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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山山远远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痛点。近来读
到一些奇怪的言论，认为是林则徐引发了鸦片战
争，甚至有文章耸人听闻地说：林则徐不是民族
英雄，而是千古罪人。

历史早有公论：鸦片战争的爆发是必然的，
是疯狂扩张追逐利益的英帝国主义强加到中国头
上来的侵略战争。为什么个别国人，不去谴责英
国人的霸道与蛮横，不去谴责鸦片的罪恶，反而
责怪自己的正当行为呢？

这种思维逻辑的背后，无疑值得深思。

道光出尔反尔，琦善奕山落井下石

满清贵族琦善，是最先攻击林则徐为惹恼英
国人、招来战争的“罪魁祸首”的人。

1840 年 6 月，在英军总司令懿律的指挥
下，由 40 余艘舰船、 4000多名士兵组成的远征
军开始封锁珠江口，进攻广州。第一次鸦片战争
爆发，苦难的中国近代史由此开端。

在广东，由于钦差大臣林则徐严阵以待，英
国人没讨到什么便宜，于是沿海岸挥师北上，清
军在其余地方防备松弛，英军一路攻城略地， 7
月 5日攻占定海， 8月 9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威
胁北京。一时朝廷大震，林则徐的厄运降临。

琦善时任直隶总督，道光皇帝派他到天津与
侵略者谈判，琦善遂对林则徐落井下石，他报告
皇帝：英国人很强大啊，咱们打不过，不过英国
人只恨林则徐一人，只要朝廷惩治林则徐，所有
问题都可解决。道光皇帝便把林则徐当了替罪
羊————虽然是他亲自派林则徐去广东禁烟的，林
则徐在广东禁烟种种决定与举措，均上报朝廷，
皇帝也不断点赞，就在英国人打上门来不久，林
则徐过 55 岁生日，道光帝还亲笔书写“福”
“寿”二字的大楷横匾，差人送往广州，以示嘉
奖……但强敌出乎意料地打上门来，总得有个人
负责任吧。

这一年九月初，道光下旨，双双革掉林则徐
和他的禁烟亲密战友邓廷桢之职，任琦善署两广
总督兼海关监督。此前，林则徐两次上奏，大胆
陈述禁烟抗英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道光帝翻脸，
指责林则徐简直是一派胡言。

道光帝此举，无疑开启了中国在近代史上的
悲剧之门：以牺牲硬骨头、主战派来取悦敌人，
谋求妥协。殊不知更为敌人所轻视，并帮敌人撑
大了胃口。

琦善与林则徐素有过节。早在鸦片战争爆
发前 20 年，还是嘉庆朝时，黄河南岸河堤决
口，琦善时任河南巡抚，处置不当，引发大水
灾。林则徐当时任江南道监察御史，类似今天
到地方巡视的中纪委官员，他调查了河南大水
灾的原因后，不顾琦善皇亲国戚的背景，毅然
上奏抨击琦善无能。以琦善之胸怀，岂能不恨
得牙痒痒？这仇恨经 20 年之滋长，终于找到爆
发的导火索。

林则徐被免职后，道光走马灯似地不断派人
与英国人谈判，英国人要价太高，谈判桌上要不
到，就通过坚船利炮来要。琦善屡战屡败，英国
人威胁他草拟了割让香港岛、赔偿 600万两白银
的《穿鼻草约》，他不敢签，英国政府嫌所得利
益太少，也未签，但琦善擅自割地之事传至北
京，道光大怒，将琦善“革职锁拿，查抄家
产”，发配充军——— 在鸦片战争中，主战的林则
徐，主和的琦善，都被发配流放了。

琦善之后是奕山，此人来头更大，是道光的
亲侄子，他在广州也被英国人打得溃不成军，为
了逃避责任，又把责任推到林则徐身上，也造谣
说英方是愿意议和的，他们恨之入骨的只有林则
徐一人。言外之意：必须再次惩办林则徐，英方

才能罢兵议和。此前林则徐只是被降为四品卿
衔，赴浙江镇海听候谕旨。道光帝求和心切，不
顾事实，把广州战败的责任再次归罪于林则徐，
说他在广州任职时没有积极筹划防务，以致英军
发起进攻后，奕山招架不住。林则徐被革去“四
品卿衔”，“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时为 1841 年 6月，鸦片战争爆发已一年。

