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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看到了，我们现在转战乡村了。
现在主要是到村里演出。”

发表这番有些沧桑的感慨时，许多就
坐在我对面，在北京平谷同心公社的一间
平房里。他坐在电视柜上，上面全是书和
从各地淘来的小玩意儿，背后是“大地民
谣”的旗帜。那是 2020 年 11 月的一个下
午，天气不错，冬日的暖阳正好透过窗户照
进来，白白的，撒在他的身上。许多戴着一
顶扎染的头巾，半长的爆炸头露在外面，很

“机车”的皮衣，看起来“不疯魔不成活”的
样子，在电视柜上一会儿换一个姿势。当
他说起这番话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有点冲
突，对面的这个中年人，“新工人乐团”的主
唱，骨子里可能并不是我们平日里看到的
那样不羁。

很快地，略带忧伤的思考被许多的调
侃和幽默冲淡了。我们开始聊他从摇滚
乐开启的社会性实践，聊音乐和现实的关
系，聊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从城市走向乡
村，聊这几年里跑到多少个村去给农民唱
摇滚。从艳阳高照到太阳缓缓西沉，直到
星辰闪耀，许多哑哑的声音就在日月变换
里流淌。

“对，从城市到农村。”仿佛是庆幸刚刚
说出的话表达出了自己的思考和意识的流
动，许多又对他们近几年的转向特意强调
了一下。

七万五千块钱“巨款”的用法

问起“新工人乐团”最初的那段时光，
许多开玩笑地说：“可以去问问孙恒，孙恒
是总干事，我们是干事。他‘总在’干事儿，
我们干事儿。”

孙恒其实就在许多隔壁的隔壁。同心
公社本是几年前他们办的“工人大学”，由
张辛庄小学改建而成。“工人大学”原是给
年轻工人提供帮助和培训的基地，停办以
后这里就成了“新工人乐团”排练的地方。
近几年，这里被改造为一处文创基地，平日
里接待一些团建和培训。因为疫情，2020
年比较冷清。

孙恒的房间里满壁图书，散发着菊花
茶的清香。距离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一段时
间了，人好像消瘦了些。与许多的不羁相
比，孙恒是冷静的、理智的，甚至是温情
的。他从书架上拿出乐队2004年出的第一
张专辑，那时候乐队还叫“打工青年艺术
团”，专辑封面是各领域的劳动者围着乐团
听歌的火热场景，红色剪纸的设计。专辑
共收录了 12 首歌，“谁也别想欺负咱/咱们
有咱们的尊严”“你来搞建筑，我来做家政
……无论我们从事着哪一行啊，只为了求
生存走到一起来”……就像他们唱的内容
一样，这都是属于“我们”的歌。

“我们”是谁？“这张专辑不仅代表着
‘打工青年艺术团’，在艺术团的背后，是
发生在由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构成的‘新工
人’队伍中的‘文化合作运动’。只有您把
听到的声音——艺术团放到这场生机勃
勃的运动中，您才会理解，为什么这些歌
曲是如此的普通，以及这些普通的歌曲起
到的作用。‘文化合作运动’是我们在面临
的困境中得出的价值与手段。”这张专辑
介绍道。

回忆起这张专辑的出版，孙恒感慨于
音乐的力量：“那时候出专辑不是件容易
事，能顺利出来，就是因为音乐的共鸣作
用。当时在录音的时候，唱片公司的负责
人听第一首歌《想起那一年》就很受触动，

‘家乡的河水现在已上涨/远方的人儿还要
去远方’，他曾经也出来打工赚钱，还做过
建筑工人，一下子被打动了，当时就说‘赔
钱也要给你们发’。”

孙恒说这张专辑的“命”也比较好，当
时“打工青年艺术团”被编入原文化部小分
队，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大型机场航站
楼演出，演出结束，就有上万张的采购量。

