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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乐活

读书看报、健身养生，是
家住长沙市岳麓区的 82 岁李
达明老人的日常。但爱好唱歌
的他由于缺乏音乐基础，几十
年来一直处于“只听不唱”的尴
尬中。今年 3 月，他报名加入
了快乐老人大学唱歌 1 班，在
一次次练习和实践中收获诸多
阳光与快乐，同时圆了自己多
年的登台唱歌梦。

对着电脑唱，老伴当挑错员

“路有多远天有多高，鸿
雁飞过水远山遥，多想回到那
一天……”李达明自从加入了
唱歌班后，歌瘾大发。平时他
一有空就打开电脑，播放在唱
歌班上课时所学的曲子，一边
听一边跟着哼唱。

在李达明看来，对乐谱的
熟练度是唱好歌的关键因素。
当李达明拿着智能手机边唱边
录时，对识谱比较擅长的老伴
会在一旁指导纠正他的发音：

“不对不对，这里跑调了。”“这
里唱得太平淡了，没有感情。”
老伴主动承担起“挑错员”的责
任，为李达明提出各种中肯的
意见。删了又录，录了又删，如
此反复直到老伴打了“及格
分”，李达明才轻松地笑了。

在学习前期，李达明面临
着音乐基础差、不会识谱等各
种困难。但是李达明始终坚信

“一切皆有可能。只要有决心，
什么都能学会”。目前，李达明
已经学会了《牧羊曲》《故乡的
歌谣》《离别草原》等15首经典
歌曲。

学员互助，共同登台展示

在课堂上，时常会有要求
学员上台唱歌展示自我的环
节。刚开始，李达明对于上台
唱歌显得有些羞怯。这时他就
会拉上同班学员刘玉元：“老
刘，陪我一起上台吧。”到了后
来，李达明逐渐摆脱了拘谨，

“刚开始唱得不好也没关系，要
敢于展示自己，在一次次练习
中追求共同进步。”

渐渐地，拉上一个伴和自
己一同登台唱歌展示自我成为
班上的“规矩”，大家认为这不
仅有助于克服学员单独上台的
紧张心理，还增强了学员之间
的交流，让课堂的学习气氛变
得更加欢乐融洽。因此，唱歌
班的学员们进步很快。“我现在
基本能做到自主识谱，对节奏
快慢也掌握得较为熟练，音乐
素养得到了提升。”谈到在唱歌
班的收获和心得，李达明由衷
地说。

82岁登台，圆了一辈子的梦

今年 7 月，快乐老人大学
在雨花区政府大礼堂举行了
上学期春季班文艺汇演。李
达明和同学们换上了统一的
表演服装，登台演唱了《保卫
黄河》《天籁之爱》等曲子。表

演结束后，观
众 们 掌 声 如
潮。“我这一
辈 子 从 未 登
台表演过，没
想到在 80 多
岁 时 圆 了 我
的唱歌梦，我
感 到 很 荣
幸。”演出结
束数月后，李
达 明 对 记 者
回 味 起 在 舞
台上的表现，还是兴奋不已。

除 了 心 态 变 得 更 加 阳
光，心情更加舒畅了，李达明
的身体素质也在不知不觉中
得到了提升，“唱歌使我的肺
活量得到了锻炼，我以前回
家爬楼梯和平时小跑锻炼时
经常会出现喘气不均匀的现
象，现在基本上气息都保持
在平稳状态”。（本报记者张
玉萍）

