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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心作品的老人形象研究

龙金华

摘要

 本文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曾心作品中体现出的老人形象。在当代著名的泰华作家中，
作品主要有微型小说、诗歌和散文，对评论也有所涉猎。在曾心的作品中用对比分析方法
来分析得出关于各种各样的老人生活描述树立了不同的老人艺术形象。曾心作品中的老年
人大多数是生活在泰国的华侨或华裔，这些华侨或华裔虽然都长期生活在泰国，但同时又
有一颗对祖籍国的爱国之心，他们都不曾忘记祖国优良的文化及传统美德，在异国的文化
背景中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方法维持和平衡着异质文化间的冲突。曾心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些
老年人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和生动的刻画，这些人物形象不仅可以反映社会文化对这些老人
观念和生活的影响，也以此类作品给当代的年轻人以启迪，让其更加了解老人们独特的内
心世界，使其学会如何在家庭生活中和老人们和睦相处，并懂得“百善孝为先”的伦理道
德。
 此论文从曾心的作品中分析得出一系列老人形象，这些老人形象个个鲜明、生动且各
具典型，他们都负载着人生的艰难阅历。然而他们对目标的执着、对生活的追求、对亲情
爱情的渴望仍然是那样的热诚真挚。他们虽然生活平凡但是所表现出的坚强、善良、宽容
和博爱的品质依然会让人肃然起敬。

关键词 ：曾心 ，老人形象，小说，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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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司马攻在“和谐敦厚 质朴清新——序曾心《大自然的儿子》”中这样写
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泰华作者把作品结集的为数极少，使中期的泰华文学在作品方面留下了
一些空白。当时的作家群，曾创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但由于没有结集，不能留传下来，使好些璀璨
的文学作品，在泰华的文坛上一闪而逝，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有鉴于此，近几年来我总是怂恿泰华一
些作者，尤其是作品较有水平的作者把作品结集起来出版，曾心便是其中之一。”在此序中司马攻先
生给予曾心高度评价，也因为曾心，让他看到了泰华文学的希望。

一、曾心生活创作的历史背景
 曾心出生于泰国， 18岁那年因痴迷方块字，而背着父母偷偷乘坐货船回到祖籍地。1962年考
入厦门大学中文系后，才开始走上文学之路的。学生时代的曾心，就开始饱读中外文学名著并开始进
行文学创作，其短篇小说《展翅飞向光明》获得了《鼓浪》征文小说奖，初次展现了他在文学创作上
的天赋。在文革期间，他被分配到了广州中医学院工作，在此期间出版了《名医治学录》（与叶岗合
著）、《杏林拾翠》等著作，开始了丰富多彩的创作道路。后由于1982年回国的原因其创作才被迫
中断，直到九十年代才重拾笔墨。
 曾心在其著作论文《一部泰国学生留学中国史雏形——读<留中岁月>、<湄南情怀>、<窗内窗外
>》中曾总结提炼了泰国学生留学中国的心酸史，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上世纪40年代以来泰国学生留学
中国的一个发展历程，这一历程大体经过了以下阶段。首先，上世纪40年代，由于遭受到日本的侵
略，泰国华文学校被关闭，一部分华人为了实现对祖国的向往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他们选择回国学
习中文。其次，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特别是1952年銮披汶政府大肆关闭华文学校后，读华文
被认为是“亲共产党”的。这样一部分华文学习者纷纷转到“地下”—组建流动学习小组，一部分学
习者纷纷回国，形成这一时期的“回国”大潮流。第三个时期是1966年到1976年中国大陆文化大革
命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泰两国间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大陆出于种种考虑，并没有接受多少泰
国的留学生，在这种情况，很多泰国学生选择了去台湾接受华文教育。第四个时期从1976年到1992
年，这一时期，中泰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泰国的华文教育并没有解除禁令。学生只有或靠自学，或借
助家教，或借助到港澳台学习一段时间，有一定华文基础后才到中国大陆继续华文的学习。第五个时
期就是1992年至今。1992年泰国政府放宽了华文教育政策，正式将华文列入到授课范围，具有了与
英、法、日等外文同等的传播资格，这时华文教育在泰国才再次兴起曾心叙述的这以辛酸史其实就是
一个华文教育在泰国的一个发展史，而曾心的游学活动与这一发展史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发展史就
是曾心进行游学和文学创作的大环境。
 由于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曾心在其作品中极力地倡导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追求社会的和
谐和安宁，并时时思考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曾心虽出生泰国，但心系中华，这在他的微型
小说《蓝眼睛》中有很好的反映。
 

