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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腻的针脚、华丽的花纹、
精致的盘扣和柔美的开叉，每个
细节都透着东方女性骨子里那
种独特的美，而李秀平就是这样
一位在旗袍中绽放的“美”女子。

年近五十 与旗袍邂逅

年近五十的李秀平，已经是
一个两岁孩子的奶奶，皱纹也早
已悄然爬上了她的眼角。虽然
容颜不再青春，但她依然很自信
地追求着美，她每天都会把衣角
熨烫得整整齐齐地上街街，时常
身穿心爱的旗袍面带微笑地走
上舞台。

年龄对她来说，仅仅是个数
字而已，并没有捆住她追寻价值
的脚步。她把爱好变成了事业，
努力让自己平衡好家庭和工作，
然后勇敢而自信地踏上舞台，让
自己的美丽在旗袍中绽放。

2016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李秀平观看了一场运城旗袍协
会的演出，身穿秀美旗袍的模特
们手执纸伞，身姿曼妙地在舞台
上摇曳生姿，举手投足间尽显东
方女性的温柔与自信。李秀平
被舞台上身穿旗袍的模特们展
现出的古典、优雅的独特魅力深
深吸引，她当即决定，一定要加
入旗袍协会，要和旗袍来一场美
丽的邂逅。

加入运城旗袍协会后的李
秀平，每天都坚持刻苦练习站
姿、仪态、步态。李秀平说，她以
前偶尔最高只穿过 5 厘米高跟
鞋，开始训练后，每天要穿着 8
厘米以上的高跟鞋不停地行走、
练习。除了跟着老师练习，她还
时常自己摸索。“我最初学习的
时候，每天下班都从临猗打车到
运城，两个小时的课程上完以后
再打车回去。”李秀平说，为了练
好自己在舞台上的步态，她每晚
都穿着高跟鞋在家门口的马路
上走10公里练习。

2017 年，李秀平参加了运
城首届《盛世霓裳》电视大奖赛，
并一举夺得冠军，成为运城旗袍
文 化 大 使 。 后 来 ，她 又 获 得
2017 年书香中国·华服大赛十
佳选手称号、2017 中国国际旗
袍文化节·世界旗袍文化大使十
佳最具人气奖、2018 年 IDR 时
尚艺术周冠军和最佳气质奖、全
国高级模特培训师称号、全国高
级模特培训师评委、旗袍文化发
展联盟俱乐部名誉艺术顾问等
荣誉。

岁月流逝 她们优雅如初

“眼睛直视前方，下巴微微
收拢……”9月3日，在临猗县的
一处形体教室里，49岁的李秀平
正在义务为她的学员进行形体
指导。美丽优雅的她总是面带
微笑，在人群里十分抢眼。

当一件华丽的旗袍展现在
眼前，“复古典雅”“雍容华贵”

“细腻精致”等再唯美的词语，都
不足以形容它的美好。作为中
国悠久服饰文化中最绚烂的现

象和形式之一，旗袍以多变的姿
态展现着中国女性之美，演绎着
别样的东方风情。在临猗，在李
秀平身边，许多旗袍爱好者相聚
在一起，以一袭旗袍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尽情展现东方美。

2018 年，李秀平和身边爱
好旗袍的朋友一起成立了临猗
县名媛形体艺术协会，她们中年
龄最大的 55 岁，最小的 33 岁。
如今，这个完全由成员自发组成
的全公益性质的协会已经有近
50名会员加入，分为中年班和青
年班，分别在每周不同时段义务
进行传统旗袍礼仪、国学礼仪、
形体梳理、体态纠正等相关知识
的形体训练。

“仔细学、认真看，就会发现
穿上旗袍必须要挺胸收腹。之
前工作忙，没时间娱乐，加入协
会后，和这么多喜欢旗袍的姐妹
一起活动、比赛，日子开心得
很。”一名会员说，岁月流逝，容
颜易老，但只要穿上旗袍，就能
激发出自身最优雅、最富气质的
一面，希望自己可以在岁月流逝
中优雅地老去。

“我当初成立协会的初衷，
就是为了给更多爱美的女性搭
建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让她们
在锻炼形体、休养气质的同时，
秀出不一样的风采。我们协会
是纯公益性质的民间团体，除了
团体花销以外不收取任何费用，
包括我在内，每个人出的会费都
是一样的。”李秀平说，3年前她
开始学习形体训练和优雅仪态，
让她感觉自己的身形和气质都
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她想通过
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女性朋友
接触到形体文化。

凭借热爱 引发华丽蜕变

凭借心中的一份热爱，李秀
平将变美和带领身边的人变美，
当成一份事业来做。

在协会成立伊始，为让大家
发挥所长，展现自身魅力，李秀
平积极和临猗县文旅局联系合
作，在文旅局的邀请和支持下，
她们在短短一年内就出席十余
次下基层公益文化活动，“桃花
节、梨花节、仙桃节，包括今年的
关老爷诞辰巡游，我们协会都有
参与，这样不仅可以提升我们团
队的整体水平，更重要的是给了

协会里的姐妹们一次锻炼自己
的机会，在更多更大的舞台上，
她们也可以收获更好、更积极的
自信心。”谈起自己带的学员，李
秀平满脸骄傲地告诉记者。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李秀平和她的姐妹们也想为
祖国献上一份礼物。“我们在加
紧排练节目，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一份礼，送上我们最精彩
的节目，表达我们对祖国繁荣昌
盛的祝福。”李秀平说。

团 队 成 员 王 红 梅 今 年 51
岁，一年前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李
秀平，在李秀平一年多的指导
下，胖胖的她体重下降了很多。

