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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 在思想碰撞中发现人的魅力
■ 文 仇宇浩

印象

提问是一种技能
代表自己的价值观
30 年来，从《正大综艺》到《杨
澜访谈录》
《天下女人》，首届“金话
筒 奖 ”得 主 杨 澜 可 谓 国 民 级 主 持
人。22 年制作《杨澜访谈录》的过
程中，她采访了上千位世界政要和
各界风云人物，因而获誉“中国的
华莱士”。日前她推出了回顾、总
结自己 30 年提问生涯的心血之作
《提问》。
如果说以前的《凭海临风》
《一
问一世界》
《幸福要回答》
《世界很
大，幸好有你》等畅销书，更多呈现
了杨澜的成长经历、个人生活和职
业 生 涯 中 的 幕 后 故 事 ，那 么 新 书
《提问》则是一本颇具专业性的图
书。杨澜把自己 30 年媒体生涯中
采访和沟通的经验总结上升到理
论的高度，同时借鉴国内外新闻采
访的专著和同行的经典案例，把这
些感性的经验理性化，给大家提供
参考。
杨澜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具备
提问能力，
“ 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
可以用提问的方式来进行沟通与
交流，比如说，如何用提问和初次
见面的人迅速切入实质性谈话，或
者如何用提问和家人进行深度交
流，还有，如何用提问和同事、亲朋
好友之间沟通，才更能发现对方的
心理需求……我觉得，这些都是在
生活当中可以应用到的一些基本
技能。”在她看来，提问展现了我们
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不妥协的探
索精神，
“ 提问，看上去是因为不懂
才问的，实际上恰恰是要有自己的
价值观和观点，才能更有针对性地
提出问题。而提问也是有提问之
术和提问之道的。当我们提升了
提问的能力，也就是同时提升我们
思考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和沟通的
能力。”
工作成绩斐然、家庭生活幸福
的杨澜是很多女性的偶像，被福布
斯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100 位女
性之一，她也一直致力于提升女性
生活品质，鼓励女性要有自己的朋
友圈和“闺蜜”，近年更重点打造天
下女人社区，特别是 2019 年 8 月上
线的天下女人研习社 APP，反响很
不错，
“ 仅在疫情期间的一次直播
中，就有 1 万多位女性成为我们的
注册用户。”杨澜觉得自己很幸运，
选择了自己热爱的事业，工作成为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从 来 没 想 过 要 停
下。
《杨 澜 访 谈 录》和 天 下 女 人 社
区，就像她的两个翅膀，她将继续
凭海临风、
振翅翱翔。

杨澜
著名媒体人，作
家。首届金话筒奖得
主，采访过上千位世
界政要和各界风云人
物，两次担任北京申
奥陈述人，担任上海
世博会形象大使。出
版《一问一世界》《幸
福要回答》等畅销书。

