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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巩持平

“有两架钢琴放在室外， 你帮我去检查一
下，防护罩有没有盖好。”去年 8月，80?的莫
志蔚捐了 10架公共钢琴，放在宁波 10处公共
区域。一年时间过去了，听到记者说要去看看
钢琴，她连忙嘱咐。

顾名思义， 公共钢琴是指摆放在公共场
所、无偿供公众弹奏的钢琴。宁波这 10架公共
钢琴，平日周围设置了 1 米线，被浅蓝色的布
罩蒙着； 两架在室外的钢琴脚下垫了木头台
子，防护罩是特制的，又厚又重，防风防雨。莫
志蔚的卡通头像放在钢琴上，公共钢琴项目的
介绍放在旁边，定了一些规矩，比如：欢迎有一
定基础的人前来弹奏；若有人排队，每人每次
弹奏不超过一首曲目； 不会弹琴的人如需体
验，在志愿者的指导下进行。

公共钢琴刚落地时， 莫志蔚在采访中说，

钢琴就像自己的孩子。一年后，记者再问起这
个比喻，她有点不好意思：“说实话，这种感觉
慢慢淡了，公共钢琴跟我的关系远了。”

现在，公共钢琴由善园公益基金会作为公
益项目运营。由莫志蔚的朴素心愿到持续运作
的公益项目，10架公共钢琴到底命运如何？记
者前往宁波，一探究竟。

媒体说“捐10架”，捐赠者不明就里

莫志蔚本没打算放 10架———太多了。

在宁波放置公共钢琴的念头，2018年从莫
志蔚的脑子里冒出来。钢琴曾陪伴了她患癌症
的老伴，也是那段难熬的日子里，她的精神寄
托之处。莫志蔚想把美好分享出去。

但公共钢琴还是新鲜事物。2017年， 莫志
蔚关注到四川宜宾有着凡·高《星空》涂鸦的公
共钢琴。“发起人是个大学生，挺有想法。”她在
手机里收藏了那条新闻，隔段时间就在网上检
索，“2018年之后没动静了，可能是坏掉了。”

她还找来国外公共钢琴的视频看。一架放
在街头的钢琴，谁想弹就坐上去，谁想听就停
下来———这种自如的氛围， 让她心生羡慕。但
这架钢琴的琴凳被弄丢过，后来和钢琴锁在了
一起。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弄，先放一两架公共
钢琴试试吧，看看会发生什么。”莫志蔚心里没
底。她想着，等钢琴放下了，再发动几个喜欢音
乐的老年朋友，组成志愿者队伍，经常去看看
就行。

从去年 3月开始，莫志蔚开始单枪匹马四
处奔走，为公共钢琴找“家”。为了便于照顾，她
从住处附近的商场开始找起。几番打听，莫志
蔚才见到负责人， 就被泼了冷水———钢琴能
放，但每天需要缴纳几千元摊位费———商场寸
土寸金，连柱子上贴张海报都价格不菲，何况
是放一架占地方的钢琴？

鼓楼站是宁波最大的地铁站之一，人流量
大，地方又宽敞，是公共钢琴的理想“归宿”。莫
志蔚从地图软件上搜索到地铁公司的办公地
点， 那地方下了地铁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好
不容易到了门口， 她被保安拦下， 问她找谁，

“本以为做好事去的，总会有人接待，到了才知
道，我连门都进不去。”莫志蔚说。

四处碰壁，奔波小半年，莫志蔚一架公共
钢琴都没能放下。幸好，经人引荐，宁波日报社
的记者崔小明得知此事， 开始跟踪报道。2019

年 7月 9日，第一篇报道上线，标题即为“八旬
老人想捐赠 10 架公共钢琴”。如今，无论是莫
志蔚还是崔小明，都说不清“10架”的出处。

不过，到底要捐多少，当时的他们已经无
暇细想———报道发出后，反响热烈，不到 1 小
时阅读量超过 15万人次， 霸屏宁波人的朋友
圈。不断有人辗转联系到崔小明，表示愿意接

