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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架公共钢琴今起开始投放

让琴声持续飘扬在甬城上空

今天，由莫志蔚老人捐赠的第一架公共钢琴，将
在宁波书城正式落地。今后一段时间，其余九架钢琴
将陆续落地安放。莫奶奶心愿达成，市民欢欣鼓舞。
但很多人也在问：悠扬的旋律能否持续飘扬？公共钢
琴能否经得起城市文明的考验？

钢琴是西洋古典音乐中的一
种键盘乐器，是意大利人巴托罗
密欧·克里斯多佛利于 1709 年
发明的，由 88 个琴键 （52 个白
键、36 个黑键） 和金属弦音板
组成。钢琴音域宽广、音量宏
大、音色变化丰富，可以表达各
种不同的音乐情绪，甚至可以模
仿整个交响乐队的效果，有“乐
器之王”的称号。

但是，钢琴体积庞大、重量
可观，搬运起来十分不便，通常只
出现在高雅艺术的舞台，很多群
众性的音乐会、歌舞会上往往难
觅钢琴的踪影。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人们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精
神生活，学弹钢琴的越来越多。
为了满足人们随处可以享受琴声
的愿望，公共钢琴应运而生。

顾名思义，公共钢琴就是放
在公众场所无偿供广大市民弹奏
的钢琴。公共钢琴最早零星出现
在国外。记者查阅有关资料发
现，2008 年，卢克·杰拉姆在
英国伯明翰发起了“弹奏我吧！
我是你的！”活动，将 15架钢琴
摆放在当地的城市广场、公园、
汽车站、火车站、市场、渡口等
公共场所，活动持续了 3周。不
久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
默德·尤努斯在宁波与莫志蔚老
人交流时说起，他的女儿所在的
公益文化组织，每年会在纽约街
头摆放公共钢琴，开展公益文化

活动。此外，法国巴黎、加拿大科
堡、美国波士顿、英国剑桥、澳大
利亚墨尔本的街头也曾出现过公共
钢琴。

近年来，随着我国学琴热潮的
兴起，公共钢琴也在国内一些城市
零星出现。2014 年，厦门大学出
钱购置了 10 架公共钢琴，摆放在
学校的公共场所，在规定的时间
内，学校师生想弹就弹，不需要申
请。2017年7月，宜宾上江北书香
府第步行街出现了一架公共钢琴，
发起人是一位名叫唐铭的年轻人，
他在大二赴美实习时接触到公共钢
琴，毕业后，唐铭就和几位朋友凑了
4000 多元钱，购买了一架二手钢
琴，并找人在钢琴上绘制了凡·高名
画 《星空》 的图案，放置在街头。
2018 年 10 月，西安街头也出现了
公共钢琴，钢琴摆放在一个封闭的
亭子里，弹奏需要收费，起步价是
每 15 分钟 10 元，这种钢琴是营利
性的，称之为“共享钢琴”更恰当
些。

此外，很多宁波市民出差或旅
游时，也在飞机场、火车站和地铁
站等公众场所体验过公共钢琴。宁
波有位阿姨曾在法国戴高乐机场体
验过公共钢琴。上海地铁南京西路
站也有一架公共钢琴，经常有过往
的乘客上去弹奏。兰州火车西客站
也放置了一架三角钢琴，有自动弹
奏功能，过往旅客可以点播自己想
听的曲目。

“弹奏我吧！我是你的！”
公共钢琴的各地实践

公共钢琴的出现活跃了城市
氛围，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
活，提升了城市的品位和格调，
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但记
者了解到，各地公共钢琴在后期
管理和维护上遇到了不少问题，
很多公共钢琴一段时间后成了摆
设。

即使是国际大都市如纽约，
公共钢琴放置街头一般也在两个
月以后就被搬离。而厦门大学和
宜宾街头的公共钢琴自从落地之
后，记者没有找到相关后续报
道。深圳被称为“钢琴之城”，
华强北步行街摆放了 8架公共钢
琴供市民免费弹奏，每架钢琴有
着丰富多彩的主题涂鸦，但据星
岛环球网 2019 年 7 月 6 日报道，
这批公共钢琴惨遭不文明涂鸦，
有的写着“到此一游”，有的则
被贴上了一些小广告，其中至少
有两架钢琴因琴键损坏而无法弹
奏。

记者在协助莫志蔚老人推动

宁波公共钢琴落地的过程中，也听
到不少质疑的声音。有人说：“莫
奶奶的想法赞，但做起来太难，估
计 时 间 不 长 ， 钢 琴 就 变 成 摆 设
了。”还有人说：“我家有架钢琴，
有的‘熊孩子’来了后，在钢琴上
乱按乱弹，作为主人说也不是，不
说也不是。家里都这么难管，何况
公众场合？”

