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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爱好者张永强：

为陕西文学留根存脉
陕西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
一个重要支脉，随着时间的流逝，许
多老作家已慢慢地被世人遗忘，不再
谈起；许多已故老作家出版的图书存
世极少，史料弥足珍贵；然而，在陕西
省吴堡县，一位叫张永强的有心人十
多年来，一直在全国各地图书馆、拍
卖会、旧书市场抢救性整理收集陕西
作家的资料。他说，这不仅仅是一种
个人爱好，更是一种社会责任，他打
算把这种收藏事业进行到底，为陕西
文学的发展留根存脉、建档立卡，供
全国广大文学爱好者研究所用。
凹的未刊登手稿…… 两天前，他又从国
内一个拍卖会上，购得柳青主编的我国
在张永强的藏书室里，
《创业史》
《保 第三套《毛泽东选集》1 至 5 卷，该书全国
卫延安》
《平凡的世界》
《白鹿原》
《废都》 存世极少，价格不菲。还有陕西省第一
《最后一个匈奴》等这些陕军文学巨著都 任作协主席马健翎毛笔书写中堂一幅。
是整架收藏。一些图书，除了国内各种 张永强说，自己收藏的是一笔无形的精
版本以外，还有多种语言的版本。他还 神财富，更重要的是一份乐趣和记忆，是
特意收藏由陕西文学改编的电影、话剧 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文学剧本，原始黑胶拷贝, 拍摄台词本,
如今，张永强已收藏上世纪三十年
DVD 光盘，实寄封，电影说明书，宣传海 代至今的陕西省 500 多位著名作家的作
报等 250 件。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当代， 品，以及作品发表的初刊老报纸、老杂志
种类齐全，形式多样，许多资料是第一次 10792 册（份），珍贵手稿书信书法 14816
集齐面世。
份。其中，
《西北文艺》
《延河》
《陕西文
为了收藏，他利用节假日和出差在 艺》
《群众艺术》等老杂志刊物，从创刊号
外的机会，常常泡在当地古旧书店或拍 到电脑普及前的基本齐全，现在大部分
卖市场，乐此不疲地“寻宝”；他曾以每本 已停刊，是研究陕西文学不可缺少的重
5000 元的高价，购回路遥在上世纪八九 要史料。
十年代签名书7本；他曾在国内某知名旧
想让文献资料焕发生机
书网经过196次竞拍，以10050元的高价
购回 1986 年版中国文联发行的路遥《平
关学是文学陕西的根脉。张永强还
凡的世界》硬精装签名本一套，目前该套 收藏了陕西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关学
书全国仅见二套；他曾以 2.2 万元的“友 大儒张载、李颙、韦应物、路德、韩邦奇、李
情价”，从东北购回上世纪八十年代贾平 柏、杨树椿等先贤名士所著的《张子全书

为500多位陕西作家建档立卡

足协小结中甲联赛
昨天，记者从陕西长安竞技足球
俱乐部获悉，
在 6 月 10 日举行的 2019
年中超、中甲联赛阶段总结会议上，
中
国足协公布了本年度中甲联赛前 12
轮的各项统计数据。其中在人气榜单
上，陕西大秦之水队主场以 23430 人
的平均数字领跑整个联赛，受到了各
方面的一致肯定。本周末，中甲联赛
战火重燃，
根据赛程，
陕西大秦之水队
将远赴客场挑战长春亚泰队。
“球迷的
鼓励和支持是我们的动力，我们将全
力以赴打好下半赛季的比赛，争取用
更好的成绩回报大家。”
陕西大秦之水
队相关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

