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作者去世 追踪

26

文娱

2013年3月15日 星期五

责编 徐剑 宋德萍

美编 廖敏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官方微博

���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大雪中，静悄悄送走文学巨匠

他与俄罗斯所有伟大文豪同在

瓦西里耶夫葬礼昨日举行，梅德韦杰夫发悼词：纵使时间流逝，却能永远温暖人心

房产租售

房屋租售
●斑竹园交大韵亭独栋201号30栋
急售价格从优13708020628杨
●苏坡立交桥旁三环内库房办公
楼分租13281809996
●租售青城后山房13258362991
●某高星级酒店店面招租(永陵路
和人民中路三段)15908177033
●售3000平商业房13666253333
●沙堰街旺铺出售60平年租11万
现租银行18030543885林
●售楼：清盘低售住房2000元，商
铺3800元/㎡起询13668129368

园林出售土地转让
●新津牧马山稀有土地园林带政
府补贴转让13658037088

求租求购
●求租负一楼至四楼纯商1500-4
千平/茶酒楼转可议13908173897

写字间租赁
●科华北路宏地大厦租85242558
●金竹大厦310平租13658096343
●锦阳商厦170平出租86784800
●北一环南玻177平13036688818
●京川宾馆商务办公用房对外招
租，电话：13881930959胡先生

营业房
●羊西2楼280出租13982199880
●一环路南四段二楼、四楼600平
米营业房出租13908180802
●二楼商用房850平13350094982

酒楼·茶楼转让
●转南门酒茶楼2000平，租金低，
业态不限13032808688
●转科华800平咖啡13550346234
●城南酒楼2千平转15308047940
●温江酒店转让★13551381819
●酒店票务中心出租84538776
●十字路口1200平13980588291

●转大石西路宾馆15308220599
●转都江堰3000平豪装酒楼，接手
即可营业18280880888何先生
●都江堰酒楼茶楼13398189240
●优转盈利旺茶楼18980956478
●大石路600新装茶18990700699
●龙潭寺旺铺转火锅茶楼浴足22
00平,带地下停车场13982263711
●转龙湖三千茶楼13982218656

●青白江龙王镇大型休闲庄优转
让或承包 (住宿/餐饮/茶坊/OK/
垂钓)13541223321廖女士
●独栋380平转让, 可经营咖啡.私
房菜.影楼.办公.13982040336
●静居寺商务酒店优价转让
13348825138
●转罗马广场酒吧13550233789
●急转西安路茶浴13308198806
●盈利宾馆转让13708009384
●金花草金路800平急69897797

餐馆转让
●专业为你找铺转铺面66995072
●西门银沙附近低房租，冒菜串串
金口岸接手即盈利★88184696
●花牌坊火锅转让13980692121
●武侯区机投镇500平旺火锅转
13980003934晏、13540407755成
●转创业路120旺餐13980006008
●一环路旺餐转让13402888716
●高升桥体院餐转13880650350
●十字路口带广场18615765992
●九里堤85平面食13438488128

●春熙路小吃优转18980805700
●优惠转苏坡300㎡火锅串店。张
先生13032809898，62329013
●牛沙路140空铺转13880596806
●财大旁42平餐转18980682365
●●餐饮技术支持加盟66169688
●光华村李庄白肉13688028333
●优转啤酒广场18602853991
●转新都六婆串串13678078575
●中海350平餐饮转18628089838
●华阳350平火锅转13880433070
●双楠400平好口岸18696706269
●五块石200多平转15928869997
●市中心火锅500平18081107896
●转石油大学四千平营业中食堂
铺面，收益高,无实力非诚勿扰 电
话：13708012710

●耍都120平米餐转15828385868
●光华村黄金地段千平火锅店优
低转15351278999、15308068769
●餐厅转让或承包,15928975762

美容美发转让

店铺
●急转旺铺超市18908234867
●高攀路300平出租18908197788
●武侯刷卡药房转13666206898
●转金房苑东路铺13908097221
●新都川音内铺转18081032884
●电玩城低价转让15308029812
●小天街1070铺转13881715116
●金沙106旺铺急转18908177370
●金沙汽车修理带汽车场设备证
照齐全优转（租）13678199668
●航空港超市转让13438388832
●南新光路旺铺租18615777738
●新小区门口285平18683935020
●富侨转让或合作15608048999
●电玩城火爆证齐15108292937
●专业商铺租售转让86679682
●大丰KTV急转18980836810
●转双流县城中心2000平在营歌
城低租金好口岸13258372533
●急转城区电玩证18081815221
●汽车美容店急转15884478574

