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7月17日（本周四），钱钟书

的夫人、 著名作家杨绛先生将迎来

103岁生日。过去一年，这位百岁老人

频频走进公众视线，源于一场钱钟书

书信手稿拍卖纠纷，长期深居简出的

她甚至走上法庭维权。但是，这位百岁

老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心境，除了官

司去年一年还干了什么，都是待解之

谜。昨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成都商

报提前刊登 《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

记》部分内容，包括2013年7月17日

的杨绛102岁生日感想，以及102岁之

后的生活写真。据悉，首次曝光杨绛先

生百年生活日记的《杨绛生平与创作

大事记》，将收录进今年8月中旬出版

的《杨绛全集》。

昨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成都商

报记者透露，即将出版的《杨绛全集》

不仅收录了诸多杨先生近十年来新创

作的文章，还有4万余字的《洗澡》续

篇《洗澡之后》首次发表。为何想到续

写《洗澡》？杨绛听闻有人在读了《洗

澡》结尾后，认为姚宓和许彦的友谊

不纯洁。她担心有人在自己去世之后，

《洗澡》被擅自写续集，如果把故事结

束了， 谁也别想再写什么续集了，于

是，她从2009年就开始动笔，期间反

复修改审核。此次收入《全集》，是杨

绛先生的心意，也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读者能得阅一部百岁老人的小说，也

是幸事。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世界顶级指挥大师、郎朗的恩师洛林·马泽尔当

地时间13日在美国弗吉尼亚的家中逝世，享年84岁，

其发言人称，大师死于肺部感染引发的并发症。10年

前的7月13日，另一位指挥大师卡洛斯·克莱伯病逝，

他和马泽尔都是1930年出生，忌日又是同月同日，让

人不胜唏嘘。

历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第一位“说中文”的指挥家

马泽尔音乐生涯接近80年，5岁开始学小提琴，8

岁登上指挥台，11岁到12岁之间， 他连接指挥了

NBC交响乐团，纽约爱乐乐团、蒙特利尔交响乐团、

费城乐团、旧金山交响乐团等。不少中国乐迷知道他

则是因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马泽尔曾 11次

（1980-1986、1994、1996、1999、2005年）执棒这个全

世界知名度最高的音乐会。1996年，正值奥地利“千

年庆典”（公元996年奥地利开始以实体国家的形式

存在），乐团方面再度邀请马泽尔指挥新年音乐会，

音乐会上，马泽尔用十几种语言发表了长长的新年

祝词，其中就有中文“新年好”，吐字发音非常准确，

放在倒数第二的显著位置上，引发观众的热烈掌声。

马泽尔的新年祝词伴随着电视转播传送到全世界，

他的中文问候语也传到了中国。《人民日报》1996年

1月2日还发表文章， 对中文的新年祝词第一次在维

也纳金色大厅回响感到自豪。

提携郎朗参加纽约爱乐的演出

邀约谭盾创作《水乐》

马泽尔曾多次来华演出，2002年他担任纽约爱

乐乐团音乐总监后， 启用当时年仅20岁的郎朗作为

钢琴演奏者，开启郎朗音乐生涯的崭新阶段。而刚刚

在现场看完巴西世界杯决赛的郎朗向成都商报记者

讲述了自己和恩师马泽尔的情缘。

“在马泽尔大师魔术般的指挥下，我感到血液

在沸腾。” 郎朗昨天这样对成都商报记者说，“决赛

的时候听到马泽尔去世的消息，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很难过。很荣幸与他有过30场音乐会的合作。2002年

9月他接手纽约爱乐乐团后第一周音乐会时，用我作

为钢琴演奏者，并随乐团全球巡演。他对我的提拔和

支持永生难忘。感谢他，在我音乐生命中的出现和鼓

励。我会永远想念他。”

郎朗昨天说， 马泽尔堪称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之一，特别是在音乐生涯的开始阶段。“他是我最重

