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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莽少年到运动健将
新闻里的钟南山，总是精神矍铄、目光坚毅，如山一般稳

健。但《钟南山：生命的卫士》一开篇，却讲述了一个鲁莽少年
因为爱冒险、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故事。

11 岁的钟南山，趁父母不在家，拿着家里最大的一把布
伞，从三楼的窗子跳了下去。“他太想像空中的鸟儿一样飞翔
了。”这就是少年钟南山，像很多男孩子一样调皮、贪玩，也有
着惊人的勇气。

少年渐渐长大，天赋的才能在他身上绽放。1955年，高三
学生钟南山参加了广东省田径比赛，获得了 400 米比赛的亚
军，并打破了广东省纪录。随后，他又代表广东省参加全国田
径运动会，获得了第三名的骄人成绩。这时，中央体育学院来
信，希望他能到国家队去训练。面对抉择，父亲钟世藩建议儿
子还是放弃当专业运动员，选择学业。听从了父亲的建议考入
北京医学院的钟南山，依然是运动场上耀眼的明星。1956年，
他作为北京高校“三好学生”代表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

运动还为钟南山牵起了红线。在备战全运会期间，他与
中国女篮的主力队员李少芬相恋，从此携手一生。

如今，84 岁的钟南山仍然坚持运动，一身肌肉令年轻人
都自愧不如。钟南山说：“运动能培养人的三种精神：第一是
竞争精神；第二是团队精神；第三是如何在单位时间里高效地
完成任务。就像跑 400 米栏，练了一年，成绩才提高三秒，每
一秒都那么宝贵。把体育的这种竞技精神拿到工作、学习上，
是极为宝贵的。”

35岁受一句话刺激而奋起
出身医学世家，又是北京医学院最优秀的学生，钟南山的

医学之路本该是一片坦途。但在那个特殊年代，钟南山当过
校报编辑、下放农村锻炼、烧过锅炉⋯⋯毕业后整整十一年，
他都没有从事医疗工作。

直到 1971 年，钟南山终于从北京调回广州，成为广州第
四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也回到了父亲身边。一天，钟世藩忽
然问钟南山：“南山，你今年几岁了？”钟南山不假思索地答道：

“三十五岁。”“三十五岁了，真可怕⋯⋯”父亲的这句话深深刺
激了钟南山。四十多年后，钟南山回忆，一生中对自己影响最
大的一句话，就是父亲当年说的这句话，这句话重新唤醒了他
对医学事业的强烈追求。

一切得从零开始。从那以后，钟南山虚心向同事学习，专
业能力突飞猛进。他还接下了别人不愿接受的研究慢性支气
管炎的任务，没想到竟成为奋斗一生的事业。

43 岁那年，钟南山入选公费出国人员名单，获得了赴英
国爱丁堡大学深造的机会。面对导师的轻视，他以一场精彩
的公开演讲完美亮相；为了做研究，他从自己身上抽血检测仪
器、把自己当做小白鼠做一氧化碳吸入实验⋯⋯对于心爱的
医学事业，他奉献了全部身心。

学成归国后，父亲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你终于用行动让
外国人明白了，中国人不是一无是处。”那时，钟南山已经 45
岁了，这是他自记事起，第一次获得父亲的表扬。

钟南山后来的故事广为传颂。当两次疫情肆虐国家，给
民众带来危难之时，钟南山逆行而上，用精湛的医术挽救了无

数危重患者。
在《钟南山：生命的卫士》一书中，作者李秋沅总结道：“他

的天赋与意志力，赐予他生命发展的多种可能，但他最终专注
于医学，执着探索，并将自己的才干，发挥至极致。”

从父母身上学到博爱和敬业
《钟南山：生命的卫士》是一本面向青少年读者的书籍。

因此，对于钟南山青少年时期的成长故事，李秋沅用足了笔
墨。她还将写作的重点之一，放在了钟南山的家风上。

“钟南山父亲的教育背景，在公开资料中相对完整，而母
亲的相对较少。”写作期间，李秋沅得知他的母亲是毓德女中
毕业之后，非常欣喜。“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毓德女中所教育出
来的女子，都拥有大气魄、多才多艺。钟南山之母精通英文，
运动、口才、音乐等各方面的才能都很拔尖。有这样的母亲，
培养出钟南山，也就不足为奇了。”

