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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的汪曾祺：

充满童真和欢喜的“老头儿”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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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共南海一色
■ 程应峰

写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落霞
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经典名句的
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称“初唐四
杰”。

王勃自幼聪慧好学，六岁即能写赋诗写
文章，文笔流畅，构思巧妙，诗情英迈，有“神
童”之誉；九岁时，读颜师古所注《汉书》，有感
而发撰写了《指瑕》十卷，以纠正其错漏之处；
不到十岁，王勃便饱览了六经的全部内容；十
二岁至十四岁时，王勃跟随曹元在长安学医，
先后学习了《周易》《黄帝内经》《难经》等，对

“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匮之数”有所知晓。
公元666年，王勃十六岁时，高宗下诏对贫寒
学子设立幽素科开考，王勃应幽素举，对台
策，颇受考官吏部员外郎皇甫常伯的赏识，当
科及第，被拜为朝散郎，成为朝廷里难得一见
的少年命官。

被授朝散郎后，才思泉涌、笔端生花的王
勃，撰写了《乾元殿颂》，文章一出，便被口口
相传，很快惊动了圣听。唐高宗见此颂词，歌
功颂德，词美义壮，乃是未及弱冠的神童所
为，惊叹：“奇才，奇才，我大唐奇才！”

不久，王勃任沛王府修撰，他的才气很快
赢得了沛王李贤的欢心。一次，沛王李贤与英
王李哲斗鸡，王勃写了一篇《檄英王鸡文》，讨
伐英王的斗鸡，以此为沛王助兴。不料此文也
传到了唐高宗手中，唐高宗读毕，大为不悦，怒
而叹道：“歪才，歪才！二王斗鸡，王勃身为博
士，不进行劝诫，反倒作檄文，有意虚构，夸大事
态，此人应立即逐出王府。”就这样，王勃被逐出
了长安，本当大好的仕途因斗鸡文毁于一旦。

之后的三年，王勃只身飘零，游览巴蜀山
川景物，创作了大量诗文。三年后，王勃返回
长安参加科选，他的朋友凌季友当时为虢州
司法，说虢州药物丰富，而他知医识药，便为
他在虢州谋得一个参军之职。就在他任虢州
参军期间，有个叫曹达的官奴犯罪，相传被他
藏匿了起来，后来他怕走漏风声，便杀死了曹
达。就这事，他被判了死罪。幸遇天下大赦，
他才得以保住性命。王勃为何保护罪犯曹
达，又将其杀死？新旧《唐书》有载，王勃此次
被祸，是因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或为同僚
设计构陷，或干脆就是无中生有的诬陷。王
勃这次被祸，虽遇大赦未丢掉性命，但在仕途
上已是心灰意冷。

王勃被祸，他的父亲王福畴受到连累，从
雍州司功参军被贬为交趾县令，远谪南荒之
外。这件事对王勃的打击，远远超过他所受
的牢狱之灾。王勃出狱后，在家里滞留了一
些时日，其间，朝廷宣布恢复他的旧职，但他
已视宦海为畏途，没有赴任。

25岁那年秋天，对父亲心怀愧疚的王勃，
有心去探望在南荒之地交趾任职的父亲，便从
洛阳出发沿运河南下，于八月中旬到达淮阴，
又从淮阴到楚州，离开楚州，继续沿运河南下，
入长江后折向西行，到了江宁，其间，他写下了
《山中》一诗：“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
高风晚，山山黄叶飞。”翌年夏天，26岁的王勃
终于在交趾见到了生活困窘、落拓潦倒的父
亲。秋后，王勃辞别父亲，踏上归途。不想这
一别就是永诀，在南海，遇狂浪卷覆，王勃不幸
溺水身亡。就这样，在一个落寞悲凉的秋天
里，王勃相拥碧波，与长天融为一体了。