厂房租售
●工厂4000每平5元13880593886

●新都泰兴2600平全钢架厂房出
租，水电工业用气航车光纤网 络
一应俱全，询13708086758
●6700平厂房出租13882126575
●郫县万平厂库租18980669268
●沙西线厂房出租13568925619
●什邡2千平厂房租13547912222
●蛟龙港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青白江厂库优租13018299533
●新都青白江新货运大道旁两万
平库房出租13981755666
●工业园厂房出租13980532259
●双流煎茶5千厂库13908180870
●新津工业园新标准厂房17000
平带行吊5000起租13881931753
●租6000平厂库房13981753669
●犀浦厂房出租18615779670
●黄甲4200厂库房出租85270458
●标准高台库出租18982261220
●犀浦3千余平13668157102
●●●温江工业园生活区餐厅转
让及标准厂房出租13540202112
●都江堰厂房租售13880054834

●●园区新建厂房租售84916999

●沙西线厂库房租13208118988
●厂房带办公住宿6500平优租五
通13888299849周
●石板滩厂房出租13608226668
●羊西线厂房出租13608220360
●彭州工业园厂房出租83715395
●黄田坝1500平厂13808002675
●羊安标厂70亩租13982086626
●出租北三环外厂房库房2800平，
可分割为两个厂13348866986
●大邑工业园带十吨行车厂房出
租，层高12米。13980798471

●售沙西万平厂地13880970513
●龙潭工业园区标准库房约2000
平米出租13880059738袁先生
●川陕路蓉都大道天回路418号场
地厂库房办公楼出租83573335
●青白江工业区厂房办公楼出租
三万平米(可分租)13980059115
●厂房优租五通13608171098周

●配套厂库房出租15882253092
●龙潭工业园区办公楼出租,另有
库房出租,环境优13981945168
●簇桥5亩厂房出租13981818163
●新都工业东区5000平厂房出售
13908174642

担保公司

●投标保证金咨询13281809996

房产抵押咨询
●钱媒投资，专业中介，详询
18081985598,18081986598

招商

●建筑工程寻总包13618038006
●国家扶持的朝阳产业寻找实力
资金13908078511
●市内独栋黄金口岸物业，可分
层租（宜酒店）18086852427
●项好寻大额资金利高65909769
●转青城山绝版地18681251383
●广场经营地合作13551171972
●商贸城食宿茶招商83586777

齐秦回归《我是歌手》当评委

因“陪妈妈”“流感”等原因宣布离

开《我是歌手》的齐秦，将在第十期（3

月22日播出）回归，以评委身份亮相，欣

赏七位歌手带来的“齐秦专场演出”。据

湖南卫视总编室透露， 第十期仍将采用

转盘选歌制， 只是所选歌曲均为齐秦经

典曲目。作为原唱，齐秦也成为最有发言

权的一位评委。

将于今日播出的《我是歌手》第九

期节目中，黄绮珊选择演唱《剪爱》。对

于这首由其前夫创作的歌曲， 黄绮珊第

一段尚未唱完便开始飙泪， 最后唱到高

潮处甚至蹲在了地上。 辛晓琪则也临时

将自己选定的曲目《一样的月光》换成

了《亲爱的小孩》。

（任宏伟 整理）

又讯

昨日，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

以光头形象著称的王凯在个人官方认证

微博上透露已经从央视辞职， 有媒体联

系上王凯本人，他透露自己想换个活法，

并打算自己创业。 据记者了解，除了是

央视主持人外， 王凯还是一位自由配音

演员， 迄今已经参与了很多部影视剧的

配音工作。

（吴洋 整理）

核心

提示

苏俄文学曾是国人的精神武器

苏俄文学在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知识

分子中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中国社会科

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俄罗斯文学研究

会秘书长刘文飞介绍说， 那时苏俄文学的翻译

传播，主要是作为精神武器而不是艺术欣赏。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资深俄语编

辑张福生认为俄罗斯文学非常有价值， 而且当前

的翻译水平总体也还不错， 可是目前在中国的图

书市场就是不红火。另外，在这样一个时代，通俗

文化和物质需求高于精神需求， 而俄罗斯这个民

族天然地深沉、深刻、厚重，“文以载道”、人道主义、

人类悲悯的情怀和传统很悠久，与当前年轻人的精

神面貌不太搭调。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过去的

火热本来就是不正常、非理性的，现在的回归也属

正常。他期待着俄罗斯文学翻译在辉煌过去的基础

上，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据《中华读书报》

延伸阅读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作者

还活跃在俄罗斯舞台上

在瓦西里耶夫去世后，记者一直和《这里的

黎明静悄悄》中文版本的责编联系，从他口中获

悉一些瓦西里耶夫和中国的接触， 以及瓦西里

耶夫那一代文学巨匠的现状。

著名的俄苏文学专家王金陵是最早翻译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译者，后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成为流传最广的版本。 成都商报记者

联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资深俄

语编辑张福生，他作为该书责编，与王金陵交往

密切。当几日前听闻瓦西里耶夫逝世的消息，张

福生便感到悲痛，他称，王金陵的代表性译作为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所以她和瓦西里耶夫有

联系， 记得王金陵曾给他看过瓦西里耶夫赠予

她的一本亲笔签名书，写了一句话但不记得了。

遗憾的是王金陵年过八旬后现在卧病在床，神

志不太清醒不再接受采访。

张福生称，“从出版来看，《这里的黎明静悄

悄》卖得很好，几年前还修订过，增加了插图版，

这本书每年印刷两次到四次，去年《这里的黎明

静悄悄》印了两次。今年准备加印。”

