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丹老师新加坡演讲稿 

 

尊敬的新加坡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特别感谢刘燕玲次长，

感谢林任君先生，谢谢你们代表主办方如此热情洋溢的致辞。尤其要

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新朋友、老朋友。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我们有缘一次一次相聚只为着一个理由，那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

在当代究竟还有什么样的生存价值，它如何和我们每一个人血脉相关？

以往我讲的是中国哲学思想、儒道释的内容。今天，我想讲一个新的

题目：中文的乡土，讲一讲汉字中所藏着的秘密。 

刚才燕玲次长跟我讲说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家里要教孩子。

我写这本书也跟教我的孩子有关。汉字是象形文字，一点一划、一撇

一捺都藏着中文的很多奥秘，跟新加坡所熟悉的英语不太相同。它是

一种象形表意的文字，所谓“象形”就是每一个字都像一幅画，它不仅

仅是一个记录的载体，本身就是文化的符码，本身就包含着文化传承

的意味。学汉字的同时，就是在学习那些古老的乡土里藏着的文明。

都市化的今天，跟农耕时代不同。但是，只要懂得汉字，就能够触摸

到我们民族最早的图画。新加坡的朋友跟我讲，说学英文长大的孩子

对学习中文没有兴趣怎么办？如果强迫他把它当作一件课业来学习，

他会越学越烦，如果是他在一种游戏中以孩子的好奇心，循着那些纹

路去了解这个民族生长的道理，也许就会兴味盎然。汉字就像我们这

个民族握在掌心里的纹路。沿着这些掌纹，你可以触摸到它所有道理



血脉的渊源，发现观念由来的秘密，就会知道“横平竖直皆风骨，撇

捺飞扬即血脉”。刚才林先生讲到我的那本《字解人生》封面上我写

的一句话，叫做“写中国字，懂中国心”。今天的中国人都在走向国际

化，但是，一个不带着自己传统的人，就是一个空心人。他无所谓去

跟人家融合，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基因。只有懂了中国心的历史，再去

走向国际化，才融合得有底气，才有这个资本。这一切一切的秘密，

也许就在汉字之中。 

汉字符码作为我们文化的一个结晶，每一个汉字都很简洁地描述

着一个场景、一件事。比如说我站在这里，在座的各位在看在听。就

说“看见”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有一个相同的部首是什么字啊？是“目”。

“看”上面有三横，有一撇，这是什么意思啊？上面三横是手指，那一

撇是胳膊，手搭凉棚这个样子就叫看，手在上面，然后遮着眼睛看。

怎么叫“见”呢？“见”下面是一个小人，顶着什么呀？整个头上就顶着

一只大眼睛，才看得见。 

刚才林先生讲到人要明辨是非，大家都希望“耳聪目明”，眼睛要

看得见，耳朵要听得见。要说起耳朵，中国的道德观讲“礼义廉耻”，

羞耻的“耻”字，“耳”字旁，右面现在用声旁，是用了停止的“止”，但我

更喜欢繁体字 “恥”，右边是一颗心。一个人只有心灵感到惭愧了，

就羞“恥”了。大家会问，这个字为什么从耳呢？我们会发现，一个人

撒谎的时候，内疚的时候，他的表情叫做面红耳赤，耳朵会先发红。

所以“恥”字就是心里难受，耳朵羞红，这个感觉就是“恥”。 

再看鼻子，写出来自己这个“自”，原来就是个鼻子。这就是一个



人在说自己的时候，经常是手指鼻尖的。鼻子的这个形状代表自己。 

我还记得教孩子认字，在她一岁多的时候，每天就讲: 今天妈妈

和宝宝来玩个游戏，看看你的小手可以做什么。她说我抱妈妈，我拍

妈妈，我抓饼干，我捏起来这个勺子，我拍桌子，我可以打。她说一

个字我就写一个字，这个就叫做提手旁，你的小手可以做的事情我们

记下来。明天我们在台阶跑上跑下，看看你的小脚可以做什么？她说，

我可以蹦啊，我可以踢啊，我可以跳啊，我可以跑啊，把每个字写下

来，这就是足字旁。 

我想把有意义的事情用有意思的方式做出来，那叫意境。不能说

一件事情因为有意义就必须要枯燥。药片外面还可以包上糖衣呢，为

什么有意义的事情都要做的很枯燥呢？还是要找到有意思的方式。我

一直相信汉字本身就是有意思的。汉字的谱系是反映中国历史的一个

最精准的橱窗，从千年前造字的逻辑里面，能看到当下生活的面貌。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每个字都是在它的时代造成的。 

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特别看重粮食。现在夸一个人说“做事做

的好周到好精细”，再说一个人，你看他“怎么做事情做的那么粗糙

啊？”大家发现了吗，“精”和“粗”都是什么旁啊？这就是农耕民族，判

断一个人做事精细还是粗疏，取决于他对粮食的态度。过去把米打的

很细很细，就出来精米精面。现在经常讲，要健康还要吃吃粗粮。那

么多年来对待粮食的态度，就是判断人的标准。 

中国过去有很多田字旁的字。比如说，“范畴”，我们现在会讲你

的研究是什么范畴？过去范畴就是画田畴，哪一块是你的。田这个字



很有意思，方方正正，我们讲田园，就是人从四海流浪，回到了安顿

的、有格局的家乡。所以陶渊明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人总在外面做官，心灵就做了身