有过提问尴尬时刻
访谈透视各色人生
记者：采访过上千位世界名人，让您感触最
深的是谁？
杨澜：很难描述出感触最深的，因为每个人
都会从不同的角度给我带来一些冲击、感动或者
是心灵的震撼。有一些是他们人生的故事，有一
些可能是他们哲学的睿智的思考，也有些是理性
的分析，我觉得他们都能从不同的角度触动我。
比如王光美女士，她坎坷的一生，
以及最后献身于
公益事业、对历史的反思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
的印象。比如杨振宁教授，他对于科学的态度和
对于情感的态度，让我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科
学家。再如比尔·盖茨，
我就觉得他是抱着非常认
真的态度在做慈善，而且很早就看到医疗问题和
全球性的传染病，有可能给人类带来很大的挑战
和伤害。还有像基辛格、李光耀这些政要，能感受
到他们的政治智慧。这些智者的前瞻性的思考和
洞察能力，都会给我带来不同的感触。
我记得早期做《杨澜访谈录》，采访过一位上
海知青，他因为要照顾在农村身体不好的女朋友，
返城时坚持留下来和她结婚。我觉得一些普通人
身上这种在大时代的冲洗中所体现的善良、勇敢
和无私，让我终生难忘。他姓戴，
当年我们在上海
小弄堂里的一个阁楼旁边的小阳台上做采访，他
来自普通的生活环境，但他身上所闪耀的人性的
光芒和温暖，时隔将近 20 年依然能感动我。
我也会被一些名人的个性所触动，
比如金庸、
李敖、余光中，这样的文学大家，他们都有独特的
个性，有时候会很张扬，有时候又很内敛，我在他
们身上看到了人生的丰富多彩。
记者：您把世界名人都采访遍了，会不会觉
得受访资源越来越少？还会有特别想提问的人
和想问的问题吗？
杨澜：我不觉得采访资源越来越少，有些人
在不同的时期是有不同的精彩和感悟的。比如姚
明、郎朗、王石等人，在他们人生和事业的不同阶
段，我都和他们做过访问，
他们一直都给予世界更
多的精彩。姚明从一个漂洋过海而且心里有点儿
忐忑的年轻运动员，到后来带领中国队在奥运赛
场上争取最好成绩的主力，再到涉及商业运作的
大鲨鱼队老板，再到篮协的姚主席，这一路走过
来，其实能见证一个人的成长，
对我来说也是非常
难得的机会。所以其实很多人都是可以再次采访
的。当然这个世界也在产生更多新鲜的面孔、新
鲜的思想。我在制作《探寻人工智能》纪录片的过

程中，也采访了一些科学家，
可能过去他们出现在
公共媒体人物专访中的机会并不多，但我却从对
他们的采访中看到科学的精神、探索的艰难以及
希望能把科技用于改善人类生活的信念。比如斯
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李飞飞，她坚持为
高中女生举办人工智能主题夏令营，她说要吸引
一名男孩学人工智能，只要告诉他这是世界上最
酷的事就可以了，而要吸引一名女生的话，就得跟
她说，人工智能会提升你的家人，
特别是父母和祖
父母生活的品质。我觉得像在科技领域的这种人
文关怀，也会让我看到很多值得采访的人物。

访谈节目的生命力
在于沟通深度
记者：您以提问为生，有过提问的尴尬时刻
吗，还记得是怎么补救的吗，从中有什么领悟？
杨澜：我在提问的时候当然也有尴尬时刻，
最尴尬的莫过于自己之前的案头工作还是有些疏
漏。比如我当年采访神探李昌钰，他带我去了他
的实验室，并送我一枚徽章，
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
Forensic Science 的字样，这个词实际上是刑事
鉴识或者法医学的意思，但是当时我还真是没学
过这个词，我就脱口而出：
“这个单词和 foreign，
外国的，有点像，
这是一个外国的或者外交的什么
组织吗？”李昌钰也很善解人意，用一个玩笑来化
解了尴尬，他说：
“这是刑事鉴识的意思，还有人认
为我是研究森林 forest 的。”所以之后的采访，我
都会提前花时间去了解更多嘉宾的行业和专业背
景。我和我的团队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在每一次
采访之前都要有一二十万字的阅读量。有时候看
完一本书并不一定能问出一个好问题，但是可能
避免问十个愚蠢的问题。
记者：很多访谈节目停播了，您怎么看访谈
尤其是高端访谈节目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前景，具
体有什么应对办法？
杨澜：很多访谈节目停播，我觉得这也是随
着科技发展和人们获取信息方式改变的一个必然
走向。但其实我们发现，在互联网流量的时代，有
针对性的精准人群的资讯、服务和节目制作，还是
有很大的生存空间。无论是一些具有文化性的访
谈节目在网络平台上的流行，或者是娱乐圈明星
的采访，其实还是有生命力的，
因为我觉得有生命
力的不是节目的形态，而是人和人之间有深度的、
完整的沟通。也许未来的访谈节目会越来越短，
会更加符合碎片化传播的需求，但人与人的交流
中所产生的思想和情感的碰撞，永远有它的魅力
在。所以我相信访谈节目还是会以不同的形式存