张福生认为，自苏联解体后，老一辈的作家

也退出历史舞台，不愿再写。新一代的作家也不

再出现拉斯普京、 瓦西里耶夫这样有思想的作

家。后来到了

2001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俄罗

斯当代小说《百事一代》算是后起之秀，但也是模

仿西方。

他称， 那一代的作家即使健在也不再写作，

但有一个例外是

76

岁的拉斯普京（代表作《活下

去，并且要记住》），他还活跃在舞台上，一直在写

作，但已达不到之前的高峰。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俄罗斯文学巨匠现状

回望

一个文学时代的凛然飘逝

肃穆的哀乐奏响。在“文学家之家”的

大厅台子上，安放着瓦西里耶夫的遗体，由

四名战士组成的仪仗队庄严地守卫在旁。

旁边摆放着瓦西里耶夫的遗像以及俄罗斯

作家联合会、俄罗斯出版署等敬献的花圈。

人们注意到， 遗像选用了老瓦生前最著名

的那张“回望”，俄罗斯第一频道的转播镜

头推进，给了这张遗像一个长长的特写，这

是最后的告别。画外音里提到，“瓦西里耶

夫被称为‘卫国战争的记录者’。与其说他

在写战争，不如说他在写人性。他的离别，

代表着一个文学时代的凛然飘逝。”

现场不断滚动播放着俄罗斯各界对瓦

西里耶夫的悼词，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发来的是：“瓦西里耶夫的书，纵使时间流

逝，却能永远温暖人心。”俄罗斯作家协会

主席， 瓦莱瑞·甘尼切夫则表示，“瓦西里

耶夫用人类的情感和怜悯之心， 创造了属

于俄罗斯民族的角色。他的作品，是爱、死

亡、和内心深处极致温柔的结合。”瓦西里

耶夫曾经的同事，俄罗斯作家安德烈·拜茨

深情地追忆，“瓦西里耶夫敢于讲真话，但

他现在走了，最后一个斗士作家走了，他与

俄罗斯历史上所有伟大文豪同在。”

贡献

孩子因为他的作品爱上文学

俄罗斯电视5台的主持人说：“遗体

告别仪式开始1个小时后， 也很难说是

有很多人来和他告别，这可能是莫斯科

降大雪的缘故。 作者虽然书很有名，小

说中的人物也广为人知， 但作者本身，

因为其谦逊的性格，所以社会名气并不

是很大。因为瓦西里耶夫曾经是军人的

缘故，所以现场有许多国防部以及军人

送上的鲜花。灵柩旁边也有庄严的仪仗

队。虽然他被人们称作是‘前线作家’、

‘战争作家’， 但是他自己却称自己是

‘写中尉的战争’的作家。他的战争是

小人物眼中的战争，是大家都能懂得的

战争。 到场的很多中学的老师都表示，

孩子们是因为他的作品爱上了文学。”

而据俄罗斯广播之声的记者报道，

在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前半个小时， 就已

经有近千人等待入场， 人们手中拿着他

的书，像送别自己的父亲一样沉默。

在告别仪式上俄新闻出版和传媒署

署长米哈伊尔·谢斯拉温斯基还朗读了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片段。谢斯拉温

斯基说，“这本书教育了几代人， 书虽

小，却是伟大卫国战争的百科全书”。

落幕

老瓦成为“安静的居民”

在遗体告别仪式后， 瓦西里耶夫

的灵柩在车队的护送下驶向瓦甘科沃

公墓。媒体则远远跟在后面，像是一场

遥远的目送。葬礼极其简朴，人们并不

意外。这是莫斯科最大最著名的公墓，

位于莫斯科的西北部。 占地面积50公

顷。公墓靠近新瓦甘科沃村。在瓦甘科

沃公墓中安葬有著名诗人叶赛宁、俄

罗斯第一个帆船运动的奥运冠军季米

尔·皮聂京。 著名画家萨夫拉索夫、苏

里科夫等。

俄媒体昨天讲述了为何要将瓦西里

耶夫葬在瓦甘科沃公墓的原因， 因为公

墓的名字正无声地述说着它“安静的居

民”的安息方式。要知道，“瓦甘科沃”

在古俄语中是对流浪艺人的称呼。 而在

后期，则有一种“柔和”、“温暖并抗争”

的意味在其中。更重要的是，先于他去世

两个月的夫人就葬在那里。很显然，俄罗

斯人想让他们的文学家瓦西里耶夫能够

得到真正的安息，不再流浪。经历过风雨

漂泊、战火纷飞的一生，老瓦和他那一代

文坛大家的安息具有特殊的意义。

宋碧君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林志玲新戏颠

覆形象演村姑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俄新闻出版和传媒署署长评价，“《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教育了几代人，书虽小，却是伟大卫国战争的百科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