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
亲爱的读者朋友，
“百姓生活”
今天与您相见了。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每天都会发生充满喜怒哀
乐的各种生动故事。而生活本身，就是由故事组成
的。对故事的欲望，反映了老百姓对捕捉生活模式的
深层次需求。
“百姓生活”
就此应运而生。
立足关注百姓民生，用百姓的视角以讲故事的形
式全方位反映百姓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便是“百姓生
活”
的办刊初衷。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和文风，
反映消

费升级大潮中的新业态、
新模式、
新产品，
以及带给百姓
生活的新变化。通过对服务消费的诠释，给出医养结
合、
全域旅游、
文化体育等各个方面色彩浓厚的故事性
全新解读。
文化、旅游、健康、养老、就业、教育……在这些与
百姓生活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领域里，处处可以挖掘
到既有经济内涵、
又具鲜活情怀的故事。
“百姓生活”
将
通过一篇篇以独特的故事艺术为叙述方式的新闻报

道，通过“育人心语”
“ 老有所养”
“ 教育有方”
“ 潮流时
代”
“文繁业茂”
“品茗识事”
“文化絮语”
“旅中抒怀”等
一系列特色鲜明的栏目一一呈现给您，并满足您的可
读性与感染力、
服务性与趣味性相互兼容的要求。
讲故事，是一门手艺。用故事讲好百姓生活里的
新鲜事，
更是一种精妙的艺术。从今年起，
每周六刊出
的“百姓生活”，将带您走进这个充满着精彩故事的
世界。

悠悠茶香话祁门

在音乐声中感悟变迁

箫 剑

吉蕾蕾

当代社会的消费者，或许是月

我们对音乐的热情可谓亘古不变。
这些年我们收听音乐的方式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最早的电子管收音
机、黑胶唱片机，到后来广为普及的卡
式 录 音 机 、 CD 机 、 mp3 机 数 码 播 放
器，再到如今的智能音乐手机，以及各
种演唱会、音乐节、音乐直播平台，我
们感叹：原来听音乐可以这样简单；从
当初的省吃俭用买磁带、买某个歌星的
新专辑，到在线音乐随意下载收听，再
到当下的“试听本歌曲需要付费”，我
们恍然：原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听
音乐也一样。

光下的忧郁诗人，或许是酒吧里的
狂放歌者，也可能是写字楼里边品
茶边整理文档的职业人士

买磁带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道理，刘
德荣坚信不疑。
刘德荣出生在江南水乡，是第一批
“80 后”。那时候计划生育刚刚开始，
他便成了家里的独苗。对他来说，独苗
的最大好处就是零花钱足以支撑他的奢
侈爱好——买磁带。
严格地说，他这个奢侈爱好是从中
学开始的。那时候，最受小伙追捧的就
是以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为代
表的歌坛四大天王，
从发型到唱歌吐字，
都是水乡小伙争相
“学习”的焦点。由于
与刘德华名字的一字之差，刘德荣也最
爱刘德华。特别是在 1995 年央视春晚
上，
陶醉地看完刘德华唱完《忘情水》后，
刘德荣彻底被征服了。他要买磁带，他
要单曲循环播放《忘情水》。
在那个年代，
想立刻、马上听到这首
歌并不是易事。整个水乡只有一家商店
有磁带卖，而且品类少得还都没有刘德
荣家里收集的多。他问老板：
“春晚的带
子什么时候能到？”
“正月十五以后才有
呢！”
“刘德华专辑还有吗？”
“没有了！”
从磁带店出来后，刘德荣心里很不
是滋味。作为一个铁粉，他一天也不能
忍受听不到 《忘情水》 的日子。当机立
断，他决定到邻近的省城去买。他确信
省城肯定有刘德华的专辑卖，因为他家
里大部分磁带都是不远百里，乘车过江
到省城买的。省城离家 100 多公里，需
要骑车、乘车、再渡江，来回至少需要
8 个小时，他一边嘀咕，一边数着口袋
里的压岁钱，
“足够了”
。
一路辗转，当他来到省城那家“磁
带大王”的店门口时，柜台前一如往日
地挤满了人。刘德荣顺着人流挤到柜台
前 ：“ 老 板， 刘 德 华 的 《忘 情水》 有
吗？”“有！”听到回答，刘德荣长舒了
一口气。
“15 块一盒。”老板转身递给刘德
荣。接过磁带的他如获至宝，华丽转身
后打道回府。过江乘车到家后，刘德荣
拆开包装塑料纸，取出磁带插入带仓，
按 下 “PLAY” 键 ， 当 刘 德 华 的 那 句