NBA 总决赛第五场昨天战罢，总比分 1:3 落后的金州勇士队
挽救一个赛点，以106:105客场艰难战胜了多伦多猛龙队。
前4场对决，猛龙队取得3：1的领先，拿到赛点。此役，卫冕
冠军勇士队背水一战，队中头号球星杜兰特复出。不过，第二节
还剩下 9 分钟左右的时候，杜兰特在一次进攻中又受伤了。但
是他的表现激励了队友，库里在上半场11投中7得到23分，本
赛季季后赛第 10 次半场超过 20 分，在近 20 年，只有詹姆斯和
奥尼尔半场得分超过 20 分的次数比他多。在库里和杜兰特
的联手下，勇士队反客为主，在首节以34：28领先6分。这一
优势一直延续到第四节的开局。两队实力相当，在第二节、
第三节，双方单节都是战成了平分。
从未取得过总冠军的猛龙队，
非常渴望能在家门口捧起
奖杯。第四节，
猛龙队开始反扑了，
还剩5分多钟，
伦纳德投
中3分球，
帮助猛龙队反超了比分，
96：
95。比赛的态势从这
一刻倒向了猛龙队，
伦纳德一个人连得10分。勇士队毕竟
是卫冕冠军，
他们见过了各种各样的阵势。越命悬一线越
能激发斗志，
比赛还剩56秒，
汤普森的3分球，
让勇士队再
度领先。最后 15.7 秒，落后 1 分的猛龙队有机会绝杀比
赛，
但洛瑞未能完成最后一攻。根据赛程，
双方第六场14
日将移师勇士队主场举行。
本报记者 王战荣

之经学理窟》
《二曲集》
《学旨要
略》
《时艺集》
《关中课士诗》
《仁在
堂时艺引阶合编》
《正蒙会稿》
《太
白山人槲叶集》
《韦苏州集》等 117
册（件）珍贵线装古籍书。
一些研究者看过张永强收藏
的“陕西作家文献资料”后表示，这
批书籍的真实性没有问题，很多作
品在国内图书档案机构也未必有可
能存档，作为个人收藏在全国也是
少见的，其史料价值不可低估。
张永强的藏书中，有一部分是
清朝、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前印刷出
版，孤本难求，部分图书因为条件有
限，发黄掉页不好保管。如今，他想
把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整理起来，扫
描成电子文档版，建一个文学陕西网
站，供广大文学爱好者在网上查阅学
习。并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公开展示
这批珍贵的陕西文学系列藏品，捐赠
出来供全国广大文学爱好者参观、研
究，让更多的人了解、铭记陕西文学。
本报记者 夏明勤

陕足人气高获好评

联赛前 12 轮当中，陕西大秦之水队一共
进行了5个客场比赛，其中每场都有数量
不等的球迷随队远征。他们在客场为
“西
场均人数排第一
北狼”
呐喊加油的场面也成了本年度中甲
中国足协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本 联赛前12轮的一道风景线。
“球迷的鼓励和支持令我们动容，
唯一
年度中甲联赛前 12 轮，主场平均上座人
只
数在万人以上的只有 4 支球队，分别是： 遗憾的是球队在前12轮当中战绩一般，
陕西大秦之水 23430 人、石家庄永昌 取得了4场胜利，接下来我们将会顽强拼
争取用更好的成绩回报大家对我们的
15249 人、长春亚泰 10279 人、南通支云 搏，
”
陕西大秦之水队相关负责人说。
10111人。排名最后的三支球队分别是： 厚爱。
新疆雪豹纳欢 4211 人、辽宁沈阳宏运
六月战役很关键
3094人、上海申鑫2408人。
根据赛程，中甲联赛本周末战火重
其实，
陕西大秦之水队能够在中甲联
赛人气榜单上领跑早已经不是新闻。长 燃，陕西大秦之水队将远赴客场挑战长
期以来，陕西的球迷就以热情高、人数多 春亚泰队。作为一支同样拥有“魔鬼主
而闻名全国，甚至令很多中超球队羡慕。 场”的球队，长春亚泰眼下也在为保级而
本赛季，
要不是因为陕西省体育场在按照 战，所以此役对于陕西大秦之水队来说
全运会的要求进行升级改造，
陕西大秦之 任务艰巨、意义非凡。
其实除了长春亚泰队之外，
六月份陕
水队被迫将主场迁移至渭南市体育中心，
恐怕“西北狼”的主场上座人数还会更 西大秦之水队还将直面另外两个保级的直
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年度中甲 接竞争对手新疆雪豹纳欢和四川队。如果

