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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汪曾祺” 系列活动昨日拉开序幕，首场讲座爆满——
—

贵阳孔学堂汇聚 500 观众
听汪曾祺子女聊“老头儿”
汪曾祺先生子女向孔学堂捐赠
《拾读汪曾祺》《宁作我》两本书

“
子女眼中的汪曾祺” 对谈讲座现场

11 月 21 日，贵阳孔学堂举办
的“
百年汪曾祺” 系列活动正式拉
开序幕。 这一天，孔学堂举行“子
女眼中的汪曾祺” 对谈讲座，汪
朗、汪朝讲述了他们眼中的“老头
儿” 。 下午，溪山翰迹·“
百年汪曾
祺” 公益展也正式开展。
今年是汪曾祺先生诞辰 100
周年，孔学堂举办“百年汪曾祺”
系列活动纪念这位杰出的文学家。
据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党委
委员、副主任周之江介绍，此次活
动之所以落地贵阳，其实有一个渊
源。 一年前，也就是 2019 年的 12
月份，一位中国社科院的博士曾在
孔学堂做讲座， 当时他提到，2020
年正好是汪曾祺老先生诞辰 100
周年，希望能做一场纪念汪曾祺的
活动。 今年 8 月，周之江专程去了
一趟高邮，跟汪曾祺的长子汪朗先
生见面并聊及此事， 两人相谈甚
欢，很快就愉快地做了这个决定。
“
汪曾祺先生在现当代文学史
上的地位颇高，在我的眼中，他是
现当代最好的散文家、 短篇小说
家。 汪曾祺先生喜欢酒喜欢烟，但

和贵州的缘分却不是很深，这是颇
为遗憾的事情，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能把这个缘分续上。 ” 周之江说。
“
百年汪曾祺” 系列活动共分
为 5 个部分，其中包括已经举办的
“
子女眼中的汪曾祺” 对谈讲座；
溪山翰迹·“
百年汪曾祺” 公益展
览开幕式；“思想近儒家的汪 曾
祺” 对谈讲座；“
三人谈：不一样的
汪曾祺” 讲座；“老头儿汪曾祺”
分享会。
“
子女眼中的汪曾祺” 对谈讲
座座无虚席， 到场观众超过 500
人，汪曾祺在贵阳的“群众基础”
可见一斑。就连汪曾祺的长子汪朗
都忍不住感慨：“
贵阳人很热忱！”
汪曾祺为何有如此大的号召
力？ 其实沈从文就曾夸赞过汪曾
祺，称其“大器晚成” ，“比几个大
师都还认真而且有深度” 。 在稿酬
象征作家地位的年代，中国少年儿
童出版社曾向汪曾祺约稿， 并于
1963 年 1 月出版了 4 万字的小说
集《羊舍的夜晚》，当时出版社给
的稿酬是千字 22 元，与郭沫若、老
舍齐肩。

据悉，“思 想 近 儒 家 的 汪 曾
祺” 对谈讲座将于 11 月 22 日上
午举行，作为“汪迷” 的几位嘉宾
将现场讲述他们与汪曾祺的故事。
他们当中包括知名作家王树兴、中
原出版传媒集团公司资深编辑李
建新、著名散文家苏北、著名作家
龙冬等，现场还将签送《宁作我：
汪曾祺文学自传》《拾读汪曾祺》
等书籍。
当天下午还将同时分场举行
—“三人谈：不一
两场文化讲座——
样的汪曾祺” 讲座，这场讲座将由
贵州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戴
冰主持；“
老头儿汪曾祺” 分享会
在也闲书店进行，汪曾祺的子女汪
朗和汪朝以及著名散文家苏北、著
名作家龙冬将到场与读者分享。

子女回忆父亲汪曾祺——
—

作家里的好厨子
晚年浅尝折耳根
汪曾祺的长子汪朗、 女儿汪朝在现场
讲述自己的父亲。 原来很多人心目当中的
“生活家” 汪曾祺，自始至终都有一个“有
趣的灵魂” 。
还有观众提起， 读过汪曾祺先生的
《端午的鸭蛋》和《受戒》，喜欢他的那句：
“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 汪曾祺
先生在生活中是一个怎样的人？ 是否如作
品里面那么闲淡，还是老顽童类型？

汪曾祺女儿汪朝

虽然好酒，但写作时滴酒不沾
除了喜欢吃， 汪曾祺生活中还离不开
酒，但写作的时候却滴酒不沾。
“
‘老头儿’ 每天喝酒，但总是自己喝
烂酒，给客人喝好酒，还让客人带走。 ” 汪
朗说，“
‘老头儿’ 在厨房放着一瓶白酒，
经常做着饭就喝一口， 我家闺女看见了就
大喊‘
爷爷偷喝酒了’ ，他连忙说‘料酒料
酒，我做菜呢。 ’ ”