体的仆人。田园都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去呢？ 

畸形的“畸”。刚才林先生讲到，现在的社会有畸形的现象。有些

孩子受到污染也是畸形的。为什么“畸”是从田呢？“畸”原来的本意是

指方方正正田亩之外那些零星边角的土地。小孩子写字都要在田字格

里面，因为方正。但土地本身不长那么方正，边边角角的地方叫做“畸”，

这个字原来也从田里来。但是跟孩子现在讲这个字，他们会觉得好陌

生，因为我们都市化了。汉字的由来，其实是在历史的脉络之中。 

现在的都市里，无论是新加坡、北京、上海、纽约、柏林、慕尼

黑，所有的地方，都少见太阳升上树顶直达天空的样子。大家看到一

个字，比如说木头顶上有一个太阳，这是什么字啊？这是“杲杲出日”，

就是指太阳升得好高好高，在树木头上顶着。等到太阳沉到树木下面

呢？这个字就是“杳杳”。“杳”是指天色昏暗。日上木下，就是出了太

阳，就是“杲杲”；木上日下，就是落了太阳，就是“杳杳”。 

木头正中间有太阳是什么字？是“东”啊。太阳从树林中闪烁的方向，

就叫做东方。大家说太阳不会从西边出来，那个方向就叫东方。 

汉字引申到更广义的时候，还可以跟孩子玩更深的游戏。我小的时候，

一些老先生带我做游戏猜字谜，会问我，“无边落木萧萧下”，打一个

中国字。这个首先要考历史知识，“萧萧”是两任皇帝的名字，中国的

南朝，宋齐梁陈。梁帝姓萧。萧萧之下，这个朝代是什么呢？是陈，



对吧？陈字无边是什么字啊？是东，刚才我们讲的繁体的東字，落木，

去掉木是什么字？谜底就是“日”。 

中国文化有意思，在于它要调动你所有的知识，来投入到一种有趣的

游戏中。所以不要觉得中文好难学啊。 

比如说，中国字的对称，中国诗歌的对称，都在老百姓的话里。

北京有一个通州府，南方江苏还有一个南通县，南通出才子。我到南

通，那里四五岁的小孩子都会念“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

大家觉得好难吧，怎么对啊？下联是“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

东西”。 

老百姓夏天吃西瓜，你想过吃西瓜怎么对？叫做“吃西瓜，籽往东放”，

下联对的是，“读左传，书向右翻”。 

中国人喝酒，可以讲出一些特别有趣的话来。曾经有人刁难明代

大才子唐伯虎，你不是有才华吗？给你一联，叫做“贾岛醉来非假倒”。

这联好难对啊。贾岛喜欢喝酒，他喝醉了以后那是真倒，不是假倒。

音同，字完全不同。唐伯虎对的是，“刘伶饮尽不留零”。竹林七贤里

有一位封为醉候的刘伶，他出门永远带着酒，身后一位书童跟着他，

说，“我死哪，就埋在哪”。中国人可以通过汉字，把其中的所有妙趣

横生，所有生机盎然，所有观念的纹理，都鲜活在今天的笔尖之下。 

我今天举几个偏旁部首。第一个问题从心灵生活开始。今天用脑

子的事情蛮多的，用心的事情还多吗？我们能不能够找得回来这颗

心？ 

看看心字底和竖心旁。刚刚林先生讲到我的新书叫做《此心光明



万物生》。这话来自王阳明先生。中国人原来认为阳明先生的心学讲

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一切是人心对世界的判断。西方认为脑力

运动的，中国人都是走心的。 

心字原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看甲骨文，就是心脏上面还有包

着它的血管这样一个形态。它就是从这个简单形态演变过来的，原来

就是一个泵血的器官而已。现在我们说“心绞痛”、“我感到心慌”、“这

件事情心口发堵”，用的还是这个器质性的器官的心。 

但是后来就演进了。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

不得也。”心是干什么的？它作为一个器官是主思考、主思想的。这

是不是跟西方完全不同? 我们说“Don’t mind”，那头脑和心灵我们到

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中国人认为，人只有思考了可以得到；人

如果不思考整个世界的讯息与你是没有关联的。心灵，这个器官就是