客场艰难取胜
勇士队挽救一个赛点

一球小胜塔吉克斯坦
里皮回归后国足两连胜
昨晚，中国男足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进行了里皮
回归之后的第二场热身赛。结果，在与塔吉克斯坦队
的较量中，国足凭借杨旭的进球，以 1:0 击败了对手，
取得了里皮回归之后的两连胜。
此役原本是国足计划中的一场抢分大战，但在上一
个国际比赛日提前锁定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种子队席
位之后，本场比赛也就变成了一场纯粹的热身赛。为
此，里皮改变了策略给了更多年轻人机会，朱辰杰、李
磊、高准翼、王刚等年轻球员都出现在了首发阵容当
中。而备受关注的归化球员李可本场比赛并没有首
发。比赛开始后，
国足一直占据着主动，
并且在第10分
钟由杨旭打破了僵局。此后，
比分落后的塔吉克斯坦
队发动了反击，
且取得了多次射门。面对对手的强力
冲击，
中国队很难形成控球优势，
无奈之下，
里皮做出了
换人调整，
归化球员李可替补吴曦登场，
张玉宁替下了
进球的杨旭。最终，
国足以1:0领先结束了上半场。
易边再战，
中国队继续加强中场力量，
来自天津泰
达的买提江和来自江苏苏宁的谢鹏飞获得了出场机
会。在场面上中国队重新掌握了主动，
但塔吉克斯坦
队的反击依旧颇具威力。你来我往中，
两队均未能取
得进球，
最终中国队以1:0击败了对手，
取得了本次集
训的两连胜。根据安排，
本场比赛结束之后，
国足就地
解散，
下一次集训将在8月进行。 本报记者 王战荣

肖云儒做客“经开大讲堂”
讲述中华传统文化
本报讯（记者 成东丽）为了深入挖掘古都历史文
化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时代，助力西安
“书香之城”建设，
“经开大讲堂·名家讲坛”近日在经开
区蓝海风中心正式开坛。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做了“精
神沃土——中华传统文化关键词”为主题的讲座，受到
现场听众的热烈好评。
城市幸福感的提升离不开文化元素的支撑，
“经开大
讲堂·名家讲坛”以“传播优秀文化，共享文明成果，提升
城市品位，实现文化繁荣”为宗旨，邀请文艺名人和学术大
家与市民零距离对话、交流，共享精神盛宴。在当天的活
动中，肖云儒从中华传统文化的时空结构、核心内容、精神
表征、思维特征四个层面，围绕两河、两区、两圈、两路、天人
合一、厚德载物、执两用中以及儒、释、道、易等关键词，深入
浅出地讲述中华传统文化，让听众认识和理解中华传统文化
的理念、智慧、气度与神韵。

届时能够在这些对手身上拿到相
应的分数，
那么本赛季陕西大秦
之水队的保级任务就会轻松许
多，
否则，
前路将异常艰险。
众所周知，前不久陕西大
秦之水队迫于成绩的压力刚
刚进行了换帅，王波接手球
队之后虽然取得了 1 胜 1 平
的战绩，但他本人与球队的
磨合还不够默契，所以大家
期待着能够通过最近一段
时间的训练，陕西大秦之
水队尽快进入预期的状
态。另外，在人员方面，
本报讯（记者 王伟伟）6月11日19:30，
由西安绿茉莉S俱乐部
王波称，球队存在更换
编排表演的节目《水江南》在央视三套《向幸福出发》栏目中播出。西
外援奥古斯托的可能，
安绿茉莉S俱乐部是由西安
“公益爱心倡导者”
盛小慧于2009年倡
因为受伤病的困扰，
导并组织创立的群众性艺术团体，
该艺术团坚持公益性，
倡导积极健
巴西人的状态与之前
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艺术理
相距甚远。
念。自成立至今，
盛小慧坚持深入生活，
自编、
改编了《走进新时代》
《万
文/图 本报记者
泉河水》
《梦里水乡》等各类节目和作品。2019年，
该俱乐部精心编排了
王战荣
节目《水江南》，
着力表现江南水乡的柔美和人民生活的幸福。

《水江南》亮相央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