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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才见
锦官城烟火繁
盛。上月，《阿里
巴巴“夜经济”报
告》显示，成都

“夜间经济”氛
围浓厚，多项指
标位于全国前
列。吃喝玩乐，
成都的夜生活
足够丰富多彩。
其中，已拥有超
过2000家酒吧的
成都，在“喝”上
面相对于任何一
线大城市来说，
也不遑多让。

蓉城的夜，
酒吧文化占了独
一份。玉林，作为
成都最富酒精味
和烟火气的片区
之一，也成为了
成都酒吧行业的
缩影。近日，记者
采访了“音乐房
子”酒吧创始人
之一李健、“音乐
房子”玉林店店
长张惠雅、“泛音”
酒吧老板阿缘
等，以照见夜间
经济2.0时代成都
酒吧的生态。

早在赵雷那首《成都》传唱大江南北
前，玉林就已经是很多成都酒吧、音乐

“老炮儿”们齐聚之地。
12日晚上11点，记者来到位于成都

市玉林南路玉林生活广场三楼的“音乐
房子”酒吧，见到了“音乐房子”创始人之
一李健和玉林店店长张惠雅。周一夜里，
酒吧里基本坐满了。伴随驻唱乐队表演
的流行、爵士、慢摇音乐，三五成群的客
人们觥筹交错、交流热烈。

已经做了5年店长的张惠雅告诉记
者，虽然玉林生活广场一带的酒吧已经
不像前些年那样火爆，但该酒吧营销状
况依然保持着平稳上升。“酒吧的兴旺常
常有个热度圈，2010年前，我们所在的玉

林生活广场可以说是全城酒吧最红火的
地方，有‘音乐房子’‘空瓶子’‘兰桂坊’
等知名酒吧。”张惠雅说，2010年后，成都
夜生活中心转移到九眼桥，然后又到了
少陵路、兰桂坊、339。

历经近17年的经营，“音乐房子”玉
林店的顾客已经出现了新老更替，就在
几年前“60后”“70后”还是主力客人，其
中一些每周甚至会光顾三四次。“现在

‘80后’‘90后’才是‘中坚力量’了。‘95
后’还相对偏少。”张惠雅告诉记者，现在

“音乐房子”玉林店在工作日，依然可以
保持近八成的上座率，周一至周五，每天
有上百位顾客前来消费，周末可达两三
百人，而客人平均消费在100元左右。

起家于玉林的“音乐房子”不光已在
成都兰桂坊、汇锦城开设了分店，还做出
了品牌，走出成都，在重庆、南充、天津、
兰州等城市开店。

“音乐房子”创始人之一的李健告
诉记者，2002年，他与另外几位本地音
乐人朋友一起开办起“音乐房子”酒吧。

“从一开始，我们就怀着打造成都一流
live音乐酒吧的理念在经营。”他说，这
里最大的特色是对音乐本身的重视，现
在已经成为成都最有影响力的酒吧品
牌之一。也就是说，“音乐房子”一直以
来依靠音乐吸引着顾客。而在十年乃至
二十年前，顾客们对酒本身并不是那么
讲究的。

就此，张惠雅向记者透露了她的观
察：随着新老交替，前来喝酒的客人越发
讲究，越来越懂酒。

“我们发现，现在的年轻顾客不像过
去那样只喝啤酒，拼酒也少了。”张惠雅
说，新一代的顾客正从“好酒”发展为“好
品酒”，“更多人讲究酒的纯正，而不再要
调制的；要手凿的冰球，而不是普通的冰
块。”她说。

此外，成都泛音酒吧老板阿缘，算是
最早一批在成都“玩”酒吧的行业“老
人”。他也告诉记者，成都的客人在“喝”
上面讲究起来了。他说：“以前客人来就
喝普通的啤酒，现在很多人则要喝单一
麦芽威士忌了。”

阿缘曾在“音乐房子”等成都最早一
批酒吧表演“跑场”。“我从1996年开始到
酒吧‘跑场’。2002~2003年开始参与酒吧
经营，到现在快20年了。”阿缘告诉记者，
上世纪90年代，出于自己的音乐爱好，他
常作为乐队主唱，混迹于各个酒吧。