收公共钢琴，商场、美术馆、政府宣传部门
等，纷纷提供帮助。

崔小明开始带着莫志蔚到处考察点位。他
们的选址要求是“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莫
志蔚若遇上喜欢的地方，当场拍板定下。最多
的时候，半天看 3个点。大半个月时间，10架公
共钢琴的放置位置都选好了。

2019年 8月 12日上午， 第一架公共钢琴
在宁波书城落地。当时，几乎所有在宁波的媒
体都出席了活动仪式。到 8月 29日，10架公共
钢琴全部奏响。

“速度能不能慢一点？”莫志蔚问过崔小明。

那段时间，崔小明成了莫志蔚的“钢琴助理”，汇
聚场地信息，陪同考察场地，再把最新进展写成
报道，定点、买琴，再到钢琴落地，宁波日报社跟
踪报道了全过程，“不行， 得趁着热度把各项事
宜敲定。”崔小明明白，这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
努力。他自己也有顾虑，若事情没办成，怕有人
指责媒体只会炒热度。

莫志蔚的心愿实现了。 不过，10架公共钢
琴数量多，点位分散，莫志蔚原本组建好的老
年志愿者团队靠不住了。

有的琴从黄金位置被挪到角落

“失控”的不只是钢琴数量。莫志蔚后来才
明白，她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了。

崔小明有心理准备。“公共”的事情很难做
好，这一点他深有体会。十几年前，他在报社组
织团委活动时，曾受捐了 20辆自行车，停在报
社门口，作为公共自行车，供报社同事外出采
访、办事使用。不过，自行车到位简单，管理却
成了问题。他给自行车和钥匙相应编号，再把
钥匙放在门卫处。因为是额外任务，保安对自
行车的租借登记毫不上心。 一段时间后，20辆
自行车尽数消失。

公共钢琴的后续管理面临类似困境。莫志
蔚是捐赠者，场地方是接收者，都没法成为公
共钢琴的所有者， 也没法承担管理和运营工
作。钢琴被偷了、砸了，谁来赔？坏了谁来修？若
有人在钢琴边上磕倒摔坏了，琴盖突然翻下来
砸伤了手，责任谁来承担？

这些都是想得到的风险。莫志蔚和崔小明

寻求各方帮助，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采购时，

厂家为公共钢琴签订了一份售后协议，内容
包括：如果钢琴损坏，接到电话 8 小时内维
修；每年对公共钢琴调音。宁波一家保险公
司免费为公共钢琴提供“财产一切险”“公众
责任险”“特定场所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善园公益基金会也在这时出现了。莫志
蔚将公共钢琴捐赠给基金会，基金会再按照
她的意愿，安排公共钢琴的去处———将公共
钢琴的产权归属明晰化。更重要的是，基金
会愿意负责公共钢琴的后续管理。

莫志蔚和善园公益基金会、《宁波日报》

报网联合成立公共钢琴公益基金。基金启动
资金共 20 万元。 其中 15 万元由莫志蔚捐
赠，主要用于购买钢琴；另外 5 万元由鄞州
银行公益基金会捐赠，主要用于公共钢琴的
启动工作和后期公益音乐活动的举办。

10架钢琴都落地了， 没人弹怎么办？善
园公益基金会出面， 在全市范围招募志愿
者。志愿者多为专业志愿者（负责弹琴并引
导鼓励市民弹奏），并兼任服务志愿者（维护
现场秩序及保养钢琴）。 最终， 形成了一支
400多人的志愿者队伍。

定了一张排班表，规定好每位志愿者的
服务时间和服务地点———每位志愿者每周
服务 1 小时，情况好的话，每架公共钢琴旁
都有志愿者全天陪伴。去弹琴的人，有时是
孩童，有时是耄耋老人，有时是专业演奏者，

