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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路内 写自己喜欢的就行了
■ 文 张艺桐

印象

他曾是底层小人物
在奔忙中积累素材
2020 年 初 ，理 想 国/上 海 三 联
书店出版了路内的长篇小说《雾行
者》，这部长达 47 万字的作品，讲述
了 1998 年至 2008 年打工群体的故
事。那时外出打工潮风起云涌，一
波一波年轻人离开家乡前往沿海工
厂找工作，融入新环境，度过了青
春，改变了命运。随着教育程度普
遍提高，打工群体中具有一定文化
水平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在为稻
粱谋的同时，也追求精神世界的丰
盈，不放弃文艺的梦想。
1973 年出生的路内，在 1998 年
至 2008 年度过了自己的 25 岁到 35
岁。这个年龄阶段是人生最奔忙的
时期，回忆那十年，世界发生了太多
让他难以忘记的大事件，比如美国
“9·11”恐怖袭击、
中国汶川大地震，
北京奥运会……身处时代的洪流
中，
路内体验和品尝了初入社会的滋
味。他当过钳工，
维修电工，值班电
工，操作工，仓库管理员，营业员，会
计，小职员，平面设计师，小贩，播音
员，
摄像师，
广告文案，
但是无论做什
么职业，
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
梦想，
动荡的职业生涯也让他积累了
丰富的素材，
从一个稚嫩的文学青年
快速成长为一位实力派作家。
《雾行者》花费了路内五年时
间，内容涉及十几个不同的城市和
乡村，书中有近百个人物。闪回式
的记忆，
就这样被他用一个一个词、
一个一个句子捕捉住。他在不同的
叙事文体、
叙事人称、
叙事主人公间
切换，重峦叠嶂，曲折回旋。47 万
字，五个气息绵长的章节，
每章容量
相当于一部小长篇。小说步调时而
奇特，时而忧郁，集合梦境、
寓言、
当
代现实、
小说素材、
文学批评多种文
体，充满内在回响，风暴般裹挟着读
者，彰显出一位“70 后”作家强大的
文本驾驭能力和志向。
问 及 这 本 书 为 什 么 叫《雾 行
者》？路内说，
在无数个平淡无奇的
日子里，很多朋友就像在雾中走散
了，就像一列火车开进隧道，并没有
驶出来，
你去隧道里寻找，
发现那里
空空荡荡，
火车曾经冒着青烟，发出
巨响，像是在漫长的时间中疾驰了
很久，它不可能消失，但确确实实，
你找不到它了。我们每个人也都有
类似的经验，夜深人静的时候会突
然想到，多年前跟自己关系特别好
的某个朋友，竟然很久没有讯息，就
那么消失在各自前行的路上了。

对青年写作者来说
没有什么比鼓励更重要
记者：
《雾行者》小说里的文学青年参加文
学活动、探讨文学创作，写得非常真实，这应该
是您自己的经验之谈吧？
路内：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没有互联网，我
们靠写信交流，打长途电话很贵，年轻人能聚在
一起非常不容易。那种场合下，友谊比爱情更
可靠些。文学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刊物组织的，
一种是自发的，前者吃得住得比较好些，而且类
似盲测，都是刊物选人，五湖四海的，和自发的
聚会不一样。前两年我参加了一次上海与台北
之间的文学营活动，我腆着脸去做了回导师。
参加文学营的年轻人特别好，也会争论文学问
题，但总体是培养友谊。会关心对方的前程，
在
一种不庸俗的基调之下鼓励彼此。对青年写作
者来说，
没有什么比鼓励更重要。
记者：这部小说里文学青年的形象给人一
种真诚、
古朴的可爱感，
但是现在这个词好像变
味儿了。
路内：二十几年前的文学青年和现在的所
谓文艺青年不一样，
那时候是某一种人，现在是
一个符号。我前两天看一个电视剧，讲房产中
介的，里面句句羞辱文艺女青年。我心想，连穿
黑西装的房产中介都能歧视文艺女青年了。事
实上，正是文艺青年在歧视文艺青年。我喜欢
过去的文学青年，
不是因为他们朴实，有人借了
我的钱至今没还，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他们最大
的优点是有趣，任何年代这样的人总是少数。
记者：小说中有很多关于地理、路途的描
述，有一种浪漫的诗意。这体现了怎样的审美
观点？或许因为，
青春总是与远方、
旅行相关？
路内：
《雾行者》写了 47 万字，很容易被人
说有文学野心。当然文学野心和世俗功利心不
是一回事，但这个问题现在被混淆了。文学野
心也变成了成功学。这里要谈到一个长期困扰
文学界的事情，所谓的“宏大叙事”总是被叠加
在文学野心上。
《雾行者》并不是一部只谈论自
己的小说。里面有很多故事，其中有一个写小
说的人一直企图谈论自我。人和世界（自我）相
处的视角，很可能不是俯瞰，而是旅行的视角，
是流变的。我觉得这本书讨论的不是青春，而
是
“青年时代”
，有点颓废，
但更多的是热忱。

