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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宜其家室”壹

中国千年家风诗话
□马琳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中国千年的诗歌长河里，以浓墨重彩来描绘家风、家学、家道的篇章，美如珠光，灿若星海。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
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
如此良人何？绸缪束刍，三星在
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
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绸缪束
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
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这首《绸缪》，是描写新婚之夜丈
夫幸福喜悦心情的诗篇。“绸缪”
原有紧紧捆绑之意。“束薪”“束
刍”“束楚”，说的都是捆绑柴草，
用“绸缪”一词，隐喻结婚即是夫
妻结合，捆绑在一起，难解难分。

再如《桃夭》，也是一首对姑
娘出嫁成婚组成幸福家庭的赞
歌：“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
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
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
归，宜其家人。”诗歌中“宜其室
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层
层递进，赞颂姑娘姣美可人的同
时，也祝福她给家庭带来幸福和
顺。一直以来，《桃夭》的广泛传
唱也让“宜室宜家”成了中国传
统文化里对待嫁女子的最高评
价。

“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
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
二人。……夙兴夜寐，毋忝尔所
生。交交桑扈，率场啄粟。哀我填
寡，宜岸宜狱。……惴惴小心，如
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
首《小宛》，描述了一个飘摇于乱
世的不幸之家。作者在“宜岸宜
狱”之时，耿耿难眠，既怀念去世
的父母，又怨恨“壹醉日富”的兄
弟，思前想后，感慨万端，念及先

人、告诫弟兄，传承祖德、不忘家
风。唯有“惴惴小心”“战战兢兢”

“夙兴夜寐”，方能“毋忝尔所生”，
不辱父母，不辱门庭。

《命子》这首诗作于晋孝武帝
太元十八年（393），此时的陶渊明
二十九岁，他的长子已经七岁。
命子者，训子也。《命子》一诗为我
们叙述了一部清廉谨慎、淡泊高
远的家族史，同时也为我们展示
了一位年轻父亲如何热切希望
儿子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光耀
陶家门楣的愿望。“日居月诸，渐
免子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
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
才，亦已焉哉！”这首诗的末尾四
句，同样出现了诗经《小宛》里的

“夙兴夜寐”，充分表达对儿子的
殷切希望和谆谆诫勉，希望他将
来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而“尔
之不才，亦已焉哉”，让庄重的描
写，平添了几分幽默。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
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
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
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在《命
子》之后差不多十年，陶渊明写了

这首《责子》，虽为“责子”，却无教
训，直白近俗，娓娓道来，更以戏谑
诙谐的语句，漫画式的夸大了孩子
们的缺点，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命子》诗中的殷切期望，《责
子》诗中的宽容慈爱，孩子们或贤
或愚，陶渊明都牵挂在心，与他们
同呼吸、共甘苦。《杂诗》里的“亲戚
共一处，子孙还相保”，《与子俨等
疏》里的“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
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
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
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甚至到
了晚年，孩子们都长大了，陶渊明
还引经据典地教导他们要团结和
睦，同居同财。四百多年后，唐代
诗人白居易曾专门到访陶渊明的
旧居，有《访陶公旧宅》一首，诗中
慨叹“夷齐各一身，穷饿未为难。
先生有五男，与之同饥寒。肠中
食不充，身上衣不完。连征竟不
起，斯可谓真贤”，对他与妻儿同
甘共苦的亲情，以及他对祖德家
风的守护与弘扬，表达了深深的
敬意。

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的唐代诗人杜甫，继承了《诗经》以来
对家族亲情的表现传统，深刻描绘了
他在乱离奔忙的经历中对家人亲戚的
复杂情感。粗略统计，他涉及祖训、家
风、婚姻及子女的诗，多达百余首。

“阿翁懒惰久，觉儿行步奔。所
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小人利口
实，薄俗难可论。勿受外嫌猜，同姓
古所敦。”这是杜甫《示从孙济》一诗
的最后四句，他以一个老者的身份
训诲后辈，切勿听信小人挑拨离间
之语而使家族成员相互猜疑，进而
勉励后辈护佑根本，传承家风。

在杜甫的子女中，他最是偏爱
“聪慧与谁论”的宗武，并有《忆幼子》
《宗武生日》《又示宗武》及《遣兴》等数
首诗歌专门写这个小儿子。如昂扬

轻快的《宗武生日》中“诗是吾家事，人
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
两句，为家族诗文传统自豪的同时，更
对幼子寄予厚望，勉励他熟读《文选》，
莫贪浮华，继承父志，诗礼传家。而杜
甫更是严于律己、身体力行，将写诗当
成一种“家业”。将所见所闻所思，吟
之为诗，笔耕不辍，终其一生。

或许，在杜甫的心里，还有一份
“家业”比写诗更为重要。“磨刀呜咽
水，水赤刃伤手。欲轻肠断声，心绪
乱已久。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
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这
首深悉人伦，兼明大义的《前出塞九
首·其三》中，“丈夫誓许国，愤惋复
何有”最是铿锵有力，忠义激烈且无
怨无悔的报国情怀，便源于杜预和
杜审言这样的祖辈先烈。

当然，以诗词来描绘家风、家
学、家道的，陶渊明、杜甫、元好问
等仅仅是其中的代表。

“明者处事，莫尚于中。优哉游
哉，与道相从。”西汉辞赋家东方朔晚
年写给儿子的《戒子诗》中，从自己亲
身经历的经验教训出发，向其子灌输
淡泊名利、顺其自然的处世之道。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
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东汉末期