“专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卖了10万张，而且
很多媒体都报道我们，感觉我们成了打工
群体和‘打工文化’的象征。”许多笑着说。

卖专辑拿到了7.5万元版税，这对当时
的他们来说是笔巨款。当时孙恒在一家打
工子弟学校做志愿者，许多还在街头卖
唱。这笔巨款怎么用？要不要分了改善一
下生活？乐团为此足足开了一个星期
的会。

“我们经常到村里、到工地演出，看到
城乡接合部、城中村里的很多孩子因为没
户口上学难。当时就想，将来结婚有了孩
子，作为外地人，我们的孩子可能也面临同
样困难，干脆自己办一所学校。”说起心路
历程，孙恒觉着那时候年轻，还是挺敢
干的。

就这样，一毛钱没分，一所名叫“同心
实验学校”的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北五环
外的皮村诞生了。这所起始于音乐的学校
也开启了“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公益之路。
接下来，“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同心互惠
公益商店陆续出现，新工人剧场、文学小
组、“打工春晚”等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一
些打工人慕名前来，有家政女工、有流水线

上的年轻人，大家感觉找到了一个心灵的
归宿。北京五环外、外来人口2万多人的这
个叫皮村的小村子，也因此被打上了“打工
文化”的烙印。

半是安稳，半是漂泊

至于许多为什么会加入“新工人乐团”
并且一唱就是快 20 年，选择这样一种不太

“寻常”的生活，大概是跟他有点儿不安分
的成长经历有关。

“我是个小镇青年，1977年出生在浙江
海宁。高中时候学习不好，厌学，找不到学
习的动力，那种感觉就好像人生的道路就
那么一条，考大学啊、挣钱啊，我特别不愿
意走，一眼看到底的感觉。”就像很多人成
长经历中都会有的青春躁动一样，压抑一
段，发泄一段，过了那个年纪，基本也能走
上所谓正常的生活。但许多一直像个士兵
一样，左冲右撞地在压抑的生活中找寻
出口。

“有一天窗外下着小雨，教室里放着音
乐，好像压抑的心情被这种画面感触碰了
一下，突然觉得这种画面感能够表达自己
内心的那种感觉。于是我就想拍电影，嗯，
也是邪了。那时候当电影导演的想法像一
棵救命稻草照耀着自己，是一束光。”追着
那束光，许多看了各种书、逃课去录像厅看
电影。20世纪 90年代，DV都还没普及，他
想报电影学院导演系时人家没有招生，拍
电影这条路没走通。

后来，许多到杭州一个县城去当协警，
不安分的心也没闲着。那年他认识了一个
喜欢摇滚乐的哥们儿，从他那里接触到了
一些摇滚乐，听窦唯、张楚和何勇的歌。

电影那束光熄灭后，摇滚乐这束光他
无论如何也要追下去。1999 年，许多背着
家人偷偷跑到北京迷笛音乐学校——那个
年代摇滚人的圣地。离学校最近的树村，
除了少数本地村民，大多数是外地打工者
和一群玩儿摇滚乐的青年。

“就是‘911’那会儿，我在西直门那边
地下通道卖唱呢，跑过来一哥们儿要钱，说
他在地铁里卖唱，吉他被收走了。我一听
他也卖唱，就很豪迈地把所有钱给他了，当

然也就几十块钱啦。”把琴赎回来之后，那
个人就跟许多聊，聊到了孙恒。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那哥们儿
骑着他的破单车带我去找孙恒。当时我们
都住在村子里，孙恒住在西二旗的一个小
区里。他住得比我们好。”许多开玩笑
地说。

