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海为（中）跟同事一起修订教材

“你在读书上花的任何时
间，都会在某一时刻给你回报。”
这是“外卖小哥”雷海为在中国
诗词大会夺冠当天，董卿对他的
赠言。2018年4月4日播出的中国
诗词大会总决赛，雷海为击败北
大诗歌才子彭敏，夺得总冠军，
他的励志故事也随即刷爆朋友
圈。比赛中的对手，北大中文系

硕士、《试刊》编辑彭敏称“海为
就是《天龙八部》里那种扫地僧。
他根本就不管江湖中的事，但是
他一旦出手，就会震惊整个江
湖。”站在台上的雷海为看上去
有些紧张，但依然难掩心中的兴
奋，“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
始到金……我觉得这是我人生
中最美好的经历。”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
天下知。夺冠后的五六个月，雷
海为的手机就像热线一样发烫。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当时采
访他时，可以明显看出他忙碌、
疲惫，乱了节奏的生活。“大概3
个月吧，几乎没有空闲。”在他的
回忆里，每天都在奔波，媒体的
采访，文化活动的邀约，还有各

种企业的聘书，塞满了他所有的
时间。

雷海为粗略算了算，那段时
间他总共接到超过20家企业的邀
约，有国学培训机构、有文化旅游
企业、食品行业。雷海为不是没有
心动，但最终拒绝，“我觉得他们
在消费我的知名度。学以致用，还
是想做和诗词有关的工作。”

雷海为出生于湖南省邵阳
市洞口县一个并不太富裕的家
庭，父亲曾当过小学的语文代课
老师。雷海为还记得，小学一年
级的时候，父亲就用毛笔在小纸
片上写古诗词，贴在墙上教他
背，而他会背的第一首诗是宋代
诗人林升的《题临安邸》。

2001年从中专毕业后，雷

海为从老家外出打工，从深圳
到上海，他曾在工地搬过砖，在
餐厅当过服务员，也做过礼品
销售工作……尝尽了生活的艰
辛。20岁那年，雷海为看了一部
电视剧——改编自金庸小说的

《侠客行》，阴差阳错翻进诗词
的江湖。“剧里有李白的《侠客
行》，我一直有一个武侠梦。”

2004年，雷海为在上海一家书
店翻一本讲诗词格律的书，居
然找到了《侠客行》全诗，当场
就背了下来。这以后，他就经常
去书店看书，看完回去默写，忘
了再回去翻……和诗歌的缘分
再也无法分开。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
人。”2008年，雷海为终于来到

小时候就幻想的人间天堂杭
州，先后做过礼品销售、快递小
哥，从2015年开始正式成为一名
外卖小哥。外卖的工作很忙，但
他并未放弃对诗歌的热爱，等
餐、等红灯、睡觉前……只要一
有时间，雷海为就掏出手机背
诗，“背一首，我就开心；一天没
背，就觉得少了什么”。

““人生如逆旅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亦是行人””
打工尝尽艰辛 仍未放弃对诗歌的热爱贰

去年7月，雷海为入职成都心
田花开教育培训学校，成了一名
教研老师，日常负责诗词教学资
料的编写。从人间天堂杭州到天
府之国成都，不过1900多公里的
路程，对雷海为来说却是另一种
生活。聘请雷海为的熊阳老师告
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他
们是在中国诗词大会后关注到的
雷海为，为此，学校相关负责人
不惜三顾茅庐到杭州邀请雷海
为。“我们给的工资待遇肯定不是
最高的，当时有企业给他开出了
百万年薪。”熊阳说，雷海为首先
有真才实学；其次，他对梦想的坚

持很励志，我们希望更多孩子受
到他的感染。

选择成都这所学校，雷海为用
了一句“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来回答。“他们去年5月几次来杭州
和我谈，我也到了成都考察。校长
对我说的一句话挺感动，‘我们到
杭州请你，三顾茅庐请不到，三十
顾茅庐也要把你请过来’。遇到一
个真正赏识我的人、懂我的人，就
留了下来。”雷海为坦言，自己教书
可能压力稍微大一些，但目前是在
教研的岗位，还比较合适，“我没有
教学经验嘛。但像教研，做一些教
材编写、录教学视频、做讲座，还比

