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候真的很‘喜欢’台风，不用上学，停
课可以在家看动画片。玻璃窗前，听大风晃动
窗户的声音，穿上雨靴，在家门口的小水洼里
跳呀跳……”

10 月中旬，2021 年第 18 号台风“圆规”将
在海南岛登陆那会儿，身在三亚的陈施瑶又想
起了装帧过自己最初音乐梦想的那间小屋。

它也在海边，珠海的海。
她对儿时楼阁的情绪充满复杂：
那既是母亲带着她们姐妹仨在异乡安身立

命之所，又在很多夜晚被它逼仄到墙角，无路
可退。

“那时我十一二岁，妹妹刚上幼儿园。妈
妈在外面忙生意，常常只有我们姐俩在家，遇
到台风或雷暴天气，总是停电，自己害怕得要
命，还得给妹妹‘壮胆’，惯用的手段就是拿蜡
烛出来，反复唱生日快乐歌。”

房子还潮湿，遇见广东的回南天气时地面
总是一层水珠。

陈施瑶对于房子的期望，就是清爽开阔。
她向往那些面朝大海的楼房，以至机缘之下来
到三亚，住的地方是 13 楼，推窗可见三亚湾；
教声乐的地方更干脆，与三亚湾只隔一条三亚
湾路。

这座轻灰蔓抹的二层楼，正是陈施瑶梦想
着的“海边音乐阁”——

它既有形也无形，孩子们可以有一处所在
碰撞他们的歌声；他们的歌声先是敲打着墙壁
和玻璃窗，呼之而出，在不远处的大海中随着
浪花闪烁跳跃，让这座城市声动起来。

珠海
“办公室”里的家

1989 年出生的陈施瑶，长到小学一年级，
生活发生了变化。

她和姐姐从家乡江西南下，来到广东。那
是她第一次长距离告别爷爷，与下海经商的父
母团聚。

随后，妹妹在此出生。
陈施瑶实在难以记清自己怎样走上音乐之

路，因为“父母一辈没有太多艺术天赋，母亲甚
至对唱歌一窍不通”。大人的愿望是她将来能
当一名律师，“他们觉得我特别能说会道”。

反正，她还没有出一年级，就被音乐老师
“盯”上了。

“学校一有演出活动就点名要求我参加，
如有合唱，我总担任领唱。”陈施瑶还是觉得小
学每逢周一的升旗仪式最高光，“哇，全校近乎
三千师生在唱国歌，我昂首挺立在主席台上指
挥大合唱。主席台哦。”

所以到了高年级，连校长都总记得学校有
个高高瘦瘦的陈施瑶。

整个中小学时代，她拿奖拿到手软，艺术

节、海鸥杯、各种少年比赛，“能有数十个？还
不算上几个‘十佳歌手’。”陈施瑶现在仍觉得
有些小傲娇，最高兴的是被通报表扬。“后来我
想我高兴在哪里呢？是在音乐这方面找到了
自信。”

相比于外面世界的通透无际，家是她惟一
的“小烦恼”。

其实她们住的房子绝不算小和狭窄，因为
妈妈想的是尽量开源节流，便利开展工作，家
也是办公室，办公室也是家。之后，陈施瑶形
容“我们也曾搬过两次家，最后父母买下了办
公室楼上的一套房子。”

“客厅里放着几张办公桌，父母创业初期，
员工司机和我们住在一起，空间就会比较挤。”

让她一直不习惯的是南方梅雨季节的潮
湿，尤其是从冬天到春天的过渡期，天气一会
回暖一会降温，衣服永远不干，洗手间镜子总
有一层雾气，地板总是湿的。

这让陈施瑶总是怀念老家，院子里有一棵
非常老的树，很高大，爷爷总是站在树下。“那
是一个三层楼，它就坚固地站在那里，没有动
过，觉得心里特别踏实。”

在学校光鲜亮丽的陈施瑶同学，在家里唱
得最熟的歌是《生日快乐》，“不是我想唱，壮胆
用的。”

那时妈妈忙于生意，姐姐读书到了关键时
刻，妹妹便由陈施瑶来带，吃的穿的，甚至去幼
儿园“开家长会”，像个“小大人儿”。晚上有时
候停电，再遇上台风天，有点恐怖。

“我说别怕，姐姐给你唱歌。”她和妹妹躲
在角落里，也没有刻意思考，自然唱起了《生日
快乐》，一遍又一遍，声音越来越大，直到外面
风平浪静。

无论如何，珠海的一个又一个“家”，是陈
施瑶音乐梦的出发原点。小学二年级，妈妈不
再执拗于律师情结，给她报了声乐课，还是下
了大本钱的“一对一”，教师也非常专业。

