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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他的文字就像新鲜的空气

汪曾祺先生的文字被很多人喜欢
着，甚至有人说，“喝茶只喝冻顶
乌，读书只读汪曾祺”。我虽不这样
想，但细思这些年来所读过的书，汪
曾祺当列首位。有的文章虽已读过数
遍，却感觉常读常新，总有收获。能
读进去，能悟出其中的好，有时还能
感觉到丝丝的心意相通。

在我看来，他的文字就像新鲜的
空气，就像时令水果，对身心都有滋
养。记得有人说过，读汪曾祺治好了
抑郁症。我是相信的。汪先生的文字
有这个“疗效”。

上大学时，我读过《受戒》《大
淖记事》，但因基础较弱，同那个时
候所读过的其他书一样，多数囫囵吞
枣，食而不知其味。直至进入新世
纪，那时已工作数年，结婚生子，初
尝人间滋味。偶然接触汪先生的文
字，顿觉温暖熨帖，抚慰人心。再后
来因缘际会，拥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的《汪曾祺全集》（八卷
本），选编了几本书，《文与画》《五
味》《人间草木》《说戏》等，自此算
是走进了汪曾祺的文学世界。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对汪先生的文字，我是当成“人

生修养书”和“美学书”来读的，并
在这两个方面都获益良多。

汪曾祺出生于富庶的地主家庭，
年幼即读古诗文，习书读画，深受传统
文化的熏染。后就读西南联大，受西
方现代思想影响，中西合璧，胸襟渐
开，养成士大夫气质。大学毕业以后，
辗转上海、北京等地，做过教师、编辑，
扎根民间文艺的深厚土壤。被划成

“右派”，下放张家口劳动，近距离接触
中国农民。重回北京，又做了二十余
年的编剧。那个时代，这些阅历，本身
就是一本厚重的大书。

他说过“随遇而安”，他也说过
“生活，是很好玩的”、“活着，就得
有点兴致”。谁的生活能够总是波浪
不兴、一帆风顺？怎样看待这些沟沟
坎坎，怎样面对自己，怎样安抚那颗
受挫的心，我想，读汪曾祺和不读汪
曾祺，是大不一样的。

他博览杂书，古今中外，兴之所
至，又博雅旁通，兼擅书画，旁及戏
曲。他给友人杨香保写信，劝其有计
划地读点书，不妨从《诗经》读起，

“你现在五十三岁，定下心来做点学
问，还不晚”。这是怎样健朗的心
态！直到去世前住在医院里，他还对
陪护在身边的女儿说，要喝碧绿透亮
的茶、要读书，并叫女儿回家去取，
就在女儿回家时，不幸离世。真真是
活到老，读到老，写到老。我感佩于
他的读书博杂，以及体现在文学创作
中的深厚的文化韵味，曾梳理写下
《汪曾祺的书单》一文，以期与学生
们分享，励人励己。这样的境界、学
养，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对花花草草的喜爱，想来也归
功于汪曾祺先生。无论走到哪里，他
都愿为当地的草木书上一笔，南山塔
松、菏泽牡丹、泰山绣球、漳州三角
梅、云南茶花，篇篇摇曳生姿。他写
过多篇谈草木虫鱼的文章，诸如《淡
淡秋光》《北京的秋花》《人间草木》
《草木春秋》《果蔬秋浓》等，只题目
就引人入胜，让人难忘。我曾有感写
下两篇小文 《汪曾祺的草木情怀》
《汪曾祺教我识草木》。对我而言，有
多少花草是汪先生给正名的？波斯
菊、晚饭花、凤仙花、紫薇花，都
是。还有菊花，原只道是菊花，哪晓
得竟有那么多品种，十丈珠帘、金背
大红、狮子头、晓色、懒梳妆……这都
是拜先生之所赐。因此之故，每年秋
天，我都要跑到趵突泉公园看菊花，为
的是看仔细，看分明。

