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到方明老师去世的消息，先是心中的缭

乱，与思绪的错杂，继而又是失神的无奈，与许

久的茫然。

随着一条条相关的微信不断到来，方老师

的神态，在我的眼前，也纷披而至，那是他备稿

的专注、播音的入境，以及播完之后征询意见的

诚恳和工作之余互叙家常的亲切与慈祥，等等，

等等。想到这些以往的细节，我的眼泪，顿时就

下来了。

方老师，好想你啊。

一

我和方明老师、林如老师开始交往，是在

35 年前，我们共同创作电视艺术片将近四十

部。结识的过程，我曾在《林如的声音》一文里，

作过这样的介绍——

“记得是 1980 年，我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播送的文学节目《阅读和欣赏》。那一期是赏

析明代散文大家张岱的《湖心亭看雪》，赏析部

分是林如播音，正文部分是方明朗读。一则婉

约，一则豪放，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两

位老师的名字是早就熟悉的，只是没有见过人，

但听完节目，倒让我心生暗想，我的稿子，有没

有也能遇到他们二位对播的幸运呢。

1986 年，我在青海电视台完成了一部名为

《梦界》的稿子，稿子比较长，借着为我执导的另

一部片子《羯鼓谣》到北京去领星光奖的空档，

终于有了请到这两位老师的机会。记得那是盛

夏时节，当我在中央电视台老台的录音棚与他

们二位初次见面的时候，激动的心情可想而

知。的确，如果以前只是在广播电视里知道他

们，或见过他们，而且已经有过许多的憧憬乃至

崇拜的话，一旦能够面对面地交流，我想，所有

的人，都会‘人同此心’。两位老师十分的平易

与亲和，我们对《梦界》的稿子作了一番交流之

后，很快就熟识了。那一年，林老师刚交 50 岁，

方老师则更年轻，二人都是短袖白衬衫，形象干

练，精神焕发。林老师的形象，一看就是很文静

很沉着的知识妇女。”

许多人以为，我是从《西藏的诱惑》开始，与

方明老师、林如老师合作的，实际的情况，就是

打从这一次结识，我们就一起走进了电视艺术

的“梦界”。

二

画面、解说加音乐，电视片的这三大要素大

家都知道，而解说词究竟谁来播，那就太重要

了。可以说，我的那些习作，若不是遇上播音大

家，是绝不会产生后来的效果的。人们常常说

起“艺术生命”这个词，我以为，正是因为方老

师、林老师给我的习作赋予了生命的力量，我的

习作，这才有了全新的品格和全新的内涵，甚至

可以说，我们的艺术生命，几乎是密不可分的。

由于我和两位老师常年合作，并不选择其

他人，甚至有朋友戏谑道，你这是要“从一而终”

吗？我说，就是要“从一而终”“白头到老”。因

为我觉得，两位老师在古典文学作品的播音处

理上，极有特色，极有内涵，加上他们十分独特

的声音特质与音色属性，若是播配富有文学性、

抒情性的文稿，是再也合适不过了，而我的被人

戏称为“古今熔铸”的“风骚体”——即文言揉入

白话的行文特点，恰恰和两位老师的播音风格

殊为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西部题材和江南题材，

尽管文风依旧，但片子的主题，已经显有区别，而

两位老师却能从中找出各自的差异，精心地作了

不同的播音处理，这一点，着实地让我钦佩不已，

而别的播音员，我以前不是没试过，不要说声音

了，仅就创作态度而言，也完全是两回事。

犹记得后来在播录《乡园寻梦》的时候，由

于内容比较伤感，林老师说，这样的稿子，以后

不能再念了。我说，你们不播了，我也就再不拍

了。也有人说，“刘郎的片子，是文学的胜利”，

而作为以文学为母本艺术的解说词，是要让人

来听声音的，如果没有好声音，这“胜利”或许就

走向了反面，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我宁愿就此

画句号，并作为我艺术生涯的终结。

早几年，我广院的师友姚喜双和他的弟子

苏海珍、郎小平，曾为方老师、林老师各写了一

本传记，方老师的那本，名叫《方明谈播音》，林

老师的那本，名叫《话筒前的人生》。这两本传

记，非常详实地记述了他们的人生经历与播音

经验，若从惠及广电后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著

述，真是一件功德之事。刘郎十分荣幸的是，这

两本书中，都还各有一章，来写“我与刘郎的合

作”，仅仅看到这个章节的题目，我就会想到两

位老师对我 30 年来的厚爱与提携，这不是奖

状，也不是奖杯，我却视为我今生最高的荣誉，

我将永远珍惜它。

我的朋友李建军说过一段很有道理的话：

“有的人，一辈子也就是个认识；有的人，认识了

就是一辈子。”

