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印象/阿来
从《 尘

埃落定》开
始，“阿来”
这两个字便
注定有了特
殊的含义。
带着敦厚的
憨笑，拖着
沉 重 的 脚
步，阿来从
他身后敦厚

沉重的高原走来，如同晨曦浮动在大
地之上。阿来出生于大渡河上游马尔
康的嘉绒藏族，而他生命的道道履痕
都始终围绕嘉绒。在这里，他见证了
世世代代半牧半农耕的藏民族的寥廓
幽静，见证了具有魔幻色彩的高原缓
缓降临的浩大宿命，见证了那些暗香
浮动、自然流淌的生机勃勃，见证了随
着寒风而枯萎的花朵、随着年轮而老
去的巨柏、随着时间而荒凉的古老文
明。阿来的目光，掠过高原，掠过天
空，掠过河流，掠过冰封的大地，掠过
凋谢的荣耀，然后一一抵达不朽。这
就是阿来，他用温暖包裹起彻骨的寒
凉，用锋芒挑落被华丽尘封的沧桑，他
是这个时代寂寞而执着的“书记官”。

——李舫

作家印象/梁平
《 子 在

川上曰》，这
是一个诗人
送给他生于
斯长于斯的
大 地 的 颂
歌，也是一
位作家送给
家乡的生命
礼赞。梁平
的文字，饱

满丰盈，细腻真挚，如子规啼血，似东
风长歌，幽微中蠡窥宏阔，黯淡里喜见
光明。跟随梁平的笔端，我们沿长江、
嘉陵江溯流而上，一路奔跑、沉潜、翱
翔，同他的爱与恨、愤怒与期冀、疼痛
与愉悦同频共振。在他轻灵如诗的文
字中，我们仿佛得见他椎心泣血的笔
墨、响遏行云的呼号、掷地有声的追问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
他关乎大悲喜和大彻悟的哲学问道，
是他寻求死之尊严与生之庄重的心灵
追索，答案不言自明。

——李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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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
展演本月在川举行
八成以上演职人员是基层农民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媛莉）5月8
日，第六届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在
成都发布新闻，宣布展演将于5月15
日-17日在四川达州举行。据悉，全国
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于2011年在四川
达州创办，2016年创建为第二批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项目，是全国
知名文化品牌。

今年的展演由中国文联、四川省政
府主办，延续以乡村为主体，让农民当主
角的特色。达州市委书记包惠介绍，以
参加活动的演职人员为例，基层群众占
到了整个演职人员的80%以上，“很大一
部分演员本身就是普通群众。”

本次展演搭台“1+7+N”的模式，
“1”是唱响“乡村大舞台·幸福新农村”
的主题，“7”是指七大精品活动，包括

“乡村大世界”走进第六届全国新农村文
化艺术展演、新农村建设全国纪实摄影
十年精品展、“欢乐乡村行”红色文化主
题演出、“欢乐乡村行”巴文化主题演出、
闭幕展演及颁奖演出、新农村龙舟大赛、
文化创意产品展销。“N”则包含了赛诗
会、书法展演、读书交流、广场舞表演、摄
影采风等系列群众文化活动。

《星星》诗刊大奖揭晓
成都诗人首摘年度诗人奖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帆）5月8日
下午，2016《星星》诗刊年度诗人奖、年
度诗歌评论家奖和年度大学生诗人奖，
在成都文理学院隆重揭晓。诗人哑石、
诗歌评论家燎原、大学生诗人蔌弦分别
摘取三项大奖。《星星》诗刊年度奖是国内
设立最早、影响最大的诗歌专业奖项，今
年是第十届，诗人哑石则是十年来首次获
得年度诗人奖的成都诗人。

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侯志明在颁奖典礼上说：“从2007
年开始，我们的《星星》诗刊与成都文理
学院强强联合，以其大视野、大气度，奖
掖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创新性，能够服
众、有潜力、有境界、有情怀的诗人和诗
歌评论家。这一奖项，已经成为了国内
最具权威性、公正性的诗歌奖项。”

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星星》诗
刊主编龚学敏宣读了2016年《星星》诗
刊年度三项大奖获得者名单和获奖理
由。龚学敏说：“尊重诗歌本身和探索，
及其纯正的艺术风度与情怀境界，是《星
星》诗刊一贯的原则和要求。从创刊那
一天起，《星星》诗刊，就以开放的姿态、
包容的理念、探索的主张、强调情怀与艺
术创造独立新颖为宗旨，面向当代新诗，
始终与中国诗人和诗歌理论同行共在。”

