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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文秀：我一生得到太多，用音乐来回馈
■ 本报记者 于俊如 见习记者 隋福毅

她说：“我是一个幸运者，没
有道理要求再多。 ”

她说：“感谢上天给我一段
错误的婚姻和复杂的经历，只有
这样的淬炼，我的品德才会得到
成长。 ”

她还说：“感谢上天总是让
我有常常生病的身体，我才能了
解别人的苦。 ”

简文秀待人很和善，每个与
她见面的人都会得到她馈赠的
一份礼物———音乐光盘及教材。
这是她自己编写录制的音乐教
材，已经持续了 20 年，免费赠送
给中国西北 1283 所小学，并免费
提供两岸偏乡和华人机构。 她
说，希望可以帮助出生于较弱势
环境中的儿童启发天分。

据不完全统计， 近 10 年，简
文秀共捐助 420 个团体，捐赠近
1 亿 7 千万新台币。

因为她对公益慈善事业的
贡献，2018 年她获得了由港澳台
湾慈善基金会主办的爱心奖，毅
然将 13 万美元全数捐赠， 目前
分别捐赠给帮助粘多醣症、玻璃
娃娃及渐冻人等“罕见疾病基金
会”，帮助清寒植物人家庭的“创
世社会福利基金会”， 关怀中学
辍学生及辅导问题青少年的“慈
怀社会福利基金会”， 提供视障
朋友音乐及就职技能教学的“视
障音乐文教基金会”， 协助罹患
癌症儿童的“儿童癌症基金会”，
以及帮助重度智能障碍及重残
的“爱维养护中心”和“心灯启智
教养院”等 7 家慈善机构。

简文秀之所以选择这些机
构捐赠，是因为她以志愿者的身
份，已经为这些机构奔走呼吁了
很多年，也筹到了无数的善款。

当问到这么做的原因时，简
文秀笑了，她说：“我这一生得到

的太多，唯有以我的所长，用我
所热爱的音乐来回馈，当看到被
帮助的人的笑脸时，我是发自内
心的快乐！ ”

父亲的做法：先救别人

简文秀出生于台湾宜兰县，
因地势平坦常常遭受台风的侵
袭。 在简文秀的记忆里，小时候
印象最深的就是破漏的房屋和
不在家的父亲。 因为父亲是当地
的基层公务员， 每当台风来临，
父亲永远站在抢险救灾的第一
线。 而她只能裹着被子和母亲挤
在有台风必倒的公家宿舍里看
漏水。 年幼的她也曾困惑，但父
亲仅用短短的几个字回应了
她———“先救别人”。

“先救别人”对于父亲来说
是一种工作职责，但对于简文秀
来说却是公益慈善的启蒙。 现如
今，当回忆起那段往事，简文秀
微微一笑：“父亲的做法是挺不
错的。 ”

在简文秀心中，自己一直在
沿着父亲的脚步前行。 当评价自
己的公益行为时，“有时候，这是
完成了我儿时的心愿。 ”简文秀
如是说。

“将来，我长大了，可以帮助
他们吗？ ”这一幕，发生在简文秀
儿时。 据她回忆，小时候她有一
个患罕见疾病的邻居，因行动笨
拙常常遭受同龄人的欺辱。 这样
的场面深深地刺痛了她，也让她
开始对罕见疾病患者的关注。

此后的几十年，简文秀协助
策划并参与了数十场公益募捐，
为肝病、乳癌以及罕见疾病基金
会等多家社福团体筹款，数量之
大、频次之多已经让简文秀无法
去仔细回忆。

除了对疾病
患者的关注 ，简
文秀还专注于教
育领域。

简文秀告诉
记者， 她从小喜
欢音乐， 但因为
家庭贫苦无法支
持她追求音乐梦
想， 便早早读了
师专学校。 毕业
之后， 她成为了
一名小学音乐老
师， 一做便是 19

年。 这段经历虽然并不是她的理
想工作，但却点燃了她内心的教
育魂。 她说，音乐教育是她一辈
子的职业。

简文秀一直认为，下一代是
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教育是一个
国家的百年大计。 所以，从家庭
教育、学校教育乃至于社会教育
都必须各司其职。

于是，简文秀亲自制作音乐
教材， 并将它们捐给贫困地区、
赞助校园竖笛团培训、为台南市
网球训练馆捐赠资金……她说，
希望可以帮助出生于弱势环境
中的儿童启发天分。

长期从事医疗救助与犯罪
青少年关怀的公益活动，让简文
秀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医生和法
官律师的关系网。 简文秀告诉记
者， 她已经搭建了相关平台，为
贫困的患者以及有法律需求的
人带去服务。

“名牌对我毫无意义”

对大陆观众来说，简文秀这
个名字或许还十分陌生，然而在
宝岛台湾，她已经是名闻遐迩的
歌唱家———上自岛内政要，下至
普通民众， 都能叫得出她的名
字。 她获得过加拿大“波威尔
1990 年国际声乐独唱大赛”等多
项国际大奖，登上了国际声乐界
巅峰。 简文秀也是岛内首位用声
乐演绎民族歌曲的歌唱家，并出
版了《简文秀台湾歌谣》等多张
专辑唱片，演唱了许多深受岛内
民众欢迎和喜爱的歌曲。

