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安亮相金球奖红毯
第 !"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颁奖仪式近日在洛

杉矶举行。华人导演李安执导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获得最佳原创音乐奖。左图为李安（左一）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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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翻阅起自己的回忆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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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余年，他

把抢救民间文化做得轰轰烈

烈，以至于人们几乎忘了他同时

也是优秀的作家、画家、教育家。

!"岁后，他决定把自己未来的时间

都献给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

为了这项新的事业，他打算

再次“从头开始”。

冯骥才

文化守护者
70岁又出发

聂 聆

岁尾年初，各大电视、报刊、网络“年度

人物”纷纷揭晓。于是，一些名人频频出镜，

今天“市台”，明天“省台”，后天“中央台”，

头顶各种“桂冠”，忙得不亦乐乎。

获奖之盛、采访之多，让名人们“累得不

行”。“名人之累”，与媒体一哄而起式“追

星”有很大关系。媒体总想着靠名人“撑脸面”，

提高收视率、点击率、影响力，于是各类评选“你

方唱罢我登场”，让名人疲于应付，不堪其扰。难

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接受某媒体采访

时，笑称最希望“结束本次访谈”。

从名人自身来看，在面对各种奖项和媒体

时，名人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一种是不愿驳别人的面子，只好忍受。正

如巴金所说的那样：“我实在痛苦。我常常不

愿伤人，结果只有委屈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

矛盾，也充满烦恼。我说我一直在为消灭矛盾

而奋斗，可是我不够坚强。”冰心为此专门致

信巴金：“‘名人’之累，有时总不能避免，

避免了仿佛显得骄傲，说实话，我并不抱怨。

老弟，忍着点吧！”

还有一种则是乐此不疲，“心向往之”。

不管什么奖项，不管谁人邀请，统统来者不

拒。在他们眼里，出镜越频，获奖越多，不但

扬名立万，而且有利可图。但是，这样的人，

到头来，不是被“捧杀”，就是被“棒杀”。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王安石笔下

的仲永，少年天才，到处露脸，疏于修习，最

后“泯然于众人矣”#

作家肖复兴先生说：“文化名人需要有自

知之明，自己即便再学有所长，哪怕是学富五

车，也不可能包打天下，遇水搭桥，见山开

路，处处逢凶化吉。文化名人不是万金油，可

以随时擦；不是胡椒面，可以到处撒。”对于

那些喜欢抛头露面的名人来说，如果没有选对

过河的“桥”和“船”，昨天的“诺曼底”就

可能成为今天的“滑铁卢”。

对于名人出镜，王选院士也有一段经典论

述：“一个真正有才能、正在创造高峰的科学

家，哪有时间去频频上电视？上电视说明我的

科学生涯快结束了，只能在电视上露露面了。”

这种清醒认识，值得深思。

$%"& 年，居里夫妇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后，聘书、荣誉、频繁的社交活动和采访接踵

而至。于是，他们化装躲到了偏僻的乡村。当

一名美国记者找到他们时，居里夫人很坦率地

告诉他：“在科学上，我们应该注意事，不应

该注意人。”

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出名挂号的事忙多

了，用在事业上的心思精力就少了。中科院院

士、国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鳞，对自己

有一个评价：“只顾埋头拉车，拙于人事交

往。”正是这样不事张扬，不愿应酬，只想着

把工作干好的人，才能撑起我们的事业，才能

挺起中国的脊梁。

名人之累
谁 之 过

张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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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南京奏响新年音乐会
郎朗 '"$& 南京新年音乐会日前在南京举行 （右

图）。音乐会上，郎朗演奏了肖邦、舒伯特等名家的

数十首世界名曲，并与 $""名琴童同台演奏，共庆新

春佳节。

陈云林看望洛杉矶侨领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率领的代表团近日

在洛杉矶看望当地侨领和台胞代表，并与他们进行座

谈。上图为陈云林（左）问候著名侨领胡顺。毛建军摄

两岸知名画家联袂创作
两岸百位知名画家日前齐聚台湾新北市，出席

“两岸名家交流笔会”。上图为台湾刘国松、江明贤、

大陆张立辰、霍春阳等 $"多位名家现场发挥，联袂

创作中国画《宝岛游踪》。 董会峰摄

一个过了而立之年的光头男人站在舞台上，为各式各样的男同胞寻找女朋友，他也

成了中国最红最特别的“月老”。他的蹿红让人顿悟，原来主持人还有“这一款”———

冯骥才!"岁了。
白发是有的，但不算多。岁月并不总是催人老，尤其对

于他。天生的强健体魄，常年勤于思考与走南闯北的田野调
查，让他依然精力充沛，可以大声谈笑，走路生风，脑子里、
手边上有干不完的事儿。

过去十余年，他把抢救民间文化做得轰轰烈烈，以至于
人们几乎忘了他同时也是优秀的作家、画家、教育家。大多
时候，大家眼中的他，是不停顿抨击伤害文化传统时弊的学
者，是大量而密集地发动一场场抢救运动的知识分子，拷问
的都是令这个时代振聋发聩的命题。他说，我把自己钉在了
文化的十字架上。

