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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的诱惑下——

他坚守梦想
5月的一天，在文化艺术中心音乐课堂上，王群益

亲自为孩子们的葫芦丝演奏做指挥，很有经验地教孩子
们用脚打着节拍，课堂很快充满了音乐带来的快乐。

在愉快的歌声中，一个小男孩突然默默低头。王群
益细心询问后没回应。这时，一旁的居民介绍，孩子父母
离异且都外出打工，一直住在爷爷家。孩子呜咽说自己
有整整一年没见到父母了，“没有关系，你学会了吹葫芦
丝，等爸爸妈妈回来了可以吹给他们听。”王群益鼓励孩
子要坚强快乐成长。

孩子敞开心扉的泪水，也令现场华中师范大学的支
教学生们动容不已。大家深感在乡村文化艺术中心支教
的意义，纷纷表示要继续参加关爱留守儿童的音乐教学
活动，让更多的留守孩子感受到音乐的关怀和温暖。

为了配合孩子们上课时间，文化艺术中心设置在每
周五下午3点、周末开课。听说了文化艺术中心开办的
消息，周边的村民们非常高兴，踊跃前来观摩、学习，平均
每堂课人数往往都能达到百人以上。很多文艺爱好者和
青少年既增长了本领，也颐养了性情；既增加了生活情
趣，又锻炼了身体。

同时，文化艺术中心还增加了教学内容，开设巴乌、
葫芦丝等乐器教学，舞蹈培训班等。此外，还精心编排演
出节目，参与乡村汇演，成为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通过不断培训，很多人补充进艺术中心的队伍，目
前正常参加中心活动的学员们达300余人。年龄最小
的4岁，最大的73岁，以井头村及周边乡镇居民为主。

既要担任井头村文化艺术中心的教学任务，又要忙着
本身的音乐教学工作，王群益身兼数职，每天超负荷运转。

但是，他仍然婉言谢绝了深圳市艺术学校、深圳青少
年宫、广东贸外语附属中学等外地学校的高薪高职聘请，
宁可继续当一名普通的音乐教师。“只有在生我养我的家
乡，我的音乐人生才能有成就感和归宿感！”王群益坚定
地说。

王群益在教孩子们乐器

最近，在咸安大幕乡井头村的一

位音乐教学工作者，俨然成为当地的

焦点人物。在一段视频里，一群音乐

演奏者用传统乐器葫芦丝和二胡，演

奏出一段段优美的旋律，引起了观众

的好奇和热捧。据了解，这些演奏者

都来自井头村文化艺术中心，而中心

的创办者正是王群益。

12 日，记者独家对话王群益，了

解他创办文艺中心的点点滴滴。

文化艺术中心开展演出

咸宁微观

在音乐的相伴下——

他走上讲台
“不好意思，我刚才在忙着排练，没有注意到手

机。”几经辗转，记者终于联系上了王群益老师本
人。虽然语气透露着疲惫，王群益还是热情接待我
的来访。

1959年出生的王益群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
很多，精干矍铄，举手投足间洋溢着活力。“音乐伴
随了我一生，让我充满激情，我也想把这种朝气蓬
勃的精神风貌传递给乡村的孩子们。”王益群感慨
地说，为艺术做了一辈子的事情，感觉最有成就
感、最快乐的就是创办了大幕乡井头村文化艺术
中心。

王群益说起与音乐结缘：“一半是禀承了父亲
的音乐天赋，一半来自特殊时期的艺术熏陶。”原
来，他自懂事起天天耳濡目染的就是样板戏，广播
里播的，台上演的，只要是他听到过的，都能一板一
眼，毫厘不差地模仿出来。

靠着一点天分，一股傻劲，王群益在1974年的
原咸宁县文艺汇演中，一举夺得笛子独奏一等奖。

恢复高考后，他顺利考上了蒲圻师范音乐班，
之后到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班深造。1981年，王群
益以优异成绩毕业，分配到原咸宁地区实验小学当
了一名小学音乐教师。从此，王群益“以音符为教
鞭”，开始了他30余年的音乐教学生涯。

