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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小说曾经被人们称为“意象现实主

义”，可说抓住了汪曾祺小说的美学特征。意象美
学由于美国意象派诗人的崛起而受到世人的瞩
目，但真正的意象美学其实源于中国，意象派的
代表诗人庞德就明确提出唐诗就是意象派的鼻
祖，庞德将翻译唐诗作为自己的一种创作。唐诗
宋词具有明显的意象诗的特点，但唐诗宋词并非
意象诗的开端，而是集大成。意象美学是中国文
学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在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屈
原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里就得到了充分
的体现，因而至今读来仍然魅力无穷。由于中国
韵文和散文的两大传统不太一样，所以中国的小
说创作沿袭的是非韵文的路子，清代大文学家曹
雪芹率先将韵文的传统引进了长篇小说的创作，
在《红楼梦》中大量使用了意象、意象群、意象群
落，从而构建了旷世绝唱——大观园。“五四”时
期，由于对传统文化的情绪性的排斥，以意象为
代表的中国美学精粹被西方和俄罗斯的美学所
替代。虽然鲁迅、沈从文、孙犁等人的作品顽强地
生长着中国意象美学的元素，但仍被其他的强势
话语所遮蔽，人们对小说家的意义多半从思想、
情节、人物来进行诠释。1978年以来，中国的意象
美学得到了复苏，汪曾祺的走红就在于作品中呈
现出鲜明的中国意象美学特性。这种不同于西方
象征主义的美学形态，融化到小说中具有的核辐
射的审美力，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汪曾祺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作家，以至于被
人们誉为“最后一个士大夫”，这个“士大夫”的称
呼，一方面是对汪曾祺文化精神的概括，另一方
面也是人们对渐行渐远的中国文人精神的凭吊。
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精神取代原先的文人情怀，
在历史进程中无疑是进步，但对文学的本体尤其
对汉语艺术文本来说，容易屏蔽到一些中国文化
的潜在精神。汪曾祺的晚成乃至今日余音绕梁，
与长时期的被屏蔽有关。汪曾祺体现出来的中国
文化精神是多方面的，这里只想就他作品中意象
美学的一些特征进行陈述。

一
汪曾祺的作品写得很干净，在文字上长句很

少，标点更是只用句逗。这种干净是现当代作家
中极为少见的，有点清水出芙蓉的味道，甚至可
以说是一种“出污泥而不染”般的孤洁。为什么？
这与汪曾祺对文学的理解有关，汪曾祺曾经这样
称赞他所推崇的文学前辈废名：“他用儿童一样
明亮而又敏感的眼睛观察周围世界，用儿童一样
简单而准确的笔墨来记录。他的小说是天真的，
具有天真的美。”他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中又如此称赞金岳霖：“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
子。”在怀念沈从文的悼文中，称沈从文是《赤子
其心，星斗其文》。

可见赤子、儿童、孩子，明亮、敏感、天真，都
是汪曾祺推崇的境界。有人说，诗人必须有一颗
赤子之心，不能说诗人都有一颗赤子之心，但具
有赤子之心的人同样具有一颗诗心。汪曾祺虽然
擅长小说散文，但亦不满足于诗心藏在文中，他
经常写诗，有白话诗，也有旧诗，在《释迦摩尼传》
中，他直接运用骈体文来叙述释迦摩尼的一生。
这种诗心始终燃烧着他，但他选择了一个反抒情

的方式，通过意象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诗心，这就
是通过童年的视角来观照周围的世界和人生。

我们也就能够明白汪曾祺那些描写故乡高
邮的小说为什么如此动人、如此脍炙人口了。在
那些描写故乡的小说里始终闪烁的是一双孩子
的眼睛。学者摩罗《末世在的温馨与悲凉》这样描
述：“汪曾祺的文字让我读出了这样一个少年和
一种情景：这个少年有时在祖父的药店撒娇，有
时在父亲的画室陶醉。他永远保持内心的欣悦，感
官尽情地开放，他入迷地欣赏着河里的渔舟、大淖
的烟岚、戴车匠的车床、小锡匠的锤声，还有陈四
的高跷、侉奶奶的榆树。这个少年简直是个纯洁无
瑕身心透亮的天使，那个高邮小城则是一个幸福
快乐的温馨天国。”

