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说自己受到苏东坡、杜甫的影响，自号“巴蜀译翁”

他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已是翻译界最高的荣誉，却还有遗憾

他虽然非常敬重傅雷，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一定要胜过前辈!”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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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译翁”杨武能
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我不是傅雷！
我要超越傅雷！

歌手陈羽凡
事发前一天还参加聚会
所在公司发了辟谣声明又删除

11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
的微博“平安石景山”发文，通报歌手陈某
涉毒被抓。随即，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

“平安北京”转发并称：毒品，让“最美”凋
零。而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则是直接用上陈
羽凡的照片，证实了这一消息。记者了解
到，这次陈羽凡被抓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线
索是总队给的，让石景山分局去抓人。陈羽
凡是11月26日被发现吸毒并被捕，事发前
一天，陈羽凡还开心地和朋友们聚会，搭档
胡海泉也在现场。

对于陈羽凡吸毒被捕，搭档胡海泉在

微博连问“十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是你？为什么你要做这样错到极致的事情？
为什么你不把痛苦予你最应该亲近的人分
担？为什么你要对我隐瞒这么久？为什么你
选择用如此愚蠢的方式逃避现实？为什么
你沉沦的时刻不想想自己的父母和孩子？
为什么你忘了这20年来还有那么那么多的
伙伴曾给予我们信赖和希望？为什么？为什
么？！”记者了解到，胡海泉目前正在英国。

至于陈羽凡所在的巨匠娱乐，在之前
发了辟谣声明又迅速删除该声明后，终于
发出致歉函，就“辟谣声明”致歉，并表示对
旗下艺人陈羽凡的个人行为赶到无比痛心
和惋惜。而在之前发出辟谣声明后，陈羽凡
还发了一条微博：“one love”。虽已删除，但
细心的网友发现发布这条微博的手机型号
与之前陈羽凡发微博的手机型号不一样。

商人陈羽凡
先后设立、投资多家公司
公司新三板上市或受影响

早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相关领导
就在讲话中指出，坚持在全行业执行“四个
坚决不用”的标准：对党离心离德、品德不
高尚的演员坚决不用；低俗、恶俗、媚俗的
演员坚决不用；思想境界、格调不高的演员
坚决不用；有污点、有绯闻、有道德问题的
演员坚决不用。

这次陈羽凡吸毒被抓，极大挫伤了羽
泉组合的品牌。记者了解到，陈羽凡未来的
演艺工作全部停止。原定于12月25日在北
京举行的“羽泉20年巡回演唱会北京特别
版”，主办方也发出声明，取消这场演出。公

告落款日期为11月27日，意味着相关人员
早已知道此事。而演唱会冠名商也及时发
布消息，对参与了本次演唱会在自媒体平
台抽奖活动的用户，门票将会置换等价物
品发放。

与此同时，这次陈羽凡被抓，一定程度
上拖累了资本市场。记者通过天眼查了解
到，陈羽凡先后设立、投资了多家公司。此次
最直接影响的就是准备登陆新三板的巨匠
文化。2010年，陈羽凡与胡海泉共同成立了
北京巨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并将黄健翔、
李响、主持人李晨等明星招至麾下。记者在
巨匠文化今年披露的招股说明书上看到，陈
羽凡原名陈涛，通过巨匠投资间接持有巨匠
文化11.54%的股权，是公司第二大股东，如
今陈羽凡出事，巨匠文化的挂牌之路恐生变
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近日，“2018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排行榜出炉，成都再度从全国各城
市中脱颖而出，荣登榜首，这已经是成
都第 11 次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称号。那么，幸福是什么？在我们每
个人的心中理解的幸福都不同，有的
认为事业成功是幸福，有的人认为一
家团团圆圆是幸福，对于老人来说，幸
福就是健健康康。但是，对于大多数上
了年纪的老人来说，岁月带给他们的
最大困境，莫过于身体的日渐衰弱，尤
其是牙缺失带来的咀嚼困难、口齿不
清等困扰，更让晚年幸福生活变得遥
不可及。不过，随着“即刻用”种植牙在
成都的逐步普及，这里的老人也可以
拥有“微创无痛、当天种牙当天用”的
种植体验，轻轻松松地恢复一口好牙，
符合条件的缺牙老人还可以实现“当
天种植当天戴牙”，当天就有口福。可

