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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兵舞无论是舞蹈的风格，还是对舞姿的要
求，都与其他的广场舞有很大的区别，参赛对于我
来说，也是人生的一种挑战。”对于陈华辉来说，舞
蹈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东西。

今年40岁的陈华辉是龙潭村人，也是龙潭文
艺队骨干队员之一。陈华辉的爷爷自小便学习体
操，是咸宁市体操队队员，陈华辉受爷爷影响，7
岁时，便参加了舞蹈、体操的专业训练。

带着一个舞台梦想，陈华辉长大成家。2012
年，在陈兰先邀约下，陈华辉加入到了文艺队，有
舞蹈基础的陈华辉如鱼得水。去年10月份接到
的通知，11月份参加湖北省体育舞蹈公共赛，12
月份参加公安县第二届“凤凰春”杯体育舞蹈全省
邀请赛，陈华辉感觉压力挺大。

“我对自己要求很高。”为了让每个动作都完
成得漂亮，陈华辉每天早上6点多就起来练习，下
班后在家练，晚上去广场加强练，只要一有时间就
跟着音乐练习，有时候抱着抱枕跳，有时候就抱着
扫帚跳，一边拖地一边也能自己哼着曲跳起来。

“水兵舞音乐动感，轻松活泼，富有朝气，舞者
更是要跳出水兵在甲板上开心、愉悦的心情。能
在众多舞者当中脱颖而出，应该跟我们把水兵的
热情演绎出来了有关。”陈华辉自信满满地说。

在2017年公安县第二届“凤凰春”杯体育舞
蹈全省邀请赛上，陈华辉和方震代表咸宁市人民
广场舞蹈代表队参赛，获得了休闲水兵舞组别第
一名。陈华辉说：“今年，我和搭档想在全省的舞
蹈比赛上，多报几个项目试试，尽量多方面发展，
也希望尽自己的力量为家乡争光。”

朝气蓬勃女水兵

陈华辉：

“国泰民安多吉祥，龙潭村民喜洋洋，各路精英
齐汇聚，笑满堂；如今党的政策好，穿得好来吃得饱，
生活更上一层楼，有奔头……”4月9日，在咸安浮山
办事处龙潭村龙潭社区的广场上，陈兰先正和搭档
一起用咸安方言练习自编自演的咸安方言版《有奔
头》三句半，获得了居民们一致赞赏。

今年64岁的陈兰先是龙潭村文艺队队长，龙潭
村人，2005年，陈兰先突然从单位接到了下岗通知，
同年爱人突遇车祸去世，接踵而来的打击让陈兰先
整个人都变了，心情低落让她一度对生活失去了信
心，直到当她接触到了舞蹈、音乐。

2007年，陈兰先回到龙潭村老家。一次，她推着
孙子外出散步，听到了一户村民家里正在放音乐，有
几位村民在家门口跳健身舞，陈兰先便推着婴儿车，
来到了她们中间。

陈兰先介绍，那时，村民们所跳的大多都是一般
的健身操，当时她便想，要跳就跳最时髦的、有活力
的，能代表新农村气象的舞蹈。

自此，陈兰先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看事先在
网上搜索的视频，学习扇子舞、彩绸舞、水兵舞、探戈
舞、《采莲船》民俗表演、锣鼓表演等，她还自创三句半
节日，将现在的好政策编进节日里。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2012年，陈兰先在浮山办
事处的支持下领头在村里成立了龙潭村文艺队。“最
开始广场上没有灯，陈姐拉了根电线，将自家的晾衣
撑拿来举着，自己成了根灯柱子，还在那里一边赶蚊
子一边带着我们练习。”说起刚开始学舞时的情景，
文艺队队员周女士笑着说。

在陈兰先的精心打造下，文艺队节目多达十几
个，拿陈兰先的话就是“自己就能办一台民俗版春
晚。”

别具一格靓大姐

陈兰先：

今年45岁的方震是文艺队里众多男士之一。
“别看我现在扭腰摆臀有模有样的，最开始学跳舞
时，手跟脚一样，脚又像棍子一样的，挨了不少骂
呢。”方震笑着说，跳舞让他的生活焕然一新。

