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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启俊

不久前，城厢街道育才东苑社区的
周华平书记告诉我，他们将在乐购超市
门前的广场上组织一场文艺表演，到时
会有不少好看的节目。昨天就是正式
演出的日子，作为见习社区主任的我，
自然要前去捧捧场。

舞台、音响、观众席都布置得像模
像样，说是社区活动，架势可不小，再看
看现场的人气，更是不得了：不仅预先
准备的几十张凳子上都坐满了人，连空
地上、台阶上也被围观的市民挤得满满
当当。

9点30分，表演正式开始。协办单
位之一的杭州碧中海浴业有限公司先
给大家送上了一段火辣辣的开场舞，身
着红裙的表演者一一走上台，伴着音乐
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萨克斯演奏《往事只能回味》由
区管乐协会选送。旋律绵长、悠扬，
让人置身于回忆之中，品味那些逝去
的过往。

如果说以上两个节目只是“开胃
菜”，那接下去的表演就真是赚足了人
气，收获了阵阵掌声。

“舞蹈动作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编
排的，排练了一个多礼拜，希望大家能
喜欢。”候场时，育才东苑梦华艺术团的
李建华阿姨谦虚地对我说。

说起梦华艺术团，它可是育才东苑
社区里响当当的明星团队。每次社区
有文艺类的活动，艺术团都会积极参
加。目前团内共有10余名成员，最大的
64岁，最小也已经40多岁。建华阿姨
说，成员里年纪大的已经做了奶奶、外
婆，年纪略轻的则忙着上班，白天要带
孩子、做家务、忙公事，她们只能在每天

晚饭后抽出一个多小时练舞。为了参
加这次表演，有的成员还特意请了假，
早上7点多就到社区活动室集合、换服
装、化妆。直到上场前，她们还在反复
确认走位等细节。

这次梦华艺术团带来的两个节目，
都是带有浓浓民族风味的舞蹈。一个
是印度舞，金色的服饰精致又亮眼，阿
姨们和着节拍，扭动着身体，热情欢乐
的舞姿将异域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民族舞《把最美的歌唱献给妈妈》则又
是另一种风情，阿姨们换上了红白色为
主的藏族服饰，舞姿端庄、大气，跳出了
力与柔的美。

最受中老年观众欢迎的大概非越
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记得草桥两
结拜》莫属了。我身边有几个阿姨、大
伯还跟着哼了起来，很是投入。浙江泰
隆商业银行选送的《中华国粹老年时装

走秀》让人眼前一亮，阿姨们身着旗袍、
脚踩高跟鞋缓缓走来，婀娜多姿，手中
的扇子一收一展，一摇一摆，风韵十足，
叔叔们身姿挺拔，服饰华丽，站在一侧，
极为相配。而佳校通少儿中心选送的
综合舞蹈则将整场表演推向了高潮，中
国舞、拉丁舞、街舞、跆拳道一一演来，
引得观众多次拍手叫好……

“以前总觉得社区的演出没花头，
没想到真的坐下来看看也蛮有味道
的。”观看完整场演出，这大概就是我最
大的体会了。看来，对于社区的人与
事，我还得更用心去感受。

歌舞乐器齐上场 社区艺术节韵味十足

■记者 何文静 社区记者 萧潇

本报讯 本月初，北干街道金山西苑
社区“幸福金山，梦想港湾”居民书画展
拉开帷幕，征集展出的20多幅作品吸引
了不少书画爱好者前来观赏。展览的第
一天，“这幅《飞屋环游记》画得真好，飞
屋和色彩丰富的气球都惟妙惟肖！”一位
年轻妈妈刚进到社区活动室，就被眼前

的一幅画作吸引，不禁发出感慨。
参展的作品包括书法与绘画两大

类，书法类有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等，
绘画类有素描、水彩画、油画等。据了
解，早在4月底，金山西苑社区就面向居
民征集书画作品，积极筹备社区首届书
画比赛，为书画能手们提供一个展示作
品的平台。许多居民第一时间将作品
送到社区，其中包括几位计划报考美术

学院的高中生。征集结束后，社区将收
集到的书画作品交给专业的书法老师
点评，评出一、二、三等奖，并于本月初
在社区活动室里公开展览。

展出多天来，许多居民陆续来到社
区活动室观展，有的入神观察，有的互
相低声交流。一位参赛者的家长认真
地欣赏女儿的作品，感叹道：“这是我女
儿人生中获得的第一个奖项。”一位获

