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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止是我们，在我们对他身边
工作人员的访问中，大家对于成思危的印
象，都是一位爱国、谦和、质朴、勤奋的
宽厚长者。

成思危曾说：“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
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于心”。当他向我们
讲述起他人生中的三次转折时，我们发现，
跌宕起伏的是他的人生，不变的是他那颗立
志报国的赤子之心。

成思危非常坚强。2006 年，他被发现患
了直肠癌，后来做了三次手术。他常说，自己
是“审慎的乐观主义者和完美的理想主义者
的结合”。2008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有
一年，他有 100多天都在国外发表讲演。“他
为什么这么拼命工作？就是那份爱国情怀和
责任感在支撑着他。他懂多国语言，所以总
是不知疲倦地从学术角度去宣介中国，让更
多的人了解中国。他认为，只要活一天，就要
为国家多贡献一天。”7月13日，成思危身边
的工作人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虽然年事已高，但成思危给人的印象
依然是精神矍铄”。“成思危用‘退而不休’四
个字来形容他的生活，就如同他传奇色彩的
人生，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能为中国做点
事”……

这位工作人员给我们描述了成思危退
休后的日常生活：每逢“五一”、“十一”等假
期，他都在家里写书、看新闻、上网掌握最新资料。就在今年，成思危还出了一
本书《中国股市回顾与展望》，当时他躺在病床上，却仍然在认真审稿。

成思危的知识面非常广，他的家里摆满了书，不论走到哪里，他最喜欢的
就是买书。甚至在住院治疗时，身边还放了很多书，坚持读书写作。他总是对
身边的人说，凡事只要关注，就没有学不会的。“我46岁去留学，还是由化学改
行学工商管理，一样学成归国。”快70岁时，成思危担任了中国拉丁美洲友好
协会会长，参加活动时，他发现当地人多用西班牙语交流，于是，他花了两年
时间学会了西班牙语，并且能用西班牙语发表演讲，让人敬佩。成思危经常
说：一个人要有上进心和求知欲，还要有责任感，对社会的贡献才会更大。

一个多月之前，成思危度过了他的最后一个生日。6月11日，当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看望他时，他即兴赋诗《八十回眸》：“畅
游人间八十年，狂风暴雨若等闲。雏鹰展翅心高远，老牛奋蹄志弥坚。未因权
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功成名就应无憾，含笑扬眉对苍天。”

成思危去世后，他的学生、知名经济学家马光远发表微博，回忆道：“作为
学生，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先生是极少数身居高位仍然坚持说真话的人。”“未
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八十回眸，成思危可以含笑扬眉对苍天。

即使是在谈论互联网思维的当
下，剧本的重要性也依旧是大家强
调的重点，好剧本是成就经典作品
的必备条件。好剧本能够促成人才
的出现，能够“造星”；相反，一个文
学质量低劣、思想浅薄的作品会毁
掉一批人，丢掉很多机会。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张
和平认为。

本土电影危机是一个大气候，一
个文化现象。它的缓解不是一个人能
完成的，也并非某一个导演能完成
的。对如今的本土电影而言，放弃年
轻观众就意味着放弃了票房。在美国
大片频繁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必须
用创新来守住我们的阵地。

——演员刘佩琦表示。

从影视业“IP 热”中不难看出，
在互联网思维浸染之下，影视业本

身也正在发生变化。影视剧本的创
作不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出
现了更多粉丝互动与大数据的反向
影响。“IP热”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
变了原有的创作模式，但这种创新
如果被逐利的投机资本所绑架，则
有可能更加伤害本已脆弱的“原创
创新”。过于热炒“IP”的一个后果，
是原本水平较低的原创力量可能遭
受重大打击。这对影视业而言无异
于拔苗助长。