也就在这一年，王勃十四岁所作的《滕王
阁序》在长安城里不胫而走。唐高宗也读到
这篇序文，读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
天一色”之句，不禁拍案，惊道：“此乃千古绝
唱，真天才也。”又读下去，见一首四韵八句
诗：“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
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
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
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唐高宗一扫成见，连
声叹道：“好诗，好诗！作了一篇长文，还有如
此好诗随后，岂非强弩之末尚能穿七扎乎！
真乃罕世之才，罕世之才啊！当年朕因斗鸡
文逐斥了他，是朕之错也。”于是高宗问道：

“现下，王勃在何处？朕要召他入朝！”太监吞
吞吐吐答道：“王勃已然落水而亡。”唐高宗长
叹三声：“可惜——可惜——可惜啊！——”

王勃短暂的一生，才华横溢，文采斐然；
身秉傲骨，鄙世傲物；蔑视尘俗，崇信佛教。
他的诗章，或气势磅礴，雄浑壮阔；或生机灵
动，绚丽多姿；或优美静谧，隐约迷蒙；或悲切
感伤，如幻似梦。他的诗，更多的，倾注着一
股郁积之气，深沉悲凉，令人扼腕。

众所周知，清末名
臣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政
治家、战略家、理学家、
文学家、书法家，湘军的
创立者和统帅。但鲜为
人知的是，福州人廖鸿
荃是其老师。那么，两
人之间有着怎样的交集
和故事呢？

廖鸿荃，初名金城，
字应礼、斯和，号钰夫，
祖先从长乐迁入省城，
家住侯官县（今福州）北
大街。

在福州廖氏家族第
五世兄弟中，廖鸿荃年
龄较小，聪明能干，由于
身体弱，他 9岁才去上
学，但因为他很聪明，记
忆力也很惊人，有过目
不忘的本事。连老师也
连连夸赞，并且跟很多
人说廖鸿荃天资聪颖，
肯定是天上的星宿下
凡，将来必成大器。

廖鸿荃“起家寒畯，空所依
傍”。无显赫背景，全靠努力读
书，日后才有可能踏入仕途。廖
少年时考入福州最有名的鳌峰书
院，与他同学的有林则徐等，据
说，廖是书院三大才子之一。嘉
庆九年（1804），他与其兄廖鸿苞
一起中举人，时年20岁。嘉庆十
四年（1809），他与其另一兄长廖
鸿藻一起考中进士。廖鸿荃殿试
得一甲二名（榜眼），即授翰林院
编修。嘉庆年间，廖氏弟兄五人，
三人中进士，且都是翰林，二人中
举人，所谓“五子登科”，也算是福
州科举史上的一段佳话。

廖鸿荃是老福州城内清代官
职最高者之一，官至工部尚书、太
常寺卿、协办大学士。

他从小身体不好，但成为了家
族中寿命最长的，享年88岁，生于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卒于同治四

年（1865）正月，其一生，经
历了清代乾隆、嘉庆、道
光、咸丰、同治五朝。

廖鸿荃一生共总裁会
试一次，典乡试三次，分校
京兆试三次，以及朝考阅
卷、殿试读卷和督学贵州、
江苏、浙江、陕西等省，门
生遍布天下，其中，曾国藩
就是他举荐的。

曾国藩考中举人之
后 ，分 别 于 1835 年 和
1836年参加了两次会试，
其中1836年遇上皇太后
六十大寿，故增加了一次
会试，俗称恩科。但不幸
的是，曾国藩均名落孙
山。1836年，曾国藩回湖
南，因为缺少盘缠，他从老
乡、江苏睢宁知县易作梅
处借了100两银子，这是
易作梅两年多的俸禄，当
时易作梅的年俸为45两
白银。

道光十八年（1838），
朝廷将举行会试，因为这一年是戊
戌年，所以这年的会试被称为“戊
戌会试”。

曾国藩从亲友处借来 33 吊
钱，从湖南湘乡赴京。他知道这笔
钱来之不易，一路省吃俭用，到了
京城，身上只剩下三吊钱了。

这年三月的礼部会试，廖鸿荃
以工部右侍郎的身份任副主考。

四月，曾国藩殿试三甲第四十
二名，属下等，得赐同进士出身。
五月初二，由礼部堂官引见，朝见
道光帝；因答对明白、条理清晰，加
之衣着朴素，深得道光赏识，被破
格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同
进士入翰林，清朝开国以来仅曾国
藩一人。

