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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汪曾祺的众多图片中，有一张特别具有文
艺范儿：汪曾祺穿着一件竖条纹的开领毛衣，露出
两个衬衣领子，一双透出灵光的慧眼，长而卷曲的
寿眉，银白的双鬓，明亮前额上的道道“坎坷”皱
纹，指间一支正在燃烧的香烟所散发出的云雾盘
旋升腾，氤氲而生出一种恬淡安宁、适意自在的精
神气质。对了，这就是那个读者心中的文艺老头，
就是那个智慧老人。

汪曾祺何以成为汪曾祺？汪曾祺及其文学作
品的独特精神气质是什么？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流
逝有那么多的批评家、研究者和读者越来越喜欢
汪曾祺的作品？汪曾祺的小说《异秉》中的“百事
通”张汉轩说，“凡是成大事业，有大作为，兴旺发
达的，都有异相，或有特殊的禀赋。汉高祖刘邦，股
有七十二黑子——就是屁股上有七十二颗黑痣，
谁有过？明太祖朱元璋，生就是五岳朝天——两
额、两颧、下巴，都突出，状如五岳，谁有过？樊哙能
把一个整猪腿生吃下去，燕人张翼德，睡着了也睁
着眼睛。就是市井之人，凡有走了一步好运的，也
莫不有与众不同之处。必有非常之人，乃成非常之
事。”正如《异秉》小说所讲的一样，对于汪曾祺而
言，其创作成功亦必有过人之处的“异秉”。

汪曾祺的“异秉”有三。其一是童年对生活的
观察和体验。汪曾祺在《〈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
的》中提到自己童年生活与文学创作的深厚关系。

“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这一点和我
的老师沈从文有点像）。放学回来，一路上有很多
东西可看。路过银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银匠在模子
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的虎头帽上
的小罗汉。路过画匠店，我歪着脑袋看他们画‘家
神菩萨’或玻璃油画福禄寿三星。路过竹厂，看竹
匠把竹子一头劈成几岔，在火上烤弯，做成一张一
张草筢子……”“也许是这种东看看西看看的习
惯，使我后来成了一个‘作家’。”生活是一本大书。
来自童年生命体验的生活已经成为日后作家进行
审美想象与建构的精神内核与思想原点。毫无疑
问，正如老北京之于老舍、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
湾湾汊汊的高邮湖之于汪曾祺，不仅仅是故乡，是
童年，更是展现民俗风情的精神地理所在。

“异秉”之二是汪曾祺受到独特的传统文化艺
术教育。汪曾祺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多才多艺，
具有浓郁的艺术气质，不仅会画画，而且会刻图
章、拉胡琴、糊风筝、摆弄各种乐器。“如果说我对
文学艺术有一点‘灵气’，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
受来的遗传基因有点关系。”除了父亲的熏陶之
外，学校文学教育也给汪曾祺以较深的传统文化
影响。高北溟先生、韦子廉先生和沈从文先生，给
予了汪曾祺从性灵派、桐城派和现代文学等包含
着人道主义和传统文化思想的较为完整的文学教
育。这种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教育，不仅给汪
曾祺打通了各种艺术之间的障壁，而且培育了一
颗仁爱和美的心灵。

仅有这两点“异秉”也足可以成名了。是的，汪
曾祺少年就已经成名，较早就表现出过人的才华；
但是，真正在当代文学史产生重要影响力是汪曾

祺在1980年代以后的作品。这正是汪曾祺文学人
生的耐人寻味之处。这就引出了汪曾祺的第三个

“异秉”，即“文革”悲喜两重天的独特生活经历和
生命体验。正如清人赵翼在《论诗绝句》中说“国家
不幸诗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文革”时期的独
特经历，让汪曾祺体验到政治的荒诞和无常，重新
以一颗智慧的心灵领略宋儒所呈现的中国传统文
化精神气质结构，喜欢“万物静思皆自得，四时佳
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好，须知世上苦人多”
的宋诗及其所呈现的平常心与悲悯心。正是因为
有了这三个“异秉”，汪曾祺才能够在新时期文坛
重新崛起，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天马行空的姿
态，如晚翠枇杷般绽放生命的光彩。

