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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昆曲一座城 一场足球共圆梦
如果提到“昆曲”和“足球”，
你可能觉得他们二者之间毫无关系，
但在昆山，他们是城市的名片。在昆山，
昆曲是一
把精美的折扇，一面是经济，一面是文化。在经济腾飞的同时，文化也得到了反哺，昆曲在这片发源地历久弥新，生机
勃发。在昆山，足球不仅是一项竞技类体育运动，
更代表着一种城市精神。球员“顽强拼搏、勇于进取、永不言败”的精
神与昆山城市精神相映生辉。今天，
让我们触摸这两张名片，
探寻属于他们的故事。

昆山有 礼

一花一世界
一花一世界
水乡皆风物

“小桥流水人家”，对江南小镇的最初印象，大多如
此，
当流水串联起周庄的阁楼、舟楫、古桥、老宅时，
水乡
风物跃然眼前。无数文人墨客为周庄倾倒，
留存完好的
明清建筑、世代枕河而居的本地居民，古镇始终保持着
最地道的面貌，迷蒙的水色间，迷人的小世界让人流
连。梦梦烟柳，玉兰迎春，海棠垂丝；张厅庭院，逸飞笔
墨，
双桥寄情。每一幕定格都犹如宣纸上活色生香的世
界，
被三月温婉的风吹起，
韵开一卷江南小镇，
一花一世
界，
寄以心曲，
万物明媚。

玉兰迎春，玉树流芳展春晖

昆曲的前身是“昆山腔”，六百年前，从昆山一
位叫顾坚的文人口中吟出。顾坚开创性地以宋词
的音乐为基础，又承续唐宋时期的音乐元素和演唱
风貌，还融入江南民歌小调，渐渐就琢磨出了“昆山
腔”，一时唱遍吴中一带。昆曲功深熔琢，气无烟
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出精致
优雅，流丽悠远，听之足以荡人。一唱三叹中无论
是闺阁闲愁、离人相思、兴亡之叹，都淋漓尽致，让
人心魂摇曳，神思悠然。汤显祖把他用生命写作的
《牡丹亭》奉献给了昆曲。杜丽娘在梦境一般的园
林中，发现自己的生命和春天本应一样的美好：
“原
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于断井颓垣”
“良
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 只为你如花美
眷，似水流年”这绝妙的语言和意境，多少人能不为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也是期待的季节，撒下种
子，便是种上希望。现在，昆山足球亦是如此，春暖
花开，播种未来。今天，走在昆山的街上，有越来越
多的声音谈论足球队，街边的足球元素也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这座城市刮起了一股足球春风。
昆山足球俱乐部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最
直观的就是热情。第一轮对阵江西联盛，现场上座
人数高达 9726 人，全中乙第一名！毫无疑问，火爆
的昆山 FC 主场，已经成为中乙联赛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让很多专业足球人士惊叹的是，作为一家成
立不久的中乙俱乐部，主场氛围的营造，甚至不亚
于一些中超球队。
“以前体育场就是体育场，但现在
多了职业足球元素。”环绕球场外围，就能看到“你
我共昆山”的大型横幅。球迷文化在火爆的昆山主
场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生机勃勃。一家名曰“昆山
球迷联盟”
（简称昆盟）的专业球迷团体应运而生，
它还有一个别样的英文名：UKFF。其本着紧密团
结拥有共同昆山信仰和梦想的球迷朋友，塑造昆山
特色球迷文化的初衷，努力将昆山球迷联盟建设成
“Unique、United、Undying”
（独一无二、团结一
心、一如既往）的球迷团体。而在昆盟之外，各个地
区和各企事业单位，也陆续以球迷组织形式观赛。
围巾、阵旗、横幅、TIFO，球迷们的热情越来越高，