中国出版集团华文出版
社、人民日报《国家人文历
史》杂志社联合编辑出版的
大型文库——“丝绸之路名
家精选文库”正式出版发行，
并于 5 月 6 日在北京举行了
新书发布会。这是一项浩大
的文化工程，收录了14位名
家的散文随笔。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有
两位作家的作品入选，分别
是四川省作协主席、茅盾文
学奖得主阿来的《从拉萨开
始》，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成
都市文联主席梁平的《子在
川上曰》。他们用作家独特
的视角和诗意的语言，向世
界介绍丝绸之路上的四川故
事，文化礼赞。

5月8日，记者电话采访
了这套文库的主编、人民日
报文艺部副主任李舫，她讲
述了向名家约稿、集结成册
背后的故事。

川中名家
阿来梁平作品入选

“丝绸之路名家精选文库”新书发布

一 项 浩 大 的 文 化 工 程一 项 浩 大 的 文 化 工 程 一 套 中 国 的一 套 中 国 的““ 文 化 名 片文 化 名 片 ””

文化名片
文字传递丝路文明

这套精选文库以散文
的形式，通过文学家个性化
的观察与笔触，展现我国丝
路沿线的历史人文、地域风
情，意在提供一套向世界展
示中国的“文化名片”。

“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
之路，更是文化之路，我们
需要一些作品来代表当地
的文化风情、文明样式，来
传递丝路文明。”商定选题
的时候，李舫希望围绕“一
带一路”的国家倡议，从文
化的角度解读丝绸之路。
他们找到国家文物局，了解
到丝绸之路涉及了国内14
个省市自治区，找到与之对
应的作家，来书写丝路沿线
的风土人情、历史地貌、文
明样式及文明融合，让作家
用个人的笔墨来书写时代、
书写历史。

据悉，第一辑14册包括
王巨才的《垅上歌行》、丹增
的《海上丝路与郑和》、陈世
旭的《海的寻觅》、陈建功的
《默默且当歌》、张抗抗的
《诗性江南》、梁平的《子在
川上曰》、阿来的《从拉萨开
始》、吉狄马加的《与白云最
近的地方》、林那北的《蒲氏
的背影》、韩子勇的《在新
疆》、刘汉俊的《南海九章》、
叶舟的《西北纪》、郭文斌的
《写意宁夏》、贾梦玮的《南
都》。

挑了又挑
确定14位名家散文

李舫介绍，这些作家之中，
既有耄耋长者，也有青年才俊，
他们风格迥异，各有妙趣，14部
书稿清典可味，雅有新声，纵横
浩荡地连接起丝绸之路的文明
长廊。

如何从浩瀚的作家名单中
挑选出这14位名家？李舫的团
队从作协拿到作家名单，逐一考
察每个作家的成长背景、个性语
言、文化理想，特别是学术背景、
创作程度，几乎是在“田野调查”
之后，才确定了14人名单。“挑
了又挑”的过程之中，既看重作
家对本土文化的写作，又要代表
地方文化的特色，例如生长于黄
土高原的王巨才，就是一位深情
的诚实的歌者，他的《陇上歌行》
如同黄土高原一样，即便沟壑纵
横，仍然令人感受到令人难忘的
苍茫和浑厚。

有趣的是，李舫为每一个作
家的著作，专门书写了一段“作
家印象”，她称赞阿来是这个时
代寂寞而执着的“书记官”，评价
梁平的作品是送给家乡的生命
礼赞，让作者颇为认同。为何能
够对这么多作家进行精准的定
位呢？学习文学理论出身的李
舫从事了十余年的文学评论工
作，她直言对这些作家的写作风
格、著作成果非常熟悉。编辑全
书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随意抽出
某部作品中的一段话，她都能一
眼看出这是谁的作品，如数家珍
到令人惊讶。

