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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推崇的长辈与所提携的后辈
——汪曾祺与沈从文和曹乃谦 □刘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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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汪曾祺、曹乃谦可成一脉，但曹乃谦最弱，因
其根基只在民间传统，而沈从文与汪曾祺除民间传统之外，
又有文人情怀与趣味，故其二人面向更为丰富。

汪曾祺对沈从文的推崇几十年如一日，其成就由此可
见，其局限大致亦能由此见出。沈从文亦是继承了《社戏》《故
乡》的鲁迅，只是在这一路上，他比鲁迅走得更远，所写的佳作
更多。沈从文是汪曾祺之师，汪曾祺自觉地学习沈从文，且在
西南联大授业于沈从文之门，新中国成立之后二者保持了密
切的关系，有过共患难的友情。沈从文待汪曾祺极好，他很早
就发现了汪曾祺的写作才华，曾对别人说，汪曾祺的文章比他
的好。汪曾祺的课堂习作，沈从文曾给过120分。

沈从文之浮沉与汪曾祺颇近，由有名而无名，再至于有大
名。沈从文靠一支笔在民国之时就已从“北漂”成为名作家，
1949年之后受到压抑，之后转行作服饰研究，竟然成绩卓著，
在1980年代，沈从文仿佛出土的文物，忽然在海内外大热。

汪曾祺写过十几篇关于沈从文的文章，可谓不遗余力，可
见他对沈先生作品之推崇，对其感情之深厚。这些文章包括：

《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全集第三卷）、《沈从文的寂寞》（全集
第三卷）、《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全集第三卷）、《一个爱国
的作家》（全集第四卷）、《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全集第四卷）、

《沈从文转业之谜》（全集第四卷）、《〈沈从文传〉序》（全集第四
卷）、《读〈萧萧〉》（全集第五卷）、《又读〈边城〉》（全集第五卷）、

《中学生文学精读〈沈从文〉》（全集第六卷）、《梦见沈从文先生》
（全集第六卷）、《与友人谈沈从文》（全集第六卷）等；另外在文
章中、言谈中提及沈从文处更是数不胜数。

汪曾祺谈沈从文的文章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评介其作
品，譬如 《沈从文和他的 〈边城〉》《又读 〈边城〉》《读

〈萧萧〉》《沈从文的寂寞》《一个爱国的作家》《中学生文学
精读 〈沈从文〉》 等；二是介绍沈从文其人其事，《沈从文
先生在西南联大》、《沈从文转业之谜》 等；三是怀念与追
忆，譬如《梦见沈从文先生》等。

在 《沈从文和他的 〈边城〉》 中，汪曾祺言及 《边城》
好处及为什么好，不厌其烦，亦因他与沈从文关系密切，还
说出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譬如翠翠原型出乎何处，譬如沈
从文上课时强调“要贴着人物写”、“要耐烦”等，这些都能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沈从文的精神。《又读 〈边城〉》 借金介
甫之口道：“可以设想，非西方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
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和福楼拜、
斯特恩、普鲁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这篇文章除了再
度评价《边城》好处外，还回应了两种对《边城》的批评意
见：一、其中没有阶级斗争，二、不是现实主义。《读〈萧
萧〉》 极言小说之好，汪曾祺先从萧萧之名论起，再言故

事、风景、词句，又言及女学生，由此或可见沈从文对启蒙
的态度。《沈从文的寂寞》副标题为《浅谈他的散文》，这是
一篇大文章，对沈从文的诸多断语与论述极到位。汪曾祺
说：“可以说，寂寞造就了沈从文。寂寞有助于深思，有助于
想象。……安于寂寞是一种美德。寂寞的人是充实的。”又
说：“仁者寿。因为这种抒情气质，从不大计较个人得失荣
辱，沈先生才能经受了各种打击磨难，依旧还好好地活了下
来。80岁了，还是精力充沛，兴致勃勃。他后来‘改行’搞
文物研究，乐此不疲，每日孜孜，一坐下去就是十几个小时，
也跟诗人气质有关。他搞的那些东西，陶器、漆器、丝绸、服饰，
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
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给他起
一个名字，叫做‘抒情考古学’。”汪曾祺论沈从文这段话，朴素
直白，但胜过诸多剌剌不休的、面目可憎的研究论文，此可谓知
音之言，道出了沈从文的心声与志向，亦可视为汪曾祺夫子之
道，他所走的文学之路也可谓抒情。《一个爱国的作家》回应了
几种对沈从文的误解与批评，盛赞沈从文是爱国作家，其作
品有大的志向：致力于“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 《中学
生文学精读〈沈从文〉》则是向中学生介绍了沈从文的基本
情况、文学风格与文学上的贡献，题解、赏析了 《边城》

