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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维伦要卖画，最舍不得的是妻子吴
超。她了解每幅画的创作，画里有他们共

同的记忆，“卖了就没了，艺术是不可复制的。”
这些被他们拿出来义卖的画并不贵，从100元

到25000元不等。并不富裕的老朋友也慷慨解
囊，短短几天就卖出了24张，夏维伦感动之余不得不
再三强调，“虽然为了支持项目，但也要真喜欢才买！”

他口中的项目，是他们今年发起的“医院生成
美术馆”项目。下个月起，他们将联合广东省工伤
康复医院、广东时代美术馆等，让人文艺术进入到
医院，来一场“跨学科串门”。

这算得上是一种先锋艺术实验。过去几年，定
居于广州番禺的艺术家吴超和夏维伦跨领域做“植
物人艺术唤醒项目”，个性化跟踪的4个植物人最
后全部唤醒，甚至被许多植物人家属视为唤醒的
“灵丹妙药”。

但他们并不愿意止步于此，“今年我们不唤
醒植物人，而是唤醒社会。希望通过‘医院生

成美术馆’这个项目，让各界人士超越利
益去参与，在美好和善意中完成

自我唤醒。”

吴超有时候觉得“精力有限”：做
一份个性化唤醒方案，她通常都要和心
理学家一起大量地走访、研究、分析、
假设，做成个人定制的记忆影片，在医
院或家中给病人使用后，再做一些调
整，“我一年只能专心做一个人。”

这一路走来，他们遇到过很多困
难，项目缺乏稳定足够的资金支持；
既要在艺术外的学科领域做实践，又
不被医学等学科承认而缺乏支持；缺
乏稳定有力的人手……而到最后发
现，从资金支持者、学科权威到社会
公众，都执念于某种固有的观念。

在她看来，这个项目最大的意
义，在于他们试图突破一些学科边
界，让大家在一起工作。“许多人都在
提出质疑，当艺术变成了一种医疗服
务，它还是不是艺术？我自己很清
楚，这个项目始终在艺术的根本上工

作，那就是在精神层面上，让艺术与
人的生命直接发生关系。”

2020年一场疫情，让这种体悟来
得更深切。

“疾病的现场，人类最脆弱最痛苦
的角落，却只有医学在孤身作战。”吴
超说，疾病现场的医务人员、患者及其
家属，精神正经受煎熬，尤其需要擅长
精神抚慰的人文艺术介入。

他们成立了生命力学院，开启一
种更加具有活力和实践性的“艺术+”
模式；同时他们启动了“医院生成美术
馆”项目，尝试让人文艺术进入医院这
个特殊的场域，在人人需要经历的疾
病现场进行一场跨领域的艺术展览。

“当我们以艺术的方法讨论，很
多人会变得很有想象力。”夏维伦说，
今年，他们不但要唤醒植物人，还要
唤醒社会。

醒社会唤事实上，在吴超、夏维伦发起“艺术唤
醒”之前的很多年里，广州的神经康复专
家虞容豪就在病房中做过粗浅的尝试。

2005年，香港警察朱振国执勤时遇
袭导致脑萎缩，从香港转送到虞容豪所
在的医院。为促进其意识恢复，以虞容
豪为首的医疗小组以高压氧治疗为主，
辅以针灸、中西药治疗，并给予视觉、听
觉、味觉、嗅觉、触觉等综合刺激，“听说
他是曼联队的球迷，我们还在病房里挂
满了曼联队的照片。”

“当时这么做没有系统性的理论分
析，但给他一些人文关怀，感觉肯定是没
有坏处的。”虞容豪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成功唤醒朱振国后，他开始关注人文艺
术对植物人促醒的作用。

医学讲求严谨客观，引入艺术对植物
人促醒究竟有没有效果？有多大的效果？

从医 41年，虞容豪有自己的判断：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植物人促醒治疗方法
包括高压氧治疗、声光电磁各种物理刺

激等，“从康复医学的角度，丰富的良性
刺激可以促进损伤的大脑恢复，因此艺
术治疗也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的。”

事实上，艺术治疗的效用也已逐渐
获得部分验证——由家属呼唤植物人的
名字、给植物人听他昏迷前喜欢的音乐，
都已经被证明有更好的效果。

2014年，虞容豪与吴超、夏维伦一
拍即合，以专业医生的身份深度参与到
了“艺术唤醒”当中。在他的大力支持
下，他所在的医院为吴超、夏维伦开辟了
一间植物人艺术唤醒室。