讲述
曾与张艾嘉合作《相亲相爱》，
年轻编剧分享创作心得

所有故事都承载在人物上
■ 口述 游晓颖 撰文 何玉新
游晓颖是成都人，毕业于中央戏
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大学时创作的剧
本《相亲相爱》被张艾嘉拍成电影，她
也 由 此 顺 利 成 为 职 业 编 剧 ，主 创 了
《猎毒人》
《火线出击》等电视剧。最
近，由她编剧，黄景瑜、李沁主演的电
视剧《亲爱的戎装》开机，默默奋斗几
年之后，游晓颖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
置。接受采访时，她分享了自己的创
作经验，并表示：
“ 我希望能专注于编
剧这份工作，写一辈子故事，到老了
以后也在写故事，希望那时候写的故
事还会有当时的一帮人喜欢。”

大三时写《相亲相爱》
很幸运遇到张艾嘉
大学时我学的是舞台剧，但大三
那年开了一门影视剧创作课，老师给
我们放了一部叫《宗方姐妹》的日本电
影，讲两个姐妹不同观念的冲突。我
受到启发，想把自己的故事按照这样
一个结构呈现出来，
于是就有了《相爱
相亲》的剧本。
第一稿写得很快，因为要交期末
作业，完成之后就放在那里了。我希
望能找到一个和它契合的导演，要是
有一位女导演来拍就最好了，不可能
是一个男导演能拍出来的戏。我把它
寄给了张艾嘉，
很幸运，张姐给了我答
复，那是 2011 年。剧本改了很多遍，

包括人物的状态，包括母亲的职业从
小学老师改为中学老师，阿达从画家
变 成 了 歌 手 ，父 亲 的 职 业 也 做 了 改
变。但影片中的三代女性始终是存在
的。原来故事发生在我的老家成都，
张姐介入后，确定拍摄地点在郑州，
所
以要看景，再调整剧本，
前前后后有五
六年的时间。
《相爱相亲》是一部院线作品，我
自己也在反思，为什么观众对它的接
受度比较低？为什么没有太多观众走
进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我认为一方
面可能是因为多线叙事还是会对观众
的接受提出一定的要求，另一方面，
在
处理一些戏的时候，不管是喜悦的还
是悲伤的，我和导演都希望尽量克制，
不要过于饱满，我们都很怕写成《妈妈
再爱我一次》。现在回过头想，
我不排
斥有人不喜欢这部电影，甚至希望有
一些人不喜欢它，这样我才能知道它
的棱角在哪里。
我也始终觉得，电影永远不能完
整地呈现现实原貌，生活高于电影，
所
有的现实素材都是可以被解读的，所
以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一定要叩问
到我们生活的某个方面，要承载作者
价值观的取向，不能完全照搬生活原
样，应该有诗意的部分存在，这个诗
意，可以是残酷的，也可以是美好的，
一定要有创作者的审美意趣在里面。
创作到最后，拼的就是你对生活
和人物的理解有多深。你对于你正在
经历的时代有什么样的理解，你对于

你的生活，你的欲望，你的不满，你周
围的人，你对于他们的爱恨情仇理解
得有多深，你的创作就能达到一个相
应的高度。

只要是好故事
总会有人发现它，喜欢它
大学毕业后我进了“华谊”，我觉
得自己要做编剧，当时的想法是
“曲线
救国”
，
先养活自己再说。结果发现我
进的是经纪部，就是带艺人做做通告，
写写宣传稿，这和我的想法偏差比较
大，所以半年后我就辞职了，
开始以编
剧为职业。
想放弃、气馁，
可能是每个年轻人
走上创作这条道路的必经过程。当然
有非常幸运的那种，很快就能出来，
但
必须要经历困难，像唐僧取经一样，
像
打怪一样，扛过去，
好像人生就不一样

