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望喜）“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
处教吹箫？”吹箫是风雅之事，萧声
柔和恬静，易打动人心。从9月2日
开始，每周三晚上，“柳市讲坛”推
出洞箫公益课，受到学员们的欢迎。

洞箫公益课邀请星空老师授
课。星空老师系温州市笛箫学会理
事，多年来致力于洞箫教学与洞箫
制作。据其介绍，洞箫是汉民族非
常古老的吹管气鸣乐器，一般由竹
子制成，常用来与古琴合奏或用于
传统丝竹乐队中，也用来独奏。

洞箫公益课共安排12节课，截
至目前，已开课两次。前两次公益
课主要教授洞箫入门知识，介绍洞
箫的由来与发展、种类、构造等，
讲解洞箫的指法、运气、口风、手
型等。“学员们几乎都是零基础，但
大家的学习热情都很高，这点让我
很受感动。”星空老师说，“希望通
过12节课的学习，所有学员都会吹
奏一首小乐曲。”

“我是一名‘洞箫小白’，刚刚接
触、学习洞箫的发声方法和指法，
还需要多多练习。”学员王先生说。

洞箫培训 演奏柔和之音

洞箫培训。蒋恋琴 摄

形体走秀 练出优雅仪态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望喜） 9月13日晚，柳市文化中心
八楼排练一厅内，30名学员跟随高
级礼仪培训师、形体仪态导师苏康康
学习形体走秀，开启身心美丽艺术之
旅。

这是“柳市讲坛”推出的形体仪
态公益课，共安排12节课，上课时
间为9月13日开始每周日晚上。形
体仪态公益课将陆续分享站姿、坐
姿、手位、行走步伐、拍照姿势等，
通过科学训练，让学员们获得匀称的

体型和优美的仪态。
另悉，9月 1日开始每周二晚

上，柳市文化中心八楼排练一厅内还
有另外的形体走秀公益课。形体走秀
公益课同样安排12节课，授课老师
丹丹根据多年形体走秀及教学经验，
总结出了一套比较有效的形体训练方
法。

“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能
让自己的形体变得好看一点，让身体
更加健康。”同时报名参加两门公益
课的学员郑女士如是说。

形体练习。蒋恋琴 摄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望喜）“小朋友们在参加比赛、表
演、升学面试时，怎么样才能在众人
面前一鸣惊人呢？这可能就需要用到

‘语言魔法’啦！”日前，“语言魔
法”绘本阅读分享会在柳市文化中心
三楼图书馆举行，芽芽学语培训中心
的老师们带领现场40多名小朋友及
其家长一起“解锁”这项新技能。

分享会上，苹果老师和桃子老师
一起演起了绘本剧 《犀牛和小女
孩》，好听的音乐、有趣的对话与肢
体语言一下子吸引了大家的关注。原
来，这个绘本剧改编自美国绘本《谁

要一只便宜的犀牛》，加入了许多创
新内容，让小朋友们感受到语言的魔
力，明白与人相处和沟通的重要性。

“怎么样作自我介绍，才会让别
人一下子记住你呢？”绘本剧表演结
束后，肖肖老师又组织小朋友们分成
两组一起互动。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来上台做
介绍，我的名字叫……别看我年龄不
大个不高，但是我口齿伶俐嘴巴
巧。平时常把画画描，还爱读书和看
报……”小朋友们尝试以快板的形
式，有节奏地介绍起自己，现场气氛
一下子活跃起来。

绘本阅读 学会“语言魔法”

绘本表演。蒋恋琴 摄

开启身心美丽艺术之旅
「文化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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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英圃」

■竹石

清秋时节，天气晴爽，朋友开车去野外钓鱼，
我刚好休息在家，便一同前往。活动虽然“成果”
不大，但我发现钓鱼与开车之间居然存在惊人的相
似之处。

首先，具备耐性是钓鱼与开车的起码要求。钓
鱼要静下心来，有守株待兔的心理准备。倘若心境
不宁，屁股不稳，肯定不妥。同样，开车也要做到
心态平和，性情平稳。途经“瓶颈”路段，双方互
不相让，往来的车辆就会挤成一堆，动弹不得。开
车要懂得特定情况下“以退为进”“慢就是快”的
道理，缺乏耐性，意气用事，很容易给事故埋下隐
患。

其次，专心致志是钓鱼与开车的必备态度。钓
鱼要时刻注意水面动向，把“目标”盯死看牢，防
止“视”而不见。假使心不在焉，连鱼儿吃钓都不
知道，岂非白费工夫？开车亦然，必须集中精力，
谨慎驾驶，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注意行车安全。粗
心大意，心猿意马，不关注周边，或昏昏欲睡开疲
劳车，迟早会被“麻烦”盯上的。

再次，抓住时机是钓鱼与开车的关键环节。钓
鱼要张弛有度，静观其变。如发现浮漂下沉，就要
快速断定鱼儿是否真的吃钓了。这时，必须把握时
机，待鱼儿将诱饵吞入口中的一瞬间，迅速提起钓
竿，才能成功。车辆在道路上行驶，要准确控制行
车速度，有人在绿灯亮起的灯控路口，磨磨蹭蹭不
按时通过，影响正常通行；而有的恰恰相反，不顾
条件允许与否，一味强行变道，硬抢红灯，搞得险
象环生，心惊肉跳。

还有，心态平和是钓鱼与开车的基本修养。钓
鱼不必刻意追求收获，着重享受过程快乐。在青山
绿水之间，欣赏自然风光，呼吸新鲜空气，比钓鱼
本身更具意义。钓鱼结束即使两手空空，也要带着
一身愉快回来。司机朋友开车不小心发生轻微的刮
擦或碰撞，请别斤斤计较，只要按程序处理就行
了。坏了心情，带着情绪开车是没有好处的。