“ 曾 经 年 少 爱 追 梦，一 心只想往前 飞
……”响起时，刘德荣没有掩饰内心喜
悦。他笑了。

听现场
“周杰伦‘无与伦比世界巡回演唱
会’，将于 2005 年 7 月 1 日在上海体育
场举行……”宿舍的收音机里不停地播
放着有关周杰伦要到上海开演唱会的通
告，周晓栋句句听在了心里。他想着，
是时候该麻烦表哥刘德荣了。
刘德荣高中毕业后，就在省城找了
份工作，日子过得还不错，虽没有买
房，但私家车已经开了一年多。周晓栋
刚到省城读大学时，作为“老省城人”
的表哥就放出豪言：
“有事就说话。”周
晓栋没有跟表哥客气，“表哥，你开车
带我去上海看周杰伦演唱会吧”。“好
啊！”在音乐上，表哥刘德荣从来都是
这么爽快，这一点，周晓栋早就知道。
7 月 1 日，表哥早早地来到周晓栋学
校 门 口。 接 上 周 晓 栋 后，两人飞驰 而
去。从省城到上海 300 公里，开车需要
4 小时。这一路自然少不了周杰伦的歌
声陪伴。表哥虽然是磁带“发烧友”，但
对新晋天王周杰伦的歌并不是很熟。一
上车，刘德荣就把一张周杰伦的《七里
香》CD 专辑塞进卡槽，
“听听，这是我前

两天刚买的 CD，
听演唱会前温习一下”
。
周晓栋一边跟着周杰伦的歌声哼
唱，
一边跟表哥聊天。
“表哥，
我们现在都
不买 CD 了，太贵。”
“ 那怎么听音乐？”
“ 我 们 都 直 接 去 网 上 把 歌 下 载 到 mp3
里，
想听谁就听谁，
还不用花钱。”
表哥对周晓栋的这个听歌方式表示
质疑。毕竟，mp3 能存的歌曲数量太
有限了，跟他收集的磁带、CD 所带来
的意义是不可比拟的。但周晓栋觉得
mp3 就是一个“神创造”，特别是对于
爱听音乐的穷学生来说，可以随心所欲
地下载音乐来听是前所未有的，而且
128M 的容量也足以装下周杰伦的经典
歌曲。
在收听音乐的方式上，周晓栋和表
哥刘德荣有着不同想法，但是花钱买票
去听演唱会，
是他们在收听音乐上
“志同
道合”的一个消费方式。当周杰伦身着
白色西装，弹着钢琴缓缓升上演唱会舞
台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了句，
“值了”
。

看直播
对于刚刚结束的王菲“2016 幻乐
一场”演唱会，2000 万粉丝和刘德荣
一样，选择在家通过腾讯视频 LiveMusic 收 看 演 唱 会 的 直 播 。“ 免 费 收
看？”“当然不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

餐。”刘德荣对这一点十分坚信，“只有
腾讯会员才可以免费收看，会费每年
198 元”
。
在刘德荣看来，音乐直播是给没买
到演唱会门票的粉丝收听音乐的重要渠
道。事实也证明，强大的粉丝群对如今
的音乐直播十分买账。统计显示，
2016 年暑期，腾讯视频 LiveMusic 共
打造 16 场演唱会，观看人数突破 3000
万人，演唱会专辑的总播放量超过 6 亿
之多。
令周晓栋没有想到的是，如今想下
载最新音乐专辑都会弹出“当前歌曲为
付费歌曲”，甚至想试听陈奕迅最新发
布的单曲 《让我留在你身边》 时，直接
被“应版权方要求，试听本歌曲需要付
费”的对话框给拒绝了。周晓栋不解：
“在线音乐的免费午餐真的结束了吗？”
答案是肯定的。为了加强对音乐作
品特别是数字音乐作品的版权保护，严
厉打击未经许可传播音乐作品的侵权盗
版行为，逐步实现数字音乐正版化运
营。2015 年 7 月份，国家版权局下发
通知，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
权传播音乐作品的行为；12 月份，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又出台了 《关于大
力推进我国音乐产业发展若干意见》。
业内人士纷纷叫好，“这给整个音乐产
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

