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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自在王自在””的心愿的心愿
□钟 倩

“社区人少、事多、责任重大，
我就得冲锋在前，把风险和困难
都留给我吧！”“累点没啥，能够守
护居民们的健康安全，这就是我
最大的幸福！”疫情防控以来，这
是我们社区工作人员王宝剑说得
最多的话。

如果没有这场疫情，我对“英
雄”的理解或许还停留在肤浅而
刻板的层面。一个多月来，我执
笔写下几万字的文章或诗篇，脑
海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是社区身边
的抗“疫”英雄——王宝剑。

说起来，王宝剑是基层战线
的一名“新兵”，他是个“90后”，
戴眼镜、胖乎乎，待人热情、做事
踏实，周围居民都习惯喊他“小
王”。有段时间，我这边需要交个
材料，自己坐轮椅出门不方便，都
是他忙前忙后跑腿儿。社区有个
女同事在家休产假，他只能顶上
去，工作量增大。好几次都是傍
晚快下班了，他忙完手头工作，骑
着小“电驴”飞驰而来，耽误下班
也没有半句怨言。

他经常说：“我没啥特殊的，像我这样的，我们居委会
还有五个同事呢。”其实，他是个有故事的人。半年前，他
还在医院药房里做药剂师，过着四平八稳的平静生活。
我有些不解，问他为什么辞掉安逸的工作，“跨行”选择社
区这个苦差事。他回答道：“当时我也没想这么多，就想
跳出舒适区挑战一下，没想到迎来了这么大的挑战！”是
啊，这场“新冠肺炎”对所有人都是莫大挑战，对社区一线
防“疫”工作者更是双重考验。

在常人眼中，社区居委会是个婆婆妈妈、鸡毛蒜皮事
情不断的办事机构，往往有事了才会想起它。其实，社区
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社区工作“千条线”，想用
好用巧“绣花针”“穿针引线”，密织成网，有着太多常人难
以想象的困难。我所在的堤口路街道济齐路社区，面积
广、体量大，有3700家住户，万余名居民，疫情发生后的
摸排巡查工作面临很大困难。大年初二起，王宝剑就全身
心地投入到对武汉返济人员的摸排中，工作内容包括入
户走访、填表登记、测量体温、后勤保障、随时调度等，脚
步快些，再快些，他就像拧紧的发条一般，总也停不下来。

如果说医院是白衣天使日夜奋战的第一主战场，那
么社区就是“无感无味”的第二主战场。王宝剑和同事们
很快进入战时状态，凭借春节禁鞭值守巡逻的经验，他们
迅速行动，召集网格员、楼组长、党员、志愿者、退役军人
等，构筑起疫情防控的“移动长城”，分头行动，开始了针
对武汉返济人员的第一次上门摸排。很多老旧楼房没有

电梯，只能挨个儿爬楼。到了
傍晚，摸排登记表陆续交回社
区，工作人员紧锣密鼓地埋头
整理和汇总，王宝剑更是忙得
口干舌燥，接电话、发通知、做
宣传，还要对接武汉返济人员
和外地返济人员的生活服务。

待全部忙活完，抬头一
看，窗外已是星星满天，他起
身倒热水冲泡方便面。对面
居民楼上的家家灯火，映照着
他疲累而孤独的心。“这个点
了，你和孩子一定都睡着了
吧？你们一定好好的，等我回
去！”他喃喃地说道。月光皎
洁，透过窗户流泻下来，打在
他的发梢上、手臂上、办公桌
上，他哧溜哧溜，狼吞虎咽，好
像要把一天的疲倦全部咀嚼
和吞咽下去。

