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女儿书》是王朔对女儿关于
自己家庭、血缘、历史和个人情感的
真实叙述。它原本是一个相当私密
的文本，是当遗书写的，准备要有个
万一可以给女儿一个交代。他要告
诉女儿咱们家是什么来历，你的爸
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内心深
沉的歉疚和痛苦……在书中他细致
地告诉女儿什么是正确的世界观，
拳拳的为父之情漫洇纸上。

在书里，王朔和女儿交流的尺
度相当宽泛，包括他在家庭伦理关
系中的困扰、他在自己创作中的种
种思考和苦苦探索，以及实际上以
己为例，坦率地告示女儿真实的男
人什么样。这种非常平等的视孩子
为独立个体的父女关系在现代社会
也还是仅见的。

精彩书摘：
一月四号是大大的生日，奶奶

给我打电话，叫我接她去福田公墓
给大大和爷爷扫墓。这几个日子，
大大和爷爷的生日，忌日，加上一个
清明节，都成了咱们家重要的日子，
到这一天就要买花，去墓地，算下来
上半年隔不了仨俩月就要往八大处
跑一回。当初大大和爷爷都有遗言
死后不留骨灰不置墓，现在看留还
是对的，给活人一个去处，否则叫奶
奶去哪儿呢。

大大的墓上已经有两束扎得很
细致的白玫瑰，擦碑的女工说上午
有人来过，听她讲来人的模样，我们
猜是大妈和大大的一个战友。我和
奶奶带的花也是白玫瑰，不过没人
家拿来的好。爷爷的墓上没有花，
他到晚年没有朋友你知道的。他墓
后原来的那排桃树也砍了，大概开
春要在这片空地上修新的墓穴，买
墓地时人家就讲过。墓园里很冷，
刮着风，我穿着军大衣走了一会儿
身上就吹透了，尤其是脚下，像穿着
布鞋走冰。我和奶奶在大大爷爷墓
前各站了一会儿，摆上花，听奶奶说
我们来看你们了，等她哭出来，哭得
差不多，就劝她走了。每次都是同
样的过程，她只有这一句话，然后就
是站着，捂着鼻子哭。表达感情是
很困难的事，奶奶还能说一句，我一
句也说不出来，心被压在很多层棉
被底下，要挂在脸上就觉得像在装，
这也是我不愿意去墓地、病房这类
地方的原因，每次去都手足无措，回
来就要一个人坐着喘半天长气，好
像刚去过高原。

和奶奶聊天，奶奶说到你，要给
你寄压岁钱，她有一些美元，问我给
你一千够不够，我说一千可以了。

我们都挺想你的，虽然你觉得我们都
很无聊。你在这个家才像个家，大家
有的忙，所以早说过你是咱们家的主
心骨，人物关系都围绕你来，没有你，
过个节都成了可畏可怖的事。

从奶奶家出来一路开车都在想
你，想你小时候圆墩墩一脸憨厚的样
子和那时咱们家吃饭乱成一片的场
面。刚上北四环，前面一辆大货车不
打灯猛往最里道并，我狂踩刹车狂摁
喇叭从它和隔离墙之间千钧一发冲
过去，还是感到车被震了一下。大货
车司机停在后面下车向我道歉，我下
去检查车，没见到刮蹭的痕迹，竭力
平静下来，跟他说，咱们都好好的，快
过年了。再开车上路，看不见右边
了，这才发现右后视镜被刚才那一下
撅了进去。你妈开车一贯鲁莽，像开
推土机，你坐你妈的车，一定记着提
醒你妈锁车，系安全带，美国路况好，
车速快，你们每天上下高速公路，出
一点事就不得了。你妈说我虚伪，怕
老妈子出事，我也分辩不得，怕、心如
惊弓之鸟也是实情，觉得现在的太平
像画在玻璃上，你们那边稍一磕绊，
我这边就一地粉碎。知道你又要说
什么，说我还是自私。

我承认我自私，真不巧让你看出
来 了 ，但 你 不 是 别 人 ，你 就 是 我 的

“私”，我做自私考虑时都把你包括进
来，尽管你可能坚决不同意。照照镜
子就知道，你为什么跟我这么像，一看
到你我就特别分裂，你妈也说过，真是

“活见鬼”。当年你妈刚怀你我就反对

生你，知道生了你就完了，当时惧怕的
是内心的温情，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
魔术，让自己看着自己，永远无法安
心。

很多有过家庭破裂经历的人说，
大了孩子都会理解的。我相信。我一
点都不怀疑你将来充分观察过人性的
黑暗后，会心生怜悯，宽大对待那些伤
过你的人。那是你的成长，你的完善，
你可以驱散任何罩在你身上的阴影但
我还是阴影。在黑暗中欠下的就是黑
暗的，天使一般如你也不能把它变为
光明。理解的力量是有限的，出于善
良的止于善良。没有人因为别人的理
解变回清白，忏悔也不能使时光倒流，
对我这样自私的人来说，连安慰的效
果也没有。