摩罗用“纯洁无瑕身心透亮”来形容这个天
使一样的少年，在于童年的世界里，是不受污染、
不被干扰的，是接近于无限透明的零状态。在汪
曾祺的作品中“童年”这一美好的意象通过对周
围世界的折射，创作出一个天国一样的故乡来。故
乡系列小说是汪曾祺小说的最高的明净境界，明
净的原因在于汪曾祺内心的童心、诗心对故乡的
美化和净化。故乡当然不是仙境，童年自然也有幻
觉，鲁迅在《故乡》里一方面写了童年的美好，写了
西瓜地月光的迷人，另一方面则冷峻地撕开记忆
的面纱，直面荒芜的现实和温馨记忆的反差。而汪
曾祺追求的是和谐，他那双清澈的眼睛看见的只
有童年的欢乐、天真和可爱。

如果说汪曾祺描写故乡的作品采取童年的
视角可以理解，故乡的记忆可能淡化了辛苦、艰
难、不幸，留下来的是善良、温馨、美好，因而童年
美、故乡美是人之常情。其实不然，他写下放劳动
的《羊舍一夕》《看水》《黄油烙饼》依然采用的是
儿童视角，从年龄上说，他已经接近 40，从地域
上看关外张家口远非故乡，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份
是一个下放的右派。这个下放的右派已不是那个
年幼无知的李小龙（《昙花·鹤和鬼火》），而是远
离家庭、备受质疑的流放者。而汪曾祺依然用童
年的视角来看待对他来说是异乡的流放生活，筛
去了其间的残酷、阴暗、冷漠。

这源于汪曾祺在创作时抽空了内心的芜杂，
让内心呈现出澄明的状态，而这种澄明的状态和
童心是非常接近的，汪曾祺的代表作《受戒》的男
女主人公明海和小英子就是这样的澄明的处子，
丝毫没有沾染尘世的气息。其实，在汪曾祺的其
他一些不用儿童视角的小说里，也时不时地可以
读到那颗天真的童心。“正街上有家豆腐店，有一
头牵磨的驴。每天下午，豆腐店的一个孩子总牵
着驴到侉奶奶的榆树下打滚。驴乏了，一滚，再
滚，总是翻不过去。滚了四五回，哎，翻过去了。驴
打着响鼻，浑身都轻松了。侉奶奶原来直替这驴
在心里攒劲，驴翻过去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
松。”《榆树》里虽然写的是侉奶奶的视角，可跃动
着的是一颗无瑕的童心。

汪曾祺的这种童年意象不仅融化在写人物
的作品里，那些描写风俗、动物、植物的篇章也渗
透了童趣。散文《葡萄月令》是汪曾祺作品中童
心、诗心、圣心高度融合的一篇极品，来源于作家
的一颗赤子之心。《葡萄月令》平实、简洁，乍一
看，貌似一篇说明文，介绍一年之中葡萄的种植、

佩玉、采摘、贮藏等有关的“知识”，从 1 月到 12
月，像记流水账一样。但细细品读，就发现作家视
葡萄为一个成长的婴儿，一个仙子一样的生命。

“一月，下大雪。……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二月里刮春风……葡萄藤露出来了，乌黑的。有
的枝头已经展开了芽苞，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
叶。它已经等不及了。”“四月。浇水……葡萄喝起
水来是惊人的……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
奶似的拼命往上嘬……”不难看出，汪曾祺创造
了近乎童话一样的境界，纤尘不染，超凡脱俗。

无疑，和很多的大作家一样，汪曾祺是描写
风俗的高手，但汪曾祺把这种童心意象化的追
求，也表现在他在风俗的描写之中。他说：“风俗，

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的成分
（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
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他们把生活中
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相互
交流，溶为一体。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
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谈谈风俗画》，
圣化童心，成为汪曾祺小说不灭的永恒意象。

二
“水”在汪曾祺的作品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意象。法国汉学家安妮居安里在翻译了汪曾祺的
小说后，发现汪曾祺的小说里经常出现水的意
象，即使没直接写水，也有水的感觉。他的小说仿
佛在水里浸泡过，或者说被水洗过一样。水的意
象称为汪曾祺美学的外在特征，

