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
２０22．2.8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新闻NEWS

邓小岚在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义务支教（图片来源：河北省保定
市阜平县委宣传部）

2 月 4 日晚，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国家
体育场举行。 这是孩子们演唱奥林匹克会歌（图片来源：新华社）

“2月4 日晚，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登上了他们乐队成立以来最大的舞台，在北京
冬奥会开幕式上为全球观众献唱《奥林匹克颂》。

马兰花合唱团来自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前身是组建于 2006 年的‘马兰
小乐队’。

山里娃登上冬奥开幕式
背后有位可敬的老人

这群孩子之前还有过多次
高光时刻：参加 2011 年中央电视
台《我要上春晚》栏目、2012 年北
京卫视《春节联欢晚会》等大型
演出。

将他们带出大山的是邓小
岚。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岚在炮
火中出生后不久，便被寄养在马
兰村附近一户老乡家生活了 3
年。 为了改变马兰村贫穷面貌，
2004 年起，退休后的邓小岚开始
奔波于北京和马兰村之间。

18 年间，邓小岚为村里修建
了校舍，教山里娃学音乐，帮助
孩子们树立信心，种下梦想的种
子，带领孩子们走出大山，登上
了冬奥会开幕式的大舞台。

这里曾是《晋察冀日报》社
驻地，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诞
生地。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美丽的
马兰， 别忘记唱一首心中的歌
谣， 让孩子们知道爱在人间；如
果有一天你来到美丽的马兰，别
忘记带一束鲜艳的花环，这里埋
葬着抗敌的英雄……”

这是一首经常飘扬在马兰
村的童谣，表演者是马兰村的孩
子们，指导老师则是邓小岚。

“马兰村是我的‘第二故
乡’， 这里不仅是我出生长大的
地方， 更是父辈们战斗的地方，
马兰村在我生命里有着不同寻
常的意义。 ”邓小岚说。

79 岁的邓小岚是邓拓的女
儿，她和马兰村的缘分，从刚一
出生就开始了。

马兰村， 像花一样的名字，
是一个有着 700 多户、2000 多口
人的小山村。 这个村位于阜平县
城南庄镇西部深山区， 由 22 个
小自然村组成。

这里曾是《晋察冀日报》社
旧址所在地，是第一部《毛泽东
选集》的诞生地。 抗日战争时期，
社长邓拓在这里与报社工作人

员，一边打游击一边办报纸。
1943 年底，日寇对太行山区

进行了“大扫荡”，在马兰村制造
了“马兰惨案”。 日军冲进马兰村
时，逼问乡亲们报社人员和印刷
机的下落，19 名乡亲为掩护报社
同志惨遭杀害。

邓拓妻子丁一岚在一次突
围后生下邓小岚。 邓小岚出生后
被寄养在马兰村附近一户村民
家中，整整 3 年。 干爹、干娘的悉
心照顾，为炮火中出生的邓小岚
留下难忘的童年。 直到 1946 年，
邓小岚才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当年，《晋察冀日报》 社为
了躲避敌人的围追堵截， 辗转
于马兰村所在的太行山区，坚
持每天出报， 创下了中国新闻
史上的奇迹。

多年后，母亲丁一岚送给邓
小岚一枚图章，上面刻有“马兰
后人”4 个字。 父亲邓拓在《燕山
夜话》专栏发表文章时，署名“马
南邨”，谐音“马兰村”，亦是对当
年在马兰村生活和战斗的怀念。

“缘于个人身世、父辈情结
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我一直把
马兰村视为‘第二故乡’。 ”邓小
岚说。

1997 年，邓小岚第一次回到
马兰村，和妹妹邓小虹找寻父母
战斗过的地方。 虽然 50 多年过
去了，但当地老百姓仍能清晰叫
出她的乳名，让邓小岚不禁泪流
满面。

“当时只请了两天假，虽然
走马观花，但看到百姓生活很艰
难，就想帮帮他们。 ”邓小岚帮助
乡亲们的想法一直埋在心里，但
因为工作原因却迟迟未能如愿，
这成了她的一块心病。

2003 年清明节，退休后的邓
小岚和《晋察冀日报》社的老人
们一起来到马兰村给烈士扫墓，
看到这个小山村依然是破旧的
村舍……

“我一定要为乡亲们做点
事，当年马兰村的乡亲们为了报
社， 献出了 19 个鲜活的生命
啊！ ”那一刻，邓小岚便定下了扎
根马兰的决心。

用音乐播撒美的种子，马兰
歌声“唱”进冬奥，“唱”向世界

北京到马兰村距离 300 多公
里，路途虽不遥远，但并不便捷。

以前先从北京乘火车到定
州， 再从定州乘汽车到阜平，最
后从阜平乘班车到马兰。 早上 8
点出发，晚上七八点才到。

这段路， 邓小岚从 2004 年
起，每年往返 20 多趟。 直到 2010
年 10 月，阜平通了高速路，路程
才缩短为 5 个多小时。

这段路，邓小岚一走就是 18
年。 当记者问她为何能坚持 18
年时，邓小岚说，“我要教孩子们
音乐。 ”当问她一路累不累时，她
说，“不辛苦， 我坐车不晕车，在
车上就能休息。 ”

邓小岚那次和报社老人回
马兰村扫墓时，碰巧遇见了同样
在扫墓的一群孩子，发现马兰村
的小孩连一首歌都不会唱。

“你们会唱什么歌呀？ 给爷
爷奶奶们唱首歌吧！ ”邓小岚说
出了《学习雷锋好榜样》《少先队
队歌》等歌名，她一首一首试探，
孩子们直摇头，只有一两个孩子
会唱国歌，还有些跑调，这深深
刺痛了她。