2012年的一天晚上，刚从牌桌上下来的方震路
过广场，那时龙潭文艺队刚刚成立，广场上活跃着
的一群大姐吸引了他的眼光。

“快11点了，还在跳，真是有劲啊。”那时的方
震是个160斤的大胖子，走几步路就会大喘气，一
个大肚子是走到哪里晃到哪里，看着一位大姐举着
灯仍玩得很开心，他觉得很新奇。

后来，方震每天都会有意识地路过这里，再后
来，陈兰先大姐找到了他，让他跟着跳。

“最开始我都是躲在黑的地方偷学。”方震回忆
起刚开始学跳舞时的场景笑着介绍，以前他并没有
接触过舞蹈，身体都是僵硬的，人特别紧张，手脚都
经常出“事故”，不是自己的脚踩在别人的脚上了，
就是自己的脚踩在自己的脚上了。

去年10月份，咸安文联的老师们突然来到文
艺队里挑选种子选手，代表咸宁参加湖北省的体育
舞蹈比赛，老师们一眼挑中了方震和陈华辉。1周
时间里，舞蹈老师经过选择、对比，为两人报了水兵
舞单项舞比赛。

1个月时间里，要熟练掌握水兵舞步然后参赛，
这对于方震来说，确实挺难的。

为了不拖搭档陈华辉的后腿，方震利用睡觉时
间、吃饭时间反复看视频，在家里摸索、练习、记动
作。

“一个动作通常要反复练习几百次，为了跳舞，
烟酒戒了，肚子也瘦了下来。我现在是个自信的帅
小伙。”方震笑着说。

酷炫十足帅小伙

方震：

采访时间：4月10日
采访地点：咸安双龙社区
采访人物：今年23岁的叶倩，5

年前与闺蜜在咸安城区开了家鲜花
店，现在结束创业工作的她在家里
专心研究干花制作。她说：“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将所有花朵的春天
留下来。”

口述整理：咸宁日报全媒体记
者 朱亚平

干花制作爱好者叶倩：

一晾一晒 留住美丽本色

中乐在其没有人不喜欢花朵，我更不例外。六
年前，一次云南旅游时，我看到当地有一

家花店里有卖干花的。一束由棉花、芦
苇、狗尾巴草、秋葵、松果等常见品种组合
的插花，要价两百多元，当时我便很喜欢，
带回了一束干花做纪念。

2013年，我和闺蜜在温泉城区滨河
路附近开了家花店。我俩都是比较喜欢
摆弄花草的人，所以一拍即合，虽然喜欢
花，对于如何经营却完全不懂，生意一直
不太好，所以去年，我们便把店关了。

结束创业的那段时间里，心里轻松了
不少，因为创业要考虑支出、收益等太多
问题，这跟我在家里心平气和地制作干花
的心境完全不同。

结束创业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来研
究花艺，通过一些书藉、网络视频、专业网

站进行学习。我了解到，不是所有的花都
能最后被制作成干花的。

含水分多的桔梗、海芋、百合等都只
能做鲜切花，不能制成干花，适合做干花
的花材大多具有含水分少的特性，比如玫
瑰、勿忘我、鸡冠花等。除此之外的松果、
芦花、高粱穗和猫柳等也是上好的干花花
材。

将花束的底部用橡皮筋束住，倒挂在
干燥通风的地方风干。两星期后干花便
完成了，比原来的花色深了一些。我很欣
赏自然的造化而不愿用人工喷漆改变花
朵自有的情调。

选购新鲜花材来干燥，可让花形、颜
色尽可能呈现最美的状态，但相对来说成

本较高，但为了最后出来的干花效果，我
还是会去全国最好的花市里采购。

除了了解干花的制作方式，我还专门
去武汉报了培训班，想将干花制作成工艺
品，长期留存。3个月时间里，我熟练掌握
了干花的风干法、微波炉烘干法，学习仍
在继续。

我希望将咸宁本地产的桂花、桃花等
变成干花，长期保存的方法，我还在学习
和研究中。

采访时间：4月12日
体验地点：咸安区某职工单位食堂
体验职业：食堂师傅

8日上午，记者来到咸安区某职工单
位食堂，39岁的段飞鹏将记者带到后厨工
作室。

“请检查下自己的指甲、头发、帽子是
否符合工作要求。”在段师傅的指导下，记
者套上工作服、洗手、消毒、戴帽子、戴口
罩，跟随段飞鹏来到库房，看到所有的食
材都分类分区放置。