《牛》《丈夫》等作品。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是极佳之作，汪曾祺散淡的

风格适于描写沈从文。汪曾祺回忆了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授课
情况，课堂内外皆有妙趣，写了他的行状、心境、所秉持的文学
观念、藏书，对学生的态度等。小说家进入大学课堂，历来备受
争议，坊间流传刘文典曾批评沈从文不必躲避飞机轰炸道，

“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民族希望，你一个
写小说的跑什么”，此或能见出彼时部分学者对沈从文的态
度。在这样的压力下，沈从文或许只有通过努力与成绩作答复
吧。尼采说，三件小事可以见出一个人。汪曾祺所写西南联大
时期的沈从文跃然纸上，沈先生其人整体也可由此见出，诚如
汪曾祺所言，沈从文本身就是极好的作品。除此之外，亦能见
出西南联大彼时的风气和情况。《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介绍了
沈从文少年时期、西南联大时期、老年之际的情况，记录了他

的生前身后事，写了他写作情况，对书法、瓷器、服饰等之兴
趣，很多都是根据汪曾祺耳闻、目睹、身历记录下来，一方面可
以丰富沈从文的形象，另一方面亦可以存留文坛掌故。汪曾祺
说：“沈从文一生分成了两截。1949年以前他是作家，写了四十
几本小说和散文；1949年以后他变成了一个文物研究专家，写
了一些关于文物的书，其中最重大的一本是《中国古代服饰研
究》。”《沈从文转业之谜》即是解释沈从文转业的原因，由此文
能见出1949年之后沈从文所面临的压力、困境与心态，他转业
乃是“逼上梁山”。

《梦见沈从文先生》记录了汪曾祺的一个梦，他梦见读沈
从文的小说，且为之校改，并与沈从文谈话，彼时汪曾祺77岁。
做梦者梦见了谁，梦见了什么大概能够见其大体，譬如孔子梦
周公，因心仪久之，羡其功业，有继承之志，故行之于梦中。汪
曾祺梦沈从文，此是承续之象。

对于晚辈，汪曾祺颇喜欢很多人的作品，譬如铁凝，他曾写
过《铁凝印象》。此文把铁凝写得活灵活现，对她的作品评价也
很高：“河北省作家当得起清新二字的，我看只有两个人，一是孙
犁，一是铁凝。”另外，汪曾祺喜欢曹乃谦，他对曹乃谦的写作有极
大的鼓励与帮助，可以说汪曾祺是曹乃谦的伯乐。

曹乃谦，1949年出生，属于红卫兵知青一代，经历坎坷。曹
乃谦本名不见经传，他是山西的警察，不在文学圈内，但由于
两个人的推动，他在文学上的价值也被广泛认可，一是汪曾
祺，二是马悦然，他翻译了曹乃谦的《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
并写长文推介。曹乃谦《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确是非常优
秀的作品，其题材与风格自成一格，小说写出了真实的农
村。新世纪以来，描写农村的小说约有三类。第一类是“三
农问题”或“底层文学”视野下的农村，这一类强调了农村
的问题：阶级分化、矛盾冲突等，偏于阴，譬如《中国农民
调查》《生死十日谈》 等。第二类极写农村之美，譬如韩少
功 《山南水北》，在他笔下的农村是和谐的，充满了山水田
园之趣，农村有隐逸的高人，年轻作家则以湖南的马笑泉为
代表，其《巫地传说》可谓代表。第三类则是曹乃谦《到黑
夜我想你没办法》所呈现出来的农村景象，这一类介乎第一
类与第二类之间，他笔下的农村尽管有贫穷、艰难的一面，