凭借精湛的教学技能和良好的耐心，多年来，
王群益可谓“桃李满天下”，教授过的学生很多考
上了武汉音乐学院、华师音乐系及音乐学院附中，
并在省级、国家级音乐比赛中获奖。王群益本人
也被评为中国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湖北省
音乐家协会理事等。

跳动在乡村上空的音符
——王群益和他的乡村文化艺术中心

记者 陈希子

在乡情的呼唤下——

他办起中心
2016年，王群益回老家咸安区大幕乡井头村，

偶遇一位放假的小学生，正无所事事地在街上溜
达，王群益关心说了一句：“小伢，这么闲呀。”小学
生一脸迷茫：“作业写完了，没事做，剩下大半天的
时间就不知干什么好了，真无聊！”

“我是音乐老师，你想不想学点乐器？”王群
益笑着问。“学费会不会很贵？”孩子天真无邪的
回答把王群益逗乐了，也触动了他的心，想到农
村有很多青少年和文艺爱好者，但因为客观条件
的限制，很少接受文化艺术的熏陶，他觉得自己
应该做点什么，让大家有个快乐消遣、陶冶身心
的好去处。

“如果能在村里设个文化艺术中心，不是蛮
好！”王群益和市里、村里的干部领导一番交流，果

然如他预想的那样，领导们对此都大力赞成，并且同意拨
付一定比例的专项资金，用于购置文化艺术中心和器材
设备。王群益自己先后也出资了4万余元，初步解决了
场地、装修、器材购置问题。

2017年 5月，文艺中心终于正式成立了。开办初
期，只是为一些有文艺爱好的居民提供一个娱乐场所，
大家在琴棋书画、唱歌跳舞方面发挥所长、自娱自乐。
后来，王群益按专业培训室的要求设置了教学场所，购
置了大批桌椅。考虑到夏天热，又陆续添置了电风扇
等，每个月光电费都要几千元。后来，又陆陆续续添置
了二胡、风琴等乐器。

毕竟是民间文艺活动场所，专业老师少。为了提高
知名度，王群益利用自己的“人脉圈”，多方“牵线做媒”，
把从事音乐、舞蹈教学工作的同行、熟人，甚至自己教过
的学生都拉过来，专门成立了一个“资深教学顾问组”，
指导和协调文化艺术中心的活动。王群益给文化艺术
中心确立了宗旨：不求名不求利，只求让乡村百姓的文
艺生活越来越精彩！

酒后殴打他人
男子深陷囹圄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上次在外面吃饭，就
发生了有人酒后闹事的事情……”12日，市民周先生
参加朋友饭局，突然想起上次自己参加饭局的情景，随
即，他向好友说起此事，劝诫好友少喝点。

周先生介绍说，上周，他约了四个朋友去嘉鱼游
玩，中午，便在江边一餐馆内用餐，正在谈笑风生时，突
然听到了包房外有吵闹声。

周先生穿过人群往对面望去，发现一男子醉酒后
正在掌掴一名女服务，看到有人动手打女人，隔壁包房
的一男士愤然上前进行劝阻，谁知竟也遭了殃，被醉酒
男子殴打了一通，餐馆的一些物品被砸坏，餐馆老板及
其年迈的岳父、岳母等人上前进行阻拦，结果也被醉酒
男子推倒在地。

周先生打听之后才知道，这位男子醉酒后，因在包
房外到处呕吐，受到女服务员的指责，并随即发生争
吵、殴打。

周先生说，当时他也想上前阻拦，但被同桌好友拉
住了，他便拿起手机报了警，以免这样的闹剧再发生。

这事不仅惊动了当地公安部门，还惊动了法院。
最后，法院判处该闹事男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记者感言：酒后不仅伤身，很多矛盾也是酒后爆发
的，希望该醉酒男子汲取这次教训，今后做一个酒品好
的人。

父亲沉溺游戏
小孩热水烫伤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9日，家住温泉御龙花园
的张女士看着女儿烫伤的手臂，泪水又忍不住流了下
来。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老公因为沉溺游戏，害得女
儿烫伤了手臂。