有心情看花草、听虫鸣，有心情看

日月、听风雨，有心情关注草木一样的
自然人生，想必也会有心情做别的。

一个人，他用文字点亮你，他用
那支笔时时提醒你，拥有爱，好好生
活，有点情致，有点诗意，足矣！

他的美学标杆是极高的

在文学追求上，汪曾祺是绝对的
唯美主义者。当然，这并非说他不重
视思想和内容。他说过思想和语言同
等重要，他也一直说，文学要“有益于
世道人心”，要给“人间送小温”。我想
说的是，他的美学标杆是极高的。

对待文学，汪曾祺极其认真，毫
不苟且。他说要随时打磨语言，哪怕
是写张便条、写封信，都不可草率为
之。他曾写过一则短文《写信即是练
笔》，文中说：“‘遇笔研，便当起矜
庄想’。这要养成习惯。古人的许多
散文名篇，原来也都是信。鲁迅书信
都写得很有风致，具有很强的可读
性。曾见叶圣老写给别人的信，工整
干净，每一字句都是经过斟酌的。”
这是他对文学青年的期许，又何尝不
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他写过多篇文章，谈及语言问
题。他将语言的训练、极致的理想，
比成“揉面”，“面揉到了，才软熟，
筋道，有劲儿”。怎样揉，他又指出
门径：多读书，向古人学习；多留
心，向生活学习；走向大众，向民间
艺术取经。他讲语言的流动性、语言
的文化意味，讲“文气”的一脉贯
穿、前呼后应，这既是他创作实践的
总结提粹，又是对青年写作者的悉心
引导，是一堂堂生动的无与伦比的美
学鉴赏课。其用心实良苦也。

汪曾祺的创作谈非常好看，涉及
语言、结构、风格、文体、细节、风
俗描写、文学功能、美学效果等诸多
问题。这一方面是夫子自道之言，是
通往其文学世界的秘密暗道，一方面
于我而言，也是将其当成美学入门书
来看的。他正是以自己的作品为例，
引导读者发现美、欣赏美、表现美。

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复出
文坛，他将小说创作视为正途、命

脉，并说，“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
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有情
致，谈何容易？可他做到了。《异
秉》《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
事》《鉴赏家》《金冬心》，篇篇有情
致，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小说和散文，是汪曾祺文学园地
中两株根深叶茂的大树，各结奇花异
果。起初，散文对他而言，还是“搂
草打兔子，捎带脚”，至90年代初，
散文创作渐成主业。散文集《蒲桥
集》“卖得很冲”，连续加印四次。一
年内写下十四五万字，两三年之内出
版四五本散文集，散文创作呈井喷之
势。但他保持足够清醒：“我的散文
会源源不断地写出来，我要跟自己
说，不要写得太滥。要写得不滥，没
有别的法子，只有多想想事，多接触
接触人，多读一点书。”几乎同时，
他又写成《散文应是精品》一文。文
中说，“即使是写游记，写习俗，乃
至写草木虫鱼，也都是此中有人，呼
之欲出”。这既是反思总结，更是对
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

谈及结构，他说“随便”。林斤
澜不同意：“我讲了一辈子结构，你
却说：随便！”他又改成“苦心经营
的随便”。实则，这更符合他的创作
实际。

他说写文章不能滥抒情，不能像
老头子写情书，让人难堪。他的情感
很节制，语言看上去平淡自然，其实
也不是“随便”的，恰是苦心经营的
结果。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
难辛。”这话也适合用在汪曾祺身
上，那是他的法宝、秘诀。我想，我
读懂了。

因为懂了，所以喜欢。

抒情的人道主义是他作
品的内核

汪曾祺是一棵常青树。
若从上世纪 80 年代文坛复出

算，至今已四十年，若从文坛崭露头
角算，八十年岁月倏忽过。他的作品
一点没有过时感。

至今他仍拥有大批“拥趸”，“汪
迷”遍及天下。他的书，因为有市场，
被反复出版。实则，汪曾祺生前自己
选定的作品集，不过三十本左右，这其
中也不乏重复。夫人施松卿曾戏言：
一二三四五是一本，五四三二一是一
本。但去世后二十余年间，他的书由

“小温”到“火热”，都出到二百多本
了。人虽走，茶尚热。2019年初，人
民文学出版社经过八年打磨，推出了
十二卷本《汪曾祺全集》。2020年适
逢先生百年诞辰，据说还有好多书正
在酝酿策划中，不日或将出炉。

