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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爷爷”正是著名指挥家曹
鹏。而这个能让 97岁高龄的曹老
亲临现场，只为观摩一场“寒假集
训汇演”的乐队当然也不简单，因
为乐队里的乐手都是“星星的孩
子”———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可能
有点特殊，甚至有点笨拙，大部分
无法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
知感情。但在音乐的世界里，他们
的心灵仿佛插上了翅膀： 铜管嘹
亮，萨克斯悠扬，长笛轻盈……孩
子们眼中闪闪发亮，充满自信，家
长们也为眼前的一切喝彩欢呼，
热泪盈眶。

而“舞台”一步之遥的“观众
席”上，曹鹏坐在简易排列的座
椅上，挺直腰背，享受音乐，认真
鼓掌，仿佛坐在全世界最好的音
乐厅里，面对着全世界最顶尖的
乐队。 是啊，在他眼里，这就是最
好的乐队。 2007 年，女儿曹小夏
与他分享了一篇报告：据世界卫
生组织统计，全球每 150 个新生
儿就有 1 个是自闭症孩子，被称
为“精神癌症”。 为什么会自闭？
在曹鹏的理解里，自闭症的原因
是孩子们把耳朵关上了，他们的
世界什么声音都没有。 于是，他
决定通过音乐打开他们的耳朵，
进而启迪心灵。 从此，上海城市
交响乐团有了更清晰的定位，将
公益作为乐团发展的重要方向。

与自闭症儿童的初次见面是
在卢湾区早教中心。孩子们喧哗、
乱跑、自顾自的，就在这间乱哄哄
的屋子里， 乐团志愿者们拉响了
《欢乐颂》， 孩子们奇迹般地安静
下来，甚至露出了笑容。音乐打开
了孩子们的耳朵， 也鼓舞了曹鹏
的信念，此后，上海曹鹏音乐中心
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推出了公益
项目“天使知音沙龙”，并在倡议
书上写下———“我们不能治愈他
们的病， 但是我们相信音乐一定
能减轻他们的痛苦”。而曹鹏更是
亲自操刀，改编了《马刀舞》《喀秋
莎》《小星星》等乐谱，以自己的影
响力， 尽可能给孩子们提供演出
的机会。 目前， 天使知音沙龙有

70余名自闭症儿童， 半数以上掌
握一门乐器。

趁我还活着
你们尽管用

指挥家曹鹏，是新中国指挥
界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作为造
诣精深、 艺术精湛的指挥家，曹
鹏执棒了许多高质量的、令人难
忘的音乐会，不仅将外国音乐作
品介绍给中国听众，而且首次使
中国交响音乐作品走出国门。 与
此同时，他不计报酬、不遗余力
地普及推广，使高雅艺术走出象
牙塔，来到大众中间，被誉为“普
及交响乐的功臣”。

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 曹鹏
就以上海交响乐团常任指挥的
身份，陆续在容纳数千人的文化
广场和人流量极大的大世界游
乐场举办了许多普及音乐会，还
不辞辛苦地指挥上交在大学、中
学、机关、工厂、部队普及演出，
传播交响乐知识。 无论寒暑，无
论朝夕，只要听众需要，只要哪里
邀请，他都有求必应，欣然前往。
虽是普及演出，他也必定认真“备
课”，针对不同水平的听众制定了
一套套由浅至深、由小到大、由短
到长的曲目，安排演出。特别令人
钦敬的是， 他为了让听众更好地
欣赏音乐， 更多地了解中外名曲
内容及作曲家生涯， 还边讲解音
乐，边指挥。他的讲解语言生动形
象、幽默风趣，总是引得听众们响
起阵阵的掌声和笑声， 缩短了台
上台下的距离， 增加了彼此的亲
切感， 使听众在轻松愉快享受音
乐的同时获得了美的熏陶， 感受
到优秀音乐的魅力。 对于自己一
直以来这种独树一帜的“演出形
式”， 曹鹏笑着解释说：“有些人
认为，音乐会不需要讲解，我并
不赞同。 今天中国涌现出那么多
的琴童，孩子们不能只是学会了
技能而没有理解音乐深厚的文
化内涵，这也应该是我们专业音
乐工作者的责任。 所以每次音乐