在于不同的媒体平台之上。像《杨澜访谈录》在过去
几年中出品的《探寻人工智能》纪录片，实际上就是
把人物的专访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出来，还有我们
2019 年制作的访谈节目《致前行者》，今年也会推出
科技和企业领域的一些领军人物的访谈系列，这些
都是我们正在做而且会坚持做下去的事，同时也是
有社会和市场需求的。
记者：如果翻看自己以前的访谈节目和出的
书，会是怎么感受？
杨澜：还是会觉得充实。在写《提问》的时候，
把过去采访的文字和视频调出来看，有时看到自己
以前生涩的采访或者选择了比较奇葩的服装，都会
忍俊不禁，但那份对专访的真诚和兴趣一直都在，这
也是让我觉得欣慰的。翻看以前的书，感觉不断会
有一些遗憾和不尽满意的地方，我觉得这可能就像
人生一样，不停地往前走，
不可能保证每一步都是完
美的。如果你想要每一步都是完美的，可能都不敢
迈出步子，所以还是要勇敢地去做事，及时地反思。

在创造中发现乐趣
实现自我成长
记者：一方面您是传媒人，另一方面您也是阳
光媒体集团董事长，是企业管理者，在这两种身份
之间转换，
感觉有什么不同？
杨澜：我觉得传媒人和企业家这两种身份是相
辅相成的。我在 21 年前创业，当时因为觉得中国的
传媒市场刚刚开放不久，需要有文化企业和传媒企
业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来传达文化、传递知识、凝聚力
量，所以当时希望去创建一个能在市场中生存和发
展的传媒企业。我的初衷从来没有改变。虽然在
这些年的奋斗中遭遇过很多问题，比如自己对商
业管理并不熟悉，在商业判断上出现过失误，但一
直坚持下来，因为我的内心有一个传媒理想，就
是：沟通世界，点亮生活。处在全球化的今天，即
使遇到疫情，即使遇到各种困难，
但人和人之间是
相通的。做传媒的一个核心的价值所在，就是人
和人、人和信息之间更加有效地连接。即使在互
联网时代，我们接收和传递信息的方式变了，但内
涵却没有变，在疫情期间，
当我们不能面对面交流
的时候，网络又成为交流平台。通过经营企业去
实现传媒理想，又以传媒的理想不断推动企业坚
持初心和创造价值，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的，而且
应该说，越来越能把两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
记者：
工作之外您一般都喜欢做些什么？
杨澜：我喜欢看书、看电影和旅行，也会和家
人一起玩游戏。这次疫情让我发现了烹饪的乐
趣，我这两个月做的饭比我过去 20 年做得都要多。
现在虽然每天都非常忙碌、接触不同的人，但我总相
信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看书、听音乐、
看风景，进行深度思考，
这其实也反映了我们需要自
我安顿，以及对精神世界的追求。
记者：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停下来，放下工作，
好好享受生活？这么多年来您是怎么保持工作热
情，您怎么排遣负面情绪？
杨澜：我的工作是我自己喜欢，已经成为我生
活的一部分了，之所以能保持工作热情，是因为这是
我主动选择的。这个过程中会有负面情绪，比如挫
败感、急躁、迷茫、困惑，
但因为我选择了一件自己热
爱的事情、事业来做，
所以有内在的动力。我们经常
会用外界的标准，比如在职位、金钱、层级这些方面
获得的成功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其实我觉得，那
些恰恰都是结果，真正的动力就是你在创造的过程
当中发现乐趣，而且自我成长。我只能说，我是一个
非常幸运的人，选择了自己热爱的事业，而且从来没
有停止过。