“小”话剧占领“大”剧场
牛 瑾
岁末年初，总喜欢算算过去的一年
目《雷雨》也经常遭遇冷场，只能靠赠票
把钱都花在哪里了，
说的高大上一点，
就
招揽观众。
是把把自己的消费动向。这才发现，我
剧场内外到底发生了什么，才有了
成了各类话剧的“迷妹”。田沁鑫的《北
如此大的变化？先看剧场外，目前人们
京法源寺》、孟京辉的《恋爱中的犀牛》、 的经济水平在提升、
消费水准在升级，
电
开心麻花的《莎士比亚别生气》，让我过
影、电视剧等大小荧屏已经很难满足更
足了瘾；国家大剧院制作的《李尔王》、
陈
高层次的文化需求，话剧由此成为新一
佩斯领衔的大道文化《老宅》，也被列上
轮文化消费的代表。再回到剧场内，与
了新一年的观看目录。
不少大片只有空洞的颜值不同，话剧舞
其实，
不只是我，
身边的不少小伙伴
台没有特效和后期制作，舞台上的演员
都爱上了话剧，
更有心者还留存着票根， 没有 NG 的机会，演好演坏都是一锤子
时不时拿出来回味一番。因为有了越来
买卖。于是，
观众被这样的实力吸引，
走
越多像我们这样的拥趸，一些话剧开始
进了剧场；一个个不同类型的话剧作品
把真正受欢迎的作品所能享受到的追捧
也借势，
“拼接”
出面向大众的市场。
都体验了个遍，
一票难求、
场场爆满等描
既然曾经“小众”
的话剧正慢慢变得
述毫不夸张，与话剧历来“小众”
“高冷” “大众”
起来，
市场化的发展就在所难免，
的形象形成反差。要知道，上世纪九十
流行于影视行业的 IP 改编热蔓延至话
年代可不是这幅光景，那时就连经典剧
剧领域就是个例证。继《夏洛特烦恼》成

为当年电影市场的“黑马”之后，在刚刚
剧、恶搞剧博取短期票房的功利心，踏
过去的 2016 年，
《驴得水》
《你好，疯子》
踏实实地思考一些话剧自身的问题，在
等具有良好市场口碑的话剧也被搬上大
细节、艺术上拿出真诚细致、认真钻研
银幕，借助电影的媒介优势提升着影响
的专业态度，磨出一个优秀扎实的剧
力。当然，
这种输出并非是单向的，
而是
本。如果真有这样的剧本，作为话剧
形成了一些有趣的互动。比如，饶雪漫
“迷妹”的我一定大大方方自掏腰包前
的小说《左耳》，2015 年被改编成电影， 往观看，而且不止我，对话剧感兴趣的
2016 年又被搬上话剧舞台，原著天文数
人都会如此。作为创作者的你和作为投
字一般的网络点击量给电影和话剧尤其
资方的他也会发现，之前放弃的利益是
是话剧带来了好彩头。但由此也产生了
值得的，因为原创话剧剧本才是更难得
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 IP 剧粉丝与话剧
的 IP 资源。在其背后，有更广阔的商
再创作的关系。对话剧人来说，
就要“不
机等待挖掘。
忘初心”，不被资本市场所掣肘，不做别
当然，
话剧市场虽然已经非常热闹，
人的
“代工”。
不再只是小众的饕餮，但也只是在慢慢
硬币总有正反两面，话剧 IP 改编
地“大众”起来，还没有到繁荣的程度。
盛行的同时，也从侧面预示着原创剧本
在我的想象中，话剧的繁荣应该跟电影
的匮乏，呼唤原创精品出现。要想做原
一样，剧目更多、类型更广、场次选择更
创，就要敢于花时间，敢于放弃靠闹
灵活。对此，
我耐心期待着。

