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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茶馆之前，安珂在外企
上 班 ，她 自 称 当 时 的 收 入 并 不
低，但不愿每天戴着面具生活，
于是辞职了。

满足自己的兴趣，也要考虑生
存的问题，不收茶钱，如何经营这
家茶馆？安珂说，6 年来出过两本
书，共买了几千册的样子，每本书
会得到一定的版权费，这笔费用基
本能够维持茶馆的经营成本。“没
在茶馆的时候，我也做一些其他的
事，有收入来源。”即便茶馆在经营
上会有所亏损，但在她看来，这就
像很多人要花钱去旅行一样，她花
了钱，在茶馆内能够认识不同的
人，听到不同的故事，这既是另一
种“旅行”，也满足了她的心愿。

如今，安珂还创办了一个公益
画室，让智障、脑瘫等身体有残疾的
人在画室里免费学习，定期为他们
举办画展，义卖的费用全部交给作
者。为她提供画室的朋友说，每一杯
茶不仅是故事，有时候还会变成公
益，“有的顾客过来喝茶，但没有故
事讲给我听，她也会建议顾客去画
室做一天志愿者。”

如今，人与人之间交流、诉说的
方式千奇百怪，获取信息和故事的
渠道多种多样，这种“以茶换故事”
能够持续多久，安珂自己也不知道，
但她的故事还在继续……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摄影报道

量身打造
四川为青年制定发展规划

目 前 ，四 川 有 14~35 岁 青 年
2535.5 万人，约占全省常住人口的
30%。他们在社会交往、子女教育、住
房等方面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日，四川省委、省政府印发《四川省
中 长 期 青 年 发 展 规 划（2017-2025
年）》，帮助青年破除学习、工作、生活
上的障碍。成都商报记者25日从团省
委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这是四
川第一部针对青年人制定出台的《规
划》，为全省14~35岁青年量身打造。

记者注意到，关于青年婚恋也写
入《规划》当中，并提出加大财政支持
和投入力度，搭建青年线上线下交流
平台，助力单身青年“脱单”。

团省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根据
研究和数据分析，青年婚恋已成为青
年发展中的大问题，青年初婚年龄和
生育年龄都在推迟，“许多青年到了二
十六七岁才谈婚论嫁，这跟过去相比
有很大变化”。

同时，单身青年规模日益庞大。国
家统计局2016年的相关数据显示，内
地适婚单身青年数量已经高达两亿，
其中85后90后是两亿单身青年群体
的主力军。根据婚恋交友平台“世纪佳
缘”的数据分析，活跃用户中单身者分
布最多的5个地区分别为北京、广东、
四川、上海、山东，四川位居第三。

数据显示，2017年四川全省结婚
登记 68.95 万对，同比下降 3.49%；离
婚 的 则 有 26.93 万 对 ，同 比 增 加
6.25%，离婚率持续升高。

《规划》提出服务婚恋交友需求，
依托“青年之声”“青年之家”等服务阵
地搭建青年线上线下交流平台，广泛
开展健康向上、形式多样的婚恋交友
活动，助力单身青年“脱单”。依法整顿
婚介服务市场，严厉打击婚托、骗婚等
违法行为，帮助青年人能够真正地找
到自己合意的伴侣。

团省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一直以
来，团省委从青年实际需求出发，已在
服务青年婚恋交友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特别是开发了“爱＋”婚恋交友平
台，为青年提供线上交友、活动组织、
组织推介、个人展示等服务。

但该负责人强调，婚恋本身具有
很强的私人性，《规划》的措施主要是
从营造环境、搭建平台、创造机会的角
度助力，“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伴侣，青
年朋友们自己也要积极主动多努力”。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书香成都青少年阅读大赛启动
快来报名

为培养青少年阅读兴趣，昨日，由
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教育
局联合主办的“书香成都青少年阅读
大赛”正式启动报名。