蒋廷黻：文忠的方法尚有一线希望

鸦片战争是林则徐引发的吗？
道光帝的理由貌似理直气壮：当初派林则徐

去广东禁烟，明确的训令是：“鸦片务须杜绝，
边衅决不可开。”只让你禁烟，谁让你打仗？

但不打仗，能禁得了烟吗？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爆发前的中国，虽然在

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与军事诸领域已全面落后于英
国，但因为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特征，通过占世
界 90% 的茶叶出口，中国与英国的贸易长期处
于顺差，英国的商品很难打开中国市场，直至鸦
片这个罪恶的商品成为突破口。白花花的银子潮
水般流出去，留下一群行尸走肉般的瘾君子，已
经直接威胁到了大清帝国的核心利益。

后人一厢情愿地想象：假如林则徐禁烟不那
么“狠”，多满足一些英国人的需求，也许就没
有鸦片战争了。此论，是完全不了解十九世纪的
大英帝国了。

十九世纪堪称“英国人的世纪”。在这 100
年当中，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并通过大肆军事
侵略完成了殖民扩张：在亚洲，英国完全征服了
缅甸和马来亚；在非洲，英国夺取了南非的荷兰
殖民地；在大洋洲，英国占领了许多岛屿，并侵
占了新西兰，把它们统统并入了大不列颠帝国的
版图……通过武力，一个庞大的英帝国出现了，
号称“日不落”帝国。

1801 年，进入十九世纪第二年，英国合并
爱尔兰，英国的正式名称成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
联合王国。除了针对中国的第一次、第二次鸦片
战争，英国人还在世界各地大打出手：

1839 年，入侵中国前一年，英国入侵阿富
汗。 1879 年，英国第二次入侵阿富汗。

1854 年，英国与法国对俄国宣战，卷入克
里米亚战争。

1879 年，英国入侵南非祖鲁王国。
1883 年，英国镇压苏丹马赫迪起义。
……
这么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

利益，自然会选择武力。哪是林则徐引发了鸦片
战争？给中国带来无穷灾难与屈辱的“潘多拉魔
盒”，是英国人打开的。

受命禁烟之初，林则徐做过很多和平解决的
努力，但中国一方要维护被鸦片损害的国家核心
利益，而英国一方却要通过国家行为来贩卖鸦片
牟取巨额利益，用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
中概括的就是：“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
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
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
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
可分割的部分。”如此巨大分歧，双方又如何能
够谈得拢？

民国著名学者蒋廷黻评价鸦片战争时曾说
过：“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文忠(林则徐)的
方法尚有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烟的希望”。
遗憾的是，当英国侵略军被弱小的阿富汗、祖鲁
人和苏丹人(曾在华镇压太平军的英军将领戈登

后来任苏丹总督时，被当地人击毙)以低劣武器
打得狼狈不堪时，曾经骁勇的八旗士兵，却不复
当年英勇了。

长期闭关锁国酿成悲剧

有人指责林则徐的，是他在鸦片战争爆发前
的“硬伤”，不懂世界，更不懂国际规则，把皇
帝给误导了。比如， 1839 年 9月，林则徐给皇
上的奏折中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
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
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说的是洋人腿不能弯曲，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
就无可作为。又如，林则徐还给道光皇帝上奏：
“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
洋人嗜好吃牛羊肉，若无从大清国进口的大黄、
茶叶以辅食，就都会消化不良而死。

今天看来，这些说法，确实是笑话，但今人
又怎能苛求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人在长期闭关锁
国后的世界观呢？

鸦片战争爆发后，满朝文武大臣，不知道
“英吉利”为何方神圣，道光帝曾询问：英吉利
是否与俄罗斯接壤？通过新疆能否走旱路到英吉
利？他更迷惑地问大家：“该女主(维多利亚女
王)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

评价一个人，不能超越这个人所处的历史时
代。实事求是地讲，道光不是一个坏皇帝，勤
政，节俭，颇有明君气象，但偏偏在他当皇帝的
时候，爆发了鸦片战争。只能说，他的爷爷，自
我感觉太好的乾隆，从当初拒绝了马嘠尔尼率领
的英国使团那一刻起，就给子孙后代埋下了地
雷。