事实上，汪曾祺发表于青春年少的《鸡鸭名
家》已经呈现了他的独特艺术风格和创作路数，即
关于江南高邮湖地域民情风俗的传奇人物系列的
审美书写。“大淖是一片大水，由此可至东北各乡
及下河诸县。水边有人家处亦称大淖。这是个很动
人的地方，风景人物皆有佳胜处。在这里出入的，
多是戴瓦块毡帽系鱼裙的朋友。乘小船往北顺流
而下，可以在垂杨柳、脆皮榆、茅棚、瓦屋之间，高
爽地段，看到一座比较整齐的房子，两旁八字粉墙，
几个黑漆大字，鲜明醒目；夏天门外多用芦席搭一
凉棚，绿缸里渍着凉茶，任人取用；冬天照例有卖花
生薄脆的孩子在门口踢毽子；树顶上飘着做会的纸
幡或一串红绿灯笼的，那是‘行’。一种是鲜货行，代
客投牙买卖鱼虾水货、荸荠茨菇、山药芋艿、薏米鸡
头，诸种杂物。”这段关于“大淖”附近风物的描写，
让读者一下子就感到沈从文在《边城》中对茶峒酉
水两岸风景的诗意描绘。这里也以顺水的流向和走
势来刻画“风物”，有不同景物的空间交错，有粉、
黑、绿、红色彩的流变，浓郁生活气息和盎然情绪扑
面而来。从这里，汪曾祺引出了小说要描绘的重点，
炕房的余大房及其炕房师傅余老五。

从传奇人物叙事角度来看，余老五形象的建构
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极为精彩的，是达到了短篇
小说艺术体裁所能表达的叙述极限，写出了余老五
作为炕房师傅的独特性的一面。而另一个“倪二”形
象则显得有点单薄。从整个小说结构来看，开篇的铺
垫则显得有点臃肿。毕竟这是汪曾祺早期的作品，有
瑕疵，更有极精彩处，显现出惊人的才华。

写于1980年代初期的《大淖记事》继承了早
期《鸡鸭名家》的江南叙事题材和人物传奇建构的
创作路数；不同的是，《大淖记事》人物更加圆满，
多了一个性格成长、演变的发展过程，而且主题内

涵也从传奇性的故事生动性追求转向人物形象本
身的内在情感和生命精神的深度叙述。《大淖记
事》把过去作为背景的高邮湖湾汊的“大淖”直接
作为小说的名字，成为叙述中无处不在的“在场
者”，与主人公的命运一起流转回望。从叙述笔法
上看，汪曾祺对“大淖”的叙述已经更加成熟和圆
润，“大淖”的形象已经有了春夏秋冬的四季轮廓，
而且有了更加自由奔流的生命气息，“夏天，茅草、
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点头。冬天，下
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
的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
晶地堆积着。”正是在“大淖”的岸边，分别居住着
锡匠帮和挑夫们。汪曾祺不慌不忙，悠闲自如地，
由远及近介绍出兴化帮锡匠和一群女挑夫们，最
后才捻出人中金凤凰名唤十一子的小锡匠和长成
一朵花的巧云姑娘，以及他们经受生死考验的爱
情故事。被保安队刘号长霸占的巧云毅然决定与
十一子约会，以冰冷的方式对抗刘号长。刘号长把
小锡匠抓起来，打得死去活来，让他告饶。小锡匠
宁死不屈，捍卫与巧云的爱情，并在锡匠们的帮
助下最终赢得了胜利。

十一子能进一点饮食了，能说话了。巧云问他：
“他们打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

你了，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
“你要我说吗？”
“不要。”
“我知道你不要。”
“你值吗？”
“我值。”
“十一子，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
“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
“好，亲你！”

这一段对话极为精练而传神，写出了十一子
和巧云内心的疼与痛、恩与爱，活泼自如而又生动
亲切，富有人间烟火味和爱情气息。巧云姑娘也自
此成为一个“挑着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
连枝藕，风摆柳似地穿街过市，发髻的一侧插着大
红花。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长睫毛忽闪忽闪的。但
是眼神显得更深沉，更坚定了”的很能干的小媳妇。

