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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月底开始，每个周一到周五的
上午7点半，桐梓林北路一家理发店门
口，32岁的阿牧都会准时出现，为老人
们免费理发。理发时间为上午7点半到9
点，9点之后，阿牧就要上班了。

为此，他设置了6点50分的闹钟。每
天来理发的人数不固定，有时一两个，
有时六七个，周一是“高峰期”。两个多
月来，他为近百位老人免费理了发。

阿牧说：“每个人都会老去，需要
给他们一些关怀。”

摆个公益摊
抽上班前1个半小时
为老人们免费理发

8月9日上午，桐梓林北路一家理
发店门口，阿牧正在为住在附近的李
阿婆理发。

阿牧的理发摊很简单，一张海
报，上面写着“公益行动、懂感恩、担
责任、能取舍”等字样；一把椅子，一
把电推和剪子。“昨天下午和院子里
的邻居摆龙门阵时提到了这里，他们
都来剪过了，所以今天我也过来试一

下，正好把头发打薄点，凉快。”李阿
婆告诉记者，自己已经有两三年没进
过理发店了，之前都是去小超市里快
剪，两三分钟就剪完了。这个为老人
免费理发的摊点，开张时连理发店老
板蔡光华都不知道。“最初他摆在广
场上，都开了二十多天后，我才晓得，
后来我建议他就摆在店门口。”对于
阿牧的义举，他表示支持。他也不担
心员工给老人理发会分散精力，因为
理发店实行的早晚班轮班，晚班10点
结束，正常作息不会影响到工作。

理发时间从早上7点半到9点，9点
后，阿牧就要进店上班了，他只能利用
上班前的这一个半小时为老人们免费
理发。“我们店里以前也有员工做过类
似的事情，但都没有像他这样持之以
恒地做下去。”蔡光华说。这个理发摊
点，在6月中旬的时候曾经达到了3个
理发师的规模，但是不到三周，另外两
位理发师就不干了。“刚开始还会给我
发短信，后来就干脆直接不来了。”阿
牧说，现在只是他一个人。

“每个人都会老去，还是需要给
他们一些关怀。”阿牧说，除了李阿婆

这样的老人，残疾人和环卫工人也在
她的服务范围之内。

理发摊点开了一段时间以后，知
道的人变多了，有两家给老人做理
疗、卖保健品的商家找到他，希望雇
佣他去公司给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
务，从而吸引老人来消费。“我当然拒
绝，因为我的初衷就不是为了赚钱，
何况这是在帮着坑老人。”阿牧说。

充当倾听者
“重要的是他们需要被倾听”

阿牧说，多数过来剪发的老人都
喜欢把头发剪短，“图个凉快”。但是
老人年纪大了，抵抗力较差，早晚的
时候容易着凉，所以阿牧会有意识地
不给他们剪得过短。

接触的老人增多了以后，阿牧发
现，很多老人之前就没好好在理发店
剪过头发，多半都是去快剪店随便剪
一下。他说，这些老人并不是剪不起头
发，而是生活节俭。多数老人只来剪过
一次，但也有“回头客”，最多的一个老
人来了四次。“最近一次就是本周一，

他还有点不好意思，问我：你说我该不
该剪了。我说你想剪就剪呗。”

理发的时候阿牧会和老人聊天，
老人们非常喜欢倾诉。每一个来理发
的老人都非常随和，很容易就聊开
了，许多老人还给人一见如故的感
觉。“老人们大多生活简单，散散步，
带带孙子，和邻里街坊聊聊家常。但
一些独居的老人生活孤单，有几个老
人子女不在成都，估计过几年就要进
养老院，他们更需要关心和被关注。”

聊得比较多的还是儿女的事情，
但也有老人聊自己“传奇”的经历。张
大爷告诉阿牧，战争年代他在重庆当
过工兵，修山洞、修路，修路时还落下
了轻微的残疾。另一位老大爷则称自
己年轻时是将军。“他们经历的真假
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需要被倾
听。”阿牧告诉记者。

有人曾质疑
“没关系，只要我坚持做下去”

其实，阿牧是一家理发店的首席
理发师，剪一次头发最低180元，但他

却坚持免费为老人理发。
阿牧说，对于自己的行为，也曾

遭到质疑。有人认为他炒作，也有人
认为他是为了宣传自己。“我是店里
的首席理发师，客人已经够多了，不
用再宣传自己。做这个事情，或许对
我的工作和事业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但这么做我心里会很开心，自己喜欢
就好。不管别人怎么质疑我，只要我
坚持做下去，就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
一点好的变化。”

每次给老人理完发，如果能让对
方感到满足，阿牧就会很开心。有一
次，剪完头发以后，一个阿婆送给他
一个鸡蛋，让他感到意外而又暖心。

昨日早上，给李阿婆剪完头发
后，李阿婆就感到很满意。接近9点，
阿牧正在收摊时，一位老大爷摇着折
扇过来了。“还有几分钟我就要上班
了，实在不好意思，明天再来吧。”阿
牧对大爷说。

