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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

我非常荣幸能够出席中国首届世界诗歌日
音乐会并且在台上朗读短诗。我希望大使们同
台读诗能够给大家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爱和
诗歌是无国界的，
是全人类能共同拥有的。
——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

演员赵立新、
舞蹈家王亚彬、
大提琴家宋昭合作聂鲁达的作品《我在这里爱你》

2015 年 3 月 21 日，
“为你读诗”在北京举办了中国首届世
界诗歌日音乐会，并宣布首部有声诗歌图书于 4 月 23 日世界
图书日问世。
这是一次全部由来自各行业的翘楚与艺术家自发奉献、
跨界合作、公益参与的原创诗歌音乐会。音乐会尝试以多种
艺术形式与诗歌进行互动，呈现方式包括中西方古典器乐、声
乐、芭蕾、当代舞、戏剧等多种方式，并努力打破舞台与观众席
的界限，创造一场诗歌艺术在身边发生与发声的互动模式。
这场音乐会吸引了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观众参加。
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诗作《春晓》是音乐会的开篇节目，也
是这场跨界音乐会的代表作，
它由著名作曲家、
87 版《红楼梦》
音乐创作者王立平谱曲，资深音乐制作人秦万民担纲制作，比
利时钢琴家 Peter Ritzen、古筝演奏家常静、小提琴演奏家唐
韵、
BMG 女子弦乐团、
史家小学分校合唱团现场演绎。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活脱的春意，和着童声和大家的久违的温暖仿佛在眼前
呈现，现场不少人顿时泪下。而由时装设计师郭培、北京电视
台主持人田歌、体操奥运冠军邢傲伟、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联
袂合作的组诗，以及加拿大、波兰、丹麦、哥伦比亚、马耳他五
国驻华大使与 5 位现场听众的即兴合作，
都让观众感受到诗歌
的质朴与温暖。
高潮在结尾处奏响，全场上千人全部起立，读起了海子的
名诗《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
劈柴，
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不管是丹麦语，还是翻译成了中文，这些
短小的句子都描述了我们每个人从年轻到老
去体会过的所有感觉。
——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
2014 年夏天，启动才一年有余的“为你读诗”应邀参与凤
凰卫视《公益中国》栏目的录制。
“为你读诗”给节目组提出了
一个特别的要求——由
“为你读诗”
自己来招募观众。
活动公告通过“为你读诗”的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八十几
个名额几乎是以秒杀的速度一抢而光。到了节目录制的那
一天，
“ 为你读诗”的粉丝们从五湖四海风尘仆仆赶过来，坐
飞机的也有，坐火车的也有，拖家带口的也有，不辞辛劳，只
为读诗。
现场，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姐引起了“为你读诗”创始人潘
杰客的注意，从她淳朴的装束，古铜的肤色和风雨侵蚀留下的
皱纹，
很容易让人猜想她的来历。
“我是一个农民，我就是被你们的诗歌打动了，我太喜
欢诗歌了！”这位大姐很直率地道出了参与“为你读诗”活

动的缘由，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理由，让潘杰客深为
感动。
这并不是个案，
“为你读诗”不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组
织，它像维基百科一样，通过网络来获得听众的支持。支持
的听众里，有都市白领，有中小企业主，也有明星或商界翘
楚。更让人感动的是，更多的支持者职业都很普通，他们或
是路边某个小餐馆炒菜的师傅，或是自己开了个小杂货店的
小老板，或是一名开夜车的卡车司机。2014 年，
“为你读诗”
推出“支持者计划”后，许许多多这样的普通人愿意花 100 元
甚至更多来支持“为你读诗”做下去！
“这是我关注过的最好的公众平台。如果非要我表达感
情，我想，我可以说，你们停办的那天，一定是我悲伤的一天。”
网友毅言九鼎在给
“为你读诗”
的留言中写道。
陈铎、
邱思婷合作《莎士比亚与朱丽叶》