他在自传性散文《自报家门》，明确表示从小
和“水”结缘。他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
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
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汪曾祺在以本乡本土的往事为题材的系列
小说《菰蒲深处》的自序中亦云：“我的小说常以
水为背景，是非常自然的事。记忆中的人和事多
带点泱泱水气。人物性格亦多平静如水，流动如
水，明澈如水。因此，我截取了秦少游诗句中的四
个字‘菰蒲深处’作为这本小说集的书名。”

老子说：“上善若水”，将水视为善之最，足见
中国文化的传统对水的器重。水在中国哲学中具
有势弱柔顺的特征，同时也有持久韧性的特征，
水滴石穿的成语就是水哲学的另一面。汪曾祺作

品中的人物大多逆来顺受，最强烈的反抗动作也
就是锡匠们在县政府“散步”抗议而已，而且是无
声的。他笔下的人物常常随水而居，随遇而安。水
赋予人物的性格，也就多了几分淡定和淡泊。《看
水》和《寂寞与温暖》可以视作汪曾祺的自传体，
和《葡萄月令》一样，这两篇小说写的是汪曾祺下
放到张家口外农科所的生活。有研究者认为，

“《看水》中的水的意象和《寂寞与温暖》中女主角
沈沅姓名中的‘水’旁，是证明作家自我隐喻——
汪——的有力证据，似乎不能用巧合来解释。”这
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是女性，一个是儿童，
他们显然是弱者，他们表现出来的水一样柔弱的
品质，正是作家内心的某种写照。

水的流动形成了结构。汪曾祺这种“水”意象
美学还体现在小说的结构的自然天成上。汪曾祺
写作的都是一些篇幅短小的小说和散文，一般来
说，短篇小说的结构是非常讲究的，常常在情节
的设置上下透功夫，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之
所以被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就在于他们在塑
造人物、叙事结构上精心追求。而汪曾祺对结构
的理解则是“随便”，为了证明这种“随便”的合理
性，还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的自序中引用苏东
坡的话来论证。“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
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
态横生。”（苏东坡《答谢民师书》）这种水的结构
有点类似书法上的“屋漏痕”的境界。陆羽《释怀
素与颜真卿论草书》载：颜真卿与怀素论书法，怀
素称：“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效之，其痛快处，如
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如壁坼之路，一一自然。”
颜真卿谓：“何如屋漏痕？”怀素起而握公手曰：

“得之矣！”又南宋姜夔《续书谱》称：“屋漏痕者，
欲其无起止之迹。”

“屋漏痕”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用到小说的
结构上其实就是随便而为的意思。雨水漏屋，全
无定势，自然形成。

汪曾祺意象美学里蕴含着中国书画美学的
精神。宗白华在《美学漫步》一书中论及《中国书
法里的美学思想》谈到张旭的书法时，说：“在他
的书法里不是事物的刻画，而是情景交融的‘意
境’，像中国画，更像音乐，像舞蹈，像优美的建
筑”。宗白华这里所说的意境加了引号，显然是觉
得意境一词不足以表达张旭书法的内涵，其实联
系上下文，我们可以发现，宗白华所要说的其实
是意象的内涵。中国书法、中国水墨画作为中国
文化精神的抽象代表，其精髓就是意象，言外之
意，象外之意，象外之象。而中国书画最明显的特
征，也在于水的流动，墨也是一种有颜色的水，它
的流动和纸的空白形成了黑白的映衬，这映衬是
水的美学的硕果。汪曾祺是书画高手，他的书画
成就在一些专业人士之上，他的一些书画作品至
今被藏家们视为珍品而津津乐道。

汪曾祺精通书法奥妙，深谙水的结构之美，
并成功地转化到小说的创作之中。他的小说几乎
每一篇的结构都不一样，又自然天成。《星期天》
的结构松散天成，而《日晷》的结构如树生枝杈，
两股合流。《云致秋行状》又如一股溪流渐渐流
来，《受戒》和《大淖记事》在开头悠然讲述风俗民
情，进入“中盘”后，《受戒》枝蔓删去，如小提琴独
奏一样悠扬。《大淖记事》则以对话收场，余音不

