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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17-22 C
阴天有间断小雨
偏北阵风1-2级

17-24 C
阴天间多云，夜间有小雨

偏北风1-2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8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5时）
AQI指数 25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眉山、雅安、康定、绵阳、攀枝花、
广元、资阳、内江、西昌、巴中、德阳、遂宁、泸
州、乐山、宜宾、南充、达州、广安、自贡

9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5—50 空气质量等级：优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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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1日至 12日，意大利热那亚卡
洛·费利切歌剧院歌剧《图兰朵》将在四川大
剧院演出；

10月25日至26日，音乐剧《我的遗愿
清单》将在成都四川歌舞大剧院演出；

10月25日至27日，《穿“乐”眉山东坡
音乐节》将在眉山东坡湿地公园举行；

11月9日，经典亲子童话剧《胡桃夹子》
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出；

11月9日至10日，美国原版音乐舞台
剧《汪汪队立大功2·海盗的宝藏》将在四川
大剧院演出；

11月16日，《星球大战·以色列钢琴家
爱莲娜·古赫维奇影视金曲音乐会》将在成
都特仑苏音乐厅举行；

11月30日至12月1日，重喜剧《你若安
好，那还得了》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出。

卷发、紧身牛仔裤、帆布鞋，黑色
开衫里面是明黄色的运动背心……
70岁的张细达出现在公众面前，打
扮醒目。

从2013年开始，张细达跳钢管
舞至今已有六年。他饱受非议，却从
未放弃，“其实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有
很多种，我觉得（跳钢管舞）没什么，
只要自己活得开心就行。”

“我1949年出生的，和新中国同
岁。”9月27日，成都老年人保护周启

动仪式上，记者见到了张细达。他着
装入时，行动轻盈，完全不像年过七
旬的老人，“这可能跟我每天都跳钢
管舞有关吧。”他说。

2005年退休后，张细达从贵阳
老家搬到成都与女儿一起生活。周
围老人退休后的生活无非两种——
打麻将或泡茶馆喝茶，“我不喜欢这
些，我喜欢出去锻炼身体。”

于是，张细达开始在健身房锻
炼，跳健身操和拉丁舞。“后来有人介

绍跳钢管舞，我想也可以尝试一下。”
2013年，64岁的张细达开始跳钢管
舞。从韧带打不开、竿子爬不上去，
到现在可以在竿上灵活翻动，张细达
渐渐爱上了这种舞蹈。

“来上课的都是20多岁的女孩，
男孩子很少，像我年纪这么大的就更
少了。”很快，张细达感受到了来自外
人的异样眼光，“有人觉得我穿着奇
怪，有人说我就是为了女孩子才去
的。”

面对流言蜚语，张细达并未理
会，“我跳舞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身
体，而且跳舞还会消除很多烦恼，给
我带来快乐。”如今，他坚持每天练舞
四个小时，“不要想这么多，就是锻炼
身体嘛。”

张细达说，未来还将坚持跳钢管
舞，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有很多
种，只要自己开心、快乐就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曹菲 摄影报道

“这个是 1964年做的，这个是
1975年做的……”10月深秋，成都市
青羊区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简称“成飞”）职工宿舍内，韦
克敬指着客厅柜子里的飞机模型，耐
心地介绍着它们的制作年代和型号。

韦克敬今年已经82岁。61年
前，他进入成飞从事飞机模型的制作
工作；退休后，他仍坚持制作，在增加
生活乐趣的同时，也记录下中国航空
工业的发展历程。

“成都是我的第二故乡。”韦克敬
是广西人，1958年从部队转业来到
成都，进入成飞工作。之后，他师从

已故航空模型制作大师陈应明，开启
了飞机模型制作生涯。

“在做飞机模型前，我对飞机一
点都不了解。在做了60年的模型后，
学到很多有关飞机方面的知识。”韦克
敬说，做飞机模型影响了他一生。

60年来，韦克敬用一双手做出了
上千架缩比飞机模型，大到按1：5比例
制作的一两米长的模型，小到8厘米左
右的迷你模型。“别看这些模型不大，
但制作起来很费时。”韦克敬介绍，做
最简单的模型也要花半个月左右，制
作大型的、比较复杂的至少一两个月。