从玩音乐的角度出发，阿缘认为，无
论是从装饰还是音乐内容来看，以前很
多酒吧都不专业。而现在的酒吧则越发
专业化，音乐口味也更细化，分化出了专
门的慢摇、爵士、蓝调、电音等主题。相应
地，顾客也越发对口和挑剔。

而这也是一些本地老酒吧长盛的
“不二法门”。譬如，在“音乐房子”的吧
台旁，记者“逮”着一位外号耗子的顾
客，据酒保介绍，他已是这里的老主顾

了。“耗子”名叫王昊宇，成都本地人，
是一名空乘，已经光顾这家店达10年
以上。

平日里，他是一名音乐爱好者，喜欢
这里的一大原因，是这里的音乐人做音
乐不随“大流”，不会因为近两年嘻哈、摇
滚火，就改变了酒吧音乐的风格。“第一
次来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他说，因为
工作的缘故，现在自己经常满世界到处

“飞”，但一有空就会来听音乐。
据了解，超女张靓颖、快女江映蓉、

快男王铮亮、好声音王琪玮、张鑫鑫、声
音乐团等众多歌手/乐队都曾经或仍然
是“音乐房子”的签约驻唱歌手。不断地
聚集和培养本地优秀音乐人，为这间老
酒吧保存了顾客忠诚度和“拉新”能力。

在今年的“知城·新一线动态指标体
系”中，成都以2294家的酒吧数量，超越
上海，位居全国首位。去年9月4日，美团
点评“呜哈玩乐宝典”首个城市榜单在成
都发布。美团点评数据显示，2017年1月
至榜单发布，在美团、大众点评App上找
酒吧的用户量翻倍增长，其中，成都的平
均增幅位居全国第一。

酒吧为何受欢迎？
王昊宇说，像玉林这一带的老酒吧，

对他们这些老“玩家”来说有种家的感
觉。每次有外地的朋友来，都会带他们到
酒吧坐坐，“就像成都的名片一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那迦
摄影记者 吕国应

杯中美酒
成都夜经济醉美风景倒映

全城超两千家酒吧 顾客口味越来越“挑”……

美团点评数据显
示，2017年1月至
去年9月，在美
团 、大 众 点 评
App上找酒吧的
用户量，成都平均
增幅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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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酒吧老板
透露，现在的酒
吧分化出专门
的慢摇、爵士、蓝
调等主题，以吸
引口味越来越
“挑剔”的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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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玉林到九眼桥再到339
如今“80后”“90后”顾客打主力

顾客越来越“讲究”
有人“要手凿冰球不要普通冰块”

为何老酒吧长盛不衰？
主题化打造，瞄准细分音乐市场

成都酒吧数量已超两千家

果皮菜渣红糖加水
洗头洗澡洁厕拖地

两阿姨自制
上万斤“土酵素”
专家：非专业人士制作的产品安全性不可控

14日上午，四川绵阳57
岁的刘巍阿姨，在做饭时将
南瓜皮、南瓜瓤丢进一个塑
料桶，而里面还有其他果皮、
菜渣等。这不是垃圾桶，而是
她专门用来制作环保酵素的
工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发现，在她家中的角落、厨
房、床底堆放着大大小小的
瓶瓶罐罐，里面装着各种颜
色的水，这就是她和同龄好
友钟敏制作的环保酵素。五
年来，她们几乎没有丢弃过
果皮、菜渣等，全部用于制作
环保酵素，两人已制作上万
斤，主要用于洗头、洗澡、泡
菜去农药残留、洁厕等，同时
用于环保宣传。

据了解，所谓环保酵
素，就是混合了糖和水的厨
余（鲜垃圾）经发酵后产生
的棕色液体，是一种由植物
蛋白质、矿物质等合成的有
机化合物，有柑橘般的刺激
气味。

对于两位大妈自制的环
保酵素，西南科技大学专家
表示，因为自然界能够利用
果蔬的微生物很多，非专业
人士制作的产品安全性是不
可控的。

怎么做/
红糖、果皮、菜渣、水
三个月制好一桶

刘巍是一名医生。6 年
前，她儿子在复旦大学读
书，已经退休的她想感受上
海的生活，应聘到上海一家
医院做医生，一次偶然的机
会，她接触到了环保酵素，
对将果皮、菜渣等餐厨垃圾

