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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届耄耋，一时兴起，我给自己
取了一个号或曰笔名，叫巴蜀译翁。

译翁者，做了一辈子文学翻译的
老头子也；至于冠在前面的巴蜀二
字，则标示出其根脉、属性。

具体讲：一、我出生于山城重庆
十八梯下的厚慈街，自幼习惯爬坡上
坎，忍受“火炉”炙烤熔炼，练就了强
健的身板筋骨，养成了坚韧的性格、
倔强的脾气；二、我茁壮于巴蜀文化
丰厚肥美的土壤，崇拜天府文宗苏东
坡，仰慕郭沫若、巴金，有这样的基
因、底色、禀赋，可谓得天独厚。经过
半个多世纪的奋斗、拼搏，经受住风
风雨雨、坎坷磨难，在满八十岁的
2018年，我获得了中国翻译协会设立
的表彰翻译家个人的最高奖项——
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本人颇感得意的是，全国七位获
奖者中，有六位出自北京，只有我一
人来自重庆。

怎么就“一步登天”呢？说来话长。
1949年，我小学毕业。当工人的

父亲领着我几乎跑遍了重庆的一所
所中学，都没能为我争取到升学的机

会。失学了，十二岁的小崽儿白天只
能在大街上卷纸烟儿卖；晚上却步行
几里路去人民公园的文化馆上夜校，
混在一帮胡子拉碴的大叔大伯中学
文化。

眼看就要跟父亲一样当学徒做
工人啦，突然喜从天降：不晓得是谁
暗中帮助，第二年秋天我竟考进了重
庆唯一一所不收学费还管饭吃的学
校——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育
才学校。

在地处谢家湾的育才，老师教我
们早日成才服务社会。当时我立志
当一名电气工程师，梦想去建设水电
站。谁料初中毕业一纸体检报告，判
定我先天色弱不能学理工，只能考文
科，于是梦想破灭。

1953年我转到重庆一中念高中，
苦闷彷徨了一年多，后来幸好得到语
文老师王晓岑和俄语老师许文戎的
启发，才终于走出迷惘，重新确立了
先成为翻译家再当作家的圆梦路
线。1956年秋天，我被一辆接新生的
无蓬卡车拉到北温泉背后的山坡上，
进了西南俄语专科学校。

凭着在重庆育才、一中打下的坚
实俄语基础，我一年便学完了两年的
课程。眼看还有一年就要提前毕业，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中苏关系破裂，
学俄语的人面临着僧多粥少的窘
境。于是，被迫东出夔门，我转学到
千里之外的南京大学读德国语言文

学，从此跟德国和德国文化结下了不
解之缘。

到了南大，还在二年级我便开始
课余搞起翻译来。如此急不可待，除
去受教师中一批成就斐然的翻译家
如张威廉、何如的影响、激励外，还有
个人主观的原因：从长远讲，我真是
想实现自己高中时期立下的当文学
翻译家的理想，但在当时，更迫切和
实际的考虑则是赚取稿费，以解家庭
经济的燃眉之急。

1959年春天，一篇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的非洲民间童话《为什么谁都
有一丁点儿聪明？》，成为我翻译生涯
掘到的“第一桶金”。巴掌大的译文
给了初试身手的我莫大鼓舞，以致一
发不可收拾。前些年，我在上海《文
汇读书周报》发表了一组“译坛杂
忆”，详细谈了这些往事，以及后来如
何在亦师亦友的叶逢植老师的指引
下，不断在当年唯一的外国文学刊物
《世界文学》发表翻译习作，可以讲是
连跑带跳地冲上了译坛。

回眸60余载的从译之路，可以
概括为始于走投无路，接着便一而再
再而三“因祸得福”。之所以如此幸
运，是因为虽遭一次次挫折、坎坷，仍
对成为文学翻译家的理想坚持不懈，
不离不弃，以至于成就美满姻缘，白
头偕老。

辛勤耕耘逾六十载，我已出版译
作著作超千万字。早在2004年，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便推出了《杨武能
译文集》，使我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史
上第一个生前即出版10卷以上大型
译文集的翻译家。之后10多年，我
又翻译了10多部德语名著，如果现
在出个人译文集，规模就要增加一
倍。不过呢，数量不说明全部问题，
更重要的是我译的全是名著经典，而
且出版后部部受欢迎，像1981年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少年维特的烦
恼》以及译林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
《格林童话全集》等等，数十年来，年
年重印、再版，至今畅销不衰。