费工费时，还因当时工具简陋。

当时，没有车钳铣刨工具，所有模型
都是靠一双手、一把刀，对照着图纸
一刀一刀刻出来的。成型之后，还需
按照飞机的真实外观上漆、涂装……
这样下来，制作一架模型甚至需花费
几个月时间。

歼5、歼7、歼10……在众多飞机
型号中，韦克敬最喜欢的是1903年
莱特兄弟制造的世界首架飞机，以及
国产歼7战机，“他们是世界名机，对
回忆当时的历史很有用。”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几年韦克敬
老人视力不好，手也不是很灵活，很
少亲手制作模型了，但仍每天修复模

型，这是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从最初仿制其他国家的飞机到

自主研发，这些年来中国航空工业发
展得很快。”通过制作飞机模型，韦克
敬在无形中也记录着中国航空工业
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40周年和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的特殊日子里，韦克敬都
无偿借出飞机模型用来办展览，偶尔
飞机被磕碰也并无抱怨，“我拿回来
修一下就好，希望看展的人可以通过
我的作品更了解这个时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曹菲 摄影报道

90后作家
深得名家赏识

小说自然有虚构创作成分，
但乐山的地理风物、历史掌故、人
物方言以及晚清四川民众的生活
场景，都写得很扎实、地道。尤其
是，周恺展示了一位年轻人对历
史、时代、命运的深邃思考。他用
娓娓道来的语气，在舒缓、富有张
力的叙述之中，不露声色地塑造
出很多鲜明而复杂且多面的人物
形象。

小说对哥老会和民间手工业
行会的规条和方言、地方团练的
层级和组织方式、农业生产和商
业流通的各种环节，以及妓寨和
烟馆的空间场景、蜀地民俗的细
枝末节、清末学制和课程的设置
等等进行了细致的还原，被评论
家认为“已经达至学术研究和田
野调查的精确要求。”

事实上，早在2012年，年仅
22岁的周恺在著名文学评论家
欧宁主编的《天南》杂志“方言之
魅”专题上发表小说，就得到非常
高的赏识。在巴金文学院2017
年度签约作家名单中，周恺是两
位“90后”之一。巴金文学院院
长赵智对周恺的出现感到惊喜，

“作为一位29岁年轻人，在一个
写作者容易心态浮躁的时代，能
沉下心来，拿出这么一部有分量
的作品，实属难能可贵。”

博览群书
写出一流文字

小说《苔》以晚清年间为背
景，描述了四川嘉定（古地名）李
氏家族的家长李普福收养了一对
双胞胎中的一人为子。从此，这
对双胞胎兄弟走上了迥途，最终

又在革命道路上重逢。中间穿插
了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新学的
兴起、科举的终结、保路运动等历
史事件。“苔”作为书名，并未在小
说中有实指，但通篇读下来，让人
觉得小说中的芸芸众生，犹如附
着在历史上的一片片无名苔藓。

周恺讲述的家族故事或许不
是最新鲜的。但一流的文学，会
传达出更多更深的东西。周恺认
真查阅各种硬书，渴望更深地走
近那个时代。他读薛丽蓉《中国
禁毒史的一个断面：清末民初苏
州禁烟研究》，了解鸦片的价格；
从山田贤《移民的秩序》，了解有
关铁钎会的礼仪；刘致平的《中国
居住建筑简史》，则让他对小说
中的建筑心中有了底。此外，周
恺还读了卫聚贤先生的口述资
料，以及民国白庙哥老会舵爷刘
钊属下王世模先生的口述资
料。此外，他还从父辈口中，获
得袍哥故事及礼仪和切口部分的
相关知识。

一部小说最初启动的源动
力，离不开情感因素。周恺的外
婆与《苔》中的主人公一样，也姓
李，都是1918年生人。甚至有些
情节也有相似之处：外婆是家里
独女，外婆的父亲是地主，也从别
的人家抱了个儿子来养。

在写作过程中，周恺会在乐
山多个角落走走。小说与历史、
现实，形成了隔空对照，让他隐
隐感觉，自己与这个地方的过
去，出现了很微妙、隐性但很实
在的联系。而这些，最终都熔铸
到小说中。