正是在这次戊戌会试中，廖鸿
荃力荐曾国藩，为国家选拔栋梁之
材。曾国藩也感谢廖鸿荃的知遇
之恩，经常称他为“廖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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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才教育观中的“德”
■ 黄峰

他，既是文学家，又
是美食家，被称为“中国
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他在短篇小说创作
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
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且
著作颇丰。

他跟海南颇有渊
源，上世纪90年代，曾携
夫人到海南参加笔会，与
海南的作家们相处甚欢，
还曾因为一个菠萝蜜生
出许多故事。

有人让他用一句话
概括他自己，他想了想，
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
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
者。”

他是汪曾祺，出生
于1920年3月5日，适
逢农历庚申年元宵，肖
猴。2020年3月5日，
是汪曾祺先生百年诞
辰。为纪念曾祺先生，天
津人民出版社付梓《百年
曾祺：1920—2020》，全
方位展示了汪老的逸闻
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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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汪曾祺先生与夫人在海南
（摄于1993年）。

多年父子成知己

汪 曾 祺 先 生 的 长 子 汪 朗 给
《百 年 曾 祺 1920—2020》一 书 作
序。近日，汪朗接受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时，分享了这本书成书背
后的故事。

汪朗讲一口地道的京片子，
言语幽默，当讲到汪老做的油条
夹肉这道菜，他绘声绘色地回忆
了他们家“老头儿”做菜的过程、
味道及灵感来源。说起汪老自制
的改良版阳春面时，汪朗先生会
一本正经“考证”说，“改良版的阳
春面味道比一般阳春面味重，介
于阳春面与挡挡面之间”，听得人
口水直流。

美食是插曲，记者印象最深的
是——当听到记者表达对汪曾祺先
生文章的敬仰之情时，汪朗反问：“你
不觉得他的文章太平淡了吗？”然后
笑着告诉记者，汪老孙女上小学时，
语文老师让学生抄录几段有文采的
文章，小女孩拿出爷爷的作品，从头
翻到尾，竟找不到一段能用的。

这还不是汪老第一次被孙女
“打击”。汪朗告诉记者，汪老写了
文章，总是让家里人先看一遍，很
虚心地等着他们提一点负责任或
不负责任的意见。有一次，汪老写
完《聊斋新文》之《老虎吃错人》，问
家人谁想看，孙女与外孙自告奋
勇，汪老一副受宠若惊的神气，赶
忙双手将稿子捧了上去。

孩子读完后，汪曾祺问：“还行
吧？”没想到孙女果断地说：“不怎么
样！”外孙也立刻响应：“就是！”然后，
孙女们很认真和诚恳地分析为什么：

“首先，中心思想不明确；第二，段落
也分得不好，该分的地方不分，不该
分的地方却分了；还有，乱用标点符
号，肯定要扣分。——所以，爷爷这
样写文章是不合要求的。”

“如果这本纪念文集中能够多
收录几篇对他的作品和创作风格
进行深刻剖析之类的文章，可能有
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汪曾祺其人
其文，书的分量恐怕还会增重。”也
许，对汪朗来说，多年父子不仅是
兄弟，更是懂他的知己。

汪老眼中的作家

汪曾祺青年时代就读于抗战
时期最高学府西南联大中国文学
系，亲聆梅贻琦、刘文典、杨振声、
朱自清、罗常培、冯友兰、闻一多、
金岳霖、吴宓、唐兰等名师教诲，小
说创作更得沈从文先生悉心指导，
沈从文一直也只承认汪曾祺是他
的弟子。

因为谁都知道汪曾祺是沈从
文的学生，很多与汪老有交往的
作家或多或少都会跟他聊有关
沈从文的话题。香港三联书店
编辑蔡嘉苹先生曾在文章中回
忆道，汪曾祺相当敬佩沈老，他
说不仅沈老本人，“师母和孩子
们也都是情操、境界很高的人”，
沈老将稿费捐给湘西，家里人人
赞成。