当一个自私的人，就意味着独自
呆在自己当中，和这个世界脱钩，既不
对这个世界负责也不要这个世界对自
己负责。自私也讲规矩，也讲权利义
务对等，不攀援，不推诿，是基本品
质。喜事、成就未必不可以择亲分享，
坏事、跌了跟头一定要悄悄爬起来或
者躺在这个跟头上赖一辈子。被人拉
起来再抱住这只手哭一场大家混过去
为真正自私者不齿。做了小人就勇敢
地当一个小人，这是我在你面前仅能
保存的最后一点荣誉感。

我选择自私，盖因深知自己的卑
下和软弱，与其讲了大话不能兑现不
如压根不去承当，是苟全的意思。在
你之前，做得还好，也尽得他人好处，
但始终找借口不付出，沿用经济学概
念，将自私视为“无形的手”就是立论
之一。这一套到你这儿就不成立了，
你是孩子，因我出生，这不是交易，是
一个单方行为，在这里，唯独在你，我
的自私法则走到了尽头。

如果说我对你怀有深情，那也不
是白来的，你一生下来就开始给予，你
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我过去费尽心机也
不曾得到过的，我跟人说过，没想到生
一个孩子这么好玩。相形之下，养你
所花的金钱微不足道，所以咱们俩要
有账，开始就是我欠你。

如果你鄙视我我不能无动于衷，
这个世上大概只有你才能让我鄙视自
己，所以我比你更迫切需要一个鄙视
自己的理由，我怕你轻率地原谅我同
时给我借口原谅自己。

离你越远，越觉得有话要跟你说，
在你很小的时候就想，等她大一点，再
大一点。2000 年开始我给自己写一
本小说，本来是当给自己的遗书，用那

样的态度写作，把重要的人想说的
话那些重要的时刻尽量记录在里
面，当然写到了你，写我们在一起
时的生活。写到你时闸门开了，发
现对你有说不完的话，很多心思对
你说才说得清比自言自语更流畅，
几次停下来想把这本书变成给你
的长信。坦白也需要一个对象，只
有你可以使我掏心扒肝，如果我还
希望一个读者读到我的心声，那也
只是你。

这种拼命想把自己端出来向
你诉说的心情在大大和爷爷猝然
去世之后更迫切了，我怕像他们一
样什么都不说就离开了。不说，就
等于什么也没发生过。我怕被当
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世界还是很宽
容的，至少对死人是这样。我想要
你确切地知道我是个什么人，为什
么会走到今天，那样也许你有机会
和我不一样。我不知道自己的一
生意义何在，希望至少有一点，为
你的一生打个前站。做人是一件
很麻烦的事，所有说法和实情之间
都存在着巨大的空隙，好像一生都
在和这个东西挣扎，分辨力越强这
空隙越深不见底，最后似乎只好把
这空虚视为答案和真相。大大去
世后，我陷入这个空虚。爷爷去世
后，这空虚更无边际。他们是我的
上线，在的时候感觉不到，断了，头
顶立刻悬空，躺在床上也感到向下
没有分量地坠落。我也常常想他
们，想他们的最后一刻。我把自己
想象成他们，每天都是自己的最后
一天，我想在这一刻，我也许有机
会明白，我们这样来去，这样组成
一家人，到底为什么。

特别怕像和奶奶一样，你也知
道，她还活着，我也对她充满感情，
可我们在一起就像生人一样。

很感激你来做我女儿，在这个
关头给我一个倾诉机会当我能信任
的倾诉对象。在你还不会说话的时
候，你就在暗中支持我，你一直支撑
我到此刻。这两年我一样样儿丢光
了活着的理由，只有你丢不开。这
些日子，是靠你振作起来的。你大
概也这样支持了你妈妈。你比你所
能想象的还要有力量很多倍对我们
来说。不知把我的一生强加给你会
不会太沉重。也很难过，一想到我
没了之后，你妈妈、奶奶去了之后，
你一个人还要在这个世上待很久，
为你自己操心，为你的孩子操心，就
觉得带你到这个世界上来真是太不
负责太自私了。

□ 摘自《致女儿书》

编辑：沈俊6 悦读
2019年4月24日

CHONGMINGBAO投稿：shenjun12369@126.com 崇明报

《《致女儿书致女儿书》》::原来王朔如此教养女儿原来王朔如此教养女儿 □ 坊间人

相 信 自 己 ，比 依 赖 别 人 重
要。摆正心态，有机会时，就为社
会多做点事，没机会时，要记住为
自己多“打工”，积累更多的有形
无形的“资本”。为充实和丰富自
己，“打再多的工”也不过分。无
论人生给予际遇如何，及时努力
总不会错。无论怎么用尽心机，
都不如静心做事。

我们不能控制机遇，却可以掌
握自己；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却可以
把握现在；我们不能知道自己的生命
到底有多长，但我们却可以安排当下
的生活；我们左右不了变化无常的天
气，却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情。所以，
应该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

