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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互联网 +艺术教育”

“艺术行动 2019儿童音乐共创计划”正式启动
《春天在哪里》《让我们荡起

双桨》《采蘑菇的小姑娘》……对
很多“80 后”“90 后”来说，这些
伴随他们成长的儿歌已经成为
记忆中的经典并传唱至今。 而随
着互联网及各种社交媒体的发
展，虽然不同风格及类型的歌曲
大量涌现，但真正优质且适合儿
童的歌曲依然很稀缺，越来越多
成年人的音乐内容涌入“00 后”
及“10 后”孩子的生活。

如何丰富孩子们的童年生
活、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成为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2019
年 6 月 14 日， 中国少年儿童发
展服务中心、腾讯集团、中国青
少年宫协会联合北京荷风艺术
基金会、QQ 音乐及全民 K 歌等
平台，共同启动“牵手未来·艺术
行动”2019 全国青少年艺术教育
公益活动（以下简称“艺术行动
2019 儿童音乐共创计划”）。

该活动旨在呼吁社会关注
儿童音乐稀缺问题，激励更多音
乐人为孩子们创造更多优质音
乐作品，同时也希望借助互联网
科技手段，解决艺术教育尤其乡
村地区艺术教育资源匮乏问题，
激发孩子对于艺术教育的热情
和兴趣。

创作优质儿歌作品

随着互联网及社交平台的
快速发展，网络歌曲、口水歌不
断涌现， 不仅成年人受其影响，
连孩子也深受其害，这让很多家
长颇为头疼和担心。 专家指出，
虽然有些歌曲格局并不高，但由
于其也有一定优势，比如歌曲浅
显易懂，好记、好学、好唱，孩子
们很容易被其吸引。

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鲍
元恺谈道，优质儿歌稀缺是导致
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现在流行
的儿歌很多是上世纪创作的，这
跟社会环境及价值观有很大关
系。“儿歌创作不一定全是专业

作曲家的事情，我们提倡全民创
作，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现在有
一些机构也在呼吁，比如腾讯和
北京荷风艺术基金会等，都是非
常值得肯定的。 ”

此次“艺术行动 2019 儿童
音乐共创计划”， 是腾讯集团和
北京荷风艺术基金会共同发起
的“艺术行动”公益项目的子项
目，项目联合 QQ 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共同对社会呼吁：QQ
音乐平台将发起“给孩子写首
歌”活动，联合音乐人、明星歌手
以及创作达人，为孩子们创作契
合天性的优质儿歌作品；全民 K
歌将发起“和孩子唱首歌”活动，
丰富孩子的童年生活。

两大平台还将共同征集优
秀音乐作品，并在音乐会上呈现
优秀歌曲。 目前，征集活动已启
动报名， 主要面向大众音乐人、
音乐院校师生、学生等。 同时，活
动还将邀请六至八组明星歌手
创作新儿歌， 并于 11 月在 QQ
音乐独家上线。

今年，项目还将联合全民 K
歌发起“互联网音乐教室”公益
计划，邀请全国 100 所乡村学校
加入， 通过音乐智能设备、AI 互
动、 音乐人实时连线授课等形
式， 因地制宜共建音乐教室，为
孩子们带来丰富有趣、突破时空
地域限制的音乐体验。 项目还将
发动 K 歌达人实时连线或亲自
赴乡村支教，帮助发掘孩子们的
音乐天赋； 与腾讯云叮当合作，
将语音识别、 人机对话等 AI 技
术与优质艺术内容相结合，以趣
味互动的形式培养孩子们学习
艺术的兴趣。

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影业
首席执行官程武表示，现今音乐
形式越来越丰富多元，但属于孩
子们的当代儿童音乐却非常少。
“共创计划希望通过互联网科技
的力量，将音乐人、家长、老师与
社会大众连接在一起，共同为孩
子们打造属于他们的新儿歌。 我

们不仅期待专业音乐人进行创
作， 也鼓励孩子们参与写词，表
达他们这一代人的心声与情感，
创造出更多贴合时代、 寓教于
乐、广受欢迎的优秀作品。 ”

推动乡村艺术教育进步

作为“艺术行动”项目的超

级导师， 国际钢琴大师郎朗认
为，目前国内儿童音乐教育处于
两极分化状态，由于师资匮乏或
因意识不到位等原因，国内大多
数乡村儿童很少有机会接触到
艺术教育。“如何让每一个孩子
都有平等接受音乐教育的机会，
是我们最应关注的问题，我觉得
利用‘互联网+艺术教育’的模式

是非常合适的。 ”
2017 年 11 月， 腾讯携手北

京荷风艺术基金会发起“艺术行
动”公益项目，联合中央音乐学
院、中国爱乐乐团、首都师范大
学等十余家国家顶级艺术院校
和专业院团，共同探索“互联网+
艺术教育”。