在他的故乡高邮，也有一大帮追
随者，创立于2016年的“汪迷部落”微
信公众号，每日推送汪文和“汪迷”的

“读汪记”，关注人数达万余人。这不
能不说是文坛有趣的现象。

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够不被时间的
浪花淘尽，没有被时代甩出去，必有
缘由。汪曾祺的大多数文章写于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可现在看来，一点都

“不隔”，好像是专为当下所写。在
《蒲桥集》再版后记中他曾说：“喧嚣
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
躁，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
息，‘民亦劳止，汔可小休’，需要安
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或者
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需要‘滋
润’。”这些话如今看来仍是那么对
症！对匆忙急躁的现代人来说，他的
文字正好比一服解药，可以使人得到
带有文化气息的、健康的休息。

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的
创作理想，深厚的学养，对语言的极
致追求，对美和诗性的坚持，让他的
文字兼备古典性和现代性双重特质，
具有了超越时代的审美品格。

曾见过山东作家邱勋先生一段描
述汪曾祺的话，活灵活现：“我个人
与汪先生没有交往。曾听咱省作家张
炜先生说过，他们几个青年作家曾问
过汪先生，《受戒》《大淖记事》的主
题思想是什么？汪幽默地说，是五讲
四美三热爱。并且拍着自己的肚子
说，这边放着《受戒》，内容是五讲
四美；这边放着《大淖记事》，内容
是三热爱。”

虽是戏言，却不无道理。汪曾祺
的文字是怀了温爱的，是对生活的善
意打量。他常言及老师沈从文的一句
话，“千万不要冷嘲”，说这是对于生
活的态度，也是写作的态度，并坦
陈，“沈先生的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
深”。

抒情的人道主义是汪曾祺作品的
精神内核。他喜欢宋人诗句“顿觉眼
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他从
年幼时闻嗅到的就是“一种辛劳、笃
实、轻苦、微甜的生活气息”。对生
活，他不是轻飘飘的，也不是沉重压
抑的，他是悲悯的、“含泪的微笑”，
有时是无奈的苦笑。像《异秉》《岁
寒三友》《职业》《黄油烙饼》《陈小
手》《露水》诸篇，不正是如此吗——他
对人世有着深深的同情、理解和善
意。在《〈受戒〉重印后记》中他曾
说：“重谈一些我的作品，发现：我
是很悲哀的。我觉得，悲哀是美的。
当然，在我的作品里可以发现对生活
的欣喜。弘一法师临终前的偈语‘悲
欣交集’，我觉得，我对这样的心
境，是可以领悟的。”“人世多苦
辛”，应理解为汪曾祺的写作基调
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体会，大概这
也是我爱读汪文的原因之一。

他的作品，有时又洋溢着一股内
在的欢乐。他也说过，“一个作家，
有责任给予人们一分快乐，尤其是今
天”。我的理解，这并非简单的孩子
似的快乐，而是以“苦辛”作为底色
的，是懂得之后的内在欢歌和珍惜。

“世界吻我以痛，我却报之以歌”，这
是动人的，引人向上的。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

长留小温在人间
——写在汪曾祺百年诞辰之际

段春娟

在这个特殊的春天，当心情从焦
虑、恍惚到逐渐平稳，当时光在隔离中
放慢了脚步，平日没有来得及关注的
一些好书、好剧，也得以被翻找出来细
细品味，而一些关于生活、生命的真切
体悟，被慢慢地沉淀了出来。

就是在这样的状态里，《黑狗》（韩
国，2019）进入了我的视线。这部由
韩国tvN 于 2019 年推出的教育职场
剧，通过展现首尔一所私立高中的日
常图景，让我们感受到了教育场域中
的复杂生态，还通过主人公高荷娜的
求职和工作经历，聚焦临聘教师这一
特殊职业身份的群体，揭示出他们的
职场生存现实。

