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朗诵，如何入耳又入心
■ 本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真情真挚，方可入耳入心。敬一丹一语道出朗诵艺术的精髓。

朗诵是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大众文化艺术形式，它在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的同时，也起到了传播文化、净化社会的作用。

朗诵看似没有门槛，但把文本变成有声语言，其实是一种有着很大表现空间的二度创造。因为有很大的表现空间，所以朗诵吸引着每个时代的人们去
尝试；也因为有很大的表现空间，今天，我们需要建立起朗诵的审美体系与评价标准。

作为第一套面向社会大众的朗诵教材，《朗诵的知识与实践》便承担了这样的任务。

用大众语言向大众传播

读书周刊：《朗诵的知识与实践》有三位编
著者。王静老师，您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高
级编辑，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另一位编著者
马玉坤老师，更为人知晓的名字是“陈亮（播音
名）”；还有一位编著者白贵老师是新闻传播学
一级学科博士点学科带头人。这样的编著团队，
涵盖了朗诵的文本、实践与研究，非常全面和强
大，我想这奠定了这套书的学术水准。

王静（《朗诵的知识与实践》第一编著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夏青杯”朗诵大赛创始
人）：非常感谢您看到了这一点。但在保证这套
书的学术水准的同时，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努力
方向是，让这套书更适合普通读者。因为朗诵
本身就是一种大众的艺术形式。但是，之前只
有高校出版过播音主持专业的专业教材，却一
直没有一本能够惠及大众的通识教材。我和另
外两位编著者达成共识，作为第一套面向社会
大众的朗诵教材，这套书一定要有突出的实用
功能和强烈的通识性，因此我们在编著过程中
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如何用大众语言向大众传
播朗诵的专业知识。

读书周刊：结果证明，你们很好地应对了
这一挑战。

王静：是的。这套书在系统性和可读性方
面还是可圈可点的。上册对朗诵的定义、表现
形式、文化价值、发展历程、现代转型等方面进
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让大众从一个全新的角
度、更高的层次，去打量和思考朗诵这一似乎
司空见惯的群众文化形式。此外，还对不同文
本的朗诵技巧、评判标准做了分类说明，也针
对朗诵文本的误选、误读与误表达，以及朗诵
的一些常见问题，进行了解析。

下册则由“名家访谈”和“‘夏青杯’获奖者
分享”两部分构成，这些名家和获奖者的创作
路径、审美认识、创作感受和经验，相信对每一
位热爱朗诵和有声语言表达的朋友，都会产生
最直接的指导意义和切实可行的帮助。“名家
访谈”尤其珍贵，我们访谈了 20多位朗诵艺术
大师，其中赵忠祥老师，我们的访谈可能是他
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同时，我们为大家
提供了名家朗诵示范，只要用微信搜索或扫描
“丹曾诵读艺术讲堂”公众号，读者朋友们就能
听到这些名家的代表作。

读书周刊：怎么想到要出版这样一套书？
王静：2009年秋天，第一届“夏青杯”朗诵

大赛启动。赛前，我多次召集有声语言界的前辈
专家开会， 讨论朗诵的审美体系及评分标准等
相关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
张颂先生对我说：“咱们北师大中文系的毕业生
文字能力都不差， 做点研究的事儿总结一下。”

他一直叫我师妹， 他这话是在鼓励我动笔去写
些朗诵的研究文章。后来，张颂先生病重，我去
他家中探望，他在病中再次提及这个话题。

“夏青杯”朗诵大赛 10年间举办了 5届，最
后一届，全国报名参赛人数近百万。但是，历届参
赛者身上一直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朗诵创作方法
不对，文本选择不当，理解感受不够，未能很好地
掌握朗诵与表演的尺度，等等。张颂先生的几番
催促和“夏青杯”遇到的现实问题，都促使我下定
决心要去做这件事，也就是做关于朗诵审美体系
及创作方法的规律性的解读与说明。

感谢马老师和白老师，在他们的共同努力
下，这个愿望得以实现。

爱朗诵的人，内心是向善的

读书周刊：这套书的出版，得到了黄怒波老
师的大力支持。黄老师这么做的初心是什么？

黄怒波（笔名骆英，诗人、企业家、慈善家、
登山爱好者、中国诗歌学会会长）：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在担任“夏青杯”朗诵大
赛评委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刚才王静老师提到
的那些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大众对朗诵的热情越来越高。朗诵的
门槛不高，谁都可以参与，是一种很好的群众
文化活动。但整体水平不高，如果没有这么一
套面向大众的普及朗诵知识、 技能和审美的
书，我觉得一些错误的朗诵方法，可能会对朗
诵本身形成伤害。所以，我觉得出这么一套书