2017 年元旦刚过，挑了一个霾雾渐淡的日子，
来到一茶馆会友。茶馆一如既往地清幽雅致，画栋
雕梁。落座毕，一“90 后”沏茶小哥微笑上前，问想
喝什么茶，言语间颇为职业。和友人略加商议后，决
定尝尝闻名遐迩的祁门红茶。沏茶小哥随即取来整
套的精致茶杯茶壶，按照正规标准的品茶工序开始
为我们服务。
烫壶时，沏茶小哥告诉我，
祁门是安徽省最南端
的一个山区县，县内九成是山地，平均海拔高度在
600 米左右。那里气候温和、雨水充足、日照适度，
是我国最著名的红茶产地。朋友告诉我，在英国，一
百多年以来，祁门红茶一直是下午茶中的极品。在
古代，流经祁门境内的阊江作为祁门红茶的水运路
线，其下游可到达江西景德镇。祁门红茶和景德镇
瓷器一并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穿过鄱
阳湖沿长江东进，
通过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远渡重
洋，
销往遥远的欧洲。
话至此，沏茶小哥已开始温杯。这时，
我突然想
到，
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
里面说祁门红茶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叫王昶。据说，这位王昶从小就
与红茶结下了不解之缘。王昶的父亲是茶厂的一名
员工，母亲在茶园从事采茶工作。每天，
母亲去采茶
时就要把王昶带到茶园，人们都说王昶是在茶园长
大的。王昶母亲采茶时，挑着扁担，扁担一头是箩
筐，一头是篮子。晚上回来时，依旧挑着扁担，扁担
这头装着茶叶，王昶则坐在那头，一晃一晃地就被挑
回来了。久而久之，王昶跟茶叶之间的感情变得愈
加深了。
“通过这样的亲密接触，
茶文化可以更容易地深
植人心。”我想。
此时，高冲阶段刚过，沏茶小哥开始低泡。我端
起面前的那一杯，
略品，
味感逼人。一直未说话的友
人这时缓缓开口：
“祁门红茶全称祁门工夫红茶。清
明时节的茶树嫩芽是制作红茶的最佳材料。为了保
证精制，祁门红茶至今还延续着传统手工制作技
艺。”
“在茶叶的粗加工方面，
首先的程序，是萎调，让
茶叶叶面上方和里面的水分慢慢蒸发掉，使它像花
一样慢慢谢掉，变得很柔很软；
其次，是揉捻。过去，
揉捻的工序很讲究，
一般参与揉捻的都是男工，必须
要揉一个小时以上。在揉的时候，里面就开始发
酵。原因在于，揉捻的过程会产生温度，
茶叶细胞破
损以后会分解出一些独特的成分，从而就可以慢慢
开始发酵。发酵些时日后，便可见成形的茶叶。”友
人说。
我拾起一片茶叶，发现标准的祁门红茶外形如
条索、紧细匀整、锋苗秀丽、色泽乌润，
酒红色的汤体
环绕着杯壁，显现出一道亮丽的金边。
“祁门红茶的
香气隽永袭人，香味的排列组合产生了茶界独一无
二的名词——祁门香。”沏茶小哥笑着说。
“祁门香”三字的由来很有故事。传说中，祁门
红茶有个特点：茶里开花茶外香。它的香气和其他
茶叶不同，里面含有的香气种类很多。过去，很多研
究茶叶的专家品尝祁门红茶时，
意见不一。有人说，
里面带着兰花香；有人说，里面带着花果香；也有人
说，里面有种蜜糖香。这些专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
形容祁门红茶散发出的香味。后来，还是因为这种
茶叶的产地是祁门县，
因此才以
“祁门香”三字称之。
品茶至此，已临闻香之境，
方才发现祁门红茶和
斯里兰卡乌伐红茶、印度大吉岭红茶并称为世界三
大著名红茶。祁门红茶以独有的高香在 1915 年巴
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过金奖，由此晋升为三大红
茶之首，声名远扬。在欧洲，祁门红茶被视作珍品，
是展示身份的标志。在我国，祁门红茶至今也一直
被当作国礼赠送。
见微知著。通过祁门红茶的品茶故事，能感受
到老百姓消费意识多元化的持久性——他们可以对
星巴克、三里屯酒吧街喜爱到依恋乃至沉溺，也可以
对极富传统文化气息的茶叶一见钟情。这，就是生
活在当代社会的消费者：他或许是月光下的忧郁诗
人，
或许是酒吧里的狂放歌者，也可能是写字楼里边
品茶边整理文档的职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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