我和方老师、林老师，就是“一辈子”。

这还不算“白头到老”吗？

三

方老师生病之后，身体比较孱弱，每次录音，

都是他的夫人杨玲老师陪着来。杨老师的低调

与平易，与方老师简直是形同一人。为了录音更

顺利，杨老师仔细极了，播录《走进园林》的时候，

方老师的视力已经比较差，一般请他播音的稿

子，都被方老师婉言谢绝了，但是，出于30年的合

作友情，方老师还是坚持为《走进园林》播了音。

为了看得清晰，杨老师将《走进园林》的稿子放大

成了大稿纸，录音的那天，我看见那一叠大稿纸

上，密密麻麻地画满了重音符号，弄得我无地自

容，这些工作，应该由我们来做啊。

杨玲老师没有退休之前，在北京广播学院教

音乐。有一段时间，我曾在北广进修，因为已经

和方老师合作多年，早就认识杨老师，所以，杨老

师还到宿舍来多次看望我，关心我的学习与生

活，亲切，和蔼，就像一位老大姐。也是出于对杨

老师的敬重，我还到她的课堂上，听过她的课，那

一次，她讲的是管弦乐作品《清明上河图》。

自从与方老师结识之后，除了北京的会面，

我们也经常寄个邮件、通个电话什么的，电话那

边，满含着牵挂之情。记得是 1993年，我还在青

海电视台，有一天，电话铃响，接起来，是方老师。

原来，当年省上还没有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青

海省广电系统评定高级职称，材料要送到北京的

广电部，而作为广电系统一个工作种类的代表，

方老师便受邀成为了评审委员。方老师说：“祝

贺你，你是我们广电系统由中级职称直接破格评

为高级记者职称的第一人。田聪明部长，还在会

上表扬你哪，说这样的人不破格，还有什么样的

人破格。我们大家都为你高兴啊。”

写到这里，想起来一段小花絮。记得有一

次录完音，大家一起听回放，我说：“扬声器的

声音，放得最好再大些。”方老师说：“这可是句

内行话。”我说：“我坐科当学徒，学的就是无线

电。”方老师说，“那我们俩可就是同行啦。”他

是指他年轻的时候干过录音师。他还说，录音

师的本事，不是仅仅调调音，而在于能够干剪

接，台里最好的录音师，有一次给样板戏《海

港》的唱段接唱词——就是把录了多遍的开盘

带，又是唱得最好的地方，接成完整的一句，就

连扮演方海珍的李丽芳本人，都没有听出来。

我想，方老师若是不改行，以他的敬事与执着，

也必定是剪接的高人，但幸亏方老师改了行，

若不然，哪里还会有这样独特的播音艺术家。

那一次聊天，大家特别高兴，方老师不抽烟，在

我的怂恿下，他竟然接受了我的点火。

三十多年以来，方老师和我合作了将近

四十部片子，这还不算系列片的集数和林如

老师去世之后，方老师单独播的那些个。

今天是个悲痛的日子，翻看朋友发来的

微信，有好几位朋友都重新转发了网上链接

的《走进园林》。《走进园林》是方老师和我合

作的最后一部作品，而如今仙鹤于飞，竟成绝

响，念及于此，我不禁热泪双流。

四

与林老师的声音特色相对应，方老师的

声音，磅礴而飘逸，恢弘而儒雅，为人称道，一

时无两。我曾经对一些朋友说，“你们不要仅

仅看我的习作，两位老师的播音作品，多着

呢，现在网络发达，随便输入他们的名字，你

就可以如临其境。比起他们全部作品的数

量，我的那点儿习作，不过是沧海一粟”。此

外，我还给许多朋友转发过方老师在一次大型

晚会上的视频——那是他朗诵人民英雄纪念碑

碑文的那一次。背后是大型管弦乐队，方老师

气壮山河的朗诵，稳若山峰的形象，以及他肃穆

的表情和十分得体的手势配合，那真是可以用

上“气象”一词来形容的。

有人曾将《周易》总结为“十二象”，磅礴与

宏大，乃是“象”的最高品级。郎以为，高远，苍

茫，雄浑，博大，沉潜深幽而不乏细腻之微，潇洒

自如而更有豪放之美，这种艺术品格，诉之于中

国的播音艺术，惟方明老师足以当之，而一位播

音艺术家之所以具有这种气象，正来自于它的

人格魅力——因为从方明老师的为人行事之

中，我们尽可以找到许许多多让人肃然起敬的

依据。

我曾说过，许多次录音，收工都很晚，我的

朋友小关开车送老师们回家，方老师、林老师都

是看着他的车辆开得很远了，这才回去。小关

说：“这样大的艺术家，还这样平易近人，我平生

还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人，了不起啊。”

五

方老师去世的消息传来，我的一位名叫红帆

的小朋友，撰写了一副挽联。我当时心中缭乱，

也写不出什么句子了，便随即铺纸研墨，书录了

一遍，并及时发给了杨玲老师，它的确能够最为

准确地表达出我无尽的悲痛与永远的哀思。

挽联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故人从此西归去，我寄相思雪满头。”
疫情期间，对方接待也不方便，既然去不了