但也有极美的一面，曹乃谦笔下的诸多人物充满着光辉，读
之几乎让人泪下。

曹乃谦37岁时，因与朋友打赌，开始写小说，孰料出手
即不同凡响。曹乃谦自述与汪曾祺结识渊源道：“这又得说到
我打赌写小说的事儿了。赌了两篇，我都发表在大同的《云
冈》上，朋友说《云冈》我一定是有熟人，他让我往北京上
海来一篇才算本事。我说来就来。于是我就又动手写第三
篇。小说写好了，打听到了《北京文学》杂志社办的创作班
就要来大同开笔会，真也是巧。更巧的是，他们也请了汪
老。于是汪老就见到了我的这个稿子。汪老看了这部小说
后，问我以前发表过没有，我就把发在《云冈》上的那两篇
都给了他。第二天他给了我一本《晚翠文谈》，是他谈创作的
书。 1991年他就介绍我入了中国作协，当时我统共才发了有
十来个短篇，属于破例。他说不在多少，有的人虽然是一本
又一本地出书，可那就像大野地响了几个小鞭炮。你的一个
短篇就赛过有的人的一本书。他对我的鼓励、扶持、培植让
我感激不尽。”谈到汪曾祺的作品，曹乃谦说：“汪老的作品
我都喜欢看。他的《看水》《大淖记事》《七星茶坊》《求雨》

《尾巴》，当然还有《受戒》。小说化的散文，散文化的小说。
我的有些作品也是这样，这一点准是受了他的影响。”（曹乃
谦、何立伟：《怀念老头儿汪曾祺》）汪曾祺、曹乃谦的小说
皆有散文化的倾向，此为二者共同处，故二人可有交集。

曹乃谦与汪曾祺初见之时，曹乃无名小卒，汪则是文坛
前辈，他礼贤下士，对后辈的提携确实让人感佩。汪曾祺曾
写过一篇 《〈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 读后》（全集第四卷）。
开篇汪曾祺即开宗明义说：“一口气看完了，脱口说：

‘好’。”汪曾祺评论内容道：“作者对这样的生活既未作为奇
风异俗来着意渲染，没有作轻浮的调侃，也没有粉饰，只是
恰如其分地作如实地叙述，而如实的叙事中抑制着悲痛。”
评论小说的形式道：“小说的形式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朴
素，一般意义上的单纯，简直就是简单。像北方过年庙会上
卖的泥人一样的简单。形体不成比例，着色不均匀，但在似
乎草草率率画出的眉眼间自有一种天真的意趣，比无锡的制
作得过于精致的泥人要强，比塑料制成的花仙子更要强得
多。我想这不是作者有意追求一种稚拙的美，他只是照生活
那样写生活。作品的形式就是生活的形式。天生浑成，并非
反朴。”又夸赞曹乃谦的语言道：“语言很好。好处在用老百
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最后，汪曾祺指出，曹乃谦应该格
局大一些，他说：“写两年吧，以后得换换别样的题材，别
样的写法。”

汪曾祺对《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但也指出了曹乃谦的问题，曹若想突破，可从此处着手。

由此进入“汪曾祺的高邮”
——重读《八千岁》 □杨 早

时间的意义
汪曾祺的故里小说中，《八千岁》不算特别显

眼。它不像《受戒》（1980）、《大淖记事》（1981）那样
有“破界”的意义，逮至1983年《人民文学》第2期
发表《八千岁》，汪曾祺关于高邮的小说已经层现
叠出：《岁寒三友》《故乡人》《徙》《王四海的黄昏》

《故里杂记》《鉴赏家》《晚饭花》，连他20世纪40年
代写高邮的《鸡鸭名家》也已重新面世。接着《八千
岁》发表，还有众口称赞的《故里三陈》（尤其是《陈
小手》）。《八千岁》在汪曾祺这一“高邮序列”里，似
乎只是大运河中一朵浪花。

尤其是《八千岁》的题材，只是写一个吝啬的
商人被当地驻军敲诈，既非抒写劳动人民的“精神
美”、“人情美”，也不代表“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文
人雅趣。在当年，《八千岁》可以说将《受戒》引出的

