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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崔岚
大兴区统计局职工

琵琶声声弹出职工文化自信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李常菊
新发地市场检测室主任

舞蹈队让女同胞们找到了欢乐

在大兴区统计局， 有一个会弹琵
琶的高手， 不管是单位内部文艺活动，
还是代表单位参加外面的活动， 一定
会传出她那悠扬的琵琶声。 她就是全
局职工心中的文艺骨干———崔岚。

这不， 前不久， 大兴区总工会举
办职工才艺展示大赛， 大兴区统计局
工会选送的乐器演奏 《金蛇狂舞》 获
得了三等奖 ， 琵琶手崔岚作为主演 ，
赢得了全区职工代表的掌声， 有职工
赞叹统计局的节目： “别人都是唱个
歌， 跳个舞， 乐器演奏一般单位还真
来不了， 即使有学过乐器的， 工作这
么多年， 也都忘差不多了， 能拿到台
上表演， 不容易。”

当天， 大兴区总工会携手区文化
活动服务中心共同组建的 “首都志愿
服务大兴文化服务队” 正式授旗， 将
吸纳此次比赛中表现优异的选手们加
入志愿服务， 形成一支属于工会大家
庭的文艺人才队伍 。 崔岚告诉记者 ，
她非常愿意加入这支队伍， 跟随工会
进企业 、 进工地 、 进学校 、 进社区 ，
为大兴区职工送去温暖、 送去欢歌笑
语、 送去艺术的盛宴。

其实 ， 正像台下职工说的那样 ，
能代表单位参加才艺比赛， 成为文艺
骨干， 一定是有着一份坚持才守得住

这份才能。 崔岚告诉记者， 从小学一
年级开始学琴， 她一直没撂下这把琵
琶。 小学六年级已经通过了中国音乐
学院琵琶专业八级考试。 由于没有选
择走专业路线， 上了初中， 就没有了
专业老师的指导。 不过， 正是对琵琶
的热爱， 崔岚不但没有放弃弹琴， 还
一直坚持自学。 没想到， 这份坚持到
了大学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每年的迎
新晚会上崔岚都会上台表演， 在同学
间赢得了羡慕的眼光。

2007年大学毕业后， 崔岚来到了
大兴区统计局工作， 这个单位的新生
力量， 还是团员的她， 只要单位有活
动， 就自告奋勇。 不管是团委组织活
动， 还是单位有文艺演出， 崔岚都是
积极分子。 今年7月份， 建党69周年，

崔岚的才艺更是得到了极大的展现 。
《小小竹排》 《唱支红歌给党听》 ……
四首不同时期的红色歌曲， 崔岚设计
了一个 “红歌联弹 ”， 用琵琶歌唱祖
国 、 歌唱党 ， 为七一活动大放光彩 。
“演出效果特别好 ， 赢得了大家的好
评。 现在， 团组织、 党支部组织活动，
不向以前大家坐在一起学习， 诗朗诵、
唱歌， 形式越来越多样， 越来越深入
人心。 大家虽说都不是专业的， 但是
都发挥出了最大的才能， 那种积极向
上的氛围特别好。” 崔岚说。

不但在单位有了展示才艺的舞台，
局工会还为崔岚提供了一个教授才艺
的讲台。 2009年，局工会为了丰富职工
文化生活，通过征求职工意见，专门成
立了乐器小组， 崔岚这个大家眼中的

“弹奏高手”当起了老师，手把手教授零
基础的“同事学生”。每周五下午三点以
后， 大家在手头工作都完成的情况下，
聚在职工活动室，开始了乐器学习。 从
了解乐器构造，熟悉音色，再到识谱弹
奏，崔岚教的用心，学生学得认真，小小
乐器组有进步有收获。

崔岚说， 她喜欢和大家在工作之
余一起交流学习， 也感恩同事们对她
这个才艺的认可。 每次演出成果， 都
包涵着同事们的帮助和付出， 有才艺
的在台上展示， 没有才艺的大家就一
起策划、 筹备、 幕后， 是大家的齐心
协力促成了演出的成功。 “我希望这
个一直伴随我的才艺， 继续为单位文
化活动添彩增亮， 为职工的文化自信
注入力量。”

