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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武汉⼥⼈创⽴“⼀个⼈的书房”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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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天⾦报讯 图为：段静

    

     □本报记者王芳 实习⽣万鸣宇

    

     “我们是⼀群来⾃各⾏各业，对阅读与声⾳有着共同兴趣的
⼈。我们是⾃封为‘听觉’动物的爱书⼈，我们将⽤声⾳打造⼀个
⾼品质的podcast（播客）电台读书节⽬。”段静⽤这样⼀段⽂
字，来介绍⾃⼰的“⼀个⼈的书房”电台。这个由各种业余⼈⼠
参与朗读的极简“听书”电台，从今年3⽉上线⾄今，已经赢得40
余万⼈次的节⽬下载量，进⼊podcast排⾏榜前三，并⼀度登顶
冠军。这个电台不仅让爱书的⼈获得了⼀种别样的听书⽅式，

也让很多有着电台主持梦的普通⼈，圆了⾃⼰的主播梦。⽽创

⽴这个电台的段静，是⼀名⼟⽣⼟⻓的武汉⼈。

    

     “听觉动物”的“书房”

    

     “有的⼈是视觉动物，有的⼈是嗅觉动物，⽽我是个听觉动
物。”武昌的⼀家书城的咖啡馆⾥，段静这样向记者介绍⾃⼰。
正是因为忠于⽿朵，她选择了⽤朗读这样的⽅式分享⾃⼰喜欢

的书。

     上世纪70年代出⽣的段静，家住汉阳，和同龄⼈⽐，她的⼈
⽣履历显得平顺如意。1999年，段静⼤学毕业，因哥哥推荐了
⼀个报纸上的新加坡企业跨国招聘⼴告，结果⼀试便上了，还

获得了可以携家属出国的特惠待遇。2003年，段静因为爱情放
弃了新加坡的优厚待遇，回到国内，与先⽣⼀起在珠海安了

家。在快节奏的⽣活之余，她却有着⽂艺的⼼，喜欢阅读和⾳

乐，也喜欢和好友聚会分享爱好。2012年12⽉，在“世界末⽇”
爽约的时候，她决定要在这个“劫后余⽣”的⽇⼦做出⼀点事
情。因为此前通过苹果⼿机，下载过英⽂的《乔布斯传》等有

声阅读软件，段静萌⽣了做中⽂有声朗读电台的想法。并开始

迅速实施。

    

     做⾃⼰能HOLD住的事

    

     ⼀切都是从零开始的。段静从百度上学习了各种制作⽹络电
台和⾳频处理的技术，⼜通过微博征集，说服有声⾳优势的朋

友加⼊了她的计划。⽽选定的第⼀本，⾃然是村上春树的

《1Q84》，因为这本是段静⾃⼰的最爱。

     令段静意外的是，这个电台在⼀上线就迅速收获了不少粉
丝，并收到了他们表达的各种反馈。⽹友“阿⼤宝哎”给它留⾔
说：“听⼀个⼈的电台，像是跟⾃⼰的内⼼对话般安静，希望这
种安静能够继续，不被打扰。”对于⽹友的建议，段静都悉⼼收
集。

     “每次播出的节⽬，⻓度为30分钟，但实际上录制过程可能
⻓达4个⼩时。”段静说，背后有⼀些繁琐的⼯作，但是⾃从做
了这个电台之后，她收获了莫⼤的快乐，遇到了各种真⼼交流

的朋友，⼈⽣因此也发⽣了⼤的变化。⽬前，电台的维护⼯作

已经成了她每天⽣活最重要的事情之⼀。“有很多商业运作的机
构找到我，希望能够有所合作，我都⼀⼀拒绝了。”段静说，她
并不希望草率地变更它的路线，“做⾃⼰能HOLD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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