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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成都市文联由成都市文联、、
成都市作协成都市作协、、成都商成都商
报社联合主办的报社联合主办的《《成成
都作家都作家》》第第88期期，，我们我们
将目光聚焦到成都散将目光聚焦到成都散
文和非虚构文学作家文和非虚构文学作家
上上，，他们有的出生在他们有的出生在
成都成都，，有的在成都长有的在成都长
大大，，有的长期在成都有的长期在成都
生活工作生活工作，，对成都有对成都有
着难以割舍的感情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让我们听听他们和这让我们听听他们和这
座城市的故事座城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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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作家知青作家””

邓贤邓贤
邓贤的人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出身于没落富家，七年知青生涯后考
上云南大学，他的《大国之魂》是国内
为数不多的描写“中国远征军”的作
品，《中国知青梦》《中国知青终结》等
作品则为他赢得了“知青代言人”的
称号。

近年来，邓贤致力于书写自己的
家族史。他历时3年完成的第一部作
品《父亲的一九四二》已经出版。邓贤
的父亲曾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弟
子，后来成为一位优秀的工程师和教
授。目前，邓贤还在搜集材料书写祖
父、母亲家族的故事，并以自传作结。

报告文学作家报告文学作家

李林樱李林樱
作为国内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

李林樱著有长篇报告文学《漠风萧萧
地火红——中国石油大会战揭秘》《雅
砻江的太阳》《贫困的呐喊》《山风浩
荡》《生存与毁灭——长江上游及三江
源地区生态环境考察纪实》《救救我们
的孩子》《啊，黄河——万里生态灾难
大调查》《五月·国殇·成都人》等多部
作品。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当时已经
70多岁高龄的李林樱还自告奋勇奔
赴前线采访，成为赶赴灾区年纪最大
的作家。为了更好地创作，她还主动申
请留在了特重灾区：彭州市龙门山
镇。“作家的使命在一线。”李林樱说。

张叹凤张叹凤
四川汶川人，1982年毕业于四川

大学中文系，历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
师，教授。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95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长篇小说《深宫绝学》，散文
集《家园的味道》，评论集《爱心》，点评
集《新月与孤星》《招魂的短笛》，随笔
集《文苑星辰文苑风》，中篇小说《芙蓉
城》，短篇小说《老师》《肉身》等。

其专著《中国新散文源流》获四
川省写作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如
花的妩媚》获《小说界》第二届小说评
奖一等奖，《神圣崇拜》获《小小说选
刊》一等奖，《天真别趣》获成都市第
一届金芙蓉文学奖。

范昌灼范昌灼
重庆忠县人，1963年毕业于四川

师范大学中文系成都市文联第二届副
主席，市作协第一届副主席，四川省散
文学会副会长。

1966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加
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散文创作
论》、《中国新时期散文论稿》，散文集

《自在》、《秋天的回报》，另有散文、论
文《学术的古镇》《品味红苕》《啃玉米》

《麻雀记》《蝉鸣夜阑时》等400余篇及
《中国散文名著快读》（主编之一）。《中
国新时期散文论稿》获四川省第六届
哲学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伍文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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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独特天府拥有独特天府
文化的成都文化的成都，，历史上历史上
也是文人骚客辈出也是文人骚客辈出
之地之地。。千百年来千百年来，，鲍鲍
照照、、左思左思、、骆宾王骆宾王、、
李 白李 白 、、杜 维杜 维 、、白 居白 居
易易、、孟浩然孟浩然、、苏东坡苏东坡
等无数诗人或在此等无数诗人或在此
出生出生，，或来此驻足或来此驻足，，
可见成都的历史人可见成都的历史人
文底蕴深文底蕴深厚厚。。

岱峻岱峻
华西坝的历史，他如数家珍

2000年，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时从事
媒体工作的岱峻开始对李庄进行调查采访。
2000年，《新经济时报》刊发了岱峻关于李庄
的部分文章。不久，《南方周末》又刊载了岱
峻的《李庄记事》。

