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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物

陈鲁豫 好奇心是人生的支点
■ 文 刘达
得玩味的小故事。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力量
的人，只是在回信过程中，希望年轻人不要放弃，
把一些问题交给时间。要明白这些事情都是会过
去的，只是这个过程是你要经历的，
如果一生没有
起伏其实也没意思。我最想表达的是，无论生活
如何对你，还是要相信心底里最初相信的东西，
“生活虐我千百遍，
我待生活如初恋”
。
记者：
这也是书名《还是要相信》的由来吗？
陈鲁豫：这个书名其实是出版社建议的。他
们发现这本书里“相信”出现的频率很高，我之前
没特别注意到这一点。我相信人的善意是更多
的，我相信生命本身的韧劲儿，
我相信没有什么坎
儿是过不去的。其实人生都是靠着一口气在撑
着，无论好的坏的，
终究都会过去。这些
“相信”
是
让你往前走的一个动力。

印 象

提到职业生涯
她说自己没入错行
近日，陈鲁豫出版新书《还是
要相信》，用自己的经历和感悟回
应当下年轻人关注和困惑的问题，
这部走心之作被称为“极度坦诚的
人生思考之书”。在线上新书发表
会上，陈鲁豫与杨澜、柯蓝、陈铭等
人一起分享书中话题，从友谊谈到
自律、
职场生存和亲密关系。
陈 鲁 豫 出 生 于 上 海 ，名 字 中
“鲁”代表母亲的祖籍山东，
“ 豫”代
表父亲的祖籍河南。1993 年，她从
中国传媒大学外语系国际新闻专
业 毕 业 ，赶 上 申 奥 的 英 语 演 讲 比
赛，在父亲的鼓励下报名参赛并获
得冠军。随后她到北京电视台实
习，并顺利通过面试进入央视，担
任《艺苑风景线》主持人。
1996 年 ，陈 鲁 豫 加 盟 凤 凰 卫
视，从《音乐无限》开始不断尝试改
变自己，在《凤凰早班车》得到实践
的机会。播早新闻时，她坚持每天
凌晨 4 点起床，晚上 7 点睡觉。她的
风格引发了关于“说新闻”和“播新
闻”的讨论，在她的努力和坚持下，
硬是把这个非黄金时段的节目变
成了凤凰卫视广告价格最高的节
目时段之一。
陈鲁豫还参与主持过香港回
归、澳门回归、戴安娜王妃葬礼、伊
拉克战争、美国总统大选等重要新
闻的直播。2002 年，凤凰卫视为她
量身打造了访谈节目《鲁豫有约·
说出你的故事》，这档节目让她家
喻户晓，
与她相伴至今。
提到职业生涯，陈鲁豫说自己
“没有入错行”，不仅是因此获得了
名利、认可，最重要的是保持了单
纯的喜欢，
“ 把兴趣和谋生手段合
二为一，就像嫁给爱情一样。无论
结果如何，这个开头心甘情愿，而
整个过程也无比投入。”她说自己
特别相信天道酬勤，你努力做一件
事 情 ，有 一 天 可 能 会 获 得 某 种 回
响，甚至回报，但是一开始你并没
有想到这些。
陈鲁豫坦言自己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除了工作没有生活，而这些
经历让她成为了今天的自己。因
为选择，所以无悔。她将自己和朋
友们的人生故事凝练总结，开诚布
公地分享给年轻人。在《还是要相
信》这本书中，她谈自律、谈独居、
谈选择、谈平凡、谈岁月，也谈爱。
她说坚持相信爱是自己生活的勇
气和支点：
“ 生活艰难，我希望有一
天曲终人散的时候我可以够本地
说：这一生，我坚持最久并引以为
傲的，就是爱和生活。”