在汪曾祺的众多精彩小说中，《受戒》无疑是
最成功、影响最大，也是最洒脱、最圆润的作品。

《受戒》读来如行云流水，了无挂碍，可以说是一气
呵成，而且余音绕梁，耐人寻味。小说叙述地点依
然是江南，依然是传奇人物系列的写作，但是已经
去除了单一性传奇人物的浓墨性书写，而是注重

人物和人物之间、背景和主色、次要人物和主要人
物之间的均匀平衡问题，不求某一个人物形象的
浓墨重彩，而是寻求整体人物之间的和谐自然，彼
此之间的内在精神联系和生命精神的灌注。正是
这样一种整体性自然和谐美学的审美观照，《受
戒》中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是那样栩栩如生，小英子
的硬朗的爸爸、干净利落的妈妈、美丽而娇羞的姐
姐，以及小和尚邋邋遢遢的舅舅师傅、枯寂的普照
老和尚、无比聪明的三师傅等等，不一而足，可谓
是“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无一不是散发着内
在生气和灵性。更有意思的是，在小和尚明海看
来，这真是一个自由的天堂：日子清闲得很，这庵
里的和尚不兴做什么早课、晚课，敲三声磬就全都
代替了，和尚还可以娶妻生子，闲时打牌，春节可
以在大殿杀猪以及老和尚所念的“往生咒”。这里
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之说，有的只是生命的庄严、
自由和情感的自然律动。如画龙点睛一样，《受戒》
的文眼是明海和尚的“受戒”情节。这是一个开放
性的结构，一方面呈现了明海可期待的、做一个有
为和尚的未来；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人物的深层情
感世界。在明海这一个关键节点上，小英子表现出
了异乎寻常的关切，不仅送明海去受戒，而且也去
接明海。在接明海受戒回来的“大淖”中，小英子和
明海订立了爱的盟约。小说的意味之处出现了：明
海是去“受戒”的，表面看“受戒”成功了，但是与小
英子的山盟海誓又在无意之中打破了“戒律”。而
汪曾祺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所谓的“戒律”也不过
是人为的束缚，更重要的是超越种种人间的“清规
戒律”，追寻生命的本真和自由。这才是宇宙的律
动、生命的律动，从这意义上说，《受戒》打破了以
往的叙述局限，呈现一种完整的人物性格和故事
发展过程，达到了叙事的自由和语言的自如境地，
是一个风起云生、云卷云舒、气韵生动、情节完整、
人物饱满、意蕴深厚的经典小说。

汪曾祺在生命晚期的作品进一步表现了这种
追求生命自由意志的精神高度。《仁慧》《侯银匠》

《鹿井丹泉》《薛大娘》表达了汪曾祺对生命自由本
质的深层思考。《仁慧》中的尼姑仁慧，是一个不拘
于尼姑凡俗戒律的、特立独行的女性，其解放追求
已经大大逾越了同时代的“欲望化”、“私人化”写
作。仁慧不仅会做素斋，而且学会了和
尚的“放焰口”，“穿金蓝大红袈裟，戴八
瓣莲花毗卢帽，两边两条杏黄飘带，美
极了！”土改之后，仁慧开素菜馆，后云
游四方，心无挂碍，处于大自在状态。

《侯银匠》恰好是一个反例，因为妻子死得早，女儿
菊子过早懂事而在婆家操持整个家务，甚至无暇
回来跟父亲住几天。“侯银匠常常觉得对不起女
儿，让她过早懂事，过早地当家。她好比一树桃子，
还没有开花，就结了果子。”读来，让人无比心酸。

