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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一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国庆
迎向2018年中国国庆，我们决定向每一个中国人致敬，记录普通人的生活。
在记者采写的稿子一一完成后，编辑部同事感叹：
“这哪儿是一个普通人的一天，换到其他国家，简直是一个普通人的三天。”
是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都那么忙碌，不管是快递小哥、努力在大城市扎根的年轻人、创业者，
富裕的城市人，甚至连退休人士，都—那—么—忙；
忙着打拼、忙着进修、忙着跟上时代，还忙着兼顾家庭养育下一代。
一个大国崛起的身影，也突然更为清晰起来。
无数普通人奋斗与追梦，撑起了这个国家的前进，
因为遍地机会，因为他们相信，下一个奇迹可能就是自己。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一天”，谨以此特辑献给读者，
并祝贺中国69岁生日快乐。

退休老人的热情研习

活到老学到老再圆大学梦
65岁的刘玲玲退休后，积极参加
老年大学的课程。经过两年的学习，从“画圈画不圆”到展出画作，
从京剧门外汉到声情并茂地登台演出，她说:“心无旁骛，
没有功利心的学习，是退休后最大的乐趣。”
孟丹丹 北京报道

同学们相处一堂也十分愉快。 ——重庆退休人士刘玲玲
我们是快乐教育，老师从不批评，只鼓励，也不用考试，没有压力，与性格各异的
刘玲玲大妈画
的老狗，在今年2
月全校学员作品展
上展出。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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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跳舞、打麻
将，再加上帮子女
带小孩是中国老
人传统的“老四
样”。而近年来，在老年大学里
“活到老、学到老”成为不少老
人热衷的生活方式。
重庆人刘玲玲（65岁）退休
前，在地方政府部门的一把手位
置上工作了10多年，即便后来去
了政协“软着陆”，也是晚睡早
起，每天从早到晚忙忙碌碌，直
到真正退下来，才感觉像一辆疾
行的列车忽然刹车，一时难以适
应闲适的生活。
“老年大学为我打开了一扇
门”，她感叹：“工作大半辈
子，习惯为别人而活，自己很多
的兴趣爱好都没有时间顾及，
进了老年大学，才算有机会圆
梦。”

下

唱戏绘画
挑战自己作新尝试
经过两年的学习，从“画圈
画不圆”到有得意的画作展出，
从京剧的“门外汉”到声情并
茂，有模有样地登台演出，刘大
妈满心喜悦地说：“心无旁骛，
没有功利目的地学习，是退休后
最大的乐趣。”
“早晨八点钟，睡到自然
醒。”她笑着打趣说：“退休后
第一件需要适应的，就是要在没
有压力的情况下睁开双眼。”
洗衣，做
饭，打扫房间，
一切家务9时之
前整理妥当，刘
玲玲就拎着装了
学习用品的布袋
子出门了，从家
到老年大学，她
形容“悠哉游哉
地步行只要15分
钟。”
她所在的老
年大学一共设置
13个系，其中有书
法、太 极 等 传 统
文 化 课 程，也 有
烹 饪、面 点 等 应
用 技 术 课 程，此
外，还 教 授 时 下
热门的视频编辑与制作。每学期每
门课程的学费为200元（人民币，
约40新元）。

上午京剧课结束，回家做饭；小憩后，刘玲玲又赶回老年大学上油画课。（受访者提供）

刘玲玲报读了两门课：京剧
和油画，她说：“学京剧，我年
轻时就唱过样板戏，有京剧情
结；学油画是为了挑战自己，试
着做我从未做过的事情。”
早晨的京剧课程在9时30分开
始，京剧老师是退休的中国国家
二级演员。
她说：“我们采用的是传统
的教学方式，老师唱一句，大家
跟着唱一句。每一个细节、唱腔
中的小弯，老师都会不厌其烦地
反复教，让大家慢慢品味着古代
人物对事件发生发展的心理变化
和表达方式。”
京剧班里的同学，在退休前
有着不同的职业和身份：企业高
管、教师、公务员、下岗职工等。
“现在大家都是学生，平等的同

学关系，各种兴趣爱好者。”
她进一步解释说：“大家都
在文革期间接触到京剧样板戏，
希望通过传统戏曲来真正了解我
们的国粹。”边说着，刘大妈轻
轻哼起了《穆桂英挂帅》中的几
段唱词：“想当年，桃花马上威
风凛凛，敌血飞溅石榴裙。有生
之日责当尽，寸土怎能够属于他
人。”
虽然年过半百，刘大妈身板
挺直，精神矍铄，唱腔甘醇有
味。她笑着谦虚说:“其实我不
爱参加演出，就喜欢京剧咿咿呀
呀表达的味儿，我们的班长学了
10几年了，经常参加各种票友演
出，很有名气。”
时近晌午，11时45分京剧课
结束。同学们在说笑中告别，回

