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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推荐有口碑的好书

江姐、华子良、双枪老太婆……

他写下的人物 在烈火中永生
小说《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昨日去世，享年 92 岁

老师要签名
女儿才知父亲写过《红岩》
杨小谊陪伴父亲杨益言的
时间较长，此前，成都商报特约
记者曾采访了杨小谊，
听她讲述
女儿眼中的父亲。

小时候不知父亲是作家
昨（19）日上午，影响了数
代人的小说《红岩》的作者之
一杨益言在重庆市第三人民
医院去世，享年92岁。在接受
成都商报特约记者采访时，杨
益言的小女儿杨小谊难掩悲
伤，她说，上周日晚杨益言突
发吸入性肺炎，经过治疗有所
好转，但从18日开始病情恶
化，
“ 我们一直陪在爸爸身边，
他走得很平静。
昨天下午，
重庆
市作协也发布了杨益言去世的
讣告。
讣告中称
“中国作家协会
名誉委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名
誉主席、重庆市作家协会离休
干部、
一级作家、
著名长篇小说
《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同志因
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17年5月
19日10时25分在重庆逝世，
享年92岁。

提到杨益言就不能不提小
说《红岩》，杨小谊说：
“我小时候
根本不知道父亲是作家，
父亲也
没给我讲过任何关于他在渣滓
洞的那段经历和跟《红岩》创作
有关的任何事情。
”
她第一次知道《红岩》跟父
亲有关，
是在她上小学三四年级
的时候。
“语文老师给我一本《红
岩》，让我回去找父亲在上面签
名，
那时我才知道父亲是《红岩》
的作者之一。
”随后，
杨小谊所在
的学校邀请杨益言去作报告，
她
才第一次听父亲讲跟《红岩》有
关 的 故 事 。知 道 了 父 亲“ 坐 过
牢”
，她好奇地问父亲，
杨益言却
用一句“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
就简单地回答了。
“我所知道的关于父亲和
《红岩》的故事跟大家一样多，
父
亲从未单独再给我讲过，
到现在
都如此。”当女儿知道《红岩》这
部著名小说是父亲创作的后，
杨
益言却告诉女儿，
任何时候都不
准打着他或者《红岩》的招牌为
自己行方便。

杨益言父女

杨益言原籍四川省武胜县，1925
年11月18日生于重庆。战乱年代，杨
益言先后在四川武胜县和重庆完成
了初高中学业。抗战时期，同济大学
从上海内迁到重庆。1944年，19岁的
杨益言考取了同济大学工学院电机
系，抗战胜利后，跟随学校迁回上海
读书。在校期间，杨益言成为上海中
共 地 下 学 联 机 关 报 的 负 责 人 。1948
年，杨益言在重庆意外被捕，囚禁于
重庆渣滓洞，并在狱中结识了江竹筠
（
“江姐”原型）、罗广斌等人，也亲自
经历、见识了铁锁链、竹签、辣椒水、
“老虎凳”等酷刑。1961年，他与罗广
斌以狱中经历为写作素材，共同创作
了小说《红岩》。作品着力描写革命者
与敌人进行的最后斗争，塑造了
一批感人至深的烈士形象。

城市发现

印量逾千万的作品
《红岩》是一部知名的红色经典作品，大家
熟悉的江姐、小萝卜头等人物形象全都来自《红
岩》。这样的经典如果换算成数字来说明，那就
是这本由罗广斌和杨益言创作的小说自1961年
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以来，截至目前已经重
印了113次，
再版两次，
总印数超过1000万册。
此前，
《红岩》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其中英
译本的译者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目前大家看到的《红岩》小说体量为40余万
字。最初，罗广斌、杨益言接到的任务是，以自己
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被关押时的经历，以及国民
党反动派残酷镇压迫害中国人民的事实，通过
文学创来揭露反动派的罪行，宣传革命志士的
英雄事迹。当时，他们写出了《圣洁的血花》、
《禁
锢的世界》等一系列作品。
写小说《红岩》的想法是在1958年。杨益言
生前曾透露，1958年，他在接待时任中国青年出
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朱语今时，后者向他提出
了写作《红岩》的想法。杨益言说自己并没有立
即答应。因为自己从未写过小说，同时也深感必
须和罗广斌他们商量。
经过一个晚上的讨论后，
杨益言和罗广斌最