对于自己，他则很少谈论。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他的
家世。不只别人，连他自己也常常因为忙碌而忘记年龄，忘
记自己。直到某一天，突然发现，不知从何时起，自己在镜头
里变成了眉头紧蹙、忧思重重的老头。直到某一天，《时光倒
流七十年》的音乐击中他，翻天覆地般伤感的旋律把他带回
时光隧道，数不清的往事迎头飞来。

童年和少年是一团发光的梦

在冯骥才的印象里，童年到少年是一团发光的梦：明
亮、温暖、朦胧、无忧无虑。

他虽然出生在天津，他父亲的家族却在浙江宁波，母
亲则来自齐鲁大地的名城济宁。准确地说，他出生在一个
商人的家庭，从爷爷到父亲都是一生经商。父亲事业如日
中天的时候，他们家在天津英租界腹地大理道有(栋楼宇，
光汽车就有(辆，两个司机，)个佣人。

殷实的家境并没有助长冯骥才的纨绔之气，反而很早就
让他看淡了钱这回事，“我的天性看不到生活中的商机，对营
利的事毫无兴趣”。然而，对于“我是谁”“我将来会死吗”“宇
宙的边儿在哪里”这类问题他却十分好奇，勤于思索。

人的天性从少年时期就可以看出来。母亲说小时候的
冯骥才，早晨没睁开眼时已经开始说话了，晚间眼睛合上
仍然没有闭嘴；只要有一点精力都会把嘴巴使尽———他至
今仍然如此：对世界充满好奇，很多时间在自己的想象中
而不是在现实中生活。

由于太不守规矩，初中一年级他就被学校贴告示警告
处分。到初二加入少先队时，他的身高已超过一米七，对运
动特别是篮球和足球热情高涨，一直是学校的篮球中锋。初
中三年级时，他开始学习国画，曾先后师从严六符、惠孝同、
溥佐、张其翼。此后，又师从国学家吴玉如学习古文。

与生俱来的绘画天赋本可带他走上更高的学府。然而
高中毕业后，在考取中央美院而大有希望被录取的当口，他
最终因为“阶级出身不好”被拒之门外。$%**年开始的红色
风暴，将他艺术的、唯美的、理想主义的世界一夜粉碎，迅速
摧毁他的家庭。为了生计，他先后做过业务推销员、塑料印
刷工，画过草帽和玻璃镜片，饱受磨难。那团发光的梦一度
被掩埋了起来。

文学和绘画已经成为生命方式

在急转直下、一落千丈的骤变之后，冯骥才放下画
笔，拿起了更沉重的文学的笔。那段时期，他手不释卷地
阅读中外名著与艺术史，一个人站在屋子里背诵 《蜀道
难》、 《赤壁赋》、 《致大海》；挎着相机走街串巷调查本
地乡土文学，还大着胆子给报社投稿。
“当时我所做的一切都出自兴趣爱好而非理智的选择。

我感到一种东西在我心里发光，有时这东西跑到我前边吸
引着我，这是一种艺术的理想。”

$%!%年到$%)%年，冯骥才是属于文学的。《铺满鲜花
的歧路》、 《啊》、 《雕花烟斗》、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
夫》、 《感谢生活》 ……那时，他每一部作品出来，都会
收到数百上万封读者来信。有的信打开时，沙沙作响，是
读者写信时泪水滴在上边所致。

如果那么坚持走下去的话，冯骥才或许会成为一代文
学巨匠，抑或是一流的画家。他的挚友之一，著名导演谢晋
曾好意劝他：你的精力太分散了，如果能集中干任何一件事

都会不得了。话虽有理，但冯骥才依然我行我素。比起集中
精力干一件事，他更喜欢来回穿梭的感觉。

文学和绘画与他相伴半个世纪，如今虽不是他的主
业，却已成为他的生命方式。所谓生命方式，就是不管干
什么，他身上总能保存着浪漫、敏感和想象力这些编码，
不生不灭，不增不减。
“这几年，灵感还是往我身上扑，我能做的就是推开

它。”
不久前，他一个人在屋里放着音乐，看着墙，刚好有

黄昏的风吹照在墙上，突然就觉得像一片秋天的松柏，秋
天的风吹过来，一大片叶子在飘，有一些光影在闪。当时
他想回去后一定要把它画下来，可是回家后已经精疲力
尽，只好放弃。

这些年老在路上，他脑子里常会浮现出许多小说的人
物、细节，可是每次差不多想好的时候，终点到了，一下车，
一握手，一说话，一吃饭就全忘了。不能随时写和画，难免会
遗憾，不过把想象当做一种享受，现在的他也乐在其中。

继续向巨大的无形的对手宣战

在被认为是最充满创作活力的年华，冯骥才
丢开最热爱的文学与绘画，去做一名文化的守护

者。他承认：“开始时，只是出于一种文化情
怀，并不知道我已经把另一种责任拿了起来”。

近'"年来，他卫古城，哭古街，救年画……
不辞辛苦，踏遍河北、山东、山西、江苏、浙
江、安徽、江西等!个省份的几十个村落，进行
登记普查。他没想到，自己一生最忙的时期竟是
在甲子之年。