《鹿井丹泉》借助于人鹿相恋的民间故事，呈现世间
恶势力对善良、美和爱的戕害，表达对宇宙间真爱
的呼唤，哪怕是跨越不同种族、种类的生命之爱。

《薛大娘》重新回到了人间烟火之气。薛大娘
自身因为经历着守活寡的苦日子，所以特别理解
青年男女的相思之情，甚至愿意为之穿针引线，配
成佳偶。面对世俗的议论，薛大娘很坦然地说，“他
们一个有情，一个愿意，我只是拉拉纤，这是积德
的事，有什么不好？”后来，薛大娘遇到了药店“管
事”吕三，打心里喜欢他。而吕三也是和药店伙计
一样，一年只能回老家一次，其他时间住在店里。
薛大娘在一天下午跟吕三好了起来。对于别人的
议论，薛大娘说，“不图什么，我喜欢他。他一年打
11个月光棍，我让他快活快活——我也快活，这
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谁爱嚼舌头，让她们嚼
去吧。”在汪曾祺看来，薛大娘“是一个性格没有被
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
解放、自由的人”。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
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晚年汪曾祺的文
学创作，因为所经历的丰富性和岁月的历史沉酿，
对世间人事的思考而超越了明伦纲常，脱去了一切
世间的凡俗束缚，直接追寻生命的本真、自由，歌颂
爱与美，达到了以往创作所没有的思想深度和精神
高度。汪曾祺在看似随意恬淡的时候，也显现出对
真善美的强烈渴慕和假恶丑的极端厌恶之情。

需要说的是，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还有一个特
色就是诗画异体同构，即在文学创作中显现出一
种独特的艺术绘画感。这一方面呈现在汪曾祺大
多数关于江南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里面有大量
的关于高邮湖湾湾汊汊的自然风光的抒情绘画，
也有关于湖岸上七行八作的民间社会风俗描写的

“浮世绘”，更有着对江南传奇人物形象的工笔细
描般肖像画。可以说，汪曾祺的很多小说作品有着
绘画的艺术审美思维痕迹，是一种隐形的绘画存
在。另一方面，在汪曾祺的文学作品中还有一类是
直接把绘画艺术引于文学创作之中，成为文学作
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显然是绘画艺术在文
学文本中的显性存在。汪曾祺的《鉴赏家》《岁寒三
友》等作品就是这种类型。尤其是《岁寒三友》写得
非常精彩，呈现了以靳彝甫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
人的艺术情怀及其艺术化人生的生命轨迹。

综上所言，毫无疑问汪曾祺及其作品是中国
当代文学的“异秉”，一个独特的无可替代的生命
存在和艺术存在。哦，这个可爱的文艺老头，智慧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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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刊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

名士的背影
——汪曾祺其人其文 □徐文翔

汪曾祺：中国当代文学的“异秉”
□张丽军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名士的传统。远的如魏晋，整个儿就是
一个名士的时代，竹林七贤、陶渊明，滋养了一代代中国人的精
神；近的就更亲切了，民国时期的名士数不胜数，光说汪曾祺的
母校西南联大吧，就汇集了多少有名士范儿的大师级人物！汪
曾祺清楚地记得，闻一多讲《楚辞》的开场白便是：“痛饮酒，熟
读《离骚》，乃可为名士。”话是这么说的，但真要做名士可没这
么简单。名士首先是士，士是什么？士要有传承、有才学、有情
调、有操守，还要有那么一股潇洒、淡然的劲儿——当然，再加
上名气，方可称名士。汪曾祺，恰好就是这么一个人。

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士
大夫家庭。他的祖父是清末拔贡，写得一手好文章，同时还兼
具一点儿诗人气质。祖父对汪曾祺极为宠爱，亲自教授他古文
和书法。而他的父亲汪菊生更是一位多才多艺、带有名士色彩
的人。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汪曾祺这样描述父亲：“父亲手
很巧，而且总是活得很有兴致。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个
画家，会刻图章，他会摆弄各种乐器……他养蟋蟀，养金铃子，
他养过花……我的童年是很美的。”不仅如此，这位兴趣广泛、
才华横溢的父亲还很随和，从不像古板的八股先生那样教育
孩子，而是将他当朋友看待，喝酒时给儿子也倒上一杯，抽烟
时给儿子也分上一支，而且先给儿子点上火。汪曾祺初恋时写
情书，他竟然在一边出谋划策。这种宽松和谐而又充满浓厚文
化气息的成长环境，深刻地影响了汪曾祺的个性。多年之后，
他如此温情地回忆自己的父亲，恐怕不单单是对过往的追忆，
更是在饱经沧桑后，对父亲生活情趣和人格理想的认同吧！可
以说，汪曾祺身上那种富有才情、天真散漫的气质，早在童年
时期便已打下深深的烙印了。

