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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心音乐计划：用音乐服务特殊群体
没有阳光，就去看星光
不被看见，就用力的歌唱
请和我一样，相信爱会有力量
……
这是 8772 乐队原创歌曲

《从不罕见》中的一部分歌词。
“8772 是字母 BTTZ 的变

形，BTTZ 是病痛挑战拼音的首
字母，我们都是和病痛做挑战的
人， 都是有罕见病或残障的伙
伴。 ”乐队成员、“瓷娃娃”崔莹表
示。

不管是罕见病患者还是乐
队乐队，在一般人的印象里都是
罕见的， 但在 8772 乐队指导老
师、 北京仰慈家文化促进中心

“心音乐计划”负责人马歌看来，
正如歌曲的名称一样，其实一点
也不罕见：

心音乐计划正在指导并组
建电声乐队的人员当中不仅
有罕见病人，还有社区里的老
人、打工子弟学校里的小学生
和初中生、 福利学校的孤儿、
智障人士服务中心的成年心
智障碍学院、启智学校里心智
障碍孩子……

在马歌看来，乐队不是前卫
人士、音乐人的专利，音乐本身
就是自由的，在舞台上每个人都
可以去表达自己。

心音乐计划正是要用“组建
电声乐队” 的形式帮扶特殊群
体， 从而提高他们表达自己的
能力，建立自信、融入社会。 目
前，北京仰慈家文化促进中心已
经被纳入 19 家“2017 年北京市
社会组织入壳全孵化机构之一，
心音乐计划也将得到更多的支
持。

“你会了一个东西， 可能生
活方式都会改变。 你无法想象音
乐能给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或
者是什么样的人生路。 ”马歌强
调。

不愿离开舞台的小杰

小小梦想 张开翅膀
每一个渺小都会闪闪发亮
小小梦想 迎风飞扬
每一次嘲笑都让我们成长
———8772 乐队《小梦想》
5 月 14 日是今年的国际母

亲节， 心音乐计划组织 8772 乐
队、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乐队和
北京继民启智康复中心乐队，举
办了“精彩生命音乐梦”特别聚
会。

由启智的心智障碍孩子组
成的乐队在汇报演出结束的时
候，一个意外出现了———乐队成
员小杰在其他成员已经走下舞
台的情况下却坚持不下舞台。

“我要唱歌” ……“再唱一
首”……“自由的飞翔”……“北
京的金山上”……

面对越唱越兴奋的小杰，没
法像普通人那样讲道理，马歌只
能和带队的夏老师、启智校长白
双军一起一次又一次商量、劝
说， 最后小杰含着泪走下了舞
台。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二十
分钟里，台下的观众并没有吵闹
与烦躁，都在安静的等待。

“小杰这孩子就太喜欢唱歌
了，我特别能理解他的心。 他就
想唱， 他觉得我有这样一个机
会，内心肯定兴奋的不行了。 第
一次上台都会紧张、兴奋，未来
多给他舞台，他就会很自然的控
制情绪了。 ”小杰下台后，马歌面
向现场解释道。

面对不可控因素却能淡然
和欣赏源于马歌对心音乐计划
的定位。

给孩子们更多的机会上台
是心音乐计划特别重视的，在马
歌看来这比能学到多深的程度
更重要。

在演出开始前，小天鹅的孩
子就问马歌：“老师我今天能上
吗？ ”“我说你来了就能上！ ”马歌
表示，好和坏都能演。

“这个群体很多人都不够自
信，他们有些时候真的觉得自己
不如别人。 登上舞台会让他们觉
得自己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别
人的认可。 他们希望能够获得这
种演出机会。 ”马歌表示。

“他们能够体会到正常孩子
能够做到的自己也能够做到，有
一种自信感和成功的喜悦。 ”白
双军强调。

舞台还会锻炼对于情绪的
控制。 尽管像小杰这样心智障碍
孩子的情绪更不可控，但马歌依
然倾向于让他们都能走上舞台。

“让他接受那种兴奋感，对
于未来他在人生中碰到一些事
情，或者刺激他的东西，就会控
制了。 ”马歌强调。

满城奔走的马歌

当有一天 连呼吸都觉得越
来越难

你还能不能 握着 我的手
不怕孤单

当有一天 所有的事突然全
都改变

你还愿不愿意坚守 心底最
初的信念

———8772 乐队《从不罕见》
走上舞台的意义非凡，但要

真正做到这一点， 并不容易，从
一个乐队到 5 类群体（社区老年
人、心智障碍这、打工子弟中小
学生、福利学校孤儿学生、罕见
病人群），形成了 8 支音乐团队，
心音乐计划走过了两年的历程。

项目最初源于马歌的志愿
服务。 作为中国广播艺术团电声
乐团天空乐队的负责人，马歌在
2015 年的时候开始为福利学校
的孤儿提供音乐服务，随着加入
的志愿者和服务的人群的增多，
心音乐计划逐步成型，并在 2016
年 11 月正式启动。

项目的受益人群要求具备
以下基本条件：温饱已经解决但
缺乏劳动生存能力，通过艺术素
质教育抚慰心灵慰藉，智力水平
具备基础沟通能力，上肢有一定
的行动能力。

“我们会首先通过视频等让
他们了解什么是乐队，架子鼓是
什么、吉他是什么；再让他们自
愿报名，然后进行筛选，了解孩
子的基本素质。 ”

