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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登台都会有一份收获

6月 25日晚，20时许， 八一大
街与守敬北路交会处东侧的临街小
广场上，几十位身着红色 T 恤的舞
者，正在忘我地舞动。 动作很美，她
们的表演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观
看。 这些舞者都来自紫金社区的双
凤舞蹈队， 她们正为桥西区文体局
组织的舞蹈比赛的决赛， 加紧排练
着。

今年 61 岁的郝凤芹是这支广
场舞队的领队， 她告诉记者：“队伍
成立 6年多，在跳广场舞初期，大家
在一起没有明确目的， 更没想过参
加什么比赛， 就是为了老姐妹在一
起说说笑笑，图个开心。 ”

当初， 郝凤芹也仅仅是跟着大
家一起，大家跳什么她就跳什么，可
随着对广场舞了解的逐步深入，她
开始“整合”自己的队伍，并开始有
意识地进行一些舞曲的“编排”。

“近两年， 我们经常参加桥西

区、街道和社区的文艺演出或比赛，
取得多个奖项。 ”郝凤芹说，今年 5
月份， 双凤舞蹈队参加了桥西区文
体局组织的舞蹈比赛， 郝凤芹带领
队员经过层层筛选，成功进入决赛。

既然参赛，就会认真对待，没有
专业的舞蹈老师教动作， 就从网上
下载视频学，有些动作太难，大家就
一遍又一遍地排练， 她们相信熟能
生巧。

无论这次的比赛结果如何，她
们都相信， 只要登台表演就会有一
份收获。

社区支持成为坚持的动力

队员刘丽香告诉记者， 舞蹈队
刚成立的时候，没有固定的场地，也
没有音响设备， 但现在这些问题都
得到了解决， 这都要感谢社区的帮
助与支持。

“那会儿，社区的工作人员了解
情况后，给予我们很多支持，现在，
平时排练节目我们就到社区活动

室；知道我们没有大音响，社区帮助
买音响；参加比赛时，演出服不好找，
社区还帮着联系。 只要舞蹈队有困
难，社区都会帮忙解决。 ”郝凤芹称，
有了社区的支持，她们更得认真跳，
跳出社区的居民热情， 舞出属于自
己的特色。

参赛是交流学习的机会

“我们的舞蹈队有 30 多名队
员，没有专业的舞蹈老师，队员从学
动作到变换队形，再到踩对节拍，每
个舞蹈动作都是靠一次次苦练。”队
员张景辉说。

现在又有比赛了， 大伙都很兴
奋，都在使出浑身解数加紧排练，争
取做到更好。

“参加比赛也是一次与其他舞
蹈队切磋交流的机会， 也是我们的
一次学习机会。多参加比赛，能让我
们学到其他舞队的长处， 更能让我
们发现和弥补自身存在的不足。”郝
凤芹说。

� � 夏季，夜幕降

临， 牛城大大小小
的广场、 游园便开
始热闹起来。 欢快
的《最炫民族风》、
劲 爆 的 《江 南
style》、热情的《小
苹果》等神曲，在牛
城的公园广场、小
区空地， 甚至大街
小巷随处可闻。 或
百人集聚， 或三五
成群， 越来越多的
市民加入到广场舞
的队伍中， 和着夜
色，翩翩起舞。

跳广场舞是一种享受

在中钢公园东南角的空地上，活
跃着一支广场舞队。 19时 30分，一个
大音响、一个 U 盘，就是广场舞的器
材了。大伙聚在一起说笑着，十多分钟
后，音乐响起，领队李焕贤开始带领百
余名队员挥动胳膊、扭起腰腿、跳着健
身舞步。 年近六旬的李焕贤站在队伍
最前面，身材婀娜、精神抖擞，看上去
十分年轻。“大家在这里跳了三年多
了，这里距居民区较远，跳舞不扰民，
而且地方宽敞，队伍人数越来越多。 ”
李焕贤说，她们跳的这种健身广场舞，
简单易学，舞步适中，所以参与的人也
多。

减压放松跳出好心情

不论以前跳民族舞， 还是现在跳
的广场舞，队伍中 76岁的刘老太都跳
得十分开心。 充满活力的刘老太颇为
幽默地说：“我都跳习惯啦， 每天都要
跳一跳，不然总感觉筋骨没活动开。 ”
她表示，跳广场舞既是一种锻炼，又是
一次聚会。 每天晚上和老姐妹们在一
起说说跳跳、聊聊家常，实在是一件非

常惬意的事。
跳广场舞的人群中， 中老年女性

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 不过也有部分
青年人的身影。今年 40多岁的郑女士
就是其中一名。 从去年 6月份开始到
现在，她已经坚持跳了一年的广场舞。

“我每天晚上都会来跳一跳，就图
有个好心情。 ”郑女士说，现在大家的
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较大，每天跳一
跳是一种很好的减压和放松方式。

广场舞“红花”之中有“绿叶”

在跳广场舞的一片“红花”当中，
还有几片“绿叶”，数位男同胞也跟着
音乐的节拍，认真做着每一个动作。

“我跳广场舞有一年多了，也是受
老伴的影响。 ”七十多岁的姜宽成称，
老伴之前身体一直比较虚弱， 小病不
断，自从跳上广场舞，坚持运动后，这
些小毛病渐渐都没了， 身体比以前壮
实不少。

“这一年多，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精
神状态都好了许多， 整个人都感觉轻
盈不少。 ”同时，姜宽成发出这样的呼
吁：“广场舞不光是女同胞的专利，男
同志也一样可以跳。 ”

中钢公园：
中钢健身舞蹈队

新八一大街与守敬北路路口游园：
双凤舞蹈队

夜幕降临，越来越多市民加入到广场舞队伍中。 （本报记者 郝德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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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曹丽慧不慎将就业失

业登记证丢失， 证号为：
0500166826，签发日期为：
2008年 11月 27日， 声明
作废。

灭失声明
石英山名下机动车冀

ED2073， 车 辆 型 号 五 菱
LZW1010PSNB11，车辆识别代
号 LZWNCBG0442098424，发
动机号412330303F。 此车为黄
标车，由于本人不了解机动车
注销登记的相关政策规定，已
将此车辆自行解体，因此产生
的一切纠纷和法律责任由本
人承担，同时该车车辆登记证
书、行驶证、牌照已丢失，现申
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
赵敬波不慎将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为 ：
1305250030108001633，声
明作废。

声明
袁立新不慎将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为 ：
1305230020205000042，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