课程价廉物美
老人凌晨排队报名
作为为退休老人提供教育服
务的非盈利机构，中国的老年大
学从80年代开始兴建。近年来，
由于老龄人口快速增长，“价廉
物美”的老年大学在很多城市爆
满，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凌晨排队
报名的景象。

在老年大学跟着退休的国家二级演员学京剧，刘玲玲大妈从京剧“门
外汉”到可以声情并茂，有模有样地登台演出。（受访者提供）

家做饭。按她以往的安排习惯，
下午是在家的时间。不过，午饭
小憩后，她在下午2时之前又赶
回来上油画课。
“上个月与儿媳妇，孙女出
国旅游，落下了几节课，心里挺
着急，想赶快补上，要不然比不
过别的同学了。”

学了知识忘了病痛
感到自己很有用
她乐意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老
年大学中，除了对课程感兴趣
外，更因为老年大学带来的归属
感和融入感：“我们是快乐教
育，老师从不批评，只鼓励，也
不用考试，没有压力，与性格各
异的同学们相处一堂也十分愉
快。”
一说起老年大学的同学们，
她就停不下来：“有的同学很有
才，有的同学很幽默，有的同学
很认真，也有的同学来打发日
子。”
“最大的一对夫妻96岁、91
岁，还有人随老年大学的创办一
直读了30年，各门功课都学过，
从普通班到提高班再到研修班，
就觉得没学够；还有人感觉自己
脱胎换骨了一般，发掘出从来都
不知道的绘画、朗读、写作潜
能。”
最让她感慨的，是国画班一
位患股骨头坏死症的老人，“她
走路摇晃得厉害，可她天性乐
观，总爱向同学们叽叽喳喳地展
示她的作品，表情丰富地介绍自
己创作的背景、体会，课间休息

时也话不停，老年大学让她忘了
病痛，学了知识，交了朋友，也
感到自己很有用。”

无丝竹乱耳无案牍劳形
风景这边独好
如果不上油画课，在下午4时
左右，刘大妈就会和老伴一起去
接放学的小孙女。帮子女带小孩，
在中国退休老人中比较普遍。
刘大妈说，儿子媳妇工作
忙，自己和老伴也愿意搭把手，
但“养育儿女是他们自己的事，
父母把儿女送进大学已经尽
责”。
退休生活虽然有大把可以自
由支配的时间，可对刘大妈来
说，时间还是不够用。除了上老
年大学，每天晚上看完《新闻联
播》，把一切家务安顿好，她还
要刷微信，与不同年龄的朋友网
上互动，了解最新时政、经济信
息，以及养生知识。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
形，刘玲玲大妈在尝试学习新事
务的过程中，重新获得了自我价
值认可。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她已经
成功地展出自己的画作。在今年2
月全校学员作品展上，她画了一
只老狗。
大妈颇有意味地说:“今年
是狗年，我画的一只老狗站在山
顶，面对郁郁葱葱的树木和草
地，眼中充满了向往和渴望，可
能它在回想自己美好的过往，而
它并不气馁，风景这边独好，这
就是我们目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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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小哥的琐碎生活
渴望提升自我
孟丹丹 北京报道

从星巴克“黑围裙”店员
变身快递员的王彬，
形容在北京单调忙碌的日子，
就像“品味土耳其咖啡，
酸涩却又浓醇”。

王彬对咖啡非
常热爱，写下满
册的咖啡笔记。
（受访者提供）

王彬拿出公司
的智能终端为
《联合早 报》记
者演示：
“ 每人有
多 少 任 务，都 很
清楚，完成多少，
没有完成多少，也
都一目了然。”

快递员王彬曾是
星巴克咖啡店的
“黑围裙”员工，
经常会被外派为一
些企业开办咖啡讲
座。（受访者提供）

（孟丹丹摄）

以外地人为主力的
北京快递大军中，
王彬（35岁）是寥
寥无几的地道北京
人。三年前，他在星巴克咖啡店
已升到“黑围裙”（非普通店员

在

的一种级别），因羡慕快递员工
作的自由与高薪，转行成了快递
小哥。
真正入行他才知道，体力透
支，没有时间提升自我是这个
“美差”的最大挑战。不过，北

京人的幽默健谈加上对咖啡的痴
迷，单调忙碌的日子被他比喻为
“像品味土耳其咖啡，酸涩却又
浓醇”。
“三笼屉肉包子，一碗豆
浆，一个鸡蛋”，早晨6时30分，

热烈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6 9 周年

王彬在楼下的早点铺吃完一天中
最主要的一餐。作为住在市区三
环内的北京“土著”，他并不需
要像很多外地来的上班族一样，
天未亮就要挤进公交。“6点半
从家出发，7点之前就能到达公
司”。
分拣物件是快递业工作每
天第一项任务。“就像摘咖啡
豆”，他用手比划采摘的样子，
咧嘴笑着说：“这样想，就不觉
得枯燥了，每人把属于自己的快
件拣过来放成一堆。”
大约8时30分，50多名快递
小哥将数千件的快递分拣完毕，
然后急匆匆跳上塞满货件的电动
车，奔赴自己的辖区。