是很有必要的。有意义的事，我们就要支持。

第二个原因是，我热爱诗歌，是诗歌的受
益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作为“现行反革命
分子”的孩子，是被社会“屏蔽”的。于是，我就
偷偷地读诗、写诗，用诗歌拯救自己。有一次，

班主任走到我桌边，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
写诗。他很不屑地说：你会写啥诗？但一看之
下，他激动了，把已经走出教室的同学们召集
回来，把我的诗读给大家听。这位班主任从来
就没喜欢过我，但从那以后，他对我的态度变
了。后来学校新来一位语文老师，他开始教我
诗歌的正规写法。

13岁那年，我在《宁夏日报》上发表了人生
第一部作品———组诗 《雷锋叔叔的眼睛看着
我》。学校把报纸贴在了墙上，但把我的名字抠
掉了。还是因为我的成分。但是，名字可以抠
掉，诗歌是真正属于我的、谁也夺不走的精神
财富。我后来下海经商，做企业常常是“夜半惊
梦”，诗歌成了我的“安全岛”。我用诗歌记录自
己的心灵感受，比如我的《登山日记》，是我最
真实的体验，是用生命换来的。

热爱诗歌，很自然就会爱上朗诵。以前我自
己读自己的诗，做“夏青杯”朗诵大赛评委的时
候，第一次听到有人朗诵我的诗，那种意想不到
的艺术张力，让我觉得怎么那么美，简直怀疑这
是我的诗吗。从那以后，我就爱上了朗诵。

王静：我前几天碰到女航天员刘洋，她告
诉我她非常喜欢朗诵。训练的时候，她需要在
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独自待很久，于是，她就大
声朗诵。她说自己在朗诵的时候，整个人不一
样了，情绪得到了调整，内心松快了，浑身好像
又有劲了。她那么率真、帅气地向我讲述她对
朗诵的热爱，让我非常感动。热爱朗诵的人，性
格各不相同，但内心一定是向善的，整个胸怀
是打开的，不会是那种蝇营狗苟之辈。

读书周刊： 有人说诗歌正在离我们远去，
当下已经不是诗歌的时代了。

黄怒波：不会的，诗歌不会远去。在民族的
所有关键时刻，诗歌都是走在前面的，都是指向
未来和光明的。比如新文化运动时期，诗歌寄托
了人们的向往和期待，这种向往和期待，已经超
越了诗歌本身的文学价值。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也是。今天的社会，各方面发展得更为完善，诗
歌不需要承担太多诗歌之外的情感， 而是回到
了诗歌原本的位置。这不意味着诗歌在远去。

无论什么时代， 人们都需要和喜爱诗歌，

因为人总是向往美的，而诗歌总是美的。任何
时代，都有把诗歌写美的人，也有把诗歌写脏
的人，但最终流传下来的，一定是美的诗歌。人
们在选择朗诵文本时，都会选美的诗歌，不会
去选脏的，朗诵无形中对诗坛起了净化作用。

读书周刊：或许这就是朗诵的力量。
王静：能被大声朗诵出来的文本，一定是饱

含美好的情感，能够引发人们思考，是健康的、阳
光的，可以牢牢吸引人们，让人们的心紧紧跟随。

朗诵是一个人在阅读了大量的美文后的选择。

人类文字的历史是 5000年， 人类语言的历
史却以 10万年计，语言远远悠长于文字。小学语
文课上要求学生朗读，诗歌还要求诵出来。但是，

随着年级升高， 我们的教育越来越重视书面表
达，以致孩子们可以写漂亮的文字，却缺乏漂亮
的表达能力。我们的演讲训练进行得太少、开始
得太晚。一个人的样貌是天生的，但一个人如果
可以用有声语言艺术地表达自己，就可以为自己
增添魅力。

标准只有一个：听着舒服

读书周刊：什么样的朗诵是好的朗诵？
王静：很多人对朗诵有误解，把装腔作势当

作朗诵，我听着觉得特别难受。用真心、动真情、

说人话，这是我对朗诵的审美标准。太多人不好
好说话，不用真心去朗诵，那是错的。通过这套
书，我就是要从学理上去说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朗
诵。有质量的朗诵，首先必须阅读，必须有审美判
断，然后在浩如烟海的文本中有自己的选择。