年纪不是懒惰的理由
对生活永远充满好奇

刘俊杰（左）表演相声

记者：
您有过年龄焦虑吗？
陈鲁豫：我对年龄大小没有特别的
感觉。当然有一点要承认，那就是变老
著名主持人，
生在上海，
并不是一个愉悦的过程，没有皱纹肯
长在北京。1993年担任央视
定是更好的。但不同的年龄也会遇到
《艺苑风景线》主持人，
1996年
不同的事，所领略的风光也不一样。
加入凤凰卫视。
《鲁豫有约·说
还有，随着年龄渐长，我们身上依然会
出你的故事》等节目深入人
有一些挣脱不掉的枷锁。我的选择是
心，
出版《说出你的故事》
会在更大的自由度上去争取、去捍卫。
《偶遇》等书。
例如，我想做的事情不会因为我年纪大了
就不去做。但比如穿什么衣服、梳什么样的
头发这些小事，我觉得无所谓。我不会认为 50
岁就不能做什么事情了，年龄对我没有任何障
从文字中能看懂一个人
碍。几年前我跟团队去国外参加一个奖项，走红
毯的时候，有很多跑娱乐新闻的记者，都是很年轻
感受到一种真情实感
的小朋友，但是其中有一个老太太，我估计她有六
记者：
写作这本书的契机是什么？
七十岁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跑娱乐
陈鲁豫：这本书源于一档名为《偶遇鲁小胖》
新闻，我当时愣住了。她让我明白，如果你愿意，
的音频栏目。这两年间我一直跟一些观众、读者
你到 60 岁、70 岁还是可以做别人认为是年轻人
有书信往来，他们在信里提出一些困惑跟疑问，我
的行业，没有什么不可以。
先把回答写下来，录成音频作为回信。疫情期间
记者：这些经历和过往让您成为今天更好的
有出版社找到我，希望把这个提问和回答的过程
自己，所以不焦虑。
出版成书。
《偶遇》是第一本，第二本就是《还是要
陈鲁豫：
我觉得所谓四十不惑，是相对于古人
相信》。
的寿命而言，我的不惑可能要到六十或者七十才
记者：作为一位站在台前的职业主持人，您
开始，我可能属于比较晚熟的那种人。我是从这
喜欢纯粹幕后的写作吗？
几年才开始真正成熟的。我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
一定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这并不可怕。年轻时
陈鲁豫：我觉得写书挺有意思的。就拿这本
书来讲，它不是像写一本书那样完成的，而是我对
犯错是对生活的注脚，不是失败。拿爱情来举例，
年轻朋友疑惑的解答，所以形式灵活，时间也自
如果你碰到一个人，他陪你走过你生命的一段历
由。我在很多地方都写过，在飞机上写过，在家里
程，不管一年还是两年，那这段历程本身就是意
写过，在酒店房间也写过。每个礼拜要交稿，交稿
义。后来你们慢慢长大、分开，
不是说你们的关系
以后还要录音。其实我还躲在飞机厕所里面录过
失败了，而是你们的人生又掀开了新的篇章。永
音，后来发现不行，
噪音太大了。其实我发现文字
远不要以今天的标准，去评判昨天做的事是否有
挺治愈的，特别是一点一点攒文字的过程。人在
意义。昨天的意义就在于它发生在昨天，那就是
文字当中开放度是很大的，我现在回头去看，这些
意义，是这些事造就了今天的你。
文字都特别坦诚。在生活中我未必会把心敞开，
记者：
您现在对未来还有好奇心吗？
因为在台上说话时，瞬间很多的规矩就会不自然
陈鲁豫：我对生活充满好奇心。当你对生活
地从心里冒起来。人的心只能向外界敞开一个角
好奇的时候，你就会热爱生活。只要你还对生活
度，取决于交流的那个人是不是令人信任。但文
有一点点好奇和渴望，那就是生活的勇气跟支
字有一种特别神奇的力量，在文字中没办法躲藏，
点。这个支点不需要有多大，就是一些小的事情，
文字更容不得作假。你能够从文字中看到特别真
那都是意义。
实的一种情感、看懂一个人。所以我发现，我书里
记者：您的事业很成功，想给年轻人哪些职
的文字比生活中更勇敢些。
场建议？
记者：收入书中的这些问题，是如何筛选出
陈鲁豫：
每个人的起点、资质、机遇不同，可我
来的？
相信天道酬勤。关于职场生存法则，我想到一些
注意事项，首先来说，在一个团队中，任何人都可
陈鲁豫：
提问有很多，
我们选出了最有代表性
的 55 例，涵盖了关于自律、独居、选择、爱、自由、
以被取代，所以你要尽量提高自己被取代的成本，
挫折、信念等主题。书里没有大道理，
都是一些值
做一个靠谱的人，可以有性格，但不要任性，因为