以这样说，“即刻用”种植牙的到来改
善了成都老年人晚年牙缺失的现状，
大大提升了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老中医专业解析
为什么说
牙齿对老年人特别重要？

近期，智能牙科与成都老字号机
构开展冬季养生行动，种植牙专家团
队与老中医们针对中老年养生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交流。老年人特别是70岁
以后，各项身体机能在逐年衰减，各项
疾病也开始“频繁光顾”了，很多老人
总感觉精神不济，甚至走路都觉得脚
下无力，气喘吁吁的，而且更别提像其
他老人一样出去旅居避寒了。对此，中
医认为，相比年轻人，老年人在预防疾
病方面是更加小心谨慎，但事实上，还
是比年轻人更加容易生病，说到底是

免疫系统的问题，只有拥有强壮的免
疫系统，拥有战胜疾病的能力，健康才
有保障。而人体的免疫力虽然大多取
决于遗传基因，但是环境的影响也很
大，如饮食、睡眠、运动等，其中，饮食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事实上，很多老人存在食物营养
摄入不足的情况，对此，种植牙专家指
出，牙周炎、牙齿松动或脱落、咀嚼吞咽
能力下降、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减退等
因素都会妨碍营养的摄入，再加上慢阻
肺、肿瘤等消耗性疾病的影响，很多老
人有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这种情况
下，应当鼓励进食，及时进行营养补充。
虽然现在有一些家电的辅助，如果老人
存在咀嚼困难，可以把蔬菜、肉类等不
同食材做熟以后，分别打成泥，类似于
制作婴儿辅食。但是，如此一来会较难
激发老人的食欲，而且我们也提倡，让

缺牙老人可以有尊严地进食。

智能牙科
“即刻用”种植牙如何让缺牙老人
更快更舒适
拥有一口牙、安享幸福晚年

很多拨打名医热线028-60160000
了解过种植牙的患者基本上都知道，
传统种植牙技术，一般需要3-6个月
手术和恢复，这样不仅时间长、复诊
次数多，特别是半口和全口修复费用
高昂，而且手术创伤大、患者痛苦多，
经常在手术室做上大半天，还没有种
完一口牙。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在“即
刻用”种植牙技术还没有诞生的时
候，想要“落齿重生”必须得通过传统
的种植牙技术，那需要一定的勇气和
身体条件。

因此，很多缺牙老人都能明白“即

刻用”种植牙落户成都的意义，这项由
欧美种植牙专业团队研发的“即刻用”
种植技术，有着“即拔、即种、即用”的
显著技术特点，无论是前期拔牙、种植
牙手术、还是术后恢复，都要求在无痛
中进行，并且要求一次手术当天完成，
当天种植当天就可以戴上牙，而且德
国麦哲伦数字化模拟种植、3D打印种
植导板、全景CT全息等智能数字化技
术的应用，也让“即刻用”种植牙告别
了过去的“盲种”模式，真正进入可视
化、可预知、可控制的新型精准种植模
式，对于患者来说，这不仅意味着手术
过程更舒适和微创，也大大缩短了手
术时间，平均3-5分钟就可以植入一
颗种植体，即使是全口牙缺失，“即刻
用”种植牙方案也只需要植入8颗种植
体就能修复全口28颗牙，那也仅需要
半小时就可以完成。也因此，“即刻用”

种植牙受到许多年纪较大、身体耐受
力差、半/全口缺牙的老人的欢迎。

智能牙科“即刻用”极快无痛种植牙
当天种牙当天用更适合蓉城70岁以上半口/全口缺牙者

羽凡吸毒被行拘，海泉十问“为什么”

