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南山 当老实人做老实事

2020年10月31日，第二届中国医师公益大会
在北京召开，会场上最耀眼的明星莫过于中国工程
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当天晚上8点，《可
凡倾听》独家专访了钟南山院士。

在采访中，曹可凡问及钟南山院士的年轻岁
月。钟南山说：“我在农村是1969年到1970年，到
农村医疗队工作，看到一个孩子血尿，一位医生认为
是肾结核，给他一些治疗。中间休息回家，我跟我父
亲讲起，我父亲是儿科大夫，他反问我，你们怎么知
道他是肾结核？听完这句话我就懵了，因为我真的
不知道。父亲给我一个很大的震动，我觉得干什么
事、说什么话，都得有点依据。当老实人、做老实事，
这是父亲给我最大的教育。”

父亲对钟南山的一生产生了极大影响，从当年
非典否定衣原体感染，到新冠肺炎早期时便提出有
人传人的现象，现在看起来好像轻轻松松的一句话，
但其实当时可能钟南山院士要承受很大的压力。钟
南山说：“在对病人，以及突发性传染病这个问题上，
我的压力是来自病人的生命。因为这是生是死的问
题，你要判断错了，用错误的方法治疗，可能他就死
了，这个压力远远比我其他压力大得多。所以为什
么要坚持？就认为用这个方法，或者采用这个方法
的话，这个病人活的机会大。这个给我的压力，我想
当时是最大的。”

钟南山已年逾八旬，前几年心脏也出现过一些
问题，在高压力、高速的工作状态下，如何让自己的
生理和心理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钟南山说：

“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辈子我始终有
追求。一个人只要他有追求，并且努力去实现，那他
一定会全神贯注，那个阶段他的身体就会显得挺好，
一个始终有追求的人，寿命也会比较长。”

李兰娟 哪里有传染病就到哪里

在第二届中国医师公益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李兰娟分享了在疫情中的经历和经验，并从救治
和防控两方面对当前的抗疫防疫工作建言献策。在
接受曹可凡的采访时她说：“我们医务人员不但要救
治病人，还要让人更健康，不但要治人身体的疾病，
还要治人心理的疾病，要从单纯的医疗向维护健康
的方向发展，总体来讲，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健康。”

作为医生，李兰娟妙手仁心，救治百姓；作为行
政者，她心系农民，积极推进农村合作医疗；作为科
研者，她奋发进取，从最初的人工肝开拓者，到首次
创立感染微生态学理论，李兰娟开创了中国医学界
感染学领域的许多第一，并成长为国内唯一的传染
病学院士。在援鄂医务人员当中，李兰娟是最年长
的几位专家之一，家人和朋友担心她的身体，劝她不
要去，但她毫不动摇，她对曹可凡说：“因为我是搞传
染病研究的，哪里有传染病，我就得到哪里，而且必
须亲自去看一看，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救治。”

在武汉疫情期间有一张非常经典的照片，李兰
娟刚从隔离室里出来，摘下口罩，还戴着隔离帽，脸
上全是口罩的勒痕，让大家特别心疼。李兰娟说：
“肯定要直面病人，病毒就在我的身边，所以有一套
严格的穿防护服的制度、流程，我也必须带头执行。
我要进病房去看病人，很多人阻拦我，但我一定要进
去，出来的时候，无意中被拍了一张照。其实医务人
员都一样，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确确实实我们医
务人员也经受了考验。”

樊登 读书能够改变生活

从工科“学霸”成为远近闻名的“讲书人”，樊登
的经历颇为传奇。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材料专业，
又相继获得管理学硕士和电影专业博士，之后又在
央视担任策划与主持，同时也在大学任教。由于从
小热爱阅读，兼有口吐莲花之口才，他创办了“樊登
读书”，开创网络知识付费先河，如今已拥有数千万
用户。对于“樊登读书”，他将其视作教育而非商业，
因其终极目标在于改变，而不是迎合。