“昆山最美的腔调是昆曲，最有活力的运动是
足球”这是新时代背景下昆山发展的新思路。如
何解读这条新路？恐怕没有人比《昆山之路》的
作者杨守松更有发言权。多年前，杨守松创作了
报告文学《昆山之路》，引人瞩目。他用饱含激情
的 笔 触 ，向 世 人 描 绘 了 昆 山 经 济 腾 飞 的 宏 伟 篇
章，也向世人揭示了昆山人民艰苦卓绝的创新之
路。
“ 昆山之路并没有终点。”杨守松强调。他说：
“如今昆山正蓄势发展的足球与昆曲，正是一条
新的‘昆山之路’。”
一壶清茶，一间小院。如今杨守松的生活静雅
脱俗。但是，他依然时刻关注着昆山的每一个变
化。杨守松不仅是文化、昆曲方面的大家，更是一
个资深的足球迷。翻看昆山 FC 的队刊时，杨守松
重重地指着
“血性”
二字，他告诉记者，
“这就是足球

一曲昆腔 百年传承
之感伤和落泪？那如泣如诉的歌唱，道出了多少才
子佳人的梦中呓语？
昆曲在与人们心灵的息息相通中，红遍大江南
北。文人士大夫纷纷养起昆曲家班。逢年过节，或
家有喜事，家班的演出一场接一场，边用宴边品戏，
一餐饭可以吃上五个时辰。主人一时兴起，可登台
串上几句词，其水平也不亚于专业人员。曹雪芹在
《红楼梦》中再现了那一段段热闹非凡的演出，从贾
母到鸳鸯这样的丫头，谁不懂得昆曲？谁不热爱昆

曲？当六百年前，
“ 昆山腔”在昆山响起；当五百年
前，
“水磨调”问世；当四百多年前，
《浣沙记》唱响舞
台；当三百年前，康熙大帝在昆曲中流连忘返；当二
百年前，昆曲滋养着其他剧种。百年的昆曲，带着
唐诗宋词的影子，带着各民族的音乐元素，从昆山
走出，走向大江南北。它咏唱着“对酒当歌，人生几
何”的感叹，咏唱着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一直响彻
在我们心底。
在淀山湖，喜爱昆曲的人不断传承和发展昆曲
艺术。早在解放前，这里就有看戏的习惯。新中国
成立以来，
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关怀下，
经过不断继
承、发展，
爱写戏、爱演戏、爱看戏在淀山湖镇已经形
成了优良的传统习惯，这里不断显示出戏曲越来越
旺盛的生命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淀山湖镇的一
批业余戏曲团队相继诞生。以邵小荣、邹凤仙、潘佩
芳、陆顺元、周锡元、张祖林为主体的镇演出队，
演出
了许多经典戏曲。随之，
金家庄、新星、新民、复光等
一个接一个的业余团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至今还
在群众中留下深远影响。在八十年代后期，淀山湖
镇坚持每年创作、演出戏曲节目，
献给热爱戏曲的人
们，
淀山湖镇凝聚着戏曲文化和民族情感，
一步步延
续，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早在 1994 年，淀山湖镇就
被评为“江苏省群众文化先进镇”，其中金家庄、安
上、度城、兴复、永新、红星等地的戏曲团队，打造戏
台营造传统戏曲氛围，发展以戏曲为特色的乡村文
旅，
改变了淀山湖镇的传统旅游模式，
在观赏戏曲的
同时感受历史与文化的底蕴。
如今，淀山湖镇拥有周雪峰戏曲艺术工作室，
这里不仅是国家一级演员、第二十七届中国戏剧梅
花奖得主实现艺术创作的办公之所，也是集宣传、
展览、学习、演出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场所。这为
淀山湖镇戏曲艺术传承、培养优秀戏曲表演人才、
开展艺术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也为淀山湖镇文化
旅游添上靓丽的一笔。