2018 年 5 月，“艺术行动”提
出“互联网+艺术教育”的整体解
决方案，包含线上课程、线下培
训、教学实践、成果汇报四个部
分，形成教育闭环。 其中，线上课
程联合国内顶级艺术教育师资，
为乡村孩子们打造艺术素养及
特色互动艺术课程；线下培训则
主要针对乡村教师，开展针对性
专业及综合教学师资培训，帮助
更多非专业教师掌握艺术课教
学方法。

该解决方案首先在雄安新
区落地试点。 2018 年 7 月，项目
联合腾讯基金会青少年艺术启
发项目，邀请首师大顶级专家团
队共赴雄安新区，为 700 位艺术
教师提供美术、音乐两门课程的
线下培训。 2018 年 9 月，《郎朗三
分钟音乐故事》上线，这也是“艺
术行动”首次推出的线上艺术教
育内容。

据悉，今年“艺术行动”项目
将持续升级：围绕乡村艺术教育
四大痛点，即“缺老师、缺设备、
缺内容、缺舞台”，聚焦升级音乐
教育解决方案，儿童音乐共创计
划即是该解决方案的第一环。

中央音乐学院原副院长、音
乐教育家周海宏表示，目前国家
各个层面都非常重视音乐教育
师资队伍、 课程及资源建设，但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很
大差距。“我们应该让孩子们欣
赏更多好音乐，最重要的是应该
引导孩子接触好的内容。 我希望
这些平台能够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制作更多高水平高质量的音
乐内容，推给孩子。 ”

（皮磊）

近日，由中国少年儿童文化
艺术基金会阳光少年基金（以下
简称“阳光少年基金”） 发起的
2019“阳光少年行”关爱自闭症
儿童———“阳光少年天使爱星计
划”在北京启动，中央电视台少
儿频道主持人董浩叔叔受邀出
席启动仪式，与众多社会爱心人
士一起关爱自闭症儿童的成长
问题。

据《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
行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目前
中国自闭症患病率约 1%，目前
全国患者已超 1000 万。 然而，
真正了解儿童正常与异常发展
区别的家长并不多， 因为大多

公众对这类儿童疑难病的概念
很陌生。 在很多案例中，有些两
三岁前不说话的孩子只会被家
长认为比较“孤僻”，有些稍微
不典型的孩子则被认为是性格
内向， 因此可能错过了自闭症
干预的关键时机。

在启动仪式上，长期关注儿
童及青少年发展问题的董浩认
为，1000 万自闭症患者的数据较
为保守，“目前我们国家还缺乏
严密精准的这种特殊人口的普
查，现在的形势应该更严峻些。 ”
董浩说。

据悉，“阳光少年天使爱星
计划” 将通过爱心医疗单位在

2019 年全年为 1000 名自闭症做
身心一体化健康评估，并建立健
康档案，同时，为符合计划帮扶
条件的贫困患儿进行全程帮扶
治疗及康复训练。

被该计划聘任为阳光少年
基金“阳光公益大使”的董浩则
表示：“我们自闭症的孩子不是
能靠药物解决问题根源的，一定
要以心唤醒他们的心，用爱去融
化他们的爱。 ”

“自闭症孩子需要我们以正
常心去面对他/她， 我们不应该
把这些孩子看成是病人。 他们比
我们更无所畏惧，面对的世界比
我们更加踏实、更加自由，我们

应该和他们交朋友。 就像我刚刚
在医院看到的处于自闭症康复
训练中的小朋友，我们的交谈就
很愉快，临走他还主动跟我挥手
说‘再见’。 大夫都很吃惊，因为
那孩子平时是不喜欢说话的。 所
以说，一定要和他们平等地去沟
通交流， 这也是我要呼吁大家
的。 ”董浩说。

由于多年从事儿童节目的
主持工作， 董浩叔叔的形象和
声音深深刻入无数孩子们的心
中， 董浩也因此在工作之余获
得更多参与儿童及青少年相关
议题的机会， 尤其是以公益的
形式。

从早年间向“希望工程”捐
赠图书、 对弱势儿童个体进行
帮扶， 到通过书画拍卖助力公
益，再到以爱心大使、公益机构
理事等身份深度参与公益，如
今， 董浩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儿
童公益领域。 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理事、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理事、 云南希望工程爱心大
使……这些沉甸甸的头衔对于
董浩来说，是荣誉，也是责任。
聚焦儿童公益，陪伴儿童成长，
伴随几代人长大的“孩子王”董
浩将带着这份责任持续为儿童
及青少年的成长助力。

（高文兴）

关爱儿童青少年无止境
董浩对话自闭症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