社区基层干部也是逆行
者，社区一线人员也是真英
雄。疫情来势汹汹，他们就不
怕被感染吗？他们就无所畏

惧吗？答案不言而喻。就像一位在一线值守的朋友所
说：“我也害怕被感染，但是，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为了
家人的安全，王宝剑与妻子、孩子分开住，每天他只能通
过视频向他们报个平安，但也不能多说，手头的活儿一茬
接着一茬，守卡点、忙消杀、送蔬菜、送口罩、贴通知、发放
通行证……他见过社区深夜凌晨的繁星和夜空，他见过
晨曦初微时裹着军大衣下夜班的同事，他饱尝过忙起来
饿过了头的浑身虚脱，他体会过值守卡点被冻得双腿失
去知觉的滋味。再苦再累，他从不退缩：“为了大家的安
宁，我很值得！”

辖区里的武汉返济人员，成为王宝剑微信里的置顶
好友。他是“每日联络员”，每天要进行两次体温测量和
信息收集上报工作，发现体温异常者则要立即联络转运
到指定医院。他是“移动菜篮子”，被隔离人员的日常采
买和生活需要，他都义务跑腿，送达门口。“想吃点什么，
尽管给我说，我来跑腿，妥妥的！”隔门不隔心，门里门外
见真情。“虽然看不清你的样子，但是你也是白衣战士，谢
谢您！”一位居民满脸感激地说道。很多时候，一户人家
就得跑好几趟，送蔬菜、送粮食、取快递、送温度计等，室
外天寒地冻，他却跑得满头大汗，好几回电瓶车罢工，只
能推着一路小跑。他是“垃圾转运员”，居民隔离期间
产生的生活垃圾，他每天负责收集和倒掉。他还是“心
理疏导师”，耐心安抚居民的焦虑情绪，帮他们找乐子
充实宅家的生活，推荐好看的电影和好玩的游戏。“有
困难我们一起扛，疫情很快就会退去！”他经常对隔离

居民、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同事们这样说。每天超负荷运
转，晚上还得加班，下班回到家双腿如灌满铅似的，累
得简直不愿动弹。

2月1日，社区对武汉返济人员进行第二次摸排。对
之前家中无人、此次首度接触的，要详细登记；家中仍然
无人的，则张贴《到访不遇通知书》。事后，社区主任制作
的“美篇”中，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青年男子
戴着口罩、瞪着“熊猫眼”，正在张望，旁边停着一辆私家
车。这一幕看得我云山雾罩。我赶忙打听，原来他不是
别人，正是王宝剑。当大家兵分多路入户摸排时，他负责
机动盯守，如有紧急转运或突发情况，他就第一时间发动
汽车，全力保障小区居民的安全。看到这里，我的内心久
久不能平静，当即写下一段独白：

原来，英雄一直都在，就在我的身边。他们如此普
通，如此平凡，又如此伟大，如此可爱。他们不是百毒不
侵、不惧生死的钢铁战士，他们只是有血有肉、甘于奉献
的抗“疫”英雄！如果要问这场“新冠肺炎”阻击战对我有
什么改变或影响，那就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倍热爱自
己的社区和家园，要对身边社区的平民英雄致以由衷的
敬意，我发自肺腑地为他们点赞！

2月14日，情人节。同事们并不知道，这一天是王宝
剑与妻子分开的第19天，他依然在防“疫”一线高负荷地
工作着。一场疫情，就这样使他与家人错过了春节，又错
过了情人节。这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略带羞涩，吐露心
声：“老婆，这段时间，你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
家辛苦了，等疫情过去我一定把欠你的和孩子的都补
上。戴好口罩，保重身体，我爱你！”

这段滚烫的话语是爱的表白，也蕴含着一位普通基
层逆行者的家国情怀！一旁的同事听完后纷纷扭过头
去，红了眼圈。

防控一线，我看到了王宝剑的勇于担当、吃苦耐劳，
他用实际行动成为守护社区居民的“尚方宝剑”。然而，
生活中的他是个“宝藏男孩”，爱好广泛，喜欢唱歌。济
南市广播电台录制的抗“疫”公益歌曲《待到花开天正
暖》，我听到了他激昂的歌声：“点亮祈祷的火焰，别怕
黑暗蔓延，胜利就在眼前，冲破黎明前黑暗……”他把
自己燃烧成爱的火把，照亮济齐社区的星空，点亮社区居
民的心灵。