陈鲁豫

讲述

边走边讲五大道
始看书、挖掘历史。2003 年退休后，
我继续做志愿讲解员，几乎每天都去
五大道，一直讲到现在。
“五一”假期，五大道再次成为旅
要想给游客讲好五大道，讲解词
游热点，坐马车，看小洋楼，听故事，
的编撰、讲解员的表达非常重要。怎
每一个走进五大道的人都对天津有
么把讲解词补充到旅游线路里，又能
了更多的了解。79 岁的志愿讲解员
抓住重点，让游客在身临其境的同时
张振东更忙了，虽然他已满头白发，
了解五大道？一个曾在五大道居住生
但讲起五大道的故事，却仍兴奋得像
活的历史人物，他的人生很长，
在讲解
个年轻人。
词中怎么呈现出来？要细致地整理这
些内容，每一段讲解词都经过十几、二
不断完善讲解词
十几次不断地修改，才固定下来。
让游客认识五大道
比如说，我们的讲解词有这样一
句话：
“ 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看天津，天
2019 年 1 月 17 日是我最难忘的
津缩影在和平，和平精华在五大道。”
一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天津视察，跟
一句话就概括清楚了。
“ 漫步五大道，
我们志愿者合影。习近平总书记跟我
听我讲小洋楼”
，
说明了到五大道旅游
握手时，我说：
“ 总书记您好，您辛苦
是一种
“慢游”
，在走走停停中，
最精彩
了，欢迎您到天津的五大道看看。”总
的就是近距离感受小洋楼历史建筑。
书记特别亲切和蔼，和他说话就像和
很多游客都问我五大道在哪儿，他们
自己家里人说话一样。通过简短交
以为是一条路，但五大道其实是五条
流，得知总书记也非常了解和喜欢五
道，所以我就概括为
“马睦大常重”
，
也
大道的历史文化，
让我特别激动。
就是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
年轻时我是一名专业的体操运动
重庆道。因为
“大常重”
是
“大长虫”
的
员，后来做了国家级裁判，国家级教
练，现在很多体操队都有我的学生。 谐音，游客一下子就记住了。
五大道这一区域有很多历史名人
再后来，我到和平区第一家旅行社做
旧居，我在讲解词中给每个名人总结
导游，
那是当时天津唯一的旅行社，开
了一句话，讲民国总统徐世昌时就说
发了五大道的旅游线路。
爱国忠贞度晚年”
，
当时我跟同事们一起研究怎么才 “宦官沉浮不倒翁，
很直观，稍微再展开一点，
大家就会留
能讲好五大道，慢慢地对五大道的历
下印象——徐世昌年轻时一度落魄，
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五大道
所以格外珍惜生活，他家有一条家规，
的老建筑、小洋楼也产生了感情，我开

足够擅长做一件事
就会足够热爱这件事

中秋节那天不做饭也不吃饭，徐世昌
去世后，徐家人依旧坚守着这条规矩。
讲抗日名将张自忠，我说
“青山处
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意思就
是说，中国的土地，埋在哪里都可以，
不一定非要风光下葬，这是一种舍身
忘我的大无畏精神。
还有一次，我在打响抗日战争第
一枪的马占山将军旧居前讲解，有一
百多人围拢过来，其中一个小学生听
完后说：
“我也要做一名解放军战士！”
大家都给他鼓掌，对我也是一种激励，
铭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以史为鉴，
不
忘初心。
我讲解五大道的原则是：以爱国
为主线，以传承为主题，
以名人家风家
事为链接，不断地挖掘历史，
讲好中国
故事。没有故事的建筑就没有灵魂，
通过故事引出人物，互相依托。看书、
旅游和到现场听讲解是不同的概念，
边走边讲更加鲜活易懂。
关于五大道的书籍不少，这么多
年我基本把能找到的都看了，其中包
括《近代百年看天津》
《五大道的名人
轶事》
《顾维钧回忆录》等，
通过这些书
去筛选内容，完善讲解词。我们的讲
解还要尊重历史，只能讲正史，
不能迎
合有些游客的八卦心态去讲野史。如
果有新的历史信息被挖掘出来，我们
还要经过考证，查找各种资料，
走访相
关的人物，核实无误后，
有价值的东西
就要加到讲解词中。