抱着“碰运气的心态”而考上西南联大，对汪曾祺来说无
疑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他后来回忆说：“我到昆明考大学，
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
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这个民主
而宽松的特殊环境里，汪曾祺的名士范儿得以最大限度地显
露出来。据夫人施松卿说，这时的汪曾祺，常年一袭长衫，一双
布鞋，顶着一头乱发，喜欢泡茶馆，经常白天睡觉而晚上看书。
在他最为景仰的三位老师中，闻一多是最可称名士的。他走进
教室，便点燃烟斗，有时抽卷烟，就问学生：“你们谁抽？”于是

讲台上下老师和学生一起喷云吐雾，汪曾祺自然也在其中。有
一件事汪曾祺最为得意：他为人捉刀写的一篇评论李贺的读
书笔记，文采斐然，闻一多读罢称赞道：“你的报告写得好，比
汪曾祺写得还好！”闻一多不幸遇难后，汪曾祺沉痛地说：“闻
先生是很喜欢我的。”另外一位老师沈从文，好像离名士的形
象差得很远，可是在内在气质上，他却对汪曾祺影响甚深。汪
曾祺曾这样评价沈从文：“我觉得沈先生是一个热情的爱国主
义者，一个不老的抒情诗人，一个顽强的不知疲倦的语言文字
的工艺大师。”“沈先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非常容易动情，
非常容易受感动。他对生活，对人，对祖国的山河草木都充满
感情，对什么都爱着，用一颗蔼然仁者之心爱着。”如果说闻一
多对汪曾祺名士气质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外在；那么沈从文
的影响则更多地表现为内在，他后来的为人、为文，都能看到
乃师沈从文淡泊、从容、温情的影子。

有的名士是锋芒毕露的，刚硬而决绝，像一支剑、一团火，
比如嵇康。而有的名士则是刚柔并济的，温润而坚毅，像一杯
酒、一块玉，比如陶渊明。汪曾祺固然也有“年少轻狂”的岁月，
但他的名士范儿，离后者更近点儿。说“近点儿”，是因为他和
陶渊明还略有不同。陶渊明是徘徊在出世入世之间的，而汪曾
祺则完完全全是入世的。入世和名士放在一块，好像有点儿不
和谐，但汪曾祺恰恰就是一个入世的名士。他入世，但不佞世。
汪曾祺自己说：“我追求的是和谐”。此和谐不是政治术语，而
是一种生活情调，一种人生境界。我们见惯了那些佯狂诗酒、
抱膝高吟的名士范儿，突然就碰到了汪曾祺这么一位，真得好
好琢磨一下。

实际上，汪曾祺追求和谐的这种“另类名士”气质，同他儒
家为主、道家为辅的人格构成有很大关系。他坦言：“我不是从
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
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何为儒家的人情？最根本的当
然是浓厚的现世关怀情结。但不可忘了，儒家的现世关怀，和
与自然的和谐是分不开的，二者融合在一起，便是一种“诗性
人格”。汪曾祺说：“我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
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这种诗
性人格对汪曾祺的影响几乎是终其一生的，这从他亲近自然、
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从他写作中体现的浪漫主义和人文情
怀就能看出来。但与此同时，汪曾祺又极为讲原则，儒家思想
中士的坚守、自重，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从不肯利用
朋友为自己谋取方便。著名文字学家朱德熙是汪曾祺在西南
联大的同班同学，两人一直是莫逆之交。在 20世纪 60年代的
艰难日子里，有一次家中遇到难事，妻子半开玩笑地对汪曾祺
说：“德熙是北大的副校长，咱们朋友中最大的官儿，托托他
去？”孰料一贯温和的汪曾祺竟大发雷霆，向妻子吼道：“别添
乱！”作为一名作家，他的这种坚守更体现在对文学标准始终
不渝的独立见解上。担任《民间文学》主编时，他别具慧眼，发
现陈登科来稿错字下埋藏的“金子”，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
不佳作品不留情面，宁可得罪上级。这种对信念的坚守、深藏
在骨子里的傲气，与他的诗性人格合在一起，便是儒家思想在
汪曾祺身上的独特体现。