好的朗诵的标准只有一个， 让人听着舒服。

这条标准虽然简单，但放在任何艺术形式里都是
适用的。舒服二字是最高境界，是说的人舒服，听
的人也舒服，彼此能形成共情。不能光是说的人
舒服了，不管听的人舒服不舒服。艺术是要被人
欣赏的，人家欣赏不了的话，你的艺术是什么？

敬一丹：朗诵者自己得用心，通过艺术化的
表达能够真实地呈现文本的内容，让接受者也入
心，我觉得这样就是好的朗诵。舞台上的朗诵，和
我之前在直播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朗诵是一种
面对面的沟通， 大家形成一种特别良性的循环，

这种回馈，使得我更有欲望去表达。

读书周刊：敬一丹老师与朗诵有着怎样的渊
源？哪个时刻、哪篇作品对您有着特别的意义？

敬一丹：我在学校学过播音，但到了电视台
之后，一直做的是采编播的工作，离朗诵慢慢远
了。临近退休的那阵子，我反倒越来越多地参与
朗诵了，主要是因为担任了“夏青杯”朗诵大赛的
评委。比赛有个环节，要求评委参与朗诵。第一次
朗诵的时候，我想得比较简单，以为拿着文本上
台读就行了。 但看到方明老师在上台朗诵时，是
把整首长诗背下来的，而且，他的表达完全是适
合舞台的，适合面对面的。我看到了他的态度和
水平，这让我很惭愧，从此开始认真地对待朗诵。

我第一次朗诵的文本是《我的南方和北方》，

还是王静推荐的。 她做了这么多年的文学编辑，

对文本非常有判断力， 知道哪个文本适合哪个
人。我一看到这个文本，立刻就有了表达的愿望。

我觉得这对朗诵者来说非常重要，首先他得对朗
诵文本有感觉，并且有欲望通过有声语言表达来
跟别人分享。

读书周刊：为什么这个文本如此触动您？
敬一丹：因为这首诗的每一句话好像都能唤

起我的共鸣，好像这首诗带我回到了我做记者时
走过的天南海北。看每一句的时候，好像我眼前
都有一种视像， 那些都是我曾经到过的地方，而
且我能想象到一些在那样的情景下的细节。对于
朗诵来说这种感受和理解文本同样重要，如果拿
到一个作品只能理性地去理解，而无法做到有感
性的认知和感受，这可能不是面对文本应该有的
姿态。

我们面对一首诗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调动自
己记忆的过程。当记者时我对南方、对北方、对四
面八方，都是很有体验的，这种体验就在我内心
深处，处于蛰伏状态，面对那些诗句的时候，一下
子就被调动了起来。日常生活中的积累都是宝贵
的， 我们面对一首作品的时候可能每一段积累、

每一段体验都是灵动的。年轻的朗诵者还是要让
自己的体验更丰富，经历更丰富，这样，当大家拿
到一首诗的时候，内心也就有所准备了。

王静：朗诵是二度创作，创作过程中的一个关
键词就是“感受”。当你有了强烈的感受，有了丰沛
的心理依据时，你表达的文本就会带有温度。

读书周刊：虽然感情很饱满，但敬一丹老师
的表达还是很平和的，给人娓娓道来之感。

敬一丹：我胜任不了高亢的那种。所以我对
文本的选择面挺窄的，我在朗诵方面不是很“广
谱”的人。

把文字变成有声语言， 是一种艺术创造，中
间的空间是很大的。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喜欢朗
诵，就是因为中间的空间很大。我说的是空间，不
是目标，因为同一个文本，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
的表达方式。对朗诵这门艺术，没有范本之说。

读书周刊： 敬一丹老师另外有一部朗诵作
品，也深受大家的喜爱，那就是《变老的时候》。

敬一丹：人与诗之间是需要契机的。也许以
前看这首诗没什么感觉，但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
间里看就不一样了。这首《变老的时候》，恰恰是
在我退休的那一年看到的，可以说与我当时的心
境高度契合。 在那之前我对年龄没有什么感觉，

