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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圆了我儿时梦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60岁的郝洪艳
密云文化圈里的“郝大姐”

60岁的刘学深

2012年， 郝洪艳正式从密云区农
委退休， 至今已有五年时间了。 说起
这五年的时光， 郝洪艳有很多话要说，
除了照顾家中生病的老人外， 自己对
抗病魔和寻找新的生活支点， 都让她
非常忙碌。 写诗、 诵读、 画画等文化
艺术让郝洪艳变得爱笑 ， 爱交朋友 ，
也更懂得爱生活。

说实在的， 如今的艺术生活与郝
洪艳从事多年的会计工作距离太远 ，
谁也没有想到退休后的她， 不仅写诗、
作画， 更出诗集、 从事密云作家协会
日常工作， 成为密云文化圈里一个好
人缘的 “郝大姐”。

采访中， 郝洪艳告诉记者， 快退
休的时候， 她跟很多人一样， 不知道
怎么适应退休生活， 而真正让她下定
决心找事情做的， 是一则关于关爱空
巢老人的公益广告。 “广告倡导年轻
人多回家看看， 但我却觉得， 身为老
人的我们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乐
趣 。 起码在退休后的几年 、 十几年 ，
甚至二十几年时间里， 能够善待我们
自己， 也给家人减轻负担。” 郝洪艳不
想成为仅仅 “混吃等死” 的空巢老人，
于是 ， 在退休前两年 ， 她就开始帮
“退休后的自己” 找 “爱好”。

“喜欢古筝， 我就花钱买了古筝， 报班
去学习， 直至7级水平 。” 郝洪艳说 ，
后来因为照顾年幼的孙子 ， “扰民 ”
的古筝就放弃了。 在此期间， 心里一
直埋藏着文学种子的郝洪艳， 在朋友
的鼓励下， 开始学习写作、 写诗。

“我也没想到， 我会在诗歌创作
上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郝洪艳拿着四
本已经出版了的诗集告诉记者， 这些
现代诗都是她在2010年到2015年期间
创作的。 “文字流香/晚霞中/我们恰
好到达气息迷漫之处/在静园， 开始/
拨动纸上水的声音……” 这是诗歌
《纸上水声》 中节选的一部分， 感情细
腻， 文字跳动， 这是典型的郝洪艳式
的诗， 它娓娓道来， 意境美好， 文字
表达得让人惊喜和回味。

诗歌的创作没有那么简单， 但在
郝洪艳看来， 短小精湛的文字是她对
世界最真实的表达。 起初， 郝洪艳坚
持读别人的诗， 学习现代诗写作方法，
从来不吝啬抒发情感 。 “一年四季 、
二十四节气、 传统节日、 现代节日等
等， 这些都能成为我创作的题材。” 郝
洪艳说， 哪怕是三五好友小聚， 或某
种情绪无处宣泄， 她都会用诗歌来表
达。 “脑子里有一根与创作有关的弦

儿， 生活就到处是素材， 灵感也就源
源不断了。” 郝洪艳告诉记者。 这七年
的诗歌创作， 她从未觉得枯萎， 每天
都有新的期待， 新的故事， 甚至新的
美丽的心情。

而三十多本红红的荣誉证书，也证
明了郝洪艳的努力和付出是有回报的，
参加全国级、市级和区级的各类诗歌比
赛，她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成为密云
文学圈里一位迅速成长的新诗人。

当然， 除了写诗， 郝洪艳的另外
一个爱好 ， 就是画画 。 “退休初期 ，
我学习了工笔画 ， 画大幅的牡丹花 ，

常常兴奋地深夜还在画。” 郝洪艳说。
由于颈椎一直不好， 最近半年， 她将
工笔画改成了水粉画。 有时， 她带着
画板外出采风、 写生； 有时， 她用手
机将美景拍下来 ， 回家对着照片画 。
郝洪艳笑着说， “我舍不得放下画笔，
有了画里的风景， 我就真正拥有了诗
和远方。”