较适合我。可以在诗词、文化领域
深耕下去，提升自己。”雷海为说，
能把兴趣爱好做成职业，是一件非
常幸福的事情。

相比过去，雷海为的生活有
了很大改善，“收入比普通老师高
一点，这边教学部的老师，年薪最
低也是15万以上。”前段时间，雷
海为自己在李家沱附近租了一套
更大的房子，学校还为他安排了
单独的办公室，放置了几十本关
于诗词、国学、文学方面的书籍，
其中不少都是他从杭州带过来
的。雷海为说，现在的采访、邀约
活动少了很多，生活也趋于平静，

自己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
读诗、看书。在雷海为的办公室
内，桌上一张A4纸上，记录了雷
海为最近背的诗，“我背一首就在
纸上写一首标号，到现在的诗词
储备量有1193首了。”

雷海为说，自己正在参与编
纂学校的两本古诗词教材，从学
诗来说，孩子们对格律、典故还很
难接受，更多是享受诗词的韵律
和画面感。两本书最终采用对话
和图片的方式，借助画面和虚拟
人物，加深孩子对诗词的理解。

“诗对人而言，就像春风化雨。诗
词可以发现心灵，培养情商。”

““千里马常有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伯乐不常有””
他坚持梦想很励志 希望更多孩子受到感染叁

来成都半年多，雷海为已经习
惯了成都的生活，“来之前就知道
成都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天府之
国、土地肥沃、物产富饶、人文荟
萃。来了以后最大的感受是，气候
比较温和，市民素质普遍比较高，
也挺悠闲，是一个慢生活的城市。”

如果没有参加诗词大会，雷
海为说，自己可能会在几年后回
老家做农业，发展前景不错。不

过，如今的雷海为早已是一个名
人，走在路上会被人认出，“有一
次从天府广场经过，有一个大姐
认出我来，拉着我聊了差不多一
个小时。她说她之前不怎么看诗，
但受了我的影响，现在每天都在
看诗，和我分享了她的故事。”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雷海为依
然有些成名前的拘束。“还是很内
向吧，哈哈。”说这话时，他腼腆地

笑着，“还是转变了些，现在工作时
候和小朋友在一块，他们都很活泼
可爱，会忘记自己是个大人。”

回忆夺冠后的那段忙碌，雷
海为感叹就像梦一样，“人生如
梦也如戏，苏轼不是说‘人生如
梦，一尊还酻江月’吗？自己经历
一些大起大落之后，更有如梦的
感觉。我从来没想过会去参加诗
词大会，也没想过夺冠以后会有

这么大的社会反响……”面对一
时铺天盖地的赞誉和各种邀约，
雷海为难得的保持了冷静，“我
觉得一个人的成绩只能说明过
去，不能代表未来，取得大的成
绩，更应该保持谦虚平和的心，
才能不断进步。有骄傲自满的情
绪，必定会导致失败的。”雷海为
说，自己一直没有飘起来的心
态，“我始终认清自己的位置。”

““人生如梦也如戏人生如梦也如戏””
经历大起大落后 始终认清自己的位置肆

““一举成名天下知一举成名天下知””
从外卖小哥到诗词大会总冠军 成名后生活巨变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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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们采访了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泌尿外科的魏强教授，他对于“肾
癌”的诊断及治疗进行了专业的解读。

健康体检意识的普及和影像学
检查等诊断技术的进步，为肾癌早期
发现提供了很好的途径，无症状肾癌
在新发病例中所占比例明显提高，其
中绝大多数都是早期肾癌。晚期肾癌
则是临床诊断出现“肾癌三联征”（血
尿、腰痛、腹部肿块），目前比例大约
不到10%。

魏强教授介绍，早(1、2)期肾癌主
要是进行手术治疗，进展期肾癌，也就
是3、4期肾癌一般先给予手术治疗再
进行靶向药物治疗；晚期肾癌患者可
以进行手术治疗、放疗，化疗及免疫治
疗、靶向药物治疗，目前是以靶向药物
治疗为主。在国内的治疗指南中，培唑
帕尼和舒尼替尼为晚期肾癌一线治疗
的Ⅰ类推荐，而依维莫司和阿昔替尼

为二线治疗Ⅰ类推荐。
魏强教授表示，随着靶向治疗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医生和患者对
于靶向治疗药物的需求不仅是有
效、安全，更希望治疗期间可以获得

“更高生存质量”。目前，培唑帕尼是
唯一一项靶向药物开展了药物安全
性与生活质量多重分析研究。

药价过高曾是很多肾癌患者的
痛处，经过去年的药物价格调整，显
著提高了患者对于肾癌靶向药物的
可及性，在降价的基础上还可以享受
医保报销，大大降低了药物的支付价
格。对于长期治疗有效及经济条件不
好的患者，培唑帕尼进入国家医保目
录后依然维持其慈善赠药项目，可以
让患者继续得到应有的治疗，生命得
以延续，生活更有尊严，更加长久的
陪伴自己的家人。