二、曾心微型小说、散文创作的概况
 曾心的作品主要为散文、诗歌、微型小说，其作品曾经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其代表作《鳄鱼密
码》被选入《世界华文报告文学奖作品集》；《猴面鹰哀思》被选入第一届冰心文学奖散文参赛文选
《千花集》；《在水乡栖居处》被选入第二届冰心文学奖小说参赛文选《玫瑰花集》；《大自然的儿
子》被选入《20 世纪中国散文英华》。此外，其作品《蓝眼睛》被选入《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
赛获奖作品集》和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普通话教程》；《如意的选择》被选入泰国皇家卫星远程教育
电视台汉语教程——《实用汉语教程》；作品《三杯酒》在“国家电网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全球华人迎奥运征文活动”奖项中的文字作品中获得一等奖；三个指头被中国当作“初二语文试卷”
和“九年级语文统练试题”(浙江教义版)，并被载入《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选2000—2001》和《
世界中学生文摘》；《窃名》获“第六届中国微型小说评选二等”奖；《如意选择》被选入泰国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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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远程教育电台汉语教程《实用汉语教程》；《剪报》被选入《2005年世界华语文学作品精选》
；《三愣》、《巷口转弯处》、《头一遭》、《蓝眼睛》被选入《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名家名作丛编》
；《三愣》还被选《星空点灯——世界经典文学故事法律趣味案例荟萃》等。另外，曾心的作品多篇
被选入“大系”、“年度选集”和中泰教材《读本》及“作家大辞典”等。目前，曾心已名载《世界
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海外华文文学史》等。一些文学家也开始研究曾心的作品和文化意义，
如龙彼德专著的《曾心散文选评》和《曾心散文艺术》等，对曾心的散文创作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分
析。
 曾心的微型小说创作一开始就有很高的水平。《蓝眼睛》这篇微型小说，无论在选材方面还是
在艺术策略方面都非常成功，很好地表达了作者的华文情节。
 曾心的散文和小说作品繁多，主要有《大自然的儿子》（散文集）、《心追那钟声》（散文集）
、《蓝眼睛》（微型小说集）、《给泰华文学把脉》（文论集）、《曾心文集》等多部。曾心的散文
除在泰国与中国的报刊上发表外，几乎都集中在以下三本书中：第一本是由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
出版的文集《大自然的儿子》；第二本是由鹭江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曾心文集》，；第三本是由
泰华文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文集《心追那钟声》。三本文集共收录了曾心先生的六十九篇作品。
         

三、曾心的文学创作与泰华当代文学
 有人说，《曾心作品评论集》的问世，小而言之，有助于作者倾听各种声音，总结创作经验，
推进自己的创作；大而言之，有利于进一步开展中泰华文文学交流，推动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与繁
荣！ 
 泰华文学虽然发芽、生长和成熟都在泰国，但归根结底，其根基源于中国文学，并同时吸收了
中国和泰国两种文化，在两种文化的不断碰撞、融合中不断发展而成。泰华文学自其诞生起经历了起
起伏伏的发展历程，华侨大学的黄渭江（2008）在其硕士论文《泰华文学及其内涵》中，将泰华文
学的发展总结为“三起二落”。第一次发展高潮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五四”运动开展和中
国政治风云的影响，大批的作家以文学为武器在很多华文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及诗歌，但这次高潮
由于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东南亚而没落。第二次高潮产生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抗战
胜利后，泰国的华文学校相继重新开校，沉寂多年的华文文坛再一次兴起。受到新中国思潮的影响，
一批文学志士的作品出展现出了祖国情节，但受困于不为主流社会所认可，此时的文学创作开始揉进
更多的泰国本土因素，这一时间也是中泰文学融合的重要时期，此时的泰华文学以中、长篇小说创作
为主。而到了60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泰华文坛进入了一个风雨年代，由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经
济落后等因素，华文在泰国也命运坎坷，多数华文报被迫关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泰建
交。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崛起，以及东盟崛起的推动，泰华文学重新
进入了繁荣期，并一直持续到今天。进入新千年后，中泰两国的文化交往日益增多，而中泰两国的贸
易往来也促使越来越多的泰国华人开始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文学，泰华文学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这
一时期以散文的创作成绩最为突出。[1]