绝。
汪曾祺的小说中，还有一种类似套装或组合

的特殊结构，这就是“组”结构，组结构是以三篇
为一个单元，形成似连还断、似断又连的组合体。
三篇小说之间，情节自然没有联系，人物也没有
勾连，有时候只是通过空间加以联系。有《故里杂
记》（李三·榆树·鱼）、《晚饭花》（珠子灯·晚饭花·
三姊妹出嫁）、《钓人的孩子》（钓人的孩子·拾金
子·航空奖券）、《小说三篇》（求雨·迷路·卖蚯蚓
的人）、《故里三陈》（陈小手·陈四·陈泥鳅）、《桥
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幽冥钟·茶干），六组18
篇，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值得
注意的是，这种套装结构的方式是汪曾祺晚年的
作品，在早期的创作中一篇也没有。他反复再三
地实验这一小说形式，说明在他的心目中对这种
形式的喜爱和器重。

这种小说的组合法在其他作家身上有过类
似的实验，但如此多的组合，又达到如此高的成
就，可以说独此一人。这有点类似书法上的“行
气”，就是字与字之间内在的联系。汪曾祺说：“中
国人写字，除了笔法，还讲究行气。包世臣说王羲
之的字，看起来大大小小，单看一个字，也不见怎
么好，放在一起，字的笔画之间，字与字之间，就
如老翁携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安排语言也
是这样。一个词，一个词，一句，一句，互相映带，
才能姿势横生，气韵生动。”（《揉面》）而落实到作
品中，则是篇与篇之间的“篇气”，每一篇作品都
有自己的气息，有些作品气息是相通的，像《故里
三陈》里《陈小手》《陈四》《陈泥鳅》，表面是三个
姓陈的人物，三个人物连起来就是底层手艺人的
悲惨命运，作家的悲悯之心油然而现。在早期短
篇小说《异秉》里写的也是类似人物的命运，但作
家要把这些人物构思到一个场景之中，并赋予一
定的情节和戏剧性，不符合晚年汪曾祺的小说趣
味。就意象美学而言，这是对意象群和意象群落
的营造。单个意象的创造，在唐诗宋词那里已经
到了极致，《红楼梦》之所以开一代之风，很大程
度上是将中国人的意象从诗歌融化到小说中，但
曹雪芹塑造的不再是单个的意象，而是一个个意
象群和意象群落，形成了独特的美学世界。汪曾
祺显然意识到单个意象的力量有限，他要通过

“集束手榴弹”的方式来创造新的意象体，寻找最
大的审美空间。

汪曾祺对语言的探索也是功劳卓著，他把现
代汉语的韵律美、形态美几乎发挥到极致。他刻
意融合小说、散文、诗歌文体之间的界限，从而营
造出一个更加让读者赏心悦目的语言世界。语言
在他手里像魔术师的道具一样，千姿百态，摇曳
多姿，神出鬼没，浑然天成。水的流动，水的空灵，
水的无限，在他的作品中得到最好的诠释。

汪曾祺以水为美，以水为师，在水的意象之
后隐藏着他的文学观——滋润。他在《蒲桥集》再
版后记中说：“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
得浮躁，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息，‘民亦
劳止,迄可小休’，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
宁静，或者像我们以前说的那样，需要‘滋润’。”
汪曾祺确实实现了他抒情人道主义的美学思想，
他的作品是滋润的，他去世多年，作品至今仍在
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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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现实主义”
□曾一果

一
汪曾祺曾在 1982年的《北京文学》第 2期发表了一篇《回

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的文章，提出要“回到现实主
义”。不过，他所说的现实主义和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概念并
不相同，不是指当下社会现实，而是指一个离现实生活很远的

“旧社会”，汪曾祺认为过去的社会也可以是一种“现实主义”，
甚至他认为“旧社会三十年，新社会三十年。过去是定型的生
活，看得比较准，现在变动很大，一些看法不一定抓得准”。

汪曾祺为何要重新提出“现实主义”问题？
这和 20世纪 80年代的社会语境有很大关系。与其说汪

曾祺重视“现实主义”，莫若说他是借用“现实主义”来表达他
与众不同的创作观念，那时占据主流位置的现实主义作品是
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其实都没有摆脱“十七年”、“文革”以来
的政治话语叙述模式，只不过“阶级”、“革命”等词语被置换成
了“改革”、“现代化”，汪曾祺意识到了历史的吊诡，虽然他用

“悲壮的”、“宏伟的”归纳了这类作品的艺术特征，称它们反映
了战斗的“时代精神”，并且他说：“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
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
会的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的、宏伟的作品。悲剧总
要比喜剧更高一些。”但他否认了自己作品也属于同一类，显
然，汪曾祺并不满意这类宏大主题的“现实主义”，不满情绪在