暴力催稿
集结毕生写作精华

从约稿到成书，历时一年多的
时间。“每一部作品都是这个作家
毕生写作的散文的精粹”，李舫回
忆，有的作家比较谨慎，整理了几
百万字的作品，交由编辑从中梳
理出与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章；还
有的作家得知有的文章不太符合
主题，又重新创作成稿。梁平就
是其中之一，他的开篇之作《嘉陵
江》就是二度创作的成果。李舫
笑言，确定了14位名家之后，梁平
是最早交稿的作家，而后又反复
改写、创作，变成最晚成稿的人，
由此可见作家们对这一文化工程
重视程度之高。

众所周知，阿来以小说创作闻
名，但很有人知道他其实也擅长写
散文。阿来对自己嘉绒藏族的身份
颇为骄傲，他见证了世世代代半牧
半农耕的藏族的寥廓幽静，见证了
具有魔幻色彩的高原缓缓降临的浩
大宿命，见证了那些暗香浮动、自然
流淌的生机勃勃。这些没有在小说
里言尽的深意，都被其放入宏大的
藏族文化背景中书写成散文，道尽
对自己文化成长背景的怀念，以及
对文明兴衰的反思。

李舫透露，虽然明知阿来和梁
平二人的行政事务颇多，日常工作
非常繁忙，编辑为了保证整体出版
进度，采取了“暴力催稿”的方式，源
源不断地打电话，询问写作进度，催
促他们交稿。好在大家都并不计
较，通力合作，让这套丛书顺利面
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有消息称徐晓冬“已道歉”

“格斗狂人”

服软了？
“格斗狂人”徐晓冬遭遇

KO，不过这一次他的对手，是
微博小秘书。8日，遍寻新浪微
博，你再也找不到此前粉丝数
量呈井喷状的“MMA 徐晓
冬”，就像风吹过，瞬间了无痕。

8日下午3点多，据一家门
户网站转发的报道称——传统
武术痛恨他出言不逊，现代搏
击的不少选手也鄙夷他，因为
他的约架轰动性远远高于那些
运动员流血流汗的正式比赛，
徐晓冬坦言自己“腹背受敌”。
方方面面的压力之下，徐晓冬
终于低下高昂的头，他服软表
示：“太极拳是很伟大的，是一
面旗帜，我无比崇敬太极拳，我
的恩师梅惠志是练八卦掌和摔
跤的，我也是传统武术弟子。”
徐晓冬进一步解释说：“太极的
苏建平老师说得很对，我可以
打假，打一个点，但不可以打一
个面。我的错误就在于性格太
张扬，没有体会到大家的感
受。苏老师的话会改变我后边
（的行为）”。

报道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是苏建平。笔者查阅了新浪微
博，确有一“太极苏建平”的ID，

关注197，粉丝1812，简历
为——陈家沟陈氏太极拳第二
十世传承人；世界太极拳联谊
会执行会长；TMCC太极格斗
创始人；《太极说》主持讲师。
在其个人微博中，5日发的一条
确与徐晓冬有关，图文并茂。
不过有意思的是，网友们似乎
又找到了激辩的新战壕，在新
增的数百条评论中，大多与徐
晓冬有关，依然呈众说纷纭状。

本报记者已关注并通过私
信发出了采访申请，截至发稿
前尚未有回复。

本组稿件采写 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贾知若

从怎样制服一个罪犯说起
8岁丧父，出身贫寒，生于藏

区黑水县的恩波打小是个苦孩
子。他18岁就开始练习散打，
成为一名武警战士后，1980年，
在武警阿坝州支队举行军事大
比武中，荣获“单双杠、擒拿格
斗”双冠军。这位练家子至今保
持着锻炼的习惯，有时候甚至还
可以在自己的格斗馆里，向年轻
选手们亲身示范格斗动作。

2000年，他创建了阿坝州
第一支武术散打队，这就是恩波
格斗俱乐部的前身，经十数年发
展，目前俱乐部拥有投资上千万
元，面积达4000平方米的室内
训练基地，是国内武术俱乐部中
条件最好、设施最齐全、场地规
模最大的之一。

由 散 打 队 演 进 为 现 代
MMA俱乐部，这其中贯彻了恩
波崇尚实战的理念。忆往昔，恩
波提到一桩旧事，当年在武警部
队练习擒拿术时，他曾与教练发
生过一次争论——那是一个“反
肘扭臂”的动作示范，当时制服
罪犯的经典动作，但是恩波有不
同意见，他认为擒罪犯，可能需
要先击倒，让其丧失反击能力，

