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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成名的人，都必然面临一个
才华延续的考验。在国内文坛上，80
后作家群，曾经红极一时，他们的写作
要么实力升级，要么淡出文学出版
圈。在这其中，女作家笛安，是创作比
较稳定的一位。

从《西决》《东霓》《南音》，五年前
的《南方有令秧》，最近的新作《景恒
街》，笛安一直在长篇小说领域内耕
耘，逐渐收获主流文学评论界的认
可。《景恒街》还获得了“人民文学奖”
长篇小说奖。

笛安是山西太原人。跟很多奋斗
的年轻人一样，笛安在北京也生活过
多年。《景恒街》写的是一个发生在北
京的爱情故事。北京是无数年轻人奋
斗的地方，也是笛安笔下主人公创业、
恋爱的城市。在小说中，笛安清晰地
点出诸多北京具有代表性的地名概
念：东三环、霄云路、机场高速，书名

“景恒街”甚至就是国贸桥南建外SOHO
旁的一条街道名。

近些年，在京城掀起的年轻人互
联网创业潮，成就了大大小小的传
奇。这背后有多少挣扎的人生，多少
起起伏伏的逐梦人，耐人寻味。笛安
在她的小说中，将男主角关景恒设置
为一位过气的选秀歌手。离成功曾经
只有一步之遥的他，不甘心就此平庸，
想靠创业翻身。

小说里还出现了一款互联网创业
产品：一个名叫“粉叠”的APP，也就是
借粉丝迷恋赚钱的追星软件。经受过
爱情的波折和事业的动荡，主角似乎
离理想仍然是一步之遥。但他们也似
乎更明白了，人生往往有比成功更重
要的东西。而我们通过阅读这个北京
爱情故事，也更深地理解、反思我们所
处的时代。

抛开并不陌生的故事情节，小说
中对北京冬天的描述很是细腻、动人，

她这么描写大年初二的京城，“没有了
那些密密麻麻的人，环路两旁的楼群
看起来都像是在静静地等着进摄影棚
拍照。她把车窗摇下来一点儿，这城
市空旷了之后，悬崖林立，缝隙幽深处
自然生出一股冷风，毫不犹豫就冰透
了她的脸。正前方，两三个十几岁的
孩子奔跑着横穿马路，把建国门外大
街当成了放学后的操场。这城市的血
管骤然畅通，她自己成了新鲜的血液，
轻盈地，就抵达了她的目的地。……
真是爱极了北方的冬天。”

“80后作家”是第一代被以年龄命
名的作家群体，笛安觉得自己赶上了
一个好时代。“那时候，大大小小的出
版社都在找80后作家，看着年轻的作
者就问，‘你要不要出书’，我2004年
签约出版社。”那年，她21岁。

为什么要写作？笛安的答案是：
“文学作品描写的是一个虚境，而读者
看到的也是一个虚境。作者与读者可
以通过文学作品达到情感共振。这是
写作带给我的愉悦感和幸福感。我始
终相信作品中的人物，真实地在某个
地方存在着。”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刘可欣

迨自汉代，三千里东大路上的龙
泉古驿道，一直是衔接成渝两地的行
走和休歇走廊。在龙泉山诗人凸凹的
梳理下，龙泉山经隋末名士朱桃椎落
居龙泉山，以及唐代诗人段文昌、宋代
诗人李流谦任过龙泉驿县尉后的几朝
几代积淀，养成了沛然的诗性气质。

经诗人凸凹研究，《全唐诗》时任
西川节度使、后升为宰相的河北赞皇
人李德裕，是给龙泉驿写过诗又留下
诗的第一人。这首诗叫《赠圆明上
人》。学者型吏员、德阳人李流谦在灵
泉（今龙泉驿）当了十六年县尉，当是
第一个为桃乡龙泉驿写桃花的人：“自
然秾脸与深唇，一味繁红也绝伦。”
（《桃花》）。在宋代，除了李流谦为龙
泉驿写诗，或诗文中涉及龙泉驿的牛
人还有苏轼、苏辙、文同、魏了翁等。

