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 董秀娜

在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大
门口，我见到了果彦彬。当年那个瘦
小的男孩，如今已是身高1.9米的大小
伙子了，虽然他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但眉宇间却找不到这个年纪应有的
无忧无虑。他告诉我，前不久几个同
学到学校旁边的火锅店为他过生日，
给他买了生日蛋糕。面对燃烧的蜡
烛，他许下心愿：愿自己学习顺利，毕
业后找到工作，回报社会上的好心
人。一个“00后”的孩子何以有这样
的心愿？这还得从他妈妈刘翠香的
故事说起。

车祸导致她右腿高位截瘫
却仍开着电三轮挣钱养子

果彦彬最早的儿时记忆，就是坐
在一辆颠簸的三马子车上，跟着妈妈
去拉脚。天真冷啊，他的手脚几乎没
有知觉。尽管如此，他也不愿意让妈
妈把他锁在白马泉村那间堆满破烂杂
物的小房子里。他才3岁，害怕时而
蹿出来的大老鼠。妈妈在果彦彬心里
就是整个世界，长大以后他才知道妈
妈受过的那些苦。

刘翠香1968年出生在蓟县下营
桑树庵村，20岁到水泥石矿打工，上
午给工人做饭，下午学开车。之后与
人合作买了车，开车拉石料。在矿上

三十多名司机中，她最能干，挣钱最
多。往往是一天的活儿干完了，别的
司机都歇了，她还要再拉一趟活儿。
她相信，勤劳一定能给她带来好运。
但万万没想到，一场车祸彻底改变了
她的命运。

1993年 12月，一个寒冷刺骨的
日子。早晨5点，刘翠香开着“松花
江”离开县城上了京哈公路。突然，一
辆装载着沉重石料的“斯太尔”发疯似
的冲过来，她来不及躲闪就被撞下了
公路！“松花江”翻转着滚下去，“包”在
一棵树上，受了重伤的刘翠香血肉模
糊，昏死过去。人们把她送到蓟县（今
蓟州区）人民医院，经检查，她的左腿
股骨头严重骨折，右腿已经烂了，需要
做高位截肢手术。

1995年9月，在床上躺了将近两
年的刘翠香终于靠拐杖的支持站了起
来。她从镜子里看到自己时，已经不
认识了！容颜苍老，肢体残缺，身子像
废了一样，动一动都钻心地痛。但是
她想，无论如何也要站起来、走出去，
养活自己！

一个如此严重残疾的女人面临的
困难可想而知。一次次努力，一次次
以失败告终。她从报纸上看到绿色食
品大有前途，到团山子村考察并开始
创业，建鸡舍，雇工人，散养了三千多
只鸡。2000年，小鸡长大，就要下蛋
时，由于资金紧张，买饲料的钱无处可
借，她一面联系鸡蛋的销路，一面继续

借款，却偏偏赶上鸡蛋市场低迷，卖不
出去了！
刘翠香跌坐在鸡舍里，眼前一片

漆黑，借的账拿什么还？欠了人家一
年的工资，拿什么发？她发疯似的拖
着残腿去联系所有可能的渠道，最终
没有结果，命运又一次跟她开了个残
酷的玩笑。她只好把即将下蛋的鸡全
卖了，还了一部分借款，自己变得一贫
如洗。
2002年6月18日，她的儿子果彦

彬出生，这个健康的小生命让她看见
了希望。为养活孩子，她开着残疾人
三轮车拉脚。但她的腿病越来越严
重，2004年的一天，腿疼得她昏了过
去，人们把她送进医院，经检查发现左
腿股骨头已经坏死。

因病重想把儿子送人
好心人伸出援手提供帮助

刘翠香感到自己活着的日子不多
了。她想，死倒是解脱，但孩子怎么
办？思前想后，决定把孩子“过”给别
人，只要孩子将来有好生活，自己死也
安心。这个念头一出来，她的心就像
被人撕扯一样，痛不欲生。
她在报纸上看到一个“人生十字