租金涨客户迁出
工作减半变琐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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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教授
李文龙律师
张锦泉
李金源
叶连波
胡进胜 PBM
陈蒙志
林清荣 BBM
林道文
林蔼能
黄争良
林伟民博士
陈威良
林利
潘国驹教授
李良义
朱基熊
聂金凤

李文龙大律师馆
艺丰私人有限公司
华星贸易(新)有限公司
福联盛控股有限公司
傅新春私人有限公司
金源五金有限公司
山林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仁和有限公司
庆丰私人有限公司
顺泰祥(私人)有限公司
双马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MEGACHEM LIMITED
侨兴(私人)有限公司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
福南(1998)私人有限公司
华贸有限公司
杨庆朝会计师公司
安益有限公司
协成集团有限公司
辉联集团有限公司
一丰有限公司
惠得物产私人有限公司
远泰燃料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盛和建筑私人有限公司
中侨百货有限公司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新成(私人)有限公司
食品同业(新)私人有限公司
联发集团
金航旅游业有限公司
新加坡工艺有限公司
协发漆料公司
双世出版公司
智慧控股有限公司
SINCERE HEALTHCARE GROUP (S) PTE LTD
CHINA EXPRESS TRAVEL (S) PTE LTD
JACOBS DOUWE EGBERTS HLD SCP SG PTE LTD
CHARTERED MANAGEMENT CONSULTANTS PTE LTD

沈 颖
黄锦西律师
李滋长
陈启奋
吴志海

李奕贤
杨新发医生
林方华 BBM
徐 力
杨咸春

杨荣文

曾士生

蔡龙海 PBM

林方基

傅新春 PBM

龙汉光

陈奕车

汪家裕

吕建宏
王智勇

汪千森
陈华源

陈树肆
杜 菁

潘国驹教授
柯建强
杨庆朝
陈奕福 PBM
简耀强 太平绅士
黄延辉 太平绅士
耿信生
林焕章 太平绅士
李 康
王 燕
陶丽红

吴斯仁
左海滨
高泉庆
黄选民
毕晓琼
陶祚强
曹云川
符慧雯

浩瀚石油集团
汪隆发(私人)有限公司
锦兴食品工业私人有限公司
大华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新加坡营业部
东方汇理瑞士银行
招商银行新加坡分行
三花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
大新船务有限公司
万茂兴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新加坡分行
元立投资私营有限公司
太和旅游机构
日木品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新加坡)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新加坡分行
中国建筑(南洋)发展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
仁恒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双吉企业
有可为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华晔私人有限公司
五金有限公司
宇博中国有限公司
志英行(私人)有限公司
李亚九企业私人有限公司
吴裕兴私人有限公司
青建(南洋)控股有限公司
招商局能源运输(新加坡)控股有限公司
林德利(私人)有限公司
东裕食品(新加坡)有限公司
奏顿商务私人有限公司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
南京酒家(新加坡)

同 庆 贺

星中文具私人有限公司
科艺私人有限公司
郭瑞成(新)私人有限公司
海声鱼业私人有限公司
黄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康元有限公司
翊荃胡姬花园 陈尚贤
隆垦(新加坡)有限公司
万裕投资(私人)有限公司
普善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富乐康中医
裕丰参茸药行
谢工程私营有限公司
新加坡华星国际酒店管理公司
新加坡福智霖集团
新益五金私营有限公司
新浦化学私营有限公司
溢顺五金私人有限公司
丰泽投资私人有限公司
ACCORD CORPORATION PTE LTD
AD.WRIGHT COMMUNICATIONS PTE LTD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LTD SINGAPORE BRANCH
ALL NEW INTERNATIONAL PTE LTD
ASIA MORTAR PTE LTD
BYD(SINGAPORE)PTE LTD
COPYTRON TECHNOLOGIES PTE LTD
EC WORLD ASSET MANAGEMENT PTE LTD
GOLDEN HARBOUR INTERNATIONAL PTE LTD
KELANTAN ELECTRIC COMPANY
KTL OFFSHORE PTE LTD
LANDEX PTE LTD
LINK 2 LINK ASIA PACIFIC PTE LTD
MADE ARTISAN ID PTE LTD
MITRON MANAGEMENT PTE LTD
SEMBCORP DEVELOPMENT
SENG CHOON ENGINEERING PTE LTD
SING & SAN CONSTRUCTION PTE LTD
SINTALOW HARDWARE PTE LTD
WANIN INDUSTRIES PTE LTD