面对樊登，曹可凡抛出第一个问题：“对于普通
人来说，读书可能就是业余爱好，你现在可以把爱好
和事业结合在一块儿，是不是觉得特别奇妙？”樊登
说：“当你对一件事产生了热爱，自然而然会去做，这
本身并不奇妙，做着做着，你发现了它的社会价值，
发现它能帮到更多的人，这是最奇妙的体验。有一
次我被人请到一个地方讲课，那时我主要讲领导力，
讲营销，但是在那个场合这些话题都不合适，我就说
干脆讲本书吧，我记得是《疯传》，一本关于传播学的
书，结果反响特别好，大家纷纷买书。我意识到，可
能很多人需要别人告诉他哪本书比较好。既然有人
可以推销保险，推销汽车，为什么不能推销书呢？所
以我就一步一步地走到这件事上来。”

那么，“樊登读书”为什么能获得巨大成功，秘诀
是什么？对此樊登回答说：“核心其实很简单，就是
要把书讲好，要相信他人的成长动力。现在有些互
联网公司靠算法赚钱，利用的是人性的弱点，但我们
坚信除了弱点之外，人是有光辉的，有向上的精神，

人是会突然想要读一些高尚的东西。手机媒体可以
满足不同人高尚的需求，所以我开始相信，人们听到
好东西能识别，而且一旦他识别了，觉得好，就会心
甘情愿地付费，所以只要重视内容本身，只要内容本
身足够好，就能传播。”
樊登不遗余力地推广读书会，做线下演讲，搞樊

登书店、樊登小读者等产品线的延伸，在电视上做
“我是讲书人”的电视节目，正如他自己说的，“尽可
能地多折腾，多尝试一些新事物，没有坏处。我们的
核心就是一件事，让这个社会上更多的人读到好书，
而且相信读书能够改变生活。”

孙正阳筱月英 菊坛伉俪琴瑟和鸣

戏曲界历来有不少夫妻档，彼此既是生活伴侣，
又是艺术知己，夫唱妇随，琴瑟和鸣，传为佳话。孙
正阳、筱月英就是这样一对菊坛伉俪。京剧表演艺
术家孙正阳素有“江南名丑”美誉，曾与顾正秋、李玉
茹、童芷苓等名家长期合作，更以现代京剧《智取威
虎山》中栾平一角为观众所熟知。他的夫人筱月英
是越剧表演艺术家，以《孔雀东南飞》《女中郎》等剧
目闻名，曾得到梅兰芳大师亲授。如今他俩虽已耄
耋之年，依然身体健康，精神矍铄。
在与曹可凡的对话中，孙正阳谈到，自己和大部

分学戏的男孩子一样，初入科班想学老生，因为日后
能唱主角、挑大梁、挂头牌，相比之下丑角是“绿叶”，
在舞台上很少有担当主角的机会，然而却偏偏被分
入丑行，“我艺考的时候，刘嵩樵老先生很喜欢我，让
我学娃娃生，我跟他学《甘露寺》。后来就不成了，因
为我是北京口儿，我们上海招的学生南方人多，小花
脸没有北京口儿不成，就让我学了小花脸，我又演过
《小放牛》，这一下就给我定了性，进了丑行。”

孙正阳与筱月英相恋也有一段故事，筱月英觉
得自己唱越剧基础差，有人介绍孙正阳教她花旦戏，
两人因此相识，孙正阳教她《小放牛》，这出戏成了她
们的定情之作。
长期艺术实践中，孙正阳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

他看来，丑角虽以丑为名，但应丑中见美、谐而不俗，
并且要避免雷同，力求做到千人千面。优秀
的丑角必须一专多能，生旦净丑样样拿
得起来。在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中，孙正阳最早演的是杨子荣，他告
诉曹可凡：“一开始我演杨子荣，童
祥苓演少剑波，贺永华演坐山雕。
那会儿杨子荣完全是武生打扮，有
打虎、有打枪，唱词不多。后来加
强了唱，童祥苓改演杨子荣，让我演
栾平，这是我的本行，我可以演。不
管配角、主角，让我演这个角色，我就
一定要把它演好。”
栾平和杨子荣在威虎厅的那段戏特别