“汪曾祺之问”——“小说可不可以没有意义？”推到
了极致。似乎也正是因此，少有评论文章单独讨论

《八千岁》，多是将它放在一连串的汪曾祺高邮小说
中，说是书写了“小人物的悲欢”。

30年后回看《八千岁》，它的特别之处正在于
超越了读者熟悉的劳动者、文人这两个汪曾祺笔
下常见的群体，展现了小城高邮更多的社会层面
与生活场域。如果我们将汪曾祺看作一个为高邮
作传的写者，《八千岁》以其人物之丰富、描写之凝
练，堪称进入“汪曾祺的高邮”的一把钥匙。与汪曾
祺其他高邮小说相较，《八千岁》的时间比较明晰，
八舅太爷进入里下河地区是“抗战军兴”之后，而
这一带呈现出畸形的繁荣，是在“‘八一三’以后，
日本人打到扬州，就停下来，暂时不再北进”，扬州
沦陷，是1937年12月14日，而高邮被日军占领，是
1939年10月2日，而汪曾祺在这年夏天离开高邮经
上海、香港往昆明考西南联大。《八千岁》的主要故
事，就发生在1938年初至1939年上半年这一时段。

这一时段，念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为避战乱，
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盐城临时中
学，1938年还随祖父、父亲到高邮北乡庵赵庄住了
半年——这里正是《受戒》故事的发生地，可是从

《受戒》中我们完全看不出战乱的背景。时间明晰
的意义，在于它决定了文本的方向。《受戒》的末尾
注明“写43年前的一个梦”，这个梦是没有确切时
间，它可以发生在汪曾祺高邮19年生涯的任何一
个时段。甚至在那之前、之后，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要庵赵庄没有改成人民公社，善因寺没有申请
非物质文化遗产，明海与小英子的故事就会一次
一次地上演（善因寺方丈石桥的原型叫铁桥，此人
在高邮沦陷后投靠日本人，那时汪曾祺已不在高
邮，可即使《受戒》的故事放到那时，又有什么不
同？）《大淖记事》犹如一幅里下河的风俗画，而这
风俗画也是长时段的，锡匠与挑夫，日复一日地重
复劳作，小说结尾，巧云也挑起担子，十一子伤好
了还是锡匠，刘号长被赶走了，水上保安队依然存
在。日子似乎会永恒地这样过下去。但《八千岁》不
一样，这篇小说写的是“变”。前半篇的“不变”，映
衬着后半篇的“变”。在《八千岁》中，汪曾祺的高邮
不再是一个梦，或一幅风俗长卷，视线所及，满纸
都是大堤将决前的波荡。

八千岁
《八千岁》的开头算得奇崛：
“据说他是靠八千钱起家的，所以大家背后叫

他八千岁。八千钱是八千个制钱，即八百枚当时的
铜元。当地以一百铜元为一吊，八千钱也就是八吊
钱。按当时银钱市价，三吊钱兑换一块银元，八吊
钱还不到两块七角钱。两块七角钱怎么就能起了
家呢？为什么整整是八千钱，不是七千九，不是八
千一？这些，谁也不去追究，然而死死地认定了他
就是八千钱起家的，他就是八千岁！”

“八千岁”在高邮话中不知有无别义，我只猜
是来自杨家将戏中的“八贤王”，即八王千岁。八千
钱起家，怎么就引申成了“八千岁”？不知。但这个
人总括起来，一句话就说完了：“八千岁那样有钱，
又那样俭省，这使许多人很生气。”

民国的银价是逐渐走高的。按陈存仁《银元时
代生活史》，1910年代，一块银元兑铜元128枚，因
为 3 吊钱兑一块银元，当是 1920~1930 年代的市

价。而据陈存仁记载，1914年的上海米价，每担3.6
元，1929年，高邮米价每担6元（大旱大涝灾时曾
涨至一担24元），抗战前夕，江南米价只有5元一
担（丰子恺《伍圆的话》）。在八千岁发迹的这一时
期，八吊钱连一担米都买不到，而八千岁能以此贩
米起家（不熟不做，他应该别无他业），靠的什么？
一靠俭省，二靠“不变”。所谓“不变”，首先是米价，