主思考的。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阳明先生说，“人心中是包藏一切的”。

他在平了朱宸濠的宁王之乱后，辞官回山阴会稽，就是现在的绍兴，

筑阳明书院讲经说法。他跟弟子们讲，“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

难”。打山中的贼寇是件小事，容易；最大的难处是打败心中的贼寇。

人一生都跟心中那些欲念、贪婪等博弈。中国禅宗有个说法，叫“一

念天堂，一念地狱”。不能管住一念，说把握一生就是一句空话。因

为整个这个世界本不在人心之外啊。 

沿着这个脉络，“心”字演绎成思考的象征。大家看“慈悲”。中国

人说 “慈悲”，其实是心灵的感受。老子讲的好，“我有三宝，持而保



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我有三样东西，一辈子

不敢忘却。第一是心怀慈悲，第二是持家勤俭，第三是做事谨慎不要

总是敢为天下先。他说人把握住这三点一辈子不会出大错。 

中国圣贤有时候三句两句就把一辈子道理讲清楚了。过去中国人

家里有严父慈母，孩子尊称“家严家慈”。现在一说“我老爸说什么”、“我

老妈说什么”，甚至拍着肩膀叫爸妈的名字了。过去中国人叫“家慈如

何吩咐”、“家严临行前让我转告什么”，这就是严父慈母的分工。所以，

慈悲是内心的事。 

我们现在讲慈善事业，有些人会说你那么多钱，商会要捐多少多

少钱。其实，慈善是慈悲之心决定的善良之举，论心不论迹，跟钱数

多少没有关联，关键是看你肯不肯用心在里面。 

再看“感恩”。感，有感于心。恩也是一样。感恩两字都是从内心

生发出来的。因心而起才为恩，职务行为说你把这个做好那不算恩情。

今天文明程度越高，大家幸福感反而下降，为什么呢？就是人在贫困

中容易感恩，得到一点接济都会感激。而当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很好

的生活条件的时候，觉得得到这些是因为我优秀，就应该给我。人如

果觉得什么都是应该，世界就没有感恩了。感恩是一种内心的存在。 

“思想”更有意思。“有所思”这个字，上面这个田，其实不是田，

是囟门的囟。囟是什么？小婴儿生下来那个头顶没有闭合好的就是

“囟门”。思字叫做从心囟生，上面是一个头脑，下面是一颗心。 “思

考”就是头脑和心灵的结合。一个人如果只有头脑，就活的很算计；

一个人如果只有心灵，就活的很冲突。头脑和心灵的结合才叫做“有



所思”。 

人怎样能够思考世界？首先，心要有容量。中国人爱说有容乃大，

宽容宽容，一定是先宽而后才能容。先活出宽容的空间，活出他的心

量来，思考才不会狭隘。这就是“心”的本义。 

“想”是什么？想是遥远的，心像为想。心上浮出什么样的影像呢？

比如想你的孩子，就会想起孩子的样子；想你的恋人，就会浮出恋人

的样子。所有这一切，就是人的思与想。思与想无非就是这样一个道

理。 

再说“意志”。 “意”这个字怎么写？大家会说上面一个“立”，下面

一个“日”，下面一颗“心”。错了。“意”的上面是声音的“音”，下面是一

颗“心”。看《说文解字》的解释，意者，智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

什么叫做从心察言？就叫听话听音。心音为意，是心里流露的声音。

你跟一个人讲话，能够听出言外之意，那才叫做“意”。 

现在很多读书的孩子，智商很高，但是情商好低，就是读书读呆

了，书里的知识是明白的，但是没有会意的能耐。我前两天在商会上

讲，说一代打拼的创业者不容易。他们的知识水准也许没有当今的孩

子高，但是人情练达。他们在受那些坎坷的时候，听言外之音的时候，

他们的情商是二代赶不上的。  

“志”是什么？士心为志。孔子讲我年十五而志于学。一个人要自

动地建立一种志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十五岁起点正了，才有三

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一路才可以走得正。一个人小的时

候不立志，那以后没有什么人一直扶持你。这些道理都在中国字里。 



再比如，忠恕之道，忠者敬也。一个人敬事爱人有敬业精神，做

任何事情把事当回事，不将就对付，所有这些叫做忠诚。“忠”和“恕”

