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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除了陪伴
还有一种聚合力

作为专门服务弱势群体的
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云南连
心曾多年将办公室设在昆明王
家桥社区里。 这个社区里的居
民，一半以上都是外来务工的流
动人口，这些家庭面临着不同的
问题：辍学、单亲、残疾、收入不
稳定、家庭暴力、孩子独自生活
无人照顾等。

多年来， 云南连心尽一切努
力， 为社区的困境儿童提供一个

“类家庭”的环境：让他们像一家
人一样，一起做饭、吃饭、洗碗、做
作业、听音乐、看电影、外出集体
旅行等。 并以一对一的陪伴服务
和朋辈支持的小组工作模式，对
需要救助的儿童进行家庭陪伴。

在家庭陪伴计划中，他们采
用音乐治疗的方式来救助和治
疗被家暴的妇女、目睹了家暴的
儿童。 音乐小组使用的乐器是尤
克里里。 尤克里里这种类似小型
吉他的乐器，小巧，入门快，只要
几个课时就能学会。

促成云南连心将音乐陪伴
计划作为一个公益产品项目化
来运作的，是一名叫冬冬（化名）
的女孩。

6 年前， 冬冬跟随父母从家
乡云南昭通市鲁甸县火德红镇
来昆明打工，他们就住在昆明城
郊的王家桥社区。 冬冬是尤克里
里学习小组的一员。

2014 年 8 月 6 日，鲁甸县发
生里氏 6.5 级地震。震后不久，云
南连心的社工们赶往鲁甸参与
救灾。 在灾区医院，他们发现了
受伤的冬冬。 原来，冬冬半年前
和家人回到火德红镇读初中，地
震中死里逃生的她， 把弟弟、妹
妹从废墟里刨出来，尽管一家人
都幸存下来，但其他亲人的去世
和地震的惊吓，使冬冬出现沟通
障碍， 一直不开口与人交流，直
到后来云南连心社工的到来。 社

工们给她买来尤克里里，鼓励她
继续弹琴。 冬冬轻轻拨动琴弦，
医院里响起了悠扬的乐声。

“这把尤克里里在医院和帐
篷区一直都陪伴着她。 ”曾经参
与灾后救援的社工张耀炜说，尤
克里里不仅让冬冬逐渐恢复过
来，也因为她的弹奏，影响了身
边的孩子，帐篷区渐渐有了歌声
和笑声。

2019 年，云南连心正式推出
音乐陪伴计划公益项目。 在兰树
记看来，音乐除了有陪伴的作用
外，还有一种聚合力。

“艺术是一种群体性活动，
需要很多人在一起，要么大家一
起玩， 要么一些人演一些人看。
在社会工作里面， 就叫团体动
力，体现出互助的功能。 ”兰树记
说，作为一种团体治疗，音乐会
产生正向的相互感染作用。 青少
年聚集在一起学习，相互陪伴相
互支持，情绪得到宣泄，才艺得
以呈现，自我得到鼓励。

同时，他认为，少数民族地
区的孩子本来就能歌善舞，他们
弹奏和演唱本民族民歌，能让他
们产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从
而产生传承和保护民族文化的
内在动力。

在音乐中寻找
创造与坚强的力量

在昆明财盛巷，刘瀚毓的有
棵树乐器店显得十分不起眼，小
小的店面墙上，挂满了型号样式
不同的尤克里里。

刘瀚毓是音乐陪伴计划公
益项目的发起者和志愿者之一。
“我也是音乐的受益者。 ”刘瀚毓
从小自闭，没什么朋友，直到 14
岁接触了音乐才开始试着去和
别人交流， 并从此爱上音乐。
2010 年，28 岁的他辞去工作，开
始专门从事尤克里里教学，曾担
任过“云南青少年才艺推选赛”
尤克里里评委和指导老师，并荣
获全国尤克里里优秀教师称号。

2011 年，刘瀚毓通过网络找
到了和他一样热爱尤克里里的网
友何一博、甜心、张源恒。 他们成
立了有棵树工作室， 成为昆明最
早推广和培训尤克里里的团队。

多年来，有棵树逐渐成为昆
明尤克里里爱好者的聚集地。 他
们的学生最小的 4 岁，最大的 70
余岁。 他们组织尤克里里快闪、
刘宗立“尤克里里环球之旅”昆
明站、琴友聚会、草地音乐会、嗨
皮集市等。 在他们看来，选择尤
克里里，就是选择一种“充满阳
光、希望、欢乐的生活方式”，“轻
松愉悦的弹奏给生活带来海岛
般的乐观、活力和开朗”。

自从音乐陪伴计划公益项
目推出以来，有棵树成为主要的
志愿服务队。 很多志愿者在有棵
树的带领下参与到音乐陪伴计
划当中，每周日到王家桥社区教
孩子们学习尤克里里；还分别前
往怒江、普洱、临沧等地，为当地
的教师和孩子提供义务教学。 他
们发现，无论在哪里，孩子们都
对这件小小的乐器充满了好奇
和兴奋。

2019 年 5 月，刘瀚毓和云南
连心的工作人员驾车翻越高山
峡谷，来到交通还十分不便的泸
水市洛本卓乡子竹村。 这次，他
们带来 15 支尤克里里给当地小
学的学生们。

当他们走进学校时，孩子们
一拥而上把他们团团围住，发出
兴奋的尖叫声。 在刘瀚毓的指导
下，孩子们轮流把手指一点一点
按在琴弦上，笨拙而羞涩地弹出
人生的第一支曲子。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全国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
子竹村的中青年村民大多外出
务工去了，村里许多孩子是留守
儿童。 他们的普通话说得不好，
有的甚至还不太会说汉语。 但在
学习尤克里里时，孩子们展现出
极大的热情和天赋。

