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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6 日，中央电视台
著名主持人赵忠祥因病逝
世。

“赵忠祥”，这是一个时
代的声音符号，给国人留下
了太多美好的回忆。

他曾经说过：“当你们的
父辈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们
也不会忘了我的。”

赵忠祥在生日这天离开
了人世，像是给生命画了个
有始有终的句号。

就在昨天，赵忠祥安详地走了。这一天，正好是他78岁的生日。作为主持人，他曾在
中国的电视史上创造了众多无法超越的“第一”——

他的音容笑貌，已成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1 月 16 日，赵忠祥之子赵方
发文透露，赵忠祥于 16 日 7∶30
因癌症在京去世。这一天，正是
赵忠祥78岁的生日。

赵方写道，“父亲于 2019 年
底感到身体不适，就医检查，发
现身患癌症，已经扩散。为了不
影响家人的心情，父亲一直乐观
而积极地配合治疗。他非常尊
敬医护人员，多次向他们表示感
谢。住院期间，母亲一直陪伴在

身边，尽心照顾，直到父亲安详
离去。”

赵方还表示，“父亲一生执
着热爱着播音主持工作，他的具
有辨识度的声音受到海内外广
大观众的喜爱，这是父亲一辈子
努力的荣耀。他尊重这份职业，
这份职业成就了他；他尊重亿万
观众，亿万观众记住了他。”文末
他还深情地祝福父亲在另一个
世界里安详、怡然、快乐。

噩 耗

赵忠祥去世，这一天正好是他78岁生日

赵忠祥的名字在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可谓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从 1960 年 2 月开始担任
播音员，赵忠祥创造了很多个

“第一”，以全方位的主持素养
著称。在他 50 多年主持生涯
中，曾参与主持的节目包括新
闻、评论、采访、专题、解说、朗
诵、医药卫生、少儿、体育、综
艺、竞赛⋯⋯几乎涵盖了中国电
视屏幕上的所有节目形态。所
有人都无法否认，赵忠祥已然成
为了中国电视史上的一个标志。

1959 年下半年，17 岁的赵
忠祥进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前
身北京电视台，担任播音员，是
中国第二位电视播音员、第一位
男播音员。

1978 年底，他成为《新闻联
播》第一位出镜播音员。

1979 年，赵忠祥随邓小平
访问美国期间采访美国总统卡
特，成为第一位进入白宫采访美
国总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记者。

1980 年 12 月 31 日，赵忠祥
应邀为中国第一部环保类节目

《动物世界》配音解说，他那浑厚
有磁性的声音让人印象深刻，成
为这档节目的标志之一。

1981 年，赵忠祥第一次以
主持人的身份，主持《北京市中
学生智力竞赛》，也因此成为第

一个由播音转入主持专题节目
的主持人。

赵忠祥还转播过 9 次国庆
庆典，创下了迄今为止无人超越
的纪录。

1985 年，赵忠祥正式告别
新闻播音岗位，转型成为中国第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视主持人。

在赵忠祥的主持生涯中，春
晚无疑是最重要的节目之一。

1983 年，央视春节联欢晚
会正式开办并第一次采取现场
直播的形式，赵忠祥作为春晚第
一位主持人致开幕词。之后，赵
忠祥连续主持了 15 届春晚，也
是因为春晚，赵忠祥成为全国人
民耳熟能详的名人。

2000 年，赵忠祥和倪萍最
后一次主持央视春晚。此后，他
逐渐淡出。

淡出观众视野后，他仍然没
有被业界遗忘。2019 年 10 月
30 日，赵忠祥获评“70 年 70 人·
杰出演播艺术家”。

2006 年，中国电视艺术家
协会评选中国电视主持人 25 年
25 星，几经筛选，赵忠祥以最高
票数获得了“中国电视主持人25
年杰出贡献大奖”。他在颁奖仪
式上的获奖感言中讲道：“感谢
观众允许我像一个运动员一样
打满了全场！”

生 平

从播音员到主持人，他曾创造了多个“第一”

赵忠祥曾在一次采访
中说：“一个人的生存不就
像一个动物世界么，它就是
一个生存环境。生存环境
不是给别人看的，你只不过
是给别人议论的。”