5年前，我离开德国回到重庆，重
庆市作协组织会议，欢迎和介绍我。
与会的领导和专家夸我是“重庆的骄
傲”，令我感动异常。第二年，重庆图
书馆给我安了一个家：经过近三年认
真筹备，重图馆中馆“杨武能著译文献
馆”于2015年10月闪亮登场。这样
一个以翻译家名字命名的大展馆，不
说中国，全世界恐怕也再难找到。

文献馆面积达200多平方米，收
藏展出我译著、论著和创作的众多版
本书籍，以及手稿、书信、新老照片，
还有我在国内外荣获的勋章、奖牌、
奖章、奖状等等。展品摆满了20来
个玻璃展柜，特别是冯至、钱钟书、季
羡林、马识途、绿原、王蒙等等学界文
坛巨擘给我的数十封亲笔信，更是引
人注目。

重图“杨武能著译文献馆”的建

立，让我深感故乡对海外游子的厚
爱，意义和价值不亚于我获得的德国
国家功勋奖章、洪堡学术奖金和歌德
金质奖章，尽管它们带给我了奖金和
荣耀，还有未经申请就享有的发给外
国杰出人士的永久居留权。

2014年我受聘西南交通大学，
担任该校享受院士待遇的特聘教授
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歌德作品
及其汉译研究》首席专家。次年回国
履职，不幸遭遇老伴去世，其后我便
决心放弃德国永久居留权，落叶归
根，常住重庆，并在祖籍武隆的仙女
山购置了居所，命名为“译翁山房”。

两年后的2017年，仙女山管委
会开始筹建“巴蜀译翁亭”，而今工程
已在收尾。

“巴蜀译翁亭”有湖南书法家涂
光明书写的匾额和楹联。上联“浮士
德格林童话魔山 永远讲不完的故
事”，由我的4部代表作的题名构成；
下联“翻译家歌德学者作家 一世书
不尽的传奇”，表明我用一生的劳作
奋斗，始终秉持并践行的“翻译家必
须同时是学者和作家”的理念。要说
呢，翻译家和学者似乎已经没有多大
问题，我还须努力的是成为一位货真
价实的作家，具体讲就是在有生之年
创作一部反映重庆近百年历史变迁
的大作品，给一世书写的传奇一个圆
满的结尾。

所谓“一世书不尽的传奇”，咋听

起来真像有点夸张，其实不然。
重庆市武隆区江口镇乌江岸边

大山顶上的谭家村，有个贫苦农民叫
杨代金，杨代金之子杨文田为饥寒所
迫，1928年逃到重庆当学徒做了工
人，杨文田1938年出生的儿子杨武
能，正是现在的巴蜀译翁。也就是
说，一个工人的儿子农民的孙子，在
新中国靠吃国家发给的人民助学金，
由初中而高中而大学，一步步成长为
了名牌大学的博士后、教授、博导、特
聘教授和驰誉海内外的学者、翻译
家，获得了德国总统颁授的国家功勋
奖章和国际歌德研究最高奖歌德金
质奖章，获得了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
就奖等等，这难道还不算奇迹？这难
道还不够传奇？

眼下正值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我认为成就也罢，殊荣也罢，“书
不尽的传奇”也罢，无疑不应当只归
因于我本人，而应该归功于我们的党
和国家和人民，归功于改革开放。

没有党和国家和人民，没有改革
开放，没有新中国新时代，70年前的
区区一介失学少年，哪能变成享誉海
内外的文学翻译家和学者巴蜀译
翁？我本人的成长经历和成才之路，
无可辩驳地证明：是共产党新中国培
养造就了我；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德
语文学翻译家和歌德学者杨武能！
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巴蜀译翁！

（杨武能，重庆人，德语文学翻译
家。代表作《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
恼》《格林童话》《魔山》；获奖论著《歌
德与中国》《走近歌德》；散文《译海逐
梦录》。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和
国际歌德研究最高奖歌德金质奖章
获得者。）

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巴蜀译翁 杨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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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重庆万州，历来以美
食闻名。其中，万州格格算得上本
土美食中的一道奇葩。在本城不少
街巷，格格店面或者摊位都可见到，
深受大众欢迎。满城几乎都可闻到
格格的香气。