据了解，本次活动立足本地，面向
全国，号召关注成都发展、爱好天府文
化的青少年积极参与，最终角逐出的
前10名优秀选手还将获得“书香成都
青少年阅读推广大使”的称号。同时，
大赛期间还将开展天府文化宣讲，主
办方邀请袁庭栋、周啸天、蒋蓝等天府
文化名家走进校园，在22个中小学校
为师生们做天府文化分享。此外，全市
20个城市阅读空间也将同步开展天府
文化公益讲座，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
与。报名者可关注“书香成都”官方账
号获取参与方式。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妈妈，你今天的脸没有那么肿了。”“现
在头发长出来一点了，等你醒了就不用戴假
发了。”23日下午4点，在四川省肿瘤医院重症
监护科病房，23岁的王加丽一边跟妈妈说话，
一边给妈妈做着按摩，尽管不知昏迷中的妈
妈能不能听见，但她仍自顾自地念叨。

2012年，王加丽的爸爸病故，妈妈秦富芝
离家，只剩下刚刚大一的王加丽和高二的弟
弟王加林。为了给自己和弟弟挣学费、生活
费，王加丽两次休学，送牛奶、教画画、摆摊卖
衣服，一天最多的时候要做5份工作。后来，妈
妈回家了，王加丽靠着当模特、礼仪的兼职养
活自己和妈妈，还曾获得2017年西昌凉山彝
族火把节彝族传统选美大赛和中国西昌选美
大赛冠军。

今年，王加丽毕业了，正要签约工作，妈
妈秦富芝又确诊乳腺癌，连续5次化疗用光了
王加丽最后的积蓄。10月17日，秦富芝因脓毒
症命悬一线，王加丽再次放下刚有所起色的
工作，赶回成都。

父亲病故家庭生变
大学女生两次休学打工

2012年，王加丽的爸爸病故，妈妈也因故
离家，上大学的王加丽和高中的弟弟王加林
一下子几乎成为了“孤儿”。

“我知道我必须要读书，弟弟也要生活费
和学费。”王加丽申请休学，带着200元南下广
州找了一份前台的工作，每月2000多元工资。
当老板提出“知道你需要挣学费，工资先帮你
收着，你要用再给你”的建议，初涉社会的王
加丽同意了。不料，半年后，王加丽一分钱工
资都没有拿到。

幸好，在广州还有同学的妈妈罗阿姨照
顾，王加丽开始四处找工作，最多的时候，一
天要做5份工。打工第一年，王加丽的体重从
150斤骤减到了100斤。

加上罗阿姨的帮助，王加丽凑够了大二的
学费，每周还能给弟弟打生活费。于是，王加丽
回到学校，半工半读，念完了大二。可是，大三的
学费怎么办？“我读的艺术专业，每年学费等加
起来差不多要2万。”于是，原本该升入大三的王
加丽又一次休学挣钱。此时，高中毕业的弟弟不
愿意让姐姐一个人挣钱养家，也辍学四处打工。

“后来，我主要卖衣服，阿姨有朋友在服
装厂，我自己去拿货、搬货、摆摊。”为节省往
返工厂的车费，王加丽干脆就住在仓库里。

兼职挣学费生活费
曾两获选美大赛冠军

2017年，妈妈回家了，身体和精神状态都
不好，心疼妈妈的王加丽将她接到学校，租下

一个房间。学播音主持专业的王加丽因外形
条件较好，开始逐渐接一些主持、模特和礼仪
的兼职，后来连附近市州的兼职也跑。

2017 年夏天，凉山彝族火把节彝族传统
选美大赛举行，王加丽想到可以带妈妈回趟
米易老家，于是就报名了。7天活动时间，妈妈
陪着王加丽培训、彩排、比赛，最后，王加丽拿
下了冠军，获得“金索玛”称号。后来，她还获
得了中国西昌选美大赛的“金索玛”。

眼看着生活开始回到正轨。但，意外又一
次来了——今年4月，因毕业设计作品出色，
王加丽受邀到美国，眼看就能与一家公司签
约，突然接到妈妈患上乳腺癌的消息。王加丽
放弃工作机会，回到成都，陪妈妈开始接受化
疗。“到第 5 个疗程时，妈妈的精神状态都很
好，我以为就好了。”王加丽说，尽管妈妈这一
病，也花光了自己几年存下的10余万元。

9月9日，王加丽再次出发前往美国，寻找
工作机会，身体好转的妈妈还去机场送她。“你
好好化疗养病，等我回来给你买房子，带你去旅
行。”王加丽和妈妈约定，秦富芝也答应：“好！”

