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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 ：有权利去尝试失败，也是一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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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68年的杨澜，
几乎每一步都踩在时代变
革的节点上。1986年，在国内

“走出去”的热潮之下，她考
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
希望在国际贸易或文化交流
领域找到发展机会。然而
1990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社
会招聘，让非播音专业出身
的杨澜一下踩进了媒体行
业，争取到主持《正大综艺》
的机会，并在1994年成为中
国首届“金话筒”奖得主。正
在事业风生水起之时，杨澜
却选择逆流而上，1994年她
毅然离开央视的“铁饭碗”到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
生，并在1998年推出中国首
档深度高端访谈节目《杨澜
访谈录》。这档节目至今已访
问过全球近千位政治、经济、
文化等领域的精英翘楚。杨
澜同样也是中国较早的文化
企业创业者之一。1999年她
与丈夫吴征创办了阳光媒体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在杨澜看来，无论是
《杨澜访谈录》的诞生，还是
阳光媒体集团的建立与发
展，每一次开创性的尝试，
都离不开改革开放后，时代
给予个体的无限可能性，

“在这个环境下，虽然没有
人能够保证你成功，但你开
始有权利去尝试失败。这也
是一种自由。”

■思想启蒙

《约翰·克利斯朵夫》打

开青春视野

杨澜出生于知识分子
家庭，父母为其起名为“澜”，
意在希望她能有海一样开
阔的胸襟，在社会中能够自
强、自立。那时年轻人最好
的出路就是考大学，所以整
个中小学时期，杨澜和同龄
人一样，努力学习，连周末
都是泡在题海里。

中学时，杨澜看的大部
分书籍是靠同学之间互相
传阅，有时遇到喜欢的书，大
家不惜手抄珍藏。那时北京
建立了现代大型图书馆，从
前可望而不可即的、来自世
界各地的书籍，能够轻而易
举地被借阅。杨澜曾囫囵吞
枣地拼命啃读国外社科类书
籍和人物传记，并和同学们
展开小组讨论。从萨特、尼采、
歌德、笛卡尔、弗洛伊德，到
著名记者法拉奇、沃尔特·克
朗凯特的采访著作。杨澜说，
那时讨论人生和世界的存在
意义和价值，是年轻人之间
最流行的沟通方式。

其中，对杨澜影响最大
的是罗曼·罗兰所著的《约

翰·克利斯朵夫》。那是她第
一次看到生命的可能性，看
到人对于真理、对于爱的追
求，竟然如此如火如荼。“正
是这些书，让我对青春有了
完全不同的视野和想象。”

■投身媒体

电视媒体黄金时期的

幸运儿

改革开放后的电视媒
体是最大的新兴产业之一，
以往主持人都是从播音专业
定向输送，但社会氛围的松
动，让拘谨、死板的主持腔不
再能满足公众需求。当央视导
演辛少英来到北京外国语大
学选人时便开门见山地说，
央视急需纯情的“新面孔”。

当时杨澜被系里推荐
去面试，但自我介绍后她便
耿直地发问，“为什么电视
台找女主持人就要纯情型
的？我们缺少的是干练的职
业女性形象！”正是这句慷
慨直言，让杨澜获得了央视
的入场券。经过七轮面试，
1990年，她成了央视《正大
综艺》节目的主持人之一。

上世纪90年代初，电视
机已成为80%中国家庭的
必备家用电器。在杨澜做
电视主持人的前四年，《正
大综艺》的平均收视率高
达20%~30%。这是十分惊人
的数字。杨澜始终认为，自
己幸运地在中国电视媒体
进入黄金时期时，误打误撞
进入到这个行业，无疑与改
革开放后的自主择业密切
相关，“虽然当时的大学生
们曾一度惶恐，连如何写简
历都搞不清楚，但这种挑战
也给了我们很多机会，让我

们深刻认识到年轻人在人
生选择途径上，已经有了前
所未有的开阔。”在此之后，
外语系的学生开始受到各
电视台的青睐，许戈辉、鲁
豫、何炅等优秀人才陆续被
央视和全国各卫视挖掘。

