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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上午8点多，何先伟开
着写满歌词的货车，前往量力
钢材城等生意。副驾驶座位
下，是他花了300多块钱买来
的便携式音箱，细心套好了塑
料袋的麦克风则放在了箱子
里。钢材城的人都晓得，何先
伟有一辆车身上写满了歌词
的货车，因为好辨认，偶尔还
指定要找何先伟送货。2014
年，买了货车跑运输的何先伟
突发奇想，把自己创作的数十
首歌词写到了银色的车身上，
开着它满城跑，有人觉得怪，
也有人竖起大拇指夸他有才，
这些何先伟都不是特别在意，
只是觉得，自己做这件事的时
候，很开心。

《洗脑歌》
若被名车洗了脑，贷款也要把车搞。
若被房产洗了脑，房贷一生还到老。
若被美女洗了脑，江山都能舍弃掉。
若被赌博洗了脑，倾家荡产继续搞。
若被明星洗了脑，票价再高也要找。
穷被奢侈洗了脑，雪上加霜吃不饱。
……

从国家大事时政热点，到
奇葩证明、租女友、学区房……
大事小事，都能从何先伟这辆
流动的“歌词本”上找到，而每
一首歌词，何先伟都能别出心
裁地“套上”经典老歌的曲子，
把它唱出来。

自/创/歌/词/节/选
歌词内容是什么？

货车
词人
在成都有这样一辆
货车，上面写满了
自创歌词……

在何先伟的货车上，记者还注意
到了几句话：“拍照请发红包一元，尊
重知识产权。”“本车拍卖，起拍价一
百万。”车厢两侧下方，还对称地描上
了“开往星光大道”的宣言。

何先伟笑了笑，说这些不是真
的为了钱，只图逗大家一乐。不过，
还真的有人因为这些歌词，而给过
何先伟钱。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何先伟

送货时在路边等人，一名60多岁的
老人偶然路过，注意到了何先伟写
满了歌词的货车，其中一首《肃贪
行》吸引了他，随后，老人绕着车身，
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临走时，拿出
了100块钱塞给何先伟，“说是奖励
我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何先伟的
行为，其中包括了何先伟的家人。

“他们就觉得莫名堂嘛，搞这个丢

人。”但是何先伟觉得，自己只是记
录了自己的想法，写的歌词希望给
别人带来正能量，所以很有意义。

“万一真的有人要买你的车呢？你
要卖好多钱？”有人问何先伟，“嗯，
能够买一辆新货车就好。”2日中午
12 点半，等货主卸货的间隙，何先
伟打开了放在副驾驶的便携音箱，
旁若无人地晃着腿欣赏了起来。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何先伟是资阳人，今年39岁，初
二辍学后不久就到成都谋生，打过
工、做过生意，还搞过收藏品投资，
但都失败了，妻子也和他离了婚。

2014年，他花了4万多买了小货
车跑运输，那时起，除了睡觉，他大
部分时间都和这辆车在一起。

“我从小就喜欢顺口溜，也没人
教，就想起以前学的诗歌，照到写。”
一个人送货，路上没人能说说话，听
久了电台广播，大小新闻就成了何先
伟的灵感来源。每次有重大新闻，何

先伟习惯边开车边琢磨，哪个词能押
韵，哪个词意思更明确，等到了目的
地或是卸货间隙，再记到本子上。

何先伟从驾驶室后面掏出了一
个黑色皮套的笔记本，内页有些脱
胶，看得出用了有些年，写满了何先
伟创作的歌词，字里行间少有涂改
过的印记，足见认真。“想起了就写
嘛，也用不到好久。”何先伟说。

艾滋病日写《防艾滋》、马航出
事创作《空难》、土豆成为主粮又琢
磨出一首《浪费惹的祸》、连自己离

婚也写成了《天生我材必有用》鼓励
自己……而每一首歌词，何先伟都
能别出心裁地“套上”经典老歌的曲
子，把它唱出来。

“《九九艳阳天》、《阿里山的姑
娘》、《梅花三弄》……多得很！”何先
伟最爱的，还是《最炫民族风》，独具
特色的“何式”歌词，从何先伟洪亮
的嗓音里蹦出来，谈不上出众的音
色倒颇有些趣味。本有些羞赧紧张
的何先伟，拿上话筒后一下子放松
了，情不自禁地扭起来。

何先伟的车很拉风，走到哪儿都
能吸引许多人目光。不是因为货车本
身有多么酷炫，而是银色的车身上密
密麻麻地写满了歌词，这些词，还是
初中没毕业的何先伟自己写的。

“还有点意思呐！”2 日上午 10
点过，何先伟送货，开车到龙潭立交
附近时在路边停了下来问路，路过
的市民陈先生也停下电瓶车，认真
看了多久才走。何先伟的货车很破，
车头前有大大小小的坑，保险杠用