父亲钟世藩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母亲廖月
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学专业，他们给孩子创造了开
明、讲理、充满爱的家庭环境。父亲严谨勤奋，对工作尽职尽
责，回到家还带着钟南山一起做实验；母亲温柔善良，在家里
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依旧资助钟南山的同学上大学。父母都
是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生，从他们身上，钟南山学到了医
者的博爱与敬业。

在钟南山的成长中，有几个故事特别打动李秋沅，其中一
个，关乎“诚实”。小学时，钟南山曾将父母给他的伙食费偷藏
起来买零食吃，还撒谎瞒着父母。事情败露后，一向严厉的父
亲，只对他说了一句话：“南山，你自己想一想，像这样的事应
该怎么办。”钟南山一宿无眠，谎言被揭穿后的羞耻深深印在
他的心里。从那以后，他一直告诫自己，要讲实话，做老实人。

另一个故事，关乎“承诺”。钟南山11岁时，妈妈许诺，如
果他能考上岭南大学附属中学，就奖励他一辆自行车。要知
道，这对于当时的钟南山很不容易。但后来钟南山真的实现
了这一目标，但家里生活突然困难起来。不过，母亲还是说到
做到。这件事对钟南山的触动很大，他记住了，只要是答应过
的事，就一定要做到。（插图来源《钟南山：生命的卫士》）

什么是当下青少年应该追的偶像？《钟南山：生命的卫士》给出答案

“钟南山成长记”全网免费阅读

在微博上拥有 23 万粉丝，随手写写字、画点简笔画
就能获赞数千。作为《中国诗词大会》和《经典咏流传》的
嘉宾，康震的点评已经成了很多观众追节目的重要原因，
甚至有不少学生粉丝的“追星方式”，就是立志“考上北师
大研究生”，成为他的学生。

给《中国诗词大会》作画
登上央视舞台让康震火了，他满溢的才华再也“挡不

住”了。《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现场，他作画助力“看画猜
诗”环节。《经典咏流传》里，节目海报中诗词的“金句”便
出自他的手笔，让观众们见识了康震一手漂亮的毛笔
字。不少网友都惊呼：“康震老师还有什么不会的？”

当《中国诗词大会》里的“诗词”真正变成了《经典咏
流传》里的“诗歌”，康震的点评更是让观众沉迷到无法自
拔：“《长相思》这首词寄托着多层情感：‘山一程，水一程’
寄托的是亲人送行的依依惜别情；‘夜深千帐灯’催生的
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悠悠孤独情。能细腻捕
捉到风、雪、灯、故乡与其中的复杂感情，全凭纳兰一颗纯
洁的赤子之心。”

点评《孙大圣》时，康震说：“孙悟空西天取经其实也
是一个心灵修行的过程。在《西游记》最后一回中，孙悟
空被封为‘斗战胜佛’。从此他便不再需要紧箍咒，因为
不管曾经如何大闹天宫，如今他都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
索取的男孩，而是变成了一个‘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他
会懂得‘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很多网友认为，这是他们

“听到的对孙大圣最经典、最人性、最直戳心窝的评价”。
“千秋文名不朽，万古文章风流。”对于康震来说，当

诗词从书本成为综艺节目，其实才正是回归了“抒发情
感、表达意志”的本源，无论庙堂之高或边塞之远，无论书
香雅士或下里巴人，诗词无处不在，人人可吟一二。

为《经典咏流传》写歌
受《经典咏流传》节目组之邀，康震为节目写了同名

主题曲，“我的歌词创作也遵循了传统与现代、文学性与
音乐性相结合的原则。在我填词的部分，我将古典名句
中具有代表性的意象提炼出来，并将我个人对古典诗词
的感悟融进歌词之中。在填词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
来自远方的诗人引领着我开启了一场古今对话。”

康震表示，这样的对话不仅发生在他填词的过程之
中，更发生在所有读诗词、唱诗词的人之中，“所以我们看
到那英体会着百年之前同族词人纳兰性德的心境去演唱

《山水又一程》，我们看到肖战用激情摇滚全新演绎郑板
桥的《竹石》，我们看到痛失爱女的冯家妹在吟唱《赋得古
原草送别》之中得到慰藉和勇气，以及身患脊髓性肌萎缩
的孩子陈果毅、包珍妮在演唱和创作诗歌中展现出的令
人无比动容的生命之光。”