“早晚市价，相差无几”，十多年来，也不过从3.6元
涨到了五六元。“卖稻的客人知道八千岁在这上头
很精，并不跟他多磨嘴”，自然，卖米的利润也是固
定的，而且做的是街坊生意，“买米的都是熟人，买
什么米，一次买多少，他都清楚”。其次是他的生产
方式。“这二年，大部分米店都已经不用碾子，改用
机器轧米了，八千岁却还用这种古典的方法生
产”，机器轧米的革新还不曾影响到八千岁的生财
之道，因为“本县也还有些人家不爱吃机器轧的
米，说是不香，有人家专门上八千岁家来买米的，
他的生意不坏”。托庇这相对安稳的时世，八千岁
才能一点一点靠着“不变”积攒起他的财富。

他的俭省，说穿了也是“不变”。永远的青菜豆
腐饭，永远的草炉烧饼，汪曾祺不断用“非常简
单”、“非常单调”来形容他的生活。八千岁最有标
志的衣着“二马裾”，用老蓝布做，“自从有了阴丹
士林，这种老蓝布已经不再生产，乡下还有时能够
见到，城里几乎没有人穿了”，阴丹士林创于民初，
可见老蓝布已是前清的产物，款式也与“长衫兴
长”的时样背离，只能盖住膝盖。而这“长衫兴长”
怕也快过时了，据《高邮县志》，“二三十年代出现
了学生服、西服、中山服、衬衫、卫生衫、汗衫，服装
向短装发展，男子较少穿长衫”。那么，八千岁的穿
着，真是双重的不合时宜，土气到家了，难怪“全城
无二”。他的儿子小千岁，才十六七岁，不但也穿一
身老蓝布二马裾，而且被父亲收拾得同样的嗜好
全无。八千岁到底允许他养了几只鸽子，不光是宋
侉子的说情，重点还在于“米店养鸽子，几乎成为
通例”。八千岁虽然俭省，但也遵守行规成例，如卖
稻客人来，要加荤菜，要吃茶点，他都循例招待，只
是自己绝不染指。

老中国看重勤俭持家，这没错，但同时也时时
嘲笑那些吝啬鬼。从《笑林广记》到《儒林外史》，出
格的吝啬总是人们轻蔑乃至讽骂的对象。然而八
千岁的俭省至于让很多人“生气”，不光是他的行
径独特，更因为这份俭省被应用到了社会生活里，
那就成了“不通人情”。“竖匾两侧，贴着两个字条，
是八千岁的手笔。年深日久，字条的毛边纸已经发
黄，墨色分外浓黑。一边写的是‘僧道无缘’，一边
是‘概不做保’。”年深日久，足见八千岁一开始营
商，就坚守这两条信则。僧道无缘，是舍不得出钱；
概不做保，是不愿惹麻烦。这很符合八千岁的性
格，但也将他推到了“路人侧目，同行议论”的地
步。

斋僧布道，打发乞丐，不仅关乎民间信仰，更
重要的是传统社会的慈善互助形式。老中国是自
治化程度较高的熟人社会，比如地保李三，发现了
孤寡去世或“路倒”，就会“拿了一个捐簿，到几家
殷实店铺去化钱，然后买一口薄皮棺材装殓起
来”，同时他也帮店家驱赶串街的叫花子（《故里杂
记》）。“做保”也是熟人社会的特色，是前现代的信
用评估体系，所以需要“殷实铺保”，财产多寡与信
用程度成正比。虽然僧道无缘”、“概不做保”的店铺
不止八千岁一家，但人人都知道八千岁有钱，肯花
800大洋买两匹大黑骡子，但偏偏不肯施舍，不愿做
保，这是很犯众怒的作风。八千岁的为人处世，一是

“万事不求人”，二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的风
格，虽然不招人待见，但和平年月，熟人社会，多半
也不会有人找他的麻烦。小说里没有写到他的妻
室，猜想多半被这种苦日子压死了，将来八千岁给
小千岁娶亲，仍然会有人图他家的殷实把女儿嫁
过去，再给他家生下小小千岁。