两个字，朱熹先生讲的特别好。什么叫做“忠”，中心为忠。就是人心

中有一条底线，摸着良心做事，没做好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种感

受就叫忠诚，是尽自己的心。什么叫“恕”，如心为恕，你讲的话做的

事我不能理解，那是因为没有换位思考。将我心如你心，站在你的角

度再看这个事，就能更多理解。所以叫中心为忠，如心为恕，尽己为

忠，推己为恕。这四句话讲得多好啊。尽己为忠，一个人好好尽自己

的心做到位就叫忠诚，一个人再把自己的心能推到别人的身上，换位

思考，就叫宽恕。 

今天生活节奏紧张，人动不动就急了。 “急”是什么，叫急者褊

也，就是狭小的意思。衣服旁的那个褊就是衣服窄小的意思。急字心

上面是什么？搭的是手，就是一只手把心攥得紧紧的。人怎么急了？

就是你心里有只手攥着。“要迟到了要迟到了”、“这个人如果不找到我

就没救了”、“下面这个事情怎么办、怎么办?” 急的时候就是有一只手

攥着你的心。怎么可以不急啊？自己把心放开，让心松下来。 

自己的自画出来是个鼻子，指自己对吧？这鼻子对着心就是呼吸，

气息的息就是上鼻下心。如果从容不迫，呼吸就很平缓；急的时候，

就呼吸急促。 

急促的时候就想安慰，“慰”字怎么写？上面这个“尉”，右半边那

个寸是个手，左半边是个熨斗。安慰就是心起褶皱的时候，拿熨斗把

它给弄平。好的安慰者，就像一个小熨斗一样，把对方心上的皱褶抚



平。 

心还有变体，竖心旁。心脏是管思想的，竖心都跟心理活动有关。

比如说人做错了，觉得好忏悔。“忏悔”，千和每都是音旁，而忏悔这

种心理活动，都是从心的。“惭愧”也一样，也是竖心。“感慨”，由心

而生的那种感慨。什么叫做慷慨之士，悲歌慷慨？曹操的“慨当以慷，

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慨当以慷”，这是多美的中国的句

子。壮士不得志的呼啸沧桑，就是“慨叹”，一个人的慨然长叹。 

说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就是“快”和“慢”。只要一件事快，都跟高

兴有关。《说文解字》说快，喜也，高兴就快。“祝你这个周末愉快呀”、

“你看今天我们过了一个好快乐的周末”、“那边跑过来一群欢快的孩

子”。再比如走在外面，想找一个树荫底下凉快凉快。或者跟一个人

谈话，发现这个人好爽快。用快组词，都是这些有欢喜美好的意思。

什么样就慢了呢？慢者，其实是懈怠。慢是一种轻慢懈怠，不把它当

回事才叫做慢。“这个人看起来好傲慢啊”、“这件事老也不办这不是怠

慢我们吗？”慢就没什么好词，轻慢之意。“快”和“慢”是外在的节奏吗？

其实是心理节奏。 

什么叫相对论？如果跟自己最喜欢的人在一起，会觉得好时光唰

就过去了。什么时候慢啊？在厕所外面等总是没有空位，就知道什么

叫慢了。中国人会觉得快与慢都是人心里的感受。 

有些小孩子会被大人骂“懒惰”。懒惰无非是不愿意动手做家务，

不愿意动腿早点去学校。懒惰怎么从心呢？因为手懒、脚懒都是心懒。

现代人忙一天回家懒得说话。但是他谈恋爱的时候，谈的都是废话也



爱谈，就是愿意说。 

不管科学发展到何种地步，无论物质富足到什么程度，内心的力

量都不可忽视。我们可以用心多一点，不必凡事只动脑子。动脑子是

一种计算，用心灵才是全部的情感，坚守情怀是中国人应该有的态度

和风骨。 

说完一个人的事情，再来说一家人的事情。“家和万事兴”是中国

人最爱讲的话。大家到意大利去那不勒斯，火山灰下埋的庞贝古城，

还可以看到两千年前的城邦文明。我们大量时光是在农耕文明中，以

家为集体单元。所有的规矩、伦理信念的起源都是在家里。 

中国人的信念在祖宗的祠堂里，西方人的信念在上帝的教堂里。

这两个堂，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宗庙祠堂决定了中国家族伦理，不

仅仅是一个生活联合单位，也是我们所有观念的起源。 

中国人有个说法叫做“学则可以成圣，不学则无以成人”。学你可

以做到圣贤，不学的话你连一个人都不是。这种理想就是一个伦理的

起点。孔夫子讲 “人”的学习有三个阶段。“入则孝，出则悌”，进了门

孝敬父母，出了门有爱兄弟，这就是第一段。“谨而信，泛爱众，而

亲仁”，这是第二段。在社会上言语谨慎一点，不要说空话，做事诚

信一点，对大家都心存好心善意，要亲近仁义道德。第三步呢？可以

上学了。进到学校的时候，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也就是说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三为一体。 

我们现在是小小的年纪就送学校。从三岁的学前班一直读到 30

岁的博士后，全在学校里。社会和家庭管什么了？现在往往越是精英，



越要让孩子上贵族学校；越是贵族，越是要寄宿。其实孩子从小失去

家庭氛围，那种缺失感是一辈子都补不回来的。一个人从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直到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路过来“家”、“国”是一体

的。 “家”和“国”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家和万事兴，也是家和国事兴。

如果家家都可安顿，这个国度差不到哪里去。 

“家”上面这个宝盖头，因为宝贝的宝上面的字头，通称宝盖头，

在字义学上称为棉字头。这个字头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个房顶，它

是个象形字。有这么一个顶，底下要过日子。重要的不是有好房子，

是能过好日子。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

人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房子，但是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乡土。没有家

