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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日并 不方长
李咏患癌去世：生命来来往往，
１０ 月 ２９ 日，早上九点三十一分，知名

如果有一天，你有了足够的爱，有了

导演哈文发了一条微博：

足够的实力，欢迎你来到我的家 ，至于咱

“在美国，经过 １７ 个月的抗癌治疗，

们爷俩儿决斗不决斗，那就再说了。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凌晨 ５ 点 ２０ 分，永失

关于自己疼爱了多年的女儿，他有很

我爱……”

多未完成的事：那个让他“看得上”的男孩

离世的 ，是她的丈夫——
—著名主持

还没出现，他没法把女儿亲自托付给他；

人，李咏。

也没法把写了多年的日记，在女儿婚礼这
天交给她。
李咏出版过自传，取名《咏远有李》。
面对媒体的追问，他说：
“我只想偷偷
摸摸干点事而已。
《咏远有李》就是一件偷
偷摸摸的事，它的确说了一点事 ，都是我
四十岁以前的事儿。”
“就想在四十不惑的时候，留点儿自
己的东西。”李咏在其中谈到了自己进央
视的经历，他认为自己能进央视是走了
“狗屎运”。

消息一出瞬时震惊众人，网友表示难
以相信，网友跟帖留言：
“李咏大哥一路走
好！”
、
“天呐？？？不敢相信！”、
“ 心里好难
受！李咏老师的节目是陪我们长大的啊。”
不怪大家震惊又悲痛。
这个幽默机智，一头卷发的男人，几
乎陪伴着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而他今年
才刚 ５０ 岁。
他的《幸运 ５２》，
他的《非常 ６＋１》，他的
妙语连珠，曾经给我们带来过无数欢笑。

一
那时候，李咏是唯一一个敢染发的央
视主持人。
他穿着花衬衫、尖头皮鞋，和其他所有
西装革履、
一丝不苟的主持人都不一样。
他抱着一个大蜗牛，指着屏幕说：
“谁
都有机会。
”
“ 你选
他带着一脸傲娇坏笑地询问：
金蛋还是银蛋？”
砸中礼品时，他扔掉小锤子 ，不顾一
切地要拥抱别人。
《幸运 ５２》里，李咏一个标志性动作
就是，扔手卡，这个“传统”，他从《幸运
５２》一直沿用到了《咏乐汇》。
后来有人开玩笑说：综艺天王是何
炅，爱扔手卡是李咏。
还有他那些经典“语录”：我看好我自
己，虽然“十佳主持人 ”我已经梅开二度
了，但我一直想梅花三弄。
他的幽默细胞仿佛是天生的，他，总
能带给观众快乐 。从最开始的卷发，到后
来短发“男神”；从央视，到网综。
这一幕幕 ，似乎只要一说起，就有画
面自动从脑海弹出。
可是人生啊，总是诸多变化无常。或
许就像网友所说，成长的一个标志就是：
你要不停地去面对越来越多自己从小到
大都很熟悉、很喜欢的明星去世的消息。
而“这个经典的手势，注定成为我们这一
代人的回忆”。

年。因为工作压力，他曾是去台里医务室

中，回复了一句“木有”，对移民的传闻进

配安眠药最多的人。最严重的时候 ，他每

行了否认。

天能吞下一板。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在录制节目《绝密往事》

推算一下时间，这时候，李咏已经被诊
断患上癌症，
去到美国，
很可能是为了治疗。

时，李咏身体突发不适，呕吐不止，致使当

三

天的工作一度暂停。但为了不耽误进度，
李咏休息了一会儿，坚持录完了那期节

节目之外，
李咏是个非常眷恋家庭的人。

目，第二天仍准时到达节目现场。一旁的

有次别人问他，女儿和老婆谁更重

工作人员看在眼里，十分为他担心。
２０１６ 年，李咏接替华少担任《中国好
声音》的主持人。

要。他说：你让我怎么分呢？俩都重要，我
谁都离不开，俩都是我奶奶。但看到她们
在我身边熟睡时 ，我感到非常安慰。女儿

一出场，
观众质疑李咏无法与后辈
“中

是我的情人，我的夫人是我的真情人。情

国好舌头”华少 ｐｋ 语速，
“１０ 次口播 ８ 次

人节、结婚纪念日，每个特殊的日子，他们

”
卡壳”。
李咏回应说，
“得让观众听清楚。

都用心过。

“《好声音》的广告词是要看大字报的，

婚后 １０ 年，因为和妻子哈文忙于工

多少年来我不习惯读大字报，
我都是靠背，

作，两人一直没要孩子。直到 ２００１ 年，李

这突然让我看，走神走得真是一塌糊涂！”
但

咏突然说：
“我们家要有个孩子就好了。”