去年的 10 月 7 日，“心音乐
计划”音乐服务志愿者就对燕京
小天鹅公益学校报名的 60 多个
孩子进行了音准、音域、节奏、记
忆、听力的测试，从中筛选出 30
多人，再次基础上分 4 组开始进
行教学。

通过 12 课时的教学， 使学
员能够对乐器、音乐理论有基础
的认识，掌握乐器的基本演奏技
巧。 结业后会再进行筛选、组合，
进入合奏训练。

这一教学流程、进度并不是
完全固定的。“音乐本身自由的，
固定的方法只能适用于一定的
人群，我们现在的人群相对复杂
一些，因人而异。 像启智的心智
障碍孩子周期就会拉长，可能 12
节课、24 节课解决不了问题。 ”马
歌表示。

“首先应该先走进他们的心
里，这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先多
接触他们，建立起感情，这样有
了一种互相的信任感，之后再学
才能水到渠成。 ”白双军强调。

复杂的学员群体带来的不

仅是教学的困难，还有项目执行
的难题。

由于项目学员的分布比较
分散，项目点又比较多，满城跑
成了马歌和项目组成员的常态。

“我现在每周有三天的时
间，周二、周三、周四，基本上从
早晨到晚上，就是跑来跑去。 有
时候上午在昌平，下午就得到大
兴的教学点。 ”马歌表示。

尽管如此， 马歌还是觉得：
“跟他们在一起我也不累， 晚上
七点开始能排练到后半夜 1 点
多，音乐真的很有魅力。 ”

为了尽量便于教学，现在“心
音乐计划” 项目组开始按照专业
和地点对志愿者和教学点进行匹
配，按照就近原则开展工作。

随时流动的学员

她爱阳光下的大海和沙滩
他奔跑在草原上的小溪和

田野间
波涛的浪花 日落的白云
他弹着吉他 她唱着青春的歌
他们在人潮人海中相遇
向往自由和独立
人生就是有哭有泪有风有雨
信仰给予的坚持会创造奇迹
———8772 乐队《星期六下午

的歌》
项目组成员与教学点的匹

配问题解决了，但有些客观问题
却难以解决。

最困难的是练习时间。 孩子
们课下就碰不着乐器了，下次课
就还得重复教学。“这个是对进
度最大的阻碍。 正常孩子在外面
学习，回家家长会督促，这些孩
子不可能。 ”马歌强调。

只有 8772 乐队这样， 是成
年人，家里有乐器，所以进步很
快，一年多时间自己的原创音乐
就有七八首了。

第二大难题是，孩子们毕业
了就走了。 项目的培养周期就两
年，孩子刚达到一个状态，就接
受不了项目的教育了。

还有意外情况， 比如 8772
乐队的成员由于疾病的原因，很
容易导致长期脱离。 崔莹年初的
时候时候不小心摔伤了就躺了
好几个月。

客观存在的问题很难改变。

经历了一段时间， 马歌才释然
了，“能尽量多的给他们一些基
础的知识， 让他掌握自学能力，
到新的地方如果有这样的环境
或机会他能跟别人去组乐队也
可以啊”。

在马歌看来，心音乐计划的
音乐教育至少给学员们带来了
契机，让他们未来可以通过这个
方式去接触更多的社会、更多的
人，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体会。

“你会了一个东西，可能认
识的人会改变，你喜欢音乐，我
也喜欢音乐，如果喜欢喝酒，那
是另一种生活状态。 ” 马歌表
示。

“其实在家里面那几个月的
时候，就特别地想念乐队这帮伙
伴，特别想念马老师。 想见到大
家，继续音乐生活，是让我不断
地去康复锻炼，不断地去重新走
出来的动力，见到大家，继续音
乐。 ”崔莹表示，“音乐会让人变
得特别美好，会让人看到生命更
多的美好， 看到自己更多的美
好。 ”

建设中的督导团

小草的梦想是看见阳光
小鸟的梦想是没有猎枪
你的梦想 会是怎样
不要沉默不语在心中埋藏
向前走会闻到草地芬芳
抬起头会听见鸟儿歌唱
———8772 乐队《小梦想》
随着心音乐计划的逐步发

展，建立一个可推广的模式成为
马歌考虑的重点。

首先是督导团的建立。 由经
验丰富的督导团可以制定教学
计划，整合不同志愿者的教学特
点，进行教学指导和进步把控。

其次是建立教学分队。 每个
教学点有一个教学分队。 每个分
队要放一个能够进行管理、合作
的的老师，有乐队经验，能完成
架子鼓、吉他等综合教学。 再配
置几个专科老师， 教吉他的，教
钢琴的，一起完成教学。

“通过督导形成一个流程化
的教学模式，各个教学点再按照
具体情况进行特殊教学，形成这
样一个体系和教育模式，项目才
能发展。 ”马歌强调。心音乐公开课走进北京光爱学校 8772 乐队合奏课

5 月 14 日，由罕见病人等组成的 8772 乐队倾情演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