乡就没了归属感。为什么我把中文称为乡土？就是我们起码还在说中

国话，懂中国心的过程里了解中国人。家里面养的是什么？下面这个

字读 shi（豕），就是一头小猪。这个字如果趴过来，下面那个钩就是

尾巴，下面左边为什么多一点啊？那是它的四蹄。它为什么是弯的啊？

就是个大肚子。现在去中国西南看，那种吊脚楼下面还会有。就是上

面住人，下面养猪，这叫人畜和谐。 

现在家里除了养养宠物，没有动物了。其实人养宠物，却很不尊

重宠物。经常看见主人把宠物一身的毛都剃光，再给它穿上毛背心，

或者棉坎肩。过去你不剃它毛的时候，它也没冻死过。很多宠物都是

给人折腾出毛病的。人养动物而不是宠物的时候，比较尊敬动物。原

来中国人是小富即安，不求大富大贵。房顶下养点猪，老少可以有肉

吃，然后呢可以做点小买卖就 OK 了。所以这样的里最关键要有什么



呢？家要有安宁。 

家中有女就是“安”。过去中国有两个庭是建功立业的。男人建功

立业在朝廷，女人建功立业在家庭。房顶是扛在女人肩膀上的。男人

出去平天下，女人上有公婆，下有子女，相夫教子，这就是女人的使

命。过去一个大家族过得好不好，看这家有什么女人。《红楼梦》里

从贾母到王熙凤，其实是这些女人在管着家。即使是最传统的不识字

的女人，也能明辨是非。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母自己不见得认多少字，

但是她知道不能住在屠夫旁边，也不能住在吹鼓手旁边，带孩子搬到

读书人旁边，才算安下来了。再看看岳母刺精忠报国，那是把儿子送

上国家的祭坛啊。老戏《三娘教子》，那三娘是个很底层妇女，也没

什么知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着教孩子。她们不见得识文断字，

但一定通情达理。现在我们都识文断字了，但是未必都通情达理。我

们现在是外面的事情越扛越多，家里还是得女人管着，家字怎么下面

“安”，都是个女人。 

再来看“宁”。过去“寧”，宝盖头下面先有一颗“心”，心下面是个大

大的“皿”，皿就是装东西的，再下面“丁”是个大桌子。桌上那些器皿

里热腾腾的都摆着饭菜，然后忙了一天推开家门，桌边一放，准备吃

饭的时候，把心放在家了。这个状态叫“寧”。这个简化字有时候真是

预言了时代的发展。现在就剩下一个豪华的屋顶，底下一个装修奢侈

的大桌子，桌上也没吃的了，桌边也没人了。 

我跟我孩子教这个字的时候讲，“安”字原来就这么写的。宁字妈



妈喜欢繁体，不喜欢简体字。孩子那个时候三岁左右，他跟我讲说妈

妈我觉得这两个字挺好啊，房顶下有一个女就是妈妈在家，房顶底下

有个丁就是爸爸在家，爸爸妈妈都在家，不就安宁了吗？童言无忌，

他可以说出他的观点。 

对于汉字的认知，真是在循着掌心里的纹路，一点一点触摸我们

血脉中的一些道理。这样走回去的时候，对于“安宁”那份温暖的憧憬

永远留在我们的内心。 

家里还有什么？还要有稳定的 “定”，房顶底下一大横，下面是

什么？是足的下面，也是走的下面，就是行走。也就是说，全家人得

有条线，叫规矩，也叫价值共识，然后所有的脚步踩在这个线上往前

走。一家人不能离心离德，同床异梦，闹得鸡飞狗跳，一个人一个方

向，那房顶还不掀了啊？家里要想定，屋下先有一大横，全家人先说

好，四房儿子都不许撒谎偷懒，四房媳妇儿谁都不能不孝顺，这条线

把所有的脚步归在这开始走。为什么现在那么不稳定啊？就是缺了那

根线。 

如果没有这个房顶，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方正的“正”，下面那

个止啊，甲骨写出来跟这个是一样的。一个家里有一道线就定了；一

个社会有一条线就正了。有了正确的方向，正风正气，家与人文，就

是好政治。政治要想好，方向就得正。孔子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

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一个做人方正的政治者，他身正了，

不下命令别人都跟从他。“从”字就是前面走个人，后面跟着人，大伙

儿都默默跟着你。但是你要不正的话，虽令不从，下了命令别人也不



跟着做。无论从社会到家庭都得有条线。社会没了标准就分崩离线了。

今天提倡价值多元化，每个人再有不同，最后要和谐在一起，和而不

同就是生机蓬勃，多元并存中保持价值共识，这就是中国人的观念。 

原来的家里有规矩，家里头指示的“示”，上面一短横一长横，这

是一块板，底下一个支架，两边两个侧支架，这是什么字？宝盖下面

一个指示的示，“宗”啊。就是说家里是要供祖宗牌位的，心里能够念

着祖上留下来的人品功德，这个家才叫有规矩。骂孩子最重的话就是

“这个人数典忘祖”。中国人原来对于家充满了敬畏。家不仅是一个放

松温馨的地方，同时也是唤醒人的道德感和敬畏感的地方。 

现在越偏僻的地方反而做的好。今年暑假我去四川穷困地方看望

留守儿童。我走了好几个村子，看到很小的村子里供着牌位，叫天地

君亲师。“天”就是秩序；“地”，就是万物的供养；“君”，是君王在人间

确立的规矩、等级；“亲”，就是伦理归属，师”是文明的传承者。认为

“天地君亲师”是值得敬畏的。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写法。那个“天”，“大”和一横隔着好远，人

家说“大不顶天”，人再大得敬畏，你敢顶天吗？得留着不能顶天。“地”

呢？提土跟那个是连起来的，他们说这个叫土也相连。整个一块一块

的虽然是谁家谁家的田，但是彼此之间不隔断的。大地本来就相通，

人之间互相要帮衬，所以提土不敢断掉，要一笔写过来叫做土也相连。

“君”下面那个口封得死死的，人家叫做君不开口。真君子敏于行而讷

于言，要管住嘴。管住嘴不容易，所以君不开口。“亲”呢?繁体的“親”，

右半边有个 “见”，过去是亲人都得见个面。所以见上面是个目。目



下面这个横可不敢封死，要留着好大一块。这叫“亲不闭目”，希望自

己的长辈长寿。“师”字写得左高右低，叫做师不比肩，怎么敢跟老师

平起平坐呢？执弟子礼是要拜下来的。宜宾下面的小村子里，留守儿

童的环境都很不好，但是中国人过去的排位，写字这么讲究。大不顶

天，土也相连，君不开口，亲不闭目，师不比肩。这叫做什么？这叫

敬畏。我们今天缺感恩，缺敬畏，人唯我独尊的时候，有些道理就难

以入心了。 

不要认为说家里都是这些好字。家弄不好也有坏字。祸害的“害”

