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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工者”到“新市民”：他们关注“常年在外的人”，梦想走遍长三角每个角落

一支业余艺术团，一个时代的大变迁
■本报记者 任俊锰

5月 25日晚 7点，南京中山陵脚下，吾在书舍，100多
位观众挤得满满当当。他们正在等待的是长三角打工者艺
术团首次南京专场演唱会。这些观众还不知道，他们翘首
期盼的“长三角打工者艺术团”，正打算改名为“长三角新
市民艺术团”。

前一周， 记者见到了长三角打工者艺术团创始人、理
事长许小猛。一开始以为艺术团团长应该是一个非常“艺
术范儿”的人，但其实全然不是，长相干净的他没留长发也
没蓄胡子，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只有谈起艺术团，他的话才
多了起来。

长三角打工者艺术团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 25 日。目
前团员仅有 30多人，但人员组成却异常多样，有一线操作
工、售货员、电焊工，也有景区工作人员、专业音乐人等。音
乐作品关注打工者、留守儿童、春运等社会议题。

为何以“长三角”命名？许小猛介绍，因为他所居住的
苏州属于长三角地区。另外，在艺术团成立时，他梦想着有
一天能够走遍长三角每个角落， 去为打工者群体服务，展
现打工者群体的精神风貌。

9年过去了，艺术团主要在苏州表演，也曾受邀前往过
上海和南京，苏州外的专场演出只有上月 25日南京那场。

甚至到现在，艺术团仍然没有固定的排演场地。

团队规模不大、发展速度不快，但这不妨碍艺术团团员
们的身份从“打工者”转换成“新市民”。现在，许小猛还有两
个梦想，一是艺术团能够真正走遍长三角各个角落，二是与
专业交响乐团有一次合作，实现草根与专业的碰撞。

“入团”必须要有工作

最近， 来自江苏盐城的 50多岁音乐爱好者姜正华找
到许小猛，见到第一句话便是“我找你找了两三年”。许小
猛评价，他的表演和作品都不错，但并不符合要求。为什
么？他的回答斩钉截铁：“必须要有工作！”

“必须要有工作”，这是加入长三角打工者艺术团的必要
条件之一。许小猛认为，这一组织是公益性的，如果没有工
作首先很难养活自己， 其次加入艺术团是为观众带来正向
激励，而连自己都难养活的人，何谈去影响和帮助别人。

养活自己，并不容易。2004年，许小猛从河南商丘老家
初到苏州，在苏州高新区一家电子厂流水线上循环往复地
工作着，每周工作六天，“穿着只露出眼睛的服装”，每次去
洗手间仅有 15分钟时间，吃饭时间仅 30分钟，而且不计
入当日工作时长。

“很多像我们一样的打工者，上班特别辛苦，也特别无
聊，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梦想。”在苏州木渎镇，打工者占比
非常高，许小猛产生了一个想法，希望能够将身边身怀才
艺的打工者朋友们聚集起来。2010年 12月 25日， 长三角
打工者艺术团正式成立， 团里所有的演员都是打工者，有
工厂操作工、酒店服务员、企业白领等。

成员袁伟来自南通海安，现在上海一家半导体外企工
作。 他清晰记得加入艺术团的情景。2013年的 “十一”长
假，当时还在苏州工作的他，带着朋友到木渎古镇的严家
花园游玩，偶然碰上一个歌唱比赛。在朋友的怂恿下，有专
业训练基础的他参加了比赛， 并得到了评委们的认可。赛
后，他收到了许小猛的邀请。

而真正让艺术团从“草根”迈向“专业”的关键一步，是
2012年久默（艺名）的加入。久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硕士毕
业生，2014年在苏州创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早在 2007

年他便与许小猛结识，加入之前还曾与许小猛一起制作了
艺术团的首张专辑。

2010年世博会期间，久默作为上海音乐学院学生会成
员组织了学生志愿者工作。期间，他发现这座城市全民都
参与到了志愿者的队伍中，提升了这座城市的包容度和开
放度，这也让他看到了公益的力量。

合作之初，许小猛和久默两位团队主创有过“创
作矛盾”。而矛盾的焦点便在于“接地气”与“品质”这

一对关键词。当时，许小猛希望歌曲能够更接地气，利于传
唱，但是作为专业出身的久默却认为，应与同类艺术团有
所不同，要更在乎音乐的品质。后来的合作中，双方也都互
相尊重了对方的意见，达成“和解”，寻找到“雅俗共赏”的
平衡点。久默说，现在回头想想，当时还难以对打工者这一
群体感同身受，相处久了，便了解了许小猛的要求和这个
群体，也让他对于公益本身有了更深的理解。

多年来，长三角打工者艺术团坚持定期到工厂、农民
工子弟学校等地进行公益演出，不向表演者和观看者收取
任何费用。截至目前，观众已经达到十万人次，公益演出
60余场。

“打工者”已成“新市民”

艺术团成立这 9年，许小猛在苏州成家立业，并成为
两个孩子的父亲。

他记得，刚来苏州时，春运很多打工者买不到火车票
或汽车票，便回不了家。现在大家都是开车回家。

他还记得，以前站在苏州山塘街看来往游客，很容易区
分哪些从厂里出来，而现在从衣着打扮上已经很难区分。这
些年来，长三角不少地区已用“居住证”取代“暂住证”，体现

了对于打工者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 而这也促使着打工者
自身观念的变化，他们正积极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

