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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有人姓“碗”，“收藏迷”杨晓铁丢下饭碗就
开始打电话联系。对方答应了，他的1500多张百家
姓名片里，又将多一个少见的姓氏。

12年收藏了1500张名片

香、幼、墨、了、冻、老、心，这些字看起来很普通，
但作为姓，就十分奇特了。昨天，记者在杨晓铁的办公
室里，看到了这些姓氏的名片，甚至连东、南、西、北、
中，还有梅、兰、竹、菊这样的姓氏，他也都集齐了。

杨晓铁家住武昌徐东大街，是一家国企的员工，从
2005年开始收藏名片，迄今已收集了1500多个姓氏。

每每结交陌生朋友，第一件事就是要名片，这已
经成为他的一种社交习惯。有一次，杨晓铁的儿媳生
孩子住月子中心，他看到墙上贴的工作人员有一位
姓圣，便立即找其要了一张名片。也有扑空的时候，
有一次，他在外地旅游，看到一家咖啡馆的名字叫

“令狐”，以为老板姓令狐，进去一问才知，老板姓张，
是个金庸迷。

越姓小伙千里寄来名片

“还有人对我的姓氏感兴趣，很意外。”小越是陕
西人，早年来到北京打工，开了一家路边摊烧烤店。

一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杨晓铁听说有人姓
越，很感兴趣，立即打通了小越的电话。电话那头，听
说对方是收藏百家姓的，小越几乎不敢相信。杨晓铁
问他要一张名片，可他只是一个小个体户，没有名
片，就当即找人专门做了一张，千里迢迢寄给了远在
武汉的杨晓铁。

“我到北京这么久，没有碰到过一个同姓的，有
人关注我的姓，其实挺感动的。”小越说。

“我在索要名片时，多数人非常配合支持。”这些
年来，杨晓铁经常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多种方式
收集名片，手写书信不下100封，收到名片后，他会查
阅姓氏起源发过去，作为对对方的回赠。

“不少罕见姓氏几近‘濒危’。”中国怪僻姓氏研
究专家王万江说，像杨晓铁这样，下这么大力气收集

“濒危”姓氏，很难得，也很可贵，可以说为百家姓研
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 据《武汉晚报》

镜头里的菅庆英，穿着一身红黑
格子外套，戴着金色细边眼镜，普通话
有些蹩脚，一字一顿，“孩子，你离开爸
爸妈妈17年了，孩子，你回来吧。”

这是菅庆英自行录制，在民间
公益平台“中国失踪人口档案库”上
播放的视频。自张来玉失踪那天
起，菅庆英就走上了漫漫寻子路。
17年来，一家人辗转国内多地，始
终未能找到儿子的痕迹。菅庆英告
诉记者，自己现在“只想知道孩子下
落”，“哪怕不在身边，哪怕他成了残
疾，也要找到儿子。”

2017年5月29日上午，菅庆英
接到一条线索，称上海浦东机场附
近有一名流浪汉，跟照片上的张来
玉有一点像。她马上托了在上海的
老乡前去辨认，却再一次失望。

“习惯了，都有点麻木了。”菅庆
英苦笑两声，告诉记者，自己“挺得
过去”。菅庆英今年65岁，家住山
东省济南市济阳县济北开发区，退
休前曾是一名纪委干部。儿子张来
玉，一直是菅庆英的骄傲。

如今，张来玉已经失踪17年。
时间倒回1999年的那个夏天，

高考放榜，18岁的张来玉以济阳县
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南京大学材
料科学系录取。

“他学习很努力，一直很要强，

本来的志愿是北京大学。”菅庆英
说，从小到大，儿子学习成绩一直很
好，高中三年，多次获得全校第一，
家人和学校老师，都对他寄予厚
望。菅庆英把儿子从小到大获得的
三好学生证书、奥林匹克竞赛奖状
按照年份，一张一张捋好、抚平，然
后展示给记者看。

尽管未能进入理想中的学校，
但在菅庆英看来，儿子已经发挥出
了应有的水平。1999年夏天，从未
离开过山东的张来玉，在父亲张立
新的陪同下，乘坐火车来到南京大
学浦口校区报到。

尽管离家千里，菅庆英说，张来
玉每隔两三天，都会给家里打一个
电话“报平安”，从未间断。2000年
4月17日晚间，菅庆英再次接到儿
子电话。

“那天跟以前一样，他的话不
多，跟我说一切都好，我叮嘱他多吃
一点饭。”菅庆英没有想到，这个“并
没有什么异常”的电话，竟是自己最
后一次听见儿子的声音。

2000年4月20日，南京大学浦
口校区一名负责人致电菅庆英，说
张来玉“不见了”，学校组织了师生
在周边地区寻找，但是没有下落。

菅庆英说，接到电话后，自己
“吓傻了”。

山东济阳高考状元失踪17年
家人辗转多地寻找多年未有线索

1999 年，菅庆
英时年18岁的儿子
张来玉，以山东省
济阳县理科第一名
的成绩，被南京大
学 材 料 科 学 系 录
取 。 不 到 一 年 ，
2000 年 4 月 20 日，
菅庆英接到学校打
来的电话称，儿子
于一天前的上午突
然走失，遍寻学校
及周边地区，均没
有线索。

张来玉高中时在家中拍摄
的照片。

武汉收藏迷
12年收集罕见姓氏

接到学校电话后，张来玉的父
亲和大伯当天赶到了南京。校方和
警方也出动人手，在南大浦口校区
周边以及火车站、汽车站等地进行
了寻找，几天过去一无所获。

张来玉父亲回到家后，济阳县
委宣传部也加入了寻找，并印发了
寻人启事。此后，菅庆英家人揣着
寻人启事，走遍了山东、安徽、江苏、
河南等省。菅庆英拍摄了寻亲视
频，将张来玉的个人信息放到网上，
希望得到更多线索。

南京市浦口警方一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由于事发久远、辖区变动
等原因，当年的很多细节已经不
清。但如果张来玉的家人来南京寻
亲，警方会给予帮助。

如今，又是一个高考季，看到邻
居准备应考的孩子，菅庆英说，自己

“无法抑制地想儿子”。
1999年的那个夏天，菅庆英曾

经觉得，自己可能是济阳县“最幸福
的人”。县里为张来玉召开了表彰
大会，还颁给他一千元现金奖励。
张来玉拿到钱后，转身就全部转赠

给了一名家境困难的同学。
“人家都羡慕我们，孩子成绩

好，还懂事，那时觉得，未来肯定特
别好。”

17年来，儿子在家的点点滴滴，
在菅庆英的脑中一遍遍“重演”。她
记得高考前，儿子没有住校，一日三
餐在家吃，吃完饭后，会小跑着回学
校上自习；她记得儿子平时跟自己话
不多，有点儿闷，但是跟同龄人在一
起时，又是个“话篓子”；再往前一些，
她记得儿子初中时还没有女生高，到
高中毕业时，已经成了大小伙。

想儿子的时候，菅庆英就写诗。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我想儿的时候，
想儿的时候就流泪，泪湿透枕头；逢
年过节的时候，是我想儿的时候，想
儿的时候倚门望，望眼穿镜头；风雨
交加的时候，是我想儿的时候；想儿
的时候咒天气，怕儿淋湿透。”

她把儿子的学生证、团员证乃
至借书证都一一用布包好，证件上
面的照片里，张来玉浓眉大眼，嘴唇
上有一撇小胡子，看着菅庆英笑。

据《新京报》

家人寻子17年

当年事发两天前曾与家中通电话

杨晓铁收藏的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