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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赋
□ 陈佳迪

一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2001年的
初夏或者早秋的某天，我在白莲路，也
是上班的路上遇见文友维浩兄。只见
维浩低头行走，猛丁看见我，他站住了，
我欲笑脸招呼，却发现维浩面色沉重，
顿了一下，他说，王海玲，我要告诉你一
个消息，一个我来珠海后听到的最坏的
消息。我的面色瞬间凝重，我说，好，你
说。然后维浩一字一顿地说，杨干华昨
晚走了，在广州的家中。惊雷一声，我
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不敢相信维浩
的话语！那样一个乐天睿智的人，那样
一个犹如兄长般待我们珠海这帮年轻
写作者的人，竟然因为抑郁症而离世。
我们俩就在街边站着，好一会儿，我说，
这也是我来珠海后听到的最坏的消息。

早在 1982 年，我就认识干华兄。
那是在庐山，江西人民出版社组织的笔
会上。上世纪八十年代，手机电脑网络
都是虚无物，文学何其香也！掀开一笼
象征各行各业的饽饽，文学是最香的那
个！啊啊，行文至此，一种叫做“伤感”
的东西在我心中瞬间掠过。那次庐山
笔会邀请的都是当时国内鼎鼎大名的
作家。我那时刚刚学习写作，有一点菲
薄的成绩，为了培养本省作家，我这个
后进得以参加。刚大学毕业的我，在笔
会上因为稚嫩而寡言，准确地说我就是
一个观察者，目光貌似不经意，但其实
锐利，呵呵。干华兄和省作协主席国凯
在笔会上如影随形，不是并肩走，就是
一前一后迤逦。两位粤地大作家年岁
相当，都衣着朴素。都身瘦，都个子不
高，都皮肤黝黑。干华兄最醒目的标志
是一头结实的白发，剪得短短的，平整
如毡。面容上干华兄乐呵呵，国凯则愁
眉苦脸仿佛牙疼。掐指算来，1982年，
干华兄不过四十有一，按现在的说法妥
妥年轻人一枚。一个年轻的著名大作

家却头上飞扬着那么纯粹的白发，估计
干华兄自己心里也不喜，有一次他用手
捋着自己的白发，调侃道，各位，你们知
道吗，我和老婆去菜市场，我老婆从来
不怕我走丢，我不见了，老婆就放眼去
看，看到一团晃动的白色就寻到了我。
国凯比干华兄瘦弱些，说话声音也低，
他一点辣也不能吃。国凯说有次去九
江，点的菜每个都辣得不能吃，没办法，
就要了一个汤，等汤上来了，真绝望，汤
上竟然飘了几只辣椒。两位粤地大作
家四十年前在笔会上说的小小笑语，在
我走笔的今日，记忆依然是那样清晰，
声音及容貌一并呈现……这篇忆旧的
文字，既是怀想国凯与干华大兄，也是
怀想我自己的青春岁月，啊，啊，伤感。
笔会历时十天圆满结束，四面八方聚拢
的人又舟车作别。这一别，许多人再也
不见，甚或连名字也飘渺……这世上许
多的人与事，其实是呈一种旋转的态
势，兜来转去中，你不经意间和某人某
事重逢，而某人某事恰是你所欣赏的和
你所不自知而期待的，那是何等的快
事，这样的快事不容易呀，它就是所谓
的缘分。

二

1985年9月，我作为当年时髦的招
聘干部由赣赴粤。第二年春，报社当年
的杨春怀总编辑特地到我办公室对我
说，王海玲，你去采访一下杨干华，他刚
刚定居珠海。他是名作家，你这个作家
好好写写他这个作家。我一听，不好意
思，直接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动作幅度
有点大。好好先生杨总吃了一惊，往后
退了一步。我连忙说，杨总，我认识杨
干华。杨总一听，笑了，说，好，好，认识
更好，好好写一个专访。

杨总只是下达了采访任务，而杨干
华此刻在珠海的哪个旮旯却要我自己
去访。那时珠海还没有作协这个组织；

联系利器手机还在茅厕拣豆子吃。这
是江西话，有人在争吵中为了摆资格，
会说，你哪个时候在哪里，你那个时候
还在茅厕拣豆子吃，意思是你那个时候
还没有出生。没有组织，没有手机，咋
办？我自有办法，我到珠海市文化局找
既是作家又是副局长的杨创基，人称基
叔。基叔同样是好好先生。粤人都为
人客气，有人不仅客气而且温和，这客
气而温和的就是我笔下的好好先生，譬
如杨总，譬如基叔，譬如我怀想的两位
粤地大作家。

