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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 缺 之 美
——论汪曾祺的小说

黄立华
(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24504I)

摘 要：以往对于汪曾祺小说的研究。都是强调其表现生活平淡恬静、和谐温馨的特征。这也确实符合

作者对其小说的自述。由此出发，评论界多是注意其创作中正面表现上述内容的作品。但实际上，他有许多

小说恰恰是从相反的方面着手的，即通过对生活中许多不如人意的残缺现象的描绘。激起读者对人生美好、

温馨一面的期待和渴望，这些作品成为作者完整表达其人生观念与审美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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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小说这些年很引起论者们的关注．比

较流行的看法是，“他从人的精神王国中不断打捞

着美的、善的东西。并且将这些诱人的美质转换到

一种古雅的意境中。叩蛳这种看法确实能概括汪曾

祺一部分小说的特征，比如像《受戒》、《戴车匠》、

《熟藕》等等，这些作品确实有如一幅幅恬静优美的

山乡画卷，给入带来充满泥土气息的民间生活的诗

情与温馨。但是只要认真读完作者的全部小说作

品，就会发现上述单纯“打捞‘美’、‘善’的东西”的

作品其实在汪曾祺小说中的比例并不大。汪曾祺的

小说有相当一部分其实充满了悲伤，这种悲伤来源

于一种深刻的生命感受。这就是人生往往免不了的

各种各样的残缺．或者如有论者所说的“生命最本

质的欠然，比如孤独、隔膜、生死。”翻但与一般的悲

剧作家不同的是，汪曾祺并不着意于对残缺本身的

细腻描绘，并以此引发读者的爱憎情感，他只是点

到为止，他的心里其实还在渴望着与此残缺相反的

完美，他正是用让人悲伤的残缺来刺激人们的审美

感官，从而激发人们对相反的美好～面的渴求。这

种渴求也正是作者内心对人生真正的期待。人们常

常说汪曾祺的小说执着地追求和谐、温馨和诗意，

似乎现在人们就有～种误解．就是汪曾祺的小说好

象都是像《受戒》那样充满诗情画意、直接表达出作

者心目中人生美好、温馨的一面，其实他有许多作

品。包括一些应当算作是非常好的作品都不是运用

这种方法的，而是以写人生的残缺来表达内心的期

待，从而实现他“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

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

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13脚的创作目的，

这在现代作家的创作中是别具一格的。

一、《鸡毛》：于人生的乖隔中期待和美

《鸡毛》这篇小说在汪曾祺的创作中似乎不太

引入注意。论者们也很少谈论到它。其实这是一篇

在艺术上很有特点的作品，它写出了人生的“乖隔”

和“欠然”．但作者真正要表达的却并非仅仅让人知

道这世界上有着这般不如人意之处，而是通过他特

有的艺术处理，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否定性情绪，

即通过对现实情境的否定来表达对与。乖隔”和“欠

然”相反的“和美”和“完满”的期待。

小说写了寡妇文嫂在西南联大校园里生活，靠

洗衣、养鸡养活自己和女儿，虽然清贫，但却自足和

安定。她过她平静的日子，学生们读他们的书，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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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间对生活的理解和未来的期望相差甚远。但并