毒品，让“最美”凋零
羽泉演唱会被取消，公司新三板上市或受影响

立冬已过，全国已大面积降温，
很多通过名医热线028-60160000
的缺牙市民也开始关注冬季养生问
题，智能牙科特别与成都中医老字号
机构举行冬季养生行动，结合中医力
量，让高龄患者体质的市民既可以舒
适便捷地种上牙，也能根据节气和个
人身体状况，进行身体的调养，吃得
更好，更有针对性，过好冬。现在，通
过名医热线028-60160000预约不
仅可免挂号费、拍片费、医师会诊费
和价值879元的德国麦哲伦3D全息
数字化模拟种植方案设计费，还有机
会享受植牙者专用冬季中医养生套
餐（每天限额10名）。

八十岁的他“还要继续干”
今年八十岁，杨武能依然在为文学翻译锲而不舍地工

作，他还有很多未完成的计划，至少还要写一两本书，他
说，“我还要继续干”。

此外，他还在全国各地四处讲学。前不久，在浙江大学
做了《我与德语文学》的演讲，又去到宁波大学、同济大学。
最近，他回到四川，在西南交大、西南科大进行了学术报
告。昨天回到川大做了报告，题目是《我不是傅雷，我是巴
蜀译翁》。

为什么讲这个主题？在翻译圈，杨武能有德语界的“傅
雷”之称。杨武能经常被贴上“傅雷”的标签，但他想声明：

“我不是傅雷！”他说，不是自己不尊重傅雷，傅雷有很大的
名声 ，是一代译坛巨匠。自己在中学读了傅雷，才开始做
翻译家的梦，所以他非常敬重傅雷，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是青，一定胜过前辈，不光是他，冯至也要超过他，我不
超过他，他能开心吗？”

傅雷比他年长三十岁，生活环境和条件都不同。他作
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批翻译家，已经小有成就，但
称他为德语届的傅雷并不合适。因为他不只要达到傅雷的
高度，还要超越傅雷。如果做仅仅止步于德语界的傅雷，他
对不起这个时代。

死后将捐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杨武能曾与夫人合译的《豪夫童话全集》、《雪山水

晶》、《小不点和安东》等，是很多人熟知的作品。前几年，杨
武能的夫人王荫祺在德国被查出胰腺癌晚期，于2015年
去世，她的遗体按照遗嘱进行了捐献。而杨武能说，他们夫
妇看得很开，自己也决定在去世后将遗体捐赠出去，希望
可以用于医学研究。

如今，杨武能获得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已是翻译界
最高的荣誉，他却还有遗憾。他缓缓说道，人生最大的遗憾
是留给他的时间远远不够，就算自己活到120岁，每天努力
工作，手上的很多工作也无法做完，如果可以活150岁甚至
更久，如果能像歌中所言“向天再借五百年”，他便可以无所
顾忌，“遗憾的是我不再年轻，所以，我现在特别小心保重身
体，怕一切提前结束，又由谁来接我手上这些事情？”

身为文学翻译家，杨武能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有两点：
一生翻译的都是名著佳作，其中尤以古典名著居多，这些
作品得到读者的欢迎和同行的肯定。其次，尽管自己痴迷
于文学翻译实践，却并非只顾埋头译述，做一个吭哧吭哧
的搬运工，还对自己投身的这个行道做过不少理论思考，
对它的性质、意义、标准以及文学翻译工作者应具备的条
件和修养，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理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部分图片据受访者

杨武能出生在山城重庆，长期工作在四川大学，
自号“巴蜀译翁”。他说，我尽管是重庆人，但是，受到
苏东坡、杜甫的影响，四川文化滋养了我，所以我坚持
自己是一个四川人。

无论是德国为杨武能颁发的“国家功勋奖章”，还是
歌德金质奖章，杨武能已经是获奖无数。但作为中国的
翻译家，他更为珍视的还是“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一
荣誉，因为这是自己国家给他颁发的奖项。六十载的“苦
力”生涯让他有很多感悟，酸甜苦辣最后集结为了一本
散文随笔《译海逐梦录》，今年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难忘怀的《格林童话》
上个世纪80年代，在社科院简易的宿舍中，杨武