基叔说，你找杨干华，好，我明天带
你去。粤语的“基”发音时，下颚骨要往
下往里缩一下，然后气流涌出，才能标
准发出粤语“基”这个音。基叔是诗人
及散文大家，同时又是一位严格的粤语
教师。每次因工作和基叔相遇，基叔总
是教我最难的粤语发音，从口型及口腔
气流方面进行剖析。如果我用心学，估
计现在能胜任粤语播音员的工作。此
处为闲话，打住。

第二天，我和基叔骑着自行车从当
时报社的所在地市政府出发。如果我
没有记错，干华兄的家是光明街的方
向，夏风里，我们骑得飞快，十几分钟就
到了某小区，基叔指着一幢楼，告诉了
楼层及房号，然后说，我有事，王海玲，
你自己去。

我快步上楼，一敲门，门立即开
了。一头白发的干华兄笑容灿烂，大声
说，嘿，王海玲。我也大声说，杨干华，
你好。想不到我们在珠海又见面了。
怎么说呢，我和干华兄在笔会上交谈并
不多，客客气气的。而且我们之间相隔
四年没有联系，可那一刻，我们好似很
熟悉的朋友般，好似昨日才见面。实际
上，有些人与人相处有一种天生的亲切
及自然，干华兄就属于这种人，他不晓
得“装”为何物。简单寒暄后，干华兄从
冰箱里给我拿出一碗冰镇的凉粉，黑而

晶亮的凉粉在白瓷碗里模样惊艳。我
喜不自禁，说，这是农村的东西，你家怎
么有？我家怎么没有，我就是农村人。
在我接过碗，坐下，然后回首间，看见干
华兄胸前端着一根粗壮老旧的竹筒，坐
在木沙发上咕噜咕噜抽着水筒烟。他
说，王海玲，你不要笑哟。我说。不笑
不笑，挺好挺好。于是，我们俩一个吸
溜着凉粉，一个咕噜着水烟，就这样开
始了采访，有没有画面感？

干华兄广东信宜人，上世纪六十年
代在《羊城晚报》发表处女作《石头奶
奶》成名，有“小杜埃”美誉，自此踏上文
学之路。从《惊蛰雷》到《社会名流》到
《冬夜备忘录》再到《天堂众生录》写了
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声誉日隆。干华
兄在采访中说，他写长篇有个习惯，就
是在墙上贴几张大纸，然后将长篇的章
节要点用文字表述，他经常躺在床上冥
想构架，有了新意思就麻利起来，写上
去。等几张大纸写满了，构思也就基本
完成了。

干华兄是一个极具欣赏力的作家
编辑家。

有一次，我在《作品》发了一部中篇小
说，里面用了一个寻常的词，这个词虽然
寻常，但用在此处会有一种微妙不可言传
的双关之意，发现其需要细心及阅读的敏
感。那次我搭省作协的车去广州，干华兄
也在车上，一见我他就笑着说出了那个
词，说，好妙呀。哎呀，我心里那时的高
兴，体会到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境界。由珠
海去广州，车程两个多小时，干华兄善谈，
我也善谈，我们俩就一直聊，一直聊，聊得
真快意，就差唱歌了。同车的散文大家杨
羽仪大兄笑着调侃，嘿，嘿，你们俩是不是
曾经的庐山恋……我大笑，说，是。干华
大兄也大笑，说，是，是。

三

纸短话长，回到干华兄的抑郁症。

我很奇怪，人前，干华兄看着比谁都欢
乐，他怎么会是那种病呢？后来，我慢
慢知道，抑郁症有一种就是干华兄这样
的，他知道自己抑郁，于是潜意识里要
掩饰自己内里的抑郁，这种掩饰也是潜
意识的，所以他表现出的是比常人更欢
乐的状态。这种内表不一，勉力的表
现，是不是更具痛苦？在那个深夜，独
处的干华兄选择了解脱，那一刻，我想，
他焦虑厌世已极致到饱和的状态，这个
状态犹如海水蒸发至卤度数达标，海水
便结晶为盐。啊。痛，好痛。

我后来和作家、珠海市人民医院的
张莹医生聊过，我才知道，干华兄一直
在张莹这里开一种叫做百忧解的进口
药。那次我、胡的清、张莹三位好友聚
在一起聊天，张莹细说干华兄的抑郁
症，说着说着，张莹有些期期艾艾，我们