陈鲁豫自述

只要你去寻找
总能找到生活的意义

记者：您的书里有一句特别酷的话，
“我从小
就知道，
这一生，我的单我来买”
。
陈鲁豫：对，我从小就是个扫兴、悲观的孩
子。我不相信所谓的免费幸运，我坚信所有运气
背后都贴着我们看不到的价签。还好，我这种与
生俱来的悲观，转换成了独立、自主。除了挚爱亲
朋的好意，周围的一切免费，我都假设它与我无
关，并且本能地极其谨慎地怀疑着、抗拒着所有的
免费，觉得有一天总会需要我用更高的代价来换
取。事实也的确如此。
记者：
您打小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吗？
陈鲁豫：大概从 4 岁开始，我就知道我长大以
后想学外语，说不上是因为擅长还是因为喜欢，反
正我就是那么顺理成章地考进大学外语系，然后
做了主持人。有一点我深信不疑，你只要足够擅
长一件事，就会足够热爱一件事，这是迟早的事，
因为老天绝不会允许任何人暴殄天物。当然，我
们都不属于那凤毛麟角的“天才人类”，我们这一
生注定就是不断怀疑、否定、寻找、肯定，再推翻自
己的过程。没有谁会因为做一份工作而痛苦到
死，也没有谁会因为干了自己喜欢的事就天天宛
如身处天堂。当一切逐渐熟悉，幸福、痛苦的程度
都会变弱。这就是生活的真相。
记者：
您害怕失去自己拥有的东西吗？
陈鲁豫：
我对生活永远抱有最坚定的信念、最
深切的希望，但随时做最坏的准备。这可不叫
“大
不了从头再来”，我没有这么底气十足，也不敢和
命运叫板，这是一种“实在不行了只能从头再来”
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丢人，它和我的风格一脉
相传，那就是——我有多脆弱，
就有多坚强。反之
亦然。
记者：
您对特立独行的生活态度怎么看？
陈鲁豫：我可能就属于特立独行吧。我一直
以为我近乎自闭地生活着，除了工作，
我尽力和世
界保持距离，世界也不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更不
会有意见。我没有跟着大多数人的步伐走，有些
自己的坚持，一不留神被生活推着，
就成了今天的
样子。偶尔高兴时我会觉得自己还行、挺好的，而
情绪低落时，就会觉得自己简直一无是处、凄惨无
比。当然，事后一扬头一出门又是一条好汉。我
觉得特立独行的人必须坚强自我、神经强大，因为
这个世界是为身高、体重、样貌、智力、性格、健康
状况差不多，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时间表也大同
小异的大多数人服务的。所有超出范围的人，将
承受身为“少数派”的不便与他人的审视、评判。
我相信，幸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我希望等我
老了，无论我是一个人、两个人，都可以是幸福愉
快的。生活本身就是意义，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
我们擅长的方式尽力而为。
记者：可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如何跟身边
的人搞好关系呢？
陈鲁豫：分寸感很重要。我一直希望自己的
边界和四周的边界尽可能同步，否则，
我将永远封
闭在自己狭小的世界里。可是，扩大边界，意味着
也许我要降低我的分寸感，这个过程并不愉悦，甚
至有些痛苦。所以，在自己和世界的分寸感之间，
要寻找最大公约数，这是我们既能保持体面、尊
严，又能维系人情世故的唯一方法。

