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全市广场舞大赛从
4 月持续至 9 月，分为金坛、天
宁、钟楼、新北、武进和溧阳 6 大
赛区。6 个月以来，全市共有近
400 支队伍超过 6000 名广场舞
爱好者顶着夏季高温参赛，他
们用跃动的舞步、优美的舞姿
向全市市民充分展示了广大群
众在文明创建路上的风采和健
康文明的精神风貌。最终，30
支代表队脱颖而出，成功晋级
决赛。

今年的比赛由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市体育局、市文广旅
局、市文联、市体育总会、市邮政
分公司联合主办，市体育舞蹈协
会、市 文 化 馆、中 国 常 州 网 承
办。决赛分为规定套路展演、自
选套路和原创曲目 3 大部分，选
手们带来了各自精心打造的参
赛作品。

在规定套路展演中，各支队
伍共舞一曲规定曲目《同唱祖国
好》，动作整齐划一，舞蹈特色鲜
明，将一曲广场舞舞成一道时尚
新风。而 2019 年常州市首届群

众原创广场舞大赛决赛，区别于
规定套路展演，显得更为活泼自
由。她们服饰精美、妆容时尚，
有不少参赛队都梳了时下流行
的“哪吒头”；舞动的大裙摆、耍
起来沙沙作响的绸扇、缠着彩绸
的洗衣棒和竹响板都成为了她
们翩翩舞姿的加分工具；更有西
北腰鼓和苗族手鼓同场献艺，给
观众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震撼
体验⋯⋯无论是地域特色、音乐
选择、舞蹈编排、呈现形式都各
具风采。

大赛持续6个月，覆盖6大赛区，超6000人参赛

一曲广场舞，舞成一道时尚新风

文明文明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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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前，我市举办首届广场舞大赛，一曲广场舞，敲开了万家心门。从“陌 邻 ”转变为“睦邻”，
再由“睦邻”发展为“家人”，这曲广场舞，见证了常州城市文明之花璀璨绽放。

一曲“文明之舞”，舞出健康新生活，舞出时代新风尚

近日，以“同唱祖国好 幸福舞起来”为主题的“舞动江苏”省广场舞大赛常
州市决赛在江苏开放大学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市的30支舞蹈队伍在决赛场上
各显身手，为观众们奉上了一场视听盛宴。

这已经是我市连续第四年举办广场舞大赛了，四年间，这项赛事已成为
“有新意、接地气、聚人气”的群众文化体育赛事。四年间，人们从“陌邻”到“睦
邻”，从“睦邻”变“家人”，见证了常州的城市文明，展示了常州丰硕的文化发展
成果和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一曲“文明之舞”，成为常州献给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美好礼赞。

本版通讯员 文明 束网 本版记者 郑雨露
本版图片 束网 郑雨露

唐敏是常州市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的体操教练，同
时也将作为队员参与即将到来的全省广场舞大赛决
赛。从工作时间里的体操教练，到业余生活中的广场舞
爱好者，唐敏十分享受这样的身份转变：“虽然每天汗流
浃背，但身心愉快，队员的团队意识都非常强，我们想用
广场舞点燃大家爱美之心、健康之心、公益之心。”

参赛队员唐敏——
“用广场舞点燃大家爱美之心、健康

之心、公益之心”

队伍领队范树英——
“原创节目让人印象深刻，常州广场

舞正向专业化发展”
作为明日星艺术团的领队，范树英在队伍组建上

有着自己的一套。“以前组队伍都是东拼西凑，现在组
织团队则更有组织性，不但队员层层选拔，培训也是更
为系统。今年赛场上不少原创节目让人印象深刻，技
术含量比较高，也说明常州广场舞正向专业化发展。”
范树英说。

吴小萍是江苏省广场舞协会常州分会的秘书长，
参与了今年全市广场舞大赛的全过程。作为裁判，她
看到了常州广场舞水平的提升；作为教练，她看到了队
员们在参与过程中的努力；作为观众，她感受到了全民
素质的提高，“一项展示艺术和体育魅力的活动，原来
也能迸发出文明城市的魅力”。

广场舞教练吴小萍——
“一项展示艺术和体育魅力的活动，

也能迸发出文明城市的魅力”

张文贤是江苏理工学院的一名老师，同时也是学校
广场舞协会的教练员。今年全市广场舞大赛，她参与了
比赛的裁判工作。“以前常州的广场舞水平不高，参与者
年龄偏大，基础不扎实。但现在大家在曲目选择、动作
规范上都有了很大进步，每一个节目都能展示常州市民
的综合素质，也能舞出常州的精气神。”张文贤说。