终答应创作小说《红岩》。这之后，杨益言和罗广
斌花了将近三年时间，四易其稿，拿出了40万字
的《红岩》。
此后，
《红岩》不仅备受读者喜爱，
艺术
家们还将它通过京剧、
话剧、
歌剧、
电视连续剧等
艺术形式搬上了舞台。其中，最让观众印象深刻
的就是改编自这部小说的电影《烈火中永生》。

益言最终在创作过程中病倒住院
了，
但当他知道有一次重要的剧
本讨论会时，
他拔掉了输液的针
头，
要求马上出院。
回忆起父亲对自己的影响，
杨小谊最大的感受就是：
“ 从不
抱 怨 ”、
“ 从 不 说 教 ”、
“身体力
行”
。在杨小谊的印象中，
父亲总
是很忙，只有“晚饭时间才能跟
父亲在一起”。而杨益言在女儿
们的心中极具威信，
因为他总是
严格要求自己，做好每一件事，
“看到父亲都做得这么好，我们
自己也就受到了正面的影响。”

从未听过父亲抱怨

明日告别杨益言
“《红岩》的评价是早就有了定论的了：
红色经
典，
当代文学的经典，
它的影响非常广泛。
”
昨天傍
晚，
重庆市作协主席陈川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道。
陈川说，
早就被翻译成了十余种文字的《红岩》
发行量突破了1000万册。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这
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应该是最高的，
并且它现在每
年都还在再版。
可以说，
确实是具有经典意义。
”
陈
川认为，
罗广斌、
杨益言创作的《红岩》中体现的革
命理想主义、
英雄主义激励了很多代人，
“到今天
仍然有它的价值，
“再版那么多次，
就说明到今天
仍然有读者愿意读它。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
昨天下午，重庆市作协也发布了杨益言去
世的讣告。讣告中称，
“ 兹定于2017年5月21日9
时在南岸区江南殡仪馆三楼江南厅举行遗体告
别仪式。
”

虽然没有看到父亲创作《红
岩》时的情景，但杨益言2000年
创作一部关于三峡移民的作品
时的情形，
给杨小谊留下了深刻
印象。
当时有关部门计划制作一
部关于三峡移民的影视剧，
便把
创作剧本的任务交给了杨益言。
杨小谊介绍，
当时父亲已经
是70多岁了，
但接到这个任务后，
杨益言多次深入库区实地采访。
为了安心创作，
杨益言回家的时
间都很少。
当杨小谊看到父亲时，
因为长时间坐着写作，
杨益言的
双脚都已经完全肿了。
“父亲现在
的病就是因为当时长时间大强度
的工作留下的，
但父亲对此却没
有一句抱怨。
”因为过度劳累，
杨

遗憾女儿未能继承事业
父亲写了这么出名的一本
小说，
但却没给子女带来任何经
济利益。据杨小谊介绍，早在10
多年前，
父亲就将《红岩》的手稿
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要
是去拍卖，肯定价格不菲。但父
亲从未这样想过，
就是想要把手
稿捐出去，
让更多的人了解许云
峰、江姐和以他们为代表的千千
万万革命先烈。
”
杨小谊介绍，在上世纪60年
代的时候，
父亲就把收到的稿费
全部交了党费，
一分钱都没留给
自己，
而当时他们全家的生活条
件并不好。
虽然《红岩》没有给杨益言的
孩子们带来经济上的收益，
但红
岩精神却深深地影响了杨小谊和
她的姐姐们：
“小时候父亲就带着
我们姐妹去烈士陵园扫墓，
回来
还让我们写作文，
了解那段历史。
我们可以说从小就受到了红岩精
神的影响，
我和我的姐姐们都是
特别善良、
正直的人。
”
杨小谊说，
其实父亲想女儿
中能有一人从事与写作有关的
行业，
但是杨小谊的姐姐们都选
择了财会、医学、英语，
父亲便将
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了杨小谊身
上。
“父亲甚至还特意培养过
我”，但杨小谊在做了7年左右的
记者后，
还是选择放弃了文字工
作，
杨小谊歉疚地表示：
“这也是
父亲一生的遗憾。
”
成都商报特约记者 裘晋
奕 孔令强

