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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舞””出出教教育育新新理理念念
朋阳教育小朋友登上春晚舞台

实习生 刘楠

舞蹈带来了无限的
乐趣

《向阳花开》和《快乐的小乖
乖》是朋阳教育的小朋友们最引
以为傲的舞蹈。“知道要上电
视表演了，我就装作不知道。因
为我害怕自己会太高兴了睡不
着觉，怕自己会开心得疯掉
了……”回忆起上节目前的时
光，上三年级的九岁小朋友宋若
冰现在仍然欣喜若狂。

六岁半的杨濡恺羞涩地说：
“我觉得自己美得就跟花仙女似
的，爸爸妈妈还把自己上电视的
视频专门录了下来做纪念呢！”
同样是六岁半的倪箐岳在一群
活泼好动的小伙伴里显得有些
腼腆，但听到大家谈论当时上春
晚表演节目的事情顿时就打开
了话匣子。她告诉记者，那天早
上姥姥带错路了，她还有点责怪
姥姥呢。“去了历山剧院后才发

现走错地方了，我当时非常着
急，担心自己错过了上台表演的
机会。”

小朋友们都非常珍惜上台
表演的机会，甚至觉得时间有些
短。“我感觉自己很棒，觉得我还
没表演够呢就让我们下台了，真
是气死本宝宝了！”宋若冰手舞
足蹈地说道。

小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光总

是很欢乐的，“大家一起聊天，一
起跳舞，我就感到很快乐。聊天
就是个很快乐的事情。”宋若冰
蹦蹦跳跳地告诉记者。孩子们的
幸福就是如此的简单，但正是因
为简单他们才能无忧无虑地成
长。

舞蹈表演融入天性

《向阳花开》和《快乐的小乖
乖》都是老师们自己创作的舞
蹈，是“具有独特山东韵味，又能
够突显孩子特点的舞蹈节目。”
老师根据不同孩子的特性对舞
蹈进行了改变，让舞蹈贴近了孩
子们的生活状态，展现了每个孩
子独特的风格。谈到这两个节目
时，负责人陈潇用了“首创”一
词。

陈潇说：“其实我们(老师们)
并没有告诉过他们(小朋友们)要
上电视了，他们应该要怎样表现
自己。”小朋友们要做的就是开
开心心跳舞，老师的任务就是仔
细观察每个小朋友，根据孩子的
特质在编舞的时候尽量做到“将
舞蹈和孩子的天性相融合”。

如何将舞蹈与孩子们的天
性结合呢？张老师解释道，因为
这些孩子年龄都特别小(最小的
3 岁半，平均年龄在 4 岁左右)，
有三分之一的孩子都是没有舞
蹈基础的，所以在排练过程中会
发现有些动作不适合孩子，他们
会根据孩子平时的生活状态和

性格特点对舞蹈动作进行改编，
让动作既不失美感又别具风格。

演出中践行教育理念

当时报名参加第十一届国
际青少年舞蹈艺术盛典的两个
节目分别获得了第一名、第二名
的好成绩，最后就直接来到了山
东春晚的舞台。对于孩子们的表
现陈潇老师也是赞不绝口，这些
孩子已经成为了“朋阳”的骄傲。

排练的时光仍然让张老师
记忆犹新，特别是春晚期间在后
台的准备过程。张老师道：“你会
突然间觉得他们长大了、懂事
了。时间太紧张了，有些孩子午
饭吃到一半就开始化妆了，这些
平均年龄在四岁左右的孩子自
觉排队让老师给他们化妆，有些
还自己换服装。他们不哭也不
闹，这让我觉得很欣慰也很感
动。”

陈潇微笑地说：“春晚的演
出也激发了他们对于舞蹈的热
爱，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去引
导的而不是要求他们要怎么做。
我们也觉得他们更懂事了。”因
为在舞蹈中始终尊重孩子的成
长，所以每一次的演出都会让孩
子们有新的收获。

谈起孩子们上电视表演，陈
潇说道：“我们真正专业的人去
看现在做的这些东西，其实就不
想让孩子走偏，不是为了出名，
我们要用真真正正的艺术来熏
陶孩子。艺术不是炫耀的资本，
而是一个去展示自己或是释放
自己的工具。”

这次的演出不仅表现出了
小朋友对于舞蹈的热爱，同时也
折射出了朋阳教育的教育理念。
对于教育，陈潇有自己独到的见
解：“我们一直跟家长传递的思
想是上电视不是为了让孩子去
炫耀自己，更重要的是给了孩子
们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

李李爱爱军军：：帮帮助助别别人人是是应应该该的的

实习生 唐静

4 年坚持给病人
送饭 用双脚丈量爱
心路

2011 年，李爱军在报纸上
看到一个小女孩受伤住院的新
闻。在农村上学的 8 岁小女孩
头发不小心卷进了机器，连带
头皮都撕下来了。李爱军看到
报纸时，捐款已经结束了，于
是，李爱军决定给小女孩和陪
护的父亲送饭，这一次送饭的
经历在李爱军的心中扎下了
根，后来每次在报纸上看到有
人需要帮助，她立马就去帮助
这些素不相识的人。