了。所以这个过程很重要。一个年轻编
剧，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具备一定的原创
能力，只要你能耐得住寂寞，
把你心里想
的故事付诸笔端，如果真的是好的故事，
我相信总会有看到它、发觉它、喜欢它，
把它做出来的人。
我开始写戏以后就跟剧组，到剧组
看演员表演，慢慢就明白了演员喜欢演
的是哪些戏，哪些东西他们可以发挥得
更好。编剧要给演员留下很多表演的空
间，让他能够挥洒自己的才华。
如果一个电影不够好，就会有人说
编剧不行，背锅的是编剧。我想说的是，
编剧在创作过程中还是要有主心骨，会
有一万个人跟你说，这个地方不好，
那个
地方好，但你最终还是要知道，
你的剧本
要去向哪里。把好的意见提出来为己所
用，但绝对不要忘记自己创作的初心。
很多项目都是走着走着就走偏了，可能
开始是爱情片，最后变成了悬疑片。我
觉得初心和出发点永远是最重要的。
我毕业后就没有再写舞台剧，但现
在回过头去想，舞台剧很重要的一点是，
它会高度浓缩你所得到的素材，呈现在
舞台上。人物立在那里说了 10 分钟的
话，但有可能你在背后收集浓缩了各种
各样的细节和素材，才得到最准确的一
句台词。这一点非常考验功力。写台词
就要多看、多琢磨，它很难很快就上手，
我在写作的时候，会在生活中去尽量找
一个能贴近这个人物的原型，或是几个
原型凑成这样一个人物，从原型身上去
汲取养分，这样就会找到他说话的风格。
写电影，其实你写的东西并不多，
但
是你想的很多。如果你想清楚了，再改
剧本，可能一周就改完了，
但是你想的过
程可能要耗费一个月，你会一直琢磨这
场戏怎么做，这个人物关系怎么搭建，
怎
么往前推进，这个细节怎么才能做得好，
你可能睡一觉起来，就觉得之前写的都
不对了。所以其实挺残酷的。
无论写任何故事，最重要的就是要

杨澜口述
从知道到做到
成为想到的自己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
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实际上我觉得，
最值得关注的，还是那些在疫情当中感染病毒
的患者和患者的家人，还有在疫情中可能会失
去工作、生计受到影响的人。疫情对每个人的
冲击不一样，我们在这个时候更应该关注那些
弱势群体。
所以在疫情的第一时间，我在“天下女人”
研习社新媒体平台，一个我为提升女性幸福力
而创立的知识服务平台，也可以说是女性的成
长智库，为女性如何做好自己与家人，
特别是孩
子的心理防护，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彭凯平教授进行了三次对谈，告诉大家一些正
确的心理防护方式，如何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
疫情和灾难，如何向孩子解释这样的事情。三
次对谈前后累计两千余万次点击量。
在 2 月份，我在美国采访了被誉为“病毒猎
手”
的利普金教授，
在这个专访中有两个重要的
信息，第一，从基因排序的角度，他否定了这种
病毒有可能是人工制造或者编辑的谣言；第二
就是，他也呼吁未来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医务工
作者需要有一个更加紧密配合的应急机制，来
预警和共同面对这样的疫情。这个专访也在网
络广为传播，还是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其实，在这些突发事件暴发的时候，作为传
媒人，传播正确的信息科学理念，
理性和清醒地
思考，以及有温度的人文关切，
对于大众的安全
和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媒体人应该做的
事情。
同时让我感到非常骄傲的是，我们阳光未
来艺术教育基金会的小伙伴们，在疫情的第一
时间发动了我们所资助的乡村和打工子弟学校
的孩子们，用绘画的方
式来发现爱、表达爱、传
递爱。他们所绘制的疫
情当中的一些图片，包
括他们观察到父母的生
计受到影响的这些人间
冷暖，表达出对于医护
人员勇敢无畏精神的崇
敬，还有对邻里之间的
爱的表达，我印象最深
的一张画是一个快递员
在风雪中等待顾客来取
包裹和食物。我们看
到，实际上孩子的眼睛
是非常明亮的，因为他
们内心的这种清澈，让
他们能够在细微之处发
现爱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孩子们其实也用他们
的方式参加了这场战疫。
在媒体工作方面，今年《杨澜访谈录》也会
在网络和电视上继续推出系列访谈，深度访谈
是我会一直继续做下去的事情。另外一个工作
重点，就是要把“天下女人”社区打造成一个线
上线下互动、让中国女性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
成长的平台。今年我们还会不断地通过为线上
线下合作伙伴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支撑，把这种
知识的力量带给更多的女性。我们的口号就
是，从知道到做到，
成为想到的自己。我们希望
通过读书和各个领域知识达人和大师们的分
享，让女性在手指尖上就能学到她们想得到的
知识、信息和方法，
从自我成就、情感修通、身心
健康以及兴趣审美四个维度，比如提高沟通能
力、职场规划、亲子教育等，提升女性的生活品
质。而事实证明，当女性的生活品质提升的时
候，她们也在创造着更多幸福的家庭和欢乐的
生活。

