁正是这一活动的幕后发起人和实际执行者之一。

张丁现在的身份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
——这些年由“抢救民间家书”活动征集来的5万多封信
件都被存放于此，《见字如面》 等节目中的不少信件就来
自这里。

见到张丁时，他穿着一身中式对襟暗纹绸褂，戴一副
细金属边眼镜，头顶秃得有些厉害。“我的头发全是忙这
些掉的。”他环视了一圈博物馆，打趣道。当年一起发起
活动的朋友们已散去，只有张丁和一位助理还在继续搜集
整理、布置展厅、策划出书、接待访客……

他至今仍觉得，是冥冥中的缘分引他走上了这条路，
“一切都是因为一条广播。”那是一个冬日的周末，他开车
回家，无意间从广播中听到，一位叫安德鲁·卡洛尔的美
国历史学者用 3年时间征集到 5万封美军家书。后来这些
家书集结成册，数月蝉联《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

“这个太好了，我们国内怎么没有？”他像发现稀世珍
宝一样激动起来。“这不仅是很好的史料，更是情感的传
承。”历史系毕业的张丁曾担任中国社科院某学术期刊的
编辑，到中央电视台后又做过几年“鉴宝”栏目编导。常
年与“有年代的东西”打交道，他对民间文物有着超乎常
人的敏锐。当晚，他就写出了“关于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的
设想”。拉来三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凑了 20 万元启动资
金。2005 年 4 月 10 日，这一项目在全国政协礼堂正式启
动。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项目只热闹了两三个月就归于沉
寂。因为是一项公益活动，除了出书挣的几万元稿费，后
续的钱都得靠张丁往里补。当时已经从央视辞职的他没有
收入来源，不仅花光积蓄，还四处欠钱。“最艰难的时候
我们连欠了 7 个月房租，看到物业人员就红着脸躲着
走。”现在回想起来，他反倒笑了。即使如此，张丁也没
想过放弃，“要是我不干了，那几万封信怎么办？”

他靠在椅背上，回忆起那些将信送到他手上的捐赠者，
“大多数都是老人，要是在北京的，几乎都亲自送上门。”一
位叫陈素秋的老太太，用电动车驮来珍藏一辈子的书信。翻
开后，手写小字工工整整，是她和先生张焕光的情书。有些
家在外地的，也千里迢迢赶来托信。“一位苏州的老教师，专
门写邮件来问我：‘你们单位的性质是什么？信件存放在什
么地方？经费来源是什么？法律上有没有保障？’弄清楚之
后，从苏州坐了一夜火车到北京，把 1000 多封信交到我手
上。”

5 万封信的托付有多重？他说不清，只是反复强调，
“我得对他们负责。”

2016年夏天，《见字如面》 节目组找到他，希望能推
荐一些书信。他立刻同意了，“我觉得特别棒！用艺术的

方式表现出来，效果比直接看文字更好。” 谈到激动处，
他手里的镇纸“啪”一下击在桌子上。他向节目组建议，
不要光展示名人书信，普通人的家书有时更动人。

事实上，家书博物馆内普通人的信件占了大部分。上
到政府官员、军人，下至商人、学生。从最早一封的明末
至今，时间跨度近400年。了解到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读者
群体中有许多华侨华人，张丁特意展示了一封由台湾发到
大陆的家书。这封长达 5000 多字的信，是一位名叫程稚
周的男子在台北长发客栈写下的，训诫次子戒骄戒躁，以
传统的道德观做人治学。这封信写于 1894 年，表明那时
两岸交流已非常频繁。

“见字如面”第一季中，张丁推荐的信有 6 封入选，
其中包括左权家书、志愿军团长宋云亮家书。让他惊喜的
是，“年轻人竟然很喜欢看。”张丁想了一下，觉得虽然社
会变化得很快，但人性始终没有变，“人都需要心灵的寄
托、情感的滋养，而家书是不会说谎的，里面有最真的感
情。”

“95后”再回归
在手机的年代摊开信纸在手机的年代摊开信纸

虽然以抢救家书为毕生事业，但张丁深知“肯定不可
能回到手写家书那个年代了。”目前，他的精力集中在对
过往家书的研究与保存上。当电子邮件、电话、微信、视
频等越来越多高效、即时的通讯方式普及后，还有写信的
必要吗？王子宁和他同伴的回答是肯定的。

2017年秋天，北京大学大一新生王子宁选修了一门“媒
介与社会变迁”的课程，老师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一
项传播实践。他们组选择了手写信，因为觉得“即使在今天，
手写信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不应该消失。”对于这一点，王子
宁尤其笃定。他至今仍坚持着和父亲每月一信的习惯。“只
有真正写过信的人才知道，下笔时蕴含的深情是其他通讯
工具无法企及的。”他们试图寻找那些仍在写信的人，打捞
与信有关的人生故事。他们跑到街上随机采访，去邮局问投
递员，问身边的朋友，得到的几乎是一样令人失望的答案
——大多数人似乎遗忘了这种古老的沟通方式。

又或许，是写信的人不愿说起。“这本身是一件极私
密的事情。”王子宁深知，这个年代仍用书信交流的人可
能都比较沉静内敛，就像他自己，“心里爱藏事”。

遗憾的是，许多年轻人从未接触过书信。王子宁坦
言，若不是有一位爱读读写写的父亲，自己这位“95后”
恐怕很难养成这种“老年人”的习惯。

怎样才能呼唤更多人“重拾手写信的浪漫”？他们决
定“抛砖引玉”，建一个名为“邮寄犹记”的微信公众
号，分享自己和书信的故事。

比如一个叫思琪的女孩，找出一张在湖北省图书馆实
习期间，从一本故事书里发现的信笺。淡蓝色的卡片纸上
写着稚嫩的铅笔字，许多不会写的字还是用拼音替代的
——“爸爸妈妈：我真的很爱你，因为你们是世jie上最爱
我的人，但是你们 piping 我的时候，我的心里是很 shang
心的。爸爸、妈妈，我很爱你。”这张写得歪歪扭扭的信
纸让她足足愣了两分钟，她拍了下来，想把这封信寄给所有
的父母，“多一些鼓励和夸奖，少一些指责和批评。因为爸
爸、妈妈，我们互相爱着。”