马车游成为五大道符号
只要一沾讲解我就来精神儿

79 岁高龄志愿讲解员

■ 口述 张振东 采写 刘佳维

公司的上司、同事，不是你爸你妈、你男朋友或女
朋友，要宠你爱你。其次，
在你的尊严底线不被碰
触的前提下，适度吃苦没问题，
暂时吃点小亏也可
以接受。再有一点，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不要被改
变得面目全非，可以学会圆融，
但不要圆滑。

五大道历史上曾是“英租界墙外推
广界”，这里的第一条路是马场道，当年
是通往英国乡谊俱乐部跑马场的一条
路。开发五大道旅游的初期，有人提议
能不能在马场道上跑马车？大家都觉
得这个创意不错，于是从郊区借来一匹
马，找加工厂做了一辆马车。那时单纯
地想做一个符号性的东西，随着游客增
多，想坐马车的人也多了，又找到一家
企业合作赞助，提供了两辆马车。
2013 年纪录片《五大道》在央视播
出，五大道的影响更大了。2014 年民园
广场开街，从国外引进了几匹汗血宝
马，当时“五一”劳动节游客达 20 万人，
“马车游”成了五大道的一个特色，也成
了天津的一个标志。现在到天津来旅
游要做三件事：乘马车游五大道、乘游
船夜游海河、上摩天轮俯瞰美景。
马车游五大道全程半个多小时。现
代社会保护动物，驾车的不能用鞭子抽
打马匹，马车也经过改造加了电动装
置，既环保，也不需要用马力拉车。游
客乘马车走哪条路线，我们也要根据环
境、路况进行规划，比如有的路段太窄
或者汽车较多，就不适合跑马车；有的
地方紧邻学校也要避开，或是等到放学
后、寒暑假的时候再走这段路。游客坐
在马车上，马车一直在跑，两端的小洋
楼可能一闪而过，那么讲解词就更要简
单明确，一两句话就要概括这个人，这
幢建筑，还得让游客留下印象。
五大道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建筑上，
更体现在过去住在小洋楼里面的人身
上。我经常遇到游人看地图看不明白，
我就过去告诉他，最值得去看的小洋楼
在哪，那里曾住过什么人，
发生过什么故
事。有些陌生人主动找到我，给我提供

前两天我做一个节目，让回忆以前的过
往。节目组在墙上贴了很多我以前的照片，包
括在央视做节目时候的照片。那时我刚刚到央
视实习，觉得自己的脸特别圆。这次录节目我
又重新看到了当年的照片，才发现那时候脸圆
圆的也很可爱啊！可这是我过了二十多年以后
才有的认知，我当年并不觉得自己这样挺好，如
果当年我就知道这一点的话，我想我会更加自
如，也更加享受那一刻。
关于坚持和放弃二选一的话题，我无疑选
择坚持。我一直固执地相信，每天做一件事，并
不为什么，就是持续不断地做，也无所谓结果，
这本身就是意义。
虽然坚持这个词在我人生的字典里根本不
是个常用词，可是我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经历很
容易被人们归于坚持那一类。我不是刻意坚
持，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放弃。小时候放学后和
小朋友们疯玩儿，我总是舍不得先回家吃晚饭，
永远是最后一个离场的。最后拎着沙包跳绳独
自上楼回家的时候，心里多少会有些孤独和委
屈，但我永远舍不得先走。
比如我做电视，从 1993 年开始至今；做《鲁
豫有约》，从 2002 年开始至今。仅此两项，我自
己都不好意思说我压根儿没有坚持。可事实上
是，我能做，
可以做，也喜欢做，
又不具备其他技
能，就一直做下来了，
就是这么简单。倘若我貌
若天仙、嗓音清亮、歌声婉转，我也许会半路去
演戏唱歌，但是我偏巧能力单一、兴趣单一，就
一直专注这一件事，一做就是这么多年。
我认识一个小林，从东北来北京闯荡，住地
下室，做服务员，
发小广告，赚学费生活费，去读
书，学钢琴。这两年他开了一间小小的音乐教
室，教小孩子们弹琴，
赚的钱够他一家三口在北
京过上温暖有尊严的生活。但他永远做不了郎
朗。当年的他倘若知道未来自己不可能像郎朗
那样，他会坚持吗？
当然，所有的唯结果本质上就是唯成功论，
而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又太过简单粗暴，除了
更快更高更强，其他的维度都不在话下。郎朗
的人生当然精彩，但小林的人生也有意义。郎
朗做不了小林，小林也未必希望成为郎朗。
所以我从不操心尚未发生的事情，何况已
经发生的事也未必就是终极结果，所有的将来
都还有将来，明日之后还有明日。我大学毕业
之后也有几年，做节目报酬很少，
我第一份工作
一期才 300 块钱。但是，年轻人过一种相对简
单的生活是特别天经地义的，我特别看中我成
长的那个空间和可能性，觉得我的明天应该不
止于此吧。所以不是所有问题都是靠钱能够解
决的。
“坚持”这个词貌似贯穿了我的人生，可它
所串联的绝不是一个励志故事，我只是以我唯
一会的方式，一路磕磕绊绊，
碰巧还算顺利地走
到了今天。