字。害者伤也，言从家起。这个“害”字写的太形象了。“丰”这个字，

一横两横三横，形容这家里有人很厚道，有人很包容，有人很热情。

如果有刻薄的人，态度像一个锥子一样，一贯三的穿下来，什么样的

好意都挡不住他。他一开口说话，口角纷争就起来了。什么是祸害，

家里老吵架就是祸害。如果父母进门还没有换鞋子，就说我们单位谁

谁倒霉了，那孩子以后也会见样学样。父母如果对人厚道，那孩子也

是耳濡目染。 

现在总说望子成龙。“宠”字怎么写的，就是房顶下养着龙。我对

望子成龙很不理解。中国的这些生肖里，让孩子学习牛，他可能会勤

勤恳恳很务实；学习猴他可能敏锐很机灵；学习羊，羊者祥也，会很

温顺，善良的“善”就是羊头两只眼睛开口说话。有那么多可学的，偏

要学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图腾。谁见着龙了？他怎么能成这个龙呢？期

望太高反而成了妄念，孩子力不胜任，在巨大的反差下，就把孩子宠

坏了。所以房顶底下可不敢养龙了。 



兄长的“兄”怎么写？一个小人上面顶一张口，人上面顶个眼睛是

看见的“见”，顶张口，谁开口啊？祭祖拜天的时候，家里唯一有资格

开口说话的是兄长。老大在我们的文化里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

“老大成才”现象，这些人从小自律。巴金有一本书《家》，里面有一

个老大叫觉新，他为了大家庭总是牺牲自己，他的弟弟觉民、觉慧都

有自己的选择，而他的一切都是为了家里，因为他是老大。老大做事

不到位，父母会说你还要给弟弟妹妹做榜样，你这样以后怎么跟祖宗

说话。因为兄就是开口的那个。 

“父”是什么？看这个大叉子就是仪仗队前面举的那个叉子，任何

仪仗队前面都有这样一个仪式。所以父就是规矩。父者矩也，家长率

教者从幼举仗。父亲是要举起家庭仪仗的。养不教，父之啊。生了孩

子不在家里立规矩的，那叫父亲吗？父亲要把家庭规矩立起来。 

母亲是什么？母是女横过来里面加两个点，两点象征两个乳房，

就是哺乳婴儿的这个女人，女字中间加上了房，就是母亲。母亲是孩

子的终生哺育者。父亲是家庭规矩的确立者，母亲是精神的哺育者。

父母、兄弟，原来是个什么样的身份，都藏在汉字里。 

男人是什么，就是田里出力气的人。妇人是什么，就是家里抱笤

帚的人。所以男主外，就要舍得干活不能偷懒；女主内，家里再穷你

也要打扫干净不能混乱。这就叫本职。 

不要认为“家”字头是小事，跟宝盖有关的有两个很大的字，就是

“宇宙”。《易传》里面讲到，房屋的边缘是“宇”，车船能到的极限叫“宙”。

《淮南子》里还有一个说法，也是后来中国人用的更多的，就是往来



古今为“宙”，上下四方为“宇”。时光是宙，空间是宇，在时间与空间

的交错上，建立了中国人的宇宙观。 

中国的诗词，辽阔的空间中，清晰地流淌着光阴。曹操观沧海的

时候，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就是他所看见

的沧海洪波。中国人一说上联，会是“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下联是

什么？“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人往往是从空间看到时光的。宇宙就

是中国人的时空观，家史是连着宇宙的。 

家和万事兴，把家管好就管好了一个人一生的路。一生走得如何，

不光靠外在的机遇，还要看内在的资质。每个人一生都带着家庭的烙

印，你是幸运还是不幸，是刻薄还是宽厚，是精于打算还是粗粗邋邋

的，这一切都从你的家开始。所以，家教和门风，在越来越现代化的

今天，显得越来越重要。家和万事兴的古训，今天仍然有用。 

最后讲讲时光吧。在这只讲四个字，春夏秋冬。在农耕的法则下，

我们看到的偏旁，刚才所说的田字旁、宇字头、米字旁，都跟农耕有

关。沿着这些部首往回走，会知道农耕文明的规矩和价值判断都是什

么。 

现在了解二十四节气歌的孩子是越来越少了。每十五天一个节气，

它表示了中国人的价值判断。西方过的节日都是神的庆典，是天上下

来的；中国过的节气是时序如流，是地里长出来的。所以只有中国有

这种节日与节气的合一。 

清明是节日还是节气呢？首先，它一定是个节气，因为要种瓜种

豆不误农时，提醒你了。第二，慎终追远，从介子推晋文公那个时候



的故事，到现在的上坟烧纸祭奠祖先，它是一个隆重的节日。它既是

节气又是节日，只有中国人有这一点。 

再比如有些小节气，“夏满芒”，小满的这个满是什么？我有一次

给学生上课，那一天是小满。有一个女孩问，“有大满吗？”我说没有

啊。她说有小暑有大暑，有小寒还有大寒，为什么有小满没有大满？

我觉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什么叫小满？就是庄稼抽穗，里面浆汁鼓

起来的时候，你看着它长心里有小小的满足。中国人原来的幸福感就

是小满。什么叫大满？比如说抽个奖突然变暴发户，或者唱个歌突然

当明星，这种一惊一乍的事情都是大满。自然我们这个民族没有大满

这种节气，因为庄稼要的收获，永远都是小满。不要小看二十四节气，

这也是哲学。春夏秋冬几个字又什么样呢？说白了就是四幅画。 

春者推也，谁来推？就是阳气推动万物生长，这个季节叫“春天”。