“建安七子”之一刘桢的这首《赠从
弟》里，他借松树的高洁以自勉，也
勉励堂弟，希望弟弟坚贞自守，不因
苦难而改变耕读传统、孝廉本色。

“君家有贻训，清白遗子孙。
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
与素，偕老同欣欣。”唐代诗人白居
易的这首《赠内》，写于他与杨虞卿
的从妹杨氏结婚之时。如叙家常
般的要求杨氏与自己一道谨记祖
上遗训，同甘共苦，保持清白家风。

北宋政治家及文史大家司马
光在《家训》里有：“积金以遗子孙，
子孙未必守；积书遗子孙，子孙未
必读；积阴德于冥冥中，以子孙长
久之计。”诗礼传家一直是中华传
统文化里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将

这一规范与准则传承下去，才是对子
孙最有益处的事。

“我母本强健，今年说眼昏。顾
怜为客子，尤喜读书孙。事业新灯
火，桑麻旧里村。太平风俗美，不用
闭柴门。”元末明初诗人王冕的这首
《归家》，以一幅家庭和睦、天伦之乐
的温暖画面，让我们身临其境地看
到三代人的家族传承与归属。

元末明初诗人杨维桢的《蔡君俊
五世家庆图诗》里有：“传家五叶忠孝
俱，郁葱佳气无时无。有母有母徐卿
徐，生儿衮衮麒麟驹。”明代诗人卢龙
云的《方生志赓自三吴归索一言以寿
其尊人为赋二首》里有：“岁月看逾
远，诗书泽未央。冈陵何所颂，承志
在明光。”《示侄孙生蕃》中，明末清初
的思想家王夫之以追述先辈来勉励
侄孙：“吾家自维扬，来此十三世。虽
有文武殊，所向惟廉耻。不随浊水
流，宗支幸不坠。传家一卷书，惟在
尔立志。”清末诗人王润生在《述先训
示儿》中，同样以祖训诫勉儿子：“忠
厚传家诰在庭，还期松柏与同青。诒
谋宜识先人意，缵绪常留后嗣型。退
一步行途总坦，作三冬计节长馨。高
曾矩矱分明在，莫等建党陋室铭。”

“传家诗学在诸郎，剖腹留书死
敢忘。背上锦囊三箭在，直须千古
说穿杨。”金代诗文大家元德明以诗
传家，对诸儿期望深切，甚至在临终
前仍有“剖腹留诗”之语。他有三个
儿子：长子元好古、次子元好谦和幼
子元好问。写这首诗的，是元好古。

而三兄弟中，元好问无疑是最
为出色的。他“七岁能诗，有神童之
目”，后来逐渐成为宋金对峙时期北
方文学的主要代表、文坛盟主及一
代廉吏。元好问深刻体会到家庭环
境、家庭风气及家庭教育对士人的
培养的重要作用。正如元好问所
言：“士之有所立，必藉国家教养、父
兄渊源、师友讲习，三者备而后可。”

元好问正是在家族中文化素养

极高的父亲、兄长、嗣父母的教导
下，于读书、治学、为官、处世及子女
教育上都体现了他对家学的传承、
对人世的悲悯、对自然的关照。

“墙外桑麻雨露深。堂前桃李有
新阴。高门因见古人心。三世读书
无白屋，一经教子胜黄金。小雏先与
唤琼林。”这首《浣溪沙·外家种德堂》
里有元好问的教子理念。元好问的
三个儿子元拊、元振、元总，被要求在
祖德家风的传承光大上做到循规蹈
矩、时时处处。元好问对爱女元严也
悉心教导，使她成为诗书满腹的一代
才女。元好问有《寄女严三首》，其中
一首是这样写的：“添丁学语巧干弦，
诗句无人为口传。竹马几时迎阿姊，
五更教诵木兰篇。”

家业“诗是吾家事”叁

家传“与道相从”伍

家学“父兄渊源”肆

我希望借十九世
纪法国大文豪雨果的
两首诗歌，与中国的
诗歌进行柔和的碰
触，由“家风”落在更
有温度的“家”上，将
遵守的“规矩”化为平
等的“爱”，或许可以
获得几声回响。

云雀之于雪莱，
鲜花之于彭斯，和儿
童之于雨果，都是诗
人心中最美好的事
物。雨果一生中写过
太多关于儿童的诗歌
了，如这首最让人喜
欢的《女儿，在早晨》：

早晨，我往往听见她
在 我 的 窗 子 下

轻轻地玩耍

她在团团的朝露
中玩耍，

没有一点声音，
她怕惊醒了我；

我也不去打开我
的窗棂，

我怕惊动了她。
在女儿莱奥波特

蒂娜去世一周年的前
夕，雨果写下了一首悼
念女儿的小诗。诗人
从清晨出发，步行三十
多公里，无心于沿途美
景，去为不幸夭折的女
儿上坟。多情的法国
人尤其深爱这首凄美
的《明日，黎明》，绝大
多数人都能背诵。

明天，破晓时分，
当田野微明，

我就启程。你看，
我知道你在将我等候。

越过高山，穿过
森林，

在远离你的世界
里，我片刻也不想停留。

我默默地思索，
孤独前行，

外面的世界，不
看也不闻。

我弯着腰，背着
手，步履匆匆，

满心的忧伤啊，
白昼也如黑夜降临。

我不凝望那金色
落日的辉煌，

也不远眺驶向阿
尔弗港湾的风帆，

到达时，我将在
你的墓旁，

放一束翠绿的冬青，
和一把盛开的欧士南。

|相关链接|

雨果致女儿
“我怕惊动了她”

家训“愿尔斯才”贰

陶渊明家训“愿尔斯才”。

元好问家学深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