出彩，曹可凡问孙正阳当时是怎么想的？孙正阳回
答：“我俩互相了解，我知道杨子荣的动作是怎么回
事，丑行演戏要特别注意，不能以邪压正，要根据他
的表演设计我的反应，起到衬托作用。跟贺永华演
对手戏也是一样，他把我揪起来，这么一个动作，一
抬胳膊好像多大力气，我往那儿一摔，完全是互相配
合。我们在北京排《智取威虎山》排了两年，我妻子
在家带三个孩子，还要照顾老人，责任也蛮重大的。”
自1957年结婚，孙正阳、筱月英夫妇举案齐眉，

相濡以沫，筱月英50岁生日时，夫妇俩再度合作这
出戏，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间，分明还是当初青涩甜
蜜的少年情怀。

印 象

近日，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新
书《可凡倾听——五味有情》，收入
“沪上名嘴”曹可凡与李兰娟、钟南
山、马伯庸、樊登、李诞等各界名人
访谈25篇。曹可凡以知性而风趣
的问话，引导受访者迸发出智慧的
火花，将视频节目变为文字出版，
读来又让人产生更多的思考。
《可凡倾听》节目是曹可凡的

心血之作，他的采访提纲完全手
写，钢笔字神采飞扬，那不是一两
页纸，是挺厚的一沓，让受访者更
加感到他的亲切和认真。他的声
音洪亮，上海话沉稳儒雅，有人用
“毫无复杂技巧”来形容他的访问
节目，也就是说，不会出现那种惹
人赞叹、逼人深省、使人难堪的“匕
首式”提问。在采访录制过程中，
他大部分时候真的就是在倾听，但
受访者却能在这位笑眯眯的朋友
面前，把平时拿着匕首都问不出来
的话和盘托出。
除了做主持人，曹可凡还出演

了《金陵十三钗》《爱情的边疆》《老
中医》《老酒馆》等影视剧，张艺谋
教他要抓住角色的魂，用一个字去
概括角色的特征，表演时要把自己
身上的特质清零，然后把自己扔到
角色的内核中去。曹可凡说：“演
《金陵十三钗》，我把孟先生这个角
色用一个苦字概括，拍《老中医》，
我用圆字来提炼我所演的人物。
我觉得演戏挺有意思，可以丢掉自
己，塑造别人。一个人的人生只能
走一条路，在影视作品中去塑造不
同的人，相当于走了不同的路，趟
过不同的人生之河，那是一件多么
愉快的事情！”
不断揣摩和提炼角色的内核，

成了曹可凡每次演戏的习惯，并且
每每都能得到导演和同行的赞同，
他说：“拍戏不是为了要有多红，也
不是为了去赚钱，我做事情没有那
么大的功利心，从快乐工作中有所
收获，是最重要的。”
曹可凡不抽烟不喝酒不玩麻

将也不唱歌，最大的爱好就跟朋友
聊聊天，“我喜欢交朋友，做访谈节
目也是跟人聊天，工作生活合二为
一，然后看看书，陪陪小孩，我觉得
这是我生活的主轴。”这些年做《可
凡倾听》，他直言最大的收获就是
采访了很多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
不相同，他真切感受到每个人身上
的闪光点，也逐步充实了自己。

每次聊天
都能充实自己

曹可凡 倾听别人的故事
■ 本报记者 何玉新

胡国定幼时受父亲影响投身革
命，大学毕业后来天津创建中共天津
地下交通站，在孙大中的配合下，将
闻一多夫人高孝贞，时任冯玉祥秘
书、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时
任上海法学院教授、后任北师大教授
楚图南等400余名爱国人士、革命师
生和党的地下工作者护送至解放
区。胡国定酷爱数学，后潜心学术研
究，成为中国信息论研究的开拓者，
1985年促成陈省身回国，创建南开大
学数学研究所，后担任南开大学副校
长，兼任天津市科协主席。孙大中也
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胡国定来津开辟交通线
孙大中成为得力助手

