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真
“忘词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杨迪的走红并非偶然，只是有些
“大器晚成”。出道以来，很长时间不温
不火，即便如此，他也将自己从小想做
的事情一件件完成：演小品、上电视、主
持节目……

非科班出身，貌不出众，凭借着自
己的努力走到现在，杨迪付出的努力是
别人难以想象的。

“认真”对杨迪来说是一件非常重
要的事情。“观众其实非常聪明，你认不
认真，他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就是我一
直秉持的原则，就是认真。”

杨迪研究“喜剧”的方法有些特别，
他不是一头扎进书里，或是一味模仿幽
默大师，而是将自己沉淀下来。他透
露，在录一期《火星情报局》时，当天晚
上8点对台本，他会提前花三个小时回
忆过去的事情，一边回忆一边用笔记录
下来，等到对台本时，他已准备好了几
个故事让剧组选择。“忘词这件事情绝
对不可能出现在我身上，我前一天就一
定把台词背得特别熟。”

论喜剧天分，杨迪确实有，但有时
候，运气不总是眷顾他。2014年，杨迪
与当时热门综艺《奔跑吧兄弟》和电影
《美人鱼》失之交臂。直到2016年，他
在微博中遗憾地写下《我曾经也是一条
人鱼》。“那个时候怎么度过呢，我也哭，
挺难过的。但哭归哭，后来看了一部电
影叫《白日梦想家》，一下给了我很多正
能量的东西。”

算起来，杨迪真正红起来是2016
年，而这离他正式出道已经过去7年时
间。

如今的杨迪，一年365天几乎300
天都在工作。“就拿最近来说，常常录节
目到凌晨五六点，然后白天继续连轴
转，一天工作18个小时。”忙到极致，连
吃饭和睡觉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因此
也练就了一个“绝技”，一坐上交通工
具，立马就能睡着。“累归累，我是真的
很喜欢干这一行，这也是我坚持下来的
动力。”杨迪说。

感恩
出名后不忘宣传家乡汶川

谈到自己的幽默细胞，杨迪说，有
一部分要归功于妈妈。“从小我妈就给
我买很多书，《幽默大师》《三毛从军记》
《三毛流浪记》都看过。”家里从小对杨
迪的管教比较宽松。高中时候，杨迪与
班里同学排练节目，家里常常来很多客
人，家人从不阻挠，反而给这些小客人
腾出地方。杨迪的妈妈更是说：“杨迪
未来想往哪个方向发展，家里都支持。”

现在杨迪的父母、妹妹还居住在重
建后的汶川县城，而杨迪则大部分时间
都住在上海。由于工作太忙，他无法经
常回四川，更别提回到家乡汶川。

尽管如此，杨迪从没忘记自己的家
乡。这些年里，只要有机会，杨迪都会
向外界展示家乡的特色和文化。今年
初，杨迪带着沈梦辰和靳梦佳一起回到
汶川羌寨，体验了一圈。

最终，这些素材在湖南卫视《天天
向上》的一期节目中呈现。在那期主题
为“家乡的宝藏”的节目中，杨迪将汶川
的美食、美景都带上了芒果TV。他认
为，地震之前，大家对汶川了解很少，地
震之后，对汶川的关注多了起来，但是

了解却不多，其实汶川有丰富的资源，
值得大家去多了解。

“那期节目正好是‘家乡的宝藏’这
个主题，我就推荐了汶川。芒果TV的
编导也很给力，光踩点就去了好几次。”
杨迪说，不仅如此，他还负责与当地宣
传部门对接工作。

节目里，汶川宝藏逐一展现，故事
逐一被讲述，让外地观众了解了这座小
城。作为宝藏推荐人的杨迪看了之后
说：“自己看了也觉得挺好的，有笑有
泪。”

未来
“在演艺圈，是要比谁红得更久”

“小时候就想红吗？”“从小就想，从
小就想干这个。”