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和睦相处，甚至还能相互帮助，

这正是作者所希望看到的生活情景。但是，后来的

结局却出人意料，性情古怪的金昌焕却鬼鬼祟祟地

偷杀了文嫂的鸡．作者没有交代这个偷杀的具体经

过，只是侧面地写了文嫂在他床下发现了鸡毛。偷

杀的经过并不重要．这对汪曾祺所写的不重情节和

故事的小说来说更是如此。他的小说重的是一种氛

围，金昌焕的缺德行为从表面来看是对文嫂虽然清

贫、但却自足的宁静生活气氛的威胁，实质上则是

对作者所一意营构的和谐、温馨的人间情景的破

坏。应当说，小说一开始，作者这种愿望就比较明

显。他写文嫂的草屋和鸡窝在联大的校舍改建中居

然得以保留下来，而“学生们倒也没有人觉得奇

怪”f4脚。这一切自然与“联大当局是很讲人道主义

的”啪不无关系，但很显然，对这一切更表赞赏的
当属作者汪曾祺自己。因此，他才格外在意任何与

这种和美的气氛不相融洽的乖隔之举带来的侵犯

和破坏。应当说，作者对金昌焕的行为是愤怒的，但

作者表达愤怒的方式却令人玩味．作者在小说最

后，以一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结束。有人认为

这是作者的一句自劝，而且“愤怒终被消解”闭，还有

人认为是“善意的微讽”。【脚也许汪曾祺在这里太
平静了、太不动声色了。因此就被人认作是自劝一

句以后，火就没了。其实作者在这里试图实现一种

情感转移。似乎是强迫自己和读者相信生活中的完

美总是很难，因为竟然不能改变存在有金昌焕这样

的“坏鸟”的可能．但只要把汪曾祺内心对生活的渴

望和金昌焕的行为一比较，就知道作者淡淡的一句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其实表达出作者太多的伤

感和失望。不要以为作者真的很认同这样的通俗表

达。他其实更大程度上倒是把这当作了一种欠缺、

一种遗憾。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还是表达出对没

有这种欠缺和遗憾的人生和美境界的追求。

二、《徙》、《鲍团长》：于人生的寂寞中期待理解

《徙》和《鲍团长》两篇小说在汪曾祺的小说中

占有一定的分量．都表现了作者对生活中的某种残

缺的“淡淡的哀伤”，从而激发出一种对美好的渴

望。具体来说，这两篇作品的主人公，一是《徙》里面

的高鹏，一是《鲍团长》里面的鲍崇岳，虽然一文，做

先生；一武，做保卫团长。但二人的性格和遭遇却颇

有相合之处．即人生虽不通达，但却不自甘堕落，而

是依然自尊、自重。怀抱精神追求。看得出来，作者

在精神气质上，与这二位也有相通，因此作者对他

们是有着很深的同情的。高鹏的遭遇应当说是一个

社会的悲剧，但作者并无意于作这方面的细致剖析

和批判，他只是通过写高鹏的性格为人给自己和女

儿高雪的一生带来的寂寞和不幸来引发读者的思

考。应当说。本来高鹏的性格和他的遭遇之间是不

存在因果关系的。至少在作者眼里，一个充满温馨

的社会就应该这样。但事实上，人们还是感觉到高

鹏之所以“难以远徙”．实在与自己的落落寡合不无

关系。作者的态度并不倾向于希望高鹏应当怎样的

随波逐流，反倒是很欣赏他在困顿中的坚守，但人

生的残缺之处也似乎正在这里。高鹏竟然不能得到

他人和社会的理解和接纳，于是终于在寂寞当中困

厄一生，看得出来，作者通过高鹏的悲剧，表达一种

对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沟通和相互尊重的期

待。而《鲍团长》中鲍崇岳的故事则带有一重更广泛

的人生悲凉之气。作为一名军人．鲍团长不像以往

在同类小说中所看到的那些地方豪强。强悍而霸

道，正如汪曾祺小说《八干岁》里的八舅太爷，每天

不是忙于搞人，就是忙于搞钱。鲍团长追求的是儒

雅的文人之气，作者着重要写的是他内心的那份痛

苦。小城里的“名流”们只认可鲍团长在守护地方上

的“军人”身份。不肯慷慨地在其他方面对其予以认

同，数次的轻慢和冷遇导致其心中的凄凉和郁闷不

禁让读者亦为之感觉酸辛。这是一个很有新意的形

象。以前的主流文学不会这样带着同情地去处理鲍

团长这样一个身份有问题的人物。作者面对人间生

活视野开阔，他对人间苦难的体验、残缺的发现、不

幸的悲悯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在那

些以往常常被忽略的人物身上发现了属于整个人

类的某种共同的不幸和悲哀。作者通过描写这种不

幸和悲哀从而渴望表达的内心期待也就并非仅仅

指向某一个具体的人物对象，比如高鹏如何能得人

理解、鲍团长如何能畅心惬意，而是指向整个人间

世界，期待着这世界有更多的理解，这种理解能带

来诗意和温馨。

三、《小嬷姨》：于人生的压抑中期待慰藉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有一篇曾经引起非议的作