每周，陈施瑶独自坐公交车前往珠海市青少
年宫，再独自回来。一直到了高中，进阶学习专业
知识，试唱乐理练耳，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努力方
向。

深圳
总没时间享受的空调宿舍

读完初中，陈施瑶自然而然地考取了珠海
市前山中学高中音乐班（现珠海市艺术高中），
并担任音乐班班长，同时组织各种校园内外活
动、社团会议。

高三后期，对于大学的目标，她简单粗暴，
只想离珠海近一些。放榜下来，陈施瑶被澳门
理工大学和深圳大学等几所高校同时录取，她
选择了深圳大学。

相比于大学时四个人的宿舍，高中艺考时

期在武汉音乐学院学习时十几人一间的上下
铺，以及彼时求学之路的艰苦，陈施瑶的记忆
更为深刻。

“其实刚去武汉音乐学院拜师学艺的时
候，自己在学校附近的小楼与同学师姐一起合
租了一个下铺，每天步行去音乐学院的教职工
楼找老师上课。”除了每天早晨在巷子口吃一
碗热干面，她最熟悉的是——老鼠。“那是一
个三四层的老房子，阳台上经常有大老鼠，一
点都不怕人，上楼梯，它会蹲在水表那看着
你。特别是每晚七八点钟，我下课后回来到
楼梯口，总要与硕鼠对峙很久，一动不敢动。”

大学宿舍的“空调房”让陈施瑶感觉住进
了宾馆，还有独立卫浴。不过兴奋劲只维持
了很短的时间，她想的是音乐、音乐。

“我考进去的时候并不名列前茅，所以必
须要很努力地学习专业知识，片刻不能耽
搁。”教他们的是一名青年女教师，“解楠老师
是 1981年的，虽才比我年长几岁却那么优秀，
我们又是她带的第一届学生，不能掉链子
啊。”

自身条件跟同学比不算最好，陈施瑶有强
烈的紧迫感。她经常早晨 6点起床练功，然后
时常去旁听意大利、德语等外国语学院的发
音课，学习正确的音标。“就是蹭课，免费的。
我就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疯狂地做笔记，反正
也没人认得我。”

让陈施瑶自豪的是，她从大三起就不花家
里钱了。休息的时候，有些同学花时间在网
吧游戏或谈恋爱处对象，她早早起床到培训
机构兼职教学，每周一三五放学到学校附近
的大型商场兼职演奏，时间被安排得严丝合
缝。

“妈妈问还有没有生活费的时候，我总说
有。”她说，自己亦偶有过节衣缩食的时候，只
有饭卡里仅存的50元钱。

有一次放学后要赶赴演出现场，陈施瑶骑
着电动车到校门口，一路小跑去地铁站，发现
没带谱夹。她赶紧给师妹打电话，“那个家伙
穿着睡衣，蓬头垢面就冲出来了。”她回头请
师妹在食堂豪吃了一顿麻辣烫。“我觉得不能
犯错，不要让人家挑出毛病来。口碑没了，兼
职和工资也就没了。”她说，“可能我是处女座
的关系，总希望尽善尽美。”

不停地学不停地学，甚至到“拼命”的程
度。等到毕业时，陈施瑶的专业成绩已名列前
茅。

三亚
大海边的声乐室

大学中后期，陈施瑶准备报考德国的研究
生，进修声乐教育类硕士，也学习了德语，因
为遇到了现在的先生而放弃。2012 年，随他

来到三亚。
她的先生是海南人，做地产行业。初到贵

地，一切要重新开始，还要面临陌生的环境。
陈施瑶的适应期非常短，闲也闲不住，应聘到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从行政岗位做起，负责
师生艺术团的组建，以及各类演出的排练。

“我 2015 年离职，去深圳待了一段时间，
做了一段跨境教育。”陈施瑶的心里装着音
乐，即便短暂旅居深圳，还兼职给几家企业
做合唱演出排练。

陈施瑶辗辗转转有一个音乐梦。不到一
年，2017 年便回到三亚，当年和女儿一同出
生的，还有她的创业想法——开一间属于自
己的音乐室。

这一想，就是 3 年。其间，孩子是她的全
部。

直到 2020 年下半年，她的梦想终于从筹
划中落地，如果不是疫情，实现得会更早。

陈施瑶为自己的 C.U 声乐工作室选址的
时候，首要条件是在海边。

“在珠海，我就想着能到大海边去放声
唱一首歌，一直没有实现。”到了三亚，陈施
瑶从家中就能望见大海，她也曾骑上电动车
一路狂奔到三亚湾。不知道是不是近海情
怯，“没敢发声”。