城市里的热话题，生活中的新视野

小满到 城外麦浪城内花香
合欢与萱草

明

（21）日小满。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八
个节气，这时夏熟的谷物开始灌浆饱满，
但还未成熟。
俗话说，
“ 小满小满，麦粒渐满。”不
过，对于成都平原来说，在小满时节到来时，许多
农作物都已经进入到了收获的时节。此时，我们成
都平原的冬小麦早已是颗粒饱满，呈现出风吹麦
浪的美景。而春天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田这时也已
经结籽成熟开始收割。
小满时节，各种诱人的时令水果开始出现在
了成都市民面前，香甜多汁的“大五星”枇杷、玲珑
剔透的车厘子、红艳艳的草莓和紫嘟嘟的桑葚总
在不断的引诱挑逗着成都人。初夏的时光无比
美好，气温日渐升高，偶尔在朝霞落日之间，成
都人还能够再一次重温“窗含西岭千秋雪”那种
独属于我们城市的幸福。

孙海 图/
蜀葵花多红色，
又被称为﹃一丈红﹄

蜀葵正当时

初夏时光，巨大鲜艳“棋盘花”总会适时出现在一些成都
人对童年的回忆中。这是一种生性强健的高大草本，不必精
心照料也总是能开出鲜艳的花朵。许多年以前，似乎家家户
户都会顺手在自家房前屋后篱笆边种上几棵。这种成都人俗
称“棋盘花”的植物，却在它的大名中带着巴蜀的“蜀”字，它
就是锦葵科蜀葵属多年生的草本植物蜀葵。
蜀葵因原产于我国四川等西南地区而得名，因其高可达
丈许，花多红色，又被称为“一丈红”。蜀葵花初开于初夏小满
前后，花朵巨大，花瓣色彩纷呈，有单瓣也有重瓣。现在锦城
湖公园沿河边两岸的锦葵正在盛放。
我国栽培蜀葵历史悠久，
《尔雅注》里就提到它：
“蜀葵似
葵，如木槿花，有五色”。据说，明成化年间有异国使者来华，
遇栏前蜀葵却不识，于是提诗道：花如木槿花相似，叶比芙蓉
叶一般。五尺栏杆遮不尽，尚留一半与人看。

人生小满，足矣

合欢花 孙海/图

成都合江亭旁种植的蓝花楹 成都商报记者 陶轲 摄

遇见蓝花楹
小满是爱的季节，
给人以夏日收获的期待。
在这个时节中，
许多
美丽的初夏花卉开始盛开在我们的城市街头。
不知哪一年开始，
一
种美丽的外来植物，
悄悄地出现在了我们城市的街边和公园绿地。
比如这个周末，
你到合江亭附近靠兰桂坊的一侧转一转，
几棵高
大的、
开着蓝紫色花朵的树特别显眼，
这就是蓝花楹，
它是一种落叶
乔木，
原产南美洲，
树冠高大，
最高可达20米，
远观枝叶繁茂，
近看妙
曼多姿，
盛花期满树紫蓝色花朵如梦似幻。
我们成都街头的蓝花楹会在每年5月下旬小满前后开放，对
于这种在初夏盛开着醉人蓝色花朵的美丽的开花树，许多人难于
表述自己见到它的心情，似乎贫乏的词汇无力支撑起这场蓝紫色
的梦幻，
以至于许多人会这样写道：
美哭了。
编辑 乔雪阳 美编 杨培央