“我心里咯噔一下，说不上
悲凉，但空落落的。 ”邓小岚说，
她从小就爱唱歌，喜欢音乐。 在
她看来，马兰村的孩子们没体会
过音乐的乐趣，没有歌声的童年
是苍白的。

邓小岚刚开始到马兰小学
教音乐课时， 简陋的学校只有 4
间危房。 为了建音乐教室，她不
仅拿出自己的退休金，而且动员
北京的弟弟、 妹妹一块儿捐钱，
共凑了 4 万块钱， 在村里盖了 7
间校舍，大大改善了马兰小学的
办学条件。

后来， 邓小岚又四处“化
缘”， 将亲友家闲置的乐器要过
来， 并寻求相关部门支持帮助，
陆续置办了架子鼓、 电子琴、钢
琴、长笛、黑管等乐器。 村里人没
人会这些乐器，邓小岚就手把手
地教孩子们。

每个月来两次， 寒暑假更
加频繁，邓小岚风雨无阻。“教
这个得有连续性， 今天教了明
天就走，那学生可学不会呀。 ”
邓小岚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 音乐唤醒
了这个沉睡的小山村。 经过邓小
岚悉心指导，孩子们已经能够演

奏复杂乐曲，唱功也明显提高。
音乐不仅带给马兰村的孩

子们快乐，更给他们插上了梦的
翅膀。 2006 年，邓小岚成立马兰
小乐队， 带领孩子们到北京、上
海、浙江等地演出，让他们走出
大山，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2013 年，70 岁的邓小岚发起
“马兰儿童音乐节”。“全国的成
人音乐节不少，儿童也应该有音
乐节，就从我们马兰村开始吧。 ”
邓小岚说。

筹备过程中，邓小岚不慎骑
车摔进坑内， 造成左腿小腿骨
裂。 她没告诉家人，偷偷养伤，通
过网络“指挥”进度。

仅仅休息了半个多月，邓小
岚拄着拐准时来到音乐节开幕
式现场。 乡亲们十分感动，都竖
起大拇指：“邓老师，刚强咧！ ”

2015 年， 邓小岚亲自设计，
自筹资金，把小学校旁边的荒土
坡打造成一座三层“音乐城堡”。
“孩子都向往童话生活， 城里有
少年宫、迪士尼乐园、公主城堡，
马兰的孩子也可以有。 ”

“山里孩子们最渴望的是
什么？ 是大山外面的精彩世
界。 ”邓小岚说，她真切地看到，
音乐让山里的孩子们更乐观、
更自信了。

在学生家长杨念琦看来，是
邓老师给孩子们播下了音乐的
种子。“我们这边不像大城市有
专业的音乐老师教，这些年孩子
一直跟着邓老师学，感谢她一直
对孩子的无私付出。 ”

2 月 4 日， 乐队的孩子们走
向了更大的舞台，他们在北京冬
奥会开幕式上用希腊语向世界
献唱了一曲《奥林匹克颂》。

11 岁的席庆茹是此次演出
的乐队成员，她说：“这是我第一
次到北京，鸟巢很壮观，很兴奋
能有这个机会让全世界听到我
们马兰的歌声。 ”

用音乐改变一座村庄，太行
山村换新颜

18 年来，邓小岚从北京往返
马兰村的行程超过 20 万公里，
大约能绕地球赤道 5 圈。

“最初，爸爸和我们都很担
心妈妈的身体，但看到她发自心
底的快乐，只好不去‘扯后腿’。 ”
邓小岚的女儿刘明明说，“近几
年我一直在想，妈妈是用行动诠
释了梦想与坚持，她很了不起！ ”

18 年如钉子一般，邓小岚的
坚守感动了很多人。

音乐人阿里来了，把邓小岚
的故事拍成纪录片《马兰的歌
声》，让马兰的名字传得更远。

2012 年 6 月，马兰村作为乡
村素质教育的典型，成为保定市
素质教育的一大亮点。 阜平县政
府专门派出特岗老师，支持马兰
村音乐教育。

河北大学艺术系教师联系
邓小岚，把这里作为社会实践基
地，定期派学生过来讲课。

至今，邓小岚已经协调捐赠
了近 500 件乐器、 数千册图书，
培养了近 200 多名学生，有 10 多
个学生在大学里读艺术专业或
毕业后从事艺术教育。

孙志雪考取西北民族大学
音乐教育系；白宝鹏从河北幼儿
师范学校毕业后开始从事幼儿
音乐启蒙教育工作；李振涛考入
了河南大学，那是邓拓曾就读的
大学……

音乐成了马兰村的一张名
片， 邓小岚用音乐改变了一座
村庄。

近年来，得益于邓小岚的努
力， 社会各界对马兰村高度关
注。 在阜平县委、县政府大力扶
持下， 随着惠农扶贫政策的落
实， 马兰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走进马兰村， 只见村南一
座新落成的灰色圆形舞台背靠
青山，碧水环绕，远远望去犹如
一轮明月挂在天空。 这是由邓
小岚筹资新建成的月亮舞台。
今后， 马兰儿童音乐节有了真
正的舞台。

“老区人民的养育之恩，我
一辈子也报答不完。 ”邓小岚说，
未来她还会在这里坚守，做一名
真正的“马兰后人”。

（据《新华每日电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