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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职工的“梦想剧场”

每一个班级都会有几名出类拔萃
的优等生， 成年人的舞蹈班也不例外。
90后的姑娘黄莎是一名中学老师，她动
作到位、韵味十足，是民族舞班最优秀
的学员之一。 同样优秀的还有王梅、续
森、田军、丁月、刘洋，虽然来自不同单
位，但她们都被同学们称为“学霸”，是
民族舞班的骨干力量。 不但自己跳得
好， 还经常帮助其他同学纠正动作，提
高技能。

与那些“天赋异禀”的同学不同，在
东城市政工作的刘媛是工科女生，在同
学中，她是“数学天才”，热爱各种数学
小游戏。 在跳舞这件事上，她却经常败
给肢体不协调。 民族舞班历来是文化宫
学员最多的班级， 上半年学习傣族舞，
老师将60多人分编三组汇报演出，刘媛
没有进入到最优秀的那一组。 这让她一
直“耿耿于怀”，进入“表演组”成为她的
梦想。 文化宫启迪了她对舞蹈的兴趣，
暑期结课后， 她自己又参加了舞蹈班，
提高舞技。 下半年文化宫舞蹈班开班，
除了按时上课，她还跟班里最优秀的同
学在课外组队练习，进入了最终16人的
新疆舞表演组。 12月17日，舞台灯光亮
起的那一刻，刘媛有种梦想照进现实的
快乐。 当一曲舞蹈结束、大幕落下、掌声
雷动之时，没有观众知道，这个为梦想
努力的女孩儿， 这一年都在与癌症抗
争，她经历了癌症切除手术，演出前又
因为化疗，及腰的长发全部脱落。 她戴
着假发，跳完了整个舞蹈。

新疆舞演出最后一个造型，站在队
伍正中间的姑娘， 是中学美术老师刘
洋。 演出前，老师对大家的表现给予了
肯定，并把刘洋安排在最后造型的C位，
大家心里都有点小喜悦。 刘洋说：“梦开
始的地方，有人想进表演组，有人想站
第一排，后来，虽然没站第一排，但是站
到了C位。 ”

侯海凤在一家非公企业工作，她在
北京买了房子， 在公司也承担重任，但
朝九晚五的白领生活似乎很难将生活
照亮。 来工会这次组织的职工兴趣班试
试看吧。 没想到，在这里，不但找到了快
乐，还提高了舞技。 “余生只想跳舞。 ”侯
海凤说。

在舞蹈班，大家最离不开的，是班
长王爱东和副班长吕秀余。 这两个“小
姐姐”，颇有“哼哈”二将的风采，督促大
家学习，关心大家生活。 每堂课后，王爱
东总会将老师的示范动作录成教学视
频，发在舞蹈班的群里，供大家复习；每
到上课前一天，再发一遍，提醒大家练

习。 学习气氛并不仅存于课堂上，而是
一直延伸到课下。

民族舞班只是诸多兴趣班的一个
缩影。 在健身操班，二十七中的老师崔
春颖不但自己学会两支尊巴热舞，还将
这两支舞带回学校， 每天中午半小时，
将热舞教给自己的同事。 她说：“10节课
结识了一群闺蜜。 ”

而学员卢萍则说：“健身操动感十
足，热辣青春，太吸引人了。 ”

选最好的老师

12月17日演出结束，瑜珈班的老师
孝文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成为你们
的老师，我很幸福。 也许还会有幸陪伴
你们参加第四、第五、也许第十次汇报
演出……”

孝文是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
方指定健美操全国推广大使，也是第五
届国际瑜伽锦标赛中方裁判，她同时还
是国家心理咨询师和国家公共营养师。
瑜珈班定在中午上课，孝文会叮嘱学员
在课前1小时到1.5个小时内不要进食：
“早饭后到上午10点左右， 可以吃个水
果，一小把干果，补充能量。 要想减肥，
在运动前后一小时内都不要吃高热量
食物……”

与一般的瑜珈教练不同，因为有运
动医学硕士的背景， 除了一般的体式，
孝文在瑜珈课上经常会分享一些饮食、

运动方面的科学知识，使大家更加科学
地投入运动健身，同时树立健康的运动
理念。 在休息术时，她喜欢用语言引导，
将学员带入不同情境。 经常会说到的
是：“相信自己是最好的。 ”她不建议学
员在练习中急进，而是循序渐进，成为
更好的自己。 在这样悠缓而科学的教学
下，不少学员在10节课内练习完成了倒
立体式。