要的伯乐之一，马泽尔对我的帮助，我无法用语言表

达。他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位智者，我们失去了一位

巨人。”郎朗回忆，2000年的一次私人聚会上，两人

相识。马泽尔当时觉得郎朗是个有才华的钢琴家，希

望以后有合作的机会。直到2002年的8月下旬，他和

郎朗才有了第一次合作。说起那次合作，郎朗话语中

透着激动，“我至今感觉马泽尔大师手上挥动的不

是指挥棒，而是魔术棒。他不但手法精准，而且每个

细节都极具感染力。”而对于郎朗，马泽尔显得很惊

奇，“他对音乐的理解已经超过很多比他岁数大的

音乐人了，纽约乐团与他的合作非常愉快，他会谦虚

地发表意见，这对一个少年成名的人来说非常难得，

或许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谦逊吧！”

除了郎朗，马泽尔曾表示，自己在中国最熟的另

一位好朋友是谭盾，“我和谭盾是老朋友了，之前在

我们的邀约之下，谭盾创作了著名的《水乐》，他的

创造力和想象力至今都让我折服。” 谭盾昨天第一

时间表示，“正在纽约工作室看球， 突然接到消息，

我的偶像、 世界音乐大师马泽尔刚刚逝去……在他

生命的最后几年， 时常来中国， 按他自己的话说是

‘活在中国音乐未来的兴奋中’……伟大的朋友、师

长，永别了。”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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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政府主办， 市广新局承