为下馆子，月底借钱度日

70余幅书画作品
让“汪迷” 一饱眼福

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
“小时候，‘老头儿’ 经常带我们去吃
好吃的。 ”
汪朗说，上世纪 60 年代初，“老头儿”
的工资是 100 块钱， 母亲的工资是 120 块
钱，基本上都花在了饭馆里。“
晚上父母不
做饭， 都上街去吃， 两三块钱够全家吃一
顿。结果经常一到月底家里就没钱了。我妈
就说去找她的同事借 10 块钱。 她嫌丢人，
都是连掐带打地叫我和妹妹去借。 ”
汪朝说，就算家里要做饭也是“老头
儿” 做，还一点不马虎，擅长厨艺的动力是
他好吃，而且他是追求完美的人，吃饭也一
样。
“我没有继承到‘老头儿’ 的文学天
分， 但在吃吃喝喝的方面继承得稳稳当当
的。 ” 在长子汪朗的眼中，父亲是作家里的
好厨子，他首先是作家，然后才是厨子，这
一点是他不同于大部分“
吃货” 的地方。

这是汪老画作在国内的第二次展出
昨日，溪山翰迹·“百年汪曾祺” 公益展正式开展，
70 余幅汪曾祺书画原作首次亮相贵阳。
据汪曾祺长子汪朗介绍，这一批书画只在汪曾祺的
老家高邮展出过一次， 贵阳这次是在国内的第二次亮
相。 展出的物品除了汪曾祺书画原作，还有书信手稿和
部分著作，难得一见。
“
‘老头儿’ 不是专业书画家，平时画着玩，属于文
人画类型。 但是他的画有一种特有的气质，比较随性率
真，而且诗画一体，特别是题画的用语很有意思。 ” 汪朗
说。
汪曾祺先生曾自述：“我父亲是画家，年轻时画过工
笔画，中年后画写意花卉。 他没有教过我，只是在他作画
时我爱在旁边看，给他抻抻纸” 。
受父亲影响，汪曾祺一度想当画家，甚至曾打算考
当时在昆明的杭州美专。 晚年文名满天下，他仍以涂抹
自娱，“用笔、墨、颜色来抒写胸怀，更为直接，也更快
乐” 。
“我很喜欢汪曾祺先生的画，特别是看到他的原作
之后非常激动，从这些作品里可以看到汪曾祺先生是一
个对生活充满赤诚，特别有温情的人。 ” 贵阳孔学堂文化
传播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周之江说。
贵州民族大学知名教授韩亚明曾在汪曾祺的书上
看过插图，这一次还是首次看到原作。“
汪曾祺的画非常
真性情，平淡天真，没有故弄玄虚的东西，也不带个人目
的或炫耀，只是一种自然流露。 ”
据悉， 在贵阳孔学堂举行的溪山翰迹·“百年汪曾
祺” 公益展将展出 15 天，于 12 月 5 日闭展。

在汪朗的记忆里，“
老头儿” 其实不太
爱交朋友，或者说交朋友有选择性，他更愿
意和年轻人交朋友。
散文家苏北就是汪曾祺的“忘年交” 。
苏北曾追星族般手抄了 4 个笔记本的汪曾
祺的小说《晚饭花集》并邮寄给汪先生，后
来他上鲁迅文学院时， 有一次遇见汪先生
在上厕所，就将汪先生堵在厕所，问他笔记
本是否收到，借机将汪先生拉到宿舍，从此
开始了与汪先生的交往。
汪朝说， 还有一位山西矿工也是疯狂
“
汪迷” ， 他经常跑到家里来要拜师学艺，
“
老头儿” 禁不住软磨硬泡指点了几次，后
来觉得他写的东西实在没有什么突破，就
跟这个矿工说，出去后不要说是他的学生。
“
这个人特别执着， 现在都还跟我们有联
系。 ”

忌惮折耳根，多年以后敢吃了
在很多读者的眼中，汪曾祺是个吃货，
却对贵州人最喜欢的折耳根退避三舍。 但
老头儿” 来贵州出差，在
汪朗说，1992 年“
毕节看见当地人吃折耳根， 也跟老乡买了
一些带回家，做成菜后尝了一点，似乎已经
可以接受折耳根的味道了。
最后，汪朗说：“
我参加这场活动有三
个没想到。 一是没想到贵阳有孔学堂这么
一个有特点的文化机构； 二是没想到今天
会有这么多的人来现场，我很感动；三是没
想到听众能够提出那么有深度的问题，这
证明他们还是看了不少 ‘老头儿’ 的作
品。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问菩 实习记者 杨雪梅

汪曾祺长子汪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