志愿者遇到了， 都会拍视频发到聊天群里。

其他时候，志愿者或者自己弹奏，或者做一
些清洁工作。

不过，即便准备充分，意料之外的事情
还是会发生。

鄞州区万达广场的公共钢琴在二楼餐饮
集合区中央的表演舞台， 被铁板烧、 韩式料
理、潮汕砂锅粥、云南过桥米线等餐厅的油烟
包围，对公共钢琴损伤很大；宁波市图书馆新
馆外的咖啡厅也摆了一架公共钢琴， 不过咖
啡厅面积小，钢琴一旦弹奏起来，声音很大，

会影响到看书、办公的市民；还有两架公共钢
琴摆放在室外， 虽都在屋檐下， 并非全无遮

拦，但难免风吹雨淋，钢琴容易受潮……

受疫情影响，志愿者队伍的组织今年中断
了，原本计划的很多活动泡汤了。随着事件热
度退去，场地方当初的热情也渐渐消减，有的
公共钢琴从黄金位置被挪到了角落。

考虑到莫志蔚年纪大了，10架公共钢琴落
地后，崔小明和善园公益基金会公共钢琴项目
负责人康孙琦很少叨扰她。不过，这几天，他们
打算见一面，毕竟，有几架公共钢琴不得不换
位置了。

她担心琴受潮，又反对募捐管理费

9月 11日下午 2点， 年近 60?的马奶奶
下课了。她从钢琴教室里出来，肩头留了一张
贴纸，上面写着“马同学”。她是公共钢琴志愿
者，刚上完一节免费的钢琴课。课程为期 2 个
月，教授目标是一曲《欢乐颂》，那天上的是第
一节。除了马奶奶外，还有 5 名学员在同一节
课上，他们都是差不多的年纪。

这是公共钢琴公益基金会的培训计划。康
孙琦视此为公共钢琴志愿活动重启的开端。8

月 29日， 相关报名信息上线，18个免费名额，

公共钢琴的志愿者优先。 文章发出后第 2天，

原定的 3个班的名额都报满了。

对于公共钢琴项目， 康孙琦还有很多设
想。比如，邀请音乐家来演奏公共钢琴，举办小
型音乐会；以公共钢琴为活动点，举办城市定
向打卡赛； 在每一架公共钢琴附近安装摄像
头， 剪辑精彩片段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上发布；

邀请爱心企业参与进来，每次有人在公共钢琴
弹奏一首，企业将进行相应金额的配捐。

但是，莫志蔚觉得，搞培训和公共钢琴本
身没什么关系，“公共钢琴本来就是给会弹的
人去弹”。

其实，自公共钢琴落地后，莫志蔚和基金
会在理念上一直有分歧。基金会曾提出过“募
捐”的想法———后续管理用得到资金的地方很
多，比如，为放在室外的公共钢琴搭建防潮木
台，放置在公共钢琴周边的展示材料，办活动
时的道具和宣传物料———他们建议，在公共钢
琴旁放一个募捐箱，以此来募集管理经费。

这一提议遭到莫志蔚的坚决反对：“像乞
丐一样，成什么样子？”

崔小明和康孙琦决定尊重莫志蔚的意愿。

但管理经费的问题迄今没找到合适的解决办
法。也正因如此，康孙琦设想中的很多围绕公
共钢琴开展的活动，迟迟未能进行。公共钢琴
的人气渐渐散去，弹奏的人越来越少，不过，莫
志蔚觉得这是常态，“公共钢琴是给喜欢弹琴
的人一个展示的舞台，宁波弹钢琴的人可能本
就这么多。”

在宁波落地的公共钢琴数量更多了。有
一位个人捐赠者捐了 1 架钢琴， 还有一个企
业，捐出 10 架钢琴。目前，已落地 7 架，放在
医院、火车站、行政服务中心等地。“公共钢琴
不应该放在医院。”莫志蔚听说了这件事，“不
会有人因为想弹钢琴而到医院去。”琴声可以
抚慰候诊者及家属的情绪， 但若是出于这个
目的，“应该由院方放置钢琴， 而不应该放公
共钢琴”。