王宝剑的微信名叫“王自在”，网名里流露着与他本
人一样的率真、阳光和活力。微信朋友圈里，很多人都亲
切地称呼他“王自在”。我问他：“待疫情结束，最想做的
事是什么？”过了半天时间，他才回我信息，说道：“最想好
好睡一大觉，在家陪孩子和爱人过个周末！”再平常不过
的事情，在基层社区干部那里却成为难以实现的奢望。
他们是居民群众的“守门人”，永远有忙不完的工作，创
城、创卫、迎检、禁鞭、防控……我突然意识到，王宝剑和
同事们已经连续几个月周末没有休息过了。很多人宅够
了的地方，却是他们一时半会儿回不去的家；很多人宅家
防“疫”的无聊，却有着他们踮起脚尖的盼望。正是有了
像“王自在”这样的社区逆行者，我们才有了安详时光。

待到花开天正暖，疫情退，樱花红，家团圆。那个时
候，“王自在”们的心愿就能够实现了！千千万万的基层

“逆行者”就能够与家人团聚了！
（摘自《战“疫”之歌》，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编，作家出

版社2020年3月出版）

“远行人必有故事”这句话出自本雅明《讲
故事的人》。它潜藏在我的记忆深处，直至有天
我将之作为一篇文章的标题。不过，本雅明引用
的西方谚语原句是“远行人必有故事可讲”，而
我则对它进行了改造。我不特别喜欢那种爱讲故
事的远行人，却深沉热爱有故事的“那一个”。

此处所谓远行，固然是指足迹之远、抵达之
远，也指一个人的眼光之远与思考之远。——每
一位优秀写作者都是“远行人”，他要有“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们，都与我有关”的写作信念，也要有不断克服自身束缚、去往更
高海拔的写作实践。

在这个浩瀚和广袤的天地间，有些人爱讲故事，有些人则不。
有些故事被呈现得很精彩，有些故事沉潜在水面之下才更具力量。
多年前，我着迷于那些被眉飞色舞讲述的、风生水起的故事，但是
此时此刻，我却更心仪那些因足迹辽远而沉积在内心的、无以被讲
述的沉默所在。

写作的意义是什么呢？它要记下那些万里之外发生的故事，更
要踏入那些不能描述的隐秘之地。

此书所收录的，是我从2015-2018年间写下的评论文字。其
中有对于作为远行者的作家的认识，也有关于当下文学问题的思
考。坦率地说，这三年来，写作于我而言变得越来越艰难。一种因
写作时间日久而唯恐陷入某种模式的不安感与羞愧感如影随形。

我渴望挣脱写作惯性，渴望摆脱写作中的某种“陈词滥调”，
也渴望战胜平庸的想象，但是，这何其难。当然，工作环境从天津
到北京的迁移，也使我开始面对许多从未思考过的精神疑难。好
在，这个艰难的变动过程促使我面壁反省：我们都是卑微的个体，
我们都所知有限，所能做的便是“攀山越岭”，自我教养、自我完
善，以谦卑之心向苍茫的人世学习。

是为序。
（摘自《远行人必有故事》，张莉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4月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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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字遇到声音
——《回家·四代人的老照片》的幕后故事 □章 珺