二者结合 创新之路

海棠垂丝，欣欣向荣觅回忆
海棠花开，逸飞之家院前回忆满载。太阳的高度
将温暖洒到小巷里、院子里。阳光明媚，藤绿花开，渲
染着斑驳的墙瓦，满透着精致的萌动。一花一世界，
每一个转角都是一幅“故乡的回忆”的画面。旅美画
家陈逸飞一幅《故乡的回忆》，让八十年代还藏在深闺
中的周庄走向世界，成为“东方的威尼斯”，坐拥“中国
第一水乡”的称号。为承先生之志，周庄将双桥畔古
宅改造为“逸飞之家”。院里垂丝海棠枝繁叶茂，欣欣
向荣。春来花展，未开时，花蕾红艳，似胭脂点点；开
后则渐变粉红，于淡雅中显艳丽。
“ 周庄不管从哪个角
度看都是美的！”逸飞先生说过。是的，在周庄井字形
的河道上，有着 14 座建于元、明、清的古石桥默默伫
立。这座古镇仍旧保持着水乡的原貌，有一股力量让
她始终鲜活而真实。海棠无香胜有香，垂丝海棠静静
守着双桥上来来往往的青春与记忆、好奇与收获。逸
飞先生用故乡之笔给予我们眼睛，看周庄美景，将一
幅独属于自己的画作留在心间，这也是周庄给予每位
游人的馈赠。周庄是杨明义的“发现”，是三毛的“乡
愁”，是陈逸飞的“故乡的回忆”。
在水乡粉墙黛瓦的古民居里，
在古色古香的明清院
落里漫步，不经意间发现，隐藏其间的景象，一亭一榭、
一船一橹、一桥一巷、一砖一瓦，
皆有灵性。所有的时光
都轻轻地消遁了呼吸，
是故事，
亦是风物。

湖边豆腐坊的
美好味道

一场足球 传递精神
阵势也愈发专业。而不少散客球迷的出现，也让昆
山 FC 倍感欣慰，尤其是那些一家三口一同前来的，
也许他们不够专业，也不是足球死忠。但时间长
了，相信他们会喜欢上这项运动，把周末看球当做
一种习惯。
不仅狂热，更要有昆山特色。用昆山 FC 自己
的话说，
“要让昆山球迷一眼就能认出，这是自己的
子弟兵；要让全国球迷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一支来
自昆山的球队。”赛季宣传片和首发秀的设计，都是
立足昆山本地文化。把足球和昆曲相结合，这种模
式一经推出，很快得到昆山市民的强烈共鸣。有人
说，
这是新时代新文化的一种体现。
足球和昆山文化的结合，还体现在俱乐部的票
务工作。
“ 听一出昆曲，感受艺术之美；品一碗奥灶
面，享受舌尖上的美味；观一场球赛，体验运动的激
情。”这样的口号在昆山叫响，把传统美食、视觉盛
宴和世界第一运动结合起来。
足球，不仅在昆山体育场内。如今，走在昆山

张厅玉燕堂庭院里种有两棵白玉兰树。春风起，
堂
前花骨朵儿长满枝头。春风吹遍，
如鸟儿般展开翅膀，
翩
翩起舞。据《周庄镇志》记载，
张厅为明代正统年间中山
王徐达之弟徐逵后裔所建，
后为张姓所有，
改称张厅。春
天到，
玉兰花开放，
引燕在檐下筑巢，
张厅主人所见，
顿觉
燕与玉兰带给张厅勃勃生机，
于是有将
“怡顺堂”
改为
“玉
燕堂”
一由。天井院里，
徽派建筑的砖雕门楼上
“玉树流
芳”
随千蕊同放，
清韵徐来，
暖玉生烟，
彰显着历史、展现
着变迁，
春晖永驻，
芳园涉趣。花开，
张厅焕然一新，
古庭
院的遗韵和玉兰的风采交相辉映，
固守着古镇的文化风
情。
“四水归堂”
布局的天井，
成片遮阳挡雨的水廊棚和骑
楼，
房与房之间的马头墙……特色建筑在粉墙黛瓦间与
玉兰形成一幅水墨画卷，
向远处延伸起伏。
“庭院深深深
几许”
，
站于庭中树下，
与花薄醉，
与清香同浴，
感知一花
一世界之宁静。
“轿从门前进，
船自家中过”
，
或是乘小舟
穿屋而过，
亦可捕捉古时遗留的气韵。