们都爱看报纸，爱看碟，
玩电子游戏。那种热忱和
亲密，是挺难得的。我当然知道，事物会被规训、
重组，进入另一种结构。说起来也是可笑：
你知道
这些会变化，但它不是在一天之内扭转的，而是一
段挺漫长的时间，然后我就 40 岁了。我不想让自
己怀旧或卖老，非得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很牛，
现在
的年轻人不行——这种话没意思。
记者：成为专职作家之前您做过很多职业，
但一直保持着对文学的敏感，
这是怎么做到的？
路内
路内：我在《天使坠落在哪里》那本书里调
1973 年生于苏州，小说
侃自己，干过这么多职业，看起来像是一个阅
家。2007 年因长篇小说《少
历丰富的人，其实它们都是人生的废话。在
年巴比伦》受到关注，相继出
我看来，每个人的经验都挺独特的。关键是
版长篇小说《追随她的旅程》 感受力，一种“自我认证”的能力，这种能力未
《云中人》《花街往事》《天
必都需要转化成职业的、写小说的动力。一个
使坠落在哪里》
《慈悲》
人从事其他职业，也能做到敏感、不只关注眼
《雾行者》。
前。乐观、视野开阔、持续阅读、自我教育，以及
与合适的人讨论问题，种种一切吧，
应该是保持这
种状态的好办法。写作状态这个事特别神秘，可
记者：
《雾行者》里有独特的语气和节奏风
能到一定时间，我也写不好了。作家如果凭个人
格，可能里面的故事、
情节会随着时间被读者淡
经验写作，经验总有用完的时候，凭虚构能力，也
忘，但独一无二的语感却令人难忘。在这么长
总有年老神衰的时候。我应该还能再写几年。
的篇幅里面保持这样的文本节奏，是很难的。
尊重文学，关注社会
路内：在写这本书之前，我一直和朋友讨
论长篇小说的变奏问题。有些大长篇被比喻为
尽可能不去讨论世俗成功学
交响乐的范式，但其实相当抽象，实际操作意义
记者：现在这个时代文学要获得读者很不容
不大。换句话说，小说的节奏是“它自己的”节
奏，在时间控制上挺难和音乐、电影、电视剧、纪
易，因为大众拥有多元化的信息获取方式、
精神娱
录片这些体裁对位起来。这种节奏和调性，基
乐平台、
文化消费方式。在您看来，
除了大众自己
础是写作的手感。跟天分没多大关系，长期不
要觉醒，
要认识到文学的独特价值之外，作为文学
写手会生，
一直在状态中，
就会好起来。我最强
创作者的作家，应该作出哪些努力？
的感受是再也不会去写这样的小说了。可能是
路内：写自己喜欢的就行了。总会有作家受
《雾行者》把我抛下，
自顾奔向它的浓雾深处了。 到读者的喜爱，如果没人爱，那自己爱，也能写。
大部分艺术作品都是这么过来的，它本意并不是
打工青年中不乏读书人
为“获得读者”而来的，但它会进入一个特定维度
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独特的
的
“市场”
，
推向读者。从个人角度来看，我给不出
其他人什么建议，只能给自己建议。眼界再宽一
记者：打工群体多出现在新闻里，或者非
点，尊重小说和文学，关注社会，写得与别人不一
虚构作品里，作为被采访的对象。很少出现在
样，与自己既往的成功范例也保持距离，尽可能不
虚构的小说中。在写作中，您对这些人物是怎
去讨论世俗的成功学。
样的情感？
记者：文学作品不一定都是当下时代直接快
路内：书出版后，不断有人跟我说，农民工
速的反映，
但文学作品和作家，跟自己的时代还是
不是这么讲话的，
没这么文艺。其实，第一代出
密不可分的。作家对时代的思考会以艺术的形式
来打工的内地青年，往往是那批人中的佼佼
渗透在其作品中，
对此您有怎样的看法？
者。尽管没受过高等教育，但会读书的、有生活
路内：最好的小说都是带有时代回响的。我
阅历的，不在少数。这是二十几年前的真实状
的理解是，所谓时代，并不仅仅指当下，而是从晚
况。并且，
小说总还是有虚构的，我对人物的书
清到当代的历史，
有的作家讲史记和春秋，话语还
写是有选择性的。然后有读者就写了篇书评， 是指向当代。这其中有一点变数，比如诗歌，
它指
说他认识的修摩托车的都会背诵席勒的诗。我
向语言，而不是现实。但若将语言本身理解为我
就特别乐。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始终如此，有
们的生存现状，我们活在一个语言粗鄙陈旧的世
人说中国一年出产五六千部长篇小说，太多
界，需要更新，需要解构，那么诗歌也被框定进上
了。我觉得按人口基数，应该是五万部，别管写
述的社会意义中。俄国人为什么爱普希金？因为
得好不好，写是一种权利。有些人忽视了中国
他改变了俄语，使之成为一种可以被写成诗歌的
的人口基数和教育水平提升之后带来的变化。
语言，受到世界的尊重。
记者：1998 年至 2008 年这段时间的历史，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您的写作和阅读
被您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时候您本人是
是怎样的状态？
什么状态？
路内：年前参加了新概念作文比赛，做评委，
路内：那是我自己二三十岁的年纪，特别
被喊去颁奖了，其中有武汉来的孩子。后来我请
有动力，
当然也有抱怨。站在当下看过去，有些
组委会问了一下，
武汉来的孩子都安好，也就放心
看法是从直观结论而来的，没有什么社会学的
了。自己在家关了几天，我是可以长期不出门的
依据。那个年代互联网是作为亚文化出现的， 人，影响不大。写不了什么东西。我到中年了，
把
最初只是少数人在玩，BBS 上认识的朋友很快
离别的意义看得很重，不落忍。我读了一点鲁迅
超过了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办网站的，做电子杂
的杂文，读了一点古诗，有一些特别伤感的情绪。
志的，大部分人都没钱，瞎玩。纸媒很发达，我
很多年前去过武汉，
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