王彬负责的是北京中央商业
区（CBD）的一座写字楼，共有
100多家客户。一般来说，上午工
作内容是送件，下午是收件。
近年来，北京房价居高不
下，写字楼租金也水涨船高，租
户搬离也影响到快递的业务量。
“明显少了”，他不假思索
地说：“差不多是最好时候的一
半吧，不是所有租户都能承受得
起房租。”
写字楼里的企业搬进搬出，
再加上办公共享空间的兴起，
“快递量没有增加，工作却变得
越来越琐碎了”。他解释：“以
前，跑一家公司就能收到10多件
快递，现在，收10份快递差不多
就要跑10家客户，也就是要分别
与10位发件人打交道，时间精力
成本自然增多了。”

笑看别人生活
也是一种美好
不过，王彬把这些天天面对
的琐碎事看成一道别样的风景：
“笑看别人的生活，也是一种美
好。你可以听到南腔北调，夹杂
着各种方言的普通话；有的女生
穿着内衣就跑出来收发快递，有
的假睫毛还挂在眼皮上，来不及
收拾；有的男生发快递时总在
忙 着 吃 方 便 面 …… ” 他 认 真 地
说：“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
易。”
每天在写字楼里穿梭往来，
虽然从不身着工服，但同一座大
楼里几乎无人不认识这位“北京
快递小哥”。
“快递倒像是兼职”，他打
趣说：“他们（客户）每天都在
期待我的到来，不仅是等快递，
还有我的增值服务：我的按摩手
法不比专业店差。当然，年轻女
孩不可以，大妈是可以的。”
遇到喜欢咖啡的客户，如果
时间又允许，这位快递小哥还会
打开话匣子，从咖啡产地、口
味，一直说到世界各地的咖啡文
化，俨然又回到了穿上星巴克黑
围裙的咖啡大师。
因对咖啡的未了情结，王彬
总会留意与咖啡有关的信息动
态。他会拍下一些无人打理的自

动咖啡贩卖机的照片，语重心长
地劝告习惯使用自动咖啡贩卖机
的白领说：“奶盒做不到天天消
毒，怎么能保证咖啡的安全与品
质呢？”
一般上午派件的高峰期在11
时结束。由于周末积压较多的快
件，周一通常会延长半小时。
王彬拿出公司配备给每人
的，像手机一样的智能终端，为
《联合早报》记者演示：“ 每人
有多少任务，都很清楚，完成多
少，没有完成多少，也都一目了
然。”

胖是“工伤”
迫切需要减肥
他的午饭一般在写字楼的商
铺里应付过去，“特别忙时，午
饭也就省略了，或者忙到没胃
口，就会用这段时间举会儿哑
铃”。与其他快递小哥不同，王
彬的电动车里总放置一对哑铃，
他自嘲：“胖是工伤，迫切需要
减肥。”
下午1时，智能终端上陆续
显示揽件通知。王彬要按照下单
顾客的电话及时沟通：“如果您
寄的是金银首饰，我们建议您保
价……我会给您带打包带、包装
盒，运费大概50元……”。
在三年忙忙碌碌的快递职业
生涯中，他还曾收获一份感情：
“半年前的事了，现在变成了尴
尬……”
他停顿了下，长舒口气：
“她是外企的前台，后来说我们
不合适……也确实是这样吧，我
性格比较忠诚，自己都还没吃午
饭，却想着她下午茶喜欢吃什
么，她不喜欢这样……现在的女
孩都很独立。”
傍晚6时是写字楼普遍下班的
时间，快递收发也基本上到此为
止。驱车赶回公司，清点快件，
交车完毕后，时间已过8时，一天
的工作就此结束。

饭后看书冥想
希望成为真正咖啡大师
晚饭后已近10时了，虽然有
些疲倦，王彬还要坚持看会儿
书，或者在音乐中冥想一会儿，
写下自己的感受。他挠着头说：
“说起来很轻松，其实好累，
有时冥想，看书都无法集中精
神。”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安静下来，王彬说：“大多数时
候很困，很累，一周只有一天休
息，没有充裕的时间提升自己，
我只有多读书，能吸收多少就是
多少，这个力量自己先藏着，
什么时候能使出来，这还说不
好。”
“今后最想做的事，还是
‘回到咖啡中去’。”
说起咖啡，他又兴奋起来：
“去南美，去土耳其，走遍世界
各国咖啡产地，去最专业的咖啡
店拜师，最终成为真正的咖啡大
师……在土耳其咖啡的氤氲气味
中，就不会感到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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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雅雯在她的工作
室兼公寓见面，约
定时间是上午8时，
匆匆忙忙奔下楼来
接我时，她正要开始化妆，准备
下一场直播。
“昨天直播我唱了将近30首
歌，现在感觉嗓子有点哑”。李
雅雯不经意地说，一边熟练地对
着镜子拿着粉刷化妆。
24岁的李雅雯在抖音平台上
做主播，她给自己起了个搞怪的
名字，叫“大头怪婴”。
在这个行业，她还算是个新
人。一年前，李雅雯曾经短暂从
事网络主播，但由于收益不理
想，当时未能坚持。然而，身边
朋友的成功经历一再激励着她，
一个多月前，她收拾信心，再次
回到了网络世界。