孙恒出生于陕西，高中时随父母迁居
河南，大学毕业当了几年音乐老师。本可
以安逸地走下去，娶妻生子，过着常规无忧
的生活。20 世纪 90 年代是充满理想主义
的，也是摇滚乐的黄金时代，孙恒就是在那
个时期放弃了稳定的生活，背着吉他开始
了漂泊。漂泊中，他看到了世间百态，在打
工子弟学校做志愿者时看到很多孩子和他
们的家长面临的艰辛，也在各大高校的讲
座中不断求索造成这种艰辛的原因和解决
途径。这个求索，是探索社会，也是寻找自
我，这让孙恒从一个多愁善感的文艺青年
变成一个有冷峻思考的人。这种思考，也
传递给了许多。

我们不一样，其实也一样

给劳动者歌唱、为劳动者歌唱，是乐队
成立之初就确定的事业。许多和孙恒相遇
的那年冬天，天津科技大学的一个老师带
着学生社团去工地上探访，孙恒也去唱了
歌。大冬天的工地很破很乱，工人们却热
情高涨，在音乐中他们热血澎湃，冲破了冬
日的肃杀和荒凉，这个场景深深感染了孙
恒。回来之后，孙恒就跟许多商量组一个
乐队，去工地上给大家唱歌。问及为什么
会同意这个想法，许多回答：“我们‘70 后’
有在红旗下长大的感受，去给劳动人民唱
歌、去给工友唱歌，这个事情可以做。”

给工人、农民唱歌，这让摇滚青年许多
从小屋子里走了出来，走进了生活当中。

“当时在村子里住的，有一些玩儿摇滚乐的
人，还有一些打工的人。最开始觉得自己
是玩儿摇滚乐的，有一种不屑一顾的感
觉。给工友唱过歌后，在身份认同上，我也
从一个摇滚青年变成一个打工青年。看这
个社会也慢慢多了一些新的视角，以前只
是觉得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不公，后来看到

了背后的原因，看到了世界的繁华和劳动
者之间的关系。”许多说这是自我救赎，也
是为工人、农民，为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
发声。

前几天，他们去浙江兰溪聚仁村巡演，
我也跟了去，见到了乐队中的其他人。贝
斯手姜杰几乎天天穿着那件带有乐队 logo
的 T 恤。他给我讲：“你看，这把小号是用
扳手、管子等拼成的，这样看是‘N’，那样看
是‘W’，就是 NEW WORKERS 的首字
母。”

乐队的排练室里也挂着一个印有同样
标志的牌子，“新工人”3个字非常醒目。“新
工人”这个词无疑是有丰富的现实指向的，
乐队创作了很多歌唱劳动者的歌，正如歌
词“我像块石头一样滚来滚去总是不安/最
新鲜的青春在喂养着这个时代”所唱，这也
是他们内心的想法。

文化的力量是无形而有力的。“在工地
唱歌，工友们有种很直率的热情，跟着音乐
使劲地拍巴掌。演出完大家还围着我们聊
天，跟我们诉说他们的一些困惑，被拖欠工
资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当时就有一
种很强烈的被需要的感觉。”许多说。

表达是有价值的：因为皮村文学小组，
范雨素一夜之间被人知晓；现在在同心互
惠商店的小海，在工厂的流水线干活时会
把冒出来的诗句写在订单背后；去外村唱
歌，有的村也会跟着成立一个艺术团……

许多说：“这是人的主体性建立的一个
过程，表达的过程让大家有一种从生活的
流水线上站立起来的感觉，渴望自己的声
音传递出来，被听见、被看见，并能够改变
眼前的困境。虽然这种改变有时候比较微
小，但是发声的过程是让大家找到一种更
好地做人的感觉吧。”

理想之外首先还是生存

同心公社里，一些原来的小学教室已
变成文创空间，操场上草木枯黄但茂盛。

许多带我到公社食堂吃了一碗面，路
亮做的肉末豆角，拌在面上非常好吃。路
亮是乐队的另一名主唱，平时在公社做一
些接待工作。加入乐队前，他在山东一个

煤矿井下干了 10 年。“矿工咱兄弟/你有没
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奉献执着了一辈子
只为不辜负那万家灯光”，这是路亮写
的歌。