2020 年 12 月，陈施瑶的工作室开始招
收学生，截至现在，前前后后有三十几名。

“和上百人的培训班相比，大家都说我应该
扩大规模。我就讲，有的孩子可能不适合声
乐，即便家长愿意掏更多的钱，我也不会收，
不能耽误人家。”

她的工作室周六周日授课，也有“一对
一”。三十几个学生中，七八个来自“候鸟”
家庭，因为专业，工作室很快有了点名气，
还有家长每周从海口乘坐动车，送孩子过
来。

“音乐是一种高级的快乐，它会让我们
在灵魂深处找到一束光——唱一首歌，就
是换一口新鲜空气。”陈施瑶的初心，就是想
把这种快乐带给别人，“希望下一代会更注
重精神生活，比我们升级一个版本。”

她把自己比作“学院派”，认为用古典音
乐打基础，“是所有音乐的源泉”，孩子们懂
得甚至掌握了完整的音乐体系，体会作品更
有深度、更立体。

在陈施瑶的“海边音乐阁”里，孩子们崭露
头角，参加过演出的大把，人大附中三亚学校
一年级的一名学生，还拿到演唱比赛的金奖。

小区里的快乐屋

音乐和教音乐，不仅仅是孩子的事。
陈施瑶看过一次新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

挥家郑晓瑛的专访。“郑老师说：为什么城市需
要有音乐？人们都有一个普遍的认识，经济
的竞争以后比较的是文化。经济发展的目
的，不就是提升人们的生活素质吗？那是文
化。你能吃多少？你的精神的收获又在哪
里？”

她觉得，郑晓瑛说出了自己想说，却一直
没有总结到位的话。

声乐工作室发韧之初，陈施瑶并没有大
张旗鼓，只是在微信朋友圈简单写了几句
话。除了孩子，也吸引到了大人。

“小区里有个大姐，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喜欢唱歌，曾经有音乐梦想，但错过了，但心
里有那一束光在。”陈施瑶说，“她要找我学
声乐，还以为开玩笑。在小区里碰到三四
次，她说陈老师你试试我行不行呗。”

她把大姐招待到家里试了试，五音没问
题，节奏、声音都不错。大姐是个忙人，每天
早晨要做饭、送孩子上学，“每天来上课显得
很憔悴，上完课，快乐地跟我告别，容光焕发
的样子。”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无分老幼。
如今，大姐跟陈施瑶学了半年有余，两个

人处成了姐妹，平时还交流怎样搭配衣服，
增加了一丝生活乐趣。

“我先生也跟我讲，朋友的太太们老崇拜
你了。我就说，凭什么女人就要放弃？结了
婚生了孩子，就不能穿一条好看的裙子，就
不能穿一件红色的衣服？”她边比划边说，不
如试试音乐和自己喜欢的东西，“把光放回
到自己身上，如你死气沉沉的，老公和孩子
也跟着唉声叹气。”

音乐是滋养人的，是服务于我们的，陈施
谣教孩子们明白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大人。

去年疫情严重期间，小区封闭，她时而在
琴房里弹奏一曲，时而到阳台上小声唱歌，
怕影响到邻居。

“记得那天在阳台上唱的是《我爱你，中
国》，唱到‘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不知是
哪位邻居接着唱了一句‘我爱你白雪飘飘的
北国’，就这样你来我往。”说起那一刻的感
觉，陈施瑶仍然回味无穷。“两个不认识的人
哼同一首歌的时候，同频共振，太美妙了。”

她说，“所以我想让三亚的孩子们，尤其
是市民，更广泛地接触到音乐，接受艺术熏
陶。这座城市的文化氛围会更好，更有国际
范儿。”

随陈施瑶学习声乐的人当中，年龄最大
的是一位 60 岁的女士，年轻时是文艺分子，
也是在小区遇见的。“阿姨学了几节课，感觉
资质一般，但她想坚持学下去。”

“以前还觉得给一个年龄设定，现在想通
了，没什么不能改变。”陈施瑶说，“起码，能让
一个人改变生活状态，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
事啊。”

阁│释义：旧时楼房的一种，一般两层，周围开窗，多建于高处。
陈施瑶│女，1989 年出生，江西抚州人，2012 年来三亚，先后做过高
校音乐教师、跨境教育等。
创业时间│2020年
创业空间│C.U声乐工作室

