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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卫视《歌手》节目
中，赵雷凭借《成都》《理想》
等民谣歌曲打动观众，也使
得民谣歌手再次引起关注。

这几年，被更多人知道
的创作型民谣歌手，除了他，
还有李志、马条、川子、马頔、
陈粒、陈鸿宇、邵夷贝、尧十
三等，他们的演出场所已经
越来越高大上了，他们的演
出报价也越来越高了。“好妹
妹”在工体开演唱会，演出票
在半个月内卖光。2016年底，
李志在南京举行跨年音乐
会，观众将近一万人，和同时
期的王菲演唱会的到场人数
相当。马条、川子、马頔的演
出报价已经到了10-15万，“好
妹妹”乐队是30万元，李志参
加拼盘演出的报价也是30万。

“十三月”唱片的CEO卢
中强曾经为了“民谣在路上”
而卖掉了自己的房子。但
2016年1月，“十三月”宣布获
得来自某机构的A轮融资，
估值过亿，而他认为“其实我
们还是被低估”。

这一切都顺理成章地带
出一个话题：民谣的春天，是

不是已经来了？民谣的春天，
是怎么来的？

卢中强把民谣的崛起归
功于歌唱类真人秀节目的推
动和自媒体的助力，的确，真
人秀节目歌手的选曲和自媒
体的津津乐道，都给民谣加
了一把慢火；同样可以成为
理由的，还有90后的成长，他
们给这类清新、接地气的作
品提供了一大批听众；还有
网络支付的便捷，让歌手可
以获得收益。

不过，根据以往经验，一
个事物崛起，近旁必然有另
一个事物衰落。民谣之所以
能够火起来，还因为流行音
乐在创作上的衰退。

流行音乐的雪崩，带来
的直接结果是，十几年没有
新人，十几年没有新歌，以至
于真人秀节目的歌手只能选
唱上世纪90年代的流行音乐
作品。比如《我是歌手》第一
季的比赛中，选手选用的110
首歌，多数是台湾流行音乐
黄金时代的作品。

民谣的创作，就在这个
时候出现井喷，民谣歌手和

作品顺理成章成了补位者。
民谣热，说明综艺时代挤压
出了更强烈的灵魂慰藉需
求。

民谣爆发，还有一个根
本原因——— 民谣从创作到推
广都是低成本的，市场选择
民谣作为流行音乐再度崛起
的突破口，就是因为它的低
成本优势。

上世纪80年代，港台建
立起成熟的音乐工业；上世
纪90年代，内地模仿港台，也
迅速建立起自己的音乐工
业。但现在看来，这套工业流
程的运营成本实在太高了，
唱片公司依照明星制来打造
歌手，一旦歌手被选定，进入
这套流水线，唱片公司就要
为TA配备庞大的创作、制作
班底，从生活到训练到宣传
推广，全方位照顾，歌手被照
顾得无微不至，迅速成为神
秘的神话人物。

这种模式，在流行音乐
市场的黄金时代是行得通
的，一旦遇到市场萧条，就难
以为继。2000年后，网络兴
起，歌曲下载无法控制，唱片
公司的收益难以得到保障，
这种模式迅速崩塌。

2000年后成名的民谣歌
手，却是在低成本、野生的状
态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大多
单打独斗，凭借一把吉他走
江湖，即便有乐队和经纪人，
也都采取最低成本运营，有
演出、有录音则聚合在一起，
没演出便各自求生。他们的
录音作品，多半是独立制作，

制作低成本，推广低成本，在
演出现场或者网络售卖。他
们的名声，也是通过一场场
演出、一首首歌积攒起来的，
歌迷和歌手之间，是一种强
联系。所有这些，决定了他们
的作品是应需求而生的，从
形式到情感，都和年轻人保
持密切联系，他们的生存能
力，也超过被唱片公司保护
起来的歌手。

娱乐资本敏锐地发现了
这点，他们不需要发掘、培养
歌手，不需要提供助理、经纪
人、保姆，不需要设置宣传推
广机构，只要在民谣歌手成
名之后，再提供一个让他们
进一步爆发的平台，例如真
人秀节目或者综艺节目，就
可以进行收割了。