刚“下班”又上班，阿牧收拾好摊
位，走进了身后的理发店，从“免费理发
师”变成了“首席理发师”。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祝浩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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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底，汤星月参加艺
考，“艺考前一周，嗓子一直很
痛，最严重的时候连发声都很困
难。”为了让嗓子恢复到最佳状
态，汤星月把起床时间提前到 4
点，一边练气息，一边练发声。

考前抽签，汤星月幸运抽
到平时练习比较多的一首歌
曲，唱完后也比较满意。但评委
犯难了，“唱是唱得好，但是音
乐表演的确对身高和形体上有
一些要求。”

拿到艺考成绩后，汤星月
傻了眼，“平时考试从来没低过
350，结果查到成绩只有 310.4
分。”当天晚上，她把自己关在
房间哭了整整一晚。回到汶川
家中她告诉父母，自己不想学
了。父亲汤云霄并没有责怪，只
是安慰道，“你学音乐只是为了
考试吗？”

得到父亲的鼓励，汤星月决
定回到学校继续补习文化课程。
一诊时文化课连 200 分都没考
到，为了恶补文化功课，她开始
每天5点起床，在教室走廊背书，
晚上回到寝室也继续学习到凌
晨一两点。查到高考成绩时，她
惊喜不已，“考了358分。”

拿到高考成绩后，填报志愿
又成为一件大难事，“不少艺术
院校在音乐表演专业上都对身

高形体有明确的要求。”填了6个
平行志愿，最后只有四川电影电
视学院与汤星月取得了联系，但
得知她身高只有 1.3 米，学校有
点犯难，“学校此前也没有录取
过类似学生”。无奈，汤星月鼓起
勇气给学院写去一封书信，在信
中，她写道：“我从小就热爱音
乐，把音乐作为毕生的梦想，只
有音乐才能体现我的生命价值，
我想用歌声为人们带来快乐。”

收信后，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院长罗共和邀请汤星月父女去
学校，在详细了解了她的情况
后，罗共和当即表示“一定破格
录取。”“汤星月确实对音乐、对
生活充满热情，又是一个积极乐
观、踏实上进的女生，这样的学
生，我们实在找不到理由拒绝。”
罗共和表示，“学校本身就是一
个充满爱与包容的地方，我们不
会因为身高而拒绝一个有天赋
的学生，相反，我们更愿意为汤
星月提供一个求学的平台，帮助
她早日实现梦想。”

谈到未来，汤星月表示，希
望成为一名专业的“袖珍女歌
手”。“目前中国大概有800多万
名跟我一样的袖珍人，我希望成
为一名专业的流行女歌手，用音
乐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走出
困境，重新面对生活。”

因从小患髋关节
脱离症，如今已经18
岁的汶川女孩汤星
月，身高仍然停留在
1.3 米，成了一名“袖
珍女孩”。

2007年，汤星月
第一次站上舞台，成
为她音乐启蒙的开
端。2009 年春节期
间，时任国务院总理
的温家宝来汶川之
际，小星月被温总理
抱在怀里唱了一首
《我们的妈妈叫中
华》，得到各界关注。
但汤星月一直没有忘
记自己的音乐梦想，
此后，她参加音乐培
训、接受节目录制邀
请，逐渐在更大的舞
台上表演。

今年6月，汤星月
参加高考，总分668.4
分（艺考成绩 310.4
分 、文 化 成 绩 358
分）。但由于身高的缺
陷，继续上大学深造
音乐成为一个难以接
近的梦想。

在得知汤星月的
逐梦故事后，四川电
影电视学院音乐表演
专业破格录取了她。
近日，成都商报记者
独家对话了这位“袖
珍女孩”，听她讲述坚
持音乐梦想一路走来
的艰辛和不易。

18岁汶川“袖珍女孩”逐梦音乐
因身高缺陷受阻，川影破格录取

如此正能量
没理由拒绝

1.3米身高升学受阻
院长拍板“一定破格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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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珍女孩汤星月

成都商报记者 陈兴隆
图由受访者提供

从小音乐启蒙/
从小音色出众，表现欲强 老师悄悄帮她报名参赛

“我是从小就爱唱歌，只要音
乐一响，不管会不会唱，我都要
跟着哼几句。”谈起小时对于音
乐的喜爱，汤星月依然兴奋，她
告诉记者，自己第一次经历演出
还要归功于小学老师。在三年级
的一次课堂活动中，音色出众、
音准极佳的汤星月给音乐老师
古雪岷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让汤