民国数得上的专业诗人、末代状
元骆成骧，为龙泉驿至少贡献了两首
诗。同盟会员吴雪琴，一是甑子场王
氏父子（王耀卿、王叔岷）。三人皆以
教书育人为志业。当让凸凹遗憾的
是，新诗已然诞生，但没有一首放在
桌面上说得过去的新诗可归龙泉
驿。让凸凹感到遗憾的是，“属于新
诗翘楚级的郭沬若离川过境龙泉驿，
夜宿茶店铺，留有日记，却无诗行。
沿东大路往返成渝两地、过境龙泉驿
的诗人还有何其芳、商禽、陈敬容、康
白情等等，但都无诗句留下。”

龙泉驿诗歌的再次勃兴，当在
2005年。这一年桃花盛开的时候，盘
坐在龙泉山的山泉镇诞生了由流沙河
先生题名的中国桃花诗村，以及与之配
套的桃文化诗歌墙、乡村诗歌广场、诗
歌雕塑等。次年，龙泉驿区创立成都乡
村诗歌节。1999年，《诗刊》第九期以
龙泉驿“中国桃乡诗会”专辑形式，集中
刊发过龙泉驿十位诗人的作品。

历时千年后，正是桃花、诗歌地
盘、诗歌活动、文学书刊和专业诗人的
共力，龙泉驿再次复活了自己的诗歌
春天，让名正言顺的“诗歌龙泉驿”得
以成立。从朱桃椎到王叔岷，龙泉驿
收获了自己的旧体诗。从2005年 3
月，到2019年3月，龙泉驿收获了自己
的成批量的优秀新体诗。这也成就了
《龙泉山》杂志2019年第一、二期合刊
“古今中外诗人笔下的龙泉驿”专号。

“格律中的龙泉驿”，收录苏轼、高
启、张问陶、流沙河等人的格律诗，“汉
英之间的龙泉驿”中收录的则是叶延
滨、李少君、姜念光等人的作品。“桃风
吟出的龙泉驿”板块则是属于舒婷、雷
抒雁、梁平、树才、杨黎等人，此外，还
有随古道上山的龙泉驿，作为客家的
龙泉驿，味蕾里的龙泉驿，歌声中的龙
泉驿，外国人眼中的龙泉驿，桃风吟出
的龙泉驿……300多位诗人，1500多
件作品。大16开本，共316页。可以
说，洋洋大观，将古今历史长河中，诗
人笔下的龙泉驿，一网打尽。身为《龙
泉山》刊物主编的凸凹在后记中写道，

“龙泉驿的后人是幸福的，毕竟，他们
拥有那么多古人的诗——毕竟，他们
不出门就有远方可资朗诵和抚摸。”

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在《从乡村
海子，到龙泉驿乡村》的文章中，详细
梳理了龙泉驿的地理、历史，以及诗
歌文化。他提到了产自乡村的天才
诗人海子，“他经过了大城市的教学
洗礼却没有忘记他的诗歌之本。我
在对他的怜爱中不免想到广大土地
上那些没有走出乡村的人，当他们拿
起笔，自己书写对土地，对所住乡村
的情感时，他们会是怎样的状态？”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1922年，18岁的巴金根据英译本翻译了
俄国作家迦尔洵的小说《信号》。由此开始了
延续60年的翻译工作。巴金从事文学翻译60
余年，有数百万字译著传世，其中很多已成为
必读的外国文学经典名译。巴金流畅、自然、
朴实的文学风格，和他对于屠格涅夫、高尔基
等文学大师的翻译与学习也是密切相关的。

2019年是巴金诞辰115周年。由巴金故
居策划，草鹭文化与浙江文艺出版社于3月合
作推出全新汇编《巴金译文集》（共十册）。这
套书精选巴金先生一生翻译的经典译作，每
本篇幅在10万字上下，体裁涵盖了诗歌、短
篇小说、回忆录等。包括屠格涅夫的《木木》
《普宁与巴布林》《散文诗》，高尔基的《草原故
事》《文学写照》，迦尔洵的《红花集》，赫尔岑
的《家庭的戏剧》等作品。译文集根据巴金生
前亲自校订的最后版本排印，并以“附录”的
形式在部分作品正文之后汇集了巴金与译文
相关的注述，帮助读者深入理解作品。

