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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4年，初识沙依诺夫后代一家起，
刘勇都参与了记录他们的寻亲之路。

刘勇毕业于西南大学外语系1978级
俄语专业，32岁时进入成都电视台。1994
年，刘勇与四川大学外教老师、俄罗斯国
立普希金语言学院教授柳芭、巴维尔夫妇
等一行拜访沙依诺夫后代一家，自此的24
年，刘勇都与他们密切相连。

“沙依诺夫曾经算是我们的‘老师’。”
刘勇说，1980年，正读大二的自己和同学
慕名拜访过沙依诺夫，向他请教俄语。

“他的手稿是用旧式俄语写的，而我
们学习的是现代俄语。”于是，刘勇在与多
名中俄两国的俄语译者、爱好者的合作
下，艰涩地进行着翻译工作。

同时，在电视台工作的刘勇根据初步
翻译成果写成了拍摄《寻找沙依诺夫》纪录
片的策划稿，并在1995年，与莫斯科相关媒
体签订了共同拍摄的合作协议。刘勇说，沙
依诺夫后代两次赴俄寻亲的拍摄工作，在
俄罗斯屡屡遇挫，多次被警察打断拍摄并
带回询问，但在得知了刘勇一行的拍摄目
的是为了一名俄罗斯老人寻找亲人的感人
故事后，摄制组都得到了热情的帮助。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有幸得到他
的手稿，这就是一种责任。”刘勇说，沙依
诺夫在中国的经历，手稿的翻译，实际上
是中俄两国人民交流的典范。

如今，纪录片《寻找沙依诺夫》仍在最
后的修改当中，刘勇说，会计划尽快播出。
而莫斯科的来信，无疑是这个纪录片播出
前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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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市房
管局获悉，9月份，成都预计将
有90余个商品住房项目，约3.1
万余套住宅通过公证摇号的方
式上市销售，以持续加大住房
市场供应。

据悉，成都将按照国家、
省、市房地产市场调控要求，加
快已接受房管部门价格指导的
商品住房入市步伐，进一步加
大市场供应，缓解供需矛盾，稳
定市场预期。

业内人士吴思竹表示，此
次供应能够有效满足市场对住
房供应的需求。在他看来，“5·
15”成都房地产市场调控新政
出台后，不仅大量房源集中入
市，并且在新政调控下，购房者
趋于理性，各新售楼盘的中签
率远远高于新政出台前。他认
为，当前成都的房地产市场变
化明显，新政将非刚需、投资买
房的人群屏蔽在外，让真正的
刚需得到了保护，也让市场进
入了供需相对平衡的一种健康
状态。

“此外，从中央到省市的调
控政策，也让需求方的心理预
期逐渐趋于稳定和理性”，他认
为，二手房市场很能代表实际
的市场趋势，从成都的二手房
市场来看，“5·15”新政后一直
处于下行趋势，这也代表着市
场回归理性，大众对市场的心
理预期趋于稳定。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沙依诺夫和妻子

沙依诺夫的儿子沙惠德（左
一）及全家都邀请亲戚来成都

一场战乱，年轻的
沙依诺夫从俄罗
斯辗转漂泊至中
国，最终在成都扎
根……

1984年，他去世了，
被后代们安葬在成
都凤凰山，也带走了
自己的身世之谜。

24年来，他的儿女
们、孙子们一直都
想知道，老人在故
乡是否还有亲人？

如今，终于等来了
这封带着“答案”的
信……

根据沙依诺夫的回忆录
上的记载，沙依诺夫的全名，
翻译成汉语共18个字：叔旦·
格列·阿哈穆德·侯赛因诺维
奇·沙依诺夫。1893年，沙依诺
夫出生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奥
伦堡州，现在属于俄罗斯联
邦。1914年，四年制示范学校
毕业后，沙依诺夫当了一名乡
村小学教师，一战期间，被征
召入伍，1917年再赴战争前
线。1920年，因为厌恶战争，沙
依诺夫将自己牙齿扯掉、手指
砍断，随溃兵病退，逃到中国
满洲里，从此开始了他长达65
年颠沛流离的异乡生活。

沙依诺夫辗转满洲里、哈
尔滨，上海，干过装卸工、开过
食品店，在长江沿线推销纺织
品，在武汉车行修车，在重庆第
一次加入中国籍，娶妻生子，并
于1936年来到成都定居。

