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有千千万万个老张，但
或许唯独河南浚县这个大伾山下的
老张，一没有颜值，二没有建树，仅仅
因为卖了20多年的油条，被人写进了
一首歌。

农民兄弟乐队的队长蒋立炜，从
小爱吃老张炸的油条。从青葱的学
生，到不惑的中年，习惯用老张油条
开启一天的蒋立炜，有一天突然发
现，老张老了！

蒋立炜开始重新审视忙碌的老
张——看着他从青年变中年，孩子长
大了，有了孙子，孙子因车祸离开人
间。失去孙子后，老张突然就老了。

“原来我们身边这些普普通通的
小人物，也有自己的故事。”蒋立炜
说，那一天，他一边吃着油条一边猜
想，年轻时的老张，是否也有梦想？
如今他的梦想，可曾实现？想着想
着，一首歌就有了雏形。

随后，乐队集体创作，为老张的
一生写了一首歌，名字就叫《卖油条

的老张》。
“我们想做真正跟农村有关、跟

小人物有关的音乐作品。”蒋立炜说，
摇滚并不是负能量的代名词。《麦田》
《故乡》《回家》都是在这种情愫下创
作出来的。“我们这一代农民，过得越
来越好。我们用音乐记录小人物，其
实也就是在记录咱这个大时代。”

农民兄弟乐队，目前有5名成员，
都是土生土长的浚县人。从2002年
成立至今，乐队已走过了17个年头，
最终确定的风格是做流行乡村音乐、
乡村摇滚，把歌唱给身边人听。不做
口水歌，也不刻意另类，不写爱情。

“音乐没有贵贱之分！”蒋立炜
说，成立乐队之初，他就想告诉世人，
农村的孩子也可以玩摇滚，也可以做
出很棒的音乐作品。

“咱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
走到一起是兄弟，就叫农民兄弟乐队
吧！”乐队成立之初，蒋立炜给乐队取
了一个很朴实的名字。很多年之后，
当各种选秀节目中“农民”开始吃香

时，有人给乐队点赞，“真会赶时髦”
“抢注个大IP”，蒋立炜和乐队成员只
有暗自苦笑，又有谁知道乐队成立之
初，因为被演出组织方嫌土，被迫改
名的经历？

“我们是农民的孩子，又恰好热
爱音乐，仅此而已。”乐队成员既不需
要觉得土而回避农民的身份，也不需
要“蹭人设”，刻意穿上破旧的军大
衣、戴着羊肚毛巾上台，博取眼球。

“啊，农民也懂音乐。”这是农民
兄弟乐队不愿意听到的“赞誉”。

“农民也可以懂音乐，农民的孩
子也可以有梦。”蒋立炜说，过去，农
村的孩子眼里，总有那么一丝卑微，
哪怕是考上了大学，住进了城市，那
种卑微却没有随着地点的变迁而消
散。乐队17年，还要继续做下去，为
的就是让更多农村的孩子看到，人生
有各种可能。

2013年，农民兄弟乐队搞了一次
特殊的高校巡演，这是乐队真正意义
上第一次大型演唱会，却是公益的。
看着台下的学生，蒋立炜仿佛看到了
年轻的自己。“台下那么多的同学，最
多一场2万多人，哪怕只有1个人，因
为我们的某句话、某句歌词得到了启
发，愿意去坚持梦想，看到希望，那么
我们就没有白来。”

农民兄弟乐队，浚县麦田里土生
土长的一支乐队，但创作出来的音乐
却很“洋范儿”，为啥？乐队键盘手秦
献社和蒋立炜是同学，他说，音乐无
国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摇滚
乐发展到一个巅峰时代，蒋立炜和秦

献社的早期音乐熏陶，来自于崔健、
黑豹、披头士、山羊皮、警察乐队……

“为了听到更多好歌，我们周末常去
鹤壁市新华书店，坐在门口的花池边
听，那里总会放各种最流行的音乐。”

17年坚持，源自单纯的音乐梦
想。

2002年，从鹤壁师范毕业的蒋立
炜在浚县一所职业高中做钢琴老
师。课间，他看到几个高一的孩子在
走廊上唱着Beyond的歌，年少时的
摇滚梦重新燃起。“组个乐队吧！”一
句话脱口而出，学生纷纷响应。