双方的合作进展顺利而愉悦。吴超带
领团队陆续完成了激发能量、激发性欲、
激发食欲、安宁愈合四部分共30多条音视
频，集结成共性化唤醒方案库，供医院在艺
术唤醒室试用。虞容豪的医务团队在精神
面貌上也有了新的改变，“加入艺术专业治
疗后，患者每天不是面对呆板的机器，而是
更加具有趣味性的艺术互动，这种主动康
复的效果比传统的复健手段好很多。”

床验证临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妹妍
实习生 于宛莹

广州一对艺术家夫妇与神经康复
专家跨界合作，探索艺术与临床医学的
双料先锋实验

用艺术唤醒植物人

吴超和夏维伦发起“植物人艺
术唤醒项目”（以下简称“艺术唤
醒”），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

2009年，夏维伦突然检查出
脑部肿瘤，手术后出现偏瘫失语。
住院期间，他印象最深的是隔壁病
床的植物人，每天瞪着大眼睛无神
地看着天花板，每天做很多物理刺
激治疗但收效甚微。老母亲眼睛
不好，每天坐地铁来送饭，定时给
他听收音机……

植物人既然可以听和看，为什
么没有专业人士为他定制一些视
听的刺激方案呢？那总比无目的听
广播看电视要有效吧？待夏维伦渐
渐恢复健康，“艺术还能做点什么”
的好奇便不可遏制地发了芽。

2014年，吴超和夏维伦开始了一
项全新的实验：用艺术唤醒植物人。
因脑外伤导致昏迷的19岁女孩美美
（化名）成为项目的第一个参与者。

他们实地走访美美的家人和
朋友后，为她制作了一套个性化的
唤醒音视频方案：里面有她的狗玩
耍奔跑、她喜欢的音乐、爸爸妈妈

叫她的声音、好朋友叫她的声音，
“在病房里给她播放这些音视频，
护工说好几次看到她有流眼泪。”

这样的唤醒持续了两个月后，
吴超得到一个好消息：美美已经从
医学意义上“醒来”。

“那是我们第一次意识到，医
学意义上的‘醒来’和我们一般人
的认识不太一样。她仅仅在连连
呼唤后会微微抬起右手，但医学量
表判断她醒了。”吴超内心的感受
难以言喻，难道这样就算醒了吗？

“我们不甘心。”
随后的几年，他们一方面不放弃

对美美进行艺术陪伴，一方面不断完
善艺术唤醒方案，陆续做了第二、第
三、第四个植物人艺术唤醒尝试。

“最重要的是激发能量，让植
物人有求生的欲望。”吴超为这个项
目特别制作了一个抽象动画，动画
里有强有力的鼓乐等打击乐，光不
断扩散、上升，人的身体不断跳动，
植物蓬勃向上生长，“观看这个视频
的时候，植物人的脑电、心率等医学
指标反应比正常人还强烈。”

成合力
形

弟弟阿勋去世两年多后，黎孋塘依
然和吴超、夏维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2014年11月，阿勋突发脑出血，
抢救回来后一直昏迷不醒。黎孋塘
带着弟弟辗转求医，从虞容豪医生处
第一次接触到了吴超、夏维伦的“艺
术唤醒”。

经过前期沟通之后，黎孋塘精心
挑选了弟弟从童年到生病之前的比
较有情感刺激的照片，还拍摄了一些
日常生活视频片段，提供给吴超做唤
醒方案。

2015年7月底的一天，她一进入
医院病房，医生就说“恭喜，阿勋醒
了”。那一瞬间她悲喜交加，“那只是
一部分的清醒，他可以转眼珠看你，
对外界有一点点反馈。”

在黎孋塘带阿勋回家坚持复健治
疗后，吴超还时常发来信息，跟进阿勋
的复健情况，“阿勋没有办法讲话，一
直用眨眼睛跟我互动。到后来，他可
以跟我玩加减乘除，甚至会跟我比耶、
比赞，我确信他是醒来了。”