万州格格，作为一种经典美食，
做法大致是这样的。一般以芋头、
红薯、土豆为垫底食材，肉类则以肥
肠、排骨、羊肉为主，分别叫肥肠格
格、排骨格格、羊肉格格；把格格拌
好酱油、豆瓣、辣椒面等佐料后，盛
入竹篾小笼里；再一笼笼叠着放到
蒸锅上，叠成高高的圆柱体；锅上留
有气孔，锅里加水，水蒸气在火上出
来后，慢慢钻进笼子里，食材的香气
就在水汽蒸馏下慢慢飘散出来。不
消片刻，就可食用了。

万州格格的起源，还有一段历
史典故。相传，三国时，刘备为给被
东吴杀害的关羽报仇，屯兵于万州
天生城。为不扰民，刘备下令城内
所有食物、用具等都不得从百姓处
掠取。蜀军缺锅、缺罐、缺鼎，只得
就地取材，用竹片编织成碗口大小
的蒸笼，再拌上杂粮蒸羊肉食之。
不曾想，这食物却香气扑鼻，吃着更
是爽口。从此，格格成为一种美食，
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

万州格格，带着经年累月的沉

淀，留下了本土饮食文化的精髓，融
入了万州人的热情、淳朴的秉性。
时至今日，万州格格以其色香味俱
佳的魅力，兼之食用方便的优势，还
有不过几元一笼的实惠价格，成为
一种亲民的大众化美食。它不仅已
是万州人引为骄傲的一种美食，更
已和万州人的日常生活水乳交融。

常常上街去，或闲逛或办事，转
悠半日，肚子有了饿意时，我便喜欢
循着那诱人的香气，去到格格店面
或摊位前。人还未坐下，便会迫不
及待喊上一声：“来两笼格格。”“好
哩——”随着一声应答，两笼香气扑
鼻的格格，便会即刻端到面前桌
上。外搭一碗海带汤，或者一碗萝
卜汤，和一碗白米饭。

我一般爱点排骨格格和羊肉格
格。师傅会在格格上面临时抖上一
些胡椒粉、香葱末，以增加格格的美
味。先喝上几口汤，疏通进食通道；
然后，用筷子夹起一坨格格肉，往嘴
里一送，贪婪咀嚼而下。哇，那麻辣
鲜香的美妙感觉，顿时强烈地刺激着
味蕾，令食欲勃发，就着同样香喷喷
的白米饭，吃起来怎一个爽字了得！

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可是吃格
格的超级吃货。他可以一边蘸着又
辣又香的油煎干海椒面，一气吃上
七八笼格格，吃得不亦乐乎，那叫一
个“嗨”！

格格香气不散，人间烟火不绝。

格格香 向墅平

【烟火山城】

【谁不说我家乡好】

2010 年发生在万盛的文化盛
事，当数著名导演王小帅来这里拍摄
电影《我11》了。当时的盛况令人瞩
目，热心市民争先恐后去当群众演
员，过把演戏的瘾。

电影的拍摄地，在如今的万盛经
开区丛林镇海孔洞。

汽车从重庆三环南万高速段丛
林镇下道，沿一条缓坡向前行驶5分
钟，就来到过去的晋林机械厂家属
区。这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
设时期修建的学校、医院、食堂、粮店
保存完好，招待所、邮局、影剧院、篮
球场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群山环
绕，相当隐秘，难怪会吸引王小帅导
演前来拍摄他心心念念的怀旧电影。

晋林机械厂旧址，则在离家属区1
公里远的一个天然溶洞—海孔洞里。

道路弯弯绕绕。路边老建筑门
窗倾圯，玻璃破碎，有种很深的沧桑
感与年代感。转过去，前方呈现出一
片崭新天地。一个宽阔的湖泊，水面
泛着绿波。远望，尽头有个洞口呈喇
叭型的巨大溶洞。走近看，洞壁斑驳
不堪，洞口靠西面的山壁上刻有上世
纪初的摩崖题刻“豁然开朗”。洞口
宽约30米，高度跟山齐平。人站在
那里，如一只被巨口吞没的尘蚁。