办的 “优秀国产电影免费观影

月—公益电影进影院” 自启动以

来，获得了不少市民关注和参与。

7月13日，参与“优秀国产影片免

费观影月———成都市公益电影进

影院扩大试点专场” 活动的25家

影院放映了《老哨卡》，总观影人

数4656人， 上座率73.7� %。7月16

日， 成都25家影院将分别放映公

益电影《老哨卡》《海神密码》。

以下影院明日放映 《海神密

码》：

锦江区：成都太平洋电影城

（旗舰店）、 成都王府井电影城、

成都太平洋影城（川师店）、成都

新时代影城（蜀都花园店）；青羊

区：四川峨影1958电影城、成都新

城市影城、成都金沙紫荆电影城；

金牛区： 成都沙湾紫荆

影城；武侯区：东方世纪

影城、星美学府影城、成

都中影太平洋影城 （千

盛店）、 双楠电影城、成

都太平洋电影城 （武侯

店）；成华区：沙河电影

城、 成都新时代电影城

（高塔旗舰店）；高新区：

成都紫荆电影城、蜀西紫

荆影城、中影·国际影城

（成都中航九方店）。

以下影院明日放映

《老哨卡》：

锦江区：万达

影城（财富店）、万达影

城（锦华店）；青羊区：万

达影城（金沙店）；金牛

区：成都万达影城（金牛

店）；武侯区：成都万达

电影城红牌楼店； 成华

区： 影立方773IMAX影

城、成都万达电影城（成

华店）。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1930年生于法国，父

母是美国人，4岁时跟

随父母到美国。马泽尔

的指挥风格激情四射

并极富哲理，共指挥过

150多个交响乐团的

5000多场歌剧和音乐

会，被誉为世界上最杰

出的指挥家之一。

节目一开始， 谢霆锋的脸在

黑暗中的一圈光亮里出现：“做饭

是我离婚以后才开始专心做的

事， 我把它当成了治疗自己的方

式……”他说，在娱乐圈整整16年

后， 他决定放自己八个月假，来

“找回谢霆锋”。

看到这里，忍不住想，王菲会

不会看这节目？柏芝呢？

玩笑归玩笑。 但是看谢霆锋

穿一身黑色， 留着胡茬， 表情真

诚，虽然还是油腻腻的老土发型，

毕竟这个18岁就成名的男人，他

从楚门的世界里走来， 现在坐在

这里，研究、讲述做饭、爱和人生

的关系。 那一瞬真的很动人———

就更好奇， 他年少时光里的那些

女人看到，听到，会怎么想？

《十二道锋味》是本年度期

待值最高的明星真人秀。 这场期

待经过近八个月时间的发酵，最

后拼凑成这样的描述：“由谢霆

锋当厨师，邀请圈中好友一起环

游世界，搜寻并制作世界各地美

食的故事”。信息量很大。首先是

“明星”， 谢霆锋动用了大量他

的私人关系， 一共17位大牌。其

次是“环球”，对，就是南法，是

印尼，是澳洲的海岸线，还有西

班牙挪威意大利……最后是“美

食”：顶级松露、帝王蟹、麝香猫

咖啡……这些关键词中随便拿

一个出来都是刺激收视率的至

宝，它们并且一起聚集在一个叫

做谢霆锋的男人身上。 更何况，

它还是完全原创。

但至少第一集看下来，“锋

味”还没有展示出足够的风味。除

了之前被媒体反复炒作的嘴对嘴

吃饼干、锁情人、咖啡馆捏脚，没

有意外。 无非就是一部老套的恋

爱戏，只不过男女主角足够好看，

台前幕后足够强大罢了（霍汶希

说，打灯的都是拿过金像奖的）。

这也是节目最本质的问题所

在。节目组宣称这是“有剧本的真

人秀”，但强调只有剧本，没有台

词， 所有拍摄都是即兴反应。可

是， 对两位已经有接近20年表演

经验的演员来说，有剧本（即便是

没有台词的剧本） 在手， 要怎么

“即兴”，才能摆脱“演”的本能

反应？至少在第一集里，看不到这

样的“即兴”的火花。

当然，要承认，范冰冰本来就

是打算“扮演”谢霆锋一天的女

朋友，所以，给人演的错觉还可以

理解。 后面的十一集能否在电影

般华丽的外壳下面， 改变电影化

的内核，值得期待。

从已经播放的部分来看，它

不像是其他明星真人秀节目那

样， 以未知性和风险性来刺激大

众的观看欲望。也就是说，当你看

到谢霆锋决心要为范冰冰在铁塔

下做一顿涮羊肉的那一刻起，你

就知道他一定做得到， 你就知道

一定会有这样的大结局： 穿得美

美的范冰冰前来赴约， 吃惊，赞

美，最后还几乎要流下热泪。

一个细节是， 谢霆锋去找别

人介绍的一家火锅店， 当时店里

关着门 ， 他急切地朝里面张

望———这时镜头竟然切换到店内

机位，这完全是电影的手法，因为

下一个镜头才是店主匆匆赶来为

谢霆锋开门。

同时， 这是一档完全押宝在

个人的节目， 风险极大。 换句话

说，不喜欢谢霆锋这个人，就不会

喜欢“锋味”。它不像是《爸爸去

哪儿》《花儿与少年》 这样的节

目，可以依靠四五个人的魅力（不

喜欢甲还可以看乙），再加上互动

（互相激发出新的魅力），不断带

出新鲜的观看体验。

当然，34岁的谢霆锋比以往

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具魅力。 这第

一道“锋味”摆出来的谢霆锋，不

仅不用像爸爸们在孩子的嚎啕大

哭面前束手无策， 不用像RUN-

NING� MAN里的偶像那样在泥

水里摸爬滚打， 不用像“我是歌

手”里的过气歌手那样声嘶力竭，

又二又癫， 高喊摇滚不死……还

比生活中更加英俊、多情、体贴、