路口”的栏目，于是用颤抖的手给编辑
写了一封信，恳求他们帮她把儿子过
给好心人。没几天，报社记者来电话，
约她和儿子到报社见面。她给儿子换

上最好的衣服，把他紧紧搂在怀里，也许
这一去就是永别！

到了报社之后，记者详细询问了情
况，把这对母子的遭遇和照片刊登在报
纸上。随后几天，刘翠香接到了几十个
电话，不少人想帮她抚养孩子。孩子从
妈妈的言谈话语中隐隐知道要把他送给
别人，竟一把抢过那张报纸撕成两半。
“你为啥要撕报纸？”“没有报纸，妈妈就
不会把我送人了！”儿子拒绝吃饭。妈妈
递给他一个烧饼。他愤怒地摔在地上：
“不吃！不吃！”说着，紧紧抱着门框大哭
起来。天黑了也不进屋，生怕进屋会被
人抱走。哭累了就躺在地上，睡梦中还
在说：“妈妈……你不会死……我能帮你
干活……”

孩子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刘翠香心
上。哪有妈妈舍得离开自己的孩子？妈
妈的病早晚都是死，可你应该有幸福的
生活啊！转天，刘翠香又接到记者的电
话，天津一家医院要免费为她治疗股骨
头坏死，让她尽快到医院检查。如果能
治好病，那就可以继续挣钱谋生了！刘
翠香把儿子撕毁的报纸粘好，珍藏起来，
这是一张“救命报”啊！

那段日子，很多好心人伸出援手，提
供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鼓励。
2006年，通过治疗，刘翠香的腿疼减轻，
能活动了。她继续骑上三轮摩托车上街
拉脚，一天能挣三四十元，生活能过得
去。2007年4月，刘翠香带着儿子载了
一位女乘客，那位乘客抚摸着孩子的头
说：“我从报上看到过你的事，你们来找
我吧！”她是大地幼儿园园长刘玉霞，孩
子免费进了大地幼儿园。
幼儿园毕业的那一天，果彦彬上台

演出，唱了妈妈写词的一首歌：“叔叔阿
姨，我想为您唱一首歌，唱一首心灵的
歌。赞美的歌声我唱不停，我的好叔叔，
好阿姨。我没有什么报答您，只有一颗
感恩的心……”

考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他只想努力学习回报社会

刘翠香一直有一个心愿：只要我能
活到儿子长大的那一天，我一定要告诉
他发生的这一切，让他用一颗感恩的心，
替妈妈回报社会上所有的好心人。
果彦彬的成长一路都有好心人帮

助。在蓟县第一中心小学，班主任刘爱
琴老师帮他交学费，帮助找旧校服，连每
天的早餐费也是刘老师帮他付的。在下
仓中学上高中，田淑冬老师特别关心他，
多次帮他解决思想困惑，顺利完成学业。
2020年，果彦彬成为天津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护理系的一名学生。他所在的
20216班有51名同学，其中男生有13
名。八个同学住一个寝室，学习非常紧
张，要学《护理学基础》《用药护理学》《护
理心理学》《临床护理综合实训》等课程，
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开学一个多
月时，果彦彬被同学们选为班长，学习之
余多了很多工作，但他每件事情都做得
很认真。
为了给妈妈减轻负担，果彦彬申请

了勤工俭学。工作是在图书馆整理借阅
图书，每周课余时间工作12小时，每月
补贴160元。图书馆的书真多啊，他工
作之余就是看书，书籍在他的眼前打开
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图书馆举办的
读书月开幕式上，他上台演讲“毛主席少
年时的读书故事”，演讲稿是他看书、查
资料自己写的。

果彦彬热爱劳动，他知道有付出才
会有回报。今年寒假期间，他在蓟州中
医医院当了一个月志愿者，在导诊台预
诊、分诊。疫情中，很多老年人不会扫码
登记，他就帮他们耐心讲解。他还作为
志愿者去妇女儿童保健中心打扫卫生，
为眼科门诊测视力，跟同学一起到滨海
新区拣垃圾。在学校“五一”劳动之星评
选活动中，护理系选出12名劳动之星，
他是其中之一，总结大会上他分享了自
己的故事“劳动最光荣”。