塑造能打动人，能让人记住的角色，
所有
的故事都承载在角色上，人物高于情节，
应该让人物带着情节走，而不是被情节
带飞了。如果情节看上去很热闹，但人
物立不住，这个作品就会很遗憾。

投入到生活中
把人物的命运写到位
我在中戏上学的时候，中戏有一个
阅读与鉴赏的书单，我们照着书单训练
了两三年。它把近现代的一些剧作，包
括元杂剧、古典戏曲的一些文本、莎士比
亚、斯特林堡、易卜生等。还有一些现当
代的剧作，像马丁·麦克唐纳，他的文本
特别扎实。然后就是看了一些经典戏
剧，我喜欢尤金·奥尼尔，他的剧作既有
狗血的架子，又有非常走心的台词和细
节，他的人物都很独特，
很有光彩。还记
得那个时候看《月照不幸人》，里面的女
主人公是一个非常粗鲁的女人，但她偶
尔流露出的伤感，真的会让你心碎。
我算是
“科班出身”
，但我认为，
理论
永远不能指导创作。那么理论是拿来干
吗的呢？是来验证你的创作的。当你的
故事写到那儿的时候，你回头再看理论
书，才有可能有所得，不可能看了理论
书，你就会创作。不能本末倒置。当你
的创作累积到某一个点上的时候，理论
可以帮你的创作提升一个审美的高度。
编剧一定不能完全是闭门造车。我
写《火线出击》这部剧时，采访了很多消
防官兵，看了很多资料，
接待我的刚好是
一个“90 后”的小伙子，他比我还小，但
已经是副队长了，他在他的兵面前会表
现得很威严，但私下也会跟我聊很多他
们的故事。他们每个人的特点都很鲜
明，能帮助我抓住人物的特点，
真的就是
去写人，把每个人的人物命运写到位，
这
个人物才算完整。还有一些只有在消防
队里才会看到的细节，这些细节栩栩如
生，一摆出来大家都会相信。所以我觉

得，尤其是创作行业剧，
就需要深入到一
线去访问，去实习。
常有新入行的朋友问我，如果写不
下去，卡住了，
怎么办？如果我要创作某
一个类型的作品，比如说关于老上海的
剧，那我就要去看大量的背景资料，
看了
之后可能用不上，但是能帮你找到人物
的感觉。如果你知道那个时候上海是什
么样子，你才会知道这个戏的场景是什
么样子，人物有什么样的社交场所，
他们
会做什么，谈论什么，
而不仅仅是随着故
事情节去做。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当你
在说这件事，你不要从这件事本身切入，
这样的话，整个戏的质感就会上去，如果
只是为了把情节讲完，这个东西就会很
单调、很平淡。
平时我会随时把有趣的对话、好玩
儿的人物、事件都记在本子上。比如出
门倒垃圾时，看到一位中年女士，
她的样
貌、穿戴搭配都很精致，
让我很想去了解
她的工作、她的人生。一名作者，
应该投
入到生活当中，跟周围的人交流，
要对他
们的生活、他们的命运保持好奇心。
创作电视剧和电影太不一样了。比
如说一部 40 集的电视剧，情节量一定要
足够，要让观众觉得好看，
每一集都要带
着观众走。一集之中会有平淡的时候，
不可能永远维持在一个高点，每一场都
很精致，做不到，
它更多的是在前期搭建
好，在后期是一个体力的消耗。过去看
电视剧的基本上都是主妇，一边做家务，
一边听你的台词，所以那时候最多的是
一些婆婆妈妈的戏，但现在这样的东西
肯定跟不上时代了。
作为一名年轻编剧，未来很难说得
准，我希望青春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而是
所有人都可以享受青春的当下，每个人
都活在 当下 ，关 注我们身边发 生的事
情。因为我还蛮关注这个世界，我愿意
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因为我理解他
们，我了解他们，我也愿意去靠近他们，
我还蛮喜欢写这样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