儒家思想对汪曾祺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如果仅仅是儒家，

还不足以成就他的人生境界，也不足以玉成他小说、散文创作
的田园风格。人之一生，所得有限，而欲望无穷。再诗性的人
格，只要“爱人”、“入世”，便不得不有所追求——不管是物质
的还是精神的，而有所追求，便容易为得失挂怀，陷入烦恼困
顿中。汪曾祺一生淡泊名利、潇洒从容，尤其在最艰难的岁月
里，始终以从容、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煎熬和折磨，这与道家的
影响有很大关系。他自承“年轻时很爱读《庄子》”，还说：“有评
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
一点。”不论何种境地，汪曾祺都能保持一颗平静、旷达的心，
并积极去创造诗意、优美的文学与人生。待到艰难的日子过去
后，大家从他“重操旧业”创作的《葡萄月令》《受戒》《大淖记
事》等作品中，惊喜地读到了一个更加淡泊、从容、温情的汪曾
祺。这与其说是汪曾祺给予读者的馈赠，倒不如说是生活给予
汪曾祺的馈赠。

有一点，道家与儒家是殊途同归的，那便是儒家讲究与自
然的和谐，而道家同样推崇天人合一。一种思想文化对个体生
命的影响，并不表现为简单的对应性接受。所以，我们非要刨
根问底儿，弄明白汪曾祺所追求的“和谐”到底有几分为儒、几
分为道，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其人格的形成，乃是受儒、道的共
同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说到这，话题又回到汪曾祺的名士
气质上。在前边，笔者把他这种追求和谐的名士气质称为“另
类”，那是因为千百年来，我们的文化惯于将名士的人格独立
同对抗性来一块儿看待，名士被崇高化成另一种意义上的英
雄，而汪曾祺这个“老头儿”，哪儿有一点英雄的影子呢？可是
反过来寻思，嵇康、陶渊明们选择出世，以决绝的舍弃为代价
来换得精神的解脱，固然是一种崇高；而汪曾祺在入世的滚滚
红尘中，始终保持着那份诗意与浪漫，坚守与温情，精纯如玉，
温润如玉，又何尝不是更为普世化的崇高呢？套用德国浪漫主
义理论家诺瓦利斯的说法，汪曾祺的这种名士气质，是一种

“超越了世俗性低级自我、淡化了社会功利目的，把普遍的东
西赋予更高的意义，使熟知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尊严，使有限的
东西重归无限”的境界。

可叹的是，汪曾祺这位名士，大半生都活在一个“去名士
化”的土壤里。他的可贵在此，他的落寞也在此。读汪曾祺的文
章，经常会感到时代背景的淡化，或者向已经消逝的过往的偏
向。汪曾祺自己也承认：“我的小说多写故人往事，所反映的是
一个已经消逝的或正在消逝的时代。”这恐怕不能简单地以怀
旧情结来解释。汪曾祺的散文里，有好大一部分是写饮食
的——关于他的饮食，下边正要说，这儿笔者只想强调，时代
背景的淡化也好，消逝的过往也好，就散文来说，没有比写饮
食更适合的题材了。李国文在《文人美食好文章》里说汪曾祺
写美食“其意似乎并不在吃，而在于往事的回忆，看来怀旧比
那些食物更令他陶醉”。诚哉斯言。

该说说饮食了——谈论汪曾祺的名士范儿，怎能离得开
饮食呢！近几年，饮食作为一个雅俗咸宜的话题是越来越流行
了，前不久《舌尖上的中国》所掀起的饮食热便可见一斑。可
是，若真将饮食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谈论饮食文化，却不是那
么容易的事儿。同样，也不是随便哪个饕餮之徒都可以称得上
是美食家的——可要说汪曾祺是位美食家，估计没有人会提
出异议。同为美食家的陶慕宁说：“窃忖欲以哺啜家（今称美食

家）名世者，当先具四质素。一者，识见广博，兼采并蓄。须味觉
灵敏，足践四方，雅俗精粗，亲尝遍历。二者，腹笥稍丰，涉笔成
趣。须读书多且杂，善言谈而有味，擅属文而能尽饮馔之趣。三
者，穷达亨困，谙练世情。须命途有舛，曾经沉浮。四者，心境冲
和，无欲之欲。须斥去功利，但求审美。”这四条标准，哪一条汪
曾祺都当之无愧。