把生活整理成自己喜欢的模
样。生活做减法，身心才能做加
法。不要迷茫、不要犹豫、也不要
在众多的选择面前踌躇不振，当你
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轻装
上阵，才能走得更快、更稳，提升审
美意境，内心回归平静。

生活不是战场，无需一较高
下。做人，精一半，让一半；做事，
求一半，随一半。处事不能太精，
太精无德；待人不能太苛，太苛无
友。懂得退让，方显大气；知道包
容，方显大度。有些事无需计较，
岁月会告诉你对错。

一生辗转千万里，莫问得失
重几许。得之坦然，失之淡然。
与其在别人的辉煌里仰望，不如
亲 手 点 亮 自 己 的 心 灯 ，扬 帆 起
航。透过洒满阳光的窗，蓦然回
首，你何尝不是别人眼里的风景。

人，变成人物，只是坚持的问
题；事，变成故事，只是时间的问
题。所谓门槛，过去了就是门，没
过去就是坎。生命之旅,原本崎
岖坎坷，波澜起伏。关键是锁定
人生目标，明确前进的方向。世
界上只有想不通的人，没有走不
通的路。你现在的付出，都会是
种沉淀。它们会默默给你铺路，
只为你成为更好的人。

鲁迅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必
须扔掉四样东西：没意义的酒局、
不在乎你的人、看不起你的亲戚、
虚伪的朋友。必须拥有四样东
西：扬在脸上的自信、长在心里的
善良、融进血液的骨气、刻在生命
里的坚强。

父母能够成为我们心灵的港
湾，但却不能成为我们物质的依靠，
他们会年老，会失去劳动能力。朋
友能够成为我们倾诉的对象，但他
们永远不能成为依赖的对象，他们
会离去，会有自己的事要做。只有
自己变得足够强大，不想着依靠他
人的时候，那就自立自强了。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纯
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着静
静的阳光，一直温暖着自己。因
为真诚而不张扬，因为真诚而不
喧哗，因为懂得珍惜而不荒芜。

悠然地行走在属于自己的世
界中，懂得扮演生活中不同的角
色，可进可退，既不失去各种机
会，也不放弃生活的乐趣。用最
美的心情，过好自己的日子，让生
命中的情感永远美丽、不朽。

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
看开心情才会明媚，累时，歇一
歇，随清风曼舞；烦时，静一静，与
花草凝眸；急时，缓一缓，和自己
微笑，随时调整心态，生活就是一
曲多彩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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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1912—2005），自称
“姓启名功”，字元白，号苑北居士，满
族，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中国当代
著名的书画家、教育家。1977年，时
年 66 岁的启功先生，以幽默自嘲的
笔触写了一首短诗，题目为《自撰墓
志铭》。其文曰：“中学生，副教授。
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
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
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
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
八宝山，渐相凑。计生平，谥曰陋。
身与名，一齐臭。”先生此诗一出，即

刻轰动京华，继而在华夏不胫而走。
其实，启功先生并不是其自称的

“姓启名功”，而是嫡嫡括括的清朝皇
室贵胄，姓爱新觉罗，名启功。他的九
世祖就是雍正皇帝。八世祖是雍正皇
帝的第五子和亲王弘昼，即著名的“荒
唐王爷”，喜好办丧事，吃祭品。七世
祖是弘昼的大儿子永璧，六世祖是永
璧的二儿子绵循，五世祖为绵循的第
三子奕亨，四世祖即高祖乃奕亨的第
五子载崇，三世祖曾祖父为载崇的第
二子溥良，二世祖即祖父为溥良的长
子毓隆，毓隆的独子恒同就是启功的

父亲。启功是恒同的独长子。
大家知道，1644 年清朝入主中原

后的第一个皇帝叫爱新觉罗·福临，年
号顺治；第二个皇帝叫爱新觉罗·玄
烨，年号康熙；第三个皇帝叫爱新觉
罗·胤禛，年号雍正。乾隆皇帝叫爱新
觉罗·弘历。他是雍正皇帝胤禛诸子
中排行第四而实为第二子。乾隆皇帝
在位时确定后代名字排序，四个字：

“永、绵、奕、载”。他的儿子嘉庆皇帝
叫爱新觉罗·颙（永）琰，嘉庆皇帝的儿
子道光皇帝叫旻（绵）宁，道光皇帝的
儿子咸丰皇帝叫奕詝，咸丰皇帝的儿

子同治皇帝叫载淳。道光皇帝在位
时又确定后代的名字排序，也是四
个字：“溥、毓、恒、启”。咸丰皇帝在
位时确定后代的排序还是四个字：

“焘、闿、增、祺”。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在伪满当

上了日本人的傀儡皇帝，叫“康德皇
帝”。1938 年他委托皇叔载涛续修
爱新觉罗氏宗谱的同时，又亲自添
加了十二个字，作为爱新觉罗氏后
辈名字的排序，这十二个字为：“敬
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

□ 阿能

启功先生与清代皇室辈份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