沉寂数十年后，李庄因此再度走进世人
的目光里，岱峻也因研究李庄、记录李庄，而
逐渐转型成为学者、作家。

随后，岱峻陆续写了《消失的学术城》、
《李济传》、《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风过
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到新书《弦
诵复骊歌——教会学校学人往事》出版，他
转入民国学术史研究已17年。

流沙河先生讲过，要了解晚清成都，就
去宽窄巷子；要了解民国成都，必须去华西
坝。成都的华西坝，作为抗战时期的又一个
文化重镇。内迁的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
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云集于此，加上1910年
建立的私立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坝成为有名
的“五大学”聚集之地，这就是岱峻的《风过
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始末》的缘起。

岱峻说，抗战时，华西坝荟萃了中国最
好的五所基督教教会大学，“坝上”已成中国
文化的重要地标。以前说上海叫沪上，说杭
州叫湖上，成都则是坝上，整个中国只有一
个坝，就是华西坝。

除了大学之外，成都现代化的开始和转
折，许多节点都和华西坝相关——成都第一
头奶牛怎么来的？金堂的广柑、龙泉的水蜜
桃、幸福梅林的梅花；成都第一个听诊器，第
一例牙科手术怎么产生的？成都人爱喝茶，
鹤鸣茶馆有怎样的历史？园林怎么设计
的？……若对这些历史的细节感兴趣，你一
定要读读岱峻的书。

洁尘洁尘
初冬下午，难忘的“成都时间”

一个初冬的下午，洁尘在成都玉林一个
茶馆等待朋友时，那段时间的体验，令她久
久难忘——在周围无数陌生的茶客中间独
处，晒着暖和的太阳，品味热乎乎的花毛峰
茶，再尝一尝美味的蜜柚，感受到无比真切
的幸福与闲适。

那份独特的感受，被她定义为“成都时
间”。“下午3点，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但
后面的成都时间，这个确切的点是模糊的
……”

洁尘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曾以电影随
笔、专栏文章为读者所熟悉。她创作的长篇
小说《酒红冰蓝》《中毒》和《锦瑟无端》，背景
都是在成都，“不是专门写成都，是一种和都
市的情感状态相关系的场景。”

在洁尘已经很久没有更新的博客里，有
不少她写成都的小散文，如2008年6月写的

《余震中的民间成都》，讲的是大地震后成都
人的乐观态度，涌现了大量自嘲的段子。洁
尘在文中说，“这个历来温存饱足、诙谐洒脱
的城市，原本没有产生黑色幽默的土壤。跑
地震跑得筋疲力尽的成都人终于开始了黑
色幽默。但这种黑色幽默中还是一直贯穿着
这个城市那种低调、消解的气质。”

洁尘说，自己在早些年的专栏中经常写
到成都的生活，最近几年较少对成都进行专
门的书写，“上了 40 岁以后，有几年没怎么
碰成都这个题材了，我觉得再过些年吧，拉
开点距离，我还是会写成都，也许我可以找
到一个更适合我的角度来书写这个城市。”

在洁尘看来，成都对于她自己是一个有
血缘关系的城市，“我无论再跑到其他任何
地方去，那些地方都终究是他乡。只有成都
是故乡。”

熊莺熊莺
阿来夸她“锦心绣口”

熊莺出过两本书：《你来看此花时》和
《远山》。《你来看此花时》以非虚构的手法讲
述了 12 个独立的隐逸人物踪迹史，将众多
不同命运“白云苍狗”般的遭际，最终归于大
自然生命之光的伟大召唤。

为写这本书，大约一年时间里，熊莺远
赴马来西亚、中国台湾、横断山脉和九华山
等地方采访。这本书也让她获得首届全球华
人丰子恺散文奖。

第二本书《远山》，写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
浪潮中，一群不经意间站在了历史关口的普通
人：秦巴山脉里，大山深处，那些空村里的留守
儿童，留守老人，还有那些荒芜的土地。