（赵晨）

规范靶向治疗
可延长肾癌患者生命

肾癌靶向药物
已降价并纳入医保

据国家卫建委权威医学科普项目据国家卫建委权威医学科普项目
报道报道，，肾癌是泌尿系统中恶性度较高的肾癌是泌尿系统中恶性度较高的
肿瘤肿瘤，，也是最常见的肿瘤之一也是最常见的肿瘤之一，，占肾恶占肾恶
性肿瘤的性肿瘤的8080%%～～9090%%。。我国肾癌发病率我国肾癌发病率
呈逐年上升趋势呈逐年上升趋势，，居泌尿系列肿瘤的第居泌尿系列肿瘤的第
二位二位。。肾癌的发病率随年龄增大而升肾癌的发病率随年龄增大而升
高高，，高发年龄在高发年龄在4040～～5555岁岁。。此外此外，，肾癌肾癌
发病率有明显的国际差异发病率有明显的国际差异，，欧美国家明欧美国家明
显高于亚洲国家显高于亚洲国家，，日本日本、、印度等国的发印度等国的发
病率较低病率较低，，城市发病率高于农村城市发病率高于农村。。

当地时间2月24日，为期一周的北
欧国际电影节颁奖礼在伦敦举行，由田
海蓉主演的华语影片《一代女魂唐群
英》不负众望，摘得最佳女演员奖。这是
继同班同学王景春获得柏林电影最佳
男演员奖后，田海蓉在伦敦为华语影坛
再添惊喜。2月27日，田海蓉接受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专访，透露拍摄影片
幕后故事。

““能让世界认识唐群英能让世界认识唐群英，，比自比自
己得奖还高兴己得奖还高兴””

《一代女魂唐群英》主要讲述的是
在一百年前的1912年，唐群英等一批
觉醒起来的女性，率先挣脱千年封建
礼教压迫和束缚，喊出了“妇女解放、
男女平等平权”的口号，演绎出可歌可
泣、可悲可叹的传奇故事。田海蓉饰演
的唐群英不满于封建习俗，是一位有
情有义、文武双修的女性，为中国的妇
女运动做出了卓越贡献。

据田海蓉透露，电影中的每一个场
景和细节都是从史料中汲取的，在推荐
电影时，她说“大家去看一看这部电影，
就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在谈到获奖心情时，田海蓉说道：
“获得最佳女主角这个殊荣，我当然觉
得特别荣耀，但相比这个荣耀，我觉得
能够让世界认识唐群英，这是我更大
的荣耀。不仅是对我们中国人，更要让

世界的人了解唐群英光荣而伟大的一
生。她提出了男女平等，提出女性不仅
要有参与权，还有选举权，不是为了自
己而活，是为了所有的女性的自由、幸
福、独立在活。”

““以前的我一定演不了今天的以前的我一定演不了今天的
唐群英唐群英””

为了诠释好唐群英的角色，田海蓉
做了很多准备，查阅资料、去博物馆、和唐
群英在世的亲人沟通。在提起最大的挑战
时，田海蓉告诉记者，“我向来说，演员要
跟角色产生很大的共鸣，一定要进入她的
灵魂，不是演她的那个外在的东西，要带
着敬畏之心去解读她，跟她的灵魂去交
流，我觉得最难做的是这一点吧。”

在年轻人气演员霸屏的当下，田海
蓉并不认为年龄会带来限制，“每个年
龄段都有适合你的角色，这也不是其他
的年龄段可以代替的，就像我以前可以
演雷雨里面的四凤，但是那个时候的我
一定演不了今天的唐群英，所以我在成
长，更好的成长。”

田海蓉演过很多女性角色，既演
了北方女子陈雪茹，又演了湘女唐群
英，饰演的大多是独立自强的角色，她
坦言，“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性格，我也
一直也崇尚，女人多学则智，自立则
强。”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
豪 实习生 白雨佳

专访北欧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田海蓉：
“以前的我演不了今天的唐群英”

从成都走出去的巴金，是杰出的作
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承担历史责
任的勇气令人敬佩。人们追思纪念他，
传承他留下来的精神文化遗产，他的作
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昨日，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四川文艺出版社了
解到，为纪念巴金，满足广大“巴迷”的
爱好，他们将于近日推出“回望巴金”系
列丛书。其中，《出访日记》是未曾出版
过的，首度问世，让喜爱巴金的读者更
加走进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巴金。