乐队有了，得有排练场所吧？蒋
立炜就在老家村子里租了一处民房，
30块一个月，对学生们实行封闭式训
练、“军事化”管理。早晨5点起床跑
步、训练体型，几点学乐理知识、几点
练台风，蒋老师给大家安排得明明白
白。土坯房，四处透风，老鼠、蛇经常
出没，音乐一响，梁上的土震得直往
下掉。

但这帮孩子对音乐的热爱成为
指引他们坚持下去的原动力。

为了提升孩子们的文学素养，蒋
立炜每周把大家约到自己家里，先看
央视电影频道的《佳片有约》，然后一
起排练、聚餐、聊音乐。

“我当时工资不高，还要养活一
家人。该吃饭的时候就去买10块钱
纯肥肉或鸡排，炖一锅大白菜，一人
一大碗，就着馒头吃。那叫一个香。”
蒋立炜回忆时眼睛里闪烁着别样的
光芒。“窗外北风呼呼刮，小屋子里却
特别温暖。”

17年间，乐队几度聚散离合，最
多时，乐队有七八个人，最低谷时，
只剩队长蒋立炜和鼓手赵彦青两
人。

在主唱“老宝”的记忆里，乐队的
日子“好过”起来，是2011年参加《我

要上春晚》之后。春节串门，亲朋好
友看他们的眼光不一样了，那种“你
就瞎混吧，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的
恨铁不成钢，变成了“看，这是俺家孩
儿，上过央视了”的自豪和鼓励。

“很少哭，但那一刻却控制不
住。”接受董卿采访时，蒋立炜泣不
成声，将近 10年了，终于可以给这
帮孩子的家长一个交代。他们不是

“胡搞”，是很认真地做音乐。从那
之后，乐队被重新审视、被认可、被
尊重。

2015年亮相《中国好歌曲》，则让
农民兄弟乐队再度爆红，《我的番茄
是干净的》被网友封为“开年神曲”。
2015年1月8日，大河报以《麦田里
的摇滚歌者》为题，用两个整版的篇
幅报道了这支乐队。

做音乐很简单，做音乐是件快乐
的事情，但是想吃音乐这碗饭，却很
难。国内很多知名乐队，成了又散
了，作为中原小城的麦田中土生土长
的一支乐队，农民兄弟乐队如何生
存？

2014年，乐队成立 12年，蒋立
炜算了个“小账”，乐队赔了30万。
为啥？因为这一年，农民兄弟乐队在
鹤壁搞了个演唱会，乐队请来黑豹乐
队、零点乐队等国内知名乐队同台演
出。前两排的VIP座位留给了参加
过乐队的成员们和成员的直系亲属
们。

“如今，乐队在鹤壁市成立了自
己的工作室、传媒公司，有自己的录
音棚，可以做很多与音乐有关的事
情。”蒋立炜笑着说，农民兄弟乐队的

“名头”越来越大，每年都要参加几个
电视台的演出，而乐队始终坚持原
创，其音乐作品本身也能“换钱”。此
外，传媒公司承接一些演唱会的舞台

搭建、灯光设置、演出流程制作等，比
如为朴树做过演唱会，承办过央视晚
会，实现了“做音乐的事儿，赚该赚的
钱”。

乐队还建了自己的“会客厅”，
安放着乐队17年来的“历史”——乐
器、照片墙、荣誉证书等。“会客厅”旁
是乐队捯饬的一个酒吧，名叫“从前
慢”。不过，这个酒吧并没有对外经
营，主要用于乐队排练。

“物质上，我们要求很简单，对名
牌都没有什么概念。”蒋立炜说，正值
壮年的“老宝”，捯饬捯饬也算是这条
街上最靓的仔，但他却常年穿着贝斯
手兼设计总监刘波设计的队服，低调
含蓄，只有开嗓那一瞬间，才惊艳众
人。乐队上台演出，一水儿的黑色T
恤，干干净净的短发。

不是没有年少轻狂过，不是没有
特立独行过。“早些年，我们好几个乐
队成员都留过长发。”赵彦青告诉记
者，他也有过“长发及腰”时。

然而，随着年华逝去，岁月匆匆，
大家对音乐有了更成熟的认知，成员
们开始褪去外在的各种标新立异，只
希望用作品打动人心。“做好音乐，没
有那么多套路，不论鲜花和掌声也
好，还是赞誉和诋毁也罢，在我们看
来，一切都是幻影，最终能留下的，只
会是好的音乐作品，这才是乐队的硬
核。”蒋立炜立场坚定。