合欢是成都常见的观赏行道树，这
几日，成都街头的合欢树也纷纷开花
了。魏晋嵇康说“合欢蠲（juān）忿，萱
草忘忧”，古人觉得合欢花则可以解郁
安神，萱草可以宽胸忘忧。合欢是豆科
合欢属高大的树木，萱草是百合科萱草
属的草本。我总觉得古人能把这两种完
全不同的植物联系在一起，那还是因为
它们俩都是初开在小满的初夏吧？
合欢花在中国一直是吉祥美好的
象征，古人常在自己的宅院中栽植合欢
树，甚至古时夫妻吵架又和好后，还会
共饮合欢花沏的茶。合欢开花时，一朵
朵的粉红色小花于枝顶排成了一个大
大的圆锥状的头状花序，开花如绒簇，
十分可爱。写下“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
衣”的唐朝诗人孟郊，在另一首慈母诗
中这样写道“萱草生阶堂，游子行天
涯，慈母倚门堂，不见萱草花”。萱草在
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古名谖草，被称为
“忘忧花”，各种关于它的典故不绝于
耳。但令人印象最深的却是它的另一个
名字“黄花菜”
。
不过，在今天，我们在街边和公园
里见到的各种“萱草”，却已不是古人眼
里的“黄花菜”和“忘忧花”了。今天的
园林中栽植的各类“萱草”来自于萱草
属中各种萱草的园艺杂交，如今已经有
数万的园艺品种，所以这些长得有几分
和“黄花菜”相似的“萱草”都可以称为
“现代萱草”。它们主要用于园林观赏而
不是食用，加之含有能致人中毒的秋水
仙素，所以当大家在初夏观花时，切切
手下留情。
（孙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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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
得盈满。
小满时节，
万物繁茂，
天气渐热，
暑
易入心。所以，在膳食调养方面宜以清
热养阴的食物为主。苦菜新鲜爽口、清
凉嫩香，
具清热凉血、
安心益气之效，
由
此
“小满食苦”
也就蔚为习俗，
流传至今。
在二十四节气中，小满绝对是一
个充满哲理的节气。小满者，满而不
损，满而不盈，满而不溢。中国传统中，
有“满招损、谦受益”
“物极必反”之说。
因此在二十四节气的命名上有一个独
特的现象，有小暑必有大暑，有小雪必
有大雪，有小寒必有大寒，有小满却独
缺大满。
人生小满，
足矣。

养生
保证睡眠：夏季日长夜短，气温
高，人体新陈代谢旺盛，消耗也大，容
易疲劳。因此，夏季保持充足的睡眠
对于促进身体健康，提高工作、学习
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为了保证充足的
睡眠，首先应做到起居有律；其次应
注意卧室通风、凉爽；再次要保持平
静的心境，力求“心静自然凉”；最后
要适当午睡，夏季午睡可使大脑和身
体各系统都得到放松，也是预防中暑
的有力措施。
少洗冷水：随着气温的上升，人们
外出归来往往喜欢冲冷水澡。由于人
体在阳光下吸收了大量的热，冷水澡
会使全身毛孔迅速闭合，热量不能散
发而滞留体内引起高热，还会因脑部
毛细血管迅速收缩而引起供血不足，
轻则头晕目眩，
重则还会引起休克。
饮食合理：由于夏季人的胃酸分
泌减少，加之饮水较多，冲淡胃酸，导
致机体消化功能较弱，故饮食应该清
淡一些。但清淡并不等于素食，素菜中
虽然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及丰富的维
生素，
但缺乏人体所需的蛋白质。
所以，即使在炎炎夏日也不要拒
绝荤菜，可适当摄入一些瘦肉、蛋、奶、
鱼以及豆制品，关键是在烹调时多用
清蒸、凉拌等方法，不要做得过于油
腻。
（王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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