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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高考火热报名！上班族轻松考取名校学历！
详询：常德日报社5楼 15616245566 7720015

初中毕业时，何文婷如愿考取了常德师范学校五年制大
专班。从小就热爱舞蹈的她，在众多专业中选择了舞蹈课程
最多的学前教育专业。

2007年，常德师范学校代表湖南省青少年赴台湾进行文
化艺术交流，校方在校舞蹈队中选拔了23名队员组成“赴台
湾演出青少年艺术团”。其中一个原创情景舞蹈《山村红烛》
需要挑选1名主角来饰演山村支教女老师的角色。学校初定
了3个人，何文婷是其中之一。相对于另外2名从小就有舞
蹈功底的同学来说，她只是身材高大长相成熟，比较接近老
师的形象。何文婷凭着对舞蹈的热爱与执着，最终获得了领
舞的角色。这是她第一次在舞蹈中担任主角，也是她自信心
高涨的突破点。

2009年，何文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毕业之前，何文
婷就通过了在国内最具权威的北京舞蹈学院的集训考试，顺
利地取得了舞蹈考级教师资格证书。毕业之后，何文婷在广
东省的一所培训机构工作了3年。由于该机构正处于快速扩
张期，3年分别到深圳、珠海、江门三地设立分校，像她这样既
能吃苦耐劳又不提任何条件还有工作能力的新手就成了每
个分校的“拓荒牛”。

在广东工作及以后的几年，也是她舞蹈水平突飞猛进
提高的时间：2012年，她参加广州希曼国际专业中东舞导师
培训，拿到了中东舞高级导师证书；2015 年，她参加南京谷
雨东方舞培训，拿到高级导师资格证；2017 年，她参加厦门
静雅宝莱坞印度舞艺术培训，获得印度舞导师资格证书
……

通过不断地学习和进修，何文婷始终站在舞蹈培训与教
学的前沿，于2013年被市老年大学聘为专业舞蹈老师。

“小、何、老、师——”市老年大学何老师舞蹈班的一群不
再年轻的“嘢嘢神”们，一兴奋起来就会拖长声音呼喊她们心
中的偶像。

为了让学生们树立年轻的心态，她还和这些大妈们以姐
妹相称，课余时间经常和她们嘻嘻哈哈亲如一家。

何文婷告诉记者：“我现在暂时住在一个学生的姐姐家
里。因为缘分，他们认我为干女儿。干爹、干妈一开始拒绝收
我的租金，我说这样会住得很不自在。几经磋商后，我每个月
只象征性地交300元水电费，可干爹、干妈却把我的一日三餐
也管了起来，他们出去玩耍之前，都会把饭菜做好了再出门。

他们是一对非常热心、朴实、善良的夫妇，我能成为他们的干
女儿真是我的福气。”

老年大学名为“大学”，实为中老年人的活动团体，学生
几乎都是离、退休人员。面对这些比自己妈妈年龄还大的学
生，何文婷当年的学前教育专业还真派上了用场。

“老伢儿老伢儿，人老哒就跟小伢儿一样的，要边哄边教
呢。”何文婷说：“幼教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开心教学赏识教
育。中老年人就是抱着玩的心态来参加舞蹈活动的，因此，
状态比技巧更重要，她们心情舒畅的时候，学东西也快了很
多。”

被问起未来的打算，何文婷露出了满怀希望的眼神：我
是一个农村女伢，想在城里立足，就要有一份自己喜爱的工
作，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希望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有一
个温暖而幸福的小家……

何文婷在完成市老年大学舞蹈班的正常教学之外，还创
办了自己的舞蹈团——常德市东方魅舞团，作为老年大学舞
蹈班的补充。

这个踩着80后“尾巴”出生的姑娘，凭着自信和顽强，打
拼出了自己的业务天地，正如“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
—— 青年舞者何文婷小记

