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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宝平 点燃工科生的音乐梦
本报记者 陈欣然

人
物 初雯雯，一瞬走红。

10月11日，举世瞩目的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在昆明开幕。代表中国青年在大
会上发言的，是一位被称为“河狸公
主”的“90后”。

初雯雯是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植
物保护与利用专业的在读博士生。这
次，她从新疆飞抵云南，和与会者分
享了在家乡阿勒泰保护河狸的故事。
她的讲述把大家带到了遥远的乌伦古
河畔。

为了河狸，回到家乡

故事的关键情节，是从2017年
开始的。那一年，初雯雯从北京林业
大学毕业。走在绿色的校园里，她感
到从未有过的纠结。大多数同学都留
在了京城，有的考了公务员，有的进
了研究机构，有的去了大企业。自己
该何去何从？

她的心情有说不出的复杂。是留
在首都的高层建筑里当白领，还是回
归到新疆的大自然里，继续自己的做
职业自然保护工作者的梦想？帮她下
定决心的，是脑海里浮现的父亲一瘸
一拐走山路的身影。父亲做了一辈子
自然保护工作。从她两岁起，父亲就
带着她去野外。骑马进山骑的时间太
久，父亲下马后都难以走路了。“志
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她的
耳畔响起了父亲的话。她下定了决
心，2018年初，义无反顾地飞回了
阿勒泰，扑进了她挚爱的大自然怀
抱。

她从小生长在阿勒泰的土地上，
在卡拉麦里平原上识记每种动植物的
名字是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在这片
11万多平方公里的自然乐园里，生
活着466种野生动物，其中有74种
是国家级保护动物。对她而言，这里
到处都是用武之地。

阿勒泰是中国仅有的河狸分布
区。河狸数量只有600只左右，是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这种河狸在全世界
也不足千只，是比大熊猫还稀少的濒
危种群。

在她的眼里，这些擅长“修水
坝”的小家伙太可爱了。这些被称为

“动物界工程师”的宝贝修的河狸
坝，能改变水位，聚集鱼群，吸引鸟
类筑巢，继而引来小型兽类和昆虫。每一个河狸坝，都能给更多
的野生动物提供新的生活环境，都能提升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水
平。

“乌伦古”是蒙古语，意思是是“云雾升起的地方”。乌伦古
河发源于蒙古国，流经阿勒泰地区，最终汇入乌伦古湖。刚回到
新疆时，她常常听到这条河里的河狸因打斗而受伤或死亡的消
息。

她知道，这些宝贝对栖息地要求非常严格，只会选择食物资
源充足的地方做窝。而它们最重要的食物来源，是种植面积越来
越小的灌木柳。她非常清楚，食物资源少、栖息地不足，是影响
河狸繁衍的主要原因。因此，初雯雯下定了决心，回到家乡，拯
救河狸！

拯救河狸，“粮草先行”

拯救河狸，“粮草先行”。2017年，她和伙伴们发起了为河
狸种植灌木柳的公益项目。他们给这个项目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
名字——“河狸食堂”。也就在那一年，“河狸食堂”在网络上成
了热词，让超过百万的网友知道了原来中国也有河狸！

“少喝一瓶可乐，能种一棵树；少喝一杯咖啡，能种6棵
树；少吃一顿炸鸡，能种10棵树。”形象而贴近的传播，深深
地打动了网友们。他们纷纷把零食钱省出来交给这项伟大的事
业——给河狸种树！

初雯雯笑了，笑得是那么开心。因为，正是靠这些大家从嘴
里省下来的钱，给河狸宝宝们建起了超级食堂——40多万棵灌
木柳树苗郁郁葱葱，成了河狸们生存的希望！

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她知道，建设“河狸食堂”的
网友中绝大多数是自己的同龄人。有如此众多的青年支持，还有
什么做不成的事？她对自己的选择更加坚定。她坚信，在社会的
支持和参与下，中国的自然保护事业一定会更棒！

一个人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子。只有把大家都发动起
来，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她发起了“河狸守护者”公益项目，
将牧民培养成自然保护区巡护员，以缓解自然保护队伍不足的问
题；为了挽救意外受伤的河狸的生命，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她
发起了名为“河狸方舟”的公益项目。今年冬天，阿尔泰山在我
国境内的第一所专业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将在新疆富蕴县投入使
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魂牵梦绕的河狸们得到了保护，关爱它们的努力初见成效。
在过去4年里，在初雯雯和同伴们的感召下，超过百万名