胡国定1923年生在浙江省鄞县，
其父胡咏骐在上海创办宁绍人寿保险
公司，1937 年投入抗日救亡斗争，
193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患癌症去世。1943年胡国定考入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1945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46年至1947年任交通
大学学生会党组负责人。当时上海关
卡林立，通往苏北和山东解放区的交
通被重重封锁，我地下党组织急需到
北方开辟新交通线，胡国定被任为是
合适人选。
陈省身当时在上海负责中央研究

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对胡国定甚为赏
识，介绍他到清华读研究生。入学手

续已办妥，但有人告密说他是共产党，陈
省身又重新把他介绍给南开大学教务长
吴大任。1947年9月，胡国定以党内天
津地下交通站负责人、南开大学数学系
助教身份来到天津，住进南开大学思源
堂半地下室右侧最边上的单间宿舍。党
组织安排熟悉情况的孙大中配合他创建
地下交通站。

孙大中1911年生于河北省衡水县
孙家庄，在家乡参加抗日游击队，抗战胜
利前后，经其叔父孙木根（后任河北省公
安厅监狱管理处处长）推荐，协助北京地
下交通站陈鼎文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党
组织出资在天津北站附近给他开了一家
修车铺，取名北方车行。此前，孙大中在
陈鼎文领导下已护送过一些进步人士经
天津进入泊镇解放区。

胡国定与孙大中第一次接头是在中
山公园。按约定，胡国定在亭子里看《大
公报》，孙大中过来问报纸上的一条消
息，关系就这样接上了。胡国定坐上孙
大中的三轮车，到了一处清静地带，传达
党组织安排的任务，孙大中也汇报了天
津至泊镇这条交通线的基本情况。

胡国定负责接收赴解放区的同志，
转达要求，告知途中注意事项。“路条”是
一张法币，解放区的人将编号存档，见到
钞票后与存档编号对应，便可确定来人
身份。这个路条用起来方便，安全性很
强。孙大中负责护送来人抵达解放区。

他们两人一起策划护送方案，根据
来人的特点，量身订制适合的化装。冀
中解放区位于天津与济南之间，这一带
有许多跑单帮的生意人，所以一般都化
装成往返于津济两地的客商；对成批转

移的同志，按年龄、相貌假扮成夫妻、叔
侄、婆媳、姑嫂，充做探亲的、看病的、求
人办事的、送闺女出嫁的，两人一对，三
人一堆，互相装作不认识，化整为零。必
要时还要帮他们卖掉西装或学生装，买
合适的衣服，教会他们一些买卖人的行
话，应对盘查。

巧妙护送爱国人士到解放区
几经周折闯出一条新交通线

上级党组织下达紧急指示：“为加强
和扩大反蒋反美统一战线，党要争取一
批有影响的爱国人士进入解放区，现在
就有两位爱国人士需要立即送走，请你
马上做好准备。他们是李何林夫妇，必
须把他们火速送到解放区，而且要绝对
保证安全。”时间紧迫，来不及等到下一
个接头时间，胡国定骑上自行车来到北
方车行假装修车，向孙大中布置任务。

次日清晨，孙大中赶到北大关附近
一家大车店，订了一辆马车，又到估衣街
买了七成新的灰色长袍和半新的礼帽，
把李何林化装成跑单帮的商人。

南开大学地下党当时有两个平行的
系统，一是胡国定的地下交通站，一是南
方系统在南开大学的地下党负责人、哲
学教育系学生刘焱。南开大学教师、地
下党支部委员孙克文按照刘焱指示，为
李何林夫妇仿制国民党统治区的身份
证，细心地用药水涂掉旧身份证上的字
迹，填上李何林夫妇的化名和职业。