汪曾祺喜欢吃是出了名的。他从小生活在高邮，大学时在
昆明，工作后在北京，走一地吃一地。从《故乡的食物》《鸡鸭名
家》等散文里，我们能深切地体会到他对故乡咸鸭蛋、荠菜、萝
卜、鸭掌、鸭肫的喜爱与怀念。在昆明，每到星期天，他就和同
学上街吃馆子，什么汽锅鸡、油淋鸡、过油肘子、腐乳肉、锅贴
乌鱼、红烧鸡枞、过桥米线……全都尝到。解放初他在北京文
联工作，和同事把北京有名的饭馆也吃了个遍。汪曾祺不但会
吃，还会做。这一点很可能受家学影响，他的父亲就烧得一手
好菜，最拿手的是虾松和赛螃蟹（瓜鱼）。汪曾祺擅长的菜就更
多了，据有幸品尝过其手艺的人（如聂华苓、陈怡真）讲，那简
直是“好吃极了”。在《食道旧寻》中，汪曾祺评价自己做的菜
说：“学人所做的菜很难说有什么特点，但大都存其味，去增
饰，不勾浓芡，少用明油，比较清淡，和馆子菜不同。北京菜有
所谓‘宫廷菜’（如仿膳）、‘官府菜’（如谭家菜、‘潘鱼’），学人
做的菜该叫个什么菜呢？叫做‘学人菜’，不大好听，我想为之
拟一名目，曰‘名士菜’。”

汪曾祺不但会吃、会做，还会写。写饮食文章也是门大学
问，如果单写如何做、如何吃，那便和菜谱没有两样。好的饮食
文章，重在饮食之外的情趣和意境。周作人曾评论李渔和袁枚
饮食境界之高下说：“若以《随园食单》来与‘饮馔部’的一部分
对看，笠翁犹似野老的掘笋挑菜，而袁君乃仿佛围裙油腻的厨
师矣。”汪曾祺笔下的饮食，素多荤少，小菜多，大餐少，野菜、
豆腐、苦瓜、蚕豆皆可入篇。文如其人，正如他的“名士菜”清
淡、朴拙一样，他写饮食的“名士文”，让人读来也感到平中显
奇，淡中有味，性灵独得。在手法上，惯用白描，只寥寥数笔，便
境界全出。就拿《钓鱼的医生》里他写王淡人举个例子吧：

你大概没有见过这样钓鱼的。
他搬了一把小竹椅，坐着。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

一口小锅，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还有一瓶酒。他钓鱼很有经
验。……钓上来一条，刮刮鳞洗净了，就手就放到锅里。不大一
会，鱼就熟了。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这种
出水就烹制的鱼美味无比，叫做“起水鲜”。到听见女儿在门口
喊：“爸——”知道是有人来看病了，就把火盖上，把钓竿插在
岸边湿泥里，起身往家里走。不一会，就有一只钢蓝色的蜻蜓
落在他的鱼竿上了。

更难得的是，汪曾祺的饮食散文里往往又蕴含着丰富的
风俗人文、历史考据，名士的情趣与文人的素养二美得兼，一
时并见。若问，名士和美食家有必然联系吗？如果一概而论，并
非如此；可是要说汪曾祺，那二者的联系确确实实是必然的。
如果没有美食家的这层角色，汪曾祺的名士气质就失色不少；
如果没有这种名士范儿呢，那汪曾祺也就只不过是个过得去
的美食家而已——而“过得去”，显然不是我们对汪曾祺能够
满意的期许。

屈指一算，汪曾祺离我们而去已经16个年头了。读者并没
有忘记这个“老头儿”，他的书一印再印，尤其以饮食散文最受
欢迎。相信很多人像笔者一样，把汪曾祺视为自己最喜爱的当
代作家。其实仔细想一想，如果不是因为他这个人，我们还会
如此喜爱他的文吗？当我们推崇什么的时候，往往也就是我们
缺乏什么的时候。当今并不缺乏作家，甚至也不缺乏美食家，
可是汪曾祺走后，我们放眼四望，却难得再觅一位如此率真、
潇洒、从容而又有才情的名士了。汪曾祺离去的“后名士”时
代，我们看到有些人打着名士的幌子，但他们若站到汪曾祺的
背影后，尽管这背影渐行渐远，也一定会如鲁迅在《一件小事》
中所写的那样，被“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