张女士说，她老公柯先生最大的爱好是玩游戏。
女儿可可现已一岁三个月了，他依然“本性不改”。

张女士多次劝说，但毫无效果。无奈，张女士只
好作罢。只有在忙不过来时，才让柯先生帮下忙，可
还是出现事故了。

9日上午，张女士外出买菜，让柯先生照看女儿。
柯先生欣然答应。陪女儿玩了下后，他习惯性地拿起
手机，躺在了沙发上。

刚学会走路的女儿这里摸摸，那里翻翻。突然，
他听到女儿大哭起来。抬头一看，女儿在玩饮水机。
饮水机的热水开关被她打开，热水流到手臂，整个小
手臂被烫伤了。

张女士从电话里一得知这个信息，立刻赶回家，
带着女儿上医院。医生诊断是二级烫伤，至少要一个
月才能康复，而后期极有可能留下疤痕。

记者感言：为人父母需要用心。不用心，就会给
孩子带来伤害，不止是身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所
以，父母们要以柯先生的事为警戒。

6岁的时候，家里人让我学画画，邻居
家里的一盆兰花成了我的第一个模特，从
那时开始，我便对高洁、清雅的兰花有着
特别的感情。

6年前，我因病提前退休。一个盛夏，

有一位远方好友过来看我，给我送了一盆
兰花。那是我的第一盆兰花，品种是广玉
兰。

那时，因为我喜欢看书、画画，家里几
乎所有的空地方都摆满了书、画架等。后
来为了给这棵广玉兰找个“家”，我便将画
架从阳台上移了出来。

兰花是最难打理的花草，不养兰花的
人是不知道的。刚开始，我并不是很上
心，兰花出现了枯叶，我也就是整理一
下。入冬后，我发现，兰花并没有刚来时
的那么精神，而且由于修整，叶子已经仅
剩下几片了。

我当时就想，这是好友送的礼物，得
照顾好。不然下次好友来了，我可怎么交

待！于是后来，我就开始上心管理了。
我买了很多书，并且随时上网查询资

料，第一时间找到兰花出问题的答案；为了
给家里的兰花找个“伴”，我开始到武汉、咸
安等地的花鸟市场闲逛，了解一些不同品
种的兰花。我成了兰花迷，附近谁家有养
兰花，我都会顺便上门与其聊一聊。

养兰花的时候，我发现，兰花对土壤、
温度、湿度都有很高的要求，我便将阳台
进行改建，模拟出适应兰花生长的温度、
湿度、光照环境，并精心呵护。阳台上安
有温度计，一旦温度超过30摄氏度，我就
会打开家里空调和电风扇，帮助兰花降
温，如果连续多天阴天，阳台上的灯就会
被我开启，需要为每颗兰花补光。

这其间，我家的兰花们长过虫，土也
被换过很多次，枯叶后又长了几次新叶
子。而每每有什么变化时，我都用笔记本
手写记下来。第二年的夏天，不仅第一盆
广玉兰重新恢复了生机，其他后来购买回
来的兰花也是长势喜人。

因为喜欢兰花，我家的书柜里开始有
了兰花的一席之地，因为喜欢兰花，我更
是成了10多个兰花品种的忠实粉丝。

我爱我的兰花。

小伢乱拨号码
老妈忙着道歉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这伢太喜欢乱拨电话
了，不仅让我每个月话费飙升，还要不停地跟‘被骚扰’
的人解释。”12日，说起两岁的女儿，家住岔路口的闻
女士头疼不已。

当天上午，闻女士到办公室刚坐下，就接到了以前
公司领导的电话，“小闻，好久没消息了，昨天夜里那么
晚打我电话，是有什么急事吗？”

闻女士一头雾水：“啊？没有啊。我没有打电话
啊！”“我手机上显示，昨晚11点有你5个未接来电。”
闻女士一琢磨，八成又是女儿干的好事，赶忙道歉：“对
不起啊，是我女儿玩手机，瞎拨的。”接着，闻女士跟以
前领导开始了尴尬的寒暄……