“宝藏教授”成表情包
意大利安东尼亚诺儿童合唱团在《经典咏流传》第三

季第一集的节目中演唱了杜甫的绝句；华尔街投资家罗
杰斯的两个女儿再次作为经典传唱人，以标准中文生动
演绎《西游记》唱段。在康震看来，这是当前全球各地兴
起的“中文热”的缩影，也是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更具
风采的真实见证。“这就是经典诗词的魅力所在。历经千
百年时光洗礼，历经千万人口口传唱之后，它已经不再属
于某个作者、某个时代甚至某个国度，它的每一位对话者
都会从中生发新的体悟和理解。尽管经典诗词人人读来
皆有不同，但在代代传诵之中却凝聚了人们对于真善美、
对于艺术光辉和文明信念的共同守护。”

喜欢康震的粉丝已经把他在节目上的镜头做成了表
情包，用这位收放自如说段子的“宝藏教授”斗图。在网
站上，还有专门的问题是“如何评价康震老师？”获赞最多
的一条回答确实是描画了康震的风骨：“有大胸怀，也有
小可爱。一看就是喜欢李白和苏大胡子的人。豪情入
骨、气势如虹、衣袂随风、山水重重。” 邱伟

央视开年多档文化综艺节目广受好评

康震点评吸粉无数

《钟南山：生命的卫士》是“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
列第二辑中的一本，原计划今年 5 月纸质书先上市，再
推出电子版。就在编校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之时，新冠
肺炎疫情开始肆虐中华大地。钟南山再次临危受命，登
上了开往武汉的列车。他在拥挤的餐车一隅，蹙眉阖目
休息的照片，令多少民众揪心感怀。而他对疫情的每一
次权威解读，又让全国人民打消疑虑、坚定信心。

《人民日报》官微评价他：“八十四岁的钟南山，有院
士的专业，有战士的勇猛，更有国士的担当。”而这样的
故事，必须被记录、被书写。很快，李秋沅便根据最新资
料，补充了书稿内容。该书的编辑、审校等加班加点，加

速运作，让电子版提前上线，供读者免费公益阅读。
在紧急加写的最后一章，李秋沅写道：“钟南山曾说

过这么一段话:‘始终不安于现状，这好像是我生命的主
轴⋯⋯假如每个人都能这样，这个社会就会进步很快，
国家也会进步很快’——钟南山执着向前，用行动诠释
着对国家之爱，对人民之爱，对生命之爱。”

她希望小读者们能在钟南山的故事中感受到医者
的风骨，汲取到战胜疫情的力量。“从钟南山院士身上，
我们看到人之为人的高贵，看到了‘担当’‘诚信’‘实事
求是’‘百折不挠’的精神光芒。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脊
梁、中国国士，更是中国当代青年的榜样。”李俐

疫情突然暴发紧急加写最后一章

84 岁 逆
行 抗“ 疫 ”一
线，给全国人
民吃下“定心
丸”——这就
是中国工程院
院士、呼吸病
学 专 家 钟 南
山。由接力出
版社和党建读
物出版社联合
出版的《钟南
山：生命的卫
士》电子书在
全网发布，供
读 者 免 费 阅
读，向青少年
讲述钟南山的
成长经历和战
斗在抗击病毒
一线的故事。

后记

“我是郎朗，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做艺术
直播课。”2月22日晚，远在巴黎的著名钢琴家
郎朗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给全国各地的孩子
们上了一堂生动精彩的艺术直播课。他一边
分享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种种经历，一边配以精
彩的钢琴演奏，传递音乐和艺术的能量。他
说：“最近的疫情，让网络授课成了新的形式，
也让我亲身经历了用更多更新的方式来教艺
术。艺术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无限的，相信
音乐和钢琴会成为大家的好朋友，给大家更多
力量去面对这个多变却精彩的世界！加油！”