 曾心在其文章在《给泰华文学把脉》中说，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泰华文学逐步出现一个隐忧，“
泰华作家老化，有黄无青”。老化本来应该是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但问题在于缺少一批新鲜的血液
来补充。曾心开玩笑的指出土生土长的青年作者“只有小猫三几只”，但所幸的是泰国一百多家的民
办华校中学中文的学生总数在数万之上，可为今后的泰华文学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援。[2]而在《泰
华文学的交接期》中曾心也指出，经过三起二落的泰华文学在进入21世纪后遇到了新的挑战，“第
一代泰华作家已无人创作，第二代也大多进入老年，而能够接班的年轻作家群尚未形成，因此，如不
加紧培植，泰华文学将有‘中断’的危险”。但与此同时，由于泰华文学根植在华文教育，目前，华
文教育事业兴旺发达，因此，如果注意对后代作家的悉心培养，则“泰华文学的春天将会到来”。[3]

，从文章可以看出，曾心对泰华文学发展的关注和忧虑，也反应了其以泰华文学发展为己任的无私奉

[1] 黄渭江.泰华文学及其内涵.华侨大学硕士论文，2008：12-35.
[2] 曾心.给泰华文学把脉.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3）：27-28.
[3] 曾心.泰华文学的交接期.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1）：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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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精神。
 为了发展泰华文学，泰华作家做出了各种努力，并成立了各种作家组织。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于
一九八三年筹备，一九八六年正式成立，她的前身是写作人协会，现有会员一百四十多人，会址设在
曼谷市拍喃四路拉玛戏院的三楼，是泰华作者进行文学交流的地方，会长为司马攻。泰华作协有一份
固定刊物《泰华文学》（季刊），现已出版了近六十期，并出版发行了《泰华小说集》、《泰华文
集》、《泰华杂文集》、《湄江文艺》等专集，为泰华文学的弘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992年5月2
日在曼谷正式成立的泰国华人文艺团体，其宗旨为“提高泰国华文作家水准，增进交流，发扬民主自
由精神，培养青年华文作家”，为泰华文学的后续发展培养了大批后起之秀。而2006年12月2日成
立的世界华文文学联会是世界各地华文文学作家、研究者和组织者自愿组成的非牟利性文学团体，其
成立宗旨是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加强华文文学界的联系、
了解和交流，促进华文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其成立也为泰华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后盾。
             

曾心小说、散文中老人形象的丰富内涵
一、老人形象的类别

（一）孤独老人形象
 孤独老人是曾心作品中老人形象的集中表现，他们多抑郁、孤寂，整日愁眉苦脸，遇人过度热
情，但是情绪多变，甚至聊天时还会痛哭流涕。通过作品中描写孤独老人形象来揭示现今社会值得关
注的普遍现象。曾心作品中的孤独老人形象各异，但却又具有相同的生活背景，即子女长大成人、远
离父母安家立业，老伴去世，留下孤寡一人，终日无人为伴。这些老人往往为家庭、社会奋斗了大半
辈子，晚年却凄凉地孤独终老。
（二）有为老人形象
 有为老人是曾心作品中第二种较为常见的老人形象。他们具有仁爱之心，知荣辱、明是非，遇
事从容，能够泰然处之，以自己的言行影响、教育和关爱下一代，关爱这个社会。曾心的作品中描述
有为老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捐躯》、《三愣》、《三个指头》、《土地》、《大自然的儿
子》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老人虽老，但却意志坚定、勇敢、顽强、永不放弃，他们身老
志坚，即使儿孙满堂、衣食无忧，但仍在勤劳工作，散发着自己的一丝余热服务社会和大众。 
（三）情趣老人形象
 情趣老人是曾心作品中第三种常见的形象。古今无数事例早已证实，具有无限情趣的老人更加
长寿。他们能够时刻克服对身体健康有害的不良情绪，始终保持健康乐观的心态，达到内心和谐。他
们慈祥、善良、兴趣广泛且又富有人情味，他们仁爱、平静、理智、乐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想
得开，想得宽，想得远，对名利之类的得失，完全采取超然物外的态度，一切顺其自然，处之泰然。
他们乐观地对待不如意的事，热爱社会，热爱他人。曾心作品中的情趣老人或摄影收藏、或养鸟种
花、或品茶烹饪、或书海漫游、或挥毫泼墨、或吟诗作词、或畅游览胜⋯⋯，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
可以除烦解忧，充实晚年生活，更有益于身心健康。一代伟人邓小平依靠豁达的胸襟和大智慧活到了
93岁高龄。对于他的养生秘诀，可归纳为20个字：“乐观豁达、勤于动脑、坚持锻炼、合理膳食、
家庭和睦。”字数甚少，却蕴涵着大智慧。曾心的作品对情趣老人的描述也时时传达着这种观点。