讲述

没词儿，是我家老头儿的一种文学追求
妈叫，我妈叫理所应当，
叫着也比较亲
近。后来我们几个兄妹叫，低了一辈
今年 3 月 5 日是著名作家汪曾祺
也还马马虎虎。再后来就是他的孙女
百年诞辰，汪曾祺长子、
散文作家汪朗
和外孙女也跟着叫，外孙女刚开始说
分享了父亲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趣事， 话不利索的时候就开始
“老头儿、老头
在他的叙述中，这个“可爱的老头儿” 儿”地叫上了，他都乐呵呵地答应，好
变得更加鲜活，如同他的文字一样别
像这个“老头儿”就是叫他，他就该叫
具魅力。
“老头儿”。倒是外人有些看不惯，我
丈母娘当年到我们家，回去跟我爱人
全家人都管他叫老头儿
说，慧慧（我女儿）怎么管爷爷叫老头
儿啊？简直没大没小。老头儿听到以
“没大没小”
中充满人情味儿
后哈哈大笑，全然不以为意，后来还写
许多认识我们家老头儿汪曾祺的
了一篇文章，论述他对没大没小的看
人，都说他人很随和，一块儿参加活动
法，这就是好多人都熟悉的《多年父子
时很少跟人较劲，
不会你说东我说西， 成兄弟》。文章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
跟你没完没了地辩论。有时候还经常 “我的孩子有时管我叫爸，
有时管我叫
抖点儿小机灵，说一两个笑话，逗大家
老头子，
连我的孙女都跟着叫，我的亲
哈哈一笑。他和年轻的作家关系尤其
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
好，这些年轻作家都挺喜欢他的。
现代的、充满人情味儿的家庭，首先必
其实这个老头儿既有随和的一
须做到
‘没大没小’
，
父母叫人敬畏、儿
女笔管儿条直，最没意思，
儿女是属于
面，也有认死理的时候，有时相当固
执，这一点可能我们家人理解得更深
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
刻。老头儿在家里脾气挺好，很少有
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
疾言厉色的时候，我们家从来不是严
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
父慈母，而是倒过来，慈父严母，我妈
是愚蠢的，
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
的管教很厉害，老头儿很温和。由于
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儿童心。”
他脾气比较好，所以在家往往被人呼
孙女和外孙女不但管汪曾祺叫老
头儿，还经常给他上课，
对他的文章说
来喝去，
家庭地位也不高，
他总是排在
我们家几口人的最后，刚结婚的时候
三道四。一次我们全家人在一起聊老
肯定他是二把手，有了孩子他就是三
头儿的作品，大家都说的是好话，只有
把手、四把手、五把手，有了孙女、外孙
他孙女汪慧气哼哼地说：
“爷爷写的东
女，他就是六把手、七把手，我们家没
西一点儿也不好，没词儿。”当时她上
养猫和狗，要不然他还得往后排。
小学五年级，老师让他们从文学作品
老头儿地位不高的一个标志就是
里找点儿名言警句用在自己的作文
里，于是她找了老头儿的书翻了一溜
全家人都管他叫
“老头儿”
。最初是我