练习“一万小时”还不够

当晚直播课一开场，一身黑色西装、坐在
钢琴前的郎朗先为大家演奏了一段巴赫哥德
堡变奏曲中的乐曲，并告诉孩子们，这首乐曲

是每当音乐家与家人团聚在一起时分享的音
乐，所以他特意选择这个作品。

一个小时的直播课，郎朗绘声绘色地讲
述了自己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我 1982 年出
生于沈阳，我爸在文工团工作，当时我的小伙
伴们家里都买了各种乐器，我们每天都听着
各种不一样风格的音乐，做饭的时候都在唱
不同的音乐，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氛围。”郎朗
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经历：“那个时候我们会
比赛，每天看谁第一个起来练琴。那个时候
我还在上幼儿园，有一天我 5 点半就起来练
琴，成了楼里第一个练琴的人。”

郎朗告诉孩子们，自己最开始跟着会拉
二胡的父亲学弹琴，学了半年后跟着朱雅芬
老师学弹琴，“朱老师也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
师，教给了我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

最让孩子们感兴趣的，是郎朗介绍自己如
何让弹琴不枯燥的经验。因为即使像郎朗这
样的钢琴天才，在年复一年每天好几个小时的
练琴经历中，肯定也会有感到枯燥单调的时
候。郎朗边弹边说道：“我那个时候喜欢看动
画片，卡通人物成了我练琴的好朋友。我把自
己画的或者图片上印的卡通形象剪下来，演奏
莫扎特奏鸣曲时，我就在乐谱上贴个孙悟空；
演奏贝多芬时，就贴变形金刚擎天柱；演奏巴
赫时，就贴个铁臂阿童木⋯⋯我一边演奏，一
边想象这些卡通人物的样子，这些好朋友拉近
了我和这些几百年前音乐大师的距离。”

“遇到烦躁期，逆反期怎么办？”郎朗表
示：“说到底要怎么才能成为职业演奏家、伟
大的音乐家？那就是练习、练习、练习！所谓
的‘一万小时定律’我觉得根本不够！弹这么
多小时，肯定有烦躁、不想弹的时候，但我们
练琴的时候一定不能溜号走神，要集中精神；
而且要虚心学习，不要追求在比赛或者演奏
时超常发挥。”

最初遇到挫折会觉得特别暗

郎朗还回顾了自己人生中遇到的一些挫
折和转折点。“我 8 岁时第一次参加全国比
赛。在此之前我已经参加了很多比赛，名次

都很好，但这次只得了个鼓励奖。人家一、
二、三等奖发钢琴、电视、电风扇，但我只得了
个黄毛玩具狗，把我气得只想把它扔了。”

而更大的一次挫折，是郎朗到北京学钢
琴时，最开始遇到的是一个不喜欢他的老师，

“当时老师说什么我就怎么做，但结果还是被
扫地出门。这是我十岁之前受到的最大打
击，当时我几乎被打垮了，觉得非常痛苦，也
找不到学琴的乐趣，想要放弃了。”当时不仅
郎朗很受打击，带着郎朗在北京求学的父亲
也几乎崩溃了，他和父亲也闹僵了。但最终
还是音乐愈合了父子二人的关系，郎朗也幸
运地遇到了恩师赵屏国教授，“老师给了我很
大的鼓励，还教会了我放松弹琴的方法，培养
我识谱、读谱的能力和记忆力。”郎朗说：“所
以人遇到挫折，不要怕，只要你面对它，肯定
会战胜它。”

郎朗说自己后来进入音乐学院学习之
后，艺术之路就比较顺了，但肯定也会遇到感
觉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最开始遇到这种情况
时，会觉得特别灰暗，觉得人生怎么这样？但
如果你是金子的话，肯定会发光的，谁也挡不
住你的。我也曾经受到过各种质疑和否定，
但一定要对自己充满信心。自信，但不是狂
妄，要不断吸收养分。我到现在学习新的曲
子，还要学习音乐背后的文化，要弹出它的风
格、味道和背后沉淀的文化，要把潜意识的感
觉变成有严密逻辑性、让别人信得过的弹法，
变成一种风格。”