的大街小巷，经常能见到足球元素。公交站台的
广告牌上、大型户外广场的电子屏上，是球队阵
容的滚动轮播，
“ 你我共昆山”的口号，更是几乎
随处可见，愈发深入人心。昆山足球热，小荷已
露尖尖角。
职业足球是龙头、是标志，更应是这场足球春
耕的播种者。一系列足球队与球迷、昆山市民紧密
结合的活动相继出炉，让足球进一步融入昆山人的
生活。

要带给昆山的东西！”这也正是他二十多年以来对
足球的理解。
在崇尚“血性足球”的杨守松看来，足球与昆
曲并非“风马牛不相及”，反而是有机结合的整体，
是昆山“精神文明开发区”不可或缺的两个面。好
似一种阴阳协调，昆曲是很柔美的，足球有着阳刚
的一面。
正所谓“昆山有玉，玉在其人”，发展经济的根
本在于人，发展文化同样如此。这也是杨守松心
中那条生生不息的“昆山之路”。发展足球本身就
是一种创新。在足球领域，昆山好似白纸一张，但
这 反 而 给 予 昆 山 人、昆 山 足 球、昆 山 FC 更 多 胆
识。没有束缚，从零开始，在大胆实践之下，可以
编织绚丽多彩的梦。
（王慧鑫）

湖边的春季，有微微湖风，更有这片沃土带来的天
然美食。纯手工豆腐坊，
朴实的食材、精致的味道，
幻化
成日常生活中的滋味，是春日传来的上乘美味，抚慰着
舌尖上每一个味蕾。豆腐是我们中国食品中的瑰宝，
其
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两千多年下来，
豆腐一直是我们
饭桌上的家常菜，食欲不振时，一盘凉拌豆腐就能打开
胃口，
配上葱花、香油，
惊艳整个味蕾。
■ 1893 年，传承百年工艺
淀山湖度城村，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尤其
以豆腐产品为特色。豆腐坊的坊主高师傅，
他热爱着这
片土地与自然，
也热爱着把最好的食材变成美食的成就
感，他希望在这个紧靠淀山湖边的豆腐坊里，让人们感
受到来自土地最亲切真实的美味。高师傅一直坚持以
古法加工，豆腐坊的车间功能按照生产的工艺流程布
局。这门传承于 1893 年的手艺是高师傅一生的坚守，
他也坚信这门手艺可以做出最优质的豆腐。一块上好
的豆腐，必须是纯粹的，摒除氯化镁等添加剂，一壶卤
水、一把铜勺，左右调和之下，一缸豆腐脑已然成型，看
似简单的操作，
实则凝聚对于匠心的坚持。豆腐也有性
格，清水豆腐自有味，平凡安分，恰似人生最本真的味
道。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这是一代又一代人从
豆腐身上学到最初的人生哲理。
■ 坚持匠心，溯本追源
度城豆腐坊面积不大，
四面白墙，
明亮干净，
在空间
上由原料准备区、磨浆区、煮浆区、炸制区、摊晾区等五
个功能区组成。做豆腐离不开黄豆，
豆腐坊的黄豆都是
来自这片土壤肥沃、日照充足的土地上。颗粒圆润饱
满、皮薄色黄，
“非转基因”
“高蛋白”
，
食材的安全与营养
都有保证。高师傅在制作豆腐时，将黄豆仔细淘洗，充
分浸泡八至十个小时。泡软的黄豆经过粉碎机加工后，
细腻如乳，
再用箩过滤，
倒入蒸汽炉中熬制，
豆腐坊里渐
渐溢满黄豆的甜香。凝结后的豆花，
舀出来压榨成型变
成豆腐，制作好的豆腐不仅豆香味浓，而且滑嫩可口。
在这里除了豆腐，
还有油豆腐、干丝、香干等豆制品。案
上堆着纤薄的百叶，神奇的是这百叶看起来柔软如纸，
实际上却是韧性十足、薄而不烂，十张百叶不过三两。
十几年来，高师傅一直坚持以传统工艺制作豆腐，每次
闻到豆腐坊香喷喷的味道，
高师傅就十分满足。这是他
向往的生活，和小镇的人们一起，从清晨第一口美味的
“小确幸”
中，
开启一个美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