“今天的食堂菜谱是黄瓜炒蛋，红烧

肉，肉末茄子……”段师傅核对菜单，将所
需要准备的蔬菜、肉类按量领取，记者则
在一旁帮助记录，然后一起将食材领回操
作厨房，段飞鹏表示，“为保质保鲜，米、
面、油等食材，每天只能领取当天需要的
量。”

准备就绪，记者和段师傅开始做准备
工作。在择菜区，工作人员先将所有的蔬
菜放到浸泡池，用淡盐水浸泡15分钟，然
后再清洗入筐。“淡盐水可以杀死蔬菜叶
片残留的细菌和虫子。”段师傅介绍。

食材都清洗干净后，按照荤、素类一
字排开，菜刀也得相对应，段飞鹏根据肉
品的生、熟使用相应的菜刀和菜板。段师

傅负责切肉，记者就帮忙切蔬菜。拿着菜
刀操作了七八分钟，记者的手肘就又酸又
累，勉强切出来三盘黄瓜，而段师傅已经
手脚麻利地切好了一大盆肉。

“我们工作人员会积极学习各种菜
肴，讨论出一些新菜色。”段师傅边切菜边
说，“每次有了好，就先试着炒个小锅，自
己试吃，好吃的话就再做大锅的，推荐给
食堂员工们。”

段师傅每炒完一种菜，记者就在旁边
帮忙擦灶台、收拾材料、清扫油渍。

中午12点，记者跟着段师傅去了人
流量较小的窗口打米饭。段师傅教记者
怎样打米饭，“把米打松，右手握着勺子铲

下去，左手拿尺子划平，一平勺就是二两
米；用尺子在中间划一下，弄出去一半，就
是一两米。”

等中午食堂工作忙完，已经接近下午
2时，记者早已疲惫不堪。

“今天也谢谢你来帮忙，我们轻松了
一些呢。”段师傅表示，希望通过这次“换
位思考”的活动，让更多人体会食堂工作
人员的辛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食堂师傅段飞鹏：

一锅一铲 炒出美味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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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频繁换工作
家长为此很苦恼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女朋友至今都没有着落，这
孩子可是让我们操碎了心。”近日，家住茶花路的周女士
正在跟社区里的工作人员诉苦，希望能寻求帮助，让家里
的孩子早日稳定下来。

周女士介绍，她家儿子小刚今年29岁了，2013年从
武汉理工大学毕业后，便顺利进入了咸宁一家事业单位
工作，本想他就此安稳工作，与常人一样结婚生子。没想
到，第二年春他便自己辞了职，跟着同学去了深圳。

小刚来到深圳，最开始进了厂里做了中层干部，也做
过跨境电商、做过策划广告设计，先后换了六份工作，最
后又再度从一家从事计算机维护的公司辞职了，除了第
一份工作外其余工作都只干了半年。这次回到了咸宁老
家，家里人与小刚谈心，却得知孩子仍想选择在外打拼的
生活。

“他又要去上海。”周女士很苦恼，孩子从毕业后已经
上了五年的班了，但现在是身无分文，而且每份工作月薪
都不高，还在来来回回换来换去的，关键都快30岁了，还
没有要找女朋友的意思。

商家无故多收费
仔细核查讨回钱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以前都没仔细看账单，以后要格外注意点了。”
11日，家住温泉茶花路的贺先生提醒身边的亲朋们
说。