“变废为宝”的做法很赞同。
2014年回到绵阳后，就没有
停下过制作。而她多年的好
朋友钟敏，也和她一起制作
环保酵素。

“制作环保酵素很简
单，每天的菜渣、果皮等餐
厨垃圾都丢进桶里，然后密
闭，等着发酵就行，时间到
了后，再将酵素原液用收集
来的塑料瓶分装。不过，在
制作前，要把各种比例掌握
好。”刘巍说。

当天上午，刘巍一边演
示制作过程一边介绍，制
作环保酵素的主要原料是
红糖、果皮、菜渣、水。因为
发酵有气体，因此制作时
只 能 装 满 容 器 的 三 分 之

二，要留出空间，而且第一
个月时，每天要打开盖子
放气，不然很可能会因为
气体膨胀导致容器爆炸。

“曾经有一天我去了弟
弟家，原计划当天晚上回家，
结果次日中午才回来，一个
塑料桶就爆炸了，弄得到处
都是垃圾。”刘巍说，第二个
月开始，气体就会减少，就不
用每天打开盖子。三个月后，
一桶环保酵素就制作成功
了，然后进行过滤，再分装到
其他塑料瓶里。

怎么用/
洗头洗澡洁厕拖地
“再没买过洗发液”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在刘巍家中，发现各个角
落甚至床下都放着盛满酵素
原液的矿泉水瓶，上面还标
记有制作的时间等，但是每
瓶酵素的颜色又不相同。

为了免去朋友租房的麻
烦，2017 年开始，刘巍便和
钟敏一起居住，两位好友共
同制作环保酵素。14 日上
午，钟敏拿着一瓶环保酵素
介绍道，过滤次数越多越纯
净，时间越久发酵越完全，而
且根据果皮、菜渣的色泽不
一样，制作出来的环保酵素
颜色也不一样。

那么，环保酵素到底有
什么作用呢？钟敏介绍，她们
制作的环保酵素主要用于洗
头、洗澡、泡菜去农药、洁厕、
拖地、洗手等。

当天上午，在切南瓜前，
刘巍就用环保酵素将南瓜进
行了浸泡。她介绍，用环保酵
素泡菜，能起到去农药残留
和虫卵的作用，而且只需要
少量的环保酵素。“自己制作
的环保酵素没有添加任何化
学成分，比较放心。”

而对于钟敏来说，制作
的环保酵素还有一大功能，
就是洗头。当天，她给记者拿
来一瓶环保酵素，上面写着
皂角环保酵素，她介绍，将皂
角加进制作好的环保酵素
里，就能起到洗发液的作用。

“从2014年开始制作环
保酵素以来，我们就没有买
过洗发液、沐浴露了，都是
用环保酵素。”钟敏说，除此
之外，平时她们还用环保酵
素拖地、洁厕等，效果非常
好，而且感觉空气都清新了
很多。

“我们现在不仅自己制
作环保酵素，我们还有一个十
几人的志愿团队，都在制作环
保酵素，他们还经常一起到社
区进行宣传，并为居民免费赠
送制作好的环保酵素。我和刘
巍这5年来，制作了上万斤，
有的还存放在小区的一个空
地，还有的存放在其他地方。”
钟敏说，平时除了自己家中的
厨余垃圾外，她们还会到市场
上搜集水果摊不要的水果，以
及菜摊上的菜渣，而制作好环
保酵素后，剩余的残渣可以用
于种花、种菜，残渣还有人专
门来要走。

那么，这样制作的环保
酵素是否安全呢？对此，西南
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

院副教授吴照民表示，环保
酵素从去年开始有点流行，
甚至有人还喝这些产品，但
是，这样风险性很高。因为自
然界能够利用果蔬的微生物
很多，而这些微生物中有一
部分是能够产生毒素的，比
如大肠杆菌。同时，这些微生
物可以把果蔬中有益的成分
转化成有毒的物质。非专业
人士制作出来的产品安全性
是不可控的，建议非专业人
士不要这样做。不过企业、研
究院所的专业人士，可以选
择微生物，还可以调节温度、
湿度、PH值等，因此结果也
是可控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汤小均 摄影报道

专家：安全起见，
建议非专业人士别这样做

钟敏展示制作的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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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房子”里的酒

服务员为顾客调配美酒

耗子和他的朋友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