完美———而这， 是真人秀观众想

看的吗？很难讲。

“花的美好，鸟的骄傲，要自

己感觉才知道，地厚天高，至少我

感到，自己的味道。”据说，已经封

唱七年的谢霆锋，为了《十二道锋

味》再次拿起吉他，作词作曲。只

是不知道， 这个当年砸吉他的少

年， 如今再拿吉他弹起“花的美

好，鸟的骄傲”，是别人的电影台

词，还是真正的人生感悟？

郎朗：

他对我的支持永生难忘

指 挥 大 师 洛 林·马 泽 尔 去 世 享 年 84 岁

一位音乐发烧友

在微博留言称：

后天满103岁 杨绛准备推出《杨绛全集》

你真的想看到比生活中

更英俊体贴的谢霆锋吗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潘媛

明日放映公益电影《老哨卡》和《海神密码》

1

月

16

日，

可能患带状疱疹以来，运动减少乃至

停止，排便困难。迄今已六日未排便。赴医院检查，被

留住院。做腹部CT，诊断为不全肠梗阻。

1

月

30

日，

在医院度过除夕，迎接新岁。

2

月

8

日，

肠梗阻已愈，上午出院回家。

2

月

17

日，

感冒发烧。下午去医院急诊，以肺部感

染，被留院观察，旋再度住院。

北京市二中院一审宣判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案。

判定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停止侵害书信手稿

著作权行为，赔偿杨绛10万元经济损失；中贸圣佳公

司和李国强停止侵害隐私权行为，共同向杨绛支付10

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两被告向杨绛公开赔礼道歉。

中贸圣佳公司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

4

月

10

日，

陈希同志和贺美英同志来看望，劝我

去医院复查。我自觉恢复不错，可暂不去。

代理律师告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就我诉

中贸圣佳公司、 李国强侵害著作权及隐私权案作出

二审裁定， 驳回中贸圣佳公司的上诉， 维持一审原

判。至此，持续将近一年的案件，终于告一段落。我决

定将所获赔偿金全部捐赠母校清华大学法学院，用

于普法讲座。

4

月

15

日

，《洗澡之后》决意不再继续修改，就这

样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表。

5

月

29

日

，上午，商务印书馆联合中国社会科学

院、清华大学在商务印书馆礼堂举行《钱钟书手稿

集·外文笔记》出版座谈会。为了表示对有关各方以

及到会朋友们的感谢， 我日前作一简短致辞录音在

会上播放致意。

（摘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绛全集》，有删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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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日，

今天我生日，在家平静如常度过。只

是从早到晚海内外亲友祝寿电话不断……

《围城》荷兰文版近日出版，寄来样书。

9

月

12

日，

收李国强信，答非所问。

9

月

13

日，

《围城》 荷兰文版译者来信告，

《围城》荷兰文版得到好评。读者认为作者是位

大师，他的叙述风格、人物刻画和幽默备受赞赏。

9

月

25

日，

听友人谈对《洗澡之后》稿的意见。

10

月

25

日，

代理律师告知，钱钟书书信手

稿拍卖案近日将开庭，我若不出庭，拟录像当庭

播放。

10

月

26

日，

晚录像。我说：我是杨季康，笔

名杨绛。今天法庭审理我的案子，我本该亲自出

庭，身体不太允许，我录像中说几句：李国强先

生将我们家人与他的私人通信转让给他人；中

贸圣佳公司又将这些信件拿出来拍卖， 我知道

后非常生气！就像我开始声明的那样：事情发展

到现在，我一直想不明白，朋友之间的书信是人

与人之间的信赖，这么多年的感情，怎么可以作

为商品去交易？我已经100多岁，对于这件事，在

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感情很受伤害！我打这官

司，不仅是为我自己，也是为了大家，否则给别

人的信都可以拿来拍卖，那以后谁还敢写信？社

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承诺都没有了。 对于

两位被告，做了错事就应承担责任。我委托申卫

星、王登山两位律师代表我诉讼，希望法庭依法

判决，支持我的请求。

12

月

16

日，

二中院法官来，笔录答问而去。

12

月

27

日，

疱疹破，甚痛，仍不想住院治疗。

郎朗视马泽尔为恩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