时势、能量、资本是最明
快的解释，但民谣崛起，应该
还有别的原因。听了这些民
谣歌手的歌，会发现他们的
歌有两个非常大的主题：青
春和出走。

这十几年的流行音乐紧
跟城市化趋势，已经很少会
把风物意象写进歌词了，民
谣作品却反其道而行，大肆
歌唱夕阳、晚霞、早春、秋天。

前民谣时代的几位歌手
再出现的时候，不方便歌唱
青春了，于是歌唱出走。老狼
登上《我是歌手》，唱的是《旅
途》；许巍发布新曲《生活不
止眼前的苟且》，引起“诗和
远方”大讨论；朴树给电影

《后会无期》写的主题曲《平
凡之路》、为《刺客聂隐娘》写

的宣传曲《在木星》，都和远
方、旅行、出走有关。

不光唱在歌里，还要身
体力行。民谣歌手们每年都
要全国游走巡演，唱酒吧、唱
剧场、唱音乐节，他们背着吉
他南下北上，在演出结束后
的深夜里喝酒、吃烧烤，在汽
车抛锚的公路边弹琴唱歌。
他们务必要去丽江、大理和
拉萨，在那里驻唱一段时间，
甚至生活在那里。

年轻人热爱的，不只是
那些歌，还有歌者的生活方
式，不被管束，和同伴在一
起，总是走在路上，一把吉他
就能解决所有生存问题。

事实上，“出走”不只在
音乐领域有所表现，“出走”
文化已酝酿很久，“出走”类
书籍成为类型畅销书。在这
些书里，人们的幸福感都来
自出走。而一种风潮一旦在
图书和电视剧领域发酵到一
定阶段，必然会有电影表现，

《荒野生存》《练习曲》《转山》
乃至《后会无期》，都是这种
表现。

在城市化加速的同时，
年轻人一边沉浸在城市化的
便利和繁华中，一边却在渴
望逃离，并且渐渐形成了一
个精神大陆。这个大陆有实
体上的中心，那就是丽江、大
理、拉萨，那里有自己的文化
系统，那就是“出走”文学、

“出走”歌谣以及驴友、歌手
们的生活方式。民谣之所以
崛起，就是这块精神大陆在
撑腰。

□韩松落

民谣热的背后

是流行音乐的雪崩

【文化论坛】

近日，中华书局给出了
一组数字：2006年，中华书局
根据读者需求推出《论语译
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
当年卖出6000册，时至2015年
销售15 . 6万册，而时至2016年
比2015年的销售又翻了一番，
卖了33 . 8万册，如果加上繁体
字本等各种版本，该书总销
量达45万册，创下历史新高。
这一销售数字令出版方都感

到有些吃惊。
还有一个来自中华书局

的数据：其旗下基础图书分
社出版的“中华经典藏书”丛
书及“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
注全译”丛书，占分社所出图
书比例分别为5 2%、6 0%和
65%，已经连续三年增长。

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有
一个销售数字，《论语译注》
(杨伯峻译注)半年来销量1500

本，远高于往年。京东图书的
销售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

《论语译注》位于社科图书畅
销榜第12位，高于不少热门图
书。而《诗经》《山海经》同样在
畅销书榜上争得不错的位次。

四年前，上海古籍出版
社开始策划国学典藏系列丛
书，2013年左右，上海古籍出
版社尝试推出了包括《论语》

《诗经》《周易》等在内的首批
图书，市场反响不错。此后逐
年加大规模，如今已推出包
括《牡丹亭》《桃花扇》《近思
录》等在内的六十余种。这些
过去摆在学者案头的经典读
物，没有今人今译，竟几乎每
种书都会重印，“每年每种书
首印量在4000至5000册，但一
年之内都会重版。”

《论语》等古籍图书出版
数字连年翻番，国学著作原

著阅读逐渐升温，这足以显
现出大众的阅读趣味和阅读
倾向不再受流行、炒作的文
化影响，而是阅读更加自我、
更加沉潜，开始探寻阅读文
化的本质，追寻原著原创。

记得2007年前后国内文
化界曾出现一轮“国学热”，于
丹、马未都、王立群、阎崇年登
上《百家讲坛》，从不同角度、
以不同方式讲解传统文化，

《百家讲坛》讲解类、普及类的
国学读物也因此畅销，但是原
著经典读物销量却并未发生
什么变化。时隔十年之后，现
在的读者开始真正关注经典，
而不是追求张三说什么、李四
说什么，新一轮国学热更扎
实、深刻，更贴近中华文化的
本源，这说明读者不再愿意一
直看被人家解构过的经典，不
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这

反映出读者阅读理念的成熟
和深刻。记得叔本华曾说：“只
有从那些哲学思想的首创人
那里，人们才能接受哲学思
想。因此，谁要是向往哲学，就
得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
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