而这已经不是闻女士第一次这样跟别人解释了，
都是因为家里那个调皮捣蛋的女儿。对于女儿的行
为，闻女士只能不停地跟“被骚扰”的人一一解释。

“有时候挺想不通的，她怎么玩手机玩那么溜，有
时候趁我不注意还玩起了手机游戏。”闻女士很无奈，
她希望，女儿的这种行为，随着她长大后，能够通过教
育慢慢改掉。

记者感言：调皮是孩子的天性，在这个过程中，既
需要父母的耐心引导，也需要身边人的宽厚包容，给孩
子创造更宽松的成长空间。

兰花饲养爱好者葛建国：

生活的格调是清雅

中乐在其

陈静（化名）是城区某餐饮连锁店的一
个普通店长。因为经常光顾，记者与她有
了一点交谈。在她看来，一店之长虽小，但
却肩负着门店发展的重任。“大到经营方
向，小到管理细节，无不体现店长的重要
性。”她笑说。

在记者的再三请求下，陈静终于答应
让我跟随他体验一下连锁店长生活。当天
9点晨会后，我便随她开始店长例行的第
一个任务：餐前督导。

我们先来到冷库，仔细翻查了每样食
品的时间标签，看是否有过期的、快到期
的，有标签不规范的。接着，检查餐厅的卫
生工作、物品的准备工作等等。

每次检查到有问题的地方，陈静就让
我用手机拍下来。接着把一张张照片翻出
来给员工看，将有问题的地方指出来，让其
立即改掉。

11点多时，餐厅开始了备战高峰。陈
静认为，店长要对餐厅的各项工作都能上
手。体验店长工作，得从基础岗位一个个
开始干。她于是让我在其中一个收银台前
帮忙，自己则站在出口处督导。

“还做不做生意，快点快点！”人实在太
多，一位顾客因为等得不耐烦，看我笨手笨
脚，冲我嚷了起来。“先生对不起，马上帮您

催。”我赶紧回答。“快点快点！懒得理你。”
顾客的态度比较恶劣，让我的眼泪忍不住
在眼眶里打转。

“先生，您要的牛肉粉丝我们是现做
的，大概需要五分钟时间，对不起，请您耐
心等候。要不您先去坐下，牛肉粉丝好了
我马上给您送到。”陈静见状，赶紧上前安
抚顾客的情绪。顾客离开后，她又拍拍我
的肩膀，示意我没事了。

高峰期的一个多小时里，我跟陈静忙
得几乎脚不沾地。看到客人筷子掉在了地
上，要赶紧递上干净的筷子；看到服务员来
不及收的盘子，就帮忙收拾；看到有顾客来
催促点餐物品，就充当送餐员的工作……

除了四处“救火”，陈静还随时不忘去
激励伙伴。每隔15分钟，她要去查看下电

脑上实时显示的营业额，把当天的销售成
绩告诉伙伴们，如果营业额达成了预期目
标，她会把这个喜讯传达到每个人，振奋人
心；遇到营业低谷，她就把目标细分到每个
收银台，激励伙伴们加油完成目标。

在陈静看来，作为店长，需要拥有很强
的综合能力：包括业务指导能力、创新营销
能力、组织能力、专业培训能力、发现问题
的能力和对问题的判断能力等。

而今年35岁的陈静，一直在努力，向
着“完美店长”的目标不断进军。

（记者 赵晓丽）

餐饮连锁店店长陈静：

工作的滋味是努力

与你同行与你同行

主妇迷恋护肤
家人直呼奈何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爱护肤的女性太恐
怖了。”最近，温泉市民恬恬甚是头疼，原来她的妈妈
温女士太过“热衷”美容，连带着女儿恬恬和丈夫都

“遭罪”。
温女士40余岁，最近照镜子，感觉自己皱纹深了

些，于是开始往美容院跑，逛超市也以研究护肤品为
主，俨然成了半个日用化学品专家。

前不久，恬恬发现自己睡觉的枕头不见了，还以
为是妈妈拿去清洗晾晒。“垫枕头容易长颈纹，我给你
收衣柜里啦。”温女士的回答让恬恬哭笑不得。

这还不算，家里人吃饭的口味也越来越清淡。即
使是鱼、猪肉等荤菜，也是清蒸为主，加点盐调味，这
让吃惯了红烧、香辣等“重口味”的父女俩大呼难受。

“高盐辛辣对皮肤不好，容易毛孔粗大，还会浮肿。”温
女士一番义正言辞，堵得父女俩哑口无言。

“孝顺孝顺，还是‘顺’着她吧，我妈妈开心就好。”
恬恬无奈地说。

记者感言：温女士爱美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要把
握度，否则家人可能真的“受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