这些年果彦彬的家里也走出困境，
发生了很大变化。小时候他的衣服都是
穿别的孩子不要的，现在能买新衣服穿
了。以前租房子住，环境特别差，现在他
家在城里有楼房，冬天有暖气，在罗庄子
村有个小院，他家还有梨树园，有雪花
梨、红香酥、皇冠梨，还有李子、杏、核
桃。按照有关政策，刘翠香高位截肢的
右腿免费安装了假肢，左腿于2015年做
了髋关节置换手术。

问果彦彬小时候记得最清楚的一件
事是什么？他说，是妈妈带着他参加报
社的活动，一位叔叔开车到蓟县接他们，
还带他去了麦当劳，那是他第一次来天
津市中心。

现在果彦彬对繁华都市还很陌生，
因为学习之余要勤工俭学，回家要帮妈
妈干活，除了学校附近，他还没逛过其他
地方。他只想努力学习，将来拿到毕业
文凭再考护士资格证。他说自己已经长
大了，要去帮助更多的人，实现妈妈的心
愿——回报社会上的好心人。

在这对母子最困难的时候社会伸出援手，如今孩子长大成人——

他想用爱回报好心人

讲述

我生在上海石库门的一个亭子间里，小时候
接触了很多外国电影、小说，到中学时就有这个志
向了，想以配音演员为业，看到薄薄的宣传单上各
位配音演员的名字，便心跳加快，热血沸腾，想象
力极大地飞扬起来。但那时候还有点顾虑，不大
能够开诚布公地讲出来，因为怕被人认为是崇洋
媚外。
在连看了三遍苏联电影《白夜》之后，我终于

下定决心，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要当配音演员。考
大学时，家里人都反对我从事艺术行业，祖父说我
不活跃、放不开，在公众场合有些害羞，一口咬定
我的能力不适合在这个圈子里生存。但家人并不
知道，其实我真正想做的不是在舞台上演戏，而是
幕后的配音。我还是坚持己见，1962年考入上海
戏剧学院话剧表演系。
四年的大学时光，别的同学都把心思放在如

何到舞台上去表演，而我的用功，则是为了以后到
录音棚里去配音。阴差阳错，直到1973年，在表
演老师李志舆的帮助下，我才终于得以圆梦，被分
配进上海电影译制厂。至今我仍然记得，上译厂
的支部书记老许迎在永嘉路383号——上海电影
译制厂的大门口，带着我进了演员候场室。现在
回忆起来，我总觉得这情景象征着一些什么。我
非常向往跟我崇拜的毕克、邱岳峰等老师们一起
工作。我跑了五年龙套，1978年，厂里安排我配
了第一个主要角色——美国科幻片《未来世界》里
的记者查克。
上译厂能成为一个独特的品牌，起关键作用

的是我们的老厂长陈叙一先生。我们这些配音演
员说起来是做幕后，但我们的名字还是随着影片
到了全国各地，有些名气传扬出去了。我们的老
厂长从来不署名，哪怕有些本子的第一草稿是年
轻人翻译的，他从头到尾都再改了一遍，一是要非

常有味道、准确，二是
遣词造句编写台词还
要朗朗上口，最后他
也绝对不会署自己的
名字。经过他的调
教、改造，我们厂形成
了一支非常有特色的
队伍，每个人的音色
都不一样。他在做人
上也给我们作出了榜
样，所以我们都去向
他看齐。
我第一次见到阿

兰·德龙是上世纪80
年代末，他到我们厂
参观，我们给他放《佐
罗》《黑郁金香》，看到
说中国话的自己，他

挺开心的。他本身声音跟我完全不同，又粗又低，
但我配过之后，反而被中国人接受了。当人们听
到他真正的声音的时候，会质疑，这是佐罗吗？阿
兰·德龙还邀请我们到北京去参加他的生日宴
会。在马克西姆餐厅，我表演《佐罗》的片段，斯琴
高娃、达式常等人都去了。后来他又到上海，推销
他的皮带、香水。我们接待他，跟他一起吃饭，他
对我们同行很友好。很多影迷在饭店门口等他，
他从车里跳出来，把一叠签名照片很潇洒地扔过
去。他喜欢前呼后拥的感觉，性格比较浪漫。
我觉得我不塑造配音角色的时候，可以干其