所谓临聘教师，是韩国教师中的
“临时工”，不但没有编制，而且还待遇
低、福利差，缺乏保障。初看剧名《黑
狗》，难免有些不解，此剧为何如此冠
名？据说“Black Dog”一词，出自丘
吉尔名言：“心中的忧郁就像黑狗，一
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西方语境里，
常常以“黑狗”来表示意志消沉、抑
郁。在本剧中，主人公高荷娜小时候
与爷爷一起去买狗时的一段小插曲，
似乎诠释了这个名字背后的深意。那
只因毛色太深而缩在宠物店角落里的
小黑狗，那与小荷娜对视时落寞凄凉
的眼神，让成年以后处于职场边缘位
置的主人公有了感同身受的体验。

在首尔江南区私立大峙高中的教
师选拔中，心怀教育梦想的高荷娜从
一百多位竞争者中胜出，争取到了临
时教师的名额。然而，主人公还没来
得及体尝胜利的喜悦，网络上就传出
大峙高中招聘教师有内定者的消息，
而这个被形象地称为“空降兵”的内定
者，最终竟被指认为高荷娜。原来，高
荷娜那个一年只见两次面的舅舅，偏
偏就是这所高中的教务部部长。随着
剧情的推展，观众会发现其实“内定
者”另有其人，但在真相未被澄清的当
下，百口莫辩的小高老师，很快便成了
同事们排挤的对象。

而“空降兵”事件，不过是冰山
刚刚显露出的一角，接踵而至的一连
串考验，让我们体会到了什么叫“职
场如战场”。因为被高三部和升学部
两个直属部门的上司共同管理，小高
老师立即沦陷到职场的派系斗争中，
被迫要进行站队；因为教学搭档金老
师偷懒耍滑，把她认真准备的PPT课
件轻易拿走，还以教学进度同步为理
由任意删改，让高荷娜有苦难言；与此
同时，大峙高中一连几年令人汗颜的
升学率，也让作为高三年级班主任的
小高老师倍感压力山大……这期间，
主人公经历着过山车一般的跌宕起
伏，也曾晕头转向疲惫不堪，也曾黯然
神伤挫败不已，心中那只忧郁的“黑
狗”时时会跑出来，咬住她不放……尽
管如此，这个外表柔弱的年轻女教师
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而这份力量，
如果追溯起来，源于十多年前的伤痛
记忆，源于主人公的一份初心。

那是夏天里一次班级游学旅行，
正读高二的高荷娜尽管腿脚不便，但
还是不想放弃这宝贵的出游机会。谁
知行程中，大巴车在隧道中遭遇车祸
漏油起火，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同学
们纷纷逃出车外，只有碍于腿伤的高
荷娜被困在了车上。关键时刻，老师
金英河挺身而出，赶在大巴爆炸前救
出了荷娜，而金老师自己，却因未能及
时逃生而永远留在了隧道里。更加令
人心痛的是，由于金英河老师“临时
工”的身份，他的家人没能拿到任何保

险赔偿金。追悼仪式上，金英河老母
和遗孀悲愤的表达，也让高荷娜一直
难以忘怀，更促使她想弄清楚一个问
题：老师为什么能为了一个学生而殒
身不顾？带着心中的疑问，怀着对老
师救命之恩的报答和未竟事业的承
继，成年后的高荷娜一直在为获得一
个教职而不懈地努力和坚持。

此剧难能可贵的是，不仅仅揭示
出了教育职场的真实图景，更深入到
教育者的内心，书写了他们艰难中的

“坚守”，关于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关于课程创新、高考改革……环球同
此凉热，从韩国教育同仁的孜孜不倦
中，我们感受到了同样的关注热点与
永恒的教育命题。尽管以大峙高中所
代表的凡俗生存空间中有计较、有争
斗、有一地鸡毛和蝇营狗苟，但同
样也有青春，有热血，有情怀和梦
想。《请回答 1988》 中酷酷的豹子
女士罗美兰，此次化身为面冷心热
的升学部部长朴成顺。朴部长秉公
办事，仗义执言，自身的业务能力
超强，对身边年轻人也能给予信任和
理解，总会在高荷娜陷入危机时，及
时伸出援手，可谓是大峙高中的一股
正气和清流。但因为多年来为学校操
劳，朴部长也荒废了家庭和孩子，心
怀愧疚的她一度准备卸任，可考虑到
高荷娜这些年轻老师的发展，她还是
坚守了下来，努力给后辈撑出一小片
纯净的天空……在引路人的热情扶助
和同道者的砥砺加持下，新手教师高
荷娜慢慢走上正轨，而毕业的孩子们
满怀深情的感恩与告白，也让小高老
师终于超越了“临聘教师”的身份危
机，认识到教师这一职业真正的价值
和意义所在。