“有一个 15 岁的姑娘，叫段
爱华，从车上被摔下来，整个后
背成一片烂肉了，天天只能趴在
病床上，不能动弹。”李爱军说起
她印象最深的一次送饭经历。

李爱军到医院的时候，已经
是 6 点半了，段爱华和陪护的父
亲还没吃上饭。李爱军说：“你们
别买饭了，我回去给你们做。”回
到家，李爱军做了满满两大饭盒
的西红柿鸡蛋面送过去。

看到西红柿鸡蛋面后，段

爱华趴在病床上哭了：“阿姨，
我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吃上好饭
了。”段爱华母亲早就去世了，
医药费已经是这个家庭承受的
极限，为了省钱，段爱华的父亲
每天买上一份三四块钱的凉
皮，父女俩分着吃。

从 2011 年到 2015 年，李爱
英已经数不清给多少个困难病
人送过饭、捐过款。每一个帮助
过的病人，李英爱都会一直送饭
直到他们出院，短的十几天，长
的将近两个月，有时候还需要同
时给好几个病人做饭送饭。

“2013 年春天的时候同时
给一个白血病患者和一个需要
换肾的病人送饭，我两只手提着
饭盒去了医院，先去这边的 13
楼给换肾的病人送饭，再去另一
栋楼 9 层给白血病人送饭。送完
饭再回去 13 楼拿饭盒。”

4 年来，李爱军不知道把
家到医院的那段路走了多少
遍。“太多了，都数不清了。”

“只能帮助别人，
不能连累别人”

李爱军的父母的退伍军
人，在李爱军小时候，父亲就对
她说过一句话：“你只能帮助别
人，不能连累别人。”

在这样一个乐于帮助他人
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李爱
军，说起自己做过的好事，一直
重复着一句话：“这都是应该做
的。”

为了让病人早点吃上饭，

李爱军每天 8 点就要开始准备
给病人做饭，做好后又要出门
送饭，经常兼顾不了自己家的
事儿。“我老伴特别支持我，有
时候我顾不上，我老伴就自告
奋勇去送饭。”

这一种“只能帮助别人”的
家庭信念也从李爱军身上传承
给了自己的女儿女婿以及外孙。

小外孙过生日，李爱军给
了外孙 200 元的红包。拿到红
包的小外孙特别开心：“外婆外
婆，这个钱我怎么花呢？让我想
想买个什么玩具！”

“医院里有的白血病病人
很困难，你看你的红包能捐一
些给他们吗？”李爱军慈爱地对
小外孙说。小外孙毫不犹豫就
同意了。

有赞扬也有质疑
一直遵从内心

有受助者给李爱军送锦
旗，也有人对李爱军的爱心行
为嗤之以鼻。

有一次李爱军在家里不小
心摔骨折了，就有人讽刺她：

“看你平时做那么多好事，不也
照样摔骨折了。”

李爱军住的小区没有物

业，多年来，住在三楼的李爱英
一直义务地清扫整栋楼的楼
道，有人说她是“闲得慌”。

虽然听到这些话让李爱军
心里不是滋味，但她仍然坚持
着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

步入 60 岁后，李爱军身体
一直不好，难以再承受长时间
做饭送饭的劳累，但她仍积极
参与其他爱心活动。虽然自己
也是一位老人，但李爱军定期
去敬老院给那些生活不能自理
的老人洗脚，“洗两三遍，才能
洗下来。”敬老院的院长担心同
是老人的李爱军的身体，不让
李爱军再去敬老院给老人洗脚
了，李爱军才取消了这项活动。

“现在我就在公交车上给
人让让座，帮路上提菜的老人
提提菜。”李爱军说，“有一次我
在公交车上刚让完座，一个小
伙子又把座位让给了我，但是
还是没坐上，因为我又把座位
让给了别人。”

一位曾受到李爱军帮助的
人写给她一句话———“温暖送
万家，相依相助似亲人”。

“帮助那些困难的人都是
应该的。”李爱军说，“如果大家
都愿意去帮助别人，那这个社
会得多好啊！”

李爱军出生于 1954 年，现
在已经 63 岁了。虽然操着一口
地道的济南话，但李爱军其实
是安徽人，在济南长起来的。李
爱军是住在科院路社区的一名
普通居民，但她也有不普通的
地方，在科院路社区居委会，就
挂着三面来自各地受到过李爱
军帮助的人送给她的锦旗。

今年山东春晚的舞
蹈节目《向阳花开》和《快
乐的小乖乖》让很多人认
识了朋阳教育托管中心
的一群小朋友。这群孩子
从第十一届国际青少年
舞蹈艺术盛典直接晋级
到山东春晚，用他们活泼
可爱的舞蹈、天真烂漫的
笑容打动了观众朋友，在
山东春晚中给观众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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