鸦片战争是一场“奇怪的战争”，双方时打
时和，谈判的时候鸡同鸭讲，学者蒋延黻在《琦
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写道：“中、英双方均未
发表宣战正式公文，并且忽战忽和，或战于此处
而和于彼处。此种畸形的原因大概有二：一则彼
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
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
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就此

一点，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
识。第二个缘由是彼时中、英两国均未预抱一
个必战之心。”

英军劳师远征，为了是榨取尽可能多的利
益；清军奋起抵抗，也是因为对方谈判桌上要
求太贪婪。

今日再读鸦片战争史，颇为伤感：国家有
难之际，一国精英轮番上阵，却囿于时代局
限，轮番败下阵来。

杨芳这个人，值得重点写。他是贵州人，
南征北战，战果赫赫，堪称嘉庆、道光年间最
为耀眼的将星之一。他最著名的战役，是平定
新疆张格尔叛乱并生擒叛军首脑张格尔。

张格尔从他爷爷开始，就在南疆搞分裂叛
乱活动，道光六年，张格尔在中亚浩罕国扶持
下，聚齐十多万叛军，肆虐南疆，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历史评价说，张格尔叛乱，“不仅
是清代南疆历史上，也是有清一代震动全国的
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当时叛军势力强大，有
英国支持，装备着俄国武器。

杨芳在平定张格尔叛乱中起到关键作用，
他悍勇无畏，以硬碰硬，几番恶战下来，击溃
了叛军主力。当张格尔想溜时，他又率众追
杀，最终将其活捉，送到北京处死。张格尔家
族持续三代人、数十年的叛乱，至此画上句
号。这是了不起的军功，道光对杨芳恩宠有
加，准紫禁城骑马，在紫光阁绘功臣画像。

无疑，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军处处溃败，
道光心急如焚，他企盼“战神”杨芳能够成为
他最后的王牌，克敌制胜。当 71岁的杨芳出
征广州后，道光勉励他“日夜引领东南，企盼
捷音之至”。然而，这次杨芳未能成为关键先
生，反而留下了“马桶破敌”的野史，毁了一
世英名。

林则徐，杨芳，可谓分别代表了当时大清
帝国文臣武将的最高水平，然而与一群陌生的
敌人开始一场陌生的战争时，他们固有的经验
完全派不上用场。当封闭已久的中国大门被英
国人野蛮地踹开时，无论是有“天下第一能
臣”美誉的林则徐，还是身经百战的传奇战将
杨芳，此刻，他们视野的局限性，知识结构的
巨大缺失，“天下观”“华夷观”的落后……
暴露无遗。只能说，那时中国之势，不可阻挡
地如过山车一般下坠，又哪是林则徐杨芳等人
能够止住。但如果没有林则徐杨芳，境况会更
糟糕。

这是历史的悲剧。

真理只在大炮射程内

即便在当年，鸦片贸易也不是什么光彩的
事，因此，英国历史从来不承认鸦片战争，一
直将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称为“贸易战
争”，声称该战争是为了寻求平等承认和贸易
自由。英国人这么说，我们中国人，也就这么
认了，尤其是在评价林则徐的时候？

个别中国人，偏偏习惯于从外国人的角度
来观察与思考中国的事，比如指责当年林则徐
不给英国人自由贸易的机会，不尊重国际规
则，才引发了鸦片战争。但事实是，鸦片战争
的起因之一，是 1839 年 7月九龙尖沙咀村的
“林维喜案”：英国水兵在村内醉酒闹事，打
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要求英国商务总监义律
交出凶手，他当时还委托外国专家专门查阅了
《万国公法》，查明义律根本不享有治外法

权。但义律却自己轻判了事，将凶手遣送回
国。林则徐大怒，派兵开进澳门，驱逐英国人
出境。要知道，当时九龙还是中国的地盘呢，
林则徐之举，完全是捍卫主权，行使正当的执
法权。

是谁不尊重国际规则？
评价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一定不能忘记了

鸦片贸易以及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不正义———
一个国家居然以国家行为对中国进行武装贩
毒，还忽悠这是“贸易自由”！