莫志蔚这些意见已经很少说出口了，“不该
我管的不要去管”，她心里清楚，自己的使命在
10架钢琴全部落地的那一刻，就已经完成了。

最近，莫志蔚受邀加入了一支乐队，弹电
子琴或者合成器，每周排练一次，每次 2小时。

10个爱好音乐的朋友一起演奏， 莫志蔚觉得，

“有种融入大海的感觉”。 因为莫志蔚的名气，

乐队也得到了媒体的关注。

不过， 莫志蔚还在志愿者的聊天群里，每
架公共钢琴的近况她都知道。只是最近群聊不
太活跃，她有点担心，“夏天雨多，那两架放在
室外的公共钢琴会不会受潮呢？”

去年 8月，80岁的捐
赠者莫志蔚曾说， 钢琴就
像自己的孩子， 她单枪匹
马四处奔走， 为公共钢琴
找“家”……

一年过去了， 在宁波
落地的公共钢琴数量更多
了，但最初 10架公共钢琴
的后续管理陷入困境

“音色失准”的
公共钢琴

荨公共钢琴亮相伊始，捐赠者
莫志蔚正在弹奏，脸庞映在锃亮的
琴盖上。 王倩 摄（本报资料照片）

宁波鼓楼
地铁站的公共
钢琴放置点，

琴罩被随意地
盖在钢琴上。

巩持平 摄

美好的艺术和凄苦的生活

门吱的一声开了， 进来的常书鸿带
进来一股清冷的寒气。 陈芝秀下意识地
裹紧了被子。

“呀，你怎么还在睡？！不行，不能惯
你这懒毛病，人家都起来进洞里工作了，

我不是同你说过吗，这里日照时间短，太
阳直射洞里的时间很短， 稍微一偏就看
不清了。 大家都是利用日照的时间抓紧
好好画， 你却还……喂， 你倒是听见没
有？”常书鸿进来坐到炕沿，推着她。“快，

芝秀，快起来呀！”

没有期望中的爱抚， 没有料想中的
甜吻，芝秀微微有点失望。

“你快起来吧，张琳英和乌密风都在
等着你呢！她俩说要请你指点指点，今天
她们都在 319窟， 准备先临摹那几座盛
唐坐佛……”

“是吗？她俩也要临这个窟？”陈芝秀
一骨碌坐起了身，慌忙跳下地，洗脸刷牙。

一走进第 319窟， 陈芝秀就感受了
那种叫她陶醉不已的气息。

陈芝秀和张琳英、乌密风商量后，决
定各自分头行动： 由她来先临这第 319

窟的盛唐坐佛， 张琳英和乌密风一起临
建于隋代的 427窟的那九座彩塑， 临到
一个阶段后再交换探讨。 这两个窟虽然
隔得较远，但都是敦煌的代表窟之一。

一千多年的韶光流逝， 使得这些彩
塑大部分已经变色，可是只消细细审视，

就会觉得它并未失去原貌神采， 特别是
这些菩萨的造型，身体比例匀称，衣纹线
条流畅，面貌生动，各具个性，慢慢端详
品味，更教人感悟到什么叫美不胜收。

陈芝秀长长地叹息一声， 坐在了高
高的脚凳上。她忘情地四顾，一只没有套
牢的高跟鞋掉了下来，落在地上，发出一

声空洞的很大的声响。她并不去管它，只管
眯着眼睛，一味忘情地欣赏着，然后，慢慢
地举起画笔……

陈芝秀觉得自己已经累成了一滩泥。

一回到皇庆寺，她恨不得立刻往炕上一躺。

小嘉陵大概又是玩累了， 四仰八叉地在炕
的那一头横睡成一个“大”字。

她把儿子往里边推了推， 就势躺在炕
沿。烧过的炕还有余温，这余温加深了她的
疲劳和舒适，她大舒四肢地躺着，重重地呻
吟了一声。

沙娜闻声从西屋跑过来， 惊慌地连连
问：“妈妈，你怎么啦？”

她闭眼摇头。 常书鸿正好掀了棉帘子
进门来，见状吓了一跳，忙问：“芝秀，你没
事吧？”