启程前，胡国定向李何林夫妇转达
上级组织的指示和纪律，与孙大中一起
分析途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化解方法，

将一张法币交给李何林。他们上了马
车，孙大中在后面骑车暗中护送。直到
李何林夫妇安全通过敌人的检查站，孙
大中才回来向胡国定汇报。
交通站的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天放学后，胡国定远远望见一个年轻
人在自己的寝室前徘徊，他认出此人是
前几天刚被送往解放区的一名归国华
侨。胡国定紧走几步，不等对方开口，一
把将他拉进宿舍，严肃而急切地问：“你
怎么随便到这里来？出什么事了？”“我
的货被扣了。”他为支援我军解放战争购
买了一批贵重西药，在党组织安排下，经
胡国定、孙大中护送，化装成药商前往解
放区。过关卡时，国民党军警对他百般
刁难，告诉他留下药品即可放行，否则必
须回去取保赎药。本来他可以舍药保
人，通过关卡，但由于缺乏经验，答应敌
人回来取保。胡国定马上意识到严重
性，他不但不能回去赎药，而且很可能暴
露交通线。他一方面决定停止使用这条
运输线，派人到该卡口观察敌人动向，一
方面让孙大中想办法从另一条路线将归
侨送往解放区，这几天更要注意附近有
没有人跟踪。
归侨安全转移后，胡国定认真反思，

纠正了工作中的疏漏，对每一名转移人
员严格培训，教他们如何应对突发事
件。那时，南开大学教师宿舍大多在八
里台，少数人住在六里台，相比之下，六
里台略显偏僻，交通也不方便。胡国定
觉得这里是地下工作的好环境，遂从思
源堂搬到六里台。
1948年秋，随着解放战争形势转

变，敌人的封锁愈加严密，冀中解放区的

交通线时断时续。这时，南方各地需经
天津进入解放区的人越来越多，上海地
下党组织派人秘密来津，与胡国定商议
成批转移人员。孙大中向胡国定汇报各
关卡情况。经分析研判，胡国定认为，通
向冀中解放区的原有路线已不能使用，
经请示上级党组织，决定开辟一条通往
冀东解放区的新路线。

经过周密部署，孙大中历时一周，几
经周折，终于闯出一条新交通线。通过
这条线送出了几批知识分子和技术人
员，并且冲破敌人重重围困，将大笔的地
下党活动经费安全送抵上海，为今后一
段时间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奠定了经济基
础。至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在
上级党组织领导下，胡国定与孙大中默
契配合，天津地下交通站将400余名进
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安全转移到解放区。
孙大中还将情报缝在衣服中、衲在鞋底
里、放在马车内胎中，多次出色地完成了
传送情报任务。

孙大中过早离世令人唏嘘
胡国定倾力南开数学研究所

天津解放后，胡国定继续在南开大
学任教。孙大中不是共产党员，他的直
接领导人匆忙南下，未能及对他妥善安
置。胡国定通过华北水利局的关系介绍
他在该局担任交通员。一年后，孙大中
找到胡国定说，交通员工资有限，不够养
活他的六口之家，想回北方车行修自行
车。胡国定只能答应。

1957年胡国定留学苏联，行前找到
北方车行所属的河北区领导，介绍孙大
中对革命的贡献，希望能帮他解决入党
问题。领导表示同意。但领导调职，孙
大中的事被搁置。1960年胡国定回国
前，特意买了一套机械工具准备送给孙
大中，但回来发现，北方车行没了，人没
找到。两年后，他接到孙大中长子的电
话，说父亲病重住院。胡国定急忙赶到
医院，见到阔别五年的老战友。原来公
私合营后，孙大中一直从事高强度劳动，
直到病重倒下才住院。胡国定向天津市
委汇报，市委领导高度重视，派人去医
院。当年出生入死的铁汉子终于见到组
织派来的人，激动得流下热泪。医疗部
门组织名医会诊、抢救，可惜为时已晚，
孙大中同志医治无效，病逝于1963年。