二、老人形象的内涵与寓意
 一个真正的作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家，能够洞察人间万物，关注人间疾苦，并在文学作品
中表现出来，或告诫，或警示，或推崇，或引导，以使人类社会和谐发展。而一个成功的作品，也应
该把作者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灌注在作品之中，透过人物刻画和命运走向不知不觉的流露出来展示给读
者。细品曾心的作品，可以发现它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个微缩景观，其作品中每一个老人形象都代表
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类人，只不过借小说人物形象表达出来。同时，每一篇关于老人的文章都诉说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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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真情，告诉人们一个做人的道理，给人们予启发。字里行间时时刻刻都透露着一种爱，一种家庭的
爱，亲情的爱，对社会的爱和对自然的爱。《捐躯》中慈爱、博学的玛妮老师，“生时，早早留下遗
嘱，自愿捐赠身躯给作实习！”一个教师对学生的关爱，对教学事业的热情，对医学未来的期待并没
有因死亡而结束，而是进入到了一种新的永存希望的境界。《礼品》中“古盘在这样恶劣的情势下得
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其份量可想而知。”“红极一时的彩电已因‘过时’或‘老化’被弃之向隅，而
成了‘废品’了。只有连着叔公人生的古盘，仍永葆青春，逐年增值。”写古盘实际写叔公。叔公用
智慧保住了古盘，以盘寓人，意在写叔公的智慧、坚强和乐观。
 通过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曾心隐含在作品中的主要意图和思想倾向。曾心作品中老人形象的
内涵和寓意可总结为以下三点：对传统文化遭遗弃的忧虑，对传统文化的坚持和发扬和对老人社会存
在价值的认可。
 早在泰国，就有一些文人墨士倡导人们防止“全盘西化”，并积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曾心虽然在文章中并未直言此事，但是从其作品的立意来看，也支持这一观点。他通过描写大量的老
人形象从侧面探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问题，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中华传统文化遭到遗弃的
忧虑。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与中国一般文学作品中多使用智慧老人、坚强老人、倔犟老人、硬汉老人
形象不同，曾心作品中的老人形象多表现为无助、孤寂，同时恪守传统中华文化。这些老人形象看似
平凡，却贴近生活现实，其有血有肉的形象更容易给人以思想上的共鸣，让人们更加关心老人的心理
状况和中华文化的恪守和传承。如《窟》中留美的子女完全背离了华人重视家庭、重视孝道的优良传
统，说什么“美国独居老人多得是”、“最好进养老院”，这种“西方文化”的入侵将年轻一代中华
儿女引向了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使拜金主义污染了年轻人的心灵，他们不再恪守中华民族注重亲
情、注重孝道的优良传统。

三、老人形象所反映的社会伦理问题
 曾心作品中有很多反映泰华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矛盾的故事，在活灵活现的老人形象描写
背后反映出深刻的社会现实。《老泪》、《老两口》、《生日》抨击了当今社会某些年轻人很少关心
老人，只知向父辈索取，甚至不愿承担赡养责任的极端自私自利的丑恶品质，颇有醒世骇俗的意义。
还有一些作品异常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如《三愣》描写一个自奉甚俭，甚至看病也要
与医生讨价还价的佝偻者，竟然为华校复办之事捐款五百万金，大出人们之意料，歌颂了那种在处理
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舍己为人、彼此信任、宽容大度等美好品质。
曾心的部分作品通过老人形象来展示暴露阴暗面，抨击鞭挞假恶丑现象。在他创作的关于老人形象的
作品中，就有无情地揭露不孝子孙见利忘义，视父子、母子之情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曾心是一个艺术感受力异常细腻的作家。他善于敏锐地发现生活中富有深厚内蕴的事物，发现人物内
心深处某种闪光的或阴暗的东西，并及时予以捕捉并巧为编织、融化在自己的作品里。所以他的作品
总体而言紧密联系现实，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并能够以此来反映社会中遇到的各种伦理问题。曾心是
一位善良、忠厚，且颇富有同情心的长者，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人与社会的殷切关注，使他更容易
看到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弊端，进而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将它们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用以警示世人。曾心不是一个随波逐流、争名夺利的人，他有着分明的爱憎和强烈的公德心。