鸦片，给中国人造成了极大毒害，十九世
纪的中国人曾如实记录了吸鸦片者的惨状：
“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
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唯俯首受死，不
能稍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
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连当时生活在中国
的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都这么说：

“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
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
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
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
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
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
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

遥想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他的心中，
充盈着在儒家学说中培养出来的一位中国政治
精英的自豪感与为国为民满满的责任担当，此
刻，他代表了人类应该坚持的正义与道德。然
而，他哪能意识到，非正义与非道德的势力那
般强大，尤其是当时自以为代表了人类文明发
展高度的英国人，一旦利益(即便是不道德的
利益)受损，马上就露出狰狞的一面。马克思
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曾精辟地写道：

“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
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

英国打赢了他们声称的“贸易战争”，也
成功打开了鸦片倾销到中国的大门，鸦片毒
雾，弥漫中国，害人无数。一直到 1949 年新
中国成立后，鸦片遭到摧枯拉朽式的查禁，最
终在 1953 年基本被肃清。

回首这段历史，我们能更深刻理解“真理
只在大炮射程内”的西方式丛林法则。

我们也会更清楚地知道：自大与自卑都是
要不得的，而“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到现
在都不过时。

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泽在

1841 年 8 月，被遣戍新疆伊犁的林则
徐，在西安与妻子告别时，写下“苟利国家生
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1842 年 6月，林则徐挚友、大学士王鼎
恳求道光帝重新起用林则徐、不要批准丧权辱
国的条约，廷谏、哭谏均无效，毅然自缢以
“尸谏回天听”。他死后 81 天，《南京条
约》签订。

1850 年 1月，时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告
病返乡，途经长沙时，与左宗棠会面，后者因
为紧张还失足落入湘江。当时林则徐 65岁，
左宗棠 37岁，一位是当时的一代名臣、民族
英雄，一位是即将登场的“中兴之臣”、国家
栋梁，两人烛下放怀畅谈今昔，纵评天下大
事，尤其是新疆之事。这年秋，左宗棠听闻林
则徐逝于广东，含泪撰挽联：“附公者不皆君
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
泽在；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
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26 年后，左宗
棠抬棺出征，率大军收复新疆。为国家民族立
下不朽功勋时，左宗棠也是 65岁。

因鸦片战争开启的中国近代史，痛点太
多，不堪回首。但让我们深感幸运的是，中国
一代又一代杰出人物，比如林则徐，比如左宗
棠，他们一代一代，从未放弃努力，他们无法
成为超越时代的“超人”，却一直在努力。惨
痛的历史，并不曾失去希望。

“林则徐带来鸦片战争”怪论之怪逻辑
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人间

养养 狗狗 进进 化化 论论
张张丰丰

我第一次对狗负起责任来，是在读
大学的时候。同学从校外大马路边捡回
来一只小狗，很快就放寒假了，这只狗就
没了去处。我决定把它带回家，从青岛带
到河南。

18 年前，火车还不像现在这么快。
我把它装进一个纸盒子里，轻松过了安
检，在火车上它很配合，没怎么发出声
来。回到老家，它受到了我父母的欢迎。
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养过狗，长到一半的
时候，跑出去被偷狗的人用布袋套走了。
这只外地来的小狗，看上去比土狗要好
看一点，呆头呆脑，说不定长大像狼狗一
样呢。

第二天早上，父亲要带它玩，它躲在
床下不出来，父亲伸手去抓，被它咬了一
口，手指鲜血直流。我们都劝父亲去打狂
犬病疫苗，父亲拒绝了：“人活着都是一
个概率问题，传染的可能性很小的。”堂
弟过来，把狗带到他家去玩，两小时后狗
就死掉了，它偷吃了用来毒杀老鼠的东
西。

大家都有点失望，但是却并不悲伤。
我们并没有宠物的概念，农村人养狗，主
要是靠它看家护院，人对狗也有感情，但
那是另外一种感情。我清楚地记得，爷爷
养的那只大白狗，晚年昏庸，攻击邻居家
的鹅鸭后就被杀掉了。在家人看来，这只
狗开始给人带来大麻烦，似乎已经完成
了它的使命。大白狗给我带来很多快乐
时光，但是它的死我也没有悲伤。那时还
吃狗肉，自己家的，放心；如果是中毒身