她开玩笑说，当年曾被邀请

上春晚，遗憾未能成行，那是费
翔在春晚舞台上一炮而红的年
代，如果我那时候来了，或许简
文秀这个名字在内地就不会这
么默默无闻了。

与其在事业上颇有建树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生活中的简文
秀，一直秉持着简朴做人，低调
行事的原则。

有一次， 简文秀参加一个义
唱的公益活动。吃饭的时候，简文
秀与其他志工（志愿者）一样，蹲
在角落吃饭。这时，有人邀请她去
圆桌那边，但被简文秀拒绝。

她的理由是：“什么叫志工？
不能选时间，不能选方式，不能
选地点，那才叫志工。 现在唱歌
有点知名度，就必须坐沙发？ 不
是吧。 所谓志工就应该什么事情
都是自愿的。 我今天是志工的身
份，就让我这样做吧。 ”

曾经有人问她：“你为什么
穿的都是地摊上或者市集上的
衣服。 ”简文秀则说：“衣服穿着
舒服就好，那种名牌穿在我身上
毫无意义。 ”

除了衣着，简文秀也不佩戴
首饰。 她告诉记者，她爱攒金子，
有钱就买成金子，但是为了公益
慈善事业，她将自己的金子全部
捐了出去， 仅仅留下她的婚戒。
对她来说， 经过多年的修炼，这
些都已经是身外之物。

共同关注，所以并肩前行

在简文秀的生命中，公益占
据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谈及家
人的理解和支持的问题，简文秀

微笑说，她的先生叶寅夫也同样
关注公益。

2002 年，简文秀为肝病和乳
癌患者进行一场公益演出，叶寅
夫是在场嘉宾之一。 演唱完毕，
掌声响起， 一切都与往常无异。
但这时，简文秀发现了台下的叶
寅夫眼眶发红，情绪激动。 匆忙
之中， 简文秀不知如何回应他，
就留下了电话号码。

后来，简文秀与叶寅夫的交
流逐渐熟络，她也得知叶寅夫当
天情绪激动的原因———叶寅夫
的妻子因乳癌去世，这场晚会深
深地触动了他。

简文秀的第一段婚姻并不
幸福，而叶寅夫同样因丧偶饱受
痛苦。 因为对于公益的共同关
注，两人相遇相识，并最终走到
了一起。

2006 年，简文秀与叶寅夫结
婚；2006 年， 简文秀的第一场个
人公益演唱会成功举办 ；2006
年，简文秀将公益事业作为自己
唯一的工作……

而决定与叶寅夫共度一生
后，简文秀才知道，叶寅夫是海
峡两岸知名 LED 照明产品企
业———亿光电子的董事长。

回顾简文秀的人生经历，这
些看似偶然的事件不谋而合地定
格在 2006年。这段婚姻给予简文
秀不止是一种陪伴， 也是公益事
业的助推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两人共同推动公益活动的发展。
叶寅夫利用自己在商界的影响力
帮助简文秀劝募， 而简文秀让公
益事业拥有更广的关注度。

“像我这样帮助别人”

“我是一个幸运者，没有道
理要求再多。 ”

“感谢上天总是让我有常常生
病的身体，我才能了解别人的苦。 ”

“感谢上天给我一段错误的
婚姻和复杂的经历，只有这样的
淬炼，我的品德才会得到成长。 ”

“我一辈子最大的收获就是没
有因为这些事情怨恨而报复，相
反，我更加关心别人和爱别人。 ”

回顾过往，简文秀用这样一
段话进行了总结。 曾经，她也为
生活疲累过， 为生活烦恼过，但
这些并没有阻碍她向善的心灵。

在她心中，仍然铭记儿时困苦
之时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的好心人，
做教师时细心招待她的学生家长，
事业发展道路中遇到的贵人……

因此，当她有能力帮助别人
之时，她对受助者的唯一期待就
是，“以后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希
望你也可以像我帮助你这样帮
助别人”。

简文秀用感恩之心回应大
千世界。 无论生命中发生什么，
她始终在集聚善意的能量，温暖
着他人。 公益的价值在于一个火
光点燃另一个火光。 为达成这一
目标，简文秀用实际行动证明她
仍在努力。

对于声乐家简文秀而言，2006年是其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 她走进了人生的第二段婚姻。 因为对于公益的共同关

注，她和先生相遇相识相知，最终走到了一起，并开始了“妇唱夫随”
的生涯。

这一年，她举办了个人的首场公益筹款音乐会，这被她视为慈善
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更是一个新的起点。 在此之前，她已经协助各大
公益慈善组织策划筹办了数十场公益募捐活动，但这一次，她独立完
成一场公益演出，将个人公益推向了大众视野。 这种转变代表了一种
进步，也预示着未来的责任。

也是在这一年，她将公益事业作为自己唯一的工作，搭建了医疗
救助和法律援助两个平台，免费帮助亟需帮助的人……

2012 年 5 月，简文秀为新疆、青海贫困儿童开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