为什么城市需要有音乐？
人们都有一个普遍的认识，经济的竞争以后比较的是文化。经济发

展的目的，不就是提升人们的生活素质吗？那是文化。
你能吃多少？你的精神的收获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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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施瑶的“海边音乐阁”
“音乐是一种高级的快乐，它会让我们在灵魂深处找到一束光——唱一首歌，就是换一口新鲜空气。”

本报记者 王鑫

“我不能丢掉强大这个基因”

记者：在 你 印 象 里 ，妈 妈 是 一 位 怎 样 的 女
性？

陈施瑶：非常勇敢、有韧性。小时候她与我
们相依为命，都不知道是怎么撑过来的。

现在谈到往事，她就讲“有困难跟谁说呢？
最终还要靠自己解决问题”，不依附别人。

记者：可 能 小 时 候 感 受 不 深 ，现 在 呢 ，会 不
会心疼她？

陈施瑶：心疼，特别心疼。
其实小时候就心疼她。妈妈做过物流，做过

电视机厂，近十来年在珠海做建材。为了让女
儿们安心上学、生活，她吃尽辛苦。

记者：所以你很早开始兼职打工。
陈施瑶：有一次我放学随母亲去工地验收，

看见妈妈穿着牛仔裤，爬到车上卸钢筋。那一
刻，我心疼到掉下眼泪。

还有一次在武汉我被偷了钱包，借了同学的
银行卡，妈妈赶紧把钱打了过来。我就想，她那
么拼命，我也要争气，让她的负担能够轻一些。

所以从高中开始我就在兼职。大学的第一
年，我几个月攒了 7000 多块钱，为妈妈添置了
电器，心里别提多开心。

记者：妈 妈 一 定 非 常 骄 傲 ，有 这 样 一 个 女
儿。

陈施瑶：生日那天，我与何女士打电话打了
一个小时。她跟我“埋怨”，现在都不用为生活
发愁了，反而感觉不如当年艰苦的时候，女儿们
都在身边，能睡得香甜。现在，母亲和姐姐在珠
海，另外两个女儿不是在杭州就是在三亚，有时
感觉特别失落。

记者：妈妈还在做生意吗？
陈施瑶：还在做，但在有计划地缩小规模。

我总跟她说，不要失落，也不要认为自己老了多
少，生意该放下的就放下，约上姐妹出去旅个
游，让小日子美滋滋的。

我说，你的人生也要丰富起来。你看我们有
工作有家庭了，你更要有自己的奔头。60 岁也
一样可以朝气蓬勃。

记者：怎样形容她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陈施瑶：妈妈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标杆。
还有，这句话我希望何女士能看到：妈妈你

永远是当年的那个“校花”，真的，你比我漂亮多
了。

“觉得氛围不够就努力创造氛围”

记者：你说“有过动摇”，原因主要来自哪里？
陈施瑶：是差异吧，思想上的、环境上的，不

同方面的。
我是学声乐的，特别看重文化氛围。三亚在

这方面进步飞快，但总觉得还有很大空间。不
过，三亚本地人内敛、纯朴、勤劳，有很多优点，
这些都深深打动了我。

记者：“ 孤 独 感 ”是 创 业 者 常 常 遇 到 的 问
题。

陈施瑶：三亚是一座小城，常住人口少，能
产生共鸣并不容易。举个例子，前几年家里请
了六七个保姆，很快就走了。我有一次从广东
带过来的阿姨不到一个礼拜也走了，可能他们
都不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

但是，现在是自贸港时代，我们的政府也在
出台各种政策招揽人才，这给了我莫大的信心。

记者：一名女性只身创业，家庭原因也不可
忽视。

陈施瑶：我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但都能克
服。

我的父母还年轻，但公婆年纪大了，都年逾
七旬。有一次先生不在家，半夜婆婆敲门，说公
公突发状况需要送医。我赶紧爬起来，开车拉
着他们就走。经过检查，他患的是急性炎症。
我用轮椅推着体重 180 多斤的公公忙上忙下，累
到虚脱。

记者：还要继续教学生。有没有想过，留给
自己的时间其实这么少？

陈施瑶：我觉得时间在于分配，困难在于面
对。

公婆对我非常好，当女儿一样，有海南人那
种特别的纯朴。我们住在一起 4 年，彼此间从

没大声说过话。这一点，我和自己父母都做不
到。我性格急，有时嗓门就会高起来。

人都有多重身份，比如我是妻子，是妈妈，
是儿媳妇，谁都不能独立于社会属性，单独存
在。

记者：还有离开三亚的想法吗？
陈施瑶：没有，我十分肯定三亚已经成为我

的第二故乡。来三亚快 10 年了，其间送走了好
多朋友。有各方面原因吧，工作调动的，创业关
店的，送他们的时候总是下决心，以后再不要去
机场，我肯定不是被送的那一个。