的确， 在郝洪艳的退休生活里是
满满的 “诗和远方”， 让人羡慕不已。
如今的她笑容灿烂， 精神奕奕， 在诗
歌和画作的艺术生活中享受独有的绚
烂夕阳。

“那真是一次难忘的回忆， 也是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让我的退休生活
更加精彩。” 今年5月31日， 刘学深登
上了天桥剧场的舞台， 作为西城区第
二文化馆舞蹈队的一员， 参演了第二
文化馆专场演出中的4支舞蹈。 站在真
正的舞台上， 舞动身体演绎一个个有
情节、 有情怀的故事， 对于刚刚退休
的他来说， 终于圆了儿时的舞蹈梦。

对于舞蹈的热爱还要追溯到刘学
深上初中的时候。 “当时班里新转来
一个同学叫张小青。 她从小学习舞蹈，
也参加了许多正规的比赛， 这在我们
那个年代非常不容易。” 刘学深说， 张
小青的到来为本就活跃的班级注入了
新的活力， 她组织同学们一起排练舞
蹈， 参加学校的舞蹈比赛， 得到了老
师、 同学的肯定。

除了欣喜于参加演出的快乐外 ，
在班级里近距离观看张小青独舞， 让
刘学深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舞蹈的美。
“看起来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舞动起来
能够那么漂亮。” 从此， 他心底就开始
了对舞蹈的向往。

大学期间 ， 正赶上流行交谊舞 ，
学校老师也专门开了课程教授交谊舞，
刘学深认真地学了起来， 很快就学会
了。 工作后， 他虽然也经常参加单位
组织的舞会， 但心中却始终认为这距

离自己的舞蹈梦还有很大的差距。
今年1月份， 正式退休的他加入了

社区的舞蹈队， 从舞友口中得知西城
区第二文化馆的舞蹈队正在筹备专场
演出， 要连续上演13个原创民族舞蹈，
中间没有间歇和换衣服的时间， 因此
需要多招几名男舞者。

不同于普通的社区舞蹈队、 广场
舞舞蹈队 ， 这支舞蹈队属于半专业 ，
很多队员都是各单位文工团的退休舞
蹈演员， 曾经多次在全国、 北京市的
舞蹈比赛中获奖。 尽管如此， 刘学深
没有多加考虑， 决定要去试一试。

“能够进入这样的舞蹈队， 我是
既激动又忐忑， 担心自己满足不了他
们对于队员的要求。” 春节刚过， 刘学
深就来到了西城区第二文化馆舞蹈队
的排练室， 跟着其他队员一起排练。

回忆起三个多月的高强度排练时
光， 刘学深形容说是苦中带乐。 “苦
是因为强度非常大 ， 一周四到五次 ，
每次都是全天时间的训练。” 舞蹈队类
似于专业团体， 每次练舞之前都要做
40分钟的准备活动 ， 从头部 、 颈部 、
到四肢 ， 还要练习劈叉 、 俯卧撑等 。
刚开始练习时 ， 光是做完准备活动 ，
刘学深就觉得很累了。 劈叉、 俯卧撑
更是劈不下去、 做不标准。

“刚开始还有人开玩笑， 说这个

年纪就别劈叉了， 要是下去了就起不
来了。” 刘学深笑着说。 那时他也怀疑
自己， 觉得自己做不到。 然而， 经过
三个月的训练， 有一天， 他终于能完
整的劈下去了， 俯卧撑也能一口气标
准的做20多个。 “很兴奋， 也对自己
未来的舞蹈生涯充满信心。”

除了辛苦的训练外，舞蹈带给刘学
深更多的是欢乐。“每参加一次演出后，
看着自己演出的照片、视频，有种成就
感，觉得很高兴。”刘学深说，通过舞蹈，

让他的退休生活非常充实，扩大了朋友
圈，增加了生活的情趣。

10月20日这天，他刚刚随舞蹈队参
加了中央电视台重阳节的晚会录制，为
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感到幸福你就拍
拍手》伴舞。此前，他还参加了中央电视
台喜迎十九大的特别节目 《壮丽航程》
中舞蹈《中国同心圆》的演出、欢乐飞扬
社区舞蹈大赛展演舞蹈《夕阳变奏曲》、
为庆祝建军90周年创作的现代评剧《相
思树》的舞蹈演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