1938年，沙依诺夫在成都买
下一块地，率领家人，自己动手
盖了4间草房和3间瓦房，挖了一
口井，这就是后来名称为“筒车
巷9号院”的初始建筑。1949年
后，他重新申请加入中国籍。从
1952年2月开始，沙依诺夫成为
成都市第七中学的正式教师。

沙依诺夫在七中教书7
年，1959年调到陕西妻子工作
地，一直工作到1961年，68岁
正式退休。

1984年沙依诺夫在成都
自己家中去世，享年91岁。

9月11日，温江一小区，75岁的沙惠德和妻子、小儿子郑重地在回信
上签好字，并录下了一段视频，这封信的中文版、俄文版，以及欢迎扎基罗
夫·鲁斯特姆一家到成都做客的视频，很快就会通过邮件传到莫斯科。

故事要从1994年说起，成都电视台记者刘勇无意间获得了沙依诺夫
的俄语自传手稿，毕业于俄语专业的他和一大批俄语译者及爱好者将手
稿翻译成《寻找沙依诺夫-俄罗斯人的成都传奇》，就此揭秘了沙依诺夫的
传奇人生，并在2012年正式启动“寻找沙依诺夫”纪录片的拍摄，记录了
沙依诺夫后代的寻亲之旅。

8月21日，一封从莫斯科发来的邮件让事情有了新的进展：一位叫做
扎基罗夫·鲁斯特姆的俄罗斯人从一档访谈节目中，看到了纪录片中一张
沙依诺夫的亲人合照，而同样的照片，扎基罗夫·鲁斯特姆家的影集里也
有一张。这意味着，沙依诺夫应该是他们的亲人。

正是这张照片让俄罗斯的亲人联系到刘勇

8月21日，刘勇的邮箱里出现了一封来自
莫斯科的邮件。尽管在早些时候，在莫斯科的
一位电视节目负责人发来消息，告诉他，一位
看过《寻找沙依诺夫》纪录片样片的寻亲者，可
能是沙依诺夫的亲人。但在真正看到邮件时，
刘勇仍然激动不已。

“你好，刘勇先生！我叫扎基罗夫·鲁斯
特姆。你的地址是由莫斯科的柳德米娜给我
的。多年来你们多次赴俄寻找沙依诺夫在俄
罗斯的亲戚。在你们的纪录影片中，我看到
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家里的影集中也
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先辈祖先……”

原来，扎基罗夫·鲁斯特姆在一条叫做
《阿赫梅特·沙依诺夫：一个俄罗斯人的中国
传奇》的报道里看到，2分45秒处的一张老照

片上，自己的曾祖父和曾祖母也在其中，而
在自己家的影集中也有一张同样的老照片。
扎基罗夫·鲁斯特姆说，如果没有算错，那么
自己的曾祖父就是沙依诺夫母亲的亲兄弟。

刘勇记起，今年1月在莫斯科举办了纪录
片和俄文版图书分享会，其中播放了《寻找沙
依诺夫》的样片部分视频，刘勇猜测，扎基罗
夫·鲁斯特姆应该是从这档节目中看到了老
照片。

收到邮件后，刘勇请老同学一道将来信
翻译成中文版，及时通过微信发给了沙惠德
一家，9月1日，沙依诺夫最小的孙子沙飞代
表家人给扎基罗夫·鲁斯特姆回信，刘勇等
又将中文回信翻译成俄文，近日将发回给扎
基罗夫·鲁斯特姆。

沙依诺夫的名字第一次被媒体提到，是
因为一个苦学俄语的三轮车夫，他是沙依诺
夫的邻居，向沙依诺夫学习过俄语。在沙依
诺夫去世十年后，他晚年用母语写下的手
稿，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原来，1994年，成都电视台记者刘勇和
四川大学外教老师、俄罗斯国立普希金语言
学院教授柳芭、巴维尔夫妇、学俄语的邻居
三轮车夫白美鉴来到沙依诺夫女儿家中。沙
依诺夫的大女儿沙玛莉小心翼翼拿出三本
厚厚的发黄笔记本，这正是沙依诺夫在80岁
左右动笔写成的回忆录，原文近200页，但遗
憾的是，前56页遗失了。