写作给我的最大的馈赠，是让我遇到了一些
优秀又美好的人。没有写作没有那些文字牵引
出的机缘，我可能永远没有机会遇上他们。

我和杨晨就是因作品结缘，她是我的散文集
《回家·四代人的老照片》的有声书的演播者。我
的文字遇到了她的声音，我们一经遇到，就感觉
相识已久。

我曾在央视的新闻节目中见到过杨晨，我喜
欢她的优雅大气，可她离我很远，她在电视荧屏
里，我们的生活轨道没有任何的交集。我只是知
道她，并不认识她。

后来我又知道杨晨还是一个配音演员，她的
声音很好听，磁性的流转一下子就能吸住听到这
声音的人。可是在她的声音世界里，她独特的嗓
音常常完全消失在角色中。她可以霸气激昂，也
可以婉约轻柔；可以热情似火，也可以冷若冰霜；
可以母仪天下，也可以洒落出青春少女的纯
稚……就是在同一个人物那里也可以有很大的
反差。像《一步之遥》里舒淇饰演杨晨配音的完
颜英，有着倾倒众生的魅力和魔力，可是在光鲜
背后，她身上只剩下渴望爱却得不到爱的无奈和
卑微。杨晨的声音亦古亦今亦庄亦谐，还是中西
合璧的，她是《琅琊榜》里的言皇后，《芈月传》里
的赢夫人，《甄嬛传》里的端妃……在《钢铁侠》
《生化危机》《变形金刚》《复仇者联盟》《速度与激
情》《狮子王》等译制大片里也有杨晨的声音。她
是百变女王，人世间的众生相，都在杨晨的声音
里了。

再后来，我得知她还做过小说连播。相对于
影视作品，杨晨演播的长篇小说在数量上少了许
多，可是她演播的《状元媒》《长恨歌》《人世间》
《茶人三部曲》《乔家大院》等部部都是精品。她
用声音创作的这些文学作品有着文字难以呈现
的光彩，声音跳出了文字的局限，那些故事和人
物在演播者的二次创作中更加鲜活起来。

到了2019年，杨晨开始为喜马拉雅FM演
播有声书，恰好我的作品也在2019年登陆喜马
拉雅，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我的文字遇到了杨晨
的声音。

我和杨晨相会在《回家·四代人的老照片》
中。因为这样的合作，我们有了很多的接触。我
很快发现，生活中真实的杨晨跟很多人想象中的
杨晨也有着很大的反差。大部分人心目中的杨
晨是央视那个漂亮知性的主持人，主持过《国际
时讯》《新闻30分》《晚间新闻》等著名的新闻栏
目。作为新闻主播，杨晨也是亲切温和的，但坐
在央视新闻主播台上的杨晨，即使她没什么架
子，观众也会把她放在一个无法企及的位置上。
可幕后台下的杨晨非常的谦逊低调，还带了些未
被岁月带走的单纯。

不认识杨晨时，我还把她跟她塑造的一些角

色混到了一起，把她想象成了影视中的那些人。
当然我不会以为她也是尖酸刻薄的，或歇斯底里
的，但她可以是强势犀利的、或高傲不羁的、或奔
放妖娆的、或神秘莫测的…… 遇到生活中真实
的杨晨时，她的简约朴素跟她用声音塑造的很多
角色相差太远，让我在开始时常常恍惚，那些角
色已在我的脑海里根深蒂固，过了一段时间后我
才确定她就是这么简单沉静，恬淡又率真。跟她
合作后我才知道她怎么能塑造出那么丰富的形
色各异的人物，她每接下一部作品都会认真备稿
细心体会，她怕糟践了人家的心血之作。杨晨并
没有因为自己的优秀就随便糊弄，实际上她是我
遇到的少有的做事极为认真的人。

杨晨在演播《回家·四代人的老照片》之前已
阅读了我其他的作品，她想通过文字更好地了解
一个作者。为《回家·四代人的老照片》备稿时，我
更是领教了她的严谨和用心，她是一个字一个词
都不会放过。遇到有些生僻的词，她会建议用一
个浅显一些的词做替换，因为有些生涩的词，一下
子听不出来是哪几个字，这个词在听觉上就变成
了无效信息，这就是看和听的区别，像这样的情况
最好避免，我还是因为杨晨的提醒才注意到这么
细微的差别。杨晨有时会帮我想出替代词，选得
都很好，想偷懒的我就跟她说：你帮我改吧，有声
书不要求跟纸质书完全一致。而且有声书是作者
和演播者共同的作品，她是有权利做一些改动
的。杨晨却说，她轻易不会改动作者的文字，那是