乡土叙事
重振“大河小说”

在四川文学传统当中，沙汀、
艾芜、李劼人、克非、周克芹、李一
清等作家，着力进行对岷江流域、
沱江流域、涪江流域的文学书
写。在乡土文学叙事似乎逐渐成
为往事的当下，周恺的长篇，让人
看到四川文学这一传统的强劲延
续。作为一位对四川人文地理有
深度挖掘和爬梳的非虚构作家，
蒋蓝对《苔》不吝赞扬。他坦言看
完《苔》，马上就想到此前用来形
容李劼人的一个词：“大河小
说”。蒋蓝注意到，小说里的时
间，基本上与真实历史事件是吻
合的，比如，1859年从云南攻入
四川的李蓝起义大军横扫岷江流
域的情况，甚至从叙府水路抵达
重庆码头的行船时间……

蒋蓝还特别提到他的一个
“惊喜”：在碎片化写作当道的今
天，作为 90后新锐小说家的周
恺，没有采取后现代的、去情节
的、破碎式的叙事，而是表现出毅
然重振“大河小说”的雄心。

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方
言，一个时代更有一个时代的方
言。除了在肤浅的层面使用有插
科打诨的意义，方言当中还蕴含
着特定时代的风俗、审美与社会
密码。《苔》中对乐山方言的表现，
尤为受到关注。在某种意义上
说，乐山和四川的读者应该感谢
周恺，他为家乡写作了一部充满
地方风情和民间野趣的大传。但
是，写一部家乡的断代史，这不是

周恺的核心目的，他的目标是一
部好的小说。小说中备受关注的
方言文学与地方基因，也不是周
恺的核心目标。对于这位青年写
作者来说，比起再现历史，真正重
要的是思考历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张杰 实习生 张谌

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周恺：

比起再现历史
更重要的是思考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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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
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
高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
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
上取得突出成绩，具有良
好的社会影响

推荐
方式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
的爆料平台，推荐你心目中
能够代表中国力量的新青
年；与此同时，也可以在封
面新闻微博、微信等平台的
相关稿件下方留言，欢迎向
我们推荐。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开

征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2019 年，一部叫《苔》
的长篇小说的出现，让不
少人认识了90后四川青年

作家周恺。
周恺是乐山人，《苔》的背景

是清末民初的乐山。在30多万字
的篇幅里，这位年轻人用超常的
耐心和见识，在历史的烟尘中，

“还原”了一个家族的故事。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重 阳 节

用爱好记录历史 耄耋老人制作千架飞机模型

为健康不惧非议 古稀之年跳钢管舞锻炼身体

体彩

7星彩第19115期全国销售13313072
元。开奖号码：4683586，一等奖1注，单注奖金
500万元；二等奖19注，单注奖金15801元；三等
奖229注，单注奖金1800元。38806781.52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267期全国销售16642410
元。开奖号码：035。直选全国中奖2865（四川
218）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0注；
组选6全国中奖9700（四川761）注，单注奖金173
元。19311636.0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267期全国销售11976502
元。开奖号码：03544。一等奖21注，单注奖金
10万元。347426437.7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19133 期全国销售
35996436元。开奖号码：10030310333000，一
等奖全国中奖46（四川1）注，二等奖全国中奖
1330（四川47）注。

足球胜平负第19134期全国销售6002266
元。开奖号码：30111010310333，一等奖全国中
奖7（四川0）注，二等奖全国中奖196（四川4）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33期全国销售
18269542元。开奖号码：10030310333000，全
国中奖4270（四川275）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34期全国销售
6675448元。开奖号码：30111010310333，全国
中奖2766（四川137）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45期全国销
售196932元。开奖号码：001333330310，全国
中奖3（四川0）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46期全国销
售26854元。开奖号码：110111001333，全国中
奖4（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150全国销售595528
元。开奖号码：23302112，全国中奖75（四川2）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151全国销售129920
元。开奖号码：11110030，全国中奖12（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2月9日。
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10月8日开奖结果

周恺

韦克敬 张细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