□本报记者 刘建林

苔藓是一种生长于阴暗潮湿环境的低等植物，它
对外界的需求不多，也不大受人关注，它凭借自己的生
命本能和生活意向奋力生长。

就在那“白日不到处”这样一个其它植物不愿待也
活不了的地方，苔藓却硬生生地长出了绿意，开出了花
儿，焕发了光彩，让“青春恰自来”。

如米粒一般细小的苔花，也学着牡丹花的样子尽情开
着。虽然，它比不了牡丹花的雍容华贵，但它是依靠自身的

坚强而活着的！它努力突破环境的重重窒碍，争得了和牡丹
花一样开放的权利，它那不等、不靠、不要的精神，又岂是国
色天香的牡丹花可比的？

在笔者看来，何文婷的工作就像苔藓之花那样“寂
寞开无主”，不惹人注目，也无需喝彩。但她仍然那么
执着、那么认真地把自己的美绽放给她的学生和服务
对象。这个如苔花般平凡的女孩，依然活出了不一样
的人生精彩！

人生处处有精彩
□牛戈

老爹下河摸鳖的“独门绝技”无人传承，村里曾有三五
个青年跃跃欲试跟“师”学艺，仅出去一天或半天，就再也不
愿跟去了。这技术除了胆子大，水性好，还要体力好，肺活
量大，会憋气。

爹是无师自通，说十几岁下河潜游时无意中捉得一鳖，
从此如得道般一发不可收拾。

每年夏天都是捉鳖季。爹留小平头，穿白衬衫或背心、
西短裤，趿凉拖，推着单车，单车把手上挂个尼龙袋，后座别
一粗竹竿，不声不响就出发了。往往早出晚归，最早也是午
饭前回。

爹出门捉鳖时神情是轻松愉悦的，尤其是得到母亲
默许后“出征”，回家时更是神采奕奕的。“鳖”是爹话里
梦里挥之不去的极大喜好，与喜嗜烟、酒、钓、牌的男人
无异。爹自认为这是他一项不可多得的“本领”，村里同
龄人无一能比，所以年轻时总喜欢当众传艺。虽口舌笨
拙，但听众中总有那么 1 至 2 位兴致很高、兴趣很浓的，
用无比艳羡的目光、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口气“鼓励”爹继
续说下去，这样的场面我都不止经历百回了。爹有时在
家也炫耀，我、我姐、我妈都没怎么听进去，但爹把卖鳖

的钱交给我妈时，妈应该很是快乐的。也许是因为从未
跟爹赶脚“身临其境”的缘故，所以对爹不顾场合“炫”技
一事不以为然。再说这技艺是后天偶得的，并不是寒来
暑往、悬梁锥骨、勤学苦练而成，就像两三岁小孩某天突
然学会了口吐泡泡、老奶奶年纪大了还会穿针引线一
样，并不称奇。

但有一点，爹外出捉鳖，我比淡定的妈似乎更隐隐担心
他的安危，害怕哪一天有人远远地来我家报“信”——我外
婆的死就是我的表舅从七八里地、大半夜赶来敲门急报
的。因为不知他骑到哪乡哪地，只知道他是前往不知深浅、
空旷无人的河湖里。

父亲捉鳖几乎不怎么失手，多的时候满袋满提的，沉得
很。村里的大人小孩见他回来时车架上晃荡的提兜很满，
便会前前后后地赶来一睹为快。爹解下兜绳，把它们统统
倒进大脚盆或木桶里，有时提捏一两只放到地上，让它们在
地上“噌、噌、噌”地往前爬，爬到快掉落到地坎边时又迅疾
捉回，举起来，让它悬在半空中四脚乱抓蹬。若有打听，便
大声告诉他们捉某只鳖的情形。当然他手上指掌间那一个
个凝血的、被水泡白了的大小伤口也会被人问起：到底还是

危险重重的，“鳖可不都是那么好捉”，下手部位摸不准，就
会被狠咬一口。

爹自捉鳖以来，被水蛇咬过，被黄蜂蜇过，被水中的玻
璃、乱石、水边棘条划伤过。那一个个瘆人的伤口见证了爹
极其“辉煌”的捉鳖历史，更无声地诠释着爹的艰险不易。
可爹从不言痛怕苦，这些伤口从没有吓退过他，也不惧民间
传言的任何死鬼水鬼水猴，只要捉到鳖，没有比这更愉悦的
了。他身强力壮的时候，劳力算得上村中翘首，二三百斤担
子不在话下。这捉鳖之事比起成天繁重的体力劳动来说，
算是轻闲活，因此一到夏天，爹忙里偷闲的也要偷偷溜出
去，玩半日“失踪”。妈找他不到时，只说你爹肯定又是摸水
鱼（鳖）去了。