《关于〈受戒〉》一文中流露了出来：
“我曾经心血来潮，想起我在三十二年前写的，久已遗失

的一篇旧作《异秉》，提笔重写了一遍。写后，想：是谁规定过，
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历史小说都可以写，为什么
写写旧社会就不行呢？今天的人，对于今天的生活所从来的
那个旧社会，就不需要再认识认识吗？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
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话了，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
吗？这样，我就渐渐回忆起四十三年前的一些旧梦。当然，今
天来写旧生活，和我当时的感情不一样，正好同我重写过的

《异秉》和三十二年前所写的感情也一定不会一样。四十多年
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受戒》的产
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
和。”

汪曾祺发出了“是谁规定过”的质问，却似乎正说明了文
学创作环境受到了有形和无形的规定。确实，无论是“文革”，
还是新时期之初，文学创作总受到主流文艺政策的规定，所以
虽然没有“谁”明确规定“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但80年代
初期的叙事主题已经确定，作家有意、无意地规避“解放前的
生活”。深知政治斗争和文艺政策厉害的汪曾祺不得不给自
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一面强调是“心血来潮”才创
作了《受戒》，一面表白自己是用 20世纪 80年代人的感情和
眼光观察“旧生活”，通过再认识“旧生活”达到给新的社会和
个人“一点什么”的目的，他强调《受戒》并不是单纯的个人回
忆，也带有普遍的“时代特征”，以此强调作品的现实功能。但
就发表前后的历史情境看，紧随《受戒》之后发表的《异秉》《大
淖记事》等小说表明《受戒》一文并非“心血来潮”；实际上汪曾
祺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很清醒地认识，在《关于〈受戒〉》的结
尾，他有点悲哀地进行了“自我否定”，称《受戒》不可能成为文
学主流。

为什么《受戒》不能成为文学主流？汪曾祺的“现实主义”
究竟是什么样子？

二
汪曾祺的“现实主义”不仅是“过去的”，而且是“过去”平

凡普通的“日常生活”，没有波澜壮阔的战斗场面，没有激烈的
矛盾冲突、没有英雄人物和悲剧结构，一切都是发生过的日常
生活中平淡无奇的事件。这样的叙事内容在 20世纪 80年代

初，自然不属于主流，就是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不是主
流。当然，汪曾祺并不想迎合主流，他实际上就倾心于这样一
个民族过去的“日常世界”，这个“过去世界”虽然被现代历史
所抛弃和遗忘，但似乎并非遥不可及，甚至它在某种程度上，
还存在于现代社会中，只是被搁置一边，显得它仿佛在“历史
之外”。而汪曾祺自己就曾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他对这个

“过去”的日常世界显然相当熟悉，尽管有很多作品是根据回
忆重写，但是小说确实具有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
实主义”特征，更准确地说具有了“自然主义”的写实风格。

初稿写于1948年，1980年由“回忆”而重新写的《异秉》是
汪曾祺的代表作，小说展现了一幅传统市民的日常生活场
景。小说基本用的是里蒙·凯南所说的“展示”，而不是“叙述”
的手法，详细描绘了一个传统市镇的社会结构，整篇小说简直

就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每个街道、房屋和人物活动状况
都被描绘得清清楚楚，既考虑整体的环境场景，又注意具体的
人物活动，事无巨细，无不逼真实在，药店、说书场、小摊点、茶
馆……市井社会热闹而繁华的景象经他一描绘仿佛就在身
边，真让人感觉是再现了一个过去的“现实”。许多学者和读
者都认为汪曾祺的小说空灵，但汪曾祺自己并不这样看，他强
调自己的小说的“现实特征”，在谈到《受戒》时，有人就提出和
尚怎么可能那样生活？但汪曾祺根据儿时的亲身经历反驳说
寺庙、尼姑庵的“真实生活”就是那样，“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
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
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显然，他认为自己只是真实
地再现了那种生活而已。

而在表现“过去”的手法上，汪曾祺确实也不像许多回忆
性小说，他很少在“回忆”中透露出主观情绪和怀旧色彩，而是
尽量采用第三人称客观叙事，因此小说看上去并不带主观色
彩，始终保持着一种客观再现的“现实主义”效果，汪曾祺曾就