■转身创业

不管愿不愿意时代逼

着你改变

1994年到1996年赴美
留学期间，杨澜受到美国
《60分钟》等电视节目的影
响，她开始意识到，在社会
经济进步的同时，人的改
变、观念的改变或许更加深
刻。媒体可以通过记录个人
命运和思想的改变来记录
时代，并让国人打开眼界，
了解世界的进展和决策背
后的人。于是1998年从美国
毕业归来的杨澜选择进入
凤凰卫视，“那时凤凰卫视
引潮流之先，给华人提供了
更加开放的媒体环境。”随
即杨澜创办了杨澜工作室
（后更名《杨澜访谈录》），成
为继敬一丹之后，第二个以
个人名字命名节目的主持
人，也是国内首档高端访谈
节目。从几十位国家元首，
到数百位世界级学者、艺术
家、商界精英、体育名人，杨
澜试图通过媒体来见证时
代的改变，也努力改变世界
对中国媒体的刻板印象。

千禧年前夕，互联网经
济迎来第一个高峰。年轻气
盛的杨澜为了更大的施展
空间，做出品质上乘的历史、
文化节目，她与丈夫吴征决
定创办自己的文化企业品
牌“阳光媒体集团”。杨澜开

玩笑说，这是想喝一杯牛奶，
却办了一家奶牛场的典型。

“改革开放后，整个时代给予
我们的一种可能性。媒体改
革方面我们成为吃螃蟹的
人，这其中有巨大的不确定
性，但人们对于文化日益增
长的多元化需求，进而也转
化为文化企业的成长动力。
创业初始，我是为了做文化
不得不做企业，但慢慢认识
到，做一家文化企业本身就
是在创造新的文化，是构建
新的文化机制的一部分。”

■结缘奥运

三次申奥展现了国人

自信增强

1993年，在改革开放进
入第15个年头的时候，杨澜
参与了中国第一次奥运会
申办。那年让很多人倍感挫
败，北京最终以2票之差与
奥运会主办权失之交臂。次
年，杨澜辞去在央视的职
务，决定出国看看。“我认识
到自己还是井底之蛙。”

2001年，中国改革开放
进入第23个年头，杨澜再次
参与了2008年申奥。在莫斯
科作申奥陈述前，杨澜向申
奥代表团领导申请，想在陈
述词里加一段话。“马可·波
罗在临终时人们问他，关于
东方那个美丽国度的故事，
到底是不是真的？马可·波
罗回答，我告诉你的还不及
我看到的一半。”杨澜想用
这段话代表当时的中国，向
世界发出邀请。“当时距离
上一次申奥已经过去8年，
中国社会发展非常迅速，我
们急于让世界了解我们，让
大家来看看中国。”

2015年，杨澜参与了
2022年北京冬奥会申办，也
成为唯一一位两次代表北
京作申奥陈述的人。这一次，
她是以企业家的身份，负责
讲述中国在奥运市场运营方
面的能力。彼时中国已进入
改革开放的第37个年头，杨
澜不仅感受到30余年间，中
国经济发展速度之迅猛，同
时也感受到了中国在世界中
的姿态转变。“经济发展、文
化开放，带动了国人自信。如
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难
免有些自卑，有些不甘，迫切
地想要去了解世界；之后又
痛感世界对中国了解的片面
性，希望国际社会听到中国
的故事。那么如今，我们已经
开始试图推动世界的发展，
希望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
这或许就是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和中国人身上发生的最
深刻的改变。”

■倒带40年

1.改革开放后，哪部文

艺作品对你影响很大？

杨澜：小时候看过一部
话剧叫《于无声处》，从台词到
各方面的设计都非常大胆，很
具有突破性。当时也从海外引
进了一些电视剧，《大西洋底
来的人》《血疑》等。意大利女
记者法拉奇的采访著作，我看
得津津有味。一个女记者有如
此的洞见和深刻的分析能力，
她犀利的采访方式给我留
下了特别的印象。还有沃尔
特·克朗凯特报道的人类登
月、越战等，他们让我感受到
传媒竟然有这么大的力量。