曾心小说、散文中老人形象的艺术特色

一、巧妙的故事情节设定
 为了达到引人共鸣发省的效果，曾心作品的大多数故事都贴近现实，语言朴实直白，虽然缺乏
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但细细品来，却又是选材独特，意味深长，并善于运用巧妙的故事
情节设定达到意蕴丰饶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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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作品的故事情节设定中，为了吊足读者的胃口，曾心喜欢在故事开头埋下一个“包袱”，并将
故事转折点放在最后，从而使读者产生心理上的巨大反差，达到急转直下、破涕为笑的效果。巧设悬
念这一技巧在曾心的作品可谓信手拈来，对于巧合和悬念的运用使得故事的戏剧性加强，扩大了审美
性，也紧紧地抓住了读者的心。如在作品《蓝眼睛》中，父母一直担心在英国哈佛读书的儿子带个外
国儿媳回家，而当父母亲眼看到儿媳“虽很漂亮，但眼睛却是蓝的”的时候，一直恪守传统的老母亲
彻底失望了。就当读者们同情这对父母并为之惋惜时，却发现，这位“红毛儿媳”不仅会讲汉语、会
唱“龙的传人”，而且还是个研究中国历史的博士生，更为可贵的是，她还“有一颗执著的中国心”
。这种意外的结局不仅给了故事一个完美和谐的结局，也让读者们感受到了起起伏伏的情感交错。

二、细腻的细节描写
 因格斯在论述现实主义小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除了细节的真实性，还要写出典型环境
中的典型性格，可见细节对小说的重要性。同样，用现代作家的话说：在微型小说的创作中，人物塑
造可谓重中之重，而人物塑造常常离不开细节的刻画。曾心的作品在细节描写方面独具其功，往往能
凸现出人物的性格，从而达到人物描写乃至整个作品创作的成功。[1]

 散文也同样需要细节，如曾心先生的《捻耳记》。年近七旬的王大妈，因为她的善良与慈爱，
对社会上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骗人伎俩总是防不胜防，以至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了“捻耳”的
习惯，容易轻听别人的话。本文巧妙运用细节描写手法，将这位年近七旬的王大妈“捻耳”这一习惯
表现的淋漓尽致，从而将王大妈这位老人的形象表现的“有血有肉”。文中对王大妈习惯的养成有这
样一段描写：“每次太轻听人家的话，受骗上当，或差点落入骗套，就用大拇指与食指在自己的耳垂
上轻轻捏一下，以示谨记，别再重犯！”这个“捻耳”的习惯“不知从哪年哪月起”即已养成，但仍
屡屡受骗。三年来，本子上“共画了十二条杠杠，平均每年四次”记下了她被骗的次数。作者具体记
述这三次捻耳的事，将“捻耳”这个细节连用了三次。

三、丰富的心理刻画
 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都离不开丰富的心理刻画。丰富的心理刻画可以把一个简单的故事叙述得
深动、有趣。柳易冰、赖廷阶曾这样评论曾心：“我从曾心的名片上得知他曾参与建筑行业，我未曾
见过他设计的楼屋； 但读了他的《三愣》，我们信他是位不错的大师。”用“设计师”来形容曾心
对文学作品的创作真可谓恰到好处，而《三愣》正是曾心精心打造出来的佳作。
 《三愣》故事本身非常简单，一位目不识丁的老人张亚牛，将一箱钞票捐赠给华文学校，以表
达他对中华文化的热爱。而曾心却用了“三愣”将整个故事表现的趣味盎然。