比赛裁判张文贤——
“广场舞展示了常州市民的综合素

质，舞出了常州的精气神”

我为文明 代言代言
扬幸福笑脸，树时代新风

来吧，一起来做常州文明的代言人
本期参与“我为常州文明代言”活动的 4 位市民都参与了今年的全市广场舞大赛，她们或

是参赛队员，或是队伍领队，或是广场舞教练员，或是比赛裁判。她们通过广场舞大赛展现了
我市广场舞爱好者“舞动江苏”的风采，也展现了我市独具特色的城市精神。

市文明办和本报继续向全市市民发起征集，只要你热爱常州，全力维护常州文明城
市形象，不论年龄，不论职业，不论自荐或者推荐他人，不论你是土生土长的老常州人，还
是来常州扎根生活的新常州人——你，都可以是常州文明的代言人！可通过邮箱
276215103@qq.com，或电话13776875581提供信息，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推荐。

8 月 14、16 日两晚，武进吾
悦广场门口人头攒动，原来，“同
唱祖国·幸福舞起来”2019 常州
市广场舞大赛武进区海选正在
此处进行。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一定
不会相信以女性为主场的广场
舞会有大叔加入，更不会相信大
叔能让舞姿如此妖娆。一群志
同道合的朋友，多项精彩绝伦的
才艺，构筑成了前黄镇联庆朝阳
健 身 队 这 支 亲 如 家 人 的 舞 蹈
队。唱歌跳舞手到擒来，来段相
声也能让人捧腹开怀。

谈起舞蹈队，领队孙珊琴自
豪不已，尤其是队中两位男舞
者，更是夸赞有加：“男同胞到台
上表演需要莫大勇气，我安慰他
们，大明星李玉刚也男扮女装表
演，你们也行的。你看，他们表
现不要太好哦，这下也成大明星
了哇。”

作为一支年轻队伍，嘉泽成

章春之美健身队在舞蹈中洋溢
活力的同时，并没有因经验不足
而产生阻碍，反而用激情舞出了
一曲青春绚烂。成立不足一年，
队内称得上经验丰富的老将就
两位，但就是这样的一支“临时
军”，却夺得了武进区海选第一
场的第一名。记者问及原因，她
们说，怀揣着最炙热的心跳舞就

会给这曲《同唱祖国好》注入灵
魂。领队王春梅介绍，队伍成员
或许经验不足，但每个人都热情
十足，就是这份热情督促他们做
好每一个动作，练好每一个脚
步，“每天的练习并不像是训练，
而是一条收获快乐的途径，只要
广场上音乐一响，什么烦心事都
忘了，有伙伴，有舞蹈，够了”。

武进赛区

一场比赛，成为他们收获快乐的途径

无切磋，不江湖。在广场舞
的“江湖”，高手之间的过招是靠
着各具特色的服装，靠着或柔美
或动感的舞姿，也靠着足够灿烂
的笑容。他们施展各式“舞学”，
吸引无数群众围观叫好。

在 本 次 比 赛 钟 楼 区 第 一 场
海选比赛中，蝉联了三届广场舞
大赛一等奖的常州明日星艺术
团依旧发挥出色，成为了那场海
选最亮眼的一支队伍。建队五
年，他们彼此间默契十足，且各
个舞功了得。“我们队伍年龄跨
度很大，从四十到七十岁都有，
但所有人训练时都严格遵守纪
律，从不懈怠。”论及团队，领队
范树英赞赏有加，“大家相处氛
围融洽，且目标一致，就是希望
把广场舞跳出新意，展现出常州

老年人的创新创造活力。”事实
也正如范树英所言，明日星艺术
团兼习各类舞种，融百家所长，
再将舞蹈与戏曲结合，在场上摇
曳出了别样风采。

邹区鹤溪健身队也是一支成
立了五年的老队伍，参加了不少
社 区 街 道 、钟 楼 区 和 市 级 的 比
赛。为了参加今年比赛，鹤溪健
身队特地编排了蒙古舞《爱我中
华》。领队申惠菊告诉记者，鹤溪
村拆迁后，健身队部分队员搬离
了社区，平时很难聚在一起排练，
但为了参加今年的广场舞大赛，
很多队员想方设法赶回鹤溪村参
加排练，特有团魂。“拆迁后，我们
有个队员随着女儿住在湖塘，听
说有比赛，她这个月每天都顶着
高温乘公交赶回来排练”。

