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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成了家庭成员的共同爱好，每逢周末全家都在公园唱上几段

C04 社区 2015年7月8日 星期三 编辑：燕晓光 美编/组版：李冲>>>> 今 日 滨 州

王雪荣是一位年逾
六旬的退休老教师，她和
丈夫程爱国从小就爱听
戏，时常抱着“戏匣子”学
唱。参加工作这几年，哪
里有戏场，总少不了她的
身影。退休后，她听说市
老年大学有个京剧班，作
为“插班生”，开始有板有
眼地学习京剧，迷得如痴
如醉。原本患心梗，心脏
安了四个支架，坐了半年
轮椅的她，学唱京剧后，
竟容光焕发。在她的感染
下，她的儿子、儿媳还有
小孙女都喜欢上了京剧。
一家三代八个人有六个
人都爱好京剧，每逢周末
全家人必到公园里唱上
几段。

文/片 本报记者 谭正正
王领娣

◆痴迷京剧，不记得饭菜糊在锅里多少次

王雪荣今年已经66周岁，
如今她一家三代八口人，竟有
六个京剧票友，其中三位老
生，三位青衣，可谓“票友之
家”。曾在市直部门任职的丈
夫程爱国，是滨州市京剧票友
协会副主席，从从领导岗位退
下来，一直为票友们奔波着、
忙活着。两位老人从小就听样
板戏，改革开放后两人开始学
习传统京剧。王雪荣说，开始
她只是单纯地喜欢唱，但是对
京剧的一些流派、分支、唱法
等不是很清楚。为了系统学
习，王雪荣在2012年成为了市

老年大学京剧班的“插班生”，
开始系统地学习京剧。

“为了支持婆婆学习京
剧，家里买了好多设备，像
MP3、MP4、收音机等等不下
10部学习用具。”二儿媳妇霍
玉兰说。王雪荣告诉记者，平
时遇到难学的句子，她就将词
写下来，做饭、逛街、上厕所、
甚至睡觉之前都能唱起来。为
此，王雪荣常常糊锅，她自己
都不记得有多少次了。丈夫程
爱国告诉记者，有时候在楼道
里就能闻到糊锅的味道，同时
也能听到老伴唱京剧的声音。

很多次，程爱国刚推门，王雪
荣忽然就唱起来，刚开始还吓
一跳，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一次，王雪荣炖豆腐，唱
起戏来忘了看火，弄得干了
锅，在慌乱中，她把锅掉在了
地上，“哐啷”一声。此时，她丈
夫正巧下班进门，听到响声，
不由得心一惊，“哎呀呀，娘
子，你一惊一乍，怎么样了？”
王雪荣顺口应道：“公子，你不
必惊慌，是我不慎，差点火烧
连营啊！”一问一答，完完全全
是地地道道的京剧味，随之夫
妻俩相视而笑。

◆孙女学戏，大儿媳妇在一旁也学会了

在医院当大夫的大儿子
程光，在滨城区卫生界小有名
气，1999年举行“保安杯”大
赛，一折《空城计》唱段，倾倒
赛场，荣获优秀奖。程爱国说
大儿子比他们夫妻俩唱得好，
在参加比赛前特意向程爱国
学习京剧。霍玉兰结婚后，受
公婆的影响，也爱上了京剧，
虽然学习才两年多，但是在单
位组织的晚会上经常表演，在

台下观看的王雪荣高兴地给
儿媳鼓掌。

最让王雪荣引以为傲的是
她的孙女，7岁开始学习京剧，5
个月的时间就参加了滨城区的
春晚并获得了奖项。王雪荣说，
没有人逼孙女去学习，是她自
己喜爱，时不时拽着奶奶学戏。
王雪荣的大儿媳妇李洁见到女
儿喜欢京剧，就带着去她去京
剧团拜师学戏，老师在屋内教

孩子，她在外面跟着学，小女儿
学了一身戏，她也“偷”了一身
艺。“交了一份学费，学会了两
个人。”王雪荣说。

俩儿媳虽不是戏行的，可
娶进门后，天天耳濡目染，渐
渐着了迷，入了行，学会了不
少段子。霍玉兰是个内向的
人，但是学会京剧后，人变得
开朗了，在人前也敢张开嘴来
上一段。

◆老人过生日，每人一段京剧作为贺礼

王雪荣因病心脏里有四
个支架，坐了半年轮椅。在得
病期间她的精神状态不好，京
剧成了她的寄托，王雪荣说：

“京剧就是我的一切，唱起京
剧来，什么病不病的，全都好
了。”

在程爱国家里，逢年过
节，家里有个啥事，兴味涌来，
就打开录放机，置入专用磁带
伴奏，全家人来上段京剧。除
夕之夜全家人的“家庭春晚”

就是京剧盛宴。国粹融入了他
们家的生活，一旦有啥事，都
少不了京腔京韵作烘托。在程
爱国和王雪荣过生日时，家里
的人就会聚在一起，每人一段
京剧作为贺礼，这个习俗一直
坚持了10多年。

每天早上五点程爱国和
老伴王雪荣就会到小区旁边
的公园里唱京剧。霍玉兰告
诉记者，平时除了两个老人
大家都上班，但是一到周末，

所 有 的 人 就 会来到新滨公
园，提上音响和设备，全家就
唱起来。

程爱国说，京剧成为家庭
共同的爱好，这也让家里的氛
围非常和谐，家庭成员从来都
没有吵过架、拌过嘴，有时间
都用来唱京剧了。”王雪荣和
程爱国一致认为，京剧中的很
多故事都很有教育意义。孩子
们学习京剧的过程中，也是学
习中国传统美德的过程。