人家反复斟酌过的心血，她作为一个演播者必须
敬畏和尊重。原来她对文字始终怀着敬畏之心，
她才能用声音传达出那些文字的魅力。

杨晨的关注点不会只停留在那些字词上，从
她的反馈上能看出，她感受到了文字中蕴含的思
想和情感。有一天，我看到杨晨发来的一段话，
她说：“我刚读完《故乡的车站》，写得真好！绵密
流淌的情感拍打着心的岸礁溅起一波波浪花，眼
中饱含热泪却始终不曾落下的感觉，真好！”我没
有想到这一篇能感动到杨晨。杨晨在北京出生
长大，广院毕业后去了央视，在那里工作至今，她
一直生活在故乡北京，无需跟故乡告别，而《故乡
的车站》表达的是我这种离开了故乡的游子对故
乡的情感。我突然明白了杨晨为什么能那么贴
切地诠释出那些跟她性格迥异的人物，还有那些
她在生活中可能未曾体验过的情感，她一定是全
身心地浸透到那些作品中，才能感同身受，才能
做到她想达到的“我口说我心”。我听过杨晨演
播的路遥的《人生》，两个全然不同的女性人物形
象刘巧珍和黄亚萍在杨晨的声音里完全立了起
来。听书的时候，杨晨就是巧珍，她们一样的善
良美好，可巧珍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杨晨也
是黄亚萍，她们都是知识女性，可杨晨的境界和
生活态度跟黄亚萍的南辕北辙。同为有知识有
社会地位的女性，《平凡的世界》里的田晓霞跟黄
亚萍又是不同的，在杨晨的声音世界里，这两个
人物也是不同的。在人物的对话上特别能听出
演播者的功力，对不同的文学人物，杨晨在声调、
语态、嗓音、轻重等方方面面显然用心做过揣摩，
她用声音把一个个人物的个性、身份，甚至所思
所想都展现了出来。

从杨晨的演播中还可以听出，她是懂文学
的，她喜欢阅读，长年累月积淀下来的对文字的
感觉和感情，为她的演播做好了实实在在的预
备。我跟杨晨的交流多是文字上的，我喜欢上了
她的文字，漂亮流畅的文笔，满怀真诚，还有俏皮
可爱的一面。她的文字功力跟她的文学素养都
很高，怪不得她能那么好那么到位地理解把握那
些文学作品。

我不知道我更喜欢哪个杨晨，声音世界里的
杨晨还是生活中的杨晨？作为一个观众和听众，
我不可能不喜欢杨晨用声音创作的那些人物和
作品。生活中的杨晨也有着我不可能不喜欢的
魅力，虽然这两种魅力有着不同的呈现。

当很多人都在追求速度和物质结果时，诺言

和质量也就不再那么重要，可谁不想遇到一个能
兑现承诺又能尽自己最大努力去保证质量的合
作者？在我和杨晨聊合作的可能性时，我跟她提
过，如果能在2019年年底前录制完成，对我和出
版社是最好的结果。我说这话时并没抱多大的
希望，我当时想，她能接下这个作品，在年底前录
完一半已经很好了。杨晨却记住了这件事，她不
仅调整好了档期，还很有心地在喜马拉雅FM预
订下录音棚，保证在12月底前完成整本书的录
制。她记着她对别人的承诺，并且一一兑现。对
于质量我没提任何要求，以杨晨的水平，我不用
有任何的担心。可杨晨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资质
和经验就应付了事，对自己接下的每一个作品她
都要全力以赴。这种让人觉得既熟悉又有些陌
生的敬业精神，这种对待承诺的态度，恰恰出现
在一个那么优秀的人身上，她是有理由有条件敷
衍的，可她似乎从没有过这样的念想。