能全身心地投入托马斯·曼《魔山》的翻译。后来，从歌
德《浮士德》、《格林童话》、《海涅诗选》到黑塞《纳尔齐
斯与歌尔德蒙》，翻译过几代德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师
从诗人、翻译家冯至读研究生，并与冯至、上海的钱春
绮三代德语大译家，合出《海涅抒情诗选》。

杨武能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是他的译作里
再版次数最多的，“二十多年来译林等多家出版社
推出了数十种不同装帧设计的版本，摆在一起跟成
排成群的‘孩子’似的，可是谁又知道我受了多大的
苦啊。”

这是本民间儿童文学，内容不深奥，文字也浅显，但
却厚厚两册，译成汉语多达五十余万字。当年，计算机汉
字处理刚起步，杨武能不得不一笔一笔地写，每天一坐
就是八九个小时。终于熬到全集的后半部分，一天却突
然脖颈发僵，手腕颤抖，只觉得天旋地转，头晕目眩，后
来才知道是颈椎病。

与歌德的不解之缘
杨武能的翻译经历不能绕开歌德，因为歌德对他太

重要了。1990年调入四川大学，他就有了专心致志研究
译介歌德的机会。他在七八年时间里出版了《歌德与中
国》和《走近歌德》两本专著，完成了《浮士德》等在内的
四卷本《歌德精品集》的翻译。

后来，他放弃了已经申请到手的一项国家社科基
金课题和一项教育部基金课题，按时完成了《歌德文
集》的出书计划。作出了很多的牺牲，也尝到了苦果，
但杨武能说，这些都是值得的。

杨武能说，做翻译很苦，收入不高，还要忍受寒夜
孤灯的寂寞，坚持下来纯粹是爱好。但是文学翻译工
作者，可以通过译作与千万的读者建立精神联系，丰
富我国人民文化精神生活，在辛苦中也能感到幸福与
快乐。

近日，由中国外文局指导、中国翻译协会主办的
“改革开放40年与语言服务创新发展论坛暨2018中
国翻译协会年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上，颁发了翻译文
化终身成就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是国内表彰翻
译家个人的最高奖项，自2006年设立以来共有季羡
林、许渊冲、杨宪益等18位翻译大师获此殊荣。

此次共有7位翻译家获奖。其中，最年轻的杨武
能，是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国家重大研究项目首
席专家、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学院教授。昨日，杨武
能接受了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专访，回顾了他六
十载翻译生涯。

昨天，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微博，称抓获
2名涉毒违法人员陈某（男，43岁，歌手）和何某某
（女，25岁，无业），现场起获冰毒7.96克、大麻2.14
克。经尿检，陈某呈冰毒类和大麻类阳性……目前，陈
某因吸毒、非法持有毒品被行政拘留。随即“平安北
京”转发这条微博，并留言道：“毒品，让‘最美’凋零”。
而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更是直接用上陈羽凡的照片，证
实了这一消息。

对于陈羽凡吸毒被捕，搭档胡海泉在微博连问
“十个为什么”。随即，原计划于12月25日在北京举
行的“羽泉20年巡回演唱会北京特别版”受到吸毒的
影响，目前已经取消，大麦网上已经挂出了退票公告。
而陈羽凡持股的巨匠文化，挂牌之路也恐生变数。

逐
梦
逐
梦

六十载翻译生涯
写进《译海逐梦录》

杨武能说杨武能说，，做翻译很苦做翻译很苦，，收收
入不高入不高，，还要忍受寒夜孤灯的还要忍受寒夜孤灯的
寂寞寂寞，，坚持下来纯粹是爱好坚持下来纯粹是爱好。。

遗
憾
遗
憾

还有好多事未做
想“向天再借五百年”

““我现在特别小心保重我现在特别小心保重
身体身体，，怕一切提前结束怕一切提前结束，，又由又由
谁来接我手上这些事情谁来接我手上这些事情？”？”

每天前10名通过本报热线028-60160000预约的读者，优先体验即刻无痛即刻用种牙方案，还有机会获得中医名家为种牙者定制的冬季养生药膳套餐

杨武能说，人生最大的遗憾是留给他的时间远远不够

杨武能翻译的《格林童话》部分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