“回忆”发表了这样的观念：“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
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
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
说。”除净“感伤主义”，越是“回忆”越要“客观”，让“过去”以一
种“客观”的面貌出现，这便是汪曾祺的“现实主义”，汪曾祺认
为自己的小说都是回忆题材，但是历史沉淀反而带来了更“准
确”的现实，而不是增添他个人的“怀旧”情绪，而大部分作家
正好相反，一旦进入“回忆”，“自我”便无处不在，但汪曾祺却
在“回忆”中放弃了“自我”，这在他看来是为了更客观真实地
再现“过去”。王安忆便注意到了汪曾祺小说的这种写实特
征，她说：

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
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

汪曾祺还很少感情用语，什么都是平平常常实实在在地
去写。人心里有时会有的那一股微妙曲折的情绪。他像不经
意地去写似的，他总是写实事，而不务虚。

在这点上，汪曾祺和他的老师沈从文很不相同，汪曾祺的
小说受沈从文影响很深，但沈从文的小说总是充满主观感受，

而汪曾祺的小说却少有主观情感，叙事主体很少介入到作品
中，即使是《受戒》这样带有点抒情意味和空灵气息的小说，叙
事主体也很少介入到作品的世界中，保持着“零距离”的叙事
风格。

三
汪曾祺为什么要不带主观感情地不厌其烦地“老老实实”

地描绘一个“旧世界”？难道仅仅是一种“现实主义”描绘？显
然不是这样，叙事主体虽然没有呈现，但其情感已经渗透在这
看似客观的描绘对象中。

汪曾祺对于“过去”世界的关注是受到他老师沈从文的影
响，沈从文始终关注一个和现代社会无关的“边城世界”，汪曾
祺从沈从文那里得到了启发，他曾经这样评价他的老师：“他

的‘人性’不是抽象的。不是欧洲中世纪的启蒙主义者反对基
督的那种‘人性’。简单地说，就是没有遭到外来的资本主义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侵略，没有被洋油、洋布所破坏前中
国土著的抒情诗一样的品德。”

像沈从文一样，在《异秉》《受戒》《王全》《大淖记事》《七里
茶坊》《老鲁》之中，汪曾祺津津乐道地将旧社会描绘成一个不
受现代“物质文明”侵入的人性社会，这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
人休戚相关、有机和谐的社会。王二、老鲁、陆长庚、十一子、
巧云、小英子、明海，无论他们是什么职业，他们都是这个社会
中普普通通，安于现状、却有情有义的人。例如王二是个普通
小商贩，他虽处于社会底层，却毫无怨言，安于现状，热爱着自
己的手艺，简单的工具里因此也包含了丰富多彩的世界，“这
些玻璃匣里装的是黑瓜子、白瓜子、盐炒豌豆、油炸豌豆、兰花
豆、五香花生米、长板的一头摆开‘熏烧’。‘熏烧’除回卤豆腐
干之外，主要是牛肉、蒲包肉和猪头肉”。他不求多发达，和街
坊邻居相处融洽，有空闲还去茶馆喝茶、听书和赌博，生活虽
然简单，却有滋有味。十一子只是个漂亮的锡匠，他为了巧云
却能不顾一切。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也是有序的，是一个建立
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以儒家的伦理思想和礼仪制度为主体，

“儒、道、释”合流的社会，它有一套清晰、理性的日常伦理体
系，规范着人们的行动、举止和思想，这套社会结构强调的不
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是强调“物各其位，因循守旧”，在
社会结构里，所有个体均有合适固定的位置，只要个体分辨清
楚，按照既定的规矩做事，整个社会就不会混乱，个体也就会
得到成功的回报。在《异秉》中，当大家问王二发家秘诀时，王
二这回很勇敢，用一种非常严重的声音，声音几乎有点抖，说：

“我呀，我有一个好处，大小解分清。大便时不小便。诺，
上茅房时，不是大便小便一齐来。”他是坐着说的，但听声音是
笔直地站着。

“大小便分清”，一切都讲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成功之
道便是建立在这样的日常理性中，这是个讲究“长幼有序”、

“男女有别”的传统社会，汪曾祺小说的世界正是这样一个符
合“差序结构”，按照礼法行事的传统社会，种田的种田，做生
意的做生意，做好应做之事，管好该管的义务，按照礼法做事，