王雪荣(中)、程爱国(右)

和二儿媳妇霍玉兰观看家
庭唱京剧的录像。

王雪荣(右)与霍玉兰唱京剧。

宝宝长湿疹
偏方不可取

本报7月7日讯 (记者 张牟
幸子 通讯员 徐彬 ) 7月8日
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在宝宝
出现的过敏反应中，“湿疹”被提
及的频率最高。而许多妈妈们在
治疗宝宝湿疹中会采用各种各样
的偏方，其中有些则导致湿疹加
重，还有很多妈妈担心治疗婴儿
湿疹的药膏中含有激素而不给宝
宝使用。滨医附院皮肤性病科医
生表示，激素适量使用不会对婴
儿产生副作用，家长不必过分担
心。

在网上一些妈妈交流群中，
很多妈妈都会询问治疗宝宝湿疹
的方法。网友“秋水”说，她的宝宝
两个月了，出生一个月时脸上起
了好多小红疙瘩，“因为好多妈妈
们说治疗宝宝湿疹的药膏都含有
激素，我就没有给宝宝用。我听说
用母乳洗脸可以治疗湿疹，我就
试了试，结果没什么效果，反而脸
上的湿疹更多了。”另一位妈妈表
示，听老人们说湿疹不能洗澡，所
以宝宝得了湿疹后就一直没敢洗
澡，但是湿疹也没有好起来。

记者在网上看到，还有一些
偏方，例如用香油涂抹湿疹，或是
用蒲公英榨汁给宝宝涂抹，还有
网友建议用淘米水沉淀出的白色
粉末涂在湿疹上好的快。各种治
疗湿疹的偏方层出不穷，但其中
有效的却少之又少，甚至有些偏
方还会让宝宝的湿疹更严重。

滨医附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
医师李海英说，湿疹很难避免，和
孩子皮肤的特质有关系，还和环
境关系密切。对于用这些偏方治
疗湿疹，李海英表示，这些方法都
没有相关的科学依据，家长这样
处理很有可能会导致孩子湿疹情
况加重，甚至延误治疗。宝宝得了
湿疹可以正常洗澡，正常洁面，

“导致湿疹的过敏源很多，有些宝
宝是因为对某些食物过敏，还有
宝宝皮肤敏感娇嫩，接触到的物
质容易透过皮肤进入血液，引起
过敏。”

有些家长害怕药膏含有激素
而不敢给孩子使用，李海英告诉
记者，其实家长没有必要担心，因
为适当使用激素是不会产生副作
用的，反而家长自己买一些所谓
的立刻见效的药膏会含有大量激
素，使用后湿疹很快就下去了，但
是不用了就又会反复，“我建议家
长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不要
随意使用一些偏方和药膏。”

本报7月7日讯(通讯员 周
康飞 记者 李运恒) 为打造
京博慈善助学品牌，2015年京博
控股主办以“感恩”为主题的第
三届“京博梦·大学生助学”活
动，并面向社会征集寒门学子。

本次助学行动由京博控股
与齐鲁晚报·今日滨州联合主
办，征集的关爱对象为滨州市
2015年新考入大学(本科)的学
生。申报条件包括：单亲或孤儿；
家庭经济困难，无固定收入或收
入微薄；户籍属于滨州籍。申报
资料包括：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
复印件、户口本复印、身份证复

印件、村委(居委会)开具的贫困
证明原件、“京博梦·大学生助学
行动”申请表，所提报材料都为
一式两份。

此次助学行动共面向全市
征集20名寒门学子，每人将获得
3000元助学金，本报也将对部分
优秀学生进行特别报道，通过文
字与镜头，探访这些莘莘学子背
后的坚强与努力，通过他们的故
事传播社会正能量，与此同时还
将邀请之前得到过帮助的寒门
学子，与刚刚征集的寒门学子一
起交流分享。

一、申请表领取地点：
1、滨州市各县区京博“家”

油站，咨询电话：400-811-3138。
2 、网 站 首 页 下 载 ：

www.jingbo.net。
3、齐鲁晚报·今日滨州编辑

部(黄河十路渤海九路锦城大厦
八楼记者部)。
二、活动联系方式：

1、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马红 电话：2873108
(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
14:00-18:00)。

2、齐鲁晚报记者 李运恒，
电话：18654399035。

三、资料申报方式：
1、放置滨州市各县区京博

“家”油站。
2、邮寄至--滨州市博兴经

济开发区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工会办公室 马红(收)

电话：2512127。
3、送至滨州市黄河十路渤

海九路锦城大厦八楼齐鲁晚报·
今日滨州编辑部。
四、报名截止日期：2015年7月20

日。
(备注：此大学生助学金原

则上不得与其他同类救助一起
获得)

““京京博博梦梦””助助学学征征集集寒寒门门学学子子

廉政文化墙
扬清风正气

7日，无棣县海丰街道东辛村
的干部群众正在刚刚落成的廉政
文化墙前驻足观看。为提升基层
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筑牢拒
腐防变思想防线，近年来，无棣县
围绕“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
清明”的“三清”目标，把廉政文化
建设与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新农
村建设相结合，从农村基层入手
大力宣传廉政文化。该县以绘制
廉政图画、打造廉政文化墙等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弘扬清风正
气，唱响廉政“好声音”，营造“廉
荣贪耻”的浓厚氛围，深受群众欢
迎，并使民众从中受到潜移默化
的教育。
本报通讯员 蒋惠庆 刘振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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