会前，我都会花时间列出讲解提
纲，琢磨用哪种讲解方式能更令
普通听众接受。 ”

为了寻找合适的普及曲目
和独特的乐器，曹鹏经常废寝忘
食地东奔西走，到团里和上海音
乐学院借用乐谱，或专门写信到
北京等地求助。 至于他亲自动手
编配和谱写普及性的曲目亦是
“家常便饭”， 数量举不胜举。
1982 年 7 月他要排演很适合普
及的“交响乐之父”海顿的《玩具
交响曲》时，曲中要用到特色乐
器古小号、杜鹃笛、莺笛、儿童钢
琴等，他便骑着新中国成立后在
北京买的那辆“老坦克”自行车，
冒着盛夏酷暑跑了上海的一家
又一家玩具工厂，每跑一次总是
大汗淋漓、上衣湿透。 好容易配
齐三样特色乐器，杜鹃笛却始终
找不到，正当他沮丧之时，却意
外在自己家里找着了———原来
是他留学归来时买给女儿的一
件吹着发声的玩具， 权当杜鹃
笛。 最终，在为青少年演出《玩具
交响曲》时，那些独具特色的乐
器，呈现出色彩斑斓的童趣和无
可替代的音色，完美体现了古典
音乐活泼可爱的风格，让台下的
听众既感新奇又有共鸣。

如今， 已经 97 岁的曹鹏依
然致力于交响乐的普及，虽然走
路需要搀扶，但只要他挥动起指
挥棒，整个人都变得敏捷、轻盈，
会发光。“音乐之入人也深，其化
人也速”，在曹鹏看来，音乐具有
无可替代的作用。“当前社会上
的诸多弊病，追其根，均在于缺
少文化和道德修养，而要弥补这
个缺陷，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对
此，他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
兴、国家兴。 趁我还活着，你们尽
管用。 ”

曹鹏相信，人们的音乐素养
提高了，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进
步、发展。“我演遍了上海四十余
所高校及上海全部俱乐部，上海
郊区的农村、部队，并在江苏、四
川、福建、安徽、山东、山西、湖

南、北京、广东等全国各地传播
交响乐，古典音乐是一座挖不尽
的矿藏，有道德的真谛、文明的
精华、人性的光辉，人们在艺术
熏陶中提升了文化素养。 ”

他们都是聪明的孩子
只是耳朵没被打开

在天使知音沙龙，有位小朋
友每次见到曹鹏都会将手伸出
来，“曹老师， 你看我的手。 ”原
来，这位小朋友有一些强制性的

“习惯”，常常弄伤双手，来到沙
龙的第一天，曹鹏握着他的双手
说：“如果你这样， 你就不能拉
琴，然后你也不能来排练。 ”回家
后，小朋友开始“保护”自己，双
手的伤口越来越少，也可以同其
他孩子一起练习乐器。

自从 2008 年上海市慈善基
金会与上海曹鹏音乐中心成立
了“天使知音沙龙”———关爱自
闭症的项目以来，曹鹏、曹小夏
和城市交响乐团的志愿者们手
把手开始教自闭症孩子学习乐
器。 10 多年间，参加沙龙的孩子
由几个人增加到 70 多人， 他们
学会了演奏难度较高的曲子、看
五线谱、跳集体舞，铜管五重奏
更是他们的保留节目。 他们到敬
老院为老人演出，与城市交响乐
团一起排练、在上海音乐厅同台
表演，甚至出国学习交流。 疫情
前，每年的学雷锋日，曹鹏更是
亲自带领志愿者和沙龙孩子们
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众仁敬老
院举办“用音乐和爱回报社会”
演出。 利用他们的特长到地铁站
当小志愿者，把被关爱的人转化
为关爱他人，让孩子们获得了社
会的尊重。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孩子们开始勇敢地与人交流，更
重要的是，音乐打开了他们封闭
的心门， 从学会一门乐器开始，
他们尝试去职业学校学习烹饪、
打谱、 机器人编程等生活技能，
成为可以融入社会的有用人。