但这样的稳当日子，被战争一手挑破了。

八舅太爷
八舅太爷这样的人最适应乱世，聪明、胆大，

不安分，而且无赖不讲理，“八舅太爷”这个绰号就
是这么来的，因为高邮人“把不讲理的人叫做‘舅
舅’，讲一种胡搅蛮缠的歪理，叫做‘讲舅舅理’”。
如果没有战乱，八舅太爷多半在上海当他的白相
人，“放浪形骸，无所不至”。即使混进了军队，也未
必能公开地鱼肉乡里。然而抗战军兴，和江苏省政
府委员兼江南行署主任冷欣、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顾祝同都能拉上关系的八舅太爷，就成了里下河
几县轮流转，说一不二的“霸王”，骂一声“汉奸”，
就可以拉一个人出去军法从事，“城里和乡下的狗
一见他的车队来了，赶紧夹着尾巴躲开”。

汪曾祺对这段时间高邮社会的描述极为准确
而精彩：

“‘八一三’以后，日本人打到扬州，就停下来，
暂时不再北进。日本人不来，‘国军’自然不会反
攻，这局面竟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起初人心惶
惶，一夕数惊，到后来大家有点麻木了；竟好像不
知道有日本兵就在一二百里之外这回事，大家该
做什么还是做什么。种田的种田，做生意的做生
意。长江为界，南北货源虽不那么畅通，很多人还
可以通过封锁线走私贩运，虽然担点风险，获利却
倍于以前。一时间，几个县竟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
荣，茶馆、酒馆、赌场、妓院，无不生意兴隆。”

非常时期，军事第一，八舅太爷俨然成了本地
的“最高军政长官，县长、区长”。最妙的是，“当地
人觉得有一支军队驻着，可以壮壮胆，军队不走，
就说明日本人不会来，也似乎心甘情愿地孝敬
他”。高邮社会的规则已经变换，锡匠们“顶香请
愿”，虽然不见于《六法全书》，但县长不愿把他们
逼急，会邀请县里的绅商商议，通过协商了解十一
子与刘号子的恩仇，而在战时，军队领袖的统治合
法性至高无上，八千岁这样的富商自然无法与抗。

八舅太爷在汪曾祺小说里还出场过一回，那
是1992年创作的《鲍团长》。鲍团长是保安团的团
长，在国民革命军里当过营长。八舅太爷闹得实在
不像话，商会会长王蕴之请鲍团长出面，以军伍前
辈的身份规劝八舅太爷。哪知名片递进去，回话
说：“旅长说：不见！”鲍团长自觉愧对乡亲父老，这
成为他去职的原因之一。

政权、绅权、行伍伦理，八舅太爷一概不顾，偏
偏他还自称“戎马书生”、“富贵英雄美丈夫”，占了
宋侉子的踢雪乌骓，画一张画当谢礼。这样一个

“风雅”的兵痞流氓，倒也是小说中民国人物形象
的创格。

小城中的商人、小手工业者，受到的迫害往往
来自军队与流氓。《岁寒三友》中，王瘦吾毁于流氓
式商人王伯韬之手（流氓商人的穿着很特别：“不
论什么时候，长衫里面的小褂的袖子总翻出很长
的一截。料子也是老实商人所不用的。夏天是格子
纺，冬天是法兰绒。脚底下是黑丝袜，方口的黑纹
皮面的硬底便鞋。”），陶虎臣的炮仗店，一败于当
地驻军严禁冬防期间燃放鞭炮，二败于蒋介石的

“新生活运动”（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全民军事化
运动），最后连女儿也卖给了一个驻军连长，倍受
欺凌。军队与流氓，都是民国社会中的“变数”。传
统社会依靠官绅共治，以此达成社会的稳定，而军
队与流氓是或明或暗的破坏力量。一旦像八舅太
爷那样，将军队与流氓结合起来，又恰逢乱世，便
几乎可以摧毁一切人们熟知的伦理规则。

边缘人
在汪曾祺的高邮世界里，社会下层有他们的

委屈、辛酸与悲苦。但他们可以依仗自己的努力寻
求希望与出路，巧云与十一子的相恋，《异秉》里的
陈相公有梦里与母亲对话的慰藉，“岁寒三友”都

靠技艺与变革迎来过好运，八千岁更是全凭俭省
起家。他们各有特色，但合在一起，构成了其乐融
融、有板有眼的人间。然而新的破坏力量自外而
来，不仅是流氓、军队这些有形的力量，还有时代
的变动那种“惘惘的威胁”（张爱玲）。