与

曾实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一天

网络主播的人气拼搏
90后青春不留白

“大头怪婴”是24岁的李雅雯
在抖音平台上的主播身份，
她观察高人气高收入主播所具备的条件，
发现除了颜值、情商、技巧外，
运气与努力也很重要。

广州报道

每次直播前，
抖音平台主播李
雅雯都要认真准
备妆容，以最佳
状态投入直播。
她把自家客厅打
造成直播场景，
她居住的公寓也
是工作间。
（曾实摄）

下线后不入眠
继续研究别人直播

无情打击疯狂打赏
网友行为考验主播情商
“外行人总以为做主播很简
单，觉得你不就是在那说说话
嘛。”入行之后，李雅雯才知道
个中的不易。
在数小时内，主播必须全程
集中，保持端坐状态且情绪饱满，
还要一直观察粉丝，与粉丝互动。
同时，这一行业对情商也有着高
度要求，主播要善于把控场面，谈
吐有分寸且反应快速，让粉丝觉
得你是有趣的人，这样他们才有
可能留下来持续关注你。
在直播过程中必然也会遇到
各种状况，比如有游客进入直播
间后直接来一句“你好丑”，或
是下线前李雅雯跟大家说再见
后，被顶一句“你赶紧滚蛋”，
虽然心里委屈，她仍要设法以大

（曾实摄）

家都舒服的方式调和气氛，避免
场面陷入尴尬。
网络主播的收入绝大部分来
自粉丝打赏，遇到“土豪”狂刷
礼物时，一天就可能得到白领一
年的收入，因此不乏一些年轻人
出于“赚快钱”的心态进入这一
行业，甚至在直播过程中有出格
举动。这种价值观近年持续受外
界抨击，也因此，网络主播这一
群体的形象一直充满争议。
尽管目前还是美女与帅哥霸
屏，但近两年直播行业大整改之
后，曾经的乱象有所改善。“不
能衣着暴露，不可以露乳沟，直
播时不能有不雅姿势，否则马上
会接到警告，几次之后就会被封
号。”李雅雯认真地说。

走出安逸南漂打拼
一度兼三份工
家在四川南充的李雅雯，属
于独自到广州打拼的“南漂”，
虽然家境不差，父亲甚至有计划
到广州开一家餐馆交给她打理，
不过，本着“青春不留白”的心

态，李雅雯努力打拼着自己的未
来，她一度兼顾三份职业——除
了直播，她还在酒吧驻唱，并自
己设计与经营服装生意。
不过，这样的状态意味着睡
眠严重不足，持续一段时间后，
她放弃了看起来收入稳定的酒吧
驻唱工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主
播行业上。
重回直播镜头前，李雅雯心
里清楚，这一行需要坚持才能见
到成效。“公会（经纪公司）不
缺漂亮主播，也不缺有才艺的，
缺的是能够一直坚持的”。她
说，一名网络主播的孵化期至少
需要三个月，刚开始时，赚不够
自己的生活费很常见，很多人正
是在这个时候选择退出。
至于高人气高收入的主播所
需具备的条件，李雅雯说，自己
身边的成功例子不少，除了颜
值、情商高、懂直播技巧外，运
气与努力也很重要。
她以自己一个男性主播朋友
为例，指他刚踏入这一行时，
每天端坐电脑前连续直播10多个

小时，以这种方式来积累粉丝，
乃至其所属公会都为他的健康担
心，因为正常状态下，一名主播
连续工作几个小时已有疲意，但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三个月后，
这名主播在经济收益和人气方面
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用时间来砸”
连播10多小时积人气
《联合早报》记者与李雅雯
在一起的这一天，她直播间里的
游客一直在20人左右徘徊。临近
下午2时30分，她已直播了三个多
小时，送上最后一首歌后，李雅
雯微笑着和游客们道别，约定下
一场直播再见。
这一场直播下来，除去公会
抽走部分，李雅雯说，自己赚
到大约100块钱（人民币，20新
元）——这远远没有达到她的目
标。
“我按照要求做了各种改
变，到底是哪里还不够好？”她
顾不上先吃已送到的外卖，拿起
手机，用聊天工具与公会运营讨
论了起来。
“运营说我的刘海和今天的
衣服不搭配。”李雅雯看起来有
些失落。她原本计划下午去附近
的布料市场，为自己的服装生意