因为出生、成长在中国，沙依诺夫的后代
都不懂俄语，沙惠德说，小时候，父亲曾教过

俄语，但因没有语言环境，慢慢地就忘记了。
沙依诺夫有4个儿女，除了女儿分别名叫

沙玛莉、沙莉莉，带着俄罗斯风格，两个儿子
取名沙惠德、沙惠仁，则是明显中国特色的取
名方式。如今，沙依诺夫后代的大家庭子孙繁
衍，已有30多人，大部分都生活在成都。

沙飞是沙依诺夫最小的孙子，一岁多从
陕西回川，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具有四分
之一俄罗斯血统的沙飞有着明显的高鼻梁、
蓝眼睛，小时候常常被叫做“洋娃娃”，却说
得一口地地道道的成都话。沙飞记得，年老
的沙依诺夫常常说起家乡，成都的冬天极少
下雪，而在故乡，一到冬季就是白雪皑皑，还
讲起小时候上学的故事。“人老了之后，还是
想落叶归根。”沙飞说。

沙飞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据老人们回
忆，1936年前，沙依诺夫还能与俄罗斯的家
人通信，后来抗战全面爆发，沙依诺夫与家
人失去了联系。直到上世纪70年代，沙依诺
夫还尝试过按照以前的通信地址往家乡寄
过信，但都石沉大海。

2013年初，沙依诺夫的后代通过中央电
视台寻亲节目《等着我》，希望找到沙依诺夫
家族的后代，遗憾寻找无果。当年10月，10余
位与沙依诺夫相识或相关的人，其中包括沙
老24岁的曾外孙杨帆，决定从成都去奥伦堡，
沿着他手稿划出的遥远漂泊线路，实地寻亲，
但遗憾的是，没有发现有用的线索。

2015年10月，在成都广播电视台纪录片
《寻找沙依诺夫》摄制组的帮助下，沙依诺夫
的孙子沙飞带上了爷爷的出生地街名、老宅
名称等最新信息以及回忆录汉语出版物，再
次踏上寻亲之路。10月19日上午，终于找到
沙依诺夫一百多年前就读的小学旧址以及
他的出生地“聂波柳叶夫胡同”。离开奥伦堡
前，沙飞从当年爷爷常去的清真寺花园里，
取了一捧黑土，回国后撒在老人坟前。

如今，沙惠德一家已经迫不及待地向扎
基罗夫·鲁斯特姆发去了邀请，请他们来成
都做客。“我们一家也在商量，再去老人的故
乡看看。”沙惠德的老伴儿说。

持续加大供应、有效满足刚需

成都9月将推约3.1
万套商品住房上市

24年中俄寻亲记收到回音：

收到来自莫斯科的邮件 沙依诺夫的亲人找到了

近200页老式俄文手稿 记录浓浓思乡情

后代曾两度踏上俄罗斯寻亲 期盼亲人来成都做客

成都记者24年坚持：

莫斯科的来信
是最好的礼物

沙依诺夫的
传奇一生 莫斯科来信了

“沙依诺夫应该是我们的亲人”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刘海韵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一日之师一日之师””的缘分的缘分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昨
日，世界500强企业三菱化学株
式会社与成都石油化学工业园
区管理委员会项目签约仪式在
成都举行，将建设PVC搪塑粉
材料生产线。PVC搪塑表皮被
广泛应用在各种中高档车型的
仪表板及门板表皮上。落户彭
州后，该项目将成为三菱化学
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第一个生产
型项目。

据介绍，三菱化学将在成
都绿色化工产业园投资年产
3500吨功能塑料项目（一期），
项目主要开发、生产功能塑料，
一期建设PVC搪塑粉材料生产
线。据了解，三菱化学始创于
1933年8月31日，是三菱化学控
股株式会社全资子公司。三菱
化学主要以石油基础化学品、
聚合物树脂、功能性塑料、碳素
材料、环境生活解决方案等领
域为支柱。三菱化学控股株式
会社是世界500强排名第352位
企业、是日本最大的化学公司，
旗下公司包括三菱化学株式会
社、田边三菱制药株式会社、生
命科学株式会社、大阳日酸株
式会社。

三菱化学株式会社
功能塑料项目落户彭州

成都记者拍纪录片记录成都俄罗斯友人寻亲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