八千岁古井不波的生活里，偶尔也会有所触
动。看小千岁玩鸽子，他也觉得有趣。看见“长得像
一颗水蜜桃”的虞小兰，他也会想：“长得是真好
看，难怪宋侉子在她身上花了那么多钱。不过为一
个姑娘花那么多钱，这值得吗？”结论且不说，八千
岁肯定觉得想想这个问题，都能把自己吓一跳！所
以“他赶快迈动他的大脚，一气跑回米店”。

八舅太爷一来，八千岁生活里的很多规则都
守不住了。他往仙女庙贩粮，却不肯事前花钱运
动。这种做法以前行，现在不行，立即被扣上了“资
敌”的罪名。宋侉子是他这辈子惟一信得过的朋
友，肯帮忙。宋侉子叫他拿100块钱送给虞芝兰，讲
好800大洋赎人，又“说了好多好话”，才请到两个
同行出面做保，将八千岁保了出来。

八千岁给自己和小千岁换上了蓝阴丹士林的
长袍，刮去了“概不做保”与“僧道无缘”两道字条。
跟着就是那句点睛之笔：

“是晚茶的时候，儿子又给他拿了两个草炉烧
饼来，八千岁把烧饼往账桌上一拍，大声说：

‘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
结尾的况味，与老舍《断魂枪》结末沙子龙抚

摸着冰凉的枪杆，说的那句“不传，不传”有异曲同
工之意。一个时代的逝去，不是升斗小民所能看
清，但他们能够清晰感觉那种动荡。

这种动荡，在有些语境里，或许还是一种进步
或革新的象征。但在汪曾祺的高邮世界里，那些手
艺高超的匠人，那些安分守己的坐商，甚或只凭力
气吃饭的贫民，都被这种动荡剥夺了按照自己意
愿或常例生活的权利。

八千岁为什么只跟宋侉子要好？从生活习性、
饮食爱好各方面看，两人都格格不入。或许他们的
共同点，在于对米粮古典生产方式的恋慕。宋侉子
喜欢贩马贩骡的浪子生涯，八千岁舍不得他的碾
子与大骡子。显然，这种生产方式马上就将被机器
轧米取代，而且较大的米如春裕米厂已在高邮出
现，职工达数十人，碾米车间300余平方米，有16
匹柴油内燃机与大小碾米机，日产大米 5000 至
15000斤。可以想象，八千岁和宋侉子怎么敌得过
这样的潮流？

跟宋侉子关系不浅的虞小兰母女，看似风光
无限，其实也是时代波荡的牺牲品。虞芝兰本是前
清盐务道关老爷的小妾，关老爷死后被大妇逐出，
只能重张艳帜，年老色衰后又以女儿瓜代。原本的
大户人家子女，被迫只能以色相事人。她们同样是
新生活中的边缘人。虞小兰出来走走，“路上行人
看见，就不禁放慢了脚步，或者停下来装做看天上
的晚霞，好好地看她几眼。他们在心里想：这样的
人，这样的命，深深为她惋惜”。美是大家都喜欢
的，但这份美难以将养，只能为有权人或有钱人攫
夺。

《八千岁》从一个吝啬的富商，写到一个骡马
贩子，再写到一个美貌妓女，看上去并无任何叙事
的逻辑，实际上，汪曾祺写的是这座小城里的一些
边缘人。时代对他们的改变，就是将他们逼回生活
的常态。没有这些改变，他们虽然被路人侧目，同
行议论，却生活在自足的世界中。当宋侉子无马可
贩，虞小兰辗转于驻军首领之间，八千岁脱下了二
马裾，晚茶吃上了三鲜面，一个时代就此逝去。

当年读《八千岁》，看到最后一句，似乎作者的
描写同情里夹着嘲讽。现在重读，字里行间传递的
东西要复杂得多，其中一层一层的滋味，纵是起汪
先生于地下，也未必说得清楚。而文学的无可替
代，不正在这点儿“说不清楚”上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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