母亲突发脓毒症
抢救已花了10多万元

10月17日，王加丽接到弟弟电话，说妈妈
突发脓毒症，多器官衰竭，被送进了重症监护

室。医生接过电话告诉王加丽，如果不接受透
析治疗，患者可能撑不过5小时。王加丽再次
放下工作机会回国，一路上几乎哭干了眼泪，
但见到弟弟却坚强地把眼泪擦干，“我不能让
他看到我哭，我要是哭了，他就更没有支撑
了。”截至10月23日，秦富芝的抢救已经花费
了10多万元。

四川省肿瘤医院危重医学中心住院ICU
主任卢松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患者因术后化
疗引发的骨髓抑制，免疫功能低下，发生脓毒
症，肾脏等器官衰竭，情况确实很危重，经过
抢救有所好转，但仍未脱离生命危险。家属的
经济负担也很重。“我告诉他们至少现在要准
备十多二十万，后续还有感染关和营养关。”

“之前妈妈生病时，同学也告诉我可以去
众筹，我不愿意。”王加丽说，总觉得应该靠自
己去想办法，但这一次，妈妈躺在病房里，短短
几天就欠下10多万元，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

10月19日，王加丽在网络上发起筹款，截
至10月23日晚上7点，网络筹款达到13万元。

从美国回川，王加丽来不及倒时差，天天
守在ICU外，不曾离开，晚上就和弟弟、小姨
在医院座椅上睡觉，吃饭也只是馒头包子凑
合。每次到探视时间，王加丽都在病房里给妈
妈按摩……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实习生 张芳
摄影记者 刘海韵

致全市环卫工作者的慰问信

全市环卫工作者：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值此成都市

第23个环卫工人节之际，市城管委谨
向辛勤工作、默默奉献的广大环卫工
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向理解和支持你们的家人，以及关心
支持环卫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诚
挚的感谢！

城市的美化与发展离不开环卫工
人的辛勤劳动。长期以来，全市广大环
卫工人弘扬行业奉献精神，在环卫工
作岗位上，披星戴月，起早摸黑，夏战
酷暑，冬战严寒，创造了整洁、舒适的
环境，美化、净化了我们的城市，为我
市创建、巩固国家级文明城市和卫生
城市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成都市建设
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做出了积极的贡
献。你们美丽纯洁的心灵，吃苦耐劳的
精神，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赞誉，你们无
愧于“城市美容师”这一光荣称号。

当前，我市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理念的城市，对我们城市管理工作提
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市容环境卫生
作为城市管理重要组成部分，任务更
加艰巨和繁重。殷切期望全市广大环
卫工作者继续保持和发扬勇于吃苦、
甘于奉献的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再
展风采、再创佳绩，努力推进城市精细
化、智能化管理，加快打造“干净有序
之城、美丽宜人之都”，为建设美丽宜
居公园城市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祝全市广大环卫工作者节日愉
快、身体健康、万事顺意、阖家幸福！

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2018年10月26日

患癌妈妈再发脓毒症命悬一线
90后选美冠军放弃工作照顾
前后治疗花光女儿积蓄，爱心人士为她筹款已达1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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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是一座泡在茶馆里的城市。茶馆文化，已经深深地烙在成都人的生活中。而这里有间茶馆，一张旧茶桌，接待二三人。想倾
诉的可以随意表达，想独处的也可饮茶缄默。不论何种形式，都无需付茶资，只需讲个真实的故事。

吾有一盏茶，藉此煮人生。以茶换故事，也算件趣事。是也不是？

设摊卖茶，路人
讲一个故事便可免费
得一杯茶喝，清代文
学家蒲松龄以此为素
材 写 出 了《聊 斋 志
异》。在成都送仙桥
头，一家名为“以茶换
故事”的茶馆，也在用
同样的卖茶方式。6年
时间，茶馆女老板安
珂为每一位讲故事的
客人，免费提供茶水，
以此收集了上万个平
凡人的小故事，并出
版成书，用版权费维
系茶馆，还从事智障
患者的公益项目。她
说：“我不是什么文学
家，只是想以此认识
更多的人，听更多的
故事，用他们的经历
来充实自己。”