够，结果一个名言警句也没找着，于是
很生气。她表妹比她低一级，也在一
旁敲边鼓，
慢腾腾地说：
“就是嘛，中心
思想一点儿也不突出，扯着扯着就不
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按照我们老师的
评分标准，最多算个二类文。”老头儿
听完一点儿不生气，
还哈哈笑，嘴里一
再重复着：
“没词儿，
说得好说得好。
”
汪曾祺年轻时写的文章里面的词
儿多得很，真是才气纵横，看着都费
劲，要是看人文社出的《汪曾祺全集》
他的早期作品，全都是各种各样的词
汇。但是慢慢地，
他越写越简单，越写
越朴素，这也跟他对文学和文字的理
解不断加深有关，所以花花词儿越来
越少，文章反而变得更有味道。因此，
没词儿，可以说是我们家老头儿的一
种文学追求。

老头儿的文章和画作
常被家人横挑鼻子竖挑眼
老头儿平时喜欢画两笔画，这成
了他的孙辈们
“批判”
的目标。一次画
了一幅荷花，两个小孩你一言我一语
地批评说，
荷花应该长在水里，怎么看
不出来？就两个秆子在那干杵着，咱
们给他添上吧。于是她们在老头儿的
荷花下边添了几道水纹，然后看了看
说，这个画怎么右边空那么大地方，
给
它添上两朵花吧。又给画上两朵荷
花。本来老头儿好好的一幅画，给弄
得全不成样子了。可是老头儿看完以
后一点儿不生气，好像没这么一回事
似的。这幅画一直扔在那没人管，前