“90后”青年投身阿尔泰山自然保护公益活动。在他们的努力
下，41万棵灌木柳树苗充满生机，190户牧民成为自然保护区
巡护员，阿尔泰山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所专业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已
经建成……如今，蒙新河狸由162窝提升到190窝，创造了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种群数量增长20%的奇迹！

走在乌伦古河边，初雯雯感到十分的幸运。因为，她是这一
切的参与者、见证人。她愿意，让自己的青春年华变成连接社会
大众与自然骄子的纽带和桥梁。

然而开幕式上，初雯雯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向全世界讲述了中
国青年对自然保护的态度。然而她没有讲述自己亲手救治60多
只国家级保护动物的故事，从秃鹫、雪豹、狐狸，到猞猁、河
狸、金雕；她没有讲述自己7岁时就从父亲那里接过了人生中第
一台相机，历尽艰辛拍出的野生动物照片唤醒了无数人对自然保
护的真情；她没有讲述自己在网上持续更新动物保护视频，给河
狸宝宝们开直播……

“我很幸运，能生活在青年人可以施展志向、国家大力支持
自然保护事业的伟大时代。我相信，人与自然和谐就是这个世界
该有的、最好的模样。”面向全球青年，她袒露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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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任宝平在指挥图为任宝平在指挥。（。（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在天津大学，任宝平是
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名字。
随便向哪位师生打听他的事
迹，都会听到很多关于他的

“传说”——
“他是个传奇，带着一群

没受过专业训练的爱唱歌的
孩子，一路将北洋合唱团打
造成为世界知名合唱团，获
得好多国际比赛金奖。”

“他是北洋合唱团的‘父
亲’，团里每一个学生都是他
的心头肉。”

“全校上下都叫他‘大
师’，因为他是声音的魔术
师，也是改变孩子们人生的
魔术师。”

…………

北洋合唱团的老团员、天津大学建
工学院2002级本科生吴苏至今仍记得，
2003年，北洋合唱团第一次走向国际舞
台，参加21世纪首届国际合唱节。当时
的最佳方案是选择多唱中国作品，通过
评判标准不同、差异化竞争的方式与外
国人较量。但出乎意料的是，任宝平选
择“硬杠”——选取了大量欧美高难度
无伴奏合唱作品参赛，在欧美人的评判
标准下与诸多世界级顶尖合唱团正面交
锋。当时的困难超乎想象，大家每天利
用课余时间紧锣密鼓地参加排练，英
语、法语、意大利语……北洋合唱团共
用了6种语言的作品参赛，并最终凭借
出色表现斩获两项国际金奖，是大赛唯
一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合唱团。

“今天，我已是衡宽国际集团的董事
局主席。一路走来，任老师教会我的这
种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精神，是我克
服各种困难、砥砺前行的原动力。”吴苏
说。

焦德芳从2008年本科入学到2015
年硕士毕业，7年时光都是在北洋合唱
团度过的。他回忆，2009年合唱团受邀
远赴西班牙参加托罗萨国际合唱比赛，
由于当地气候阴冷潮湿，合唱团大部分
团员都着凉生病了，任宝平也不例外。
他们的参赛曲目叫作《才令台》，是一首
以天津地方曲艺文化为灵感的原创合唱

作品。为了在国际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近60岁的任宝平每天都拖着生病的身
体、嘶哑的嗓音带领大家排练，还不忘
调动气氛：一边讲解作品，一边给同学
们讲述他儿时经历的津门风物趣闻。每
天排练结束已是深夜，他会继续在房间
里反复琢磨作品的把握和指挥的手势，
一直到后半夜。

“当时我负责写新闻稿，有时夜里写
完稿子路过他的房间，会看见他一只手
拿铅笔在谱子上写写画画，另一只手不断
地练习挥舞。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被这
种热爱艺术、为艺术付出的精神所打动。”
焦德芳毕业后留在天津大学党委宣传部
工作，始终秉持着任宝平一贯的高标准、
严要求，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真正促使他们成长的，是那份对音
乐的纯粹的热爱。”任宝平说，“开心排
练”“快乐合唱”才是北洋合唱团的真正
秘诀。北洋合唱团每年排演新作品近千
首，他鼓励合唱团员大量涉猎中外合唱
名作新作，快节奏、高强度的排练风
格，极大丰富了合唱团员们的人文素
养，培养了创新精神，也把“热爱所以
坚持，坚持所以成功”的合唱精神写进
团员们的人生信念中。