宏在录制前自己也查阅了很多资料，
后来通过秘书告诉我们，他喜欢的是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
另一个版本：
‘多少人爱过你青春的片
影，爱过你的美貌，以虚伪或是真情，
唯独一人爱你那朝圣者的心，爱你哀
2015 年春，集结“为你读诗”60 首经典作品的《为你读诗
次往返录音棚录制，
戚的脸上岁月的留痕’
。
”
（第一辑）》出版。这是中国首部由各行业翘楚共同参与的有声
但一次一个小时必
“这个版本网络盛传是冰心翻译
文学作品，
不仅收录了包括李彦宏、
北岛、
星云大师、
李健、
汪涵
须只录一首诗歌。
的，
但我们在冰心文集中并没有发现这
等在内的 60 位嘉宾的读诗，邀请十余位音乐家为这些读诗作
姚明很早以前
首诗。”张炫回忆道，
“我当时以为李彦
品量身录制经典或即兴音乐，
还邀约国内知名诗人、
翻译家、
评
就曾答应读诗，但一
宏先生是因为喜欢冰心这位译者。所
论家撰写读诗随笔。
直没有录制，因为一
以委婉地向秘书寻求答案，
后来得到的
在张炫看来，
“如没有大家对于单纯与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奉
直没有碰上中意的
确定回复是：
就是因为喜欢这个译本”
。
献，
我们无法想象
‘为你读诗’
以及这部有声诗歌图书的诞生”
。
作品。不打动他们
“为了确保译本的准确性，我们咨
著名古筝演奏家常静就是其中的一位积极参与者。她对
自己的诗歌，他们通
询过包括《世界文学》总编辑高兴等在
于“为你读诗”的感受是“和美好的人儿做美好的事，还能再美
常不会选择。
“有时我
程璧、
莫西子诗合作《这是我安静的样子》
内的诸多英美文学翻译家和学者，都
好一些么？
”
们自己觉得某首诗
没有找到答案。后来是通过微博上检
“诗人翟永明的《在古
很特别，想推荐给某
索，
发现可能是由李立玮先生翻译的。而他刚好出版了一本关
代》、主持人任志宏的《冥
位嘉宾，
还特意强调作者的知名度，
所获得的国际奖项，
结果发现
于叶芝诗歌的新书，
其中就有这首。
”
想》，演员夏雨的《致奥尔
如果这首诗真的无法与他产生共鸣，
要请他读是完全行不通的。
”
不仅嘉宾自我要求严格，
“ 为你读诗”对嘉宾的参与也有
弗斯的第十四行诗歌第
诗人扎西拉姆·多多有一首诗曾说
“我知道感动我的那一丛
要求。
“ 比如，我们现在通常会建议嘉宾至少预留 30 分钟来
29 首》等 ，都 是 常 静 专 门
夏花，
不一定感动你；
我知道唤醒我的那一片月光，
从来没有惊
读一首诗。每一位嘉宾参与都很认真，但在繁忙的工作中，
录制的古筝即兴音乐。音
扰过你”
，
所描述的大概正是这种情形。
忽然沉静下来读诗，还是需要时间和情绪的铺垫。有时候他
乐家们录制这些即兴音乐
李彦宏是“为你读诗”的首期读诗嘉宾。时隔一年多后，
们开会很多，声音都已经哑了，读的时候又很想读好，一首诗
作品的时候，不是凭借想
“为你读诗”团队在 2014 年 11 月再次和他约好了新录一首诗
再来好多遍，我们自己也看着心疼。比如，录制李玉刚的时
象力随意发挥，而是戴着
歌。和第一次在两个会议之间挤出的 15 分钟不同，李彦宏这
候，正好是他在筹备新作品《昭君出塞》的阶段。我们去录的
耳机听着嘉宾的读诗，根
次为
“为你读诗”
预留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一次，
他要录
时候，他刚刚开完早会。据说又熬了好几宿。录完我们那期
据其情绪，节奏，停顿进行
制的是叶芝的《当你老了》。
节目，下午就生病了。”
创作”。
为了避免嘉宾所选诗歌与已播诗歌重复，
“为你读诗”
与嘉
“读错字，也是录制过程中在所难免的。我们专门邀请了
像常静这样的参与者
宾在诗歌的甄选上一直采用的是双方交流的方式。
“我们给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指导朱卫东负责录制和监制。我们
还有很多很多。他们不属
彦宏推荐了很多诗歌，至少十多首吧。他最后确定的是《当你
的原则是尊重嘉宾的个人风格，但对于大家比较容易读错的
于玩票，拿诗歌装点自己
老了》。这首诗有很多译本。我们当时推荐的是目前袁可嘉先
中国首部有声诗歌图书
字，
是要指出和改正的。不过，
方言读诗除外。
”
的那一类。演员朱亚文多 《为你读诗》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生的译本，这也是目前最被认可的版本。出乎意料的是，李彦

一切艺术本质都是诗。

——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卡门萨·哈拉米尤·古铁雷斯

中阮演奏家冯满天演奏
《问刘十九》、
《花房姑娘》

“为你读诗”主要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向听众推送，每天一
首，
全年三百六十五天无休。
2013 年 6 月 1 日晚 10 点，
“为你读诗”
播出首期作品《给我
未来的孩子》
（作者：张梅），当时由百度创始人李彦宏、红杉资
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主持人李静、时装设计
师郭培、
Be My Guest
“为你读诗”
创始人潘杰客联袂所读。
随后，
“为你读诗”每晚 10 点播出一位特别来宾的读诗作
品。参与嘉宾大多是来自截然不同领域的佼佼者。在最初的
短短 2 个月的时间内，
“为你读诗”就播出了包括陈鲁豫、张亚
勤、于丹、姜昆、谭晶、王刚、陈铎、基努·里维斯、夏雨、吕思清、
崔永元等在内的诸多嘉宾的读诗作品。
随后一年多，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创会会长星云大师、诗
人北岛、
主持人白岩松、
演员陈建斌、
斯琴高娃、
音乐诗人李健、
中国航海第一人郭川、世界著名指挥大师祖宾梅塔、法国钢琴
家理查德·克莱德曼以及加拿大、
波兰、
葡萄牙、
丹麦、
冰岛等国
驻华大使也都纷纷加入。
在迄今“为你读诗”近 700 期的作品中，参与读诗的嘉宾并
不只是朗诵家、
主持人或诗人，
更不是只有公众人物，
而是跨越
到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包括企业家、航海家、导演、歌唱家、医
生、
律师、
警察等——这也让诗歌跳出某一个圈层，
而来到了更
多平凡人的生活中。
2014 年 4 月 25 日，
“为你读诗”第 329 期，由丹麦女王玛格