奖的参赛者看到获得一等奖的作品，表
示“水平确实很高”。还有不少居民一
边观展一边将喜爱的作品拍下来，以便
私下里细细观摩。

社区也接到不少居民的反馈，大家纷
纷表示，希望社区以后多举办这样富有情
趣的活动，为居民提供一个交流、联络感
情的平台。这场书画展将持续到7月，如
果你有兴趣，不妨去看看。

社区书画展 场面不大人气介高

警察家庭的点点滴滴 忙碌又幸福

“喏，阿明也话我介做呒有错的。”
妙福理直气壮地说。

“伊个话好当真？”阿来说。
“奈格？阿明也算场面上个人，伊

个话我觉得蛮有道理。”
“伊是‘见人话人话，见鬼话鬼

话。’”
原来，妙福见别人家都有披屋出

租，一小间三四百元钱，捋弄来每月有
一二千元钱收入。趁老屋修建个辰光，
把旁边的半亩集体土地占用造了披
屋。伊介做首先遭到邻舍阿炳反对，说
两份人家的间隔缩小，窗户勿透风。妙
福勿听，阿炳便向村里镇里反映。

前日子，妙福碰到阿明，讲起个件
事体，阿明说这半亩荒地也派勿来用
场，你废物利用有何个关系。阿明虽然
勿是领导，但伊走过的桥也比伢走过的
路多，自然见多识广，去年竞选村主任，
只是得票少呒有当上。阿来话大家讲
伊这个人是呒有立场，勿讲原则，挑事
翻非，两面讨好。

妙福还是勿相信，决定去问村书
记。才知道阿明也来冬反映妙福占用
集体土地违章建筑，才知道阿明确实像
阿来话伊的两面三刀。

记者 何文静 主持

日本脑神经外科专家研究发现，在
收听广播时，大脑中主管创造性的脑前
叶部分会非常活跃。这是因为广播只
有听觉信息，为了捕捉这个信息，整个
大脑会积极运动起来。相反，如果每天
只盯着电视、手机，大脑机能就会下降，
很容易发展为老年痴呆。别老盯着手
机，听听广播吧！

跟我学说萧山话

作者 原住民
记者 何文静 主持

“节剥节”与“外拆花”

节剥节：勉强打发日子。
例：鲁迅在《故乡》里写他与闰土

见面，两人谈话时闰土说起自己孩子
多，日子过得紧巴巴，萧山话就是“节
剥节”。

外拆花：指额外收入。
例：小王白天在商场上班，下班后

赶紧去支一个烧烤摊，弄到晚上11点结
束，外拆花也有三四百块来。

“见人话人话，见鬼话鬼话”

跟阿根伯说谚语

作者 金阿根
记者 何文静 主持

穿衣指数：天气较热，建议穿着轻薄
夏装。

洗车指数：未来有雨，不宜洗车。
污染指数：杭州市区的AQI预报值

为80—100，首要污染物为PM2.5，空
气质量等级为良；空气质量可接受，但
某些污染物可能对极少数异常敏感人
群健康有较弱影响，极少数异常敏感人
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今日生活指数

多听广播 锻炼大脑

中医认为，在夏季饮食调养要注意
以下4点：1.夏天容易心火过旺，吃些味
苦的食物有助于削减心火；2.多吃点酸
味食物可以固表；3.夏至伏阴在内，饮
食不可过寒，否则会伤及脾胃，上吐下
泻；4.忌食过热过辣的食物，如肥肉、各
种补品及辛辣之物。

夏天饮食有讲究

在星都社区的沁茵园小区，有一个
异常忙碌却充满欢乐的家庭，儿子儿媳
因工作特殊常常加班，两位老人成了家
里的顶梁柱，负责照顾孙女、操持家
务。一家人互相体谅、支持，忙碌中涌
动着幸福。

一家俩警察 平时难顾家

“家里有什么事情，别想指望他回
来帮忙，那是等不到的。”67岁的许加平
说道。“他”，指的是儿子许峰，在区公安
分局工作，身为一名痕迹鉴定师，一遇

到突发案件，立刻就要前往案发现场，
不管正在做什么。忙起来常常几天不
回家，说好回家吃晚饭的时间一推再
推，最后干脆整夜不回来。

儿媳同样从事警察行业，工作是处
理交通事故与内勤，忙起来也没个完。
两个孙女，一个9岁，一个6岁，从小习
惯跟着爷爷奶奶睡。爷爷许加平为此
将1.5米宽的床横过来，变成2米宽，长
度不够了，又接上两个床头柜，变成一
张大床，挤下4个人。