来看看小纂这个字。上面是草字头，小草拱出地面，中间像屯的这个

字下面一个长长的尾巴，是指地下的种子发芽终于钻出土地，而太阳

阳气是沉在底下的。大地的复苏是从地底下往上拱阳气，推也，太阳

推动阳气，促动万物的生长。所以，春天是地上的万物举起花朵、枝

叶，向天空致敬的季节。而秋天，是果实向大地回归的季节。 

所以中国人才会说，“沐春风而思飞扬”，因为是向上走的。到了

秋天，是“凌秋云而思浩荡”，它是往辽阔平行走的。我们有四季，可

是形容年华我们都会说春秋，怎不叫冬夏呢？ 

比如说鲁国的编年史，孔子修订的编年史叫《春秋》。我们请教

老人家春秋几何？是因为春天和秋天是富于变化的季节。它优美、诗



意盎然，充满收获，而且短暂。冬夏是稳定的季节。我任何时候来新

加坡都觉得在夏天，植物园都一样葱茏茂密。稳定的特征是不容易被

记住的。什么是变化的特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一

夜花就开了，这只有春天吧？ 

看一看李后主写的那种深情，“别来春半”，已经春天深深了。“触

目柔肠断”，到处看见的都是触动的心绪。“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

身还满”，刚掸下去的梅花，又落满了。“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

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一个人在离别家国的时候最见

不得春天，因为离恨恰如春草。我们不光要知道“春天”这个字怎么写，

还要知道万物生发，心中的希望、心中的哀愁、心中的感叹。 

李商隐写过“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

花”。莺莺燕燕如果有眼泪，就是为我打湿最高的那朵花，这一切只

发生在春天。而当一个人看春夏秋冬，觉得春也匆匆秋也匆匆，大的

离愁别恨就出现了。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无尽春花它不美，无尽秋月它

没有照亮人心。那么多往事挥之不去，在明艳花开和晴朗秋月的照耀

下触目惊心。“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春水今天还

在，我们的心还在。 

讲中国字的时候，顺便给孩子讲诗词是太好不过了。画一幅蓬勃

盎然的春景图，这样的春景中，“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那曾经

千古照亮的那条路它还在啊。 

当年张若虚问过春天的月亮。“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



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

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大家想一想明月有代，

江山有代，年年岁岁都有春花烂漫时，但是人心不呼应的话，那就是

王阳明讲的，一朵花开在深山，“尔心未见此花时，心与花同归于尽”。

你不去看它，你的心很寂寞，那朵花也很寂寞。“尔心既见此花时，

颜色一时分明起来”。所以有春花还要人去看，有中文还得人去懂，

懂了这一切，千古的春天才跟我们接续血脉。 

夏天。夏者大也，夏天是个大日子，夏从反文，从页，从臼。什

么意思呢？顶上是页子头。什么是“页”？头顶的顶，颈项这两个字，

都从页。所以“页”是头顶的意思，字头是头顶。中间从“臼”，臼是什

么？是双手交叠状，下面是一个大“反文”，是人的两脚。从头顶到手

到脚，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人摊手摊脚。 

怎么摊手摊脚睡觉的样子就叫“夏”？夏者大也，什么是华夏民族？

华美广大的民族，就是华夏民族。在长长的夏天中，杨万里看见的那

个西湖，“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

日荷花别样红”。今天很难再找到如此鲜明的色彩，在都市的污染中，

我们越来越像得了白内障，看什么都是红也不红了绿也不绿了。其实

一个长长的夏天就应该这样。春生夏长，夏天长的就是叶子，就是接

天莲叶滋养出来的这种心情。 

夏天不一定都是燥热的，辛弃疾写的夏天什么样子啊？“明月别

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农民到

了大夏天能望着秋收，高高兴兴听着蝉鸣，沐浴清风。“七八个星天



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那个时候人

还有空闲仰头望望天空，还有时光低头翻看闲书，所以中国的农民晴

耕雨读。陶渊明说得好，“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他读的什么书

啊，“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读《山海经》、读《穆天子传》都是志怪小说，用不着研究，都是泛