选购面料，不过，上午直播带给
她小小的挫败感，令她有些意兴
阑珊。
在微信上，她长时间向其他
主播朋友倾诉，和朋友相互总结
直播过程的得与失——这或是她
一天中放松的时候。一个网络主
播微信群上，被称作“大主播”
的人不停地发布励志鸡汤文字，
她一条一条地浏览，其中一段话
说：“因为人生不能如此平凡，
生命只有一次，我要活得漂亮
点。”
“还是要用时间来砸”，李
雅雯决定效仿她的主播朋友，尝
试每天连续直播10多个小时，在
目前还是小主播的阶段，依靠长
时间在线来积累人气。
因为有规定不能在直播过程
中吃饭，她甚至想好解决餐饮问
题的对策，准备面包之类的食
物，在直播过程中稍稍把身体倾
向镜头外，迅速吃一口，再回到
镜头前面对粉丝。
“我才不要以后有一天，为
了钱得要向别人低头。”
晚上10时，这个倔强与要强
的女孩再次开始了她的网络直
播，在镜头前，她神采飞扬，这
一次，她说自己要连续直播10多
个小时。

正是在这个时候选择退出。 —— 后网络主播李雅雯
网络主播的孵化期至少需要三个月，刚开始时赚不够自己的生活费很常见，很多人
公会︵经纪公司︶不缺漂亮主播，也不缺有才艺的，缺的是能够一直坚持的。

李雅雯曾有数年酒吧驻唱歌
手的经验，在直播平台上，她给
自己的定位是才艺主播，在直播
间给网友们唱歌聊天。和她见面
的前一天，她直播到凌晨1时。因
为觉得自己直播技巧不足，结束
自己的工作后，她继续在网上研
究别人的直播直至凌晨5时，也就
是说，她前一晚只睡了不足三个
小时。
完成精致的妆容后，李雅雯
显得神采奕奕，完全看不出熬夜
的痕迹。她坐在电脑前调试设
备，打开灯光，调节最合适的角
度，将近11时，李雅雯开始了当
天的第一场直播。
“欢迎你！”她热情招呼每
一名进入直播间的游客，直呼他
们的网名，尽管对方很可能马上
就跳转到另一个直播间。
在线的游客并不算多，只有
10多个人，不过，即便只有一个
人，任何称职的主播都必须持续
与游客互动。“如果没有人来，
或者没有人说话，我就唱歌，总
之必须保持直播氛围。”

直播前的李雅
雯 —— 在 下 来 数
小时内，她必须
全程集中，保持
端坐状态且情绪
饱满，还要一直
观察粉丝，与粉
丝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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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口秀演员的北漂奇遇
想段子找回真性情

孟丹丹 北京报道

我现在这么能说，而且还能在大庭广众表达想法。 ——脱口秀演员、网络编剧侯锦涛
我实际上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妈一直担心我不够开朗、活泼，交不到朋友，她肯定没想到

在咖啡馆演了一年脱口秀的
侯锦涛说：“冷场是几乎每一个
脱口秀演员都会经历的遭遇。”
但脱口秀也成了他排遣生活中的郁闷、
纾解情绪的解压阀。他觉得，
台上的自己比台下更真实。

京初秋的夜晚，暑
气消褪，喧闹了一
天的东四北大街仍
然熙熙攘攘，侯锦
涛（24岁，网络编剧）出了地铁
站，穿过人群，匆匆走进闪着
“笨豆”霓虹灯的咖啡馆。作为
一名脱口秀菜鸟，他要赶在8时之
前，在咖啡馆二楼的单立人开放
麦上测试新创作的段子。
听到稀稀落落的笑声从楼上
传了出来，他才松了口气：“今
天不会冷场了！”

北

“我的前男友”段子放了出来，
这个吐槽自己被女观众当场羞辱
的段子，在微信圈里得到过众多
的点赞，他想试试现场观众的反
应。
不过，现场的反应远不如微
信圈里的热烈，于是，他又抛出
大学生们几乎每人都经历过的军
训，开涮自己“娘炮”的段子，
虽然观众并没有给出他所期待的
掌声，他对自己把控表演的节奏
还是比较满意。
“没有冷场，冷场是几乎每
一个脱口秀演员都会经历的遭
遇。”他坦然地说：“更何况像
我，说脱口秀也就一年。”

只有一个观众
也得硬着头皮讲完

北漂青年侯锦涛独自在北京打
拼，在脱口秀的行业中找到真正的
自己，这是侯锦涛在单立人开放麦
测试新创的段子。（孟丹丹摄）

“我叫侯锦涛。”开场白的
话音未落，台下的两名女生嘻嘻
地笑开了，他接着一本正经地
说：“所以，为了避嫌，我就给
自己起了个英文名ToTo，知名的
卫浴品牌。”
台下依然有笑声，这让他由
紧张变得有些兴奋。他赶紧把