这些年走下来，杨迪当然也面临不
少质疑，有人说他“扮丑”成为大家笑
料，对此，他淡然地说：“我从来不care
这些质疑。”顿了顿，他又切换到了“逗
贫”模式：“有人说我丑，并没有冤枉我
嘛。”

懂幽默，是项重要技能，也是杨迪
最大的特长，他对自己的天赋非常清

楚。“你觉得自己不可替代之处是什
么？”沉默了几秒，杨迪说：“我觉得我真
的挺搞笑的，我讲段子就是比别人好
玩。”

他认为，通过喜剧把欢乐带给别
人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在舞
台上，听到观众越捧场，他就越“来
劲”，“观众越多，我表现越好。”但是，
杨迪并非不懂得掌握尺度。“和一个
人聊天，第一次见面聊两句，我就知
道他开玩笑尺度在哪，我就不会越那
个界。”

有一件事情让杨迪感到压力，就是
拍戏。他觉得自己非科班出身，跟专业
演员同台竞技让他没有底气。“就像高
考一样，我数学成绩特别差。”不过，杨
迪说，自己还是会努力录节目、拍戏，把
眼前的事情做好。

杨迪知道，自己更多地被视为“综
艺咖”。如今，他也在跟知名导演、演员
学习，如果脑袋里有一些故事，杨迪也
会找一些编剧去碰撞，让他们帮忙润
色，挖掘自己更多潜力。如今，他信奉
一句话：“在演艺圈不是比谁红得更快，
而是比谁红得更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申梦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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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爱国情 奋斗者

杨迪：搞笑这件事情，我一直很认真
一个喜剧演员的“十年逆袭”

这两天张宣是瘸的。7月他去银
厂沟搞监测，在过河沟时摔了一跤，
把膝盖伤了，至今未愈。他自己没怎
么放在心上，毕竟上山已经超过千
次，摔跤是常事。

从1996年到白水河工作开始，
他在这23年一线林业工作中，遭遇
过太多比摔跤更严重的情况：在山上
迷路，没吃没喝冒着大雨撑一夜，艰
难找到路回返；监测调研中滑下百米
山崖，被一棵杜鹃树拦住，捡回一条
命……这些年逐兽觅草，回顾山中半
生岁月，他想了一会儿，用“尽心、尽
力、尽职”简单地总结了自己的职业
生涯，他说，“无怨无悔。”

23年“深山护林人”张宣：

半生逐兽觅草
“我尽心尽力尽职了”

杨迪，这个名字很多人不陌
生。如今在各大热门综艺上，都有
他的身影。

在喜欢杨迪的人看来，他似乎
有一种魔力，往那一站，自带“幽默”
属性。这个来自汶川的小伙子，出
道10年后，终于完成人生“逆袭”。 推荐

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
品德高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
善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
位上取得突出成绩，具
有良好的社会影响

推荐
方式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
的爆料平台，推荐你心
目中能够代表中国力量
的新青年；与此同时，也
可以在封面新闻微博、
微信等平台的相关稿件
下方留言，欢迎向我们
推荐。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开

征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蜕变
从“注定失败者”到流量明星

记者联系到杨迪时，他正在打
点行装，准备半小时后出发去车站，
坐动车赶往外地录制节目。如今，
他每天的行程都被安排得满满当
当。

1986年出生的杨迪，其实已经
出道近10年。杨迪出生在四川一个
小县城——汶川县。县城很小，在
2008年那场地震发生前，它只是个
寂寂无闻的小地方。跟县城里别的
孩子一样，杨迪背着书包从学校走
回家只需10分钟。

与众不同的是，杨迪很早就展
露出表演天赋。高中时，杨迪就在
学校里小有名气。那时他经常登上
学校大礼堂，演自己编的小品。在
很多汶川一中老师和学生的印象
中，还记得当年杨迪化着夸张的妆，
演杨白劳的样子。

“那时候礼堂的条件很落后，要
先用磁带录一遍声音，演的时候再
对口型。”很多年后，杨迪回忆起自
己的高中时光，当年的情景依然历
历在目，“只能说搞笑这个事情，我
一直比较擅长。”