而被合唱团改变人生轨迹的最典型
例子，是精仪学院2009级学生梁晓晶。
这名典型的工科生，本科和硕士阶段都

在北洋合唱团的陪伴中度过。2016年，
梁晓晶出人意料地考上了中国音乐学院
成为一名音乐科技系音乐声学方向的博
士。

“可以非常确定地说，没有合唱团，
我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和能力积累。虽
然本硕并没有系统学习音乐理论专业知
识，但是任老师搭建的这个高水平平
台，汇集了众多极其优秀的指挥、作
曲、声乐老师和同学，让我在团的7年
一直可以进行高标准的音乐实践和学
习。”梁晓晶回忆说，合唱团的同学还会
用理工科的思维方式来讨论分析音乐，
理性和感性不断碰撞出火花，这种环境
让她对音乐与科技的交叉学科产生了浓
厚兴趣。

任宝平对梁晓晶的影响是深远而持
久的。从任宝平身上，她懂得了要数十
年如一日地做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一直
保持初心不变；要勇于做事业的拓荒
者，像大海一样能够吸纳百川，包容万
物；要积极为后辈年轻人提供机会，不
计个人得失。“这些都对我的人生观、价
值观产生了极大影响，在现在的工作生
活中都在影响我的各种决定。”梁晓晶
说。

一所以工科见长的高校不仅培养出
了科学家、工程师，还培养出了音乐
家，在任宝平看来，这是一件好事，“这

是对学校人才培养多种模式的肯定，也
体现了教育的无限可能”。

任宝平不仅影响了北洋艺术团的学
生，也影响了天津大学的普通学子。他
开设了“合唱欣赏”“合唱与指挥”等
10余门艺术选修课，让每个学生都有机
会了解合唱艺术。他开创了周末音乐
会，每个周末由北洋艺术团军乐团、民
乐团、合唱团的学生轮番进行表演。25
年来，周末音乐会已举办了近千场。周
末去看一场北洋艺术团的音乐会，已成
为融入天大学子血液之中的习惯与爱好。

在今年北洋合唱团“招募老团员回
家”的链接下，一名天大往届学生深情
地写道：“我一直是合唱团的忠实粉丝，
上学期间几乎每场周末音乐会都会去
听。平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上学时没有参
加合唱团，如果参加的话，我想我的人
生将会格外精彩。”

如今，已经退休的任宝平并没有闲
下来。除了定期回天大指导北洋艺术团
的工作外，他还经常赴哈尔滨工业大
学、西北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
学等全国20所高校，作为特聘教授、兼
职教授、讲座教授及艺术指导，推动这
些高校的艺术普及与合唱团建设工作。

“让艺术教育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
让中国从合唱大国变成合唱强国”，是任
宝平毕生的心愿。

“艺术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天津大学曾统计过成就突出的校
友，统计结果出来后，大家惊讶地发
现，排在前10位的杰出校友中，竟有6
位都曾经是学校北洋艺术团的成员，涉
及合唱、民乐等多个社团。

这印证了任宝平多年来坚持的观
点：艺术教育能让学生变得更美好、更
优秀。

天津大学是一所以工科见长的高
校，然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校领导就
高瞻远瞩地在全国高校中率先为非艺术
类专业学生开设艺术选修课，并实行学
分制。1985年，当时任天津大学团委文
艺部部长的任宝平，将“天大文工团”
改建为下设 9个艺术团队的北洋艺术
团，并同时担任军乐团、民乐团的指挥
以及合唱团的艺术指导和常任指挥。学
生参加北洋艺术团的训练学习，同样可

以获得学分，这开创了我国大学生艺术
团学生享受学分的先河。

自此，越来越多的天大学生加入到
北洋艺术团中，开启了自己的“艺术人
生”。这些学生都是非艺术专业学生，很
多人在音乐方面是零基础。跟乐器类社
团相比，合唱团的门槛相对较低，所以
只要通过简单测试，即便是入门级的学
生也可以成为北洋合唱团的一员。但只
要进入了合唱团的大门，就要严格遵守
任宝平立下的“规矩”：团员要雷打不动
地参加每周两次的排练，以及各种比赛
之前的临时加排。

“寒暑假里，我们也要参加排练。我
每年在老家过完年，大年初七就赶回学
校参加合唱排练。”北洋合唱团往届成员
焦德芳说，“可以说，合唱团的同学们大
学期间朝夕相处、互相切磋、共同进

步，感情比同宿舍的同学都要亲。”
艺术能给大学带来什么？这是任宝

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艺术
能让人的潜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改
变很多工科生那种刻板、缺乏跳跃思维
的状态，给人以活跃的思维、创造的灵
感和丰富的想象力。