遗憾的是，回家两年后，阿勋在
康复过程中突发癫痫而离世，“很感
谢吴超他们一直不断的关怀，艺术这
一块很可贵的是，它不仅照顾生病的
人，也照顾病人家属，支撑我们有力
量走得更远。”

“艺术唤醒”做了近六年，吴超、
夏维伦的团队日益壮大，医生、心理

师、音乐治疗师、家庭治疗师纷纷加
入，并在去年发起了针对植物人阿龙
的“全人唤醒”跨学科实验。

音乐治疗师时静洁参与了针对
阿龙的前期音乐治疗。她细细研究
了阿龙手机里的常听歌单，并根据他
的音乐喜好和治疗需求量身定制了
音乐治疗方案。

“每个病人都是独特的，每次治
疗也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治
疗。”在给阿龙实施第一次音乐治疗
时，时静洁让陪护阿龙的父亲母亲加
入其中，参加即兴演奏。虞容豪观察
到，在这期间，阿龙心率会随着音乐
节奏起伏。

事实上，针对阿龙的每一次艺术
治疗，团队成员都会同步监测阿龙的
心率、血氧等生理指标。时静洁告诉
记者，“在这个全人唤醒项目的初期
阶段，患者的意识水平的确有上升，
但很难界定是哪一环节更有效，因为
这个过程是多学科的联合。”

这样的合力不仅仅发生在治疗团
队内部，还发生在患者和家人之间。

阿龙脱离微意识状态后，一度对
治疗表现得很抗拒。治疗团队转而
从家庭入手，对阿龙父母和姐姐进行
了共绘等艺术陪伴。家人不再焦虑
后，阿龙的情绪也得到了舒缓，主动
积极地进行康复训练，如今阿龙已经
能够在父母的搀扶下走路。

2015年12月16日，美美与妈妈在关于自己的展览上，点亮自己的小台灯 受访者提供

共建共享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核心要义，是关系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
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目标。“森
林+教育”成了广东省林业发展
的新业态。2014年，广东率先
在深圳市建立全国第一个自然
学校——华侨城湿地自然学校，
建立深圳市第一批自然教育中
心。2018年，广东省将深圳自
然教育经验成功推广，从制度创
新、方法创新、平台创新等各个方
面进行探索，成立深圳市首个绿
色生态公益组织联盟，初步搭建
了广东省自然教育工作框架和
平台。

2019年以来，广东省先后
开创了全国自然教育工作的多
个第一：成立了广东省林业局自
然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这是我国
首个省级自然教育工作领导小
组；联动香港、澳门地区73家有

代表性的机构，倡导成立首个跨
区域、跨界联合的粤港澳自然教
育联盟；成立全国首个的省级自
然教育专业委员会——广东省
林学会自然教育专业委员会；出
台全国首个省级自然教育文件
——《广东省林业局关于推进
自然教育规范发展的指导意
见》，突破传统思维，从政府+
民间的多位角度推动自然教
育，为全国自然教育发展提供有
益的经验。

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
范”，深圳市成了国内最早由
政府推动自然教育的城市，推
动自然教育工作走在全省前
列。而广东通过重点培育以
广州、深圳、韶关等区域辐射
能力强、示范带动效果好的自
然教育板块，将“广东模式”打
造成为全国自然教育发展的
样板。

广 东 省广 东 省
自 然 教 育 古自 然 教 育 古
驿道行活动驿道行活动

首届粤港澳自然教育季启动，孩子们在林中攀树体验自然教育活动之探索植物与昆虫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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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自然教育的发展自
民间而来，广东鼓励民间强大
力量参与自然教育。多元化的
自然教育机构活跃在广东各个
自然保护地，形成了多方参与、
资源整合、生态元素互动的基
本格局。广东联动香港、澳门
地区、各社会组织，成功打造了

粤港澳自然教育讲坛、华
南自然教育论坛、粤港
澳自然教育季、粤港澳
自然观察大赛、粤港澳
自然教育嘉年华等自然
教育特色品牌活动，邀
请院士、专家授课，开展
各类自然教育培训，开