“我来的目的本来也就想着能锻
炼锻炼，没想到竟然不知不觉瘦
了 20 多斤。通过形体训练，在
美与爱好中，就轻松减掉了。”王
红梅说，“以前好多同事见了我，
都说我变漂亮了，气质也提升
了，都快不认识我了，我这心里
真是乐开了花。”

55岁的学员范水杏，虽然跟
着李秀平学习的时间不长，但是
学习后的效果让她很感激。“以
前，我得了腰椎间盘突出，整天
躺在床上不愿意出门。”范水杏
说，得病后，她整天都生活得非
常消极，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加入了李秀平的形体协会。
起初，她也是抱着尝试的心态，
没想到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她
感觉腰部轻松了很多，身体好
了，心情自然也跟着好了。

在组建团队的一年多来，李
秀平看到学员们的变化，自己感
觉有满满的成就感。李秀平告
诉记者，她感觉做公益培训很有
价值、很有意义，她很感激团队
里所有的姐妹。“在团队里姐妹
的支持下，我可以把业余的爱好
当作事业来做，这让我感到无比
的幸福。”李秀平说。

美丽不分年龄，不仅是在美
丽的外表，更重要的是美丽的内
涵，做到内外兼修。李秀平做到
了，在她的努力下，有越来越多
的学员加入她的团队，她在收获
满满成就感的同时，也非常感激
积极生活给团队姐妹们带来的
变化，让她们在美丽中，收获了
自信。

时光不曾对她们温柔以待，
她们却在时光的逆流中，活成了
最美的女子。

着一袭温婉旗袍 演绎独特东方美

旗袍中绽放的“美”女子

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斌 通讯员
胡猛）近日，由西安广播电视台与白燕升
工作室联合打造、白燕升担纲主持的戏曲
文化类节目《擂响中华》第二季完成了录
制和直播。来自全国各地十余个剧种的名
家、新秀在节目中精彩亮相，由运城市蒲
剧团推荐的青年演员杜丽娜，代表蒲剧赴
西安参加本次竞演，荣获“最佳新人奖”。

《擂响中华》第二季通过小组赛、对抗
赛、总决赛三轮激烈比拼，将各大剧种的
精华呈现在观众面前。为了做好充分的准
备，杜丽娜在市蒲剧团艺术创作室的帮助
下选定了竞演剧目《挂画》《表花》等，团长
贾菊兰安排组织了助演、服装、宣传等小

团队，全力为杜丽娜的参演保驾护航。
8月28日，刚到西安的杜丽娜根据节目组的安排，连

夜进行了首次淘汰赛的彩排。在大家的紧密协作下，化妆、
包头、挂衣、整理剧目简介、校对唱词等工作有条不紊地进
行。首场淘汰赛，杜丽娜以蒲剧传统剧目《梵王宫》中《挂
画》一折参加竞演。其中，最精彩的“踩跷挂画”技艺，是师
承蒲剧名家吉有芳，也是杜丽娜的拿手好戏。当《挂画》的
音乐响起，台下不少其他剧种的演员便开始认真观摩比
较。最终，杜丽娜灵巧而精湛的跷功和椅子功，赢得了在场
同仁的阵阵掌声。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擂响中华》第二季的舞台上，
有窦凤琴、侯红琴、张琳等梅花奖获得者，还有余维刚、计
晨这样的青年演员，他们有的已成大家，有的正冉冉升起、
颇具实力，而杜丽娜却是其中年龄最小、默默无名的一个。

8月29日下午，淘汰赛正式开始，经过抽签，杜丽娜在
淘汰赛第二轮登台。在第一轮中，一些有实力的青年演员被
残酷淘汰，让大家不由得心里都捏了一把汗。开始化妆了，
打底、上妆、梳鬓、熨烫……这些对演员而言很熟悉的步骤，
此刻都是决定胜负的细节。就在大家忙碌的时候，河北梆子
演员计晨主动提出让自己的资深化妆师过来帮忙，确保杜
丽娜妆容的漂亮精致。“天下梆子是一家。”计晨说。

为杜丽娜配演丫鬟的演员郭睿楠已经把戏装穿好了，
后台的西安三意社社长、秦腔名家侯红琴刚好看到，认为
丫鬟的服装颜色在舞台上效果不佳，当即安排专人从三意
社抽调一套戏服，让郭睿楠换上，这种热情让人感动。

此时的后台完全没有那种竞赛的紧张感，只有和谐共
处、相互帮助和鼓励的参与感，极好地诠释了“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的竞技精神。

第二轮淘汰赛竞演开始，随着音乐旋律的响起，杜丽
娜踩跷上场，台下近千名观众响起热烈的掌声。唱段、上
椅、挂画……一系列唱做功法都完美完成，其间的掌声和
叫好声响彻西安广电大剧院，场下的评委也给出了高分，
杜丽娜顺利晋级对抗赛。

在对抗赛环节，演员事先通过抽签选择自己的对抗选
手，杜丽娜抽选的对抗演员是秦腔名家窦凤琴。8月31日，
对抗赛正式打响，对杜丽娜而言，此时的参与感已经超越了
最终成绩，她只需要正常发挥即可。《表花》演过多少次她已
经记不清了，剧中的丫鬟梅英是踩跷表演，难度自不必说。
然而，靓丽的扮相、轻盈的圆场、悦耳的音乐旋律，再次为她
赢得了在场观众和评委的掌声和认可。而秦腔名家窦凤琴，
则以大气稳重、成熟精湛的表演折服了所有人。

最终，杜丽娜获得了《擂响中华》第二季“最佳新人
奖”，在众多剧种新人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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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丽娜在表演《挂画》 姚小勇 摄 李秀平（右二）在为学员进行形体指导 刘凯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