锈迹斑斑的铁丝固定住，何先伟拉
开车门，车窗窗框受力后大幅度地
晃动。车身上，从车外到货车车厢的
内侧，黑色的记号笔写满了歌词。

“祖国领土不容侵，第一航母来
见证……”、“每逢佳节被逼婚，租个
朋友来相亲，租借朋友有风险，出了
问题不好管。”从国家大事时政热
点，到奇葩证明、租女友、学区房
……大事小事，都能在这辆流动的

“歌词本”上找到，大多数是五言、七

言一句，虽然谈不上严格的合辙工
整，倒也押韵、朗朗上口。

车头上，还有一条“自我介绍”：
“五千年才出一辆的诗车，自编自
唱，保证原创！”何先伟说，车身上的
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用黑色记号笔
一笔一划写上去的，为了不脱色，还
特意加了点黑漆。天天风吹日晒，有
的歌词字迹淡了，闲下来的何先伟
还会拿着笔再描上一遍。“去年就写
满了，舍不得擦，就改过几个字。”

一辆奔跑的歌词本儿 大事小事都能在上面找到

听个新闻就编出打油诗 配上老曲子唱出来

曾有人看了他写的反腐歌词 塞给他100元奖励

何先伟和他的微型货车何先伟和他的微型货车 摄影记者摄影记者 张建张建

上周日才在阿布扎比夺得个人首
个 F1 世界冠军的罗斯伯格突然在日
前宣布退出F1车坛，五天前才登上人
生巅峰，五天后却宣布退出，这无疑让
外界震惊。罗斯伯格表示，自己从六岁
接触赛车开始就梦想有朝一日能够成
为F1的世界冠军，现在已经实现了这
个目标，“过去的两年，一直输给汉密
尔顿对我来说是极为困难的时刻，这
种感受给我注入了动力，我甚至不知
道是否还有可能回击对手，最终我实
现了我的梦想。”

31岁的罗斯伯格功成身退，外界认
为年龄并不是主要原因，传奇车手普罗
斯特也是在夺冠之后退役，但他当时已
经38岁，罗斯伯格的父亲同样坚守到了
38岁。罗斯伯格自己表示，退出F1的原
因是希望能好好陪陪自己的家人，“我
甚至从未照顾过我的小女儿……我已
经实现了梦想，这样的生活我不想再经
历一年，同样我对获得第四或者其他任
何成绩都没有兴趣，我的心告诉我，就
在这里结束吧，换个活法。”

外界有声音认为，罗斯伯格口中的
“这样的生活”，也许是指他和汉密尔顿无
休止的队内竞争，两人关系破裂已经不是
秘密。2016年90后车手已经在F1占据半
壁江山，车手平均年龄只有27岁，9月份
的蒙扎赛道上，马萨和巴顿宣布了退役
的决定，再加上罗斯伯格，F1的更新换代
已经完成。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首夺F1世界冠军5天后退役
罗斯伯格想换个活法

图利古尔、苟伟、郁可唯、鱼尾纹
乐队……昨晚7点30分，20余位知名
原创音乐人和成都本土原创音乐代
表人，携手入围“2016 音乐创意人才
扶持项目”的原创音乐人，在西婵国
际剧场举行“青年音乐人才展演”，为
成都观众带来一场原创音乐盛会。中
国演出行业协会秘书长潘燕表示，

“音乐之都”成都有良好的原创音乐
氛围，苟伟、鱼尾纹乐队这些实力唱
作型音乐人，便是成都这片音乐热土
孵化的成果，希望入围扶持项目的这
批音乐人，能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展
示自我、传播作品。今日，“2016 音乐
创意人才扶持项目”将继续在成都举
行相关论坛和推介会。

图利古尔作为开场嘉宾献唱

展演现场，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
特约表演嘉宾——图利古尔，作为
开场嘉宾献唱。图利古尔善用呼麦
表演继承民族传统，也用吉他、Ca-
jon 等现代乐器向传统挑战，通过全
新的编配与融合，彰显出新民族音
乐的力量。近年来，图利古尔在国际
音乐舞台也是成绩斐然，从 2014 年
底开始，他在国际大大小小的舞台
开唱，曾登上新西兰和瑞士 iTunes
世界音乐销售榜单之首。现场，电子
音 乐 元 素 的 运 用 ，让 作 品《骑 马》

《河》听上去更加细腻丰满，令观众
深深沉醉。来自北京的大粉乐队，热
情四射的音乐让全场温度飙升，就
像现场嘉宾崔恕所言，“大粉乐队点
燃了全场热情，让我浑身出汗，感谢
这个平台让原创音乐人成长。”