他与语言艺术有关的事。有一年，上海电台音乐
频道让我帮他们去做主持人，写好稿子给我念，我
觉得很不舒服，就和他们谈，把这个节目交给我，
我来介绍从前经典的译制片。这档节目叫《影音
童话》，做了几十部电影，做完了，节目就结束了。
我不大喜欢光读别人的东西，而没有我的创造、我
的体会、我的感悟。

一代人记住了佐罗
也记住了他的声音

记者：当年您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跨入
上译厂大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童自荣：我们上译厂有位导演，就是我们的
老厂长陈叙一，如果没有他拍板点头，大概我不
会从学校分配到上译厂。终于能和儿时崇拜的
这些演员在一起工作了，我心满意足。一开始，
主要角色都不安排给我，但我痴迷配音工作，我
无所谓什么主要角色、次要角色，跑龙套都无所
谓，即使给我一两句台词，我也用功！

记者：为《佐罗》配音让您一举成名。阿
兰·德龙那种帅气，包括佐罗的英雄气质，在人
们心中引起很大共鸣。看过《佐罗》的人差不
多都有一种感觉，阿兰·德龙的声音就是童自
荣的声音，这个声音的辨识度太高了。

童自荣：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我
没想到佐罗会这样地轰动，我就是当做一个正
常的工作去完成的，当然我是用功的。大家好
像对佐罗这个形象啊、故事啊特别有好感。结
果，连带着把我这个配音的也给记住了，其实主
要是阿兰·德龙太棒了。

记者：听说您当时在配音期间，导演一声
令下，您的第一个动作却是去换鞋？

童自荣：可能像我这样傻乎乎的人不多
吧。配音界的前辈们不这样，不讲究什么服装、
道具。我是学话剧表演的，学的时候知道，用道
具、服装，能寻找人物的感觉。我就想，《佐罗》
电影中，佐罗的声音要有变化，他有两个身份，
一是蒙面侠盗，另一个是假总督，一个刚毅果
敢、豪情万丈，另一个养尊处优、怯懦无能。要

同时处理好这两个声音、两个角色，一定要把它区
别开。我就琢磨，怎么能让两个声音更好一点？
侠客的声音是有分量、有威慑力的吧？总督的声
音该是轻飘飘、娘娘腔的。于是我就想，换鞋吧，
准备了两双鞋，一双是我父亲在炼钢车间劳动时
穿的那种沉重的大头皮鞋，另一双是拖鞋。穿大
头鞋配佐罗，声音沉稳有力，换拖鞋配假总督，声
音发飘不自信。我觉得这样对我有用，说台词时
更能找到感觉。
记者：那时我们总有疑惑，到底是童自荣老

师定义了佐罗的声音，还是佐罗这个形象覆盖了
童自荣老师的模样？
童自荣：所以我的理念永远是那样——做配

音工作，应当躲在幕后。那才有那种特殊的魅力，
有神秘感，让观众去想象、去好奇。你真的亮相
了，到台上去演出了，让观众看到你了，有的时候
会让他们失望。我觉得，佐罗让我得到了一个很
好的发挥的机会，让大家通过这部片子的配音，同
样也得到了很多的享受。这恐怕是最重要的，比
我的名利重要，让老百姓开心！

用声音刻画人物
含着眼泪说台词

记者：《佐罗》成功之后，如何在这么耀眼的
光环下再去给其他角色配音？大家会觉得有佐
罗的痕迹，可能也是一个负累。
童自荣：是的，这是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因为过后没多久，我就给《少林寺》里的觉远和尚
配了音。这是古代山沟沟里特别土的一个小和
尚。领导让我配音，告诉我一定要当心，别让观众
感觉到佐罗的痕迹。我也在想，如果配音觉远和
尚时我还像佐罗那么帅、那么潇洒，那就完全失败
了。说话不能矜持，要脱口就来，因为觉远和尚就
是个孩子嘛，而且要显得年轻，那么这就要动下脑
筋了。
记者：后续您又遇到一些挑战，比如《茜茜公