82岁终于圆了登台梦

77岁的周子龙没想到，支
边了一辈子，住进老年公寓，居
然还是逃不过“忙碌命”，当起
了大伙的“书记”。

周子龙退休前长期在新
疆支边。在戈壁滩上，周子龙
学会了二胡，拉湖南花鼓戏。
那段时间，作为一个文艺男，他
还创作了不少诗歌、散文。

70岁起，周子龙住进老家
浏阳的一家托老托养中心，依
然保持创作习惯。托老中心的
老伙计见他肚子里有墨水，就
托他写信件、材料、诉状、申请

报告等。周子龙调侃自己成了
托养中心的“书记”。

周子龙至今清晰记得，托
养所里曾住了一个 80 多岁的
老太太，她的儿子和女儿都非
亲生。她有个小房子，被儿子、
女儿觊觎，并试图平分。由于
和子女有矛盾，最近老太太决
心把房子送给国家或用来做公
益，儿子、女儿不满。老太太于
是对周子龙说，要找公证处，不
把房子过继给儿子、女儿。周
子龙帮婆婆起草了一份材料，
给了公证处。目前矛盾双方尚

在交涉中。
周子龙觉得，一旦和子女

有了矛盾，老人往往更弱势，
“看着老太太受欺负受气，我肯
定要力所能及地帮忙，这也让
我发挥了写作特长，通过帮助
他人展现了自我价值”。

除了当“书记”，他还在托
老所搞“远程授课”。浏阳的一
个爱好写作的老人是他学生，
常写信发“作业”给周修改，“写
作看似静态，却可以成为我们
过动态退休生活的好手段”。
（本报记者吴可）

养老院当“书记”，他很韵味

526 号 刘女士，长沙
人，51岁，身高1.58米，体
重52公斤，离异多年，有一
女现已成家，想寻找一位
身体健康，性格开朗，有稳
定收入，气质修养较好的
男士为伴。

527 号 胡女士，益阳
人，53岁，高1.64米，重60
公斤，健康正直善良，企业退
休，离异。征一位 65 岁以
下、身体健康、有稳定收入、
无不良嗜好的男士为伴。

528 号 乐先生，长沙
人，71 岁，身高 1.7 米，月
退休金 4000 元，爱运动，
独居两室两厅住房。本人
没有不良嗜好，有一子一
女，他们都已成家立业。
希望找一位 60 岁左右、身
体健康、有退休金、心地善
良、家庭观念强的女士相
伴终生。

如果您想要结识上述
征婚人士，或者自己也想
单独刊登一则匿名征婚消
息，欢迎您致电或发短信
给本报周编辑（手机号码
15388965308）。也欢迎单
身读者扫描下方微信二维
码申请进“缘来是你”微信
群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人，群
里上百位优质单身退休族
等你“敲门”。需要刊登征
婚消息的朋友，建议最好告
知较详细的个人信息，如姓
氏、所在城市、年龄、身高、
体重、退休单位性质、退休
金大致范围、文化程度、丧
偶 还 是 离
异、是否独
居等，以及
对 对 方 的
要求。

湖南省文化馆、湖南音乐厅、湖
南大剧院等场所近期有活动，欢迎
大家前往参加。（整理/本报记者周
鏖键）

湖南省文化馆 活动：湖南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

时 间 ：9:00—12:00，14:30-17:
30，周一闭馆。地点：长沙市杉木冲西
路69号。电话：0731-85286155。

湖南音乐厅 活动：大型交响合唱
《朝阳沟》

演出时间：10 月 20 日 20:00。地
点：长沙市杉木冲西路69号。订票电
话：18774804801。

湖南大剧院 活动：百元看经典·
戏曲普及工程湘剧《月亮粑粑》

时间：10 月 19 日。地址：长沙市
韶山北路139号。

这些展演别错过

快乐约会

李达明在
练歌。

■活动通知

搭车去巴溪洲游玩
10月下旬，本报协助成

立的湖南乐游群将开展巴
溪洲自驾游活动，欢迎有兴
趣的读者朋友扫描本版右
侧二维码报名。

巴溪洲位于长沙市岳
麓区坪塘街道，岛上风景秀
丽，是个休闲摄影好地方。
具体出发时间根据天气决
定，会公布在湖南乐游群。

特别说明：本报仅帮助
读者组织发布活动通知，对
活动的具体运行和安全等
问题不负任何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