也不太在意性别。这种忽略，成全了我的职业。但
到了 60岁这道年龄之槛， 我需要告别自己的职
业生涯，我内心就需要一种准备。这时候，我读到
诗里写道：“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
达到的最好。”当时我就想：“这是诗吗？这分明就
是从我心里说出的那句话！”我曾经想 60岁以后
的日子就散漫地过吧，还要什么目标？还要什么
计划？还要什么想法？读到这首诗之后，我仿佛听
到了自己心底的声音： 其实，60岁以后还有很多
可能，还可以变得更好，甚至是你所能达到的最
好。我很想把这种感觉和朋友们分享。朗诵让这
首诗流传得更广，尤其是在中老年群体中，好像
大家都获得了一种内心的共鸣。这再次证明了朗
诵的力量。

《朗诵的知识与实践》（全 2 ?）

王静 马玉坤 白贵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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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笔下不确定的真相和历史
■ 王丽荣 伍华星

近日出版的格非中短篇小说集四种，是格
非中短篇小说的最新集结，囊括了他自创作起
步至今的小说 43部， 其中既有其早期先锋色
彩饱满的实验之作，也有新近的成熟之作。

作为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双料得主的
格非，其写作具有坚韧、准确、绚丽、隽永的智性
特质，笔下的人物都是面对荒谬的误解、欲望的
冲突和命运的捉弄的现代个体， 人生故事大多
笼罩着支离破碎、幽明恍惚的神秘色彩。他将人
生宿命的哲理意识灌注于每篇小说之中， 通过
迷宫般的现代叙事全力呈现世界与人生的不确
定性和偶然性，深入探讨现代人的精神处境。

格非同时也是清华大学教授。 莫言曾评
价：“我们小说家里面有两个大学者，其中一个
就是格非，这两个小说家最让人骄傲。”格非长
期浸润于学术环境之中，其学者身份无疑为小
说创作提供了一抹哲学与思辨的浓重底色。如
小说《锦瑟》，由四个故事构成，主角都叫冯子
存。隐居乡间的冯子存在被处死前讲起一连串
的故事， 故事以李商隐的诗句为线索串联，首
尾相接，第一个故事与最后一个故事的重合让

整个结构成为一个完美循环。而在《青黄》中，

小说围绕着“我”对江南渔村麦村九姓渔户的
历史调查展开，“青黄”这个颇有争议的名词引
起了“我”的兴趣：青黄究竟是一个漂亮少妇的
名字，还是春夏之交季节的代称呢？随着“我”

在麦村的调查，“我”发现了一个个与此相关或
不相关的故事，而“我”所追寻的江南渔村的那
段模棱两可的历史， 却更闪烁迷离；“青黄”是
故事的起源，但随着故事的进展，其含义却越
发模糊。如同格非其他的众多作品，这部分小
说将创作野心置于小说对梦境、命运、时间等
重大课题的探讨，书写了一个个关于宿命和轮
回的文化寓言。 故事情节的重复叙述与相互
消解，扑朔迷离的时间与支离破碎的回忆，故
事情节有意空缺，冷漠的爱情，知识分子的崩

溃……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格非独特的叙事风
格。在那些循环往复的“回忆”中，我们常常感到
时间与空间的秩序感失效， 如同置身在夏加尔
的画中，可以心醉神迷地飘浮在空中，游荡在作
家精心编织的梦境里。

除此之外，格非的小说也不乏对当下社会现
实的关注，这也是伴随着作家创作理念的转变而
出现的风格的转变。长篇小说《敌人》《边缘》是其
艺术追求发生转变的标志性作品,它们“清晰的时
空结构和透明的情节线索消解了以往神秘晦涩
的艺术倾向, 而且还在对文本游戏色彩的抛弃过
程中实现了风格由混沌向澄明的升华”。 不仅如
此, 格非还开始把目光由对文本自身的单纯关注
更多地投向了现实社会人生, 创作出了一批对现
实社会人生饱含着人文理想关怀的作品。如《戒

指花》讲述的是记者丁小曼在报道调查一则老人
奸杀少女的新闻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可怜的小男
孩，动情于小男孩不幸的身世和命运。如果说他
的《欲望的旗帜》所表现的是大学校园中的知识
分子的困境,那么他的《戒指花》则走出了校园,直
视当今中国的广阔社会现实。在小说里，对当下
的刻画，格非使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用手中的
笔直指媒体行业的虚假报道、网民的恶俗、行业
潜规则、群众间的冷漠等现象。《戒指花》里仍能
看到格非作品里精致含蓄的风格特点，同时由于
对底层人物、弱势群体的描写的视角转换，作品
中又展现了作家心底的温情。格非的小说既保留
了“记忆”中“此刻”与“过去”的时空感，又不断深
入社会现实和当下生活， 宛如一把锋利的手术
刀，对文学、社会、历史等问题做出深入的省思。