“大学里最重要的是良好氛围的营
造，是人文精神的碰撞。我们培养出的
科学家需要艺术情怀，因为心中有美好
才能去创新。这就是我们大学艺术教育
应该做的事——让教育充满活力、想象
力，能够触动人心柔软的一面，让学生
充满爱、关心他人、情感丰富。”任宝平
说。

北洋合唱团自成立至今，演出足迹
遍布全球30余个国家和地区，并在中国
国家大剧院、韩国釜山文化中心等著名

剧院及演出场所举办专场演出数百场，
合唱团排练任务之重可想而知。

但事实证明，对课业非常紧张的工
科生来说，参加合唱团并没有耽误他们的
学业，反而对学习有很大促进。很多老师
反映，北洋合唱团出来的学生不仅专业学
习突出，而且大局意识、团队精神、配合能
力都很强，在各方面都能成为佼佼者。而
这些能力和素养，对他们毕业后的工作生
活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今年5月15日，任宝平迎来70岁生
日。天津大学北洋合唱团的历届团员们
自发排练了一场合唱演出，作为对恩师
的生日祝福。在学生做的“招募老团员
回家”链接下，往届天大学子的留言令
人动容：“想念任宝平老师，感谢北洋合
唱团在我学生时代的陪伴。”“二十年不
见，归来仍是北洋歌唱的少年！”

“心中有美好，才能去创造”

在外行人眼里，天津大学北洋合唱
团是个神话般的存在。

迄今为止，北洋合唱团已获得七项
国际合唱比赛金奖，被国际合唱联盟授
予“世界合唱团”的殊荣，国际合唱联
盟主席勒普斯·穆布亚巴先生称赞北洋
合 唱团 的 成员是 “中国的合唱天
使”……

而内行人知道，这些成绩的取得，
与任宝平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不懈密不
可分。他为北洋合唱团排练的曲目，很
多专业团队也不敢接触。曲目不仅难度
大，而且风格各异，涉及不同国家和民
族。许多全国首唱的作品，尤其一些欧
洲古典作品，让全国合唱界为之震撼。

但得奖从不是任宝平组建合唱团的

初衷。“不要把比赛当作目的，要把合
唱当作一种享受。”这是他经常对团员
们说的一句话。

先“泛读”，再“精读”，是任宝平
的排练理念。有些合唱团可能半年才排
练一首歌，但北洋合唱团却截然不同，
每一次排练队员们都要排五六首歌。试
唱、读谱、演唱……快节奏高效率的排
练让团员们每一次都收获满满。

“‘泛读’的好处，首先是提高识
谱能力，让零基础的学生能够得到迅速
成长。此外让他们尽可能多地接触优秀
作品，能够提高他们在合唱方面的审
美，从而在后面的‘精读’中更好地理
解和表现作品。”任宝平说。

在这种合唱理念的带领下，北洋合

唱团一届届团员们水平迅速提高，渐渐
形成了柔美动听的“北洋音色”，在国
内合唱领域一骑绝尘，在世界合唱大赛
中拿下了一座又一座奖杯。

任宝平对学生们的影响不仅是在合
唱方面，更是在做人方面。

2005级学生温宇川大一时就进入
了北洋合唱团，他始终记得每次参赛前
任老师对他们的叮嘱：得了第一，要以
平常心对待；没得第一，要找出自己跟
别人的差距；要为所有参赛团队鼓掌，
因为热爱音乐的人都是最棒的。

团员们谨记任宝平的教诲，在参加
任何比赛时都宠辱不惊，在别人表演后
给予热烈掌声，他们在赢得比赛的同时
也赢得了其他团体的尊重。

如今，温宇川作为天津大学艺术教
育中心教师，接过了任宝平的指挥棒，
成为北洋合唱团常任指挥，同时也把当
年任老师的叮嘱给了他的学生。“任老
师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我延续了他
高效率排练的风格，并像老师那样，努
力让学生在合唱过程中感受到美的极
致，接受艺术的洗礼。”温宇川说。

而任宝平最高兴的事，是“温宇川
比我强”。他始终记得，当年自己的恩
师、中国合唱指挥泰斗马革顺先生看过
他指挥的合唱演出后说，“你挥得比我
好看”。如今看到舞台上才华横溢的温
宇川，他也从心底感到开心。在他看
来，让学生超越自己，是一名老师最大
的成就。

“学生超越自己，是最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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