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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人
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高
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取
得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的社会
影响

推荐
方式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的爆料
平台，推荐你心目中能够代表
中国力量的新青年；与此同
时，也可以在封面新闻微博、
微信等平台的相关稿件下方
留言，欢迎向我们推荐。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开

征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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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阴天有零星小雨
偏北风1-2级

28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6时）
AQI指数 74 空气质量 良
优：广元、马尔康、康定
良：广安、达州、西昌、攀枝花、德阳、绵
阳、遂宁、南充、乐山、眉山、资阳、巴中、
泸州、自贡
轻度污染：宜宾、雅安、内江

27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1月27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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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60—90
空气质量等级：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良至轻
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超级大乐透第21012期全国销售
267411208元。开奖号码：06、12、20、
23、33、01、09，一等奖基本1注，单注奖
金1000万元，追加1注，单注奖金800万
元。二等奖基本93注，单注奖金124142
元，追加45注，单注奖金99313元。三等
奖 291 注 ，单 注 奖 金 10000 元 。
942151519.4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1027 期 全 国 销 售
22030936元。开奖号码：023。直选全
国中奖 5390（四川 237）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10194（四川
685）注，单注奖金173元。33221916.67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027 期 全 国 销 售
14091624元。开奖号码：02365。一等奖
45注，单注奖金10万元。409817301.98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3月
29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新青年上封面

台客摇滚在成都：我用我心唱我歌

为了让台青们能够
在四川安心寻梦，四川出
台了针对台胞就学、就
业、创业、生活等方面的
各种利好政策，并鼓励川
台合作，在文化领域能够
有创新发展。连办三年台客摇滚夜

“今年的台客摇滚夜最热闹，来了
100多人。”1月15日，坐在熙攘的春熙
路，阿良回忆起10月末的乐队表演，仍
然感到开心，当天，乐队共表演了18首
歌曲，曲目都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的台
湾摇滚音乐，在演出传单上，还标明希
望来宾穿“花衬衫”。

“自由、自我，这是我对台湾摇滚的
理解。”而立之年时，台湾青年林良谚从
家乡台中来到成都，更多时候，大家都
叫他阿良，专业的音乐人阿良。成长于
台湾音乐兴盛的年代，来到成都后，他
发现在这里的台湾青年，许多都有玩乐
队的经历，“来到这边他们还是一直想
玩，但是凑不了人数。我就想一个方法
让大家集结在一起，这样子才开始成立
了台客摇滚乐队。”

2018 年，台客摇滚乐队成立，这
支不足 10 人的队伍中，有吉他手、贝
斯手、架子鼓手、男女主唱，大家平时
忙碌在不同的工作中，即使很难聚齐
排练，但这样的乐队，仍让他们觉得
是生活的另一扇窗口。在这样的热
爱下，从刚开始想着“来玩一下”，到
排练后就想演出，一切都在顺理成章
中完成。

阿良还记得，第一年的台客摇滚
夜，只来了不到50位观众，还都是同一
个圈子的成都台青，演出没有主题、没
有设计，更像是一个朋友的聚会。但到
了第三年，乐队提前半年就开始商量主
题，定曲目，然后各自练习。

“第二年的主题是‘不太认真音乐
季’，第三年就是‘复刻台客年代摇滚趴’。”
在最后的曲目中，有《鹿港小镇》《你快
乐所以我快乐》《披星戴月的想你》这种
脍炙人口的台湾歌曲，也有不少颇具年
代感的歌曲。

晏玲是乐队的女主唱，这个平时说
话温温柔柔的台湾女生，会为了演出将
头发高高吹起，画上带亮片的眼影，在
舞台上又唱又跳，“然后会有很多我在
成都的朋友来看，然后说，原来你们的
老歌是这样的，这样的风格。”

—— 这是晏玲最开心的时刻，她觉

得音乐是加深了解的桥梁。

成都台湾都是家

“别做梦了，现实点。”似乎这是所
有年轻人长大后的第一个当头喝棒，对
于这些在成都生活的台青而言，音乐让
他们在故乡和第二故乡中，安然做梦。

“当时有朋友在成都，告诉我这边的
音乐氛围很好，我就过来了。”到现在，阿
良都还记得，来成都的第一年，他开琴
行、去酒吧表演，认识很棒的本土音乐
人，但私下很宅的他，却没有真正感受过
这座城市，“第一年去了四次宽窄巷子和
锦里，因为朋友来了成都，要陪下。”