哲学家周国平也曾给过
读者建议：面对畅销书炒作的
泛滥，直接的方法就是读原
著，“比如你想知道孔子的思
想，就要去读《论语》，而不能
光去读什么‘论语心得’、‘论
语感悟’。我们不要去读第二
手、第三手的东西，而要直接
去读原著，原著是最可靠的。
有的人很奇怪，他喜欢哲学却
不去读大师的原著，而去读那
些介绍性的著作，这就好像有
个人爱上了女主人，但是怕麻
烦，去向女仆求爱一样，那不
是很可笑吗？”

国学原著销售升温

折射出大众阅读趣味变化
□杜浩

【书市观潮】

如今想要办好综艺节
目，太难。观众满意的阈值越
来越高，不是你哄哄就行，逗
逗就乐。换言之，传媒如此发
达，我们正处于一个没有新
奇、缺少震撼的时代。

很多综艺节目都逃不出
这些套路：装傻充愣、廉价卖
笑、真人选秀、亲子互动、相亲
婚恋、耍贫卖嘴等。大众有时
就想图个傻乐轻松，工作本来
已经够累，难道回家看个电视
还要听你上课、说教不成？然
而，油腻吃多了，你可能会找
点野菜刮刮肠。娱乐太多，你

的“笑肌拉动”也会疲劳，不禁
问自己：“我是不是低智了，怎
么笑得如此空洞？”

在这种语境下，一批文
化类综艺节目却吸足了热
度，原本的“小清流”反成了

“大洪流”。先是《中国诗词大
会》的竞技，后是《朗读者》的
开播。我不知道，这是综艺的
一次“寻根”，还是对“牧歌”
的家园向往？但是，有一点能
肯定，综艺终于沾了一点书
卷气、书斋味，这总是好的。

让我好奇的是，一档明星
读信的节目《见字如面》也收

获了广泛关注。在一个没人写
信的时代，大家却爱看别人读
信。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因
为，我们就是一个大写的

“缺”：缺写字、缺情感、缺表
达。书信原本是传统的日常，
一下子就成了“稀罕物”，这是
不是我们的“可怜”？

这时，你能理解，我们其
实在感怀“遗失的美好”。不
仅提笔忘字，字迹的“丑态”
好像都对不起白纸。要知道
古人尺牍、近人信札无不是
随性的“书法小品”。《见字如
面》这节目名起得好，提点了

书信的神髓：见字如晤其面，
如见其人。然而，节目却没有
同步展示信件的影印字迹，
实为缺憾。

也许，节目编导晓得大家
更多是来看“明星”朗读演绎
的，字迹并不那么重要。其实，
笔迹就是书信情感的外溢。我
不晓得，如果没有明星来读，
它到底会不会火？但是，不能
否认，这个节目办得很聪明。
所读的信件提供了很多我们
当今时代的稀缺价值。比如，
林徽因婉拒徐志摩，因为无法
面对幼仪哀怨的眼神，这是对
另一个女性的不忍与同情；冯
亦代和黄宗英的黄昏恋，有归
于孩童的俏皮情趣，又有“我
已经老了”的沧桑慨然；徐志
摩致陆小曼的情书，是彻骨的
痛、殉死的爱。节目里，很多观
众都听得热泪盈眶。我在想，
他们到底被什么感动？是徐志
摩近乎疯狂、歇斯底里的求
爱？抑或陆小曼不畏世俗冷言
的勇敢决绝？可能都有，但又

不全是。
在如今，更多人会看重实

利，一千首滚烫的诗也可能抵
不过一个包包——— 别净整这
些虚头巴脑的，诗歌能换房
子、换车，能养我吗？这才是信
件的意义，它就是反照内心的
镜子，让你自惭形秽。

有意思的是，主持人就透
露了“心声”：王庚就是“国民
老公”呀，有钱又是军官，“如
果是我，会和徐志摩先谈两三
年，再嫁王庚。”许子东笑着，
神回应：这是时代的堕落。

在我看来，这话说得对也
不对。“长期饭票”和“精神食
粮”是选择的自由，现在更多
人毫不讳言物欲肉欲。问题只
是，他们太过“贪嗔痴”，每每
要达到利益的最大化，总想问

“我能多选吗”，既要有钱、有
地位，还要有型。活该你会被
剩。单身女和单身男，其实根
本不是同一现象。前者是心理
期待问题，后者才是社会问题
(性别比的悬殊)。

□俞耕耘

从别人的书信里

你读出了什么

【荧屏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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