此外，掌握技巧是钓鱼与开车的应会本领。钓
到大鱼，需放长线，变换钓竿角度先将其“折腾”
一番，再拖到岸边拿网兜捞起。开车除了技术上的

“熟”，还需思维上的“巧”，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
拥堵路段。对于险情，更应有所预见，及时避让。

总之，保证安全才是钓鱼与开车的头等大事。
钓鱼虽属轻松的运动项目，可毕竟临水行事，不等
于没有危险。有一次，我的邻居老黄喝了几两白
酒，歪坐岸边小凳，一边打盹一边钓鱼。关键时刻
我在旁边提醒，他迷糊之际提起竿子，不想尚未来
得及站稳脚跟，就被逃跑急切的鱼儿“拉”了过
去，顿时身体前倾，坠落河里。幸亏水性较好，没
出大事。

不过，开车是受法律约束的，必须考取驾照，
依规操作，绝不可以像钓鱼那么随随便便。然而现
实当中，交通参与人的故意违法行为还是屡禁不
止。比如醉驾入刑好多年了，仍然有人心存侥幸，
胆大妄为，置安全和法律于不顾。有的知情者不但
不劝阻，还随车同行，一起冒险！在酒精的作用
下，开车者往往我行我“速”，开的是“英雄车”

“霸王车”“碰碰车”。如遇不测，车轮下压的不仅
是马路，可能还有鲜活的生命。

当今时代，车辆剧增已给道路通行带来巨大压
力，开车不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是极易引发事故
的。一旦严重殃及公共安全，必定造成财产损失和
人身伤亡，后果不堪设想。据统计，近年来我国交
通事故亡人数都在6万以上，许多事故现场触目惊
心，惨不忍睹。

希望司机朋友都能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掌
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始终做到安全开车，文明行
车，共同创建一个安全有序的良好交通环境。

钓鱼与开车

■思葭

故乡风日好
如星光的闪亮
如蝉翼的清透
家乡的母亲
哼唱着一首摇篮曲
在醇味的年代里
愈来愈久远地飘荡

在他乡的明月里
我常闹失眠
试图将别人的城市掸开
然后
将心花压低
织成一枚
故乡山月的印花
深深镶嵌在心湖

宁静夜色中
摇来了
弟弟们的小鱼叉
在他俩的清眸里
阳光被无限地放大
快乐在不大的鱼篓里
翻滚
我发上的粉红绢花
涂抹着天使的斑斓
勾着夜色中的月亮
泻下一片星光迷濛

纯白的童年
穿云而上
独舞花间
旷世的光阴如着日月衫

故乡风日好

故乡风日好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望喜） 日前，由教育部教师工作
司联合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教师
发展基金会、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发起的2020年教师风采短视频征集
活动评选结果公布，共评选出40部
优胜作品、90部入围作品。柳市镇
第十二小学的短视频作品《一个都
不能少》成功入围（温州地区仅此
一件作品入围）。

自今年7月以来，2020年教师
风采短视频征集活动面向全国各地
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各
界，广泛征集了近3000部展现新时
代优秀教师群体和个人风采的作
品。经专家评审和多轮筛选讨论，
优中选优，最终评选出40部优胜作
品和90部入围作品。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
年。教育，同样要‘全面小康’。不
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平等对待每
一个孩子，是我们十二小对教育的
追求。”柳市十二小校长包晓红介
绍，《一个都不能少》脚本由学校校
委会成员策划创作，故事情节为疫
情之下，学校很多学生尤其是身在

湖北的学生返校时间一延再延，老
师们绝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在他们
的努力之下，2020年届学生毕业典
礼如期举行，全部学生到齐。

学校的教师代表、教师党员志
愿者、40多名学生志愿者参与了微
视频的拍摄。这件时长4分34秒的
微视频作品，定格了学生们的一张
张笑脸，也刻画了教师们倾注教
学、关注学生的爱心与责任心。

据悉，柳市十二小有学生近千
人，疫情期间，309名非温籍学生留
在所在地，55名任课老师进行线上
教学活动，时刻关注他们的身体状
况。疫情平稳之后，各地学生陆续
回乐，在学校细致的防控工作下，
2020年届学生顺利毕业，学校教学
等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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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都不能少》视频截图。

教师风采短视频征集评选结果公布

《一个都不能少》入围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清清） 9月12日，柳市镇黄华村
举行优秀学子表彰仪式，该村11名
大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与博士研究生）以及5名考上重点高
中的优秀学子接受表彰并领取了奖
学金。

每年对优秀学子进行表彰，这
项有“仪式感”的村规在黄华村已
持续八年。据悉，该村对考上研究
生的优秀学子奖励10000元，考上
一本的奖励5000元，考上二本的奖
励3000元，考上专科的奖励1000
元，对考上重点高中的学子奖励
2000元。奖金由村集体出资。

目前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

取为博士研究生的林训说：“谢谢家
乡对我们的鼓励。未来，我要在专
业领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探索，取
得更优异的成绩，为家乡争光添
彩。”

据了解，近年来黄华村通过多
项举措壮大村集体经济，始终把文
化立村放在重要位置，高度重视教
育工作。“通过表彰，希望激励优秀
学子们珍惜求学时光，以饱满的热
情、坚强的意志，攀登更高的山
峰。”黄华村党总支书记郑春海说，

“优秀学子是我们的未来，在奖励优
秀学子的同时，也激励全村人重视
教育，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营造良
好的文化氛围。”

持续八年
黄华村表彰优秀学子

优秀学子获表彰。黄华村供图

编者按：
形体仪态、形体走秀、洞箫演奏、绘本阅读……连日来，柳市文化中心内多场公益课程上线，吸引了市民与小朋友

们的关注，大家共同体验美丽、享受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