成都歌手郁可唯、苟伟、鱼尾纹
乐队等，也为观众奉上了各自代表作
品。苟伟演唱了自己的原创作品《I
Love This City》，郁可唯的《时间煮

原创音乐新星携手本土原创音乐人昨晚为成都观众带来了一场音乐盛会

“青年音乐人才展演”唱响“音乐之都”
“2016音乐创意人才扶持项目”今日将继续在成都举行相关论坛和推介会

雨》深情款款，鱼尾纹乐队 12 年前组
建于成都，足迹遍布各种音乐节现场，
他们的歌曲《星夜》《对先生》简洁动听
充满振奋人心的力量。

年过五十的冯翔唱哭评委

扶持项目获选音乐人代表：冯
翔、大粉乐队、张建、大牛与肆君子乐
队、Friday组合，现场演绎了自己的原
创作品，这些充满个性的声音表现突
出。冯翔演绎的原创歌曲《汉阳门花
园》在评选阶段把几个评委听哭了，

“词好、曲好、演唱得也好，作品一听
就是经过时间打磨沉淀过的，听后有
一种莫名的感动。”评委黄勇评价冯
翔。已经年过五十的冯翔原是一名医
生，工作稳定，收入不菲，但是随着年
龄的增长，他那颗热爱音乐的心越来
越坚定，于是他从北京辞职回到老家
湖北武汉，当起了音乐创作人，平时
除了在酒吧唱歌，就是在家专心创
作音乐，一首《汉阳门花园》他花了两
年的时间创作。

昨晚，他在现场演唱这首暖心民
谣时，引起了观众的深深共鸣，武汉
方言丝毫不影响大家的欣赏，反而倍
觉亲切。“小时候的民主路冇得那多
人/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
门/ 汉阳门的轮渡可以坐船去汉口/
汉阳门的花园/属于我们这些住家的
人”，安静的，舒缓的，深情的老武汉
的旧时光，被冯翔杂糅进了那朴实而
动人的旋律里，轻言细语，娓娓道
来，感人至深。

在昨晚展演活动现场，包括宋柯、
胡彦斌、崔恕、小柯、科尔沁夫等国内
知名音乐人作为嘉宾，现场对入围扶
持计划的原创音乐人点评和颁奖。连
续担任了两届评审的崔恕，对本次入
围扶持项目的音乐人表示肯定，“音乐

创意人才扶持项目非常有意义，能给
草根音乐人提供真正的帮助。”他特别
提到，展演活动中的张建、冯翔等选手
的词曲作品非常成熟，这是业界非常
乐意看到的。

音乐创意人才扶持项目为原创
音乐搭平台

“音乐创意人才扶持项目”是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财政部支持，中
国演出行业协会、中国文化娱乐行业
协会主办，2014 年正式启动。作为文
化部与财政部共同开展的文化产业创
业创意人才扶持计划的组成部分，该
项目的目的是通过平台搭建，将有才
华的草根音乐人挖掘出来，重点培养，
并最终推向市场。据了解，目前已经举
办了两届的音乐创意人才扶持项目，
遵循鼓励创意、创新、创造、融合的基
本原则，征集代表当代中国音乐风格
的作品，支持音乐创意作品成果转化
和市场推广，探索音乐创意人才培养
与发展的创业模式，致力建立“好作品
有好市场，好作品捧出好人才”的扶持
机制。

据主办方介绍，第二届音乐创意
人才扶持项目于 2015 年 9 月正式启
动。活动历时15个月，与音悦台、百度
音乐人、星光大道等音乐平台通力协
作，面向社会和行业征集优秀音乐作
品，通过作品选拔人才。通过征集、初
评、专家复评、网络复评、总评音乐会5
个阶段，以及音乐沙龙、音乐会、座谈
会等多场线下活动，从1060组报名音
乐人中甄选出30组进入扶持计划。此次
展演，不仅是展示本次音乐创意人才扶
持项目入围音乐人的实力，也是搭建一
个平台，让他们有更多面对观众、市场
的机会。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摄影记者 王天志 实习生 梁慧琦

“我们有很多有才华的原创音乐人被埋没在‘地下’，
没有散发出他们应有的光芒。缺少渠道、没有平台是他们
难以走出来的原因之一。成都有良好的原创音乐氛围，苟
伟、鱼尾纹乐队这些实力唱作型音乐人，便是成都这片音
乐热土孵化的成果，希望入围音乐创意人才扶持项目的这
批音乐人，能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展示自我、传播作品。”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秘书长潘燕

苟伟献唱冯翔深情演唱 郁可唯现场表演

图利古尔献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