——导演侯孝贤指出。

现如今一些昆曲迷喜欢看青春
派昆曲。能够让昆曲年轻化这很
好，但它也有负面作用，就是把看
昆曲变成了看演员漂不漂亮。对于
昆曲而言，演员只有具备更多的生
活阅历，其对于艺术的掌控能力才
会有所提高，才能表达好人物的精
神个性。

——江苏省昆曲院院长李鸿良
认为。

当下如何在漫天的信息中捕捉
最有价值的信息，是电影编剧需要
认真思考的问题。什么是有价值的
题材？这恐怕很难有定论，任何题材
都可能创作出震撼人心的作品，题
材之间并不存在高下之别。因此，电
影编剧不能人为地将自己封闭起

来，而要更多地和社会与民众联系，
在纷繁的信息流中把握生活的主
线，捕捉最有价值的部分来进行剧
本的创作。

——编剧刘恒说。

新媒体对电影的冲击，不仅是载
体之间的冲撞，也带来了技术的变
革、市场的变迁以及人心的变动。当
影像变得唾手可得，电影的专业性壁
垒正在化解。因此，电影编剧不仅要
有影像观，还要有技术观、市场观。

——影视制作人汪远指出。

近些年大陆新兴漫画家的素质
都很好，只要能够坚持创作下去，加
上生活经验和阅历的积累，作品就
能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如果能够尽
快形成一个好的模式，必然会吸引
更多的人投身这个行业。

——台湾漫画家萧言中认为。
（曹馨月辑）

“中国音乐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也
是当今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直接体现，通过音乐这
一表现形式把中国文化传递出去，让中国音乐真正走
向世界，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真正‘讲好中国故事、塑
造中国形象、传递中国声音’。”

在 6 月 18 日闭幕的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新当选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钢作了
如上表示。

叶小钢，广东南雄人，1955 年生于上海一个音乐
世家，4岁起随父亲叶纯之学习钢琴。1978年，叶小钢
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师从杜鸣心教
授。1988年至 1992年，他前往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作
曲系学习。

叶小钢从小喜爱诗词，古诗词中深邃优美的中文
表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希望我的音乐能
凛然绽放于中国文化的天空，发出高质、独立的声
音，给后人留下关于这个时代最美好的记忆。”

2013 年，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音乐厅举办了叶
小钢的个人交响作品音乐会，这是美国主流交响乐团
首次专门为一位中国作曲家举办的专场音乐会。叶小
钢为这场音乐会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故
事”。由此，他踏上了用音符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的音乐之旅。

吟诵般的旋律语言，弥漫着东方文化色彩，加之
西方的创作技法，使叶小钢的音乐得到了国际上的认
可，他认为这是时代和个人经历赋予他的成功。

“‘中国标志’就是我的文化烙印。”叶小钢说，
“我生在南方，在农村长大，艰苦而丰富的生活经历让
我对中国各地民族民间音乐有了一定积淀，甚至成为
我血液中流淌的东西，同时造就了今天的艺术成就。”

如果说音乐是情感的艺术，那么音乐创作首先要
准确表达人民群众的基本情感。在中国音协第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叶小钢在致辞中表示，广大音
乐工作者要始终坚持为人民创作、为人民歌唱，用
情、用心打造更多无愧于时代的音乐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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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7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

员长、民建中央原主席、“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

思危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记得2013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报网联动，对成思危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而后

在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成思危又做客本报官

网海外网，纵论经济形势。而今，两年过去，当我

们重新打开当时的视频，回顾过往的点点滴滴

时，只觉得先生仿佛并未远去……

本报记者第一次走近成思危，是为本报与
海外网做人物专访。

那是在 2013 年 7 月的一个下午，我们来到
成思危在民建中央的办公室（上图）。当时，他身
着白色短袖衬衫、浅灰条纹长裤，身材高大，步
履稳健，精神矍铄，笑容随和，没有任何架子，一
切都令我们感到亲切而轻松。访谈开始前，他还
特意询问摄像师：“我今天没穿正装，这样可以
吗？”