星月没有想到的是，古雪岷私下
还帮她报名了那一年的“激情放
歌，唱响汶川”歌唱比赛。“第一
次站在那么大的舞台上，还是有
一点紧张，不过最后还是唱完了
整首歌曲。”更让汤星月惊喜的
是，她在歌唱比赛中拿到了少儿
组第二名的好成绩，这让年仅6
岁的汤星月第一次有了成为一

名专业歌手的想法。
在父亲汤云霄看来，汤星月

能在县城歌唱比赛中拿奖，并不
出乎他的意料。“她很小的时候就
经常一个人跑到家后面的山坡
上，一边玩耍一边唱歌，住在周围
的邻居都知道。”汤云霄也非常支
持女儿学习唱歌，“只要能让她感
到快乐，我们就无条件支持。”

经历汶川地震/
一曲《我们的妈妈叫中华》受关注 好心人帮助重拾音乐梦

2008 年的大地震，至今让
汤星月无法释怀。“当时我正在
教室上课，突如其来的地震瞬间
将教室夷为平地，我也被掉落的
预制板掩埋了……”汤星月回
忆，自己与班里7名同学一起被
掩埋在学校的走廊下面，“当时
就感觉腰部被一块巨大的石板
压住，很痛很痛。”随后，赶到学
校的父亲将汤星月从废墟中救
出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接受了

大半个月的恢复治疗后，汤星月
才回到家中。

一年以后的2009年春节，时
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到访汶川
灾区，汤星月作为学生代表向温总
理敬献了哈达。汤星月向记者回
忆：“献完哈达后，温总理就把我抱
了起来。依偎在温总理的怀中，我
唱了一首《我们的妈妈叫中华》。”

这个在总理怀里唱歌的女孩
迅速得到各方关注，汤星月也接
到多家卫视的公益节目录制邀

请。在参加四川卫视《中国爱大歌
会》的录制过程中，汤星月得到一
位成都音乐教师的注意，表示可
免费资助她学习音乐。2010年，汤
星月开始在成都好心人士的帮助
下系统学习音乐。“那时每周来成
都两次，一次学习两个半小时。”
汤星月回忆道，“不管刮风下雨还
是酷暑严寒，父亲都坚持亲自送
我到成都上课。通过参加公益节
目、系统学习音乐，自己慢慢也就
变得自信起来。”

不幸突然降临/
上初中后被查出髋关节脱离症 看到病历只失落了5分钟

2011年，汤星月升入初中以
后，她慢慢发现，身边同学的身高
突然都蹿了上去，只有自己好像
没有动静。“觉察到异样后，我又
到医院做了检查。”据汤星月回
忆，“当时检测结果显示，染色体
偏少，脑垂体小，对生长发育会有

影响。”随后，汤星月又前往湖南
长沙一家专门治疗生长发育的医
院接受了进一步的检查。经确诊，
她被诊断为“髋关节脱离症”，医
生表示，她的个子再也不会长了。

“那时父母并没有直接告诉
我结果，只是安慰说问题不大，

直到后来在家中无意间翻到了
病历才知道实情。”面对突如其
来的打击，汤星月却显示出异于
常人的乐观。“知道这个结果后
我失落了大概5分钟，缓过来后
我还安慰父母，毕竟地震都经历
过来了，这点事还是抗得住。”

专业学习刻苦/
克服身高缺陷 别人唱一遍，她争取唱十遍

在学习音乐初期，汤星月也
遇到了一些专业上的麻烦。“由于
身高缺陷，在唱一些比较高的音
阶时，明显感觉气息不足。”为了
克服气息上的缺点，她开始坚持
早上6点起床，随后慢跑一小时，

“因为医生曾告诫不能剧烈运动，
所以在运动量上就要尽力控制。”
慢跑完后，再练声和气息。“这个
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在唱歌时，汤星月把每一首

歌都争取练到无可挑剔的地步。
“可能别人唱一遍就觉得满意的
歌曲，我会反复练习十遍、二十
遍，直唱到每一个细节都满意为
止。我一直告诫自己，身高不够，
就一定要用实力说话。”

初中毕业以后，汤星月入读
四川音乐学院附中，第一次见到
汤星月时，她的专业指导老师周
密也直言，“毫无经验，担心在教
学方式和训练方法上，这个 1.3

米的小女孩是否能承受。”但汤
星月很快就打消了周密的顾虑。

“她的舞台表现力很强，气息和
发声也很扎实，一听就知道接受
了很好的训练。”周密表示，汤星
月对音乐的执着超乎常人，而且
上进心极强，“她属于真声能力
较强的力量型女高音，在整个三
年的教学过程中并没有特殊化
对待。汤星月的确很努力，夜晚
琴房关门，她总是最后一个走。”

汤星月参加鲁豫有约录制，
与陈鲁豫合照

汤星月参加节目录制

阿牧为李阿婆理发

破格
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