巴金翻译风格忠于原文、流畅自然、富于
感情。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说，巴金的译文
既传神又忠于原文，他所译高尔基的短篇小说
至今“无人能出其右”。翻译家高莽说，巴金译
文“语言很美”，表现出“原著的韵味”。巴金翻
译一本书往往根据多种版本。文学史家唐弢
曾评价说：巴金在译文上用力之深、用心之苦
远胜于他自己的著作。而巴金的译文也成为
后来许多翻译家学习的榜样。

但巴金自谦自己不是文学家，也不是翻
译家。他写文章、发表作品，是因为有话要
说。他对于翻译的作品有自己的选题，“希望
我的笔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能起一点作
用。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想借
别人的口讲自己心里的话，所以我只介绍我
喜欢的作品。”

可以说，《巴金译文集》是巴金从浩瀚世
界文库中拾取的珍珠，每本篇幅在10万字上
下，体裁涵盖了诗歌、短篇小说、回忆录等。
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曾经影响了一代文学
大师的精神源流。其中，屠格涅夫的《木木
集》是世界短篇小说中的瑰宝，生动记录了巨
变中的俄罗斯，《散文诗》则是屠格涅夫的文
学绝唱，那些深情、充满哲理的文字在巴金远
离故土之时陪伴着他并给他带来了力量；《文
学写照》是高尔基对同时代多位作家的回忆
录，凭借具有穿透力的视线和精准的笔触，把
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普利什文等俄罗斯
文学大师重现在读者眼前。《草原故事》是高
尔基早期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鲜明的笔触、强
烈的民间风格书写着对自由生活的渴望，是
巴金眼中真正的短篇精品。另有赫尔岑“用
血和泪写成的，像一团火似地燃烧着，也使别
人燃烧”的《家庭的戏剧》；对巴金的“无政府
主义”思想的形成、对其信仰的确立产生过重
要作用的廖·抗夫的《夜未央》；有“诗意小说
的巅峰之作”之称的斯托姆《迟开的蔷薇》；作
为监狱文学经典之作的《狱中记》；尤利·巴基
《秋天里的春天》、迦尔洵《红花集》等篇目。
这些译著曾多次重印，影响甚广，是一代代读
者喜爱的外国文学经典。

巴金称他所翻译的作品都是他的“老
师”，“翻译首先是为了学习”，所以称自己是

“试译”。“我喜欢一篇作品，总想理解它多
一些，深一些，常常反复背诵，不断思考，根据
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文笔表达原作者的思
想感情。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
用我的译文去打动更多人的心。”尽管是“试
译”，他重读时仍然感到激动，“仍然强烈地打
动我的心”，仿佛那些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作
者的心还“在纸上跳动”。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刘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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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质量月：让口腔医疗更放心
智能牙科2019再升级，半/全口种牙快速、少疼痛、安全有保障

春季种牙人数大增，市民请务必提前拨打种牙热线028-86969233预约以免排队，还有机会申请免费植体名额，当天种牙当天用

了解过种植牙的人应该都
知道，就整个牙槽骨而言，西方人
的骨头条件比东方人要好很多，
北方人的牙槽骨条件大多比南方
人要好，而西南地区的气候环境
影响，牙槽骨条件相对也是比较
差的，偏薄偏窄，所以对种植牙的
要求相对更高。而很多的中老年
缺牙者缺牙之后要么长时间佩戴
活动假牙，要不就放任不管。这
样一来，造成牙槽骨流失严重，牙
龈萎缩、牙周炎频发，种植牙就难
上加难，更不用说半口和全口缺
牙。所以，不依赖牙槽骨条件，30
分种就能实现“即拔、即种、即用”
的智能种植牙，一时风靡蓉城。
随着缺牙者的增多以及对自身要
求的苛刻，2019年，智能牙科“即
拔、即种、即用”全面升级，从术
前、术中、术后，全方面为蓉城半
口/全口缺牙者保驾护航。