说，说吧，告诉我们。张莹说，杨干华那
阵子停了药。为什么？张莹又说，好像
是说药费有点贵……我和胡的清对望，
都没说话。然后我问，的清，这事你知
道吗？的清说，不知道。我说，我也不
知道。大家默然坐着。我现在想，可能
那药医保报不了。也可能干华兄认为
药本来就是吃吃停停的。也可能既使
没有停药，也是这个结果。谁知道呢？

我不知道这话算不算当年我们珠
海年轻写作者的隐私，那次街边相遇，
我跟维浩说，干华兄走了，我们在省里
没有靠山了。维浩点点头，说，是，是
的。

靠山此处多意，文学创作上的指引
及爱护。

干华兄仙去迄今，二十又二年。念
念。

文体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近日，第十七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名
单正式揭晓，华文出版社出版的《许渊
冲百岁自述》入选。创设于2004年的
文津图书奖，是由国家图书馆发起、全
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评选的公益奖项。

“我的名字已经比名片还响一点”

很多人知道“许渊冲”这个名字，
是因为《朗读者》。《朗读者》第一季第
一期，96岁的许老压轴出场，递出的名
片上赫然印着“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
英法唯一人”。有人说他“狂言”，但许
老快人快语，“我的名字已经比名片还
响一点”。

许老生于军阀混战的年代，后求
学西南联大，并于1944年考入清华大
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1948年到
巴黎大学留学深造，归国后投身翻译
事业，从事文学翻译长达七十余年。

1983年起，许渊冲任北京大学教
授，尤其致力于中国古诗的英译，并形

成了韵体译诗的方法与理论。许渊冲
在国内外出版了众多中、英、法文著
译，《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
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
年华》等传世经典，皆在许老精妙的翻
译下，生发出跨越语言和国界的魅力。

2010年许渊冲获得“中国翻译文化
终身成就奖”，2014年荣获国际翻译界
最高奖项之一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
译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逝水余波，而今犹在，许渊冲留下
的文字里，记录着我们国家一个世纪
的文化脉络，也承载着知识分子深厚
的学养和情怀。近年来，许多他的经
典译著和西南联大日记等作品先后出
版，在全国掀起了一阵“许渊冲热”。

国宝级翻译家许渊冲生前最
后一本传记

《许渊冲百岁自述》是享誉世界的
国宝级翻译家许老生前最后一本传

记，也是许老先生梦想清单上重要的
一笔。年轻时的许老，因为对古典诗
词和翻译事业的挚爱，坚定地选择回
到祖国，埋首译著数十年；而年近百岁
的许老，依然常怀赤子之心，在小小的
教职工宿舍里，追寻着关于灵感之美、
精神之永恒的远大理想。

为了能够完整记录和展现许渊冲
先生的人生经历和人格魅力，《许渊冲
百岁自述》在编排上也颇费心思。本
书由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作序，
并按时间顺序分为“活水源头”“西南
联大”“留学法国”“翻译人生”四章，一
路从孩提时代追溯而起，完整呈现了
一位大师的成长之路。

其中，西南联大的求学岁月、法国
巴黎的留学往事都占有颇重的篇幅，
也不乏学生时代的交友趣闻、翻译生
涯中的点滴趣事。正如腰封上写
的——这是许渊冲的一个世纪，也是
我们国家的一个世纪。 （新华网）

《许渊冲百岁自述》获第十七届文津图书奖

翻译家许渊冲最后一本传记 新华社华盛顿5月3日电 3日，
2021-2022赛季美职篮（NBA）季后赛
第二轮进行了两场比赛。孟菲斯灰熊
主场迎战金州勇士，两支队伍延续了
上场比赛中激烈胶着的状态，最终灰
熊队以 106∶101 险胜，并将大比分
扳平。与此同时，在东部赛区，“绿军”
凯尔特人主场109∶86轻取雄鹿队，也
将总比分扳平。

西部赛区战火重燃，双方剑拔弩
张。灰熊开局势头强劲，率先拿到8
分。随后狄龙·布鲁克斯犯规，导致勇
士队“防守核心”加里·佩顿二世因伤
退场，狄龙也因此被驱逐，场上局势发
生变化。库里带领勇士队积极追赶得
分，双方一度战平。而灰熊队也继续
保持火力，莫兰特发挥稳定12投7中，
狂取23分、5次助攻和4个篮板，上半
场结束时，灰熊以56∶51暂时领先。