早在中学时代，汪曾祺就对沈
从文小说一见倾心。到西南联大
后，沈从文开的三门课（“各体文
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
史”），汪曾祺都选了。沈老常把
他的小说（当时汪曾祺念一年
级），拿去教四年级学生的课。沈
从文向别人推荐汪曾祺时说：“他
写得比我好。”

西南联大的习作课上，汪曾祺
写了最早的小说《悒郁》和《灯
下》。《灯下》记店铺上灯后的各色
人物，在沈从文指导下几经修改
（最后一稿完成于抗战胜利后），定
名为《异秉》，刊于1948年3月《文
学杂志》第二卷第十期。

汪曾祺始终视沈从文为文学
上的恩师，一生执弟子礼甚恭。文
学评论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
元宝认为，上世纪80年代后，汪曾
祺有多篇文章阐发沈从文小说特
色及文学史地位，是那个时期重新
肯定沈从文的潮流中最可贵的研
究成果之一。

蔡嘉苹曾问汪曾祺，沈从文后
来不写小说了，是否会不甘心？汪
老认为未必，他说，沈从文研究古
代服饰，也是侧重文化艺术的角
度，与小说创作实际上很有共通之
处。

海南作家眼中的汪曾祺

“海蓝山绿草长青，天淡云闲
爽气清。更喜才人多得所，兹游奇
绝冠平生。”这是海南作家黄宏地
收藏的汪老墨宝里的诗句，这是汪
老的诗。黄宏地一共收藏了两幅
汪老墨宝，一幅是汪老的诗，另一
幅写的是苏东坡《澄迈驿通潮阁二
首》的最后一联“杳杳天低鹘没处，
青山一发是中原”。

说起来，汪曾祺先生与海南颇
有渊源。

1993年2月20日至26日，汪
曾祺先生与夫人施松卿受邀来海
南参加“首届蓝星笔会”，黄宏地
曾与他有过不少交流，汪老还亲
切地向黄宏地赠书及书画作品。
据黄宏地回忆，蓝星笔会是由海
南作家潘军发起的。首届蓝星笔
会办得像模像样，邀请到刘恒、苏
童、叶兆言、王朔、格非、方方等不
少著名作家。

黄宏地是汪老的书迷，开会期
间，特地坐在汪老旁边。在黄宏
地印象中，汪老人很随和，向他求
墨宝，他答应得很痛快。“汪老待
人很随和，不仅很爽快答应送我
墨宝，对一位素不相识的小伙子
也很慷慨。”当时汪老下榻在海口
长堤路上的金福酒店，汪老在酒
店为黄宏地题字时，突然跑进来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
开口就向汪老索字，周围的人都
很惊讶，但汪老应允了，也为他写
了一幅字。

黄宏地坦言，他对这个小插曲
印象深刻，后来还在网上读到过这

位小伙子写他向汪老求字的文
章。“一位名扬天下的大作家，轻易
就答应年轻人的求字请求，真的很
平易近人。”

海南作家孙丰华也对汪老的
平易近人印象很深。1993年5月
1日，孙丰华在鲁迅文学院何镇邦
教授的引荐下，到汪曾祺北京家
中做客，汪老亲自下厨热情地款
待了他们。吃饭时，汪老用高邮
醉蟹招待他们，汪老的夫人在旁边
劝汪老只喝一杯酒，汪老笑着点
头，却趁着夫人到厨房去端饺子的
机会，偷偷加酒。“那脸上的表情，
像小孩子背着大人做了一件小小
的坏事一样，满是童真和欢喜。”
孙丰华说。

除了吃到汪曾祺先生的“私房
菜”，孙丰华也听到汪老1993年来
琼参加笔会的小插曲。

笔会过后，往往会有采风活
动，那时是去三亚采风。汪老与夫
人在回海口的路上，买了一个波罗
蜜，千辛万苦背到北京，切开来，却
不能吃，白白辛苦了一场。“他们说
到这儿，汪老一脸的遗憾。”孙丰华
回忆道。后来，孙丰华从海南给汪
老寄了波罗蜜，汪夫人收到后，还
特地打电话致谢。