1965年，经五机部批准，在四川
省重庆市南桐矿区（万盛旧称）丛林
公社海孔大队海孔洞建晋林机械厂，
代号一五七厂。晋林机械厂职工人
数一度达1800余人，厂区面积7万
多平方米。眼前这个黑黢黢、冷清清
的山洞，很难让人想像当年的人们是
怎样从无到有，开创一片天地，生产
出一发发榴弹炮、弹道炮或其它军备
附件的。但就是这个隐秘的山洞，竟
担负过国家“三线”建设的历史使命，
为国防建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
段历史弥足珍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晋林机械厂
又开发生产自行车等各种民用产品，
后于2003年迁往四川省彭县（今彭
州市）天彭镇。海孔洞及晋林厂家属
区往日的繁荣景象不再有。风吹过
一排排香樟树，发出飒飒声响，留给
人无边的追忆。

上次我来海孔洞，是 12年前。
从“喇叭形”洞口走进去，底层溶洞纵
深200多米，能听见溪水流出的淙淙
声响。没有“三线建设”生产时机声
隆隆的忙碌场面，却有村民们为增收
致富种植的平菇，在阴暗的角落悄然
生发，层叠、蓬勃，如祥云飞升，让人
感受生命之茁然。而万盛，当时正处
于经济转型的艰难时段。

穿过窄小粗糙的石级，可踏上溶

洞的第二层。这一层有30多米高，
阳光从侧面的空隙大量涌进，十分亮
敞，俨然一个天然的大会堂。

那次，让我深感震惊并且震撼
的，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海孔洞还
有另一段值得书写的辉煌历史。

往前追溯到1938年，为躲避日
机轰炸，中国和意大利合建的中意飞
机制造厂由南昌迁到当时属南川县
的丛林沟海孔洞，更名为国民政府航
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又名海孔
飞机厂）。就在那年，打通了一条从
外界到海孔洞的简易公路。人们在
海孔洞内建起3层楼的车间，厂房通
道可停放装配 20余架战斗机。从
1939年到1948年，这里相继设计制
造出“28甲式”教练机、仿德H－17
型中级滑翔机等60余架飞机。

令人尤其骄傲的是，在如此简陋
的条件下，在这个西南边陲的原始溶
洞里，生产出中国自己设计的第一架
运输机！1943年，总工程师（工务处
长）林同骅、工程师高邦俊和顾光复
利用库存材料自行设计木质中小型
双发运输机，取名“中运一”，在白市
驿机场试飞成功。后来，他们改进技
术，又研制出“中运二”“中运三”，均
获成功。这一创举，在中国航空发展
史上都堪称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海孔洞建飞机的几年间，遭受

过日机5次猛烈轰炸，虽因隐蔽良好
未遭受损失，却在一次轰炸中，致使
周边168名南川民众丧生。这是一
段令后世铭心刻骨的血泪历史，一段
全民抗战及军事工业发展的悲壮而
艰辛的历程。

1946年，工厂迁回南昌，为万盛
留下庞大而完整的抗战兵器工业遗
址群。现在走近海孔洞，可以看见洞
口立着两块醒目的牌子，分别是
2009年和2013年，丛林海孔洞国民
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遗
址被重庆市、国务院确定为文物保护
单位的标示牌，见证了这里发生过的
传奇故事。

永远迎难而上，向着梦想努力飞
翔。我想，留在万盛这片热土的，还
有一种自强不息，创新拼搏的精神，
它深深烙在人们的灵魂深处，使得万
盛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重塑起城市
的精神气韵，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
卷。

因台阶破朽，这次，我们没能走
上第二层洞。在政府开始积极实施
保护的情况下，相信不久的将来，更
多的人会走进海孔洞，去了解去体验
这些传奇的经历，去传承去发扬一种
文化与精神。海孔洞也能借由这片
沃野平畴，打造出一番水府洞天的诱
人前景。

海孔洞，在时光中铸就传奇 戴馨

第一次听到“江洋”这个名字，我
们都以为“他”是一位男士。没想到，
门被推开，站在眼前的竟然是一位大
美女。瘦瘦的个子，弯弯的眉毛，穿着
一身浅色、剪裁得体的连衣裙，她微微
一笑，恬淡而优雅。然而，仅仅一盏茶
的功夫，她又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
爽朗的笑声、自信的眼神、干脆利落的
语言，正如“江洋”这个名字，有一种落
落大方、耿直爽快的风采。