方老师的身边，就算我是在冬日的远方，送一送

方老师远去的身影吧。

2021年11月29日 刘郎掬泪

□刘 郎

怀念方明老师

近日，东方卫视《梦想改造家》节目“132万
元农村旧房改造”引发巨大争议。事件源于一
位甘肃省白银市的老农民，委托《梦想改造家》
设计师将家里的平房改建为二层洋楼，一来自
己安享晚年，二来希望定居城市的五个子女退
休后也能回得来、住得好。争议的焦点则在于：
究竟要体现委托者的梦想还是设计师的梦想；
设计艺术和实用性、功能性之间如何权衡；132
万花费是不是值得……

争议也好，吐槽也罢，归根结底是人们对
“家”的理解千差万别。

其实，抛开这次事件本身，隐隐地也有一个
令人深思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实现全面脱贫
之后，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工作如火如荼，
美丽乡村建设画卷正在绘就铺开，那么，我们需
要的又是怎样的乡村？

作为农耕文化传承了数千年的国家，土地、
乡村、田园是中国人骨子里最深的烙印。“上溯
三代，都是农民”，与生俱来的属性总在不经意
间被激活、唤醒。因此，“家”的概念通常黏连的
是“乡土”，是“故园”，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自
己的乡村梦想。美丽乡村，既是亿万农民心中
最为深切的期盼，也是所有中国人情之所依，心
之所系。

什么样的乡村才能被称为美丽乡村？是文

人笔下“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
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世外桃源？是宦
游他乡的士大夫们叶落归根买地砌屋，退思赏
心所飘散的诗风雅韵？还是引改革风气之先，
家家别墅、户户豪车的首富村？

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

乡。”美丽乡村，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自
然的生活状态。它可以是村边蜿蜒曲折的小
河，河堤两边斑驳的垒石，也可以是粉墙黛瓦上
挑起的一只飞檐；它可以是屋后果园里漫起的
梨花，透过树影重叠弥散的点点光晕，也可以是
村口那棵枝丫茂密的大槐树；当然它还可以是
土族阿姑袖口的七色彩虹，撒拉人家精雕细刻
的窗棂。

不过自然美、生态美尚不能涵盖美丽乡村
的丰富内容，还要有产业美、人文美、乡风美、创
造美，收入高是基础，生活好是标配。既要有传

统农耕文化的根脉精魂，也要有新时代与时俱
进的崭新面貌。

但是，美丽乡村一定不是千篇一律、千村一
面。

目前，一些地方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中，或
多或少存在一些误区或偏差，一刀切的标准化作
业致使乡村景观单一、雷同，多了匠气，少了神韵。

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司长李伟
国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既要着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让
农民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现代化生活，也要注
重对传统村落、文化遗产遗迹等的保护利用，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湖、少拆房，避免大拆大建、
拆旧建新、破坏乡村传统风貌。

可见，美丽乡村建设要量体裁衣，让不同的
种子寻找到各自适合的土壤。

近些年，青海也在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上下
了很大功夫。科学把握乡村的多样性、差异性、

区域性，对生存环境恶劣的乡村实施生态移民
搬迁，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突出齐整规制，譬如
班彦村、长江源村；对自然生态好的乡村营造花
海景观，培育农家乐，发展乡村旅游，譬如边麻
沟村、卡阳村；对历史文化丰富的乡村，则注重
对历史遗产的挖掘和保护，譬如慕家村、小庄
村。

而相反，仅仅住进安置单元楼，却没了产业
依托、离了眷恋的土地，用农民的话说，住下憋
气着。

另外，还有一种现象需要关注。在乡村振
兴战略、城乡消费结构升级等系列因素带动下，
农业农村正在成为投资的热土。资金的流入需
要回报，而农业的本质决定它不会是在短期内
就能获取巨大利益的产业，因此，在招商引资
时，必须考虑农民的诉求和利益，以及农业长久
发展的问题。

有一部名为《温暖的味道》的电视剧就为我

们展示了现代化大农庄计划和农村细水长流式
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电视剧虽然强化了戏剧
冲突，但也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当资本占据
话语权，利润大部分被拿走了，农民真正获得了
什么？农民手里最终还留下了什么？真正好的
规划，一定不会去改变农村的特质，而是让农村
成为真正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好
地方。资本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但要让农
民深度融合其中，成为一分子，这样才能激发农
民的积极性，保障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实现
乡村共享式发展。

磨盘、耕牛、村里的宗祠、灶膛的柴薪……
一些传统农耕文化的符号也许会渐渐远去，也
必然会渐渐远去，但农业文明所承载的精神不
会消散，就如脚下的土地，还有农耕不辍的人
们。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总之，美丽乡村不是为建设而建
设，而是要建成广大农民群众赖以生存发展、创
造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成为中国人可以寄托
乡愁的故土。

张月环

我们需要怎样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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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明在进行播音创作

方明（右一）与刘郎在录音现场

刘郎（中）与方明、杨玲夫妇

刘郎编导、方明播音的电视艺术组片《上下五千年》

方明与刘郎合作的电视艺术片《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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