1996 年 12月 16日至 20日，
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黄宏地和汪老
再次碰面，这也是黄宏地最后一次
见汪老。“我还记得他兴致很高，
喝完酒，连跳了两曲舞，舞步很是
矫健。他跳完舞，我扶着他回宾馆
休息。”半年后，1997年5月16日，
听到汪老逝世的消息，黄宏地很是
震惊。

汪曾祺晚年。
1993年，汪曾祺先生在海口

给海南作家黄宏地签名赠书。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
视传统文化中“以德为先”“德才
兼备”和“自我完善”等人才教育
理念，对今天的干部培养和成长
都具有积极意义。

以德为先。中国传统文化格
外强调道德和伦理。儒家经典
著作《大学》开篇就提出了“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周易》里也讲到“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
德载物”。孔子认为“大德必得
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
其寿”。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
传》中提出，“恃德者昌，恃力者
亡”。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此
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政治。
在古代传统社会，官员的政治标
准，首先应是道德上的贤人，然
后才是政治上的执政者，即所谓

“修身而不能及治者有矣，未有
不自己而能及民者”。《左传》中
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
朽”，把官员的道德修养排在了

第一位。在这种文化影响下，中
国古代正统的知识分子大多希
望通过居官从政这一途径来济
世益民，把从政实践中为圣为贤
作为人生的至高目的。在今天
的干部教育培养中，我们仍然要
强调“德”的重要性，要把党员干
部的道德修养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使党员干部成为新时期道
德上的楷模，进而来推动全社会
良好风尚的形成。

德才兼备。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强调立“德”在先的同时，也突
出了“才”对于一个人的重要
性。早在尧舜禹时代，我国就有
了“选贤、用能”的传统。推举有
德之舜继任尧就是很好的明
证。汉代著名儒学大家董仲舒
提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受教
育者“必仁且智”，并说“仁而不
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
知而不为也”。他认为，人的内
在道德修养是根本，但必须德才
兼备，二者不可或缺，否则就不
完美。孟子强调：“不信仁贤，则
国空虚。”韩非亦力主用贤，强调
发挥个人的“才能”，其曰：“官贤
者量其能，赋禄者称其功。”宋代
著名改革家王安石曾提出：“国
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
衰。”这说明王安石更是注重“选
贤任能”，认为选拔有德行、有才
能的人，才是治理国家、进行社
会改革的头等大事。当前，随着
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对培养干部
的“才能”要求更加突出，党员干
部只有努力提高治国理政的本
领，真正做到“德才兼备”，才能
更好地履行职责使命。

道德完善。孔子讲“德不孤、

必有邻”，张衡言“不患位之不尊，
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
耻智之不博”。从古至今，中国就
是一个崇尚道德、遵守道德的国
家，道德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但是，道德的完善
又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是一
个极其漫长不断自我修炼的过
程，需要通过持续的修身、慎独、
克己才能达成。修身是道德完善
的基本功，它甚至体现在日常生
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慎独，指的
是在没有外在监督的情况下，依
靠内在的道德自觉，遵守道德规
范。荀子认为慎独是实现至高道
德目标的载体，他说：“君子至德，
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
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慎独
是官员道德践行的重要方法，也
是检验官员道德修养成效的标准
之一。克己。指的就是要严格要
求和约束自己，克制自己的私
欲。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
出：“克己复礼为仁。”事实上，克
己也是官员进行修身的起点和
前提，缺乏个人的自我严格要
求，修身也就无从谈起。张载所
言“为天地立心，历来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推
崇，这份求学做人的追求值得后
世千古传诵。相对于古人，作为
当今社会建设的领导者和实践
者，党员干部应该对自己提出更
高的要求，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
任，做一个高尚的人、脱离低级
趣味的人，做一个理想信念坚
定，努力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据《学习时报》）《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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