丽特二世以及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朗读《丑小鸭》
（节选），
当期
节目获得了高达 62.3 万次的播放量。按常规，
“为你读诗”每
一期都会预告下一期的作品，
而当天正好是个星期五，
“为你读
诗”
每周六要播出普通听众的作品。工作人员一时有些拿不定
主意，就问潘杰客，是否还要预告明天播的是普通听众。潘杰
客的回答很肯定：
“要预告，为什么今天播女王的作品，明天就
不能播普通人的作品呢？原有安排不需要做任何改变。
”
于是，
无论公众人物还是普通人，
他们的声音都通过
“为你
读诗”
传播到五湖四海，
又取得了不曾意料的共鸣。
一位广播领域里的资深媒体人，
为纪念已离开自己多年的
父母，曾通过“为你读诗”的平台读了一首小诗《教我如何不想
她》。这首诗既是她幼时，
母亲教给她的第一首小诗，
也是后来跟
随父亲学唱的难忘歌曲。她说，
“出于职业约束，
此前从未在自己
的节目中提到过他们，这一次终于有机会自由地抒发了一次。
节目播出时，
我四面八方的亲人都在收听，
和我一样感动无比。
”
而更让她出乎意料的是：
“外地电台多年没有联系的同事、
毕业后就没见过面的大学中学同学、
以往热络后来失联的朋友，
不论外地外国的，
都一传十、
十传百地找到我。最近陌生电话我
绝不敢不接了，
因为不知会是哪位旧相识冒出来了。我真佩服
你们的这个平台，
它的受众实在广泛，
且覆盖的收听群体丰富而
有价值。我做了大半辈子传媒，
也接触过许多新媒体，
但如
‘为
你读诗’
这般独特、
纯粹、
有极大发现空间的，
为数寥寥。
”
而在
“为你读诗”
的创办之初，
这件事情并不被潘杰客周边
的朋友真正看好。他们只觉得这是
“功德无量”
的好事儿，
但并
没有想到，
“为你读诗”不仅一年 365 天，每天坚持播出，还能在
短短一年半内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一位既是企业家、
画家和诗
人的好友，曾在“为你读诗”的一次音乐诗会上，这么表述：以
前，
如有人问我职业，
我一定不会说我是一位诗人，
我会告诉他

关 注﹃为 你 读 诗﹄公 众 微 信 ，每
晚十点，
一位特别来宾为你读诗

我选择了这首诗因为它简单、
有力且优美
地描绘了爱情。

本期公号：
为你读诗

我是画家，我做企业。谁要说我是“诗人”，我还特别不高兴，
“诗人”好像是“朋友间损人的话”。但现在，我会说我不仅写
诗，
还读诗。
迄今为止，
“为你读诗”通过公众微信播出了近 700 期读诗
节目。绝大多数嘉宾都是第一次与如此众多的听众分享自己
的读诗，
还有很多是初次尝试把诗歌读出来。录制小提琴家吕
思清的读诗，是在他家中。读诗时，完全不同于他在舞台上的
意气风发，
带着非常可爱的孩子一样的天真：
“这是我第一次把
诗读出来，
还要播出去。
”
而录制表演艺术家乔榛时，
他则感慨：
以前都是在舞台上读诗，今天安静地坐在这里，尝试用读给好
友的方式录制，
感受很不同。
目前，
“为你读诗”的公众微信的关注用户已有 100 多万，
累积传播已逾亿次。单期读诗节目通过微信平台传播出去，
12 小时之内即可达到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阅读量，而如中央
电视台主持人任鲁豫所读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
（作者：李元
胜），
阅读量高达 260 万之多。
一首诗能够被传播得如此广泛，
张炫的答案是
“共鸣，
尤其
是那种朴素的、发自内心的、一语触怀
的共鸣。很多人认为‘为你读诗’的受
众是小众的，以为只有受过高等教育，
喜欢文艺的人，才有可能喜欢我们的
平台。其实完全不是。我们一直相
信，人内心对于美好的事物和柔软的
触动有天然的向往。我们也不认为诗
意是虚无缥缈与阳春白雪的。诗意存
在于生活，总能在某一个瞬间，让我们
关注
“天天副刊”
，
停下来，
看见风摇动，
云飘过。
”
一起发现人生传奇
本版摄影/孙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