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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2.0版更有文化味
你有看过模仿小龙虾跳
广场舞吗？这不是在搞怪，
而是在推介地方文化。在
“中国小龙虾之城”湖北潜
江，热爱舞蹈的退休公务员
刘萍携团队创作了《龙虾情
韵》，在各大广场舞大赛上大
放异彩。
近年来，广场舞从单纯
的自娱健身，逐渐向表演艺
术升级，很多舞者将创作目
光聚焦于地方文化传统，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文化
的复兴。
跳龙虾舞推介地方产业
这些年，只要有广场舞
比赛，
刘萍便带队跳龙虾舞。
刘萍介绍，这首舞蹈的
音乐及编舞均为原创，采用
富有潜江特色的小龙虾为基
本元素，通过服装、舞蹈动作
等生动表现虾农在生产劳动
及丰收时的欢乐情景，讲述
了小龙虾产业为当地人生活
带来的变迁。刘萍说，排练
这支舞没拿广告宣传费，当
时纯粹是想弘扬潜江龙虾文

化，
“有的队友当时还在工
作，我们就利用晚上的时间
加班加点排练”。老人们的
这份心意打动了不少人，当
地群艺馆的专家在作品创
意、动作编排、音乐创作、服
装设计上都给予了指导。
在潜江，为了宣传小龙
虾文化，当地举办了多届大
型的龙虾节，花钱请大牌明
星到场献唱。在刘萍看来，
普通老百姓也能为宣传当地
文化做贡献。
京剧融入广场舞，
老外跟着学
家住天津 69 岁的秦照
莲 是 个 舞 痴 ，也 是 个 京 剧
迷。看着京剧文化日渐没
落，
秦照莲很着急。
4 年前，
秦照莲因为摔倒
差点中风，京剧成了她的精
神支撑。她每天听着收音机
里放的戏曲，突然脑子里有
了原创舞步的灵感，于是赶
紧拿起本子记录下来。
几个月后，秦照莲刚能
下地走路，便开始编排京剧
广场舞。为了让队友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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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风格，她先录制了自己
跳整套舞蹈的视频，没想到
发到群里，大家的认可度非
常高。当时，秦照莲的右腿
还稍显僵硬，血压也还没完
全稳定，但她完全不顾这些，
开始教学京剧舞蹈。惊喜的
是，整套舞蹈教下来，秦照莲
的右腿完全恢复了。
为了还原京剧的神韵，
秦照莲还贴钱帮队友买了头
饰、水袖。有一次，舞队去公
园排练，一群外国学生加入
队伍跟着学了起来。秦照莲
原本以为这群老外只是图个
新鲜，可没想到，对方第二天
还找到了社区，坚持学了大
半个月，
“原来她们是一群留
学生，想在文艺汇演上表演
这个有新意的节目”
。

是一股清流。
仇妹娟是个资深舞者，
跳了 10 多年的广场舞。仇
妹娟一直喜欢学习和创新，
也创编了不少有个人特色的
曲目和舞步，
“可是放到广场
上，就跟其他队伍的大同小
异，
完全没有特色了”
。2014
年夏天，仇妹娟的队伍准备
参加区里的广场舞比赛。仇
妹娟的女儿在大学教音乐，
她征求女儿的意见，当时女
儿脱口而出：
“如果您想有点
特色，可以选一些老歌。”后
来，仇妹娟半信半疑地选择
了《红梅赞》，结果一炮而红
拿了一等奖。
在这之后，仇妹娟专选
老歌，将之前的舞蹈套路全
部推翻重来，为这些老歌定
制了专属的动作套路。之
配乐选经典老歌，
更有韵味
后，在各大比赛中，仇妹娟的
当 大 家 都 在 跳《小 苹 舞队都能获得很好的名次，
果》
《天蓝蓝》
《套马杆》时，“我还记得，有个很年轻的评
‘还是老歌有
江苏南京 65 岁的仇妹娟选 委当时这样说，
的舞曲却是《红梅赞》
《南泥 韵味’。我们也觉得，即便是
湾》等经典老歌。在嘈杂的 同样的动作，配上老歌，确实
。
（本报记者鲍杰）
舞曲混响声中，这些歌曲像 更有特色”

江青当过叛徒？不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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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入选教材
本报讯 教育部日前召
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普通高中
三科统编教材有关工作情况。
据介绍，
普通高中语文教材注
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
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入选教材。1978 年
5 月 11 日，
《光明日报》发表
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

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 于 真 理 标 准 的 语 录 都 标 出 品。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
了 一 场 真 理 标 准 问 题 大 讨 来。文章经多次修改，最后 革开放时期的作品也在语文
论。该文初稿由时任南京大 由胡耀邦同志审定。
教材中有所呈现。如《哦，香
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撰写，
语文教材还选取反映革 雪》
《喜看稻菽千重浪——记
后经数度修改，最终以《光明 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的作品。 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日报》
“本报特约评论员”的 其中有毛泽东的《沁园春·长 袁隆平》
《青蒿素：
人类征服疾
名义发表。胡福明回忆称， 沙》
《改造我们的学习》等 5 篇 病的一小步》等。此外，语文
当时他老婆在住院，为了取 （首）文章，鲁迅《拿来主义》 教材还选入了十多篇外国文
这个标题，他把《马克思恩格 《纪念刘和珍君》等 5 篇文章， 学文化经典作品，有《复活》
《大战 《百年孤独》
斯选集》
《列宁选集》
《毛泽东 还有《长征胜利万岁》
《哈姆雷特》
《致云
选集》等分批带到医院，把关 中 的 插 曲》
《百 合 花》等 作 雀》等。
（文/吴阳 唐孜孜）

杨生美
一直有个航
海梦

杨 生 美 说 ，自 己 有 一 个 航 海
梦。现在，他已经在为下一个目标
做准备工作——制作一艘可以下水
远航的上海沙船。沙船是“中国四
大名舟”之一，江海两用，15 世纪郑
和七次下西洋，就有大队的沙船随
航。杨生美说，
待制作完成，
他想跟
着这艘船，一起走一遍郑和当年的
航 海 路 线 ，体 验 一 把 航 海 家 的 感
觉。
（文、
图/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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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知青嫁给农村娃
科学种田成劳模
60岁以上长者
将按需享护理服务
本报讯 今后，
我国医疗机
构要对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开展护理需求评估，并按老人
的实际情况
“分级”
提供更细致
的老年护理服务。同时，将进
一步总结“互联网+护理服务”
试点工作经验，逐步扩大试点
范围。
（文/刘欢）

上海时间银行
试点手机接单
本报讯 上海日前试点时
间银行手机接单模式。通过开
发相关微信小程序，年轻的退
休人士都可申请成为会员，根
据发布的需求进行
“接单”
。为
保障工作顺利开展，时间银行
为服务提供者和服务对象都购
买了人身意外保险。
（文/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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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艘古船下西洋

在上海，
认识杨生美的人，
都喊
他“船王”。今年 67 岁的他醉心于
复原古船，多年制作的船模已不下
400 艘。
3年前，
杨生美开始着手复刻《清
明上河图》中的古船模型。在这幅古
画里，
一共有24艘汴河船，
杨生美已
复刻了其中 15 艘。这些船造型优
美，
建造工艺细腻，
让今人可以通过
模型一览北宋时期的制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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