说完脱口秀，时间已近9时，
他这才想起，刚才从公司赶过来
还没来得及吃晚饭，一份意面一
杯牛奶，这是他今天的第二顿正
餐。
他边吃边描述曾遇到过只有
一个观众的尴尬场景：“就一位
观众，他坐在台下呆呆看着我，
第一个段子讲完，他没笑，第二
个段子讲完仍没有笑，当时简直
要崩溃……我也只有硬着头皮讲
完，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听完。”
他解释说：“当时准备了好
几个段子，准备击中不同观众的
笑点，没想到就一位观众，就相
当于一定要打中靶心，让他一个
人满意，真是很难，也许他恰好
不喜欢我的风格，或者我的新段
子还不过关。”

离开脱口秀现场， 回到位
于东五环的租赁房差不多已近11
时，他还要静下心来，对今天开
放麦的表现进行复盘，再向同行
前辈们微信征求改进的意见，之
后写些与剧本有关的材料，到凌
晨两三点钟才睡觉。
侯锦涛说，他自高中时代就
是个夜猫子，一直到做了职业编
剧也没有改变。而这种总要到下
半夜才能睡得着的习惯，在他成
为北漂后，反倒成了优势——不
受合租室友的影响。

北漂租房
奇葩室友上演闹剧
“虽然不受影响，遇到奇葩
的室友也很糟心。”
他一脸无奈地说：“以前的
租房室友有些神经衰弱，一点动
响她都会大吵大闹，她白天在
家睡觉，半夜12点花枝招展地出
去，凌晨再回来睡觉，一有人
出入开门、关门，她就感到很
吵。”
后来，受不了动响的女生认
为侯锦涛和另一租户合起来欺负
她，报了警。
回想起当时的心情，他仍不
能释怀：“我非常害怕，倒不是
因为她是夜间工作者，而是我们
的租房属于非法打隔断，闹到最
后有可能全都被赶走。”
“好在警察息事宁人，让租
客们自己协调解决问题”。最
终，不堪忍受周围动静的女租客
搬走了，而侯锦涛的北漂租房故
事仍在不断上演。
在大学毕业后的两年时间
里，他一共搬过四次家，其中有
遭遇过黑中介，又与同居的前女
友分手……现在他仍打算接着搬
家，换到一个有公共空间的房
子。他认为这样生活才不至于过
于单调，至少有人聊天，否则一
个人在出租屋里，除了外卖的快
递员，都看不到活人，“少了生

活”。

观众起共鸣
让心中不悦坏事变好事
不过，最近北京的房租涨得
惊人，尤其是受年轻人青睐的长
租公寓，这让他犹豫不决，因为
目前的房租已占到他收入的三分
之一。“好在，这些郁闷都转化
成了脱口秀段子，变废为宝。”
按照通常的作息时间，他会
在早上10时左右醒来后叫外卖，
然后边吃早午饭边看剧，看完
剧，大概下午两三点，再去公司
开剧本会。
前不久，他写了一部网络喜
剧《万能图书馆》，剧本拍出来
后在豆瓣上只获得4.8的评分，
让他很沮丧。“我就把这件事作
为话题，放在脱口秀开放麦上说
了。”
他说：“把自己不好的事情
当众说出来，其实就化解了，说
明心里不再介意这件事，如果还
能获得观众的共鸣，引发掌声，
就是坏事变成好事了。”
脱口秀成为他排遣郁闷、纾
解情绪的解压阀。站在舞台上，
他觉得，台上的自己比台下更真
实，也让他发现了一个不同的自
己。在舞台下，社会人要顾及许
多方面，不可能完全地展现真
我，他甚至觉得自己都慢慢迷失
了自己，不知道自己怎么说话才
是最舒服的，脱口秀舞台的特殊
空间，让他能够把最真实的个性
展现出来。
“我实际上是个沉默寡言的
人，我妈一直担心我不够开朗、
活泼，交不到朋友，她肯定没想
到我现在这么能说，而且还能在
大庭广众表达想法。”
对于未来的生活工作规划，
这个男生说：“生活、工作都还
不稳定，我希望自己的剧本能够
火起来，行价涨起来，或者成为
脱口秀明星。”