见大家一脸疑惑，江洋哈哈地笑
着解释：“我在公安系统工作了30多
年，还搞过刑侦，但我喜欢绘画，它是
我一生挚爱。”众人暗自感慨，办事既
要雷厉风行，也要安静从容，职业的
习惯和兴趣的熏陶，把一对看似矛盾
和冲突的事物有机地融合，而且两者
相得益彰。

这或许和她成长的经历有关。
江洋生于书香之家,父亲擅长诗、书、
画，江洋从小受父亲影响，对书画特
别感兴趣。三岁时便开始跟父亲习
画，此后师从徐悲鸿之子徐庆平等
人。

就在亲戚朋友认为江洋将走上
书画专业之路时，出乎所有人意料，
江洋在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选择了

法律专业。她说：“要是把爱好当成
职业便是天底下最没有意思的事情，
我要把对绘画的热爱，用于更广泛的
用途。比如，用画笔画出犯罪嫌疑人
的模样，帮助警察破案。”就这样，江
洋和警察这个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学毕业后，江洋进入重庆市公
安局刑警总队。工作之余，江洋便走
进画室，临帖、绘画。“绘画让我更能
静下心来思考，刑侦工作则令我的绘
画构图更加大胆和严谨。”江洋说。

正如江洋所说，法律的理性和
书画的感性，在她的个性和作品中，
经过冲突与磨合，渐渐融合，并且淋
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形成了独特的
风格——笔墨细腻，线条挺拔，气韵
雄浑与淡雅相融，优雅中有粗犷,规
则中见奇巧。

“我最初痴迷于花鸟。”江洋说。
有一次，她在朋友家的阳台上看到几
株牡丹，顿时觉得眼前一亮，被牡丹
雍容、脱俗的气质深深打动。

“那是大自然美的缩影、美的极
致。”江洋迷上了画牡丹，她想用自己
的画笔表现牡丹的神韵和灵气。回
家后，江洋在家里种了一院子的牡
丹，只要有时间，就会花一两个小时

观赏她们，甚至与她们交谈。渐渐
地，她笔下的牡丹有了灵气和气韵。

因此，江洋有了“江牡丹”的雅号，
业内评价她的作品，是自然韵律美的
生动再现，也是对风骨卓立、气韵沛
然、豁达和善的人性美的诗情礼赞。

2012年，江洋被借调到全国公
安文联工作，她利用在北京工作的机
会，业余在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画室
进修一年，师从徐悲鸿的儿子徐庆平
先生。“这一年的学习，对我的创作来
说是一次质的飞跃。除了学习技巧，
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特别是徐庆平
先生的为人，他的朴素、不张扬的个
性，对我影响很大。”

此后，江洋又在天津美术学院高
研班学习。这些学习让江洋大胆地
突破了一些传统观念，在创作中汲取
众家之长，并将中国画融入更多西洋
画的技法。

“事实上，我并不是刻意追求变
化，但我认为，真正留得下来的作品，
一定是具有时代的特征和典型性意
义的作品。”江洋说，因为自己在公安
系统工作，耳濡目染，对基层民警的
工作，对他们的喜怒哀乐都十分了解
熟悉，并感同身受，“可以说，每一位

普通的基层民警都是一部可歌可泣
的作品，为什么不能描绘下来呢？”

于是，江洋把手中的画笔对准了
她熟悉的人群。《扫黑三人组》用三个
全副武装的警察生动地诠释了忠诚
信念、担当精神、英雄气概的深刻含
义；《警察英雄人物系列》生动记录了
重庆优秀民警代表人物一个个精彩
的瞬间。

《“时代楷模”杨雪峰》的构图别
出心裁，采用时空交错的形式展现：
远处，杨雪峰在车水马龙的路口指挥
交通；近处杨雪峰曾经资助的贫困学
生，如今也成为人民警察的汪泽民双
腿站得笔直，左手托警帽，右手垂直
放于裤缝，似乎在默哀，又似乎在喃
喃自语：“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全国公安“百佳刑警”冉义志》
则用写实手法，展现了在夜幕灯火璀
璨下，冉义志正守护在这座城市的一
角，那身影令人肃然起敬。

“他们是平凡岗位上的英雄，我
只是忠实地记录了他们的故事。”江
洋说，“我相信，只有深入一线、深入
生活，传递有温度、有热度，接地气、
扬正气的作品，才能真的打动人、感
染人。”

画笔下的温度 匡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