他已然分不清这一切是命运的驱动，还是责
任的使然。总之，他常常觉得自己把一座沉重无
比的大山压在脊梁上，并不时听到“自己脊梁骨
嘎嘎作响”。在这个人们多半要“告老还乡”的
人生阶段，他自己忽然站到了自己的肩上———忘
了自己和看清楚了世界。

这些年来，他不是没有成就感，但挫败感也
常伴左右。有时他觉得自己成功了，有时又觉得
很失败，特别是当他面对着巨大的无形的对
手———这个对手无所不在，不是商人，不是官
员———是这个社会巨大的利益需求。

去年“两会”期间，他和一位政协委员就应不
应该把钱写进价值观起了争论。金钱是需求不是追求，文化
不能产业化政绩化……诸如此类的观点，只要有机会，他向
来不惧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不只要告诉全社会，还要告诉那
个“无奈、孤单和弱小却不肯放弃的我”，“如果你不能证明
我错了，我就决不会停下来或者掉过头去”。
“人们自己走自己的路，谁也不管谁，而我却选定了

这样一条路……这是一条时而欢乐，时而痛苦的路；这是
一条充满荆棘的路；一条爬上去艰辛，滑下来危险的路
……但我决意走这样的路，因为它是一条真实的路。”年
轻时，冯骥才在最灰暗的时候写过一首叫《路》的诗。

这首诗今天读起来有着另一番骨气。去年过完 !" 岁
生日的第二天，他跳下床挥笔写了“春回”二字，问自
己：难道我还要站在生活的激流中吗？答案不言而喻。他
已经决定把自己未来的时间都献给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
展。为了这项新的事业，他打算再次“从头开始”，从头
开始普查，从头开始制定标准，从头开始设计规划，从头
开始面对新的困境，寻找新的出路。

一档电视节目《非诚勿扰》，让
全国的观众认识了孟非。这档相亲
为主题的节目创下收视奇迹，成为
大众话题。孟非的身份也已经超越
了“娱乐”，成为行内研究的“孟非现
象”。

'"$'年%月，崔永元、孟非一起
摘得第'*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
主持人”奖，孟非也成为第一位获得
金鹰奖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非央
视主持人。

塑造平民化新闻主持

孟非因为《非诚勿扰》火爆全
国，但在南京，早在做“月老”之前，
他就家喻户晓，一切源于一档民生
新闻节目《南京零距离》。
《南京零距离》是全国首家尝试

新闻一小时节目直播的栏目，节目
的主旨是“为平民百姓服务”。节目
主持人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节目的成
败，因此台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举棋
不定。面试了众多主持人之后，孟非
出现了。
“孟非做过记者，他采访时问话

比较到位，心态也比较好。主持人在
生活中怎么与人相处，很重要。他是
盛气凌人还是平易近人，结果会很
不一样。孟非他生活里就比较低调，
比较真实，并且能在电视上还原、表
现这种真实。”当时栏目的制片人
说。

第一次上电视，孟非就穿着自
己平时穿的衣服去了演播间。作为
一档新闻直播节目，*"分钟的时间
里，他手上只有一张新闻串联单，所
播内容都是&个小时之内发生的事
情。没有稿子，更没有提示器。这么
多新闻怎么串起来呢+ 孟非思考再
三，采取一种谁都想不到的方式播
起了新闻：他即兴发挥，像拉家常一
样把平时的思考和经历变成幽默、
精到的即兴评点，就成了串联词。台
领导和同事们看得心里七上八下：
这能行吗？

谁也没料到，《南京零距离》第
一期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
一夜，电视台摄制组的电话都快被
打爆了，《南京零距离》一炮而红。

从选稿到播报内容，孟非全权
负责。他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新
闻主持人”的概念，成功地塑造了另
一类平民化的新闻主持模式。

从新闻转身到综艺

“欢迎收看大型生活服务类节
目《非诚勿扰》。”

两年多来，它成了电视界的一
场超级旋风，开播未满半年，收视率
就达到(,$-.，成为中国电视日常节
目的近年最高纪录。

有人分析说，《非诚勿扰》的成
功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这是一个
真实的节目，它的特点就是原汁原

味将正在进行的真实发生的情况展
示给观众，这种真实的表达让观众
感到很刺激，所有人都不知道下一
秒会发生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做过新闻评
论主持人的缘故，孟非说起话来总
是一套一套的，于是难怪“非哥语
录”在当今广泛流传。

从新闻到综艺的转身，令孟非
被网友评价为“史上最特别的月
老”。相比传统节目主持人，出身新
闻的孟非显得更为睿智稳重，干净
利落的主持中不忘适时地调侃和搞
笑。如果说《非诚勿扰》是火锅，孟非
可以做到一边利索地给火锅加上
料，一边又不紧不慢地调节着火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