亡，就只有掩埋了。
第一次知道狗的宠物属性，是到北

京读书的时候。去朋友家玩，见到他养的
一只贵宾犬，比我过去 20多年看到的所
有狗都漂亮。贵宾犬穿着一件小马甲，冲
我狂吠。朋友说，这只狗身体有点不适，
等会儿还要带它去看医生。这是前所未
有的体验，一只狗的地位原来可以这么
高，那它一定很值钱吧。

工作后，一个喜欢的女孩也养了一
只贵宾犬。突然有一天，女孩给我打电
话，说狗被撞死了。我赶过去时，女孩已
经挖坑把狗埋了，但是她的哭泣还没有
停止。她断断续续讲述狗被撞的原因，让
我想起小时候在农村见到的失去孩子的
母亲。这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人可以为
狗这么悲伤。我想起老家以前养过的几
只狗，很是过意不去。

到现在，我养狗已经 7 年了。有时候
看着它，会猜测它的生命还有多久。如果
这只狗死掉，我一定会很难过。它是宠物
狗，而不再是我小时候到家就可以踹上
一脚的柴犬。

它本来属于一个年轻的女孩，女孩
新交的男友反对养狗，她就只好把它送
人。通过朋友介绍，这只狗来到了我家。
我第一次见它的时候，是一个深夜，那时
我还在上夜班。妻子把它接过来，买了一
个狗笼，把它关了起来。我开门的时候，
以为狗一定会狂吠，结果它一点声音都
没有。我打开狗笼，伸手进去，它就像和
我很熟的样子，欢欣鼓舞。

这让我感到有一点尴尬，毕竟我没
有为它做过什么。这就是宠物狗和农村

人养的柴犬的区别。那些看家护院的狗，
陌生人进来，总是会大吼大叫，甚至扑上
去咬人。但是宠物狗很清楚的定位，虽然
是陌生人，仍然要装出一见如故的样子。
一周后，原主人过来看它，会面在小区花
园进行。看到真正的主人，它明显更加激
动，做出各种动作。等到女孩走的时候，
狗并没有撕心裂肺地跟随，它或许已经
明白，自己要在这里开始新生活了。

狗的记忆里是很神奇的事情。外出
旅游，把它托付给住在楼上的同事，同事
就成了狗的熟人。哪怕是隔了几个月没
见，狗依然能够认出他来。有一次遛狗，
它莫名其妙地向前飞奔，我只有牵着绳
在后面跑。同事在几十米外，我都没有看
到，但是狗却看到了，这让同事大为感
动。

对都市人来说，狗就是这样的存
在。它似乎成为了人的延伸，或许在宠
物狗的身上，已经有 1%的人性。这让
它们懂得察言观色，懂得讨人喜欢，甚
至懂得一点社交礼仪。有些东西，并不
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能够解释
的，靠喂食来加强训练。和人一样，现
在的狗也都不缺吃的。除了狗粮，还有
各种零食，它们几乎不需要再摇尾乞
食，它们对人的信任和喜爱，已经注入
基因之中。

狗身上 1% 的“人性”部分，其实反
映的正是人类自己的困境。人感到孤独，
狗和猫，才会成为伴侣动物。这样的伴侣
数量巨大，给城市带来很大的压力。但
是，不管对错，其实都和狗无关，它
身上反映的是人的局限。

民国著名学者蒋廷黻

评价鸦片战争时曾说过：
“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

文忠(林则徐)的方法尚有

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

烟的希望”。

回首这段历史，我们

能更深刻理解“真理只在

大炮射程内”的西方式丛

林法则。

我们也会更清楚地知

道：自大与自卑都是要不

得的，而“落后就要挨打”

这句话，到现在都不过时

“

马马斗斗全全

古人诗文中多有“尺素难”语，
许多前贤决不会想到，时过千百载
后，如今已更“尺素难”了。不过此
“难”非彼“难”，今之“尺素
难”，并非古人的感情丰富而复杂不
知信该如何写，当然更不是交通不便
有信难寄，而是因为汉语文化知识的
缺乏不会写、写不好信了。