她喜欢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让人觉得温
暖而踏实。

其实，声音世界里的杨晨和生活中的杨晨在
最核心的那个层面上是一致和相通的，而且从小
到大，她一直保持住了她的纯粹和美好。

几乎每个小学生或初中生都写过类似的作
文：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杨晨在小学五六年级
时也写过这样的作文，她当时写的是：长大后当
配音演员。杨晨13岁时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个作
品，为电影《十四、五岁》中14岁的女主角宋美娟
配音。我多少有些不理解，长得很漂亮的杨晨怎
么会愿意躲在幕后。她应该去主演那部电影，如
果她来演宋美娟的话，还是本色出演，她们都是
人美心美。杨晨报考广院（中国传媒大学）播音
系是为做配音演员做准备的，可她太超群出众，
播音系最优秀的毕业生，自然应该去央视做新闻
主播。众望所归之下，杨晨走上了央视的新闻主
播台。主播台上的杨晨也不负众望，刚出大学校
门就在中国最受瞩目的新闻平台上绽放出光芒。

杨晨大概从未忘记自己儿时的梦想，播报新
闻的同时，她已为上千部集的影视作品配过音。
有很多角色，我以前并不知道那是杨晨的作品，
我们往往忽略掉配音演员的贡献，就是能留意下
配音演员的名字，也多是关注下主角，那些配角
就完全淡出了我们的关注，杨晨却籍籍无名地为
不少影视作品的配角配过音。经典电影《乱世佳
人》中的梅兰妮是杨晨配的音，梅兰妮不像女主
郝思嘉那样光芒四射，她是娴静温婉的，也是大

气磅礴的，她的美和力量是在平淡中静静地释放
出来的。如果要我在杨晨配音的作品中选一个
跟她最相像的人物，我很可能会选梅兰妮。她温
柔似水，创作的时候，却有着强大的爆发力和可
塑性，神采飞扬海纳百川，才能成就多姿多彩的
人物群像。

杨晨把自己定位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她喜
欢幕后工作，配音和演播是她喜爱的工作，她实
现了儿时的梦想，还在继续为这个梦想耕耘。她
的声音世界像是一个果园，那是一个安静的果
园，没有喧嚣和浮华，可一旦走进去，那一个个丰
盛的果实肯定会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这个
声音的世界里姹紫嫣红，芬芳满园，望不到尽头
的美景可能会让我们忘了那个辛勤耕耘的人，杨
晨也并没有期望别人记住她的名字，她默默地做
着自己喜欢且力所能及的事情，默默欢喜。

《回家·四代人的老照片》是杨晨和我的首次
合作，紧随其后的是我的长篇小说《三次别离》，
也是由杨晨来演播。作为作者，遇到杨晨是我的
幸运，如果说我的文字和杨晨的声音是天作之
合，那我肯定是那个更幸运的人。在一个更广阔
的施展空间里，声音焕发出了文字的热情，让文
字的表达更加丰富灵动。杨晨的播音技巧已是
炉火纯青，可我被她的声音打动，还不是因她的
技巧，而是声音中的情感，她是用了心动了情
的。她丝丝入扣地呈现出文字里的情感，两个人
的情感又多于一个人的，那些文字在声音中也就
有了更加丰沛的情感。

有声书的听众也是幸运的，杨晨等优秀又敬
业的演播者的加入，提升了喜马拉雅FM等有声
书平台的水准，也丰富了广大听众的精神世界。
我是杨晨的合作者，更是她演播的有声书的忠实
的听众。

杨晨在用声音创作《回家·四代人的老照片》
时，我还在地球的另一端，我们远隔万里，可文字
和声音间没有任何的距离。我和杨晨还未见面，
我的文字和她的声音就融汇到了一起，心领神
会，浑然天成。

二十多年前，我和杨晨在央视的楼道里或许
遇到过。杨晨1994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央视
新闻中心，我是1995年进的央视电影频道，在那
里工作过七年。那时候的我们不会想到我们日
后会有交集会有合作，我们就是能遇上，也是擦
肩而过。当我开始用文字来表达情感抒发情怀
时，我遇到了杨晨，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相遇。我
渴望用文字去创作好作品，杨晨渴望用声音去创
作好作品，形式不一样，但我们怀揣同一个美好
的愿望，做着同样的努力，文字和声音是在共同
的情感和情怀中遇到的。

两个用真挚饱满的情感去创作的人，遇到
时，是不会错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