主》中上校博克尔的配音，能感觉到那种性格的
反差。

童自荣：当时为那个角色配音，我就想，不要
一味地去逗大家笑，因为他的那种夸张是有真情
实感的，像他以为发现炸弹的那一幕，那种大惊小
怪的样子，我如果很认真地去表现，观众就感到好
笑了，如果假模假式地，就失败了。所以，该夸张
的地方夸张，不该夸张的地方不要夸张。再比如
《莆田进行曲》，我配音的那个比较接近于反派的
寅次郎，他有点坏，可又不是骨子里的坏。我不能
脸谱化、表面化地处理，如果那样做，大家就不会
相信，不会认可。他也有他的痛苦，他的喜怒哀乐
不都是假的，对吧？我就这样去理解、去刻画这个
角色。

记者：为电影《莫扎特》中的莫扎特、《玩具总
动员》中的胡迪探长配音，也是对自己的突破。
童自荣：莫扎特这个角色的配音，有很多场

景，尤其是在他病态的时候，或者是躺在床上说话
的时候，我必须在我嗓子状态非常好的情况下，才
能配得出来。越是声音低，声带的闭合越要好，否
则没法操纵声音。因为我是慢性咽炎，所以必须
休息好才行。别的配音演员大多是晚上声音好，
我不一样，我是早上嗓音好。所以如果有的配音
是在下午的话，那我一定要争取中间有一个小时
躺下来休息，让嗓子恢复。睡一刻钟就可以，嗓子
马上就恢复了。配《玩具总动员》的时候，我觉得
胡迪探长应当说是英雄，他有时很动情地说一些
话，他还是蛮有良心的。情感的投入最重要，我经
常含着眼泪说台词，感情出来以后，观众更容易接
受你。

记者：佐罗之后大家可能觉得，您会当仁不
让地成为上译厂的男一号，但事实上好像您又配
了很多配角，那个阶段您自己心里有落差吗？

童自荣：只要这个角色很有个性，很有色彩，
即便是戏份比较少，也没问题。但是有几年比较
荒唐，主要角色一部也没给我安排，我配音的全都
是配角。我倒不一定非要配什么主要角色，但如
果有合适的配音不给我安排的话，我的业务是要
退步的，我为这个感到焦虑。

记者：那个阶段您是怎么保持状态的？
童自荣：我这个人的个性是这样，一般我不会

说，但也有观众会觉察的呀！上海电视台有个记
者到我家里来采访，就是带着观众的疑问来看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第一次和记者说起了
我实际的情况，说起我的困惑。但在那以前，我连
家里人都不怎么说的。我想，我如果嗓子条件允
许的话，我还想做一些语言艺术方面的事情。所
以在2001年，我自己策划了一台朗诵会。朗诵会
的内容完全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我看到一篇文
章，题目是《向往崇高》，我就给朗诵会取了这么个
名字。

文艺工作者心中
最重要的是观众

记者：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您心里最看重
的是什么？

童自荣：我由衷地总有一种感觉，我们做文艺
工作的，会有名会有利，而且有的来得很容易。但
我们心里要记得，是谁给你的名和利——是观众
给的，是老百姓给的呀！这个不要忘记了。我们
要不要报答啊？是一定要报答的呀！

记者：所以当年您甚至还写过一个声明，说
不用佐罗挣钱，这是真的吗？

童自荣：对于广告的事情，我是特别小心谨慎
的。因为广告宣扬的东西如果不好，会使老百姓
感到失望！我知道做广告是可以很轻松地赚很多
钱的，但是我不能随随便便地接受。不能因为广
告这个事情，损坏了佐罗在观众心中美好的形象，
这样很对不起观众，这个钱我不能挣。