许多是摇滚的，孙恒是民谣的，路亮则
是抒情的，他们构成了乐队的不同风格。
井下工作，井上唱歌，路亮在一次演出中认
识了开胸验肺的张海超，并通过他知道了
孙恒。

当时孙恒等人在济南大学搞唱谈会，
路亮去找他。“聊得很开心，他邀请我参加
了 2016年的‘打工春晚’。”那一年，30岁的
路亮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到北京，“刚到
皮村我就傻眼了，还不如我家呢。和我印
象中的北京相差特别大，想象中是故宫长
城什么的，但是皮村那么乱，大院子里没什
么人，提着行李箱，感觉像是进了传销组
织。”然而，就像很多被工友之家吸引的人
一样，这一年的“打工春晚”之后，路亮留在
了皮村。

只是近几年乐队的日子并不怎么好
过。在皮村时整个运作是NGO模式，一开
始有基金会和项目申请资金，之后这条路
就走不通了。作为一个乐队，他们因为共
同的“事业”聚在一起，但是理想之外首先
面对的还是生存。为此，他们开始不断寻
找商演的机会来养活乐队、养活事业，也养
活各自的家庭。去聚仁村之前的几天，他
们在昌平一家商场开业活动中冒着寒风唱
了 3 天，姜杰被冻感冒了，到聚仁村的时候
还没好利索。

去聚仁村演出，为了赶飞机，凌晨 3 时
他们便背着琴、带着演出用具摸黑从平谷
出发。姜杰因为一夜没睡显得特别疲倦，
进村后为了第二天的演出又不断调试设
备，和调音师沟通，一直弄到半夜。前前后
后一共4天，每个人拿到手的劳务费是2000
元。问题是这样的演出机会也不是每星期
都有，最近又因为疫情，他们担心接下来可
能又接不到什么活了。

鼓手国良是乐队里比较安静的一个
人，2003年加入乐队，是个老队员了。国良
有两个孩子，一个送到了衡水中学读初中，
一个在北京读小学，妻子在皮村同心实验
学校当老师。这些年在乐队里，除了当鼓

手，国良还在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负责组
织电脑培训和其他社区工作；在同心实验
学校负责做饭，购买建材，开校车；在同心
互惠商店负责衣物的接收工作。同心公社
有一片桃园没人管，有一段时间他还被“发
配”过去看桃园，种桃、养鸡、养羊，当了4年

“园长”，桃园里鸡太多的时候，他还负责杀
鸡。“杀鸡杀多了，我走过去的时候鸡见到
我都不动了，那几天我晚上做梦都是在杀
鸡。”国良是东北人，说话的语调像演二人
转一样，心酸的事搞笑地说，听到的人眼泪
却不自觉掉下来。

吉他手小帅是乐队里年龄最小的成
员，1997年出生，2019年买房结婚。因为姜
杰和小帅的加入，乐队的整体音乐水平有
了很大提升，专辑制作也变得非常精良。

许多曾经发了条朋友圈：“这年头不好
混，同学会、年会、商场开业、各类演出，都
接单。我是经纪人，欢迎洽谈。”

路亮说：“很多乐队都是在 LiveHouse
演出，很少像我们一样去工地、学校、村
里。”转念一想，“有人在‘庙堂’，有人就会
在‘江湖’”。

如果说乐队以前是一系列公益事业中
的一部分，那么现在，乐队需要不断演出才
能继续他们的事业。聊着乐队的发展历
程，眼前就好像有一串蒙太奇镜头，孙恒、
许多、国良他们站在中间，乐队的其他人换
了一拨又一拨，最后站定的就是他们 6 个
人。头顶是飞机的轰鸣，身边是不息的车
流和人群，他们眼看高楼起，眼看大天地。