巴金先生《出访日记》首次
公开出版发行

本套书的统筹编辑宋玥介绍，此次
出版的“回望巴金”系列丛书（共十部）
的作者大都是巴金的亲友，他们用记忆
中亲切的细节，多姿多彩的故事，多情
多思的文字，从不同视角展现一个在生
活中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巴金。从友
情、亲情、爱情和事业、家庭、思想等多
方面直观地走进巴金的文学世界。

其中，在“回望巴金”系列丛书中，
《出访日记》是未曾收录在《巴金全集》
而首度问世的，它记载着巴金先生在
1950—1984年的出访日记，这些日记
多作于巴金先生随身所带的日记本
上，是他在出访期间社会活动和生活
情况的真实记录，记录着巴金先生鲜
为人知的个人生活和公务活动。借助
这些鲜为人知的温暖文字，我们从中

可以读出巴老的情感遭际和思想演
进，可以看到他对友情的珍重，以及对
祖国的热爱以及对和平的向往。现根
据巴金先生《出访日记》的原稿整理
（首次发表），在日记每部分后，编者附
录了巴金先生当时所写的文章，便于
读者将之与日记原稿相互参证，这是
一部巴金研究的力作。

百岁作家的人生画卷

巴金（1904 年 11 月 25 日—2005
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
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
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
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主
要作品有：小说《灭亡》《家》《春》《秋》

《憩园》《寒夜》等，散文集《海行杂记》
《黑土》《随想录》等多种，有《巴金全
集》《巴金译文全集》等。

巴金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
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
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
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
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
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他的小说成为了鼓舞新青年们的
精神食粮，教会大众如何去帮助需要
帮助的人，如何去爱人。“最有发言权
的是读者”，巴金与读者一同创建了一
个精神家园。这正是巴金文学的价值
体现。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巴金《出访日记》首次在川问世
“回望巴金”系列丛书出版发行

蒙曼表示，雷海为确实是一
个诗意的人，他没把经济放在人
生最重要的位置 ，选择了做喜
欢的事，这本身就是诗意啊。“我
想诗歌对他是浸润式的影响，不
是外在的，诗歌真正进入他内心

之中。如果他抱着这样的心态进
入工作，是带着情感的投入，应
该取得很好的成绩。”蒙曼说。

蒙曼说，没想到诗词大会
给人带来那么大改变，雷海为
夺冠是非常有意义的故事，一

个普通劳动者，在艰苦生活中
保持着对美丽文字的喜爱，“我
们充满敬意看着他一步步成
长，这是一个传奇的故事，现在
变得更加传奇了。因为在我们
预想的轨迹外，看到他的人生

有新的可能。我现在更想看到，
这个传奇故事在新时代结出什
么样的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白雨佳
摄影记者 刘海韵

雷海为是一个诗意的人
蒙曼/ 中国诗词大会评委、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回访

评委

为何选择成都？他说，遇到了真正赏识自己的人

雷海为蓉漂之后
去年去年，，夺得第三季夺得第三季《《中国诗词大会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之后总冠军之后，，顶着顶着““外卖小哥外卖小哥””的标签的标签，，雷海为火了雷海为火了。。这个平常风这个平常风

里来雨里去的里来雨里去的““外卖小哥外卖小哥“，“，迎来生活迎来生活““巨变巨变”：”：新闻采访新闻采访、、活动邀约等纷至沓来活动邀约等纷至沓来。。出乎预料的是出乎预料的是，，在种种在种种
诱惑面前诱惑面前，，雷海为最终却选择了一份薪水并不算最高的成都一所学校雷海为最终却选择了一份薪水并不算最高的成都一所学校，，担任诗词的教研老师担任诗词的教研老师。。

从杭州到成都从杭州到成都，，从送外卖到如今成为一名老师从送外卖到如今成为一名老师，，雷海为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雷海为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
室室，，有了自己独居的出租屋有了自己独居的出租屋，，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读诗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读诗、、看书看书。。

昨日昨日，，成都商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独家专访了雷海为红星新闻记者独家专访了雷海为。。在雷海为看来在雷海为看来，，人生如梦人生如梦，，自己经历大起大自己经历大起大
落落，，更应该保持谦虚平和的初心更应该保持谦虚平和的初心。。诗词改变了他的生活诗词改变了他的生活，，现在他想用诗词影响更多人现在他想用诗词影响更多人。。

从从““外卖小哥外卖小哥””到到““诗词冠军诗词冠军””再到再到““成都老师成都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