今就本人多年来所阅书信，看今
人书信知识之缺乏。一些理工科大学
生和一般知识分子写不好信自不必
说，以下且举几例文化层次较高而著
书立说者书札的出人意料处。

一位青年朋友，大学中文系毕
业，曾在多种报刊发表过作品。一次
他找我商量其工作问题，并拿出商之
于父亲的信让我看。令人惊奇的是，
他落款时在自己的名字后写着一个
“示”字！我告他：“示”是长辈对
晚辈信中所用之辞，你给父亲的信，
末了不用“稽首”之类也罢，怎么竟
写了个“示”字？他甚感不好意思，
坦白地告诉我，是见父亲来信这样写
的。当我知道他的父亲是位农民时，
便不客气地批评他在这一点竟不如种
庄稼的父辈。

西南某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副教
授，研究生毕业，也发表过不少文
字。他寄来一篇稿子，那信封上收信
人一行赫然写着要我“敬收”。他分
明将自己的“敬”，错成了要收信人
“敬”。不瞒读者说，不论他发表过

多少文字，这“敬收”二字，就使我
对其水平先有了一点了解。而在我所
收著书立说者的来信中，要我“敬
收”或“敬启”的竟有好些封。后又
收外地某先生寄其生日自寿诗，信中
要我“伏和”，读之甚令人惊讶。
“ 伏 ” ， “ 伏地” “俯伏 ”之
“伏”，是较“敬”更谦恭之字。古
人奏议和书信中常有“伏奏”“伏
读”“伏见”等语，乃卑者对尊者所
用之谦辞，多用于对皇上所言。这位
老先生的索和信将本应称己之“伏”
错作了要对方“伏”。其实，他若一
定要用“伏”字，可说自己“伏望”
“伏蒙”之类。若欲表示虔敬，可云请
对方“俯和”。

以下则要非常遗憾地谈到东南某
名牌大学人文学院一位博士后的来
信。这位来信者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的，从信中知道，他已取得高级职
称，发表、出版过好几百万字的撰
述。而他来信开头的称谓为：“贵
刊：”令人颇感新奇。“贵刊”二
字，实即“你刊”之敬称，而非敝刊
之名，信中可以说“贵刊如何”，上
款却不当如此称呼的。更令人不解
者，致祝时“祝”字抬头写，下一行
的“编安”却靠后写。信末的致敬致
祝之语如何写，应是再寻常不过的常
识了，竟也出错。

与上举以“贵刊”作称谓相类
者，是某刊海外版卷首所刊某人书
简，开头的称谓为：“吾兄：”据信
的内容知道，写信的这位先生是上过

大学的，不但写了这样的信，而且
还拿去发表，展示到海外去。

因“贵刊”和“吾兄”之上
款，想到南方一家著名报社回复山
西大学某教授的信，抬头竟然为
“×××读者：”“读者”是对读书
读报的人的通称，用作第二人称
时，往往说“读者朋友们好”“请
广大读者鉴谅”，而不能如“先
生”“同志”一样用。

近又见到胡某赠书之上款“惠
赠××先生”，真是不胜惊讶。他
竟然不知“惠”字之义及用法，而
且落款时间的“ 2009 . 9 . 30 日”
也甚稀奇。便是一个中学生，也不
该如此水平，而胡某竟是大学教
授，并且是一所名牌大学“资深教
授”“博导”！也真该为这所名牌
大学一叹了。

其他无须多举，仅此几例，即
可看出如今一些文人的实际水平。
出现这类问题，实际是文化知识欠
缺和汉语水平较差所致，应归咎于
多年来对中华文化的轻视和近年来
日渐严重的浮躁之风。记得我上小
学时，课本上就曾讲过如何写信，
所以小时候虽然不写信，但“此
致”“敬礼”之类该如何写，还是
知道的。即使课堂上没学过，但作
为一个生活中的文人，尤其是一个
舞文弄墨者，亲友的来信总该看过
吧。总之，这样的差错出现在大学
教师、博士后、资深教授乃至博导
笔下，真叫人不知说什么好。

今之“尺素难”
随感


	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