这些年，爹捉鳖时有空手而归。也许是乡里填湖造林
建房，捕食的人多，鳖远不如以前多了。爹还像年轻时一
样，不说他力不可支，技不如前，只怪罪于天气不好，风大波
高雾浓，看不清水面上的侦察目标——泡泡。

爹爱好了一辈子的事，快告一段落了，我却有个心愿并
未了：跟“师”一次，长视频一回，看爹老当益壮把鳖捉，亲身
体验一回爹捉鳖时的勇、苦、险、难！

捉鳖——父亲的独门绝技
□陈利群

起舞的何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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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很 高
兴，我很幸运，

“我与程不时”
的故事有了继
续，我找着了
程不时老乡，
2018 年 1 月 24
日晚上，我与
程不时老人通
了电话。他的
声音还是那样
洪亮，还是那
口带着湖南腔
的普通话。他
居 然 记 得 我
1962年调西安
后，1964 年回

“沈飞”时到文
化宫看他们的
往事……情深
意长啊！

我找到程
不时老人，既
没有央视倪萍
老 师 主 持 的

“等着我”那样
隆重，也没有
湖南经视王燕
老 师 主 持 的

“寻情记”那样
生动，但我却
得到媒体和朋友们的帮助，让我很感
动。多少年了，多少回了，那张多年前
的照片总是提醒着我，一定要找到他。
上世纪 90 年代我还在华南光电上班
时，曾在一本航空杂志中见到程不时访
问美国民航局的报道文章，但不知他在
何处工作，因为当时保密制度严格。而
在 2017 年中国 C919 大飞机试飞系列
报道之一《逐梦蓝天》中，说程老一家住
在上海静安区一栋家属楼。又在央视
开讲啦、出彩中国人等节目中见到了神
采奕奕的程老，在女儿、外孙的帮助下，
我用央视影音下载，又运用在市老年大
学摄像班所学的会声会影X9X10软件
捕获，再转换成视频保存在电脑中，随
时随地可观看了解学习，又燃起了我继
续寻找程老的雄心。

这张 57 年前合影照片的故事，我
先后写下：“一张难忘的合影照片”“为
程不时的梦想点赞”“想起开发右脑的
程不时”“87岁的程不时老兄，您还记得
1961年那张在沈飞的合影吗”“朗朗琴
声长寿人”“中国心、凯歌声”希望能得
到媒体编辑老师的帮助和支持。

一天我突然接到《常德日报》高翔
老师电话，他说：我写的与程不时的文
稿很有意思，又核实询查了几点。后高
编辑把标题改为“我与程不时”，再用

“一张 57 年前老照片的记忆”为副标
题，一目了然，让人直奔主题，有一股想
看下去了解详细故事的念头（见 2018
年1月12日《常德日报》第5版）。

这张《常德日报》给我继续寻找程
老的勇气和力量，我向高翔老师多要了
几份报纸，将一份寄到上海静安区政府
办公室，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不知
是没收到还是其它原因，如石沉大海不
见回响。

在这同时我想起了上海朋友朱妙
其老师。我把《常德日报》“我与程不
时”这张报纸拍了照片，连同原稿底稿
及其照片2018年1月15日发到朱妙其
老师邮箱。1月19日晚7点朱老师回邮
件说：他先让他在报社工作的女婿帮忙
找，他自己接连去上海静安区老干局、
上海航空学会……

他女婿通过上海静安区朋友，得到
了程老家中的电话。朱老师了解到程
老的住址和电子邮箱，并和程老通了电
话。程老希望能看到1月12日的《常德
日报》。2018年1月24日晚上，我终于
与程老通了第一次电话。程老比我大，
87岁的老人声音还是那么洪亮，脑子还
是那么灵敏，虽然分别57年了，一下子
我们就听出了对方。我问他要手机微
信，好把照片、视频发给他先看。程老
怀旧情浓，家中还保持用的是台式电话
机……

▶相关链接

程不时，飞机设计师。1930年出生
于湖南醴陵。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航空工程系，航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的
专家。在 40 多年的飞机设计生涯中，
他负责过许多不同类型飞机的总体设
计，其中包括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歼教-1”；喷气式大型运输机“运-
10”，C919客机。

作者王文友系本市华南光电年过
八旬的退休干部，1961 年曾与程不时
在沈阳松陵机械厂共事、一起表演过
节目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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