《雾行者》里的两位主人公——周劭和端木云是台
资公司的仓库管理员。他们是无锡某大学的学生，结
识于文学社，都酷爱文学且有写作长篇小说的梦想。
毕业后，
两人做过一阵保健品推销员，后来一起应聘美
仙瓷砖公司，都成了公司储运部的外仓管理员。仓管
员这个职业看似枯燥无趣，却因为公司一个有趣的规
定——仓管员平均每半年需要更换一座城市——而变
得具有流动性，用书中周劭的话来说，
“外仓管理员的
生活像星际旅行，
一座城市就是一个星球，路途是不存
在的，路途是我在光速行驶中沉睡。
”
半年一轮换，
全国各地跑，孤身一人守着偌大的仓
库。这跟路内自己的一段真实经历相吻合。1998 年，
他在一家台资建材公司工作了半年，被派到南方某地
看管仓库。看管仓库并不是守在仓库里，而是要外出
去押货，坐在大卡车上，卡车司机们大多沉默不语，非
常聪明，
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他跑了南方很多城市，见
识了很多人。那时的他年轻也贫穷，公司出钱让他去
外地住几个月，感觉很开心。
“就是这么一个机会，让我
见识到最初一代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还有南方的风土
人情，我就此变成了一个
‘见多识广’
的人，连川菜都会
做几个。
”
有人在工厂的仓库里做保管员，也有人在工厂办
公室做文员。在《雾行者》中，一个叫梅贞的女孩，
1998 年从重庆一所无人知晓的学院的文秘专业毕业，
也去应聘美仙瓷砖公司，被安排到储运部当录入员。
打工带来的经济状况好转，以及命运转机的可能，让梅
贞对工作现状很知足。工厂免费食宿，
统一安排宿舍，
每个房间住四到八名员工，跟大学宿舍有点儿像，环境
比较整洁。
“有挺长一段时间，
梅贞睡在自己的床铺上，
觉得安心，
一天又过去了，
新的一天会在睡眠之后如期
到达。”但是，打工毕竟没有稳定的保障，处于一种游
离、漂浮的状态，仿佛随时会被赶走。加上单一重复的
工作内容，自然导致人精神世界荒芜。梅贞发现她工
作的厂区周围没有电影院，没有图书馆，睡在下铺的同
乡女孩突然就辞职走了，她失去了在当地唯一的友
谊。更糟糕的是，
梅贞的哥哥在家乡出事，手术急需用
钱……千禧年到来的前夕，梅夕走在厂区所在的小镇
大街上，
人们对未来充满莫名的期待和激动，
成群结队
往前走着，去看某个地方要放的烟花。她也茫然地走
在人群中，寂寞，不明所以。就像在雾中迷茫地走着。
不知道会走到哪里。
“周劭在 K 市的海边接到公司调令，时值南方的初
冬，海风沁凉，
一艘货船正在离港。”
小说中的人物虽然
艰难而迷茫，但却散发出一种浪漫的气息。这或许深
藏着路内对青春时代的真切怀念。
那个时代，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都还没有普及。文
学青年都是靠写信交流，五湖四海的年轻人，
刚发表一
篇小说就受邀参加文学杂志召集的文学笔会。自己也
是文学青年的路内，也怀念那些同道。跟很多文学青
年一样，
《雾行者》中的文学青年也有写日记的习惯。
“22 岁以前他热爱文学，日记里写些诗，或是记录当时
发生的事情。22 岁以后，他把日记减缩为句子，像过
度狂热的青年时代冷却在水里，句子的密度等同于时
间的密度，然后，在一个极不重要的年份里，他把写满
了句子的笔记本丢失在了火车上……”

能解 决 难 产 问 题 ，都 要 使 用 药 物和 器
械。”我妈在家里是绝对的一把手，原来
在新华社又是搞医学报道的，有一定的
专业知识。老头儿难以招架，只好不情
愿地在后面加了个括号，里面写着
“他当
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现在每次
我看《陈小手》里的这个括号就想笑，好
端端的文学作品，差点儿让我们这些外
行改成了科普文章。

汪曾祺长子分享父亲鲜为人知的趣事

■ 口述 汪朗 整理 仇宇浩

路内与《雾行者》
深藏对青春时代的真切怀念

他想把生活中的美好
加以放大呈现给读者

汪曾祺

一段我们家收拾东西把这个画给找出
来，一看还挺有意思的，
这可能是他唯
一和孙子辈合作的作品，于是我们把
它给裱了裱，准备挂起来看着玩儿。
还有一次过春节，大人带着两个
小孩去逛商店，小孩商量给老头儿带
件礼物，一个特别小的鸟窝模型。孩
子认真地跟老头儿说，爷爷你画的鸟
太丑了，老是瞪着大眼睛，脖子梗着，
一条腿跷着，一点儿也不像，给你买一
只好看的鸟，你以后照着好好画。老
头儿笑呵呵地把这个鸟窝放进书柜，
虽然他以后画的鸟还是瞪着眼睛、梗
着脖子，
但鸟窝一直在那留着。
老头儿写完文章经常要给我们看
一看，我们从文学上提不出什么意见，
只能在文学之外的细枝末节上横挑鼻
子竖挑眼，有时候也闹些小笑话。比
如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小小说《陈小
手》，是《故里三陈》里面最短、最经典
的一篇，里边有一段话：
“ 陈小手的得
名是因为他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
要小，比一般女人的手更柔软细嫩，
他
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
我妈妈看完一本正经地说：
“ 这不科
学，没有一个产科医生单凭一双手就