易边再战，勇士队在第三节后半
段逐渐回暖，将比分扳平。比赛进入
第四节，双方再度回到同一起跑线。

第四节后半段，莫兰特与库里展开巅
峰对决，两人连续交替得分。在比赛
的最后三分钟里，莫兰特爆发出惊人
的战斗力，无论是远射三分还是近
距离腾空上篮，都完成得轻松写
意。他最终带领灰熊队将比分定格
在了106∶101。本场比赛中，莫兰特共
得到47分8个篮板球，还有8次助攻，
追平了个人季后赛单场得分纪录。

东部赛区，凯尔特人与雄鹿队的
比赛则显得较为平淡。凯尔特人在上
半场就确立了领先优势，杰伦·布朗带
领球队多点开花，在首节就以11分优
势领先。面对凯尔特人的狂轰乱炸，
雄鹿队状态较为低迷，“绿军”以65∶40
结束上半场。

下半场，雄鹿队核心“字母哥”阿德
托昆博状态有所回升，在第三节投入一
记三分球，并积极组织进攻，独得18
分。凯尔特人则乘胜追击，延续了此前
的状态，令反击的雄鹿无可奈何。最
终，凯尔特人以109∶86战胜雄鹿。

莫兰特大爆发灰熊险胜勇士

凯尔特人轻取雄鹿扳回一城

5月4日，
江 苏 无 锡 女
足 队 球 员 金
坤（右）在 比
赛中传球。

当日，在
海 口 举 行 的
2022 年 中 国
足 球 协 会 女
子 超 级 联 赛
第 七 轮 比 赛
中，江苏无锡
女足队以1比
0 战胜上海农
商银行队。

新华社发

女超联赛：

江苏无锡女足胜上海农商银行

许渊冲在《许渊冲百岁自述》扉页
上签名。 新华网

在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
公司与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集团近
日联合举办的“青年读者汇·波兰
站”活动上，中国作家韩少功的《赶
马的老三》、陈染的《私人生活》和史
铁生的《命若琴弦》与波兰读者见
面。

本次活动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
式在波兰北部托伦哥白尼大学人文
学院举行，波兰青年读者分享了他
们的阅读体会和对中国文化的认
识。

贝奇科夫斯卡女士认为《赶马
的老三》通俗易懂，语言诙谐，发人
深省；库琴斯基认为《私人生活》对

女性生活进行深刻剖析，作品富有
表现力；马尔奇尼亚克称，《命若琴
弦》触及人性本质，指出了生存与幸
福的错综复杂性。

这三部作品都由马尔沙维克出
版集团出版。集团总裁马尔沙维克
在致辞中强调了波中出版合作的重
要意义和发展潜力，希望未来能在
波兰见到更多的中国作家作品。

今年以来，中国图书进出口（集
团）有限公司已相继举办“青年读者
汇”马来西亚站、英国站、波兰站活
动。今后将在更多国家举办这一品
牌活动，助力中外文化交流与互
鉴。 （新华社电）

三部中国文学作品与波兰读者见面
近日，江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支持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与生产生活、创意设计、
市场需求相衔接，促进合理利用；支持非
物质文化遗产有机融入景区、度假区，建
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景区，建好用好

“非遗旅游体验基地”，促进文旅融合。
作为资源丰厚的非遗大省，江苏省近年
来开拓创新，积极探索非遗保护利用新
路径，取得了显著成果。

“烟花三月下扬州”，千年古城江苏扬
州，美景天下闻名，美食也独具魅力。文
思豆腐、狮子头、翡翠烧卖、三丁包……淮
扬菜让中外游客赞不绝口。国家级非遗

项目扬州富春茶点制作技艺将“花、茶、
点、菜”结合，“色、香、味、形”俱佳，环境

“闲、静、雅、适”，以独创的茶点制作技艺
享誉国内外。以淮扬菜美食为依托，以

“非遗资源+文化创意”为特色，江苏省扬
州市、淮安市先后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授予的“世界美食之都”称号。

非遗资源与文化创意结合，促进合
理利用与融合发展，形成产品向业态、场
景、创新转化，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江
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负责人表
示：“我们注重将非遗资源植入文旅场
景，在文化和旅游的产业空间中引入非
遗大师工作室、非遗体验坊等，在保护中
利用，在利用中传承发展。”（据新华网）

“非遗+文创”融合发展的江苏实践

杨干华（右）和杨创基摄于刚刚建成的珠海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