归纳起来，大家对宁波公共钢
琴的后期运营和管理主要有以下

“五问”：
日常谁来管？从各地的实践来

看，公共钢琴的投放组织和个人大
多是一次性投入，后续管理没有落
实相关的责任单位，更没有专人负
责，往往任公共钢琴自生自灭。莫
志蔚老人最初捐赠钢琴的朴素愿望
只是想让广大市民在公众场合能听
到美妙的旋律，具体如何管理，她
坦言确实没有深入思考过。在推进
过程中，她才发现要让公共钢琴持
久服务社会，确实面临很多挑战。

坏了谁来修？公共钢琴放置街

“零门槛”投放
后期管理维护难

头，是公众免费使用的乐器，人
人 可 弹 ， 难 免 会 出 现 使 用 不
当，甚至可能出现恶意破坏的
行为。此外，潮湿的环境会让
琴 弦 生 锈 ， 暴 晒 会 使 漆 面 开
裂。公共钢琴损坏的几率肯定
比一般钢琴要高得多。而钢琴
作为一种精密乐器，有一个琴
键不能正常使用，弹奏体验就
会变得很糟糕。如果没有及时
维 修 ， 就 会 无 人 问 津 成 为 摆
设，甚至成为城市败笔。

丢了谁负责？一架钢琴价
格不菲，少则上万元，多则十
几万元。如果放在街头，一旦
因为火灾、失窃或者其他意外
事故导致钢琴损毁，应该算投
放人的责任还是所在单位的责
任？钢琴投放者没有精力管，
落地单位不愿管，这是很多公
共钢琴难以落地和实施的根本
原因。

平时谁来弹？钢琴是高雅艺
术，进入门槛比较高。学琴要持
续约两年时间，才有可能比较流
畅地弹奏一首曲目。在公众场合
演奏钢琴难度更大，即使会弹奏
的 人 ， 要 在 公 共 钢 琴 上 当 众 表
演，也需要勇气。宁波电大社区
大学钢琴社团的蒲黎红老师说，
他们最初组织学员去李惠利医院
东部院区弹奏公共钢琴时，很多
人不好意思上去表演，经过了一
段时间才适应。宁波一下子投放
10架公共钢琴，会有人来弹吗？

意外谁担责？公众场合难免
会发生意外事故。“钢琴、琴凳都由
坚硬的木质材料打造，而且有棱有
角，如果孩子在嬉戏中碰到了磕到
了怎么办？”公共钢琴在推进过程
中，有些单位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虽然几率不大，但不怕一万，就怕
万一。”个别单位因为有顾虑，对公
共钢琴敬而远之。

针对上述问题，宁波日报报
网、宁波善园公益基金会和莫志
蔚老人在推动公共钢琴落地的同
时，积极探索后期运营、管理、
维护的办法。

在第 6架公共钢琴选址确定
后，眼看 10 架钢琴落地在望，
有关单位即于7月18日在宁波善
园召开了公共钢琴管理运营座谈
会，来自我市艺术教育界、志愿者
管理机构、公共钢琴安放单位的
代表齐聚一堂，各抒己见。原定下
午 5 时结束的会议，延迟到了下
午6时30分。专家们就公共钢琴
管理的责任主体、志愿者的发动
和招募以及智能化管理等提出了
许多弥足珍贵的意见和建议。

小修小补，售后负责。在与
海伦钢琴签订采购合同的同时，
还附带签订一份《公共钢琴售后
服务协议》，对公共钢琴的售后
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明
确了钢琴如果出现损坏，接到电
话后 8小时内到场维修处理；每
年对公共钢琴调音、整音和机芯
维护保养 1 次至 2 次。如果公共
钢琴要搬动，由海伦钢琴承担运
输费用。协议确保了公共钢琴坏
了有人修、坏了能及时修。此
外，海伦钢琴将安排专业人员指
导培训志愿者如何保养钢琴。

大修大补，保险承担。对于
售后服务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国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公司伸出了援手。该公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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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份保险。其
中“财产一切险”是指钢琴财产
损失险，除了售后服务范围，如
果因为天气原因、使用不当造成
的较大损失，或者因盗窃、抢
劫、恶意破坏造成较大损失而公
安机关未找到相关责任人的，均
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而