记者：听说您的日子过得很普通，您的一儿
一女出生的时候，您也没在身边，您有为老人、为
孩子改善生活的想法吗？家人怪过您吗？

童自荣：我两个孩子出生，我都没在太太身
边。因为我的性格内向，我不好意思请假。我知
道，在这方面我亏待了我的父母、我的太太和两个
孩子，我把他们都忽略了，我很少对人提到这些
事。我父亲有很重的肾病，那天早上，他坐在我的
自行车上，我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去。因为我还
有工作，没有陪在父亲身边。以前都是早上把他
送到医院，下午接回来，觉得没什么的，可是等我
工作做完了，回到医院后，就来不及了……因为那
个一直给他看病的医生正好出差，那几个实习医
生不太懂，应当给他用对他最有效的一种针对性
的药，最后就来不及了。当然还要怪我呀，我忽略
了，我可以请假的，遗憾终生啊！

记者：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您还会选择这个
职业吗？

童自荣：当然还会！痴迷了就不可救药。这
份工作我认为是很普通的幕后工作，但是再普通，
它也是神圣的工作，值得为它牺牲。

记者：很多人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电
影译制厂佳作迭出，现在看不到了，现在很多人
甚至认为给外国电影配音是多余的。

童自荣：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配音
工作，没有时间好好地下功夫，都是快餐文化，这
是一个问题。

印 象

童自荣 永远难忘佐罗
■ 文 陈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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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天津广播电视台文艺频
道《最美文化人》栏目邀请78岁的
配音表演艺术家童自荣来天津做
客。当年他为阿兰·德龙主演的法
国电影《佐罗》配音一举成名，干了
一辈子配音工作，1999年完成《婚
礼歌手》《心心恋曲》两部电影配音
后淡出舞台，2004年从上海电影译
制厂退休。译制片配音的黄金时
代，随着他们这一批幕后工作者的
退休而渐行渐远。
童自荣的艺术人生，与阿兰·

德龙紧紧联系在一起。1975年，40
岁的阿兰·德龙想拍一部电影作为
礼物送给自己，于是《佐罗》诞
生了。但影片在法国上映时
反响平平，这让阿兰·德龙
多少有些郁闷。但他万万
没想到的是，三年后这部
电影在中国上映，却达到
了万人空巷的效果。观众
记住了阿兰·德龙隐藏在黑
色面罩下那双深邃的眼睛，更
记住了童自荣的声音。
为了给佐罗配音，童自荣每天

早晨提早半小时进厂，开始做准备
工作。他习惯于躲在角落或窝在
椅子里，或踱着步，一遍又一遍地
背台词，酝酿感情，即便这一整天
他只有一句台词。也正是有了童
自荣的认真与坚守，才有了佐罗的
大放异彩。
突如其来的火爆之后，童自荣

似乎有了新的烦恼。他在自传《让
我躲在幕后》中讲述了那段往事，
他认为，配音演员理应躲在幕后，
尽可能少在公众面前亮相，让观众
或听众去好奇、去想象就够了，这
正是配音演员的一种独特魅力。
在配音的世界里，或许很难再

寻觅到一个像童自荣这搬虔诚、这
般纯粹、这般优雅、这般风度翩翩
的演员。人不可能永远年轻，但对
于童自荣来说，他却永远是那个王
子，那个少年，只因为他永葆初心，
将自己最初的梦想变成终生追求
的事业。梦想永远不会老。
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而对于一

个角色来说，每一种感情或者心情
的转变，都要通过配音演员的声音
来演绎，童自荣说：“这是自己用整
个生命在做的唯一的事。”他与其
他普通老人一样，过着安安稳稳的
退休生活，只有站在舞台上，朗读
往昔经典影片的片段和诗文时，他
的身上才散发出迷人的光环。或
许，这正是老一辈艺术家最大的魅
力所在吧。

好的配音演员
让观众遐想无限

阿兰·德龙的声音
与我的声音相差很大

童自荣口述

果彦彬近影

童自荣
著名配音演员，1944年

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戏剧学
院话剧表演系，1973年进入上
译厂。主要配音作品《佐罗》
《黑郁金香》《蒲田进行曲》
《苔丝》《铁面人》《虎口脱
险》《少林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