“想想这10年来能在工作之余跳
舞，我感觉很幸运、也很幸福！ ”新发地
市场检测室主任李常菊笑着对记者说。

今年39岁的李常菊， 大学毕业后
便来到了新发地市场， 那时候的她清
秀、 身材苗条， 说起与舞蹈结缘， 她
说这都是当时的新发地市场工会主席
李敏荣 “逼” 的。

“为啥这么说呢， 我从小就没跳
过舞， 也不是很喜欢舞蹈， 但是2009
年那会儿， 工会主席给我打电话， 说
公司年底要表演节目 ， 我身材苗条 ，
就让我去跳舞， 我当时想想， 不行就
试试呗。” 李常菊感慨地说。

李常菊至今还记得当时学的第一
支舞蹈是傣族舞， “傣族舞真是美啊，
美妙的音乐， 优美的舞姿……我一下
子就被深深打动了， 决定好好学， 当
时公司专门请来了指导老师， 公司有8
位女同事一起， 学起了傣族舞。”

对于没有任何舞蹈基础的李常菊
来说， 为了跳好傣族舞， 付出了太多，
一下班， 到家后胡乱吃点饭， 她就开
始对着镜子， 一点点跳每个动作， 很
多时候， 发现自己的动作实在太僵硬，
而且不够柔美， 李常菊只能咬牙不断
练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两个多月
的刻苦练习， 在2009年底， 她们第一
次参加新发地市场新春联欢会时， 就
获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

“第一次上舞台， 真是紧张， 手
心里都是汗， 但是听到台下热烈的掌
声， 别提多兴奋了， 两个多月的汗水
和辛苦， 在这一刻， 感觉值了！”

此后新发地市场成立了舞蹈队 ，
李常菊当仁不让成为了舞蹈队的一员。
每到年底， 新发地市场还会请专业的
指导老师来， 教舞蹈队的成员们跳舞，
李常菊她们后来学了藏族舞、 新疆舞、
印度舞、 民族舞、 现代舞、 古典舞等
很多舞种。

“每次学习新的舞蹈， 都是新的
尝试， 新的开始。 台上一分钟， 台下
需要太久的功力， 但是我们已经开始
从舞蹈中获得甜头了 ， 忙碌了一天 ，
沉浸在音乐的世界， 跟随歌声翩翩起
舞， 那种感觉实在是太美了。” 李常菊
对记者说。

新发地市场舞蹈队也从最初的8个
人， 发展到如今的18个人左右， 近10
年时间， 李常菊成为舞蹈队里名副其
实的老队员。 每次请专业老师来教舞
蹈动作， 李常菊这样的老队员都会尽
快把舞蹈动作学会， 然后在平时的练
习中， 一点点教给新队员。

来自新发地财务部的赵敏是2010
年加入舞蹈队的， 那年她跟着舞蹈队
的成员们一起学了藏族舞， “藏族舞
很难跳， 但常菊姐学的很快， 我们私
下练习时， 她经常会给我们指导动作，
这样， 我们就越跳越好了。”

来自新发地市场人力资源部的郭
晶晶是2017年加入新发地市场舞蹈队
的， 作为一名新队员， 她说： “我以
前也没跳过舞， 没有舞蹈基础， 常菊
姐每次都会给我做示范， 她还常常教

其他成员舞蹈动作， 有她的帮衬， 大
家都学的很快！”

这两年新发地市场舞蹈队跳的水
鼓舞、 音乐快板 《开门红》 等节目除
了参加新发地市场、 新发地村的新春
联欢会， 还会参加花乡团拜会， 丰台
区五月鲜花文艺汇演， 获得了很多奖
项， 广受好评。

“如今上台一点不紧张， 就是兴
奋！ 这近10年来一直跳舞， 让我保持
了良好的身材， 而且身体的柔韧性越
来越好， 我身边的人都说我形体越来
越好 ， 也越来越有气质 ， 我非常开
心！” 李常菊自豪地说。

如今又到了年底， 李常菊和舞蹈
队的成员们已经开始排练新的舞蹈了，
沉浸在舞蹈世界的她们， 精神状态越
来越好， 工作也越干越出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