王子宁拿出了爸爸的家书——一封封用工整有力的毛
笔字写就。“子宁：转眼返校已经两周了，相信会有一个
良好的开端。一年之计在于春，硕果累累在耕耘……今年
春节期间你曾说过一句话，说明你已经找到了方法，那就
是还要再多读些书。书中不仅有黄金屋、颜如玉，更主要
的是读书可以开阔人的眼界，进而开阔人的胸怀……见贤
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修齐治平，修为其首。莫待受挫
方自省，莫为白首留悔恨。”

即使反复摩挲过好几遍，每当把新收到的信与之前的
一起摆在桌子上，摊开来细细看时，他还是会被父亲的心意
感动到热泪盈眶。书信仿佛照亮了一条和父亲沟通的秘密
隧道，让这个不善言辞的大男孩敞开心扉，重新认识父爱。

期末提交实践报告，他们的公众号只收获了 108 个用
户。每篇文章的平均阅读量在100左右。点击量最高的是他
们自编自演的一个短视频，共有 441 人观看。视频里，考试
成绩不佳的女孩、竞选主持人失败的男孩、被顾客臭骂的餐
厅服务员，都在心情沮丧时收到了一封神秘来信。信的内容
不甚清晰，但读罢，每个人都豁然一笑。视频结尾，镜头推向
了冬日明澈的蓝天。“其实我们这个实践，与其说是去感动
别人，不如说是感动了自己。”这群大一的学生手插在兜里，
笑成一团。课程结束了，但与书信相伴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亲爱的父亲：您好！信已收到。”摊开信纸，坐在案头的
王子宁准备给父亲回信，“男儿有泪不轻弹，故只盈眶。”

一封旧家书 念了又踌躇
刘少华 吕安琪

2017年 11月 28日，清晨 6点钟的故宫
博物院还笼罩在沉沉夜色中。

“再确认一遍，一定要保证所有的宫殿
都在轴线上。”说话间，苏一峻不时低头看
一眼手表。

今年 22岁的苏一峻来自广州，是个“95
后”大男孩。2017 年 11 月上旬，他接到故宫
博物院的官方邀请，带着他和团队搭建的

“故宫”模型来参加今年的数字文化艺术展。
上午 9 点钟，展会准时开幕，苏一峻

的“故宫”模型被前来观摩的人群围得水
泄不通。放眼望去，故宫九千余间房屋尽
收眼底。大殿屋脊两端的琉璃吻兽，台阶
上雕刻的海浪、流云等图案；甚至宫殿内
部的各色花纹雕饰、牌匾字画，故宫的建
筑外貌和内饰都被高度还原出来。“你看那
些树，跟真的一样！”“真是太不可思议
了！”人群中不时发出赞叹。看到现场观众
的反应，被挤出人群的苏一峻默默站在一

旁，困倦的脸上掩抑不住兴奋。
中等身高，一副黑框眼镜，稍长的头

发被随意束成马尾，苏一峻脸上始终带着
些许腼腆，但谈起自己搭建的故宫模型，
他却条理清晰、侃侃而谈。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座高度逼真的
故宫模型竟然是苏一峻带领团队在一款游
戏里打造的。苏一峻告诉笔者，他们打造
故宫的游戏是一款高自由度的沙盒游戏，
玩家可以在三维空间里自由地创造、破坏
不同种类的方块以创造建筑物，类似在虚
拟世界中搭积木。为了让模型更接近故宫
原貌，团队人员查阅了大量图文资料，期
间光是跟故宫、建筑相关的纪录片，苏一
峻就看了不下100部。

苏一峻说，选择在游戏里搭建一座故
宫其实是为了圆他多年来的故宫情结。16
年前，苏一峻在妈妈的带领下游览了紫禁
城，故宫朱红色的城墙、碧色的九龙壁、

杂以纹饰的汉白玉石阶，日后都成了苏一
峻心底挥之不去的记忆。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 年初，故宫项
目全面“竣工”，该模型受到故宫博物院方
的高度肯定。近两年来，尽管故宫博物院
借助一系列与时俱进的形式来拉近和观众
之间的距离。但是作为建筑本身的故宫却
依然跟公众存在着隔膜。“这款模型可以唤
起公众对故宫建筑构造的兴趣。”故宫博物
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苏一峻介绍说，目前他们正在尝试借助
VR（虚拟现实）来展示虚拟紫禁城。不同于
之前故宫博物院从文化和历史层面用 VR
展示故宫全景；苏一峻他们的 VR会偏向建
筑层面，同时在受众上主要面向年轻一代。
届时，观众可以在他们打造的故宫里行走，
也可以和建筑进行一些亲密互动，比如可以
把宫殿的瓦掀开，看清楚建筑的更多细节。

如今，苏一峻正在和他的团队继续推

进故宫项目。苏一峻称，目前大家看到的
“紫禁城”其实只是他们原计划的一部分，
团队后期会打造一座带有城墙的“北京
城”，通过一段完整的视频来呈现历史中的
北京。

“北京是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窗
口，只有理解了古老的北京城，我们才会
更容易理解我们身后的那段历史。”采访的
最后，苏一峻表示，他和团队希望通过故
宫这个项目重新唤醒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关注，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参与到中国
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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