“公众责任险”是指在公共钢琴
的特定区域内，如果发生意外事
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害或财产
损失，由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经
济赔偿责任。“特定场所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指在公共钢琴场所范
围内以及参加活动的来回路上，志
愿者发生意外伤害事故的，由保险
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方联手，成立基金。在公共
钢琴落地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的事件是：8 月 6 日，由宁波善园
公益基金会、宁波日报报网、莫志
蔚老人三方联合发起了莫奶奶公共
钢琴公益基金。该基金的性质为专
项基金，接受有关部门的奖励或拨
款，并可接受社会公众的捐赠。基
金启动资金 20 万元，其中 15 万元
由莫志蔚老人捐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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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成立，将为公共钢琴后
期的运营提供组织保障和资金支
撑，这是莫奶奶公共钢琴与其他地
方公共钢琴的根本区别。

发动社会，引导弹琴。有关专家
认为，要使广大市民适应公共钢琴，
让弹奏公共钢琴成为城市的一种新
时尚，需要一个过程，而志愿者的示
范和引导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为此，
宁波日报报网、宁波善园公益基金
会联合发起并组建了公共钢琴志愿
者队伍。志愿者队伍主要由专业志
愿者、服务志愿者和相关专业志愿
者组成。专业志愿者主要负责钢琴
的弹奏，引导并鼓励过往市民弹钢
琴；服务志愿者主要维护现场秩
序、保养钢琴、保持钢琴整洁等；
相关专业志愿者指的是能和钢琴志
愿者联奏合奏的志愿者，他们携手
用音乐服务市民。发挥好志愿者队
伍的作用，是公共钢琴能够持续响
起的关键。

宁波市音乐家协会主席陈民宪
说，公共钢琴虽然是莫奶奶发起和
捐赠的，但由全体市民共享，是大
家共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公
共钢琴的琴声能响多久，取决于全
体市民能否对其进行呵护与厚爱。
他希望公共钢琴成为城市艺术的舞
台，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受和快
乐的体验；还希望公共钢琴是一个
爱心的平台，有更多人参与其中，
把这份爱传得更广更远。

让更多人参与其中
把爱传得更广更远

莫志蔚老人捐赠公共钢琴的
事迹经宁波日报和甬派客户端报
道后，感动了很多人，引起全国
各地媒体的关注。

浙江卫视两名记者连续跟踪
拍摄两天，积累大量素材后在浙
江卫视《面孔》栏目播出了约 7分
钟的视频。7月28日晚，中央电视

台新闻频道《今夜面孔》播放了约 5
分钟的莫志蔚老人事迹视频。

此外，新华社客户端、澎湃、
新浪网、今日头条、浙江新闻客户
端等纷纷进行了报道。7 月 29 日，
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组联系
了莫志蔚老人，不日将来宁波对她
进行专题采访。 （崔小明）

莫奶奶捐赠公共钢琴
引起全国媒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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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有不少在老年大学
学钢琴的老人。几年下来，他们
或多或少掌握了一些弹奏技巧，
不为学有所成，只为学有所乐。
这个夏天，宁波电大社区大学钢
琴社团学员、耄耋老人莫志蔚则
通过一桩义举感动了甬城。

莫志蔚在老年大学学琴的这
些年，琴声丰富了她的晚年生
活，还让她交到了一批志趣相投
的朋友。她希望在自己 80 岁生
日那天，甬城街头能响起悠扬的
琴声。为此，她打算用自己的养
老金捐赠 10 架公共钢琴，放在
甬城的各处公共场所，让钢琴爱
好者在琴键上挥洒激情，让匆匆
而过的路人在琴声中放缓脚步，
同时，也为正在建设音乐之城的
宁波贡献自己的力量。

莫奶奶的心愿，通过本报记
者的报道，迅速传遍了我市的大
街小巷。许多单位表示愿意提供

空间来安放公共钢琴，而莫奶奶也
不惧高温酷暑，亲自走访考察这些
安放点。

目前，10 架公共钢琴的安放
点位已经一一确定，第一架公共钢
琴将在今天亮相宁波书城。而宁波
日报报网、宁波善园公益基金会和
莫志蔚老人在推动公共钢琴落地的
同时，积极探索后期运营、管理、
维护的办法：小修小补，由公共钢
琴的供应商负责；大修大补，由保
险公司承担；莫奶奶公共钢琴公益
基金的成立，为公共钢琴后期的运
营提供了组织保障和资金支撑；由
专业志愿者、服务志愿者等组成的
公共钢琴志愿者队伍，将携手用音
乐服务市民。

经过社会各界一个多月的持续
助力，莫奶奶的心愿已经达成。就
让我们静静享受琴声在甬城上空飘
扬的美妙时刻吧！

（王芳）

听，琴声已经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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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奶奶和公共钢琴整体方案设计人员商讨相关事宜。 莫奶奶在鄞州万达广场考察公共钢琴安放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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