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依然没有
改变。每周排练后，仍是自己买菜做
饭，人人都练就一手好厨艺，放下吉
他、贝斯等乐器的手，也能娴熟做
菜。一锅汤面条、一兜白馒头，就是
几个人的一顿饭。

过朴素的生活，努力做好音乐，养

活一支乐队，原来也很简单。

为啥乐队发展了17年依旧在浚
县？北上广，并非没有发展机会。但
农民兄弟乐队的几位成员，一致选择
留在河南。

“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身心是自
由的。”“老宝”说，乐队每年约200天
都在外地演出、工作，但最多待个四
五天，再长就受不了，要回家，吹吹家
乡的微风，听听淇河的鸟鸣，接接中
原的地气儿。

说来也奇怪，坐在五星级酒店
里，吃着贵的、吹着空调，不如坐在鹤
壁街头，肆意聊着，用筷子轻敲碗碟，
就着花生毛豆一杯冰啤下肚，那创作
灵感“哗哗”就来。

“我们都不爱吃山珍海味，就爱
吃捞面条。”蒋立炜说，就是要与街坊
邻居在一起，与父母兄弟在一起。

他们搞音乐创作，他们也帮家里
种地。《我的番茄是干净的》就是这么
一首写实的原创歌曲，是中国人“守
拙归园田”情结的最佳映射。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麦地起
高楼，2016年，乐队成员在“老宝”家
收了最后一次秋。大片的农田没了，
但80后“老宝”的田园梦却始终不醒，
前不久，家里老爷子在小菜园里种红
薯，“老宝”赶回去帮忙，顺便重温下
田劳作那份独特的快乐。

对于成名这件事，“老宝”表示，
想，但也没有那么想。兄弟几个对于
名利看得都很淡，“容易满足”，渴望
更大的舞台、渴望被更多人认识是音
乐人的本能，但他觉得，成名不是终
极目标，发自内心的平和和幸福感才
是。

浚县诞生出这样一支乐队，是偶
然，却也并非偶然。

乐队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浚县
人。而浚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片热土的
熏陶，让农民兄弟乐队的诞生和延
续，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蒋立炜的记忆里，每年的正月
初九、正月十六，是浚县人的大日
子。浚县庙会，据说是中原地区最大
的古庙会，到了这两天，浚县人都会
扮上装、踩着高跷，一定要上到山
顶。哪怕是风雪交加，山路难行，人
推人、人顶人、人抬人，都挡不住心底
的这份执着。“这是群众自发自愿的
行动，是源自千百年来浚县人基因里
的一种传承。”

外出演出，农民兄弟乐队会在话
筒上设置一点“小心机”，比如把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咕咕放在话筒架
上。“家乡的小玩意，外出带着，觉得
有家乡的气息，我们也想把家乡的文
化带到各地。”

农民兄弟乐队生存的这片土地
上，还有知名的大运河、黎阳仓。浚
县商代称黎，明初改称浚县，有“黎阳
收，顾九州”的说法。其中，黎阳仓是
隋唐时期大运河沿岸重要的国家官
署粮仓，经考古发现，这座依山而建
的古粮仓，距今1400多年，总储量约
3360万斤，可供8万人吃1年。2014
年 6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
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大运河滑县-
浚县段、黎阳仓遗址被列入大运河世
界文化遗产。

延续千年的古庙会、丰厚的文化
遗迹、淳朴的乡情民风，是乐队写作
的最好素材，也是渗透在乐队每位成

员血液里的文化基因。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是
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
村现代化，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2019年3月8日，习近平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的审
议时指出，河南是农业大省，也是人
口大省。做好“三农”工作，对河南具
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返乡创业浪潮越来越高
涨，女硕士返乡种果树、男博士返乡
搞养猪，成为热门新闻。蒋立炜没赶
上这拨热度。“曾经有很多机会离开，
但我们都选择了留下。一直都没有
离开，又如何返乡？”他笑着说，用音
乐书写浚县故事，书写河南故事，书
写中原精神，已经成为乐队的一种