“我们教他们学乐器， 跳舞

等，但是我们发现他们没有文化、
没技能不行，将来怎么工作呢？ ”
2016年， 曹鹏音乐中心联系到了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为自闭症
孩子举办每周一天的各种职业培
训班，有电脑课、电子琴课、礼仪
课、乐高编程课、做点心课等。 孩
子们的记忆非常特别， 能够非常
快速地掌握好整个程序， 也很喜
欢做这些工作， 但他们看到陌生
人还是不能交流。 2018年“爱咖
啡”社会实践基地应运而生。在这
里，“星星的孩子们”变身咖啡师，
根据不同客人的需求提供相应的
服务， 做好咖啡后与形形色色的
人聊天、对话。“就这样，他们从不
会说话，到说错话，到已经会主动
打招呼了。 ”

2021 年 12 月，“第十三届爱
在城市自闭症专场音乐会暨上
海市曹鹏公益基金会成立仪式”
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隆重举
行，与“曹爷爷”相伴 14 年的“天
使知音沙龙”的孩子们用精彩的
演出，诠释了爱与希望———这场
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音乐会，三分
之二以上的节目都是由自闭症
孩子来参演，就是这样一群在外
人眼中无法正常交流、正常生活
的孩子，在舞台上成为了真正的
主角。 从下午 5 点到晚上 10 点，
这群原本一刻都不能集中精神
的自闭症孩子，却“异常”地听
话，在后台跟随着老师的节奏一
遍一遍地演练上台的节目。 舞台
上，他们弹奏美妙的旋律，吹响
圆号、长号，跳起爵士舞，展现出
一个孩子所有的快乐与美好。 舞
台下，无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
以及自闭症家庭纷纷施以援手，
用捐款奉献着自己的爱心，支持
上海市曹鹏公益基金会的成立。
短短 3 天，捐款已超百万元。 用
一位观众的话来说，“我的心已
经完全融化在这份爱中”。

“这些年，自闭症孩子们身
上的变化令我们欣喜。 ”曹鹏说，

“十几年前来到‘天使知音沙龙’
的孩子，总是低着头，沉默不语。
如今的他们，不仅可以在舞台上
演奏，文化课也学得不错。 他们
都是聪明的孩子，只是他们的耳
朵没被打开。 只要多一点耐心，
多一点爱，一定能用音乐唤醒他
们的耳朵。 ”从新四军老战士到
交响乐普及的功臣，从著名指挥
家到自闭症孩子们最爱的“曹爷
爷”， 近一个世纪的光阴从未改
变曹鹏奉献与爱的坚守。 作为新
中国音乐指挥界的杰出代表，耄
耋之年的曹鹏与家人们一起，全
身心投入公益事业，不仅致力于
交响乐普及，还坚持用音乐为自
闭症患儿及其家庭服务，用艺术
滋养心灵、点亮希望。 2021 年，在
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
中，曹鹏被评为“全国助人为乐
模范”。

而曹鹏的外孙，也与外公、外
婆、妈妈、阿姨一样，志愿服务于

“天使知音沙龙”， 并用镜头记录
孩子们十多年来的成长经历。 曹
鹏的心愿就是为自闭症孩子建所
学校， 他盼望外孙担负起这个责
任。 外孙虽然没有接过外公的指
挥棒， 但他已接过外公的爱心公
益接力棒：“这是我的责任！ ”

（据上海文联）

天使知音沙龙：

用音乐打开每个人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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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晚上 6点，正是家家户户吃团圆饭的日子，上海市普陀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演播厅里却传来乐声阵阵———原来，这
里正在进行“天使知音乐队”寒假集训汇演。 当孩子们看到曹爷爷一家都亲临现场观看演出，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自

信的笑容，激动不已，迫不及待地想向大家展示集训成果。

曹鹏与家人 曹鹏在音乐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