展各类自然教育进学校、进
社区、进森林活动。2018年

以来，广东省举办粤港澳自然教
育讲坛、自然观察大赛等活动近
2.37万场次，累计476.5万人次参
与了自然教育活动。

经过前期的积累，粤港澳自
然教育讲坛已经成为我国领先的
自然交流合作活动，2020年活动
开展期间，澳门、贵州、内蒙古等
省份的自然教育从业者纷纷前来
观摩。2020粤港澳自然教育季
活动期间，全省联动开展自然教
育活动数百场，参与人数近百万，
影响深远。深圳华侨城湿地、广
州海珠湿地、韶关丹霞山等自然
教育基地，利用特色资源，联合各
社会机构，联动开展自然教育季
活动，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广受
市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热捧。启动

“探秘湿地 邂逅候鸟”“蝶舞飞
扬”“共享自然 共建弯曲”等自然

教育主题活动直播 5次，在线观
看人数累计近 140万人次，推动
各自然教育机构开展云观蝶、云
植树、云导赏、云观鸟、云观花、
云课程等一批“云”系列自然教育
活动约 169场次。目前，广东已
建成 18条特色自然教育径，初步
形成了集观赏、体验、互动于一体的
自然教育径体系。以深圳沙头角
林场、茂名森林公园、广州华南植
物园为代表的森林植物自然教育
径，根据自身森林资源特色设计了
奇趣森林探秘、森林康养体验、森
林自然游憩、森林手工步道等自然
教育特色主题，深受青少年欢迎。

广东省林业局有关负责人透
露，当前广东省自然教育工作还
处在初步发展阶段，自然教育的
基础条件还在不断完善当中，各
地普遍存在硬件薄弱、软件缺乏、
人员不足等问题。十四五期间，
广东省将继续推动自然教育规范
发展，到 2023年，基本形成权责
明确、管理科学、广泛参与、特色
鲜明、国内领先的全民自然教育
机制，建立社会多元跨界合作平
台，建成覆盖我省全民自然教育
基地网络，开展中小学生自然教
育活动，力争全省建立 100个自
然教育基地，每个地级以上市至
少建设一个自然教育基地，培育
一批自然教育服务机构、导师、课
程、线路和产品，推出一批国际国
内一流的自然教育品牌，将自然
教育培养成我省林业新兴经济
点、重点生态文化品牌和全国自
然教育的样板，促进自然教育持
续健康发展。

广东省建立政府搭台、机构
唱戏、公众参与、共同繁荣的自
然教育发展良好机制，广泛凝聚
自然保护地、自然教育机构、社
会组织、公益基金会、专家学者
和志愿者等社会各界力量，有序
开展形式多样的自然教育活动，数
百家自然教育机构团结一起，共同
推进自然教育工作。新冠疫情期
间，广东省林业局启动自然教育

“繁星计划”，协助机构共同渡过难
关。联合香港、澳门等地区，大力
推动合作交流，构建粤港澳自然
教育生态圈，培育自然教育大市
场，搭建自然教育大平台。

在学术研究上，推动全链条
建设，成立广东省林学会自然教
育专业委员会，60多名顶尖的
自然教育专家作为智囊团为自
然教育相关的学术研究提供决
策参考。近年来，广东联动中山
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华南师范
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高等院校

开展自然教育工作研究，出台自
然教育标准 5个、研究成果一
批，将自然教育纳入林业职称评
审的范围，打通自然教育学术瓶
颈，繁荣了学术研究。

在基础建设上，广东围绕
“发展自然教育，繁荣生态文化”
总体目标开展工作。十三五以
来，坚持推动以自然教育为核心
的森林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率先
在全国出台实施《广东省林业生态
文化建设规划》，建设各类科普馆、
标本馆、自然博物馆、植物园、生态
文明教育基地、森林体验基地等
76个，持续开展森林音乐会、森林
文化周等文化品牌活动共2180场
次。率先在全国开展全民自然教
育工作，推动自然教育基地各层级
建设，全省共建立50家自然教育
基地、18条自然教育径、38个自然
学校，成功打造了广州海珠湿地、
深圳华侨城湿地、韶关丹霞山、梅
岭古驿道等自然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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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岭古驿道自然教育径上，老师带着学生辨认梅花

全民教育

率先建设 广东省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推进现代林业发展，以建设全国自然教

育示范省为目标，积极推动全省自然教育基地、自
然学校、自然教育径等各层级自然教育体系建设，
推进自然教育工作走上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的
发展道路。

广东广东率先率先建设全国建设全国自然教育示范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