览流观，哗哗读过去。人一高兴，仰观天地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这

叫“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念书没念高兴，还念什么书呢？ 

秋天是什么？合谷熟也。“秋”字一边火一边禾，原来古字两边是

倒过来的，现在不也经常有火烧庄稼杆吗？烧完它土木灰就还田做肥

料了，烧秸秆的时候也在烧虫子，烧掉秸秆烧死虫子，该收成的都收

了。这个字就这么来的。 

秋天真是一个有趣的时候。“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

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

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这是柳永的词。清秋时节有爽

朗，“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但是秋天更多是走向寥落，

在寥落寂寞的秋光里，人伤晚景怕离别。如果人分两地，悠悠的思念

沉在秋色里，压在心上，这个字就是“愁”。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

好；有明月、怕登楼”。人心才是愁起处，秋色压在心上再加上这样

的明月光，人怎么走上去啊？秋色入人心才知道，“年事梦中休，花

空烟水流”。一年又这样走过去了。“燕辞归、客尚淹留”，燕子都回去

了，大雁都飞走了，人还没回去呢。“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系



行舟”。这里说了个典故。大家知道在现在的西安，原来写诗，一写

送别就灞桥送别，一灞桥送别就折柳阳关，为什么老是折柳相送？因

为柳条的“柳”谐音就是挽留的“留”。你临走留不住，给你一段柳丝，

记住我留的这个心情。柳丝就像裙带要挽住你，其实能用这样的思念

挽住江湖上的行舟吗？ 

这是秋天的情怀，农历七八九三个月，为秋季，八月半叫仲秋，

仲秋明月最盛。这轮明月照见多少别离时光。白居易说，“三五夜中

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这是故人的心罩着我呀。戴复古说，“故

人心似中秋月，肯为狂夫照白头”。苏东坡说，“此生此夜不长好，明

月明年何处看”。而李太白可以在这个时候一顿酒杯，“青天有月来几

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他要问的明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

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

常照金樽里。” 

这是中国人的中秋节啊。我不知道新加坡怎么过中秋的。我担心

大家跟月饼在一起的时间比跟月亮在一起的时间还多。 

即使没有明月又能怎么样呢？王阳明说，“去年中秋阴复晴，今

年中秋阴复阴”。他就老赶不上看月亮。但是那又怕什么呢？阳明先

生“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山河大地拥清辉，赏心何必

中秋节。”赏月即赏心，何必中秋节。 

所以苏东坡也说，“良天佳月即中秋，菊花开日乃重阳。”现在正

好在中秋和重阳之间。天上有明月，想过节，今天就是中秋。地上开

菊花，想过节，今天就是重阳。这一切，都在人心。所以秋天是个大



日子，秋天不仅收获果实，也收获诗意，收获我们的文化归属感。 

“冬”是个什么字呢？四时尽也。上面这个反文，就是结绳记事的

那几个圈，打到尽头了。底下两点，就是碎冰的裂纹。跟中国东北人

聊天，他们都说，“哎呀，俺那儿嘎嘎的冷。”什么叫“嘎嘎”的? 就是

那碎冰纹嘎嘎的老在裂。结绳记事到了头，底下有碎冰纹的季节就叫

冬天。 

中国字儿多了不起，能把抽象的意思表达得这么清楚。这个时候，

滴水成冰，大地休耕，天上下雪，人就回家过年了。中国人过春节，

是从腊月二十三的小年，一直过完正月十五的大年。之所以过这么长，

就是因为地里没活干。农闲了，人才能过年呢。这叫农耕法则，就是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该干什么的时候就干什么，

但是不要说这个时候没有诗意，“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

笠翁，独钓寒江雪。”中国人不为钓鱼，而为钓雪。这是寒冬里的那

一点点写意。也是在这个时候，“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

是雪，为有暗香来。”多么低调啊，远远的，要不闻这香味你都不知

道那是花还是雪。这是中国人喜欢的傲霜雪的寒梅。而冬天里的温暖，

就是“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这一切都为了最后这

五个字，“风雪夜归人。”有人回来的时候，就是所有人伦最温暖、最

永恒的那个时刻。 

我讲的虽然是四个字，但四季都是有诗的。所以汉字不仅仅是些

字啊，随着这指示象形向下走，能触摸到心中的诗意。这种唤醒让我

们接续上对大地的回归、对大地的致敬。在新加坡的国土上，只要再



吟起这些诗，就能够判断你还是一个中国人。 

面对着我们这些中国汉字，静穆下来向它致敬的时候，我们会看

见这个民族循着自己成长的历程。此刻，我是站在中国以外的一个国

度，但是当我可以说中文，大家都能够这样全神贯注去领会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有共同的母语。 

母语是一个温暖的词，它就像母亲一样。不管我们是热情地照顾

她、推广她，还是忽略她、漠视她，她始终都会存在。母亲一样的情

怀一定在母语中温暖守候和等待。藏在我们这个民族里面最原始的这

些秘密，就在母语之中。 

爱汉字、用汉字、懂汉字，其实不是我们给汉字增光，而是汉字

在成全我们。带着这样一份成全，我们走得更远，真正成为一个世界

公民。这一切，才是我今天要对在座各位朋友送出的祝福。希望大家

写中国字、做中国人、懂中国心，融进世界文明，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