只是偶尔会想起深圳的地铁，一上去都是年
轻人，个个充满活力。我想我有一样的干劲和
冲劲，觉得氛围不够就努力创造氛围，在一座没
有地铁的城市一样可以留下点轨迹。

三亚对我这么好，我想为它做一点事。

“我更不想关掉这扇门”

记者：孩 子 们 呢 ？ 是 不 是 让 你 觉 得 有 一 种
成就感？

陈施瑶：他们爱唱歌，喜欢音乐，还能学乐
理，以及基本的形体和表演管理、站姿，都是我
的骄傲。

我的课时不长，家长们觉得孩子在这里找到
了自己喜欢的东西，跟着开心。让我有成就感
的地方在于，一些年轻的精英家长，更重视孩子
的美育发展，所以他们希望老师要有专业知识、
有亲近感，形象气质好。

对于声乐工作来说，现在要求更高了。所以
我每隔一段时间要到上海、深圳充电，哪怕少吃
几顿火锅，也一定要去补充能量。

记者：我 所 理 解 的“ 美 育 发 展 ”，应 该 包 括
声乐自身的艺术修为，甚至身心健康。

陈施瑶：同一首歌不同的人唱，就有不同的
味道，表达和理解不一样。我的工作是教孩子
们打磨好各自的音色，高的低的中的，美声通俗
流行，变得可塑性更强。

所以，这个打基础很重要。有了这些，他们
表达作品游刃有余，更深入人心。

除了专业知识，也让他们观察生活，增进人
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

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下课多时父母还没
接他。我问他，才说父母离婚了，妈妈要去赚
钱。

那次聊完后我特别关注他，有什么活动首先
想到他。慢慢地，他在音乐中找到了自己的定
位，人也变得开朗起来。

我总想办法用一个很舒服的方式，让孩子们
变得情绪更好、身体更好，这才是人生的终极目
标。

记者：孩子们的家长，之前有没有观察到你
要离开？

陈施瑶：我偶尔会约一些家长喝下午茶，了
解孩子的生活环境，也让他们了解自己的音乐
理念。孩子能不能坚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
长，否则容易半途而废。

当然，这也是他们了解我的过程。一位家
长特别怕我回广东，发微信说，陈老师你一定会
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你要回去，三亚就少了一个
好老师，要坚持下去。

记者：那一刻的心情怎样？
陈施瑶：开心啊，高兴啊。得到肯定，是一

种高级的快乐，我就有一种神采飞扬的感觉，帮
助别人比被人帮助要快乐多了。

记者：如果现在让你畅想一下未来，它会是
什么样子？

陈施瑶：当然希望三亚变成一座“音乐之
城”，更希望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孩子，未必都
是歌唱家，但要落落大方，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现在，我只是给他们打开了一道“门缝”，不
希望我们轻言放弃，更不愿意关上这道门。

有一次，我教孩子们唱《大海啊，故乡》，同
时给他们讲海洋保护，比如海洋动物吃了垃圾
会生病搁浅，甚至失去生命。我们处在这个城
市，要珍惜蓝天大海。

孩子们非常喜欢，手拉着手聊，我就引导他
们把心中的想法写下来，甚至变成旋律唱出来。

我始终觉得，在这座城市里，人人都可以是
一首歌。

从师生到“朋友”，陈施瑶与孩子们亲密无间。

陈施瑶的海边教室里，她在教孩子们发音。

陈施瑶给某单位排练。音乐无分老幼，是一种滋养人的力量。

陈施瑶（后排右一）与孩子们。她希望，他们能享受到音乐的乐趣，成为身心健康之人。

即 将 落 幕 的
2021年，被陈施瑶
形容为自己的“关
键之年”。

这一年，她在
创业中有过动摇。
“挺不容易的，尤其
是一个女人。”8月
24日那天，是一个
分水岭。

她并不是轻易
退却的人，这个左
右着想法的日子也
可以是另一天，但
登场的主角不同，
感受必然不同。

“那天我过生
日，妈妈发来2000
元红包。以前，只
发两三百。”陈施瑶
收到短信后，突然
坚定了想法。“我一
边拖地一边流泪，
妈妈有多爱我啊，
我也知道她在鼓励
女儿。”

在电话里一直
被她称作“何女士”
的妈妈，过去几十
年独自面对着一
切，从来不在孩子
面前诉一点苦或有
抱怨。“她总跟我们
说，不要惊慌，要有
独立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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