杨迪可以称得上最早一批玩短
视频的“网红”。2004年，他刚接触
互联网，就花50块钱买了个摄像头，
和朋友一起组成“羌族双煞”组合，
录搞笑视频上传到网络。出人意料
的是，视频火了。当时网络上的网
红大盘点，常常出现他的名字，可算
是最早期的“网红”了。

大学毕业后，杨迪进入某电视
台做实习编导。一个契机，他去录
制一档节目，一名评委老师问他：

“你的梦想是什么？”杨迪说还没想
好。评委老师毫不留情地说：“那你
的未来注定是失败的，因为你连自
己想做什么都不知道。”杨迪犹如醍
醐灌顶，决定将自己的喜剧天赋好
好发挥。

2010年，杨迪参加《中国达人
秀》后渐渐成名，被更多人熟知。之
后，他开始主持节目，成为各大热门
综艺节目的常客。他的身份标签，
也从“谐星”变为“综艺咖”“知名主
持人”“内地男演员”。

觅草
滑下百米山崖

被杜鹃树救了一命

虽然追逐动物很多年，但张宣
还有一项别的本事——他对植物十
分了解，近年来在涉及植物方面的
工作也因此与日俱增。2005年底，
张宣陪同中科院成都分院搞本地调
查和标本采集，前后花了16天时
间，行程数百公里。

就在这一趟途中，他遭遇从业
以来最惊险的状况。

“当时海拔3200米左右，我们
走到一个崖边，我一脚踩滑，摔了下
去。”悬崖一侧是百米深沟，张宣背
着包猛然下滑，心里一凉，觉得自己
这次完蛋了，“真是命大，下面有棵
杜鹃树，勾到我包包的背带，把我拦
了下来。”随后，他被赶来的同事拖
了上去，坐在崖边好一会儿才缓过
劲来。

即使如此，他仍走完了全程。
在这一趟里，科研队伍最后一共采
集了800多种保护区植物标本，做
了数十个样方。

“我们保护区的一线人员，基本
上都有风湿病和关节炎。”10月18
日接受采访时，张宣对自己的膝伤
迟迟不能痊愈显得有点焦虑，“年纪
大了，恢复得慢了。”他仍念着进山，
有一股闲不住的冲动。

“如何总结这些年的工作呢？”
面对这个问题，他想了一会儿，朴实
又诚恳地说：“我尽心、尽力、尽职地
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无怨无
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雪

逐兽
给大熊猫找食堂

为外国摄影师做导游

张宣是林业一线资深“老人”了。他
今年47岁，正值壮年，但他从1996年到彭
州市国有林场入行算起，已经把半辈子
投入到山野里。在林场工作巡山护林5
年后，他被借调到彭州白水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除了巡山护林，还要进行生
物多样性监测、红外相机监测等工作，工
作内容增加了。”

在“熊猫四调”时，他的主要工作是

对大熊猫栖息环境和植被变化情况进行
调查。“大熊猫可以食用的各种竹子有哪
些，面积多大，好多数量，质量如何，都是
我们需要调研的内容。”凭借对白水河的
熟悉，他参与了多次区内调研，从大熊猫
到雪豹，从“捡熊猫屎”到安装红外相机，
30150公顷的白水河保护区里，处处留下
了他的身影。

2018年5月初的一天，热爱摄影
与熊猫的比利时摄影师塞巴斯蒂安
向白水河发出了入山申请，获批后，
时任回龙沟保护站站长的张宣，在当
月开展的常规巡护工作中带上了这
位外国朋友。

比利时人是第一次到彭州，他跋山
涉水试图登顶牛坪山顶，但由于气候原
因未能成功，也遗憾地没有遇见野生大
熊猫。但半个月后，一个令塞巴斯蒂安
惊喜的消息从白水河传来——张宣和同
事们布下的红外相机，拍到了一只野生
大熊猫的踪影，并记录下了它调皮捣蛋
的过程。 张宣把半辈子的时光都花在了深山里。（受访者供图）

搞笑是杨迪最擅长的事。（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