小说集中的《相遇》，被誉为格非“最好的短
篇”；《时间的炼金术》则被称为格非写作主题与艺
术成就的总结之作； 而被称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
小说《褐色鸟群》，则既是格非本人的代表作，也是
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迷舟》则是格非
的成名之作，由此篇开始，格非以“叙述空缺”而闻
名于“先锋作家”之中。格非的这些小说曾深度参
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文学革命， 既有现代叙
事艺术的繁复、精致，又承继了古典小说传统中的
灿烂和斑斓，他作品中那些人性的迷思与暗语，已
成当代文学重要的语言奇观。 正如毛尖所言：“格
非是一个霍桑式的悲观主义者， 因为他在本质上
是悲观的， 所以他才会写那么多看上去阴郁的东
西。但是在那些悲伤的时刻，他总有一个抒情的东
西出来……在那里固执地给出一些慰藉。”在格非
的笔下，真相和历史都是不确定的，一连串的事实
构建出一个让读者无法走出的迷宫。

《迷舟》《相遇》《锦瑟》《戒指花》

格非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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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欧洲的起源，要追
溯到一场千年大转型。1 世
纪初，亚欧大陆西部划分为
两个世界。一边是拥有职业
军队、银行、哲学、文学乃至
垃圾收集系统的罗马帝国，

地中海是它的中心；另一边
是农业技术落后、几乎无人
识文断字的蛮族欧洲，主导
它的是讲日耳曼语的族群。

而到了 11 世纪， 在从大西
洋延伸到乌拉尔山的广阔
区域内，地中海的霸权早已
失落， 蛮族欧洲不再 “野
蛮”，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合成了一个欧洲。

其间的 1000 年里，匈
人帝国横空出世又骤然衰
落，西罗马陨落，法兰克人
建起了头一个基地在欧洲
北部的帝国，崛起的阿拉伯帝国使东
罗马沦为地区性势力……随着一个
个帝国的起落， 讲日耳曼语的哥特
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克人，游
牧的匈人、阿瓦尔人、马扎尔人，跨海
而来的维京人，取代日耳曼人统治中
欧和东欧的斯拉夫人，在欧洲大地上
来来往往。 这些移民觊觎帝国的财
富，也惧怕帝国的暴力，他们沿着陆
路、海路、河道网，或是拖家带口寻找
新的家园， 或是组成小型战队劫掠，

或是贩卖奴隶、毛皮取利。

《帝国与蛮族：从罗马到欧洲的
千年史》 讲述的是一个从罗马到欧
洲， 移民改变世界的故事。1000年的
迁徙终结了罗马帝国主导的秩序，罗
马人眼中的蛮族重绘了亚欧大陆西
部的人文地理和政治版图，在帝国与
蛮族的角力中，现代欧洲的雏形逐渐
浮现。书中讲述的不是只能在博物馆
里陈列的故事， 而是现代世界的起
源。

这本书是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
世纪史教授彼得·希瑟的 “罗马史诗
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另两部是《罗马
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与《罗马
的复辟：帝国陨落之后的欧洲》。希瑟
30余年研究古典时代晚期、中世纪早
期欧洲史，尤其关注被罗马人视为蛮
族的群体，从这类群体的迁徙、帝国
边缘与核心地带的互动出发，提出了
诸多学术创见。蛮族欧洲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没有文字，可靠、可用的史料
少而又少， 而可以依赖的考古证据，

解读起来也并不简单。 彼得·希瑟以
他驾驭多学科的惊人能力和历史学
家的侦察力，将历史学、考古学、政治
学、比较移民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
新进展当作工具，拨开了围绕众多蛮
族群体的迷雾，也让罗马陨落、欧洲
诞生的图景清晰起来。

希瑟擅长在学术界与大众、历史
与当下间建立联系，这方面的代表作
便是“罗马史诗三部曲”。三部著作融
分析于叙事，多角度呈现从古代晚期
到中世纪早期的千年欧洲史，既是汇
集半个世纪学术成果的扎实作品，也
是历史写作的高峰。

《帝国与蛮族： 从罗马到欧洲的千年
史》

[?]?得·希瑟 著
任颂华 译
中信出版集团

新书速递

真情真挚，方可入耳入心。这是朗诵艺术的精髓。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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