久违的阳光洒在成都送仙桥头的
河堤上，喝茶的摊位熙熙攘攘沿河边
展开，安珂的茶馆很不显眼，因为小，
只有一张茶桌，几把凳子，里面陈列的
书籍和复古的首饰，全打着她自己兴
趣的烙印。

25日，并非周末，茶馆里唯一的茶
桌已经围了三位客人，透过玻璃窗，看
不到他们交流的神情和状态，讲述的
故事也像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走进茶馆，一位客人正在讲述自己
公司资金链断裂后的经历，记者已经
错过了最精彩的部分。

来这里喝茶的人，只需要讲一个
故事，就可以抵茶钱，这种特殊的饮茶
方式，已经持续了6年。茶馆是2012年
开的，这是安珂从小的一个心愿，她希
望在这里认识不同的人，听他们的故
事。最初，光顾茶馆的都是安珂的朋
友，后来有人跟她建议，用讲故事的方
式来换茶喝。

每当有路人坐在店里休息，她就泡
一杯茶，让喝茶人讲一个故事给她听，便
不收茶钱。茶馆后来改了名，木头制作的
牌匾上，“以茶换故事”，让人恍惚看到了
蒲松龄“卖茶换故事”的影子。

大家口口相传，茶馆的名声慢慢
出现在了网络平台上，因为规模太小，
来此喝茶的客人都要事先预约，“没有
人预约，我就不会到茶馆开门。”安珂
说，讲故事抵茶钱，没讲故事的，就在
一本“赊账”簿上写下一张“欠条”，以
后再到茶馆，还她一个故事。

尽管也会和客人交流，但安珂通常不会去问对方
的姓名和身份，只是把客人讲述的故事默默地记在脑
子里，回家后，挑选一些记录下来。6年来，安珂已经将
收集的故事变成文字，出版成书，取名《无事茶》。

安珂的书不是什么畅销书，排版简约，文字稀疏，
偶有插图。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也没有错综的
人物关系，很多都是一个人的经历。在网上，有读者认
为书中的文字有些做作，安珂说，平凡的故事是能够
打动人的，“别人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我听，我也想给他
们一个交代。”

2015 年，安珂在尼泊尔旅行，亲历了大地震，她
说，近距离目睹了生离死别，突然觉得想留下点什么，

“听了那么多故事，为什么不记录下来？”于是，从尼泊
尔回来后，她开始通过众筹的形式，经得当事人同意，
将那些以茶换来的故事出版成书。

翻开两本记录着客人故事的书，书中全是平凡
人。一位叫毛浩的客人，从成都出发骑行千里到西藏
阿里沱沱河。当地人问他为什么花一个多月辛苦骑行
到阿里，毛浩认真的回答让安珂很惊讶：“来沱沱河看
夕阳。”寥寥几句话，看似轻松，但毛浩的经历是很多
人不敢奢望的，于是她把这个故事记录了下来。

安珂并不想靠出书得名，她说，“每个人都有倾诉
的意愿，我只想当一个聆听者和一个记录者。”正好遇
到有到茶馆喝茶的客人，他们没有高谈阔论，很长一
段时间，大家都是安静地坐着，突然有人说：“我妈住
院了，如何照顾，我们姊妹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闹得
有些不愉快。”没过多久，对方骑着单车就离开了。

还有一位忙里偷闲到茶馆喝茶的客人，他是这里
的常客，但书中没有他的故事，“我没有出现在书上，
我的故事，三言两语摆不完。”这间茶馆，很多时候都
是客人们倾诉的场所，但在安珂的书中，都像被温暖
的文字抚摸了一遍，她说，“我希望大家都看到温暖的
一面。”

一张桌、一盏茶
这个老板以茶换故事

6年来听到上万故事
她记录下出版成书

用版权费维持茶馆经营
创立公益项目帮助智障患者

一
间
茶
馆

一
本
书
册

一
个
心
愿

变
故 好

转
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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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喝茶吧，只收“一个故事”
她六年收集上万真人真事出版成书

王加丽正在帮母亲擦拭面部

茶馆的客人
正在向安珂
讲述自己的
故事

安珂的茶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