数年前，来自江苏盐城的艺术团成员胡秋香还在一线
作业，现在已退居“二线”，进入公司的制造管理科，主要解
决生产线上发生的问题。2015年， 她便在苏州高新区购了
房，2018年春节前后住进新房，上半年拿到房产证后，第一
件事就是张罗落户苏州的事情。2009年便来到苏州的她，积
分达800多分，符合苏州积分落户政策，去年9月前后，她正
式成为“新苏州人”。“房子到公司骑电动车约25分钟，开车
约10分钟。”她说，她的很多同事也都在高新区买了房子。

久默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 在他看来，10年前很多人
对待打工者的态度与现在不太一样。以前的打工者思考的
是如何多挣些钱，过年带回家；而如今的年轻打工者，自身
受教育程度、个人素养等变化很大，因此思维方式也有所
不同。现在他们思考的是，如何从“打工者”真正向“新市
民”蜕变。

许小猛记得，大家刚聚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房、没有
车，但是现在团员们都慢慢在城市立足。“这是相当不容易
的，这正是用自我实现本身传递正向价值观，才是真正有
说服力的。”许小猛感慨。

“只要社会上还存在‘打工者’和‘新市民’，艺术团就

有存在的价值，相信梦想和未来会越来越宽。”许小猛说。也
许事实确实如此，长三角打工者艺术团所面向的群体，正是
见证和建设长三角一体化不可或缺的一群人。在长三角一体
化的战略“大写意”下，每一个打工者都将为这幅“工笔画”添
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发展“背后的人”将为此付出巨大的
努力。正如《城市是我家》这首歌中所唱的，“小梦想也可以创
造大繁华”“小力量也可以建设大国家”。

团员们也在期待着长三角一体化。“每年就可以不止回
家几次，可以常回家看看”，现在胡秋香从盐城老家到苏州，

要坐四个小时大巴，她期待着高铁更加便捷。

“大家都是长三角人。”这是久默对于长三角一体化未来
的期待。在他看来，未来随着地铁、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布
局和完善， 大家可以更加方便地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

甚至随着融合度变得更高，抛开城市归属的概念。

“千万别忘了为何出发”

2016年，袁伟决定出走苏州，定居上海。

究其原因，或可从由长三角打工者艺术团创作的《我是
一只小候鸟》中觅得答案。小时候，家在南通海安的他，身边
有很多玩伴一年到头很少见到父母， 甚至一年难见一次，而
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需要陪伴的。因此，当时听到这首歌很有
触动，自己暗下决心，虽然婚后与妻子依然在工作日分居苏
州和上海两地，但“有了孩子之后，一定要到上海”。

这一话题让许小猛感同身受。他的孩子两岁时曾在商丘
老家待了半年时间。即使现在已过去多年，已经上四年级的
孩子，依然记得那次分别，“这对于孩子的心理创伤是非常大
的”。也正是为了能够让家长和社会更多关注留守儿童，艺术
团于 2014年创作了《我是一只小候鸟》这首歌曲，以反映每
年寒、暑假，全国各地的小朋友涌向城市，与阔别了很久的父
母相聚的故事。

而为城市“留守儿童”的表演，成为团员们的共同记忆。

2012年“六一”儿童节，艺术团来到木渎农民工子弟学校———

木渎友好学校进行公益演出，由于经费紧张，音响是找爱心
企业赞助的，没钱做背景板，就做了一条横幅，舞台是学校日
常活动使用的升旗台。当现场孩子们合唱起《给我们一双翅
膀》———“我们没有明亮的教室，我们没有宽阔的操场，我们
渴望徜徉在知识的海洋，我们渴望爸爸妈妈陪在身旁，吃一
顿饭、去一次游乐场”时，在场的家长无不动容，吉他手也流
下了眼泪。

为了达到更好的演出效果，对于“有工作”的他们而言，

排练经常如“打鸡血”一样。袁伟记得，一般会排练到很晚，有
时到十点十一点钟，甚至到凌晨一两点钟。胡秋香记得，有一
年，为了“六一”儿童节的表演排练，她跑了不下 20公里才到
苏州灵岩山脚下的排练场地。坐公交车需要换乘，前后起码
要一个半小时，当天早班，即下午五点多下班出发，到排练场
地也要七点多，排练到九点多，返程会让顺路的团员送下，当
天十点多回到住处。

虽然辛苦，但艺术团成员觉得值。谈到最感动的艺术团
原创歌曲，许小猛说，是《365天》这首歌。在城市打拼的他深
知，“父母在，不远游”的道理。“每年过年都会回家，哪怕只能
待上两三天。”许小猛说，春运回家对于常年在外的人来说，

弥足珍贵。

胡秋香特别喜欢艺术团原创歌曲《丑小鸭》。在她看来，

这首歌向外界传递的正是最普通打工者奋发向上的精神面
貌，这正是打工者的真实写照。每次听都让她觉得，“有一丝
丝‘小心酸’，但也有一丝丝‘小温暖’”。

“艺术团的作品可以给更多人带来一些‘触动’，产生一
些‘共鸣’，提醒大家‘千万别忘了为何出发’。”袁伟说。

2016年，许小猛即将从苏州返乡时，恰好下了一场雪，让
他想到了家乡白雪覆盖的麦田。《365天》 这首歌便诞生了。

作曲时，久默将江南的评弹等元素融入其中。他们认为，这样
的音乐能唤起一个人、一群人、一个时代关于家的记忆，正如
歌里所唱，“这里是如画的江南，想的还是农家小院”。

荨长三角打工
者艺术团在南京举
办专场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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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打工
者艺术团在古镇表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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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原书记、杨浦区人大常

委会原主任顾灯同志于 2019年 6月 10日 0时 45分在华东医院因

病逝世，享年 85岁。

兹定于 2019年 6月 12日（星期三）10时 50分在龙华殡仪馆云

瀚厅举行遗体送行仪式。

特此讣告。

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 6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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