侯锦涛的名字和中国前领导人胡锦涛只差一个字，这个也成为他表演的开场白，热络演出气氛。（受访者提供）

13.10.2018 (星期六)
晚上8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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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首先要对
然后不断总结与累积
融资可能是大多数创业者
遇到的最大难题，吴佳林也不
例外。他坦言，创业数年来，
企业今年才开始有所盈余，前
年更一度出现资金面极度紧张
的情形，项目回款难，但公司
员工的工资不能不发，“每
天一睁眼就感受到巨大的压
力”。
所幸的是，他及时筹到了
足够的资金，度过了这一紧
张期。回顾这段时期，吴佳
林说，创业需要积累与历练，
往往到一定阶段才会有回报，
尤其是像他们从事技术类的企
业。“这是一个不断总结与累
积的过程，不过，你选择的方
向首先要对。”
他也体验过有时候明知道
一条路很可能走不通，跟一些
同行探讨，也了解问题所在，
但仍然是要亲力亲为试一下，
最终撞了板，才能总结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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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报道

进，他都会与团队成员认真沟通。 （黄春升摄 ）
碰碰走来，公司逐渐迈入稳步发展期。每一个项目的推
广东潮汕籍的吴佳林（中）四年前开始创业，一路磕磕

经过几年的努力，吴佳林
的公司在点滴积累与成长，包
括企业信用、客户资源，也包
括团队的组建，从最初仅几人
的工作室，发展到现在共有17
名公司成员。今年，他们还拿
到多个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登记证书，包括产品防
伪系统、拼购系统、微商城管
理系统等。
付出当然很多。作为创始
人，吴佳林必须着手解决一个
接一个迎面而来的问题，“时间
总是不够用，以前加班到凌晨
一两点是常态，每天就睡几个
小时”。说起自己创业初期的艰
难，吴佳林显得云淡风轻。
但每个项目的顺利完成，
背后无疑都有团队成员为之投
入的大量时间与精力，包括他
们正在承接的中小学生课后辅
导网络平台项目，在积极进行
需求分析之余，吴佳林自己也
一直在钻研，努力熟悉相关领
域，包括教学资源的录制、不
同年龄层的教育需求等。
他很认真地说：“必须对
得起客户的信任啊。”

审核完项目小组递交上来的
项目策划书，下午3时，吴佳林
整理好文件物品，赶赴客户办公
室。他说，自己此行的任务是要
与客户就项目方案充分沟通，
继而与团队成员致力完成产品开
发。

曾实

——广州创业青年吴佳林

草创初期
每天只睡数小时是常态

微信群上
组员密集沟通及时调整

下午6时半，吴佳林步出客户
办公室，“客户提出了一些修改
意见，但总的来说，他对我们递
交的方案还算满意”。
吴佳林说，晚上他会在微信
群上再与小组成员沟通，请他们
及时做出调整。
深呼一口气后，他准备赶赴
与另一名客户的饭局。除了带领
团队出色地完成手中项目外，搭
建良好的客户关系，也是他现阶
段给自己制定的努力方向。
这一天，吴佳林回到家中
时，已是晚上10时，小女儿早已
入睡。蹑手蹑脚地进入房间，吴
佳林俯身亲了亲孩子的额头，又
蹑手蹑脚地关上房间的门，这又
是他再普通不过的一天。

位于广州番禺一个创业青年聚集地，
吴佳林四年前开创的这家科技公司，
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6岁，
正逐渐迈入稳定发展期。

一成不变的状态，对生活还保有激情吧。
像我们这群人，大概都不喜欢

早

的经验。
“当然觉得很累。”不过，
这也是个人成长的过程，选择创
业有一部分也是根植于自己骨子
里的基因决定。他说：“像我们
这群人，大概都不喜欢一成不
变的状态，对生活还保有激情
吧”。

特辑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一天

创业青年的突围成长
亲力亲为累积经验
上10时，走进吴
佳林办公室的时
候，他正在面试
新人。
看起来是一场风格轻松的
面试，间中还传来一两阵笑
声，完全感觉不到传统面试的
紧张气氛。
吴佳林的公司位于广州番
禺一处商住小区，这里现在已
是创业青年的聚集地，外围装
饰、商铺氛围都在彰显着新锐
与个性，而作为互联网科技企
业，吴佳林公司员工的平均年
龄也在26岁左右，属于年轻且
充满活力的企业。
四年前，在广州某单位就
职的吴佳林，从工薪阶层白手起
家，投身创业大潮。时年32岁的
他，有着多年信息安全的从业经
验，也理所当然选择了自己熟悉
的行业，创办颐点科技公司，从
事软件开发、信息安全、平台搭
建等。一路走来，他的企业逐渐
迈入稳定发展期，时下正在筹建
工作小组，分别负责公司的不同
项目。
“国家对信息安全越来越
重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领导小组’今年改成了‘中
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
会’，进一步加强了安全保障
职能。”说起自己的专业领
域，吴佳林侃侃而谈。
他也表示，在当前的时代
背景下，自己希望再招募一些
懂技术的互联网人才，一起脚
踏实地干些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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