钟楼赛区

一场比赛，
展示的是“舞学”，凝聚的是“团魂”

广场舞曾一度被认为是“大
妈舞”，然而只经过短短几年时
间，广场舞不仅成为最受欢迎的
健身方式，而且也成为邻里交往
的“润滑剂”，艺术观赏性更是大
幅提升。

在新北区海选比赛中，来自
龙虎塘街道的忆江南队的一曲

《水墨江南》向大家展示了江南
女子的优雅与柔情，平均年龄超
过 55 岁的她们依旧娉婷袅娜。
被问及如何保持身材，领队徐洪

琴说：“跳舞不但能瘦身，还能保
持心情愉悦，美丽一生，优雅不
老。”

薛家爱友文艺队的队员是
由 12 名想通过跳舞寻求健康
身体的舞蹈爱好者组成的。苏
小 庆 是 这 支 队 伍 中 唯 一 的 男
性，也是赛场上人数不多的男
选 手 。 他 积 极 加 入 了“ 娘 子
军”，甘当绿叶。在赛场上，他
的舞姿虽然稍显羞涩，却也是
全场亮点。“我们跳舞不为了别

的，就是为了开心，为了健康。”
苏小庆笑呵呵地向记者介绍每
个队员的情况。

苏小庆告诉记者，无所谓男
女，无所谓年龄，也无所谓难度，
从民族舞、交谊舞，到最近时兴
的鬼步舞，广场舞已成为常州城
市里越来越普遍的一种健身形
式，参与者不仅从中收获了健
康，更收获了快乐与美丽，对推
动全民健身也具有非常积极的
意义。

新北赛区

一场比赛，是邻里交往的“润滑剂”

今年 48 岁的周一红在天宁区算
是个“明星”，大家提起她总会竖起大
拇指。9年来，她贴钱贴时间，带领社
区阿姨们奏响了军鼓、舞起了金龙、跳
起了舞蹈，在丰富社区文化生活的舞
台上，周一红带领大家越舞越精彩。

“有新的动作了，一红，你来教教
我们吧！”在青竹苑社区，居民们一看
到好看的舞蹈，总是第一时间想起周
一红。而周一红也从来不嫌烦，自己
苦练好动作后，再一遍遍地教给大
家。性格开朗外向的周一红，一向对
唱歌跳舞情有独钟。年轻时，周一红
是村里的文体骨干，每次文艺汇演活
动，她永远冲在演出第一线，为整场
表演忙里忙外。“我学动作比较快，所
以每次都是我先学会舞蹈动作，再教
给其他人，这样比较节省时间。”周一
红说。

2016 年，在一场市级文娱比赛
中，作为天宁区青龙街道参赛的唯一
一支队伍，周一红和她的阿姨队拿下
了大奖。从此，由周一红带队的“青
竹苑竹舞工作室”正式成立。工作室

最初只有十几个居民参加，平均年龄
都超过了 60 岁。周一红请来了舞蹈
老师、军鼓老师，教成员们练身形、练
基本功、打军鼓、舞龙。没有场地练
习，她把成员们都接到自己的厂区练
习；没有服装，她自掏腰包，为成员们
添置统一的表演服；没有表演器材，
她又自掏腰包，承担了所有的开支，
就连演出时的车辆、接送费用，也都
是她承担的。

渐渐地，她们的表演越来越专
业，居民们都称赞，“以前都是田埂上
种菜的老太婆，如今表演起来都有模
有样了”。

“自己多付出一点，不要亏了大
家。”在周一红心里，凝聚力才是一个
团队最需要的，只要心往一处使，什
么事情都能解决好。

如今，“青竹苑竹舞工作室”已发
展至 40 余人，工作室的成员们不计
报酬，利用业余时间，自发地组织排
舞、表演，已经成为了社区里小有名
气的群众活动组织。今年，她们也参
与了全市广场舞大赛。

天宁赛区

一场比赛，让更多人心往一处想

30 支代表队参加了以“同唱祖国好 幸福舞起来”为主题的常州市广场
舞大赛决赛

鹤溪健身队特地编排了蒙古舞《爱我中华》，她们身着民族特色服
装等待登台。

常州市广场舞大赛武进区海选现场

来自龙虎塘街道的忆江南队的一曲《水墨江南》向大家展示了江南女子
的优雅与柔情

周一红（手持指挥旗）带领社区阿姨们练习军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