与孝文总是乐观优美的教学风格
不同，民族舞老师李昀峰是个透着与实
际年龄不符的沉稳的大男孩儿。 毕业于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的他，是全国排舞
推广中心国家高级教练员、国家一级裁
判员，也是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 不但
有专业舞蹈演员的经历，且有着丰富的
教学经验。 民族舞是文化宫最热门的兴
趣班之一，看似简单的舞蹈，其实每一
个动作做起来都不那么容易。 李昀峰经
常是在前排示范后，到中间示范，然后
到后排示范，保证每名学员都能清晰地
看到动作示范。 为了解到每名学员的学
习程度， 他采取轮流递进队列的方式，
让每名学员都有机会站在第一排。 他编
排的舞蹈，被作为12月17日慰问演出的
开场舞，炫翻全场。

付雯是文化宫2018下半年新晋的
明星老师， 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的她，
擅长健身操、爵士舞蹈，参加过各种大
型演出活动。 10节课教会两支尊巴，动
作全是根据学员实际情况编排的。 付雯
每次上课都会提前十几分钟，每一个分
解动作都逐一纠正， 健身操强度比较
大，有时学员会有倦怠，她总是温和又
坚定地让大家继续。 这股认真组织教学
的劲头，让一些不太认真的学员都有了
动力。

“我们就是想打造成职工的乐园”

学员们看到的， 只是授课老师的
风采。 其实文化宫幕后的老师们， 也
为课程的顺利推进精心准备着。 保洁
大姐每次都给大家打好开水送到教室；
门卫保安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上课地点
的调整； 王威老师能看到学员细微的
需求， 及时帮助解决； 郝东老师尽责
维护设备安全； 宋月丽、 李园、 李帆、

张冉、 付颖颖、 席伟几位年轻的老师
经常帮助课程录像……

东城区工人文化宫成立于1956年，
是东城区总工会直属事业单位，承担着
职工教育培训、文化娱乐的工会职能作
用。 目前，文化宫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
包括四个功能区：职工心理体验和体质
测试中心 、小剧场 、多功能厅 、培训教
室，全部用于开展职工文化娱乐、教育
培训活动，并免费对职工开放，是职工
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阵地。

看到如今蓬勃的文化宫，很难想到
这里也曾经经历过低谷时期。 直到2013
年，在市总工会的指导下，东城区总工
会大力支持，东城区工人文化宫重新回
归本位，用“职工文化活动教育培训基
地”定位自己。

“五年， 每年开展活动近500场，约
有25000人次的会员参加素质教育培
训、职工心理咨询体验、职工公益大讲
堂、职工兴趣培训班等不同门类的文化
活动。 同时，职工智力运动会、工会各部
室业务培训等活动也贯穿全年。 ”东城
区工人文化宫主任李梅说。

每天中午12点学员们带着瑜伽垫
陆续来到文化宫练习瑜伽、 肚皮舞，释
放压力，感受身体的美；晚上六点背着
相机的学员又来到了摄影课堂，从零基
础快速提升， 学会在生活中发现美，捕
捉美 ；健美操 、民族舞 、钢琴的旋律响
起，参加舞蹈和声乐的学员伴随着优美
的旋律跳起来、唱起来；每逢双休日，书
法、绘画、篆刻的学员和老师一起舞文
弄墨，领略中国古典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化宫还会根据职工需求，开展送
教上门活动。 近年来，文化宫根据需求
调研，对东城区公安分局、天坛街道等
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了瑜伽、 书法、摄
影等课程的送教。 会员单位与职工群体
对这种“零距离”、主动服务给予了充分
的肯定与热烈的欢迎。

出人才、出骨干、出成果，文化宫在
每期课程结束后， 都会为学员举办展
演，包括结课展演、同类别课程联合展
演、书画班笔会、年度课程大汇演等。

“打造职工的学校和乐园是文化宫
的责任和使命。”文化宫的老师们这样说。

东城区工人文化宫的兴趣
班， 被学员们称为 “梦开始的地
方”。 在这里，书法、摄影、绘画、瑜
珈、民族舞、东方舞……全年不断
线地举办十几个项目的职工文化
兴趣班， 东城区的职工在工作之
余，找到丰富业余生活的平台。

2018年12月17日，一场面向
环卫工人的演出在红剧场盛大开
幕。 与以往不同，这不仅是一次慰
问演出， 而且是东城工人文化宫
职工兴趣班优秀学员的汇报演
出。 参加演出的是东城各行各业
的普通职工。 他们通过文化宫的
兴趣班，具备了专业的演出能力，
登上舞台绽放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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