2019口腔健康华夏行启动

智能牙科全面升级为
蓉城“一口好牙”

由成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健康
口腔、惠民成都”2019中老年口腔健
康华夏行正火热进行中，行动开展以
来，组委会已积累收到报名电话5000
多个，已成功为700多位缺牙市民实
施“即拔、即种、即用”种植牙。如果
您也想在春天将缺牙问题解决，请拨
打名医热线：028-86969233预约专
家，还可以申请免费种植体名额：

1、66-107 岁半口/全口缺牙者
有机会申请免费种植体名额

2、50-65周岁报名可获第三颗
种植体优惠价2019元

3、全国奖项获得者、对社会突出
贡献者更可获惠民补贴种牙、免费口
腔检查、牙周病免费治疗。

种植方案因人而异
麦哲伦“数字化”中心
从术前为安全升级

医学是严谨的，种植牙毕竟是一项医学
修复方案，所以要考虑人的体质差异性。前
面谈到是个体牙槽骨的生理差异，在这方面
智能种植牙，通过特殊的力学设计突破了牙
槽骨的限制。但是牙龈萎缩、牙周炎频发等
问题，一般的种植牙医生是不能很好的去解
决的，更为重要的是，中老年人普遍有高血
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常见症状，在做种植牙
手术前是需要控制和把握的，术后要时刻监
控。所以术前的检查和数据的采集就显得
尤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智能牙科引进麦哲
伦“数字化”中心的原因。

每一位来到智能牙科做种植牙的缺牙
者，都被要求术前必须严格按照临床手术的
检验标准，其中包括血压、血糖、血常规、凝血
五项、CBCT口内拍片、全景片、口扫牙槽骨
密度、高度、宽度等各种数据的采集，然后根
据采集到的这些必要的数据，通过“麦哲伦”

数据分析系统录入，并通过三维建模将整个
口腔内情况3D全息显示，其中包括“骨高度、
骨密度、血管神经的分布”，然后经过两名专
家以上不同角度的模拟种植，拿出适合植牙
者种植角度、深度的方案，进行3D打印导板，
将误差控制在毫米以下的单位。在术前能够
最大程度为种植过程提供更精确的依据。

智能种植过程更严谨
3D打印导板为术中进行可视化升级

过去传统的口腔种植手术，牙医缺乏高
科技设备的精确辅助，无法详细了解市民的
口腔情况，仅仅是单纯依靠经验和感觉，其
弊端显而易见，运气好，碰上有经验的种植
牙医生当然更好，如果是没做多少颗种植牙
的医生，风险就不可预计。牙槽骨萎缩、口
腔状况复杂、年纪大一点的市民，想做种植
牙，一般会被拒之门外。

但是智能牙科“即拔、即种、即用”技术与
麦哲伦数字化平台连接，市民不仅能清晰的
看到导板设计界面，并能提前预知自己的戴
牙效果，而种植医生在3D导板导航作用下，

为市民提供极健康、极精准、极先进、极快速
的种牙。“即拔、即种、即用”技术与3D数字化
技术结合，两项尖端技术的优势互补结合，目
前在国内是很少见的，同时颠覆了传统种牙
的盲区。很多市民拨打028-86969233问，
既然两项技术结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为什
么口腔机构不普及呢？首先，落户门槛高；其
次，数字技术要求更高，这样结合，一般只会
应用于做“心脑血管支架搭桥”这种高危又需
要高保障级别的手术中的，所以一般机构很
难有平台去实现它。“即拔、即种、即用”技术
与数字化的结合，全方位提升了种植牙的诊
疗保障，种牙更快，更准、更舒适。

所以在智能牙科，每一位患者，无论年
龄大小和疑难复杂程度，都能轻松的拥有一
口好牙，而且，术前有让人放心的流程、术中
非常舒适、术后也很少有肿胀和疼痛。这一
系列要求，不是说说就能做得到，这里有智
能种植牙技术在国内十几年的研发实践，智
能牙科2年来近万例成功案例的积累，更有
类似数字化设备和系统不断引进，为的就是
让每一例种植牙品质都能始终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