2.什么事情让你意识

到，改革开放真正影响到生

活和家庭？

杨澜：上小学二年级的
时候，中国开始恢复高考。从
家长到学校都明确向我们传
达一个理念“知识改变命运”。
为了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
大家都非常刻苦学习，因为
当时高考的入学率全国平均
下来只有10%左右。

3.在你所在的领域，哪

一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开

创了先河的人？

杨澜：原中央电视台的
陈汉元先生，从《话说长江》
开始，很多影响当时年轻人
思维方式的大型纪录片都
出自他手。他给我们带来了
人文关切的同时，又有深度
的思考和开阔的视野。这种
通过电视传达出来的人文
主义熏陶，对我们那一代的
年轻人来说就是一个启蒙，
也让我对做传媒这一行有
了一种崇敬感。

4.改革开放之后，家里

买到的第一件以前买不到

的东西是什么？

杨澜：一台九英寸黑白
电视机。晚上邻居们都拿着
小板凳到我们家来看电视。
当时很少有普通人家能够买
得起彩色电视，有一天我妈
妈买了一张透明的，但有着
红蓝绿三种颜色的塑料贴
片。黑白电视机贴上三色贴
片就成了彩色电视。一张人
脸有三种颜色，还蛮搞笑的。

5.从媒体人到创业者，

你希望子承母业吗？

杨澜：我们这一代的成
长经验就是要让每个人去寻
找和创造自身价值，同时也
为社会进步做贡献。所以我
会尊重孩子们作为独立生命
个体的追求，甚至他们试错
的权利。我特别鼓励他们去
追求梦想，哪怕这个梦想在
某一些阶段显得非常不实
用，让他们勇敢地探索世界，
认知自己。 （据《新京报》）

阔别6年
《新舞林大会》
周日归来

新报讯（记者 潘

凯） 由东方卫视携手
灿星制作联合打造的
《新舞林大会》将于7月
22日21点，在东方卫视
盛大开播，首期节目看
点多多。

《新舞林大会》首
期节目中，明星选手们
将通过互选的形式与
专业舞者结成对子，携
手进击“舞林”。因此在
配对环节，不少人都十
分纠结，迟迟难做决
定。好在杨丞琳有自己
独特的考核方法：“我
想象中的舞蹈会有一
些托举动作，几位老师
托举都可以吗？”原来，
一向走甜美路线的杨
丞琳，希望在《新舞林》
中展现力道之美，而带
有托举动作的高难度
舞蹈，更是她一直想要
尝试的类型。

虽自曝患有“托举
困难症”，杨丞琳的“托
举考核”仍然让不少男
舞者跃跃欲试，最终成
功“抱得美人归”的男
舞者究竟是谁？他能否
克服杨丞琳的“托举困
难症”？

“艺考环节”是本届
《新舞林大会》的一个亮
点。在此环节中，所有明
星选手将依次出场，表
演精心准备的个人舞蹈
秀，并接受专业舞者的
点评和打分。所有明星
选手上场前，专业舞者
会对他们的舞蹈实力做
出预判，票数最高的明
星选手将最先出场。因
此出场顺序也透露着

“舞圈人气”。
尽管首轮出战的

明星选手皆自谦自己
不会跳舞，但自幼学习
国标，有多年舞蹈功底
的毛晓彤竟然最后一
个出场，连她自己也没
有料到：“我还挺失落
的，就觉得我在他们心
里那么差吗？然后就是
更紧张了，压力很大。”

在印象分环节遭
受“冷遇”的毛晓彤决
定再拾国标，带来一段
热情洋溢的桑巴舞。究
竟毛晓彤能否用实力

“打脸”舞蹈老师们的
印象初评，并在接下来
的赛程中实现完美逆
袭？敬请期待本周日21
点档东方卫视《新舞林
大会》！

杨澜1968年3月生于北京。媒体人、传媒企业家、阳光媒

体集团董事长。1990年至1994年担任中央电视台《正大综

艺》节目主持人；之后加盟香港凤凰卫视，开创《杨澜访谈

录》；1999年创办阳光媒体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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