胡国定仍留在南开大学。从1981
年开始，他多次与美国数学科学研究所
所长陈省身先生联系，商议组建南开数
学研究所。1985年陈省身回国，任南开
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胡国定任副所
长。1992年至1996年，胡国定任第二
任所长，潜心学术研究，成为中国信息论
研究的开拓者。1985年8月2日，在回
答《人民日报》记者提出的“革命和科学，
对您来说，哪个更重要”的问题时，胡国
定说：“我参加革命斗争、从事科学研究，
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我来
说同样重要。不过，不同时期不同的侧
重而已。我确信，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是指导我行动的唯一准则。”

解放战争时期，胡国定、孙大中护送400余名爱国人士到解放区

难忘地下交通站
■ 文 周利成

陈省身（左）与胡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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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可凡口述

医务工作者转行主持人

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总结自己的前半生，基本上是顺遂
的，但也有波折。高中时显露出数学不
好的缺点，加之从小喜欢文学艺术，起了
转而学文科的念头。但从事化学工作的
父亲坚持认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
不怕”，认为学文科没必要上大学，强烈
要求我继续学理科。

成绩不好加上体检出了波折，我第
一次高考名落孙山。父亲让我复读，第
二年终于考进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但我
还是喜欢文艺，代表学校参加上海市第
二届“我爱祖国语言美”朗诵大赛，获得
第二名。学校众多文艺、主持活动让我
觉得自己的兴趣爱好有了用武之地，到
后来，凡是学校的大型活动，一定交给我
来主持，可以说是当仁不让的“首席”。

1987年，我参加了上海电视台举办
的大学生主持人大赛，获得第一名。赛
后，比赛前十名选手组成“主持人团”，做
了一档叫做《我们大学生》的周播节目，
在上海电视台播出。不久后，上海电视
台《诗与画》栏目组找到我。这个栏目是
“垫片”，当时限于条件，电视台每天晚上
10点半停播，但节目无法精确控制到刚
好播完，于是“打烊”前需要一些可以循
环播放的短片。因为不是正式节目，电
视台主持人不感兴趣，节目组看上了
我。我的曝光率大大增加，主持邀约不
断，成了上海小有名气的主持人。

读完研之后，第二医科大学刚好有
留校名额，我幸运地留在学校，继续利用
业余时间客串主持节目。从1988年到
1993年，我以编外身份主持了好多栏
目。从《我们大学生》起步，借助《诗
与画》逐渐入门，参与主持了《大
世界》《大舞台》等在上海具有
很高收视率的文艺类节目。
1993年，上海东方电视台成
立，我正式从“医学研究者”转
型为“电视工作者”。
2004年离世的文化大师

特别多，其中不少人和我有过
一些交往。当他们离世时，我突
然觉得很懊丧，后悔为什么没用电

视的手法把他们的所思所想记录下
来。转年，《可凡倾听》诞生了。很多老
艺术家、科学家的内心里都住着一个孩
子，是有“赤子之心”的，这也是我与他们
交往过程中最大的收获。让自己“停不
下来”，也是从老先生那里得来的智慧。
我看到的很多老先生，一生都在劳作，到
人生最后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我也从
来没觉得我应该放下所有的工作去享受
生活，人生苦短，哪怕活100岁，还是觉
得时间不够用。我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就
这么浪费过去，起码每一天都要过得充
实，都能往前挪哪怕很小的一步。

曹可凡
1963年生于上海，电

视节目主持人、同济大学客
座教授。主持《可凡倾听》《加
油好男儿》，客串参演《建国大
业》《金陵十三钗》《老中医》
《老酒馆》《光荣与梦想》

等影视剧。

钟南山（前）与曹可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