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逾百岁依然笔耕不辍的作家，纵
观全世界文坛，也极其罕见。刚刚进入

“茶寿”（108岁）的马识途，在中国当代文
学圈是公认的传奇人物。近几年，他先
是以高龄状态续写《夜谭十记》(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夜谭续记》，再于2021年连
续推出两本备受瞩目的作品《马识途西
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四川人民出版社)和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人民出版社）。
马老对文学写作的赤诚热爱，表

现出坚韧的生命力，令人敬佩。为此，
由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主办的2021
名人堂年度人文榜特别推出“2021年
度致敬作家”：马识途。

倾情回忆西南联大青春时光
80年“拾忆”甲骨文笔记经典重现

在《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序
文中，马识途谈到自己研习甲骨文的渊
源。那是1941年，从事地下党革命工作
的马识途经组织同意报考西南联大，在
昆明隐蔽，等待时机。他考上了西南联
大外国语文学系，后转入中国文学系。

在西南联大，他一方面参与地下
党工作，另一方面在全国著名大家学
者的门下勤学苦读。他曾选修文字学
大家唐兰教授所开的说文解字及甲骨
文研究两门课程，和陈梦家教授所开
的金文（铜器铭文）课程，颇有心得。
四年后马识途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
位，正欲继续深造，却得到南方局通
知，被调离昆明。马识途作为共产党
员，遵守党的纪律，奉命执行，放弃了
在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并将所有相
关的笔记文稿付之一炬。

在西南联大求学的四年时光，深
深影响了马识途。他从恩师那里获得
的营养，一直滋养着他。对恩师最好
的怀念，莫过于把老师传授的知识、智
慧传承下去。

在文学创作的闲暇时，他回忆当
年所及，开始撰写“甲骨文拾忆”，尤其
是2017年他的《夜谭续记》完稿后，更
是投入了关于甲骨文、金文在内的古
文字研究，写出拾忆两卷，最终由四川
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正式出版。

在书中，鲜活再现了西南联大语
言文字学家罗常培、唐兰、闻一多、王
力、陈梦家等妙趣横生的授课场景，尤

其是唐兰教授对甲骨文等研究的精
髓；生动展示了大师们精勤治学的品
质、谦逊严谨的人格魅力和自由开明
的名校教学风貌；立体展现了马识途
在百岁之年克服病魔侵扰，潜心研究
甲骨文的心得和体会及其乐观豁达、
坚忍不拔的精神。

马老说：“甲骨文等古文字学本来
是很专业的，但是我想这本书是为大
众写的，除了怀念我的西南联大和罗
常培、唐兰、闻一多、王力、陈梦家等大
师，还希望能普及甲骨文。我尽量写
得有点文学性，供大家消遣时读读。”

年逾百岁写下人物回忆录
既是文学，也是历史

早在2016年，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采访马老时，他和家人就曾
提到他正在写一本人物回忆录，当时
暂取名《人物印象——那样的时代，那
样的人》。2021年，《那样的时代，那
样的人》由人民出版社推出。

在这本书中，马老深情回忆过往
岁月里让他难忘的“接触过的、值得书
写的人”，其中既有文坛友人鲁迅、巴
金、闻一多、冰心、杨绛、夏衍、曹禺、周
有光、吴宓、李劼人、沙汀、艾芜等，也
有革命战友何功伟、既是战友又是妹
夫的齐亮，还有马老的革命伴侣刘惠
馨，以及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在昆明
结交的飞虎队员等等。

马老记忆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有着

不同的人生道路，马老采取风格多样的
笔法、精准的描述，将他们再现笔端。
由人物带出的时代侧影，也清晰可感。

可以说，这本马老以年逾百岁高
龄写下的人物回忆录，既是文学，也是
历史，在中国当下是独一无二的。在
后记中，马老特别强调：“学巴金，我说
的是真话。”

读马老的书，可以看得见历史的
细节，看得见他的青春，看得见坚韧的
生命力。正如作家阿来所说，“青春的
记忆像火燃烧。地下工作，革命是他
的青春。西南联大，甲骨文研究也是
他的青春。”