品，就是写于很晚的《小姨姨》，这个小说写的是谢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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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媛、谢普天姑侄溢于伦常之外的相爱，这实在是

太过离谱，以至引起有的论者的“邪僻”之斥。悯单看

故事的题材就忙于结论显然过于草率．关键要看作

者在其中隐含的审美态度。在一个动荡、衰颓的苍

凉末世里，作为无力回天的落魄文人，僻居小城的

谢普天，也许人生中最难忍受的不是别的。而正是

无亲无靠、世态冷漠。在阵阵袭来的寂寞、空虚面

前，他的人生会感到怎样的压抑．他会如何看待哪

怕些许和片刻的慰藉。并不是说。作者要为他的行

为寻找开脱，事实上，小说的结局明摆着的是恰好

与此相反。但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依然能得到读者的

同情，并非对此仅作一个道德判定那么简单。人生

中常常有来自方方面面的说得出和说不出的压抑，

孤单、脆弱的个体将拿什么来对抗、将从何处去寻

求慰藉。也许作者的选材有些极端．但由此产生的

艺术震撼也是更为强烈的。姑侄二人“觉得很快乐，

又觉得很痛苦。他们很轻松．又很沉重”的心理其实

也正是作者对人生的某种领悟。是一种真正的残缺

中的期待。在此可以提及的是，作者还有一篇叫《辜

家豆腐店的女儿》的小说，小说中的辜家的女儿的

命运真可算是不幸。其不幸倒并非全在她为给父亲

治病。不得不向王老板和他的大儿子同时出卖肉

体，而是当她向真正心爱的二儿子示爱时．竟会受

到拒绝。也许在传统的道学家的眼里，这个女人是

可鄙的．但作者对她是同情的。尽管她的追求没有

结果。但其内心的那份对真情的渴望却是这个小人

物身上的一个亮点。虽然她的人生是充满残缺的，

但你能说。她的心中没有期待吗．而这正表达了作

者的期待。

四、《日规》：于人生的颠沛中期待安顺

人生的不幸除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因外。个

体本身常常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厄。使得本来有

望安顺的人生变得颠踬不宁。有时甚至会使生命意

外地结束，这种冷酷的现实对崇尚“热乎乎的世

界”、梦想着“秦少游描绘过的洞天福地”【7l的汪曾祺

未免太过“欠然”!无论是《露水》里的那一对“露水

夫妻”，还是《抑郁症》里的裴云锦，还是《日规》里的

蔡德惠都属于这种情形。作者以一种悲悯的情怀，

面对着这俗世的种种无可名状的苦难，仿佛在替造

物表达着歉疚的心意。就因为作者太爱这平凡的人

间、太爱这些平凡、本分的小人物，他理想中的充满

诗意和温馨的日常生活本来就认定了是这些人作

真正的主人公。于是，他在这不如人意的现实的残

缺之中再一次表露他真诚的期待，这就是《日规》的

结尾所描绘的那种令人酸辛的惋惜和假设。“高崇

礼忽然想起：蔡德惠要是每天喝一碗鸡汤，他也许

不会死。”I卿是啊，不仅蔡德惠这样的人该好好地

活着，还有那一对“露水夫妻”。还有裴云锦等等许

多人，都应当安安顺顺地活着。“蔡德惠手制的日规

上的竹筷的影子每天仍旧在慢慢地移动着。”I研鹦生

活在继续，蔡德惠这样的小人物的离去似乎在一般

人的生活中激不起什么反应，但“有着一双似乎总是

含着梦幻的眼睛”m的汪曾祺却于这人生的乖蹇有

着特别的敏感，他要用他的故事来提醒世人的感觉．

用他的悲悯和惋惜来弥补人世的欠缺。进而激发读

者的“梦幻”欲求，说到底，还是期待着人生的圆全。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以他当年西南联大的读书