结语
 文学创造要快速发展，就需要创造极具人性、且具有鲜明特色的人性形象，进而去表现一种艺
术特色，反映一种社会现实问题，或给人以启示，或给人以共鸣。曾心的文学作品就致力于将笔墨探
入人物的灵魂深处，竭力去揭示人之善恶本性，彻底地抨击人的罪恶本源和不良社会风气，同时也表
现出人性的真、善、美。在曾心的笔下，树立了形形色色的老人形象，他们或寂寞，或豁达，或睿
智，或传统，都是现实生活中各种老人的典型代表。曾心作品中树立的老人形象具有较高的艺术价
值，他们不仅反映了选材的真实性和现今社会老人的生活现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曾心的内心世
界。曾心的艺术世界里赋予老人以丰富的生命内涵，如孤独、博爱、保守、沧桑、悲悯、沉重、无
私、安详、欲求等各种生命元素。这些老人形象鲜明、生动，极其典型。他们在平凡的人生中所表现
出的勤劳、善良、乐观、智慧、奉献，把平凡的生活点缀得斑斓夺目。

[1] 钦鸿.谈曾心的微型小说创作.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1）：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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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心是一个有着深度思想的人，他所创作的老人形象都有其深刻的内涵，也能表达出其鲜明的
艺术追求。曾心笔下的老人们身上所具备的品质和德行，不仅反映了不同个体的独特性，也反映出了
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传统和现代的思想有了不断的冲突，
如何面对和化解这些冲突是当代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而曾心作品中对老人心理活动的刻
画，给了其他年龄群体了解老龄人的一个途径。在人们口中，老人往往是保守、陈旧和迂腐的代名
词，而人们往往会忽视老人们骨子里所传承下来的上千年的优良传统，他们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
递者，其光明的德性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所积淀的精华，因此，分析曾心笔下的老人形象进而总结出他
们所共有的优秀品质，也有助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扬。
 曾心的作品善用生活当中的微小故事来解析社会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崇尚文明道德、家伦孝道；
唾弃丑恶、欺骗和愚昧，对当代民众具有一定的教育和感染性。曾心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怀有一颗高
尚的爱心,对现实社会发生的种种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凡是符合真善美标准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事物,必热
情地歌之颂之；而对于那些违背人类良知道德和逆时代而行的事物,则予以及时的披露和鞭挞.这是一
个作家最重要的睿智和品质,也是一个作家能够创作出对社会和广大读者有益的优秀作品的根本点.
 曾心作品中对老人形象的描述，都透露出浓厚的中华情怀和对家庭伦理的关注。他的作品语言
幽默风趣，比喻新奇，人物刻画个性鲜明，切近现实、关注人生，具有独特的语言艺术特点，也善于
使用精妙的叙事结构表达出对现实问题的殷切关注。虽然曾心作品中的老人形象形形色色，但这些不
同的类型又表现出共有的形象类别，集中表现在孤独老人、有为老人和情趣老人三个形象。曾心先生
对于人性的弱点和生活中的阴影深恶痛绝，他的部分描述孤独老人的作品就鞭挞了当今社会父子、父
女之间亲情缺失，只剩下冷酷金钱关系的现状。但他不是以直面人生、针贬时弊、愤世嫉俗的态度予
以鞭挞，而是以善意的讽劝和同情理解的心态给予宽解，努力使矛盾缓和，人心向善。曾心在给老年
病人把脉之时，也为人类社会诊了脉。
 一个真正的作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家，能够洞察人间万物，关注人间疾苦，并在文学作品
中表现出来，或警示，或推崇，或引导，以使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细品曾心的作品，可以发现它是现
实社会生活的一个微缩景观，其作品中每一个老人形象都代表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类人，只不过借小说
人物形象表达出来。曾心善用细腻的细节描写和丰富的心理描写来表达其作品的核心思想。他的每一
篇关于老人的文章都诉说了一片真情，告诉人们一个做人的道理，给人们予启发。字里行间时时刻刻
都透露着一种爱，一种家庭的爱，亲情的爱，对社会的爱和对自然的爱。曾心作品的大多数故事都贴
近现实，语言朴实直白，虽然缺乏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但细细品来，却又是选材独特，
意味深长，并善于运用巧妙的故事情节设定达到意蕴丰饶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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