他也尝试着在让自己适应这个时代。

之后不久，哈文怀孕。

节目组告诉李咏，
“好声音”的录制节

女儿 ３ 个月大的时候，李咏第一次通

“我
奏比较辛苦、需要熬夜。李咏笑着说 ：

过机械听到了胎心跳动的声音 。从那天

得去健身了”，还表示，夫人哈文在他来之

起，他开始每天为女儿写一篇宝宝日记，

前，已经特意嘱咐他注意休息。

多年来从未间断。

在采访中，主持人问李咏，离开央视

他说，要一直写到女儿出嫁的那一

后的生活。他说，现在心态好了，终于不用

天，再把日记交给女儿。
“我把世界上所有

再吃安眠药了。他透露自己开始健身，雷

的好都给了我的女儿 ，想着法地宠、变着

打不动地每天去健身房待上一个小时 。

样地爱，终于把她培养成了全世界最聪

“大家对你的印象还停留在 《非常

明、最幸福、最快乐、最漂亮的女孩。”

６＋１》，会觉得委屈吗？”李咏回答 ：别人还

在《超级演说家》第二期，他做了一次

老想我过去那些节目，那可能是因为，我

现场演说，也是关于女儿：
我的情敌那小子

现在做得还不够好。

他在什么地方，他在干什么，或许他正抱着

李咏曾主持过一档网综《偶像就该酱

奶瓶，傻了吧叽的在嘬奶；真的有一天，他

婶》。在接受采访时，他说自己第一次做网

就连黄道吉日都不选，直接到我家来，冲我

综，多少还是会有些老习惯改不了。比如

嘿嘿一乐，
“我要把你女儿带走了。”

节目中出现“逗逼”这个词时，他要改成更
“装”。
加正确的
“逗比”。大家笑话他
很多人都以为他生活得更加健康、也
更加快乐。但在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李咏的一组
近照却令很多网友大呼意外 。照片中的
他，骨瘦如柴、面容憔悴，很多网友表示很
心疼：
“别太累了，要多注意身体！”
那段时间，有网友爆料，李咏一家三

“世界上确实有‘狗屎运’这种东西存
在，
我李咏，何德何能？”
除了事业，
自传中更
多的，
是李咏和家人相处的片段与趣事。
例如，妻子哈文怀孕以后，某天深夜，
李咏忽然打开灯，对哈文说：
“ 老婆，你看
着我，看着我的脸。”
“看什么呀？”
“你说就我这张脸，扎俩小辫儿，那得
什么样儿啊？闺女长大了还不怨我一辈
子？”
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一点都不特
殊，可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他对家庭的珍
“一个
爱和眷恋。哈文生日时曾发微博说：
人，两个人，三个人，我的小确幸。生日愿
望：希望世界和平！”而现在，三个人，只剩
下母女二人：
“他才五十岁，还没有活到自
己的‘幸运 ５２’。
”
２０１６ 年的时候，有网友在微博中晒出
了一张老照片：
“ 一张 １６ 年前央视主持人
的合影照，看看都有谁？”
这些熟悉的面孔，让不少人都感叹：
“岁月不饶人”。也有人调侃说：只有咏哥
青春依旧，咏哥才是
“不老男神 ”。如今，
“不老男神”也离开了。
他生前的最后一条微博，是在去年感
恩节这天发的。
那时候他已经检查出癌症，却依然感
恩：感恩妻子，女儿，也感恩所有人。

有了女儿之后，我对所有男孩都看不
上了。但此时此刻，我将以我女儿前世情
人、你小子今世丈人的身份跟你唠叨唠
叨，就当给你提几条要求吧：
第一你得健康，即便将来你的肩膀不
够宽厚，但一定要让我女儿靠得踏实。
第二你得聪明，这聪明早晚有一天会
告诉你，明天会比今天好。

他离开得突然又安静，就像他在《生
命中的最后一天》演讲中说的那样：
“我会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静静地待着 ，我不会
有道歉，也不会有离别，
更不会有抱怨，我

口已经定居美国，偶尔还会被拍到在美国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你得有爱 ，在你

只会有感谢……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

街头游玩。一时间 ，网络上出现了很多不

爱的世界当中，永远摆在第一位的是你的

友们，感谢你们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５ 岁的李咏离开了央视。

好的声音，质疑批评纷至沓来 。他和妻女

爱人，我的女儿，这一点很重要，你一定要

愿天堂从此多一个亦庄亦谐的声音：

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央视工作了 ２２

没有过多的解释，哈文只在微博一条评论

记清楚。

二

我是主持人李咏，下期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