生活为素材的作品，严格说来，只有上面提到的《鸡

毛》和《日规》两篇，恰恰这两篇，作者都没有正面去

写生活的和谐、温馨和诗意。而是写了生活和人生

的残缺与欠然，应当说这是十分引入深思的。如果

说．作者一生真的在“梦想着秦少游描绘过的洞天

福地”．那么年轻时西南联大的学生岁月就该是最

理想、最恰当的时光。因为建国以后的日子汪曾祺

过得并不顺心，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虽然也有了

创作上的自由，但此时他已年过花甲，再怎么开心

也不可能超过年轻时学海泛舟、师生切磋的快乐。

况且作者又是一个“重回忆”更重于现实的小说家，

更可见出作者真要兑现他对读者的承诺：。总起来

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信念

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的作品

不是悲剧。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嘲那
么西南联大这一段生活该有着怎样重要的分量。事

实上。作者确实是对此非常珍惜，十分用心地为人

们奉献了上述两个精致的短篇。但作者采用的表现

手法。却都是不正面写他想表现的东西，而是通过

相反的思路来产生正面要表达的效果。平凡的人

物、卑微的生命、乖蹇的人生，但一样有善良的心

灵、坚韧的毅力和进取的意念，唯其如此，他们的生

命遭遇才更能打动一般读者的心肠；他们的人生不

幸才更能够让读者感慨。也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作用

下，作者渴望社会温馨、生活美好，使“人们的心灵

得到滋润，增强生活的信心、信念”的目的才能更有

效地达到。正因为这样．作者的艺术表达也就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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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避免了廉价的浮泛，从而真正走向了深入。同时

因为作者写的并非真正的悲剧，而是要写“美”和

“健康的人性”，l啊他笔下的人生残缺和不幸才“不
是通过善恶美丑的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来表现崇

高和悲壮，也非以深沉的情感对灵魂进行严肃的拷

问。乐观与和谐作为人生的主调代替了沉重和忧

虑。”I御这里面确实有一个艺术表达的灵活性和审

美情感的转换性的问题。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汪曾

祺的作品“寂寞中有温爱，悲哀里有欢欣，从中透射

出美与爱。”【·岍多读者和论者似乎对汪曾祺的作品
未加深入领悟，常常想当然地对其小说一概而论。

因此也就忽略了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某些艺术独特

性和魅力之所在。这样的结果是不能真正全面地把

握汪曾祺的小说，不能真正明白他关于自己小说创

作的一系列自述与他的部分小说表面上的差异和

实际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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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y of De行ciency——An Analysis of Wang Zengqi 7s NoVels

Huang Lihua

(school of Ans，Huangshan UniVe璐ity，Huan铲han24504 1，China)

Abst髓ct：111e fo肿er 8tudies on Wang Zengqi，s noVels are mainly devoted to his d印iction of life，S

peacefulness and h舢ony，which actually卸cords with the novelist，s own account． HoweVer， most of those

6tudies highlight waIlg，s direct expression．In t11is paper，tlle indirect expression in Wang，s noVels is dis—

cussed and明alyzed by 69u五ng out that deficiencies of life are also fkquendy ponrayed to evoke readers7

aspiration for h印piness and wannth，which Iargely reveals his life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 pullsuit．

Key words：Wang Zengqi，s noVels；deficiency；aspiI．ation；wamtll

·徽州文化小资料·

字 目

学田是古徽州为府学、县学所置的田产。按照官府的规定，学田收入全部入官，以供给府学、县学师生之

廪禄。为府学、县学经费的主要来源。

从方志记载看．徽州学田设置由来已久。宋代歙县学田有200亩。徽州府学田经宋代不断增置。到元初

已迭1888亩。清代康熙年闻，府学田160亩。歙县学田263．95亩，休宁县学田283．62亩，婺源县学田235．9

亩，祁门县学田94．5亩、地一块、店房九间，黟县学田110．6亩，绩溪县学田59亩12角135步、店屋三间、松

树一林。学田的存在。使府、县两级官费师生的生活和学习有了保障，促进了古代微州的官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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