上周末，贺先生和几个朋友在潜山商业街一家餐馆
吃饭，酒足饭饱结账时，服务员报了个数字，一起吃饭的
朋友很痛快把钱付了。

临走前，贺先生要求服务员把消费小票给自己看看，
结果发现其中一道菜的菜价比点菜单上贵了二十元，此
外，小票上还有一些看不明白的地方。他随即叫来服务
员询问情况。

“当时我朋友已经走到了门外，我这么一弄，付账的
朋友也有点尴尬。”贺先生说，服务员一开始说去问一下，
可随后就忙得似乎顾不得这件事。贺先生最后亲自来到
吧台，老板看了小票之后赔笑说，确实算错账了，于是退
了二十块钱。

“也不在乎这点钱，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贺先生
说，自己平常购物时也有类似的经历，结账时往往觉得金
额差不多就付钱，如果大家都不计较的话，商家怎么做到

“明码标价，诚信经营”。

公交车上被相亲
女孩无奈忙推脱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见习记者 丁婉莹

家住咸安的小欣是个文雅白净的女孩，刚过22岁生
日的她，浑身弥漫着青春的朝气，人见人爱。上周末，她
在公交车上经历了一次有趣的“被相亲”。

那天，公交一到站，小欣拣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没
过多久旁边就坐下位三十来岁的女乘客。女乘客刚坐下
来便和小欣搭话，可才没聊几句，女乘客就突然问小欣有
没有男朋友，小欣本就腼腆，被这样一问尴尬不已，却仍
礼貌性地回答着没有。女乘客一听竟显得特别高兴，说
自己的弟弟也还没女朋友，想让他们彼此交个朋友。随
即拿出手机，给小欣看弟弟的照片，向她介绍起弟弟的年
龄、职业、性格……

再后来，连邻座热心的奶奶都热情地参与了进来，撮
合眼前这桩“好事”，还说：“姑娘，可以先加个微信了解一
下这个男孩子嘛。”小欣一脸无奈，只好说自己年纪还小，
现在正埋头于学业，暂时还不准备考虑恋爱的事情。

小欣说，她很能理解邻座女乘客为弟弟找女友的心
情，但在完全不了解对方女孩子的情况下，盲目为弟弟牵
红线，只会给双方都造成困扰。

驾考多次没通过
小伙放弃不再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高考都挺过来了，没想到输在驾考考场上。”12日，
咸安小伙小航成了朋友圈里的热点人物，众多亲朋好友
都对他“发来慰问”。原来，小航从2015年起，连续报了
4次驾考，然而结果却很“残忍”。

2015年8月，小航到驾校报名学车，交了几千块钱
学费，和单位的3个同事一起加入到驾考大军中，小航暗
下决心，一定要一次性过关。

事情没有小航想的那么顺利，拦住他的第一关便是
各种等待。由于工作繁忙，小航无法每天前往，只好利用
周末时间练车。节假日早上5点，小航就要起床吃饭。6
点，教练准时开车把他接到驾校练习，小航每次都哈欠连
天，睡眼惺忪。

数月后的考试，小航满以为简单操作几下就完了，谁
知没能顺利通过科目二的侧方移位。2016年第二次考
试，小航在考场等了两三个小时，才轮到自己。遗憾的
是，有了一次考试失败的经历，小航更紧张，所以也未能
通过，之后的两年都在不同科目里卡壳。

“说多了都是泪。”后来小航“发奋图强”，给自己找了
一位新教练，继续学习驾照考试内容，但是没想到补考时
还是没能通过。“我可能是真的不适合开车，以后出门还
是老老实实打车吧！”小航哭笑不得地说。

草根舞者的别样春天
——走近浮山办事处龙潭村文艺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刘洁

“我们文艺队的方震、陈华辉在湖北省

体育舞蹈公共赛上获了休闲舞组水兵舞第

一名，大家快来看看。”近日，一条信息在咸

安区浮山办事处龙潭文艺队的微信群里炸

开了锅，群友们迅速跟进了200多个赞。

这是由一群非专业的文艺爱好者自发

组成的文艺群体，一共200多人。每逢节

假日，文艺队员们便会到敬老院、干休所等

地送温暖；他们参加省、市文艺比赛活动，

还频频获得各种荣誉。

9日，记者走近这样一个群体，采访他

们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