“反肘扭臂”真的有用？为了说
服教练，他干脆先让教练擒拿，

然后示范他的反击术，这一幕，
让他当时的教练面子很挂不住
……如今再次提及往事，恩波笑
着说：“一方面说明那时候我年
轻，不懂事，另一方面，也可以看
出我那时候就在摸索武术实战
了，有的花架子，真的没用。”

所以，2014年，恩波俱乐部
正式迈进MMA领域，从俄罗斯
达吉斯坦共和国高薪请来的7
位MMA外籍教练，也因此长驻
成都。

“我们俱乐部现在人员超过
160，一线MMA选手42个，连厨
师都有6个，一大家子人！”恩波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手一挥，甚
豪迈。而他十多年前就开始收养
的孤儿和特困家庭子女，如今已
逾300，其中一些是现役MMA选
手，一些则成为教练、武警战士、安
保人员，格斗的一技之长，让当年
的苦孩子们有了谋生的本领。

中国MMA市场前景光明
一个徐晓冬，激怒了整个武

林，发展至今更像一场一地鸡毛
的闹剧。不过，MMA的实战性
因此被更多的人所得知，这也是
不争的事实。对于“格斗狂人事
件”，恩波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不予置评”。

不过，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

MMA事业，恩波表示非常看
好。当年退伍后，与好友唐罗等
人做建筑生意，挣得第一桶金后，
有一天他俩在一起谈心，“兄弟，
我们现在挣的钱，可能够用一辈
子了吧？”恩波说，后来成为恩波
格斗俱乐部总经理的唐罗回答：

“我晓得你的意思，我们这辈子肯
定不只为了自己，你要搞你的武
术俱乐部，我当然会尽全力支持。”

体育扶贫，精准慈善——这
是恩波俱乐部一直在践行的八
个字。

作为回报，16年来他们培养
出了大量的散打冠军和武术高
手，近年则涌现了金腰带获得者
苏木达尔基、MMA世锦赛第四
名俄勇等明星选手，“火麒麟”王
赛和新生代格斗之星宋亚东、刘
平原等名将也已签约，披上恩波
格斗的战袍。

MMA强在何处？恩波每
次都掰着手指给媒体记者们数，

“拳击、摔跤、柔道、跆拳道这四
个奥运项目，再加上泰拳、和巴
西柔术，融合在一起，成就了现
代格斗术MMA，这是勇敢者的
游戏，也是市场前景非常光明的
格斗项目。”

近几年来，由于在建筑等其
他行业的投资并不顺利，恩波俱
乐部的经营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总经理唐罗说：“过去，我们是无
私地把其他项目的利润，几乎全
部投入格斗俱乐部的运营，包括
帮助那些贫困线挣扎的孩子。
但现在看起来方式必须要改变，
国家也提倡放开搞商业体育赛
事，而MMA在这方面有得天独
厚的条件，所以，今后几年我们
希望能够以运作商业赛事来支
撑俱乐部的发展。”

成都本土MMA“最强梯队”大起底

在恩波先生眼中，拳头既是一种能力的证明，也是他旗下上百号
MMA（综合格斗）青少年的生存、就业之道，这些青少年其实大多是
来自边远山区的藏、羌、彝族特困生甚至孤儿，作为四川省武术协会
副主席，恩波同时还是一位慈善家，他本着“授人以渔”的观念，收养、
教育、格斗培养一条龙，打造了一支公认的、国内最大规模和很高水
平的MMA梯队。

这支“最强梯队”，就在成都。

拳头是什么？
拳头是“格斗狂人”徐晓冬砸在雷雷头上的那玩意儿，一拳击起千层浪，关于传统武术和现代格斗之间的纠葛，至今风暴未息。
号称“MMA第一人”的徐晓冬怀有炒作目的，这一点他在接受公开采访时也没否认。他之所以成为一个焦点人物，其“打假”和
“揭黑幕”的说法倒也颇得人心，如果说这场闹剧有它的好处，不少武林中人已达成共识，那就是在2017，武术和MMA都得到了
更多的关注。
关注就是生产力，对传统武术和综合格斗来讲，这是事实，但它们必须熬过那段黎明前的黑暗。

“火麒麟”王赛代表恩波格斗出战“昆仑决”。

“格斗教父”恩波
和他的搏击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