熊莺说，自己的下一本书想就一个主
题、一个人物的命运尝试去还原一段历史，
目前正在做资料收集工作。“前两本书都由
多个故事组成，以碎片化的形式，在承载一
个共同的命题。我是《美文》杂志专栏作家，
这些文章，当时是为杂志的专栏而写。”熊莺
说，现在想来，两年两本书，写得有些太快，
积累与积淀都还不够。“美国女作家劳拉·希
伦布兰德写《奔腾年代》，她耗时四年收集资
料和采访。林语堂写《苏东坡》，还原苏东坡
波的一生，收集通读阅读了苏一千七百多首
诗，八百通书简。这样的纵深写作，对我而
言，是第一次，将是一次学习，一次重新认识
自己的机会。”

谭楷谭楷
老房子和大熊猫，
牵动他的心

曾任《科幻世界》副总编的谭楷。
退休后一直在致力于成都“老房子”
的调查和研究。谭楷说，印第安人有
句古训：停下脚步，等一等灵魂。“承
载着文化和历史的老房子就是一个
城市的魂魄，保留了一个城市的历史
记忆，如果成都市没有杜甫草堂，没
有华西坝，把有价值的老房子都拆掉
了，那么成都会很单调，成为一座毫
无特色的城市。”

早在 1992 年，集中了上百位四
川大学教授参与的300万字《成都大
词典》开编，谭楷就作为第一副主编，
参加了这一浩繁的文化工程。在开编
的盛会上，老一辈文史专家说到被拆
除的皇城明远楼、致公堂时的痛惜之
情，给谭楷留下深刻印象。

除了成都的老房子之外，熊猫也
是谭楷笔下经常出现的对象。2014
年，谭楷的熊猫科普作品《我是大熊
猫》出版，与以往关于大熊猫的科普
作品不同，《我是大熊猫》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全面讲述了熊猫的前世今生。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谭楷又写下长
篇报告文学：《大震在熊猫之乡》。

谭楷说，现在自己正在创作一本
书叫做《枫落华西坝》，讲华西坝的百
年历史。“我就是在成都的华西坝长
大的，华西坝给我的感觉就像美国常
春藤大学校园，生活环境很舒服。”

伍松乔伍松乔
千古一梦，追寻大雅堂

伍松乔并非土生土长的成都人，
但成都早已成为他的第二个家，他曾
著有报告文学《四川30年》《成都：柔
与刚——一座城市的DNA》《天下古
成都》等关于成都的专著。

近日，伍松乔的新作《千古一梦
大雅堂》出版。“登大雅之堂”一语，很
多人都熟悉，但确切的大雅堂所在以
及它的来龙去脉，伍松乔在新著中探
寻了大雅堂的前世今生。

大雅，原系华夏文学之源《诗经》
的组成部分与宗旨，出现于西周时
期。《诗大序》说“雅者，正也。”随着先
贤对大雅的推崇宏扬，关注苍生、心
系天下的大雅精神，象征着华夏正
声，体现了忧国忧民的浩然正气。

大雅文化发展到唐朝迎来高峰，
诗圣杜甫成为其最杰出的代表。杜甫
漂泊巴蜀九年间创作的九百多首诗
歌，占平生所作三分之二，代表了其
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人誉为“两川
夔峡诗”，被文坛尊崇为“大雅之音”。

北宋时期，著名诗人、书法家黄
庭坚被贬谪到四川后，与丹棱名士杨
素相识。后历经三载，杨素出资在丹
棱城南建诗书堂“高屋广楹”，珍藏黄
庭坚手书杜甫两川夔峡诗诗碑 300
方，黄庭坚欣然为之题名“大雅堂”。

《千古一梦大雅堂》对大雅文化
的起源、发展、坎坷、复兴进行了详尽
阐述，深入再现三位唐宋主角杜甫、
黄庭坚、杨素其人其事。伍松乔感慨：

“天地人合，造就了千秋永恒的大雅
堂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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