除了自己孜孜不倦进行文学写
作，马老对新一代青年文学写作者也
充满关爱，并身体力行给予资助。
2022年1月4日下午，四川大学马识
途文学奖捐赠签约仪式在川大文学与
新闻学院举行。年逾百岁马识途续捐
50万元，再次资助学子文学梦。至
此，马老通过书法义卖所得用于“马识
途文学奖”（首设于2014年）的金额已
达到386万元。

通过视频的形式，马老真诚寄语
勉励青年学子要好好读书，“要学到真
本事，不要浮夸。教授们为你们的求
知之路开门引路，广阔的前景，还需要
广大年轻学子自己奋力开拓。”马老还
分享了自己的长寿之道，“就四个字：
乐观、运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评选活动特别报道

马识途近照。马老家人供图 近两年出版的马老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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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83 空气质量：良
优：雅安、巴中、攀枝花、马尔康、康定、广元
良：绵阳、遂宁、达州、德阳、内江、乐山、
广安、西昌、泸州、南充、资阳、宜宾、眉山
轻度污染：自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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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8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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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泸州龙马潭开展五大行动
推进“民心守护”工程
华西都市报讯（曾永强 皮晓楠 记者 曹

笑）2021年以来，泸州龙马潭区借党史学习
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契机，大力推进“民
心守护”工程，开展“问需问计知民心、纾困
解难暖民心、风清气正顺民心、息诉息访舒
民心、便民利企亲民心”五大行动，切实为群
众分忧解难。龙马潭区纪检监察系统通过
分组开展精准巡访、全方位监督干部作风、
从严惩处损害群众利益行为、强化干部队伍
作风评价等措施，强化监督保障，推动“民心
守护”工程工作走深走实。

小市街道纪工委推动协调相关部门为上
大街社区126号楼416户共有水表居民安上
了独立水表，水费回到了每吨3元的合理区
间；驻区住建局纪检监察组和金龙镇纪委联合
督促相关部门，解决了金龙镇官渡社区181户
长达20年之久的不动产登记问题，每户均领
到了不动产登记证；驻区委政法委纪检监察组
督促综合监督单位强化落实冬春救助资金、转
移安置资金、维修加固资金等三项民生资金，
确保1143户97.2万元补助资金全部到位……

截至目前，龙马潭区纪委监委“民心守
护”督查组大力开展精准巡访，全方位开展
督查检查50余次，发现和处理苗头性、倾向
性问题27个，督促部门整改27个。

为坚韧的生命力喝彩！
2021名人堂年度人文榜·年度致敬作家：马识途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涛）1月10
日，第六轮成都平原越冬水鸟同步调
查结果出炉，本次调查共记录水鸟67
种52736只，个体数量多于第五轮的
34179只，创近年新高。

德阳和雅安均记录到的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动物小鸥，是成都平原越冬
水鸟同步调查新增鸟种记录，也是同
步调查以来记录到的第82种水鸟。
成都锦江、新津岷江、崇州西河、青龙
湖、北湖、泉水湖和德阳旌湖及雅安百
丈湖均记录到世界极危物种、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青头潜鸭，共计

12只，为历年之最。黑鹳、中华秋沙
鸭、斑头秋沙鸭、花脸鸭、鸳鸯、鹮嘴鹬
等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均
有记录。

本轮同步调查于2022年1月9日
在成都、德阳、绵阳、自贡、眉山、乐山、
雅安等七个市州同步进行，30支队伍
共100余人参加。

本轮调查由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
管理局、成都市自然保护地和野生动植
物保护中心指导，成都观鸟会、成都大
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洪雅县国有林场及
成都平原周边各区县观鸟会等机构共

同参与，旨在摸清成都平原越冬水鸟的
物种组成、种群数量及分布现状，反映
成都平原地区湿地生态现状。

成都平原越冬水鸟新记录到的小鸥。李涛摄

第六轮成都平原越冬水鸟同步调查结果出炉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小鸥成新增鸟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