“做警察这一行，从个人的角度讲是
苦差事，没有奉献精神当不了警察。儿
子儿媳做了这一行，我们只希望他们好
好工作，尽到做警察和党员的责任，家里
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许加平说。

一家人难得聚齐 气氛堪比过节

自从大孙女出生后，奶奶俞幼红就
辞掉了工作，专心在家带孙女。许加平
一边继续他喜爱的技术管理工作，一边
协助老伴。每天早上5点，许加平第一
个起床，先做一个小时的家务活，将前
天晚上洗好的衣服晾出去，整理孙女们
的玩具，打扫卫生，浇花浇菜。接着，老
伴第二个起床，准备早饭，督促孙女们
起床穿衣和洗漱，给她们编麻花辫。

许加平每天下午提前两个多小时
下班，从进化赶回来接小孙女放学。老
伴俞幼红骑电动车去接大孙女，再回家
做晚饭。如果儿子、儿媳能准时回家，
也得6点半以后了，一家人坐在一起吃
顿晚饭，是一天当中最开心的时光。

现在很多老人热衷旅游，许加平和

老伴却从没想过。以前忙于工作，现在
则是为了家庭。“我们去旅游了，家里两
个孩子怎么办呢？想都没想过旅游的
事。”许加平说。遇到亲戚朋友有喜事
或丧事，两个人只能去一个。偶尔一家
人能聚齐了出门，就像过节一样高兴。

“这次端午节，虽说有三天假期，我
们一天都没出去，每天不是这个加班就
是那个加班。”因此，一家人几乎从来不
计划游玩的事，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

一家人互相体贴 生活甜如蜜

就连同一个小区里同龄的爷爷奶奶
们，也说他们的日子辛苦。“我们既是辛
苦也是幸福。我们为儿子儿媳辛苦，也
是间接地为社会做贡献。”许加平说。他
完全理解儿子与儿媳的工作。他曾有两
次因伤住院，每次近20天，儿子都只能
陪护一个晚上。儿子与儿媳因工作脱不
开身，老伴要在家带孩子做家务，只好请
了钟点工照顾他。

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地提到，儿子儿
媳的嘴巴不甜，但心里是孝顺的。儿媳
曾说：“爸爸妈妈现在为我们操劳，以后
你们老了，我们来照顾你们。”话说得朴
实，但感情却是真挚的。只要两位老人
有需要，儿媳总是尽全力满足他们。过
年时拉着二老去商场，只要老人喜欢，
不管多贵，她都会痛快地掏腰包。

两个孙女也特别体贴爷爷奶奶。
奶奶俞幼红患有偏头痛，发作时躺在床
上疼痛难忍，两个孙女一人一边，为奶
奶揉肩膀、按摩，大孙女说：“我们要揉
到奶奶不痛为止。”上次许加平膝盖受

伤出院后，小孙女体贴地说要帮爷爷洗
脚……这些细节，两位老人说起来蛮感
动。

只要是属于你心中的“美好家庭”，
尽管向我们推荐、自荐。可以写一篇描
述文字，寄到电子邮箱2772377724@qq.
com ；如果是手写稿件，请寄给萧山日
报市井版，或送到本报一楼大厅；也可
以拨打电话82335858推荐，或加市井版
QQ2772377724咨询。

炎夏到了，本报寻找身边
“美好家庭”的行动正在火热
进行中。自上周四“美好家
庭”征集令发出后，许多读
者、社区联系本报推荐他们
认可的“美好家庭”。今天刊
登的第一个“美好家庭”，来
自北干街道星都社区。这个
夏天，本报将每周采访刊登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美好家
庭”，同时无线萧山App上将
对大家推荐的“美好家庭”进
行展示。欢迎关注。

开栏语

文/摄 记者 何文静

指压板跳马、拳击手套取物、

指压板阶梯冲刺……近日，杭州湾

信息港举办“奔跑吧，IT 精英”活

动，把热播真人秀“奔跑吧，兄弟”

的活动场景搬到了园区。

记者 范方斌 通讯员 戴岑岑 摄

IT也要拼体力

小辈服务人民 老人打理家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