历史线索，其中有五大道的老住户，告诉
我他们家过去的事，我也特别感谢他们，
让我得到了很多一手资料。
我一讲解起来就不觉得累，这对我
来说是一种责任。节假日我的工作时间
会略长，尤其是小长假，
一天可能会讲十
几个小时，甚至有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专
门想听我的讲解。有时候下午两点开始
讲解，游客吃完午饭，都有点儿困了，提
不起精神，这时候我的讲解方法就是要
用故事去调动大家的情绪。有一天晚上
7 点，我准备下班回家，忽然听说有游客
要来听讲解，于是我马上就去了现场。

张振东
有一次讲到中午，回单位时食堂没
饭了，我就到门口小饭馆去吃饭，
邻桌有
几个从重庆来的游客，抱怨说
“坐了一圈
马车，也没觉得五大道有什么好”，我对
他们说，
“我来给您讲讲五大道”
，
然后从
头到 尾 ，简 明 扼要 地 把 五 大 道 讲 了 一
遍。那几位游客中有一位退休的老校
长，听到最后热泪盈眶，还加了我的微
信，说有机会一定请我去重庆做课外辅
导，讲讲天津的故事。

结合五大道宣讲
“四史”
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
我目前也是和平区
“四史”
宣讲团的
讲解员之一，希望能通过故事反映“四

史”
。在五大道做讲解，我接待过毛泽东
主席的秘书、周恩来总理的秘书，他们在
车上路过毛主席来天津住过的润园，我
讲到毛主席和润园的故事，他们就要求
停车下去看一看，在毛主席住过的地方
敬礼，让我帮他们拍照。
现在来听讲解的学生比较多。我也
是几所学校的校外宣讲员，我给孩子讲
天津的人文历史，这也是中国近代历史
的缩影，希望我的讲解能加深孩子们对
历史的了解。
天津五大道是天津的一张名片，是
我们的城市会客厅，很多外地人来天津，
都要到五大道
“打卡”
。志愿讲解五大道
历史的事一直有人做，但是能不能坚持
下去，真的需要不忘初心。我一直觉得，
先得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我能讲
出这些东西，是我打心里讲出来的，不是
死记硬背记下来的。
大家把我推到荣誉的台前，不管我
去外面讲课、做报告，还是在五大道、在
马车上讲解，我都是面对大家，我可以看
到大家的眼神，看到大家是否爱听，和大
家互动，十几年来一直是这样。我的讲
解大伙儿能爱听，讲完以后能有掌声，就
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到现在我讲解了有
近万次，也曾创下连续讲解九个小时的
记录，我愿意为大家多讲。
五大道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
发展。到了我这个年纪，更希望我们掌
握的历史文化知识流传下去，我收集了
很多图文资料，希望留给后人，通过历史
的传承，在人们心中埋下一粒种子，传承
我们的历史文化，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2020 年 8 月，我被评为 2019 年度
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最美志愿
者。现在我儿子也在五大道做志愿讲解
员，在我们的志愿讲解员队伍中，也有不
少是我的徒弟，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
的目标——把五大道打造成全国最好的
旅游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