晚年的赵忠祥，确实遭
到了很多“议论”。

2004年4月，保健医生
饶颖一纸诉状把赵忠祥告
上了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
院。在诉状中她称，1996
年在中央电视台当保健医
生时认识了赵忠祥，两人在
一起有暧昧关系长达两年，
其间，她曾遭受赵忠祥长期
虐待。

为此，赵忠祥后来还专

门出了一本《湖畔絮语》，共
分上、中、下三篇，下篇《直
面以往》则记述了自己与

“饶颖事件”始末。但不管
怎么说，这件事都对赵忠祥
造成了至今都无法挽回的
名誉损失。

2019 年，赵忠祥也上
过几次短暂的热搜，都是因
为“卖字”。很多网友开始
质疑：堂堂的央视名嘴没必
要为了几千元给人写字吧？

对此，赵忠祥在社交平
台回应称，尽管有人对他的
字不以为然，但写字又没招
惹谁，何况还有人要，“我写
固我在，我写自得趣”，会继
续写下去。

争 议

晚年的赵忠祥遭遇其人生最大的风波

昨天，赵忠祥离世的消
息传出后，网友们纷纷在微
博表示哀悼，“从小陪伴我
们长大，满满童年的回忆，

《新闻联播》《正大综艺》《动
物世界》，声音永远响彻在
人间！”

与赵忠祥合作多年春
晚的老搭档倪萍，昨天在微
博上分享与赵忠祥昔日合
照，并发长文表示自己有幸
和赵忠祥老师搭档，赵老师
是几代主持人学习的榜样：

“我们都想你，都舍不得你
走！”

马未都、刘晓庆、白岩
松、姜昆、杨澜、哈文等也都
发文悼念赵忠祥，有细数与
赵忠祥相处的点滴生活琐
事的，有感恩其细心教导
的，也有懊恼未来得及去医
院探望的⋯⋯白岩松还透

露，赵忠祥在病重之前还去
录制了《动物世界》节目，

“但他已对栏目组的人说：
要找其他的人，我有些气力
不够了。毫无疑问，赵老
师，就这样工作到了最后一
刻。”

悼 念

白岩松：他病重前还录了《动物世界》

《新京报》指出，赵忠祥活
跃的电视广播时代，各类电视
节目均属草创之际，而电视从
业人员，也远远未能达到如今
的规模。因此，有众多的新型
电视栏目，可以供本就多才多
艺的“赵忠祥们”展示才华。

而在那个电视节目几乎
被央视包揽的时代，赵忠祥所
留下的声与影，几乎是一代人
的集体记忆。

宋丹丹在春晚小品中道
出的那句“我十分想见赵忠
祥”，亦说明他的音容深刻地
留在了公众的记忆之中。

但是，随着电视传播技术
的发展，电视节目的制作流程
日趋复杂，专业壁垒也日趋加
大，如今很难想象《新闻联播》
的主持人，再去主持活泼生动
的综艺节目。

除此之外，地方电视台的
崛起，各类电视节目遍地开
花，同等类型节目的竞争力，
也远非草创之际可比，而打造
这些专一类型的节目，无不需
要深耕，进行精心打磨，才能
在同类节目中脱颖而出。

又加上，网络时代更是一
个全民参与传播的时代，也是
一个追求更新快的时代，电视
节目无疑也深受影响，因此，
也很难有人能够获得如赵忠
祥一样的认知度、关注度了。
也许你会说，董卿、撒贝宁等
人都是亦庄亦谐，可以在严肃
和 综 艺 节 目 中 游 刃 有 余 之
人。但是，一方面，如董卿、撒
贝宁等顶尖主持人，为数极
少；另一方面，他们如今的“多
面”与赵忠祥相比，无论在参
与领域广度抑或参与创作深
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毕竟，
现在的节目制作已颇为纯熟，
也不再是那个可以极大发挥
人的多面性的草创时代了。

晚年的赵忠祥曾经因争
议而有了不为公众所熟知的
一面。但逝者已矣，作为一个
为电视广播事业几近奉献一
生的专业主持人，他所作出的
成绩，他给亿万曾经坐在电视
机前的你我传送的知识与欢
乐，我们不能忘记。

本报综合

声 音

“多面手”赵忠祥，
或再难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