从头越

“之前皮村那种运作模式走不通了，后
来我们就开上两部车，出去唱歌。”许多说。

3年前开车到全国的村镇巡演，或多或
少有点迫不得已。但是在跑了 100 多个村
庄、2 万多公里后，他们感受到了乡村天地
的广阔，这让他们觉得，再猛烈的风也不会
一直吹。虽然融入城市的道路很艰难，但
乡村在发生着非常大的变化，这让他们看
到了希望。

他们的新专辑是这么介绍的：“从2017
年开始，‘新工人乐团’走出城市，走进乡
村，行走大地山川，每年自驾车一个多月，
在全国做‘大地民谣’音乐会巡演。2018
年，‘新工人乐团’经过娄山关，巡演到遵
义，也在那里开了个会，明确了‘城乡文化
互助’的新路线。”“大地”，如同他们唱的，

“我的吉他会唱歌”“它只唱大地、山川和人
民，它只唱你心中愤怒的烈火”；“民谣”，他
们说是“人民的歌谣”的意思。从城市到乡
村，于许多而言，于这个乐队而言，正如他
们新专辑的名字一样——从头越。一切从
头开始。

聚仁村的巡演中，村民天一擦黑就在
等着了。台下聚集了几百名村民，他们是
热情的，又是内敛的。一开始乐队互动时
人们不好意思把手举过头顶，但乐队能感
受到大家喜欢这些演出，一直围着台子听
完了全场。村里的女人们喜笑颜开，小孩
子在台下蹦来蹦去，很多人忙着拿手机拍
照，生怕错过任何一个镜头。绝大多数人
是没见过这种演出的，有的人表示还没听
够，也有其他村的村民希望乐队到他们村
演出。白天，一名老大爷骑着车，看到他们
在村里走，突然就停在面前，大拇指竖向孙
恒，把大家美美地夸了一番。虽然听不太
懂老人说了什么，但是乐队里的人毫无疑
问受到了鼓舞，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喝
了点儿酒。

“这几年到村子里唱，明显感到乡村缺
少这样的文化活动，也需要这样的活动来
搭台促进城乡交流。”孙恒说。有学者总结
了“大地民谣”的意义：“‘大地民谣’不是为
了远方，也不是为了所谓田园，而是扎根大
地，扎根工农。‘新工人’群体来自农村，心
系家乡，是连接城乡的桥梁，是城市建设的
主力军，也将成为振兴乡村的主要力量。
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振兴，也是文化振兴，
有文化才有根。‘大地民谣’是一次‘文化的
万里长征’。”孙恒觉得，这个说法很中肯，
这也是他们这帮人依然在这片大地上热烈
地唱着的原因之一。

“一开始从感性上做这个事，后来慢
慢对它有了理性认识，再后来就有种使命
感。感性是指和‘新工人’群体有着天然
的连接，对，因为你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理性是探寻到自己跟‘新工人’群体、社会
间的关系；使命感是去做当下历史阶段的
一 种 记 录 ，一 种 可 能 性 的 实 践 吧 。”许
多说。

和许多一起看他的电子相册，一张张
照片像纪录片一样闪在眼前，展示着这支
草根乐队的“万里长征”。“新工人乐团”的
青年们，和许多人一样，进京，进城；和许多
人不一样，做公益，再进村……就这样，在
路上，在大地上，唱人民，唱山川。

离开同心公社往城里走，一路是村庄，
城乡接合部，走着走着，就是满眼的高楼大
厦和快节奏的人流车流。想起第一次见面
时许多的自我介绍：“我叫许多，许是许多
的许，多是许多的多。”也许，这就是他们憧
憬的那许多种未来的实现方式吧。

决 定 去 乡 村决 定 去 乡 村
一支一支““新工人新工人””乐队的突围乐队的突围

当一群草根青年决定为农民去唱歌……

组图说明：上图由左至右依次为某次演出现场、国良在聚仁村演出、许多在接受采访、许多（左）和孙恒；下图左为乐队某次演出结束后与村民合影、右为姜杰在聚仁村演出。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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