“责任”。
前不久，乐队创作了一首《我有

个中国梦》，成员们聚在一起，从食品
安全、蓝天白云、教育、脱贫、养老、医
疗等多个领域，畅想了未来的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队员们发现，中国梦，
原来就是老百姓的梦，就是他们自己
心中最向往的生活。“我们现在，不正
在实现和践行吗？”

即将迎来“成年礼”的农民兄弟
乐队未来有何打算？秦献社表示，谈
不上坚守，因为音乐已经融入他们的
生活，不刻意，很自在。

“特别具体和明晰的想法，没有，
但可以肯定一点，我们哥儿几个，会
一直坚持走下去。”蒋立炜说，就算白
发苍苍，几个老头还在一起，还能登
台唱歌，那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把自己的生活写成歌，用自己
的生命谱成曲，我想，那一定是乐队
最棒的一首作品。大家看到我们会
说，瞧，原来坚持真能创造奇迹。”

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爱国情·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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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音乐，其标签很多，比如先锋、叛逆、重金属等。然而，河南省鹤壁
市浚县有这么一支“离不开”土地的摇滚乐队，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浚县人，他
们的作品不关注爱情、不宣扬颓废、不刻意愤怒，却愿意用音乐记录身边的
小人物，记录家乡的黄瓜豆角、落花飞鸟。17年的坚守，他们希望农村孩子
的眼中，看得到梦想，不再有卑微。

6月的中原大地，空气中弥漫着新麦的芳香，大河报记者赶赴浚县、赶
赴鹤壁，探访那支以农民兄弟为名的乐队。

离不开土地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贡振国 段伟朵 文 陈晓东 刘栋杰 崔超 摄影

“ 扫码听歌

大伾山下，二环路口，有个卖油
条的爷们儿，大家都叫他老张；

这儿的男女老少他都很熟，对
谁都一样，不卑也不亢；

二十年前，在这扎摊，一年一
年，风雨雪霜，树叶绿了又黄，儿时
的他还正是年少轻狂，梦想已不是
最初的模样，现实却是满脸的沧桑。

（《卖油条的老张》歌词节选）

每一个早晨黄昏，每一次下雨
牵手，那首生日的歌，没喝干的酒；

曾经吻别重逢，看过落花飞鸟，
那七彩晚餐和霓虹街口；

每一次让你感到温暖的瞬间，
每一次让你感到流泪的瞬间。

（《每一个瞬间》歌词节选）

昏黄的风吹过原野，蝴蝶的翅
膀拨动了麦田；这个季节有人要离
去，就像春天读不懂秋天的哀伤。

青春啊，能不能让我再走一趟；
夕阳啊，别太快杀死少年的理想。

（《麦田》歌词节选）

这个世界太拥挤，我有一片小
菜地；这里远离107，没有雾霾和尾
气；

我家不在那大城市，不用逢人
都笑嘻嘻，不用争夺名和利，只要我
的番茄是干净的。

（《我的番茄是干净的》歌词节
选）

以前我是一个简单的农民，现
在摇身一变也成了城里人；

不一样的是高耸的楼群，还有
无边的车流让我脑袋发晕……

我在这里不太好，心情有些燥；
我在这里不太好，想对蓝天笑；我在
这里不太好，想听鸟儿叫；我在这里
不太好，明天会更好。

（《我在这里不太好，你们好不
好》歌词节选）

晚风吹来，回家的路变得漫长；
四处飘荡，早不敢提少年梦想；

总在赶路，错过多少美丽风光，
蓦然回首，却是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有一个地方，我们都叫他故乡，
那里有我们的开始，那里有我们的
爹娘；

有一个地方，我们都叫他故乡，
那里能看到麦浪，也能闻到槐花香；

（《故乡》歌词节选）

这是一场中国式的狂欢，也是
咱们老百姓的盛宴，

锣鼓从初一一直响到今天，尖
嘴号是对祖宗的呼唤；

这是中国的一个小城，他的名
字叫做浚县，这里的庙会香火燃烧
了几千年，流淌着中国才有的人烟。

朝拜的不止山上的神仙，更是
心里对这片热土的眷恋。

（《正月》歌词节选）

我有个中国梦，希望头顶是蓝
色的天空，吃的食物都放心干净，人
们的脚步都从从容容。

（《我有个中国梦》歌词节选）

坚守故乡，唱着快乐的歌。

摇滚乐队

2016年参加央视《我要上春晚》演出照

“我们是农民的孩子，又恰好热爱音乐，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