办公室的陈设简朴大方。一面深赭色厚重
充实的大书柜，一张堆满办公用品而又不失整
洁的书桌，一组黑色的简式沙发，沙发上方悬
着一幅字：“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
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成
思危说，这是他的座右铭。

这次访谈是本报首次进行报网融合的新尝
试。本报记者与海外网联合采访，除采写文字
稿外，还全程拍摄了视频，并制作成二维码，
配发在 2013 年 8 月 2 日的本报 《名流》 版上，
读者扫描二维码，即可看到采访视频。

记得当时，成思危坐在临窗的沙发上，将
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娓娓道来：16岁时，抱
着对新中国的憧憬和理想，他只身离开香港回
到广州；“文革”中被下放去烧锅炉，却利用
业余时间自学多门外语；46岁从化工专业转学
工商管理，赴美攻读，学成后将现代管理和风

险投资的理念带回国内；1994年，接受时任民
建中央主席孙起孟的邀请加入民建，从此步入
政坛，历任民建中央主席，第九届、第十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卸任后，他又回归学
者身份，坚持做研究、撰写专著，每个月还给
中科院的研究生授课。

“虽然我没在湖南生活过，但可能还是继
承了湖南人的内在性格：一旦看准了的问题，
九头牛也拉不转。就像我父亲一样，敢于屡败
屡战。幸运的是，我这些选择都对了，但当时
看来，都冒着风险。”

讲述起人生中几次关键的转折，成思危的
语气始终是那么平和。历尽峥嵘，他依然耳聪
目明，思维敏捷，精力充沛，谈笑间还配合着
生动的手势。原定40分钟的采访延长到1个多
小时。成思危不仅分享了他的人生故事，对于
当下资本市场的问题，也阐述了精辟独到的见
解。访问中，为了保持摄像的连贯，在 1个多
小时里，他几乎没有端起过茶杯喝水。

临别时，记者与成思危合影，并邀请他有机
会来本报给大家讲课。成思危欣然接受了邀请。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海外网策划了一组
“高端访谈”系列节目，邀请专家解读两会热
点话题。于是，我们试着邀请成思危来解读

《政府工作报告》。尽管 2月底刚从国外出访回
来，两会期间日程安排也很紧张，但接到我们
的邀请后，成思危很爽快地同意了来海外网演
播室录制节目。

3月7日下午3时，成思危轻车简从来到海
外版，在与海外版总编辑张德修、副总编辑王
咏赋等亲切交谈时，成思危说，他父亲是著名
报人成舍我，因此对于新闻工作者，他有着一
份天然亲切的感情。

主持这次访谈的海外网主播孙晓璇对当时
的细节记忆犹新。“我给成老递上名片，他拿
起来仔细地看了看，笑着说：‘我就叫你晓璇
吧！’随后很自然地把名片放进胸前的衣兜
里。我当时心头一热，紧张的感觉一下子就没
有了。”

访谈中，成思危思路清晰，表达流畅，深
入浅出，用简单易懂的语言阐释了经济形势、
人民币国际化、上海自贸区等专业性话题。整
个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停顿和休息。他那饱满的
精神状态、雍容的气度、睿智的谈话，让年轻
的工作人员佩服不已。访谈结束后，成思危对
孙晓璇说：“你们的演播室很专业，你的主持
也很好！”这句鼓励一直深深地刻在孙晓璇心
里。

海外网的同事们说，回想那次访谈，成老
有高屋建瓴的视野，有洞若观火的分析，有忧
国忧民的情怀，给大家留下的是“专业、认
真、严谨”的印象。

两度走近成思危

“含笑扬眉对苍天”

畅游人间八十年，狂风暴雨若等闲。

雏鹰展翅心高远，老牛奋蹄志弥坚。

未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

功成名就应无憾，含笑扬眉对苍天。

八十回眸
成思危

叶小钢：中国音协新“指挥”
姜 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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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2014年3月7日，成思危在海外网录制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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