“当你身处漆黑的黑暗之中，你能
做的只有坐在原地，直到眼睛完全适
应黑暗。”剧中人物的这番内心独白，
让我们再一次体会到，追寻自我和理
想的道路难免迷雾重重，但也正是在
黑暗中所摸索出来的航向，才有着更
加稳妥和现实的意义，显露出更可贵
的价值。就像罗曼·罗兰所说，世上只
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
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就在观看这部电视剧的日子里，
恰逢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发文，规范高
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提出
要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
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深刻认识论文

“SCI至上”的影响，改变价值追求扭
曲、学风浮夸浮躁和急功近利等问题，
推动高等学校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
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君子务本，本
立而道生，是该回到教育的根本，找回
我们的初心和理想了。春天就在路
上，教育和科研生态正悄然发生着改
变，希望不远的将来，我们都能将论文
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写在学生生命成
长的历程中。

而此刻，在亿万盏灯火背后，又有
多少老师正在抓紧备课。为了让学生
的学习不被“隔离”，明天他们又会化
身为一个个“主播”，努力将网络这个
也许还陌生的平台变成自己的“讲台”
与“战场”，去坚守、去履行一个教育者
的职责。

就像劫后余生的小荷娜永远铭记
着恩师的奉献和牺牲，并怀抱着初心
砥砺前行，这个不同寻常的春天，也让
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坚守”的意
义，无论是对生命，还是对教育……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副教授，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

我们如何坚守初心
杜霞

本报讯（记者 王珺）中国美术
馆珍藏的11万件藏品中，有3万余
件是捐赠作品。“向捐赠者致敬——
中国美术馆藏捐赠作品展”1月19
日亮相中国美术馆，后受新冠疫情影
响闭馆，观众可通过中国美术馆官网
在家“云”看展。

展览从目前已经整理出的1200
余位捐赠者捐赠的3万余件作品中，
精心挑选出700余位艺术家的850余
件作品。展览空间包括中国画、油画、
版画、雕塑、书法与篆刻、民间美术与
工艺美术、摄影、综合内容（水彩/粉、
连环画、漫画、年画、漆画、素描、速写
等）及国际捐赠9个板块。

据介绍，中国美术馆建馆以来，已

有海内外千人次捐赠作品，每一次捐
赠背后都有感人的故事。中国美术馆
接受的最早一批捐赠始于1961年，陈
树人的夫人居若文女士捐赠116件陈
树人的代表作品。1964年，邓拓捐赠
145件中国古代绘画珍品，其中包括苏
轼的《潇湘竹石图卷》等，填补了中国美
术馆藏品从宋元至明清中国绘画史的
空白。1996年德国收藏家路德维希夫
妇捐赠了89件（117幅）国际美术作
品，其中包括毕加索、大卫·霍克尼、安
迪·沃霍尔、利希藤斯坦、安塞姆·基弗
等名家名作……这些作品丰富了中国
美术馆的收藏序列，构成了既涵盖中
国古代书画、近现代美术作品，又不乏
国际美术大家的藏品体系。

中国美术馆藏捐赠作品展致敬捐赠者

⦾资讯·云看展

今年3月5日是著名作家汪
曾祺诞辰100周年。汪曾祺先
生为人为文向真向善，文字中总
是流淌着对生活的温情，因此而
拥有无数读者，甚至形成了“汪
迷”群体。本文作者段春娟业余
以读汪为乐，虽然她说不准自己
究竟算不算“汪迷”，但这篇纪
念文章的确写出了一个“汪迷”
眼里的汪曾祺。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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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