“听着他们朴实浑厚毫不做
作的歌声，真是一种享受。 ”子竹

村的社工中华才说，这些孩子没
有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和音乐
指导，但他们唱出的心声，是大
自然最美丽的歌声。

中华才的家也在子竹村，他
曾经到杭州打工多年。 2018 年年
底，他辞去了工厂的工作，回到
子竹村参与到云南连心的社会
工作中来，“希望能为家乡做点
尽我所能的事”。

尽管社工的工资远不如在
杭州务工时的收入，中华才还是
充满激情地投入到社工的工作
中来。 他学会了弹奏吉他和尤克
里里，再到学校教给孩子们。

文忠林是所有孩子中学得
最快的一个，7 天就能够自弹自
唱，手指在弦上稳定娴熟。

文忠林的父母和哥哥都在
广州打工， 两个姐姐嫁到外村，
他和嫂嫂生活在一起。 他常常想
念远在异乡的妈妈。 他给妈妈写
了一首歌，歌词里说：“故事的小
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童年
的荡秋千， 随记忆一直晃到现
在”“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但偏偏雨渐渐， 大到我看你不
见， 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
等到放晴的那天，也许我会比较
好一点； 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
但偏偏风渐渐， 把距离吹得好
远， 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
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
拜拜”。

“音乐陪伴计划的目的，就
是要用爱与音乐的力量，帮助山
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让他们
在上学路上、在校园、在家中，音
乐可以成为他们的朋友，让他们
不孤单、不迷路，在音乐中寻找
到创造与坚强的力量。 ”云南连
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副主任张
亚贤说。

只要还有梦
就会看到彩虹

为帮助更多云南留守儿童
和困境儿童，2019 年， 音乐陪伴

计划上线腾讯公益筹款，受到不
少明星、艺人的关注。 杨丽萍、小
彩旗、AK47 乐队、 山人乐队、扣
弦乐队、KAWA 乐队等和云南本
地乐队明星发布视频支持音乐
陪伴计划； 摩登兄弟刘宇宁、辣
妈团、火箭 101 少女、李紫婷粉
丝团分别为项目捐款；2019 年 5
月 25 日， 五百里音乐节在昆明
举行，在这个被评选为“中国十
大音乐节”之一、西南地区最有
影响力的音乐节上，组委会为音
乐陪伴计划专门搭建了一个小
型舞台，朴树等多个明星签名吉
他义卖支持该项目。

截至目前，音乐陪伴计划已
经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普洱
市、临沧市等地开展，400 多个家
庭 600 余名困境儿童得到直接
服务和长期陪伴，间接帮扶和服
务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儿童超过
5000 人。

经过一年的教学，社工和志
愿者们发现，尤克里里给山区孩
子带来了欢乐，为他们枯燥的课
余生活增加了色彩，音乐甚至还
改变了一些孩子的性格，让他们
从羞涩不善于表达和交流，变得
积极、乐观、开朗。

一年来， 有的孩子组建了自
己的乐队。 临沧市沧源县的刀董
村，鲍叶菲、李秋曦、李天福三人
组小灯泡乐队抱着尤克里里弹唱
的画面，成为今年抖音上“六一困
境儿童公益演唱会”的封面。

有的孩子还把自己演唱的
歌曲和拍摄的村寨生活，发布在
快手和抖音上，文忠林就是其中
之一。 他最爱唱电影《青春派》的
主题曲《我的天空》：“原来黎明
的起点，就在我的心里面，只要
我还有梦，就会看到彩虹，在我
的天空。 ”

“我们不能陪伴他们一辈
子， 我们教他们弹奏和创作歌
曲，就是希望音乐的启蒙，能在
他们未来人生道路里多一个陪
伴，多一分面对困难的力量。 ”张
亚贤说。 （据《中国青年报》）

音乐陪伴计划：

让困境儿童获得
坚强的力量

直播镜头前，12 岁的文忠林有些紧张，他低着头认真准确地拨动着尤克里里的琴弦，带着 6 个
同学唱起傈僳族的《好友歌》。 唱着唱着，文忠林和同学们都松弛了下来，脸上开始绽放出灿

烂的笑容。
这一天是 5 月 31 日，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洛本卓乡子竹村成墙坝完小和云南普洱

市孟连县芒信镇拉嘎村完小的几十名孩子，一起参加了抖音上的“六一困境儿童公益演唱会———童
谣时光机”。

这场 4 个多小时的线上音乐会，孩子们轮流奔跑着出去吃饭，再跑回来挤在手机前，唯恐错过精
彩的画面。 他们轮番到镜头前唱民族歌曲，还把自己拍摄的小视频放给大家看。

这是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云南连心”）专门为今年“六一”儿童节策划的活动：
携手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抖音，用云上音乐会的形式，为云南山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送
上特别的儿童节礼物。

音乐陪伴计划是云南连心 2019 年推出的一项让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学习弹奏尤克里里的公益
项目。

“尤克里里（Ukulele）在夏威夷语中的意思是‘到来的礼物’。 ”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研究助
理、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主任兰树记说，“我们希望把它作为礼物带给那些没有父母陪伴的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让他们通过音乐的陪伴寻找到快乐，并从音乐中获得力量。 ”

一群音乐陪伴计划的受益儿童在路上弹唱的时候，路过一片菜地

云南省沧源县勐董镇刀董村， 音乐陪伴计划的志愿者刘瀚毓
（右）在路边教小朋友弹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