6年之后，如今的他，在成都有自己
的朋友圈、学生、事业，还有爱情，他的
女朋友是德阳人，他觉得自己能够吃
辣，是时候上门提亲了。

在成都收获爱情的，还有乐队的调
音师林民哲，出生于1989年，这个高高
壮壮的男生在美国完成学业后，选择落
地在成都。乐队的每场演出，他几乎都
在幕后忙碌，但他喜欢这样的时刻，那
是将自己所热爱的，让更多的人感受
到，“对我们而言，成都台湾都是家。”

当对音乐的热爱中加入了对家乡的
情感，乐队的每个人都更加全力以赴。

乐队的架子鼓手坐在家里，戴着耳
机，双手在空气中上下敲击，那是在模
拟练习；晏玲在家里的洗手间、在工作
的间隙、在任何一个片刻，戴上耳机，熟
悉曲目；寻找场地、现场排演、制作传
单，一场演出的每个细节，都有人在努
力做到最好。

这也是轻松的分享。
第一年的台客摇滚夜，一位台湾青年

被“拱”上台，他拿出手机搜出歌词，举着
电话，唱完一整首歌，当然，后来他加入
了乐队，会早早背好歌词，想好互动。

他叫许君豪，是前台湾组合“可米
小子”主唱，现在，也是这个“随意”的台
客摇滚乐队的主唱。

看好成都音乐市场的发展

事实上，台青们的热爱并不是单向
的，为了让台青们能够在四川安心寻梦，
四川出台了针对台胞就学、就业、创业、
生活等方面的各种利好政策，并鼓励川
台合作，在文化领域能够有创新发展。

2018年年末，阿良和彝族歌手吉克
皓一起合作演出，在他看来，吉克皓的歌
声中，有着自己的独特嗓音和对家乡的
情感，这让他想到了家乡的民族音乐，他
发现尽管相隔千里，但两地音乐有着共
通之处，“例如口弹簧，两地音乐都要用
到这个技巧。”这个发现启发了阿良，眼
下，他希望能够办一场四川、台湾口音主
题的音乐节，“用音乐交流情感，但是能
不能成，也只有做下去，才会知道。”

在成都多年，阿良很看好这里音乐市
场的发展，不久前，他将成都一位20出头
男生的音乐作品发给台湾的音乐人，对方
对于作品中的成熟技巧和制作表示惊叹，

“这么年轻的小伙子，音乐作品的水平很
高，足以看见这里音乐市场的潜力。”

春节将至，因为疫情，大多数台青
都会留在成都过年。阿良闲不下来，他
想着搞个新春聚会，大家一起唱唱歌，

“当然，会按照要求控制人数，或者大家
就在线上视频唱歌。”

林民哲期待能有这样一场线上的聚
会，他记得在台客摇滚夜，听见《鹿港小
镇》时的感动，“这个乐队就像是一艘船，
载着我们在成都的回忆和经历，让大家
都能听得到，也让更多人都能听得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李媛莉

台客摇滚乐队在排练中。

最近，台湾青年阿良（林良谚）在思
考一件事，他想为台客摇滚乐队改个正
式点的名字，“一直叫的台客摇滚乐队，
感觉太随意了。”

表面上看，随意，似乎是这支乐队的
“特点”，乐队成员是9位生活在成都的台
湾音乐爱好者，年龄从年过半百的台商
到四川音乐学院在读的“95”后台湾大学
生，职业涵盖了医生、老师、咖啡师……
他们没有固定排练的场所和时间，甚至成
立三年来，都没有聚齐吃过一顿饭。

其实，看似松散的乐队有着无比坚
实的内核，那就是热爱。

因为热爱音乐，连续三年，乐队每年
都会呈现一场台客摇滚夜的演出，曲目
全是台湾的摇滚音乐；因为热爱生活，乐
队的每一位成员都将成都视为“第二家
乡”，不少人在这里寻觅到爱情；因为川
台两地都是家，他们寻找着两地音乐的
共通之处，期待更多人了解喜欢，然后一
起歌唱。

“台客摇滚不是我们的，是所有人
的。”2021年，阿良计划着和成都本地乐
团进行更多互动，并组织台湾和四川的
少数民族音乐人共同举办应援活动，“我
用我心唱我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