家长一定要多鼓励少逼迫孩子

郎朗还讲述了自己 14 岁半时报考美国
柯蒂斯音乐学院的经历：“考试时让我们选一
首肖邦练习曲弹，我说我全会，随便选哪首都
行。考官选了最难的一首，我弹得挺好的，当
时觉得自己很牛。但 9 月份一开学，我傻
了。我当时会七八首协奏曲，但老师说：‘你
得会35个协奏曲！’我就拼命学习和练习，有
一个星期练了6个协奏曲，还学了贝多芬、舒
曼的奏鸣曲。第二年，我又学了很多法国、西
班牙的作品，每天就像海绵一样吸收。现在

回忆起 14 岁至 17 岁那段人生最宝贵的时
期，也觉得特别幸运。”郎朗说：“后来因为有
一个伟大的钢琴家生病了，我临时替补，从板
凳队员成主力了，就一下子得到很多的机会
和重视了，但也是因为我会的曲目多。如果
只会几首曲目，那很快就会被淘汰了。因为
最终在舞台上展现的是你的实力，而实力是
自己一点点练出来、积攒出来的。”

郎朗将自己上台演奏的感受分享给学琴
的孩子们：“练琴的过程可能不都那么好，但
你在舞台上演奏时一定要享受，感觉就像度
假一样。不要太看重成绩，我有时比赛也没
拿到好的名次，但要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有
所感悟，看到自己的差距，让自己在艺术上更
有收获。”郎朗还告诉琴童的家长们：“家长一
定要给孩子多鼓励，不要逼迫孩子，不要用武
力，要让孩子们享受演奏的过程。尤其是遇
到重大场合，比如比赛、考级、音乐会，不要着
急，越着急就越会瞎弹。”

互动交流答疑部分，有人问：“应该从几
岁开始学钢琴？”郎朗说：“从 1 岁到 200 岁，
几岁学都不晚。但如果想当职业钢琴家，最
好在 6 岁以前。”还有人问“手指短能学琴
吗”，郎朗立刻表示：“一点问题没有！莫扎特
的手就特小，人家弹琴照样特溜！我认识好
几个钢琴大师的手指都不长，有的只能够八
度，但什么曲子都能弹，弹得特别牛！”有学员
问他“怎么保养手”，他说：“平时稍微注意一
些，激烈运动要小心，特别重特别硬的东西最
好不要去搬去举，其他基本上该干嘛干嘛。”
还有人好奇他平时不练琴的时候干什么？郎
朗说：“我喜欢看书，喜欢去博物馆，喜欢跟朋
友聊天。因为弹琴其实压力挺大的，需要心
理上多抒发情感。”

最后，郎朗不仅展示了各位音乐大师不
同的演奏风格，还为大家弹奏了车尔尼练习
曲和中国名曲《茉莉花》，学员们纷纷通过网
络给郎朗“献花”“点赞”。郎朗说：“非常感谢
学而思网校提供了这么棒的平台，我很高兴
这次能和他们一起来做这个项目，希望能够
借此传递更多的知识，希望音乐能陪伴大家
一起度过这段困难时期。” 王润

分享弹钢琴的曲折经历 鼓励小学生挑战逆境

郎朗给孩子们上网络艺术直播课

第 70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20 日开幕。由同名小说改
编的电影《当我成为萨林格》为本届电影节揭幕。

影片《当我成为萨林格》改编自美国作家乔安娜·雷
科夫的作品，由加拿大导演菲利普·法拉尔多执导。影片
讲述了一名有志成为作家的年轻女性在美国纽约一家文
稿代理商担任经纪人助理期间发生的故事。

电影节艺术总监卡洛·沙特里安认为，这部影片以主
人公的新鲜视角讲述了关于成年的故事，幽默又甜蜜地
展示了20世纪90年代纽约的一方文学天地。

《当我成为萨林格》是柏林电影节历史上少有的非主
竞赛单元开幕影片。今年柏林电影节共有 18 部国际影
片入围主竞赛单元，共同角逐最佳影片“金熊奖”，最佳导
演、最佳编剧和最佳男女演员“银熊奖”等奖项。

今年柏林电影节除了传统的主竞赛、论坛、全景、新
生代等单元，还新增为小成本电影设计的“遇见”单元，入
围影片不少使用手机或相机拍摄，被视为电影节为适应
数字化发展趋势尝试的改革。

柏林电影节始创于 1951 年，与戛纳电影节、威尼斯
电影节并称欧洲三大电影节。本届电影节将持续至3月
1日。 张毅荣 田颖

第70届柏林电影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