不要滋生无谓的幻想，一切就会“安稳”，做事也才会获得成功，
连庙宇世界也不例外，“明海”做和尚不是出于超越世俗的宗教
信仰，而恰恰是处于“世俗生活”的需要：

“他7岁那年，他当和尚的舅舅回家，他爹、他娘就和舅舅
商议，决定叫他当和尚。他当时在旁边，觉得这实在是在情在
理，没有理由反对。二是可以攒钱。只要学会了放瑜枷焰口，
拜梁皇忏，可以按例分到辛苦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
可以；不想还俗，买几亩田也可以。”

“做和尚”并非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因为可以赚钱，还可以
还俗娶亲，寺庙里的生活也没有神秘色彩，也不谈宗教信念，
僧人甚至不规避世俗的生活方式，赌钱、喝酒都来，住持的不叫

“方丈”、也不叫“住持”，而叫“当家的”，整个庙宇世界的活动和
传统的世俗生活没有本质差别，这个世界没有神秘因素。

当然，强调汪曾祺小说的世俗和写实特征，并不是否认汪
曾祺小说也具有“诗性”特征，细微具体的场景展示当然增添
了“现实主义”成分，但是严谨的“客观呈现”，倒增添了作品的

“浪漫主义”成分，汪曾祺笔下丰富多彩的市井生活和市井故
事，本身就透露了一种生活的诗意，王二的成功，只能用海德
格尔所说的“上手”形容，他熟悉他的用具，周边的人和环境，
所以他“上手”了，掌握了对象并开启了一个诗意世界。

汪曾祺倾心于一个传统世界，在20世纪80年代初，描绘、
展示和认同这样一个社会，显然还是有很大风险，《受戒》也辗
转多次才在《雨花》杂志上发表，也说明这篇小说在当时有点
不合时宜。一般的读者都会发现汪曾祺小说有“三言二拍”的
痕迹，而这点正是汪曾祺发表《受戒》前有点害怕的另一个原
因。20世纪80年代之初，《今古奇观》的市民话语还不能为社
会各阶层接受，出于害怕引起争论，汪曾祺不得不在一篇序言
里从思想、描写场景和语言上认真区分了“市井小说”和传统

“市民小说”的不同，汪曾祺尤其强调了自己小说的非“消遣
性”，他强调了小说认识功能和教育作用，他说自己的“市井小
说”，不是《今古奇观》，“三言二拍”，它们的区别主要是在思
想：

“‘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
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市井小说’嘛，都
是‘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大量存在，中国有多少城市，有多
少市民？他们也都是人。既然是人，就应该对他们注视，从

‘人’的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观察、思考、表现。”
汪曾祺强调自己仔细描绘“过去的世界”，并不是为告诉

现代人几个过去的故事，他的出发点和沈从文是接近的，是对
整个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关系的再
思索。所以，他虽然津津乐道地描写“现代历史”之外的“过
去”，但他在回到“过去”的同时，却又抽身离开，依然是用一种

“现代”目光打量着传统，他迷恋着“过去”的世界，甚至把它塑
造的完美而有诗意，但实际上，他早已清醒地认识到“传统”将
无可挽回地衰败了，它的衰败既是“现代”入侵的结果，也与其
自身的社会结构有关。汪曾祺小说中的商贾小贩，他们自然
而平凡地生活中，和他们的职业以及周围的人群、建筑构成了
安稳和谐的世界，这个社会自成一体，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
是建立在大地上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又是将要“过去的”世
界，尽管它具有连续、完整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却对付不
了“现代”的冲击。在《异秉》中，我们看到除了王二的生意因
为勤奋而维持着，市井世界中很多商业都越来越衰败：“这一
条街上的店铺、摆摊的，生意如何，彼此都很清楚，近几年，景
况都不大好。有几家好一些，但也只是维持。”井然有序的传
统世界不见了，这里露出了荒凉、慌乱和无序。平凡的手艺人
娴熟于他们的职业和器物世界，过着安分守道的生活，但是安
分于个人的位置，却仍然陷入困境，这才是传统的悲剧。

汪曾祺虽然留恋“过去世界”，却又对“过去”有一种深刻
的现代认识。

透明与滋润
——汪曾祺的意象美学

□王 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