陈芝秀还是摇头， 倦懒得连说话的力
气也没有了。

常书鸿伸手要去试她的额温，芝秀抬起
胳膊一挡，这才低声笑道：“我没生病，是太累
了，你想，脑袋整整仰了一天，脖子都要掉下
来了。书鸿，现在我才觉着以前没细细看你的
那些信真是不该，看来，我以后要补课，否则
临摹起来心中无数，就难以形神两似了。”

“这就对了，哦，你要看资料，先看看这！”

常书鸿说着，就从抽屉里掏出那个已经磨得
边缘发白的黑公文包，抽出厚厚的一沓纸和
一个卷宗来。“这就是大千给我的一些资料，

还有我前些日子作的调查记录，当然，我只记
下最简洁的，要知其详，还得好好看看原来的
系统资料。嗯，我打算让乌密风或者邵其芳他
们以后兼职保管文档资料，研究所一定要在
这儿正式建立莫高窟的档案资料馆……”

“看看，你是一说到针就来棒槌，回家
还是没完没了。好好好，别的先不说，今晚
我们自己弄饭吃吧，我去伙房要点面来。”

不料，陈芝秀去转了一圈，就懊丧地空
着手回来了。 一进门就没好声气地说：“你
明知道也不说，好好地叫我白跑一趟！”

“怎么啦？”

“张民权不在， 伙房里没有细面了，只
有一点苞米糁子，怎么吃呀！你说怎么办？”

常书鸿一愣，这才想起他们生活上最大
的依靠———总务张民权昨天就已经走了。神
秘出走的张民权，没有向他细说是到何处去。

有人曾悄悄告诉常书鸿，张民权是共产党员。

常书鸿愣了一会， 说：“张民权说不定以
后还会回来的。芝秀，苞米糁就苞米糁吧！熬稀
饭不也可以吗？今天晚上就先对付一顿好了。”

“你真是的，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就是对付，也得有东西才能对付。你说
我拿什么做稀饭？”

“芝秀， 你这样说不就是将我的军吗？

我是说刚才你应该将那玉米糁子领回来。”

“你去吧，我不去，我不能为这一升八
两的东西来回跑。”

“你不跑那就只有我跑啰。” 常书鸿无奈
地放下手中的纸笔。“你说吧，还去要点什么？”

“要点什么？我哪知道有什么？反正不
是醋就是盐，还能有什么？”陈芝秀没好气
地说。一阵委屈突然升上心头。在敦煌，看
看洞窟、画点画是蛮不错的，可是日常生活
这样凄苦， 别说没有钱， 有钱也没有东西
买，这日子过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呢？

“芝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是你说要在
家里做饭的嘛，现在倒朝我撒气了。依我说，

你以后就不要找这个麻烦，反正我们全所人
都在一个锅里吃惯了， 大家吃一样的饭，多
省心！等以后我再找一个总务来，让他专门
负责解决后勤和吃饭的问题就好了。”

“爸爸，你写字吧，我去伙房要！你和妈
妈都先歇着，我来给你们熬稀饭。”沙娜再
次从西屋出来，拿起那只装面粉的小袋，蹦
蹦跳跳地走了。

常书鸿感慨地望着女儿的背影， 再次
从心里觉得女儿的懂事和可爱。

正在这时，嘉陵醒了，惺忪着眼便嚷：

“妈妈，我饿！”

陈芝秀心里不悦， 没好气地说：“再饿
也得等着，你爸爸当我们都是神仙，不吃饭
也可以过日子呢！”

常书鸿一愣，一阵懊恼冲上心头。芝秀
这话真让他听得不是滋味。但他忍住了，哄着
嘉陵说：“好孩子，明天，爸爸让人赶车到县城
去，给你装一大车好吃的东西来，好不好？”

“等你爸爸让那辆老牛破车到县城给你
驮回吃的来，我们都该饿昏了！”陈芝秀继续
嘟囔说，动手给嘉陵冲
奶粉。 （二十四）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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