60 岁以后，他在文坛上有些影响，
也给人写评论，因为名气大了，找他的人
也比较多。但是老头儿写书评、序言，有
一条原则，
绝对不添油加醋，绝对不会把
他看不上的地方说成优点。最典型的
是，他跟林斤澜和邓友梅两个叔叔关系
特别好，
都是几十年的交情，但他给他们
的文章写评论，也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
二，好就是好，不好的地方，甭管是谁写
的，他都不会说一句好话。林斤澜叔叔
后来在写作上有很多变革和尝试，有时
文字可能有些涩，老头儿对这个不太赞
同，但他也不明说。有一次他受人之托，
写了一篇关于林斤澜
“矮凳桥”
系列小说
的评论，
当然给了比较高的评价和肯定，
但最后很委婉地说：
“斤澜的语言越来越
涩，我觉得斤澜不妨把他的语言稍微往
回拉一拉，
更顺一些，这样会使读者觉得
更亲近一些，顺和涩可以统一起来，
斤澜
有意使读者陌生，但还不是拒人于千里
之外。陌生和亲切也是可以统一起来
的，让读者觉得更亲切一些，不好吗……
董解 元 云 ，冷 淡 清 虚 最 难做 。 斤 澜 珍
重。”我每次看到这儿，都觉得老头儿还
真是对林叔叔情深义重，一句珍重饱含
了真情，
也表明了态度，
这样的交往才是
真朋友。
对自己的作品，
老头儿十分固执，往
往是想透了再动笔，轻易不修改。老头
儿和林斤澜的关系很深，上世纪 80 年代
中期，他经常请林叔叔到我们家喝酒，两

人结伴到各地讲课。他去世后，我们每年
春节都去林斤澜家拜年聊天，林叔叔说老
头儿给他作品提的意见，他基本都改了，
但他给老头儿提的建议，老头儿基本都不
听。比如说老头儿写过一篇《黄油烙饼》，
说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农村生活，林斤澜
建议把“三级干部吃饭”改成“三级干部会
餐”，因为当时流行“会餐”这个词。老头
儿很认真地想了想，最后还是没改。他没
跟林叔叔说原因，我猜想他这篇小说是以
8 岁农村孩子萧胜的视角去观察，而这样
的孩子，头脑中不会有“会餐”这样的词
汇，因此只能用吃饭。
《黄油烙饼》中还有一段，写萧胜和爸
爸到坝上的见闻，写到萧胜看到一片马兰
花，
“ 这一大片马兰，他这一辈子也忘不
了，他像在一个梦里。”老头儿后来在一篇
文章中说，如果萧胜是一个城市里的孩
子，他看到这片马兰的感觉就应该是进入
一个童话世界，但 8 岁的农村孩子不会有
这样的词汇，因此只能写成“他像在一个
梦里”。
汪曾祺写作这么抠字眼儿，很大程度
来自于他的老师沈从文的一句教诲，那就
是贴到人物写。对于这一点，老头儿有许
多阐述，其中有一点是说：
“写其他部分都
要附丽于人物，比如说，写风景也不能与
人物无关，风景就是人物活动的环境，同
时也是人物对周围环境的感觉，风景是人
物眼中的风景，大部分时候要用人物的眼
睛去看风景，用人物的耳朵去听声音，用
人物的感觉去感觉周围的世界。
”
后来老头儿写过一篇散文叫《随遇而
安》，回忆当年，起猪圈、刨冻粪、扛 170 斤
的麻袋……这些活儿我都知道，因为我也
插过队，都是苦活累活，那会儿他都是小
四十的人了，能咬牙扛过来挺不容易，可
是他在文章里从不过多渲染这些事，而是
想把生活中的美好加以剪裁或者放大呈
现给读者。他写过一首诗，前面四句是：
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
人间送小温。
“ 人间送小温”是他的作品，
特别是 60 岁以后作品的一种底色，别人很
难改变他，
这就是汪曾祺的固执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