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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人》雜誌社見到“興堅舞蹈學校”的校
長劉興堅，聽著她創建舞蹈學校的故事，就讓我想
起了小時候看過的一部電影《紅菱豔》，想起了愛
舞如命的女主角佩姬，穿上那雙似乎具有魔力的紅
舞鞋，把自己生命的激情全部傾注在舞蹈中，一直
跳下去，再也無法停下來。

獲獎無數 戰績驕人

中國古典舞滲透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的精髓，而

中國民族舞蹈具有獨特的風格和悠久的歷史，保存了較

濃厚的民族特色，風格純樸、健康、生活氣息濃郁。興

堅舞蹈學校就是以教授中國民族舞為主，為學生提供全

面多元的專業舞蹈訓練，讓孩子們從小接觸舞蹈，接受

藝術和中國文化的薰陶，塑造優雅的體態，培養高尚的

情操和互助互愛的團隊精神，並將中華傳統文化藝術在

海外發揚光大。

興堅舞蹈學校自創建以來已經走過了十年風雨路，

從一個老師、十幾個學生發展到多位舞蹈老師、一百多

個學生，從一棵無名小草長成了參天大樹。這所學校的

一個顯著特點在於，他們經常組織學生參加國內外高水

準的舞蹈比賽，並因戰績優異而聲名遠播。

僅以近年興堅舞蹈學校在“聚光燈杯”舞蹈大賽中

的表現為例，2013年他們就在這項全美久負盛名的舞蹈

賽事中嶄露頭角。參賽的學校有三十所，參賽舞蹈六百

三十八個，競爭相當激烈。而且這個比賽是以西方文化

為主旨的，觀眾和評委們對中國傳統文化不甚瞭解，這

對代表興堅舞蹈學校參賽的那些苦練東方傳統古典舞和

民族舞的的孩子們來說，無疑增加了獲獎的難度。但是

孩子們用出色的表演征服了每個人，所參賽的二十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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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有三個進入一等獎（Diamond Award）的前十名，十

六個節目獲得二等獎（Ruby Award）， 還有一個獲三等

獎（Emerald Award）。在最佳服裝的八個獎項中，興堅

舞蹈學校也拿到了三個。

時隔一年，興建舞蹈學校又在2014年“聚光燈杯”

大賽中，獲得八個一等獎、十四個二等獎、兩個三等獎

及多個特別獎項，再一次展示了中國舞蹈獨特而美麗的

風采。其中大型集體舞《女兵》榮獲“明日瑰寶紅寶石

組”集體舞決賽的全國冠軍。在“新手組”集體舞比賽

中，以初次參賽的小朋友為主的《小螞蟻》也以明快的

節奏和充滿活力的表演奪得二等獎。

2015年，他們再度踏上“聚光燈杯”的舞台，與

南加州三十多所舞蹈學校同台競技。結果帶去的二十個

舞蹈獲得十三個一等獎、六個二等獎與一個三等獎，其

中十個參賽舞蹈在不同組別中分別闖入高分前十名，此

外還榮獲兩個最佳服裝獎以及多個評委特別獎，在所有

參賽團隊中一枝獨秀。他們的集體舞《我要飛》編排精

巧，配合默契，技巧高超，服裝和舞台效果均讓人眼前

一亮，毫無懸念地摘取了集體舞比賽總分第一的桂冠，

並同時獲得“最佳神韻和編排”評委特別獎。另一支集

體舞《詠春》同獲一等獎。

至今，興堅舞蹈學校共參加過六屆“聚光燈杯”舞

蹈大賽，他們的作品屢次獲得“最佳編舞獎”、“最佳

音樂獎”、“最佳肢體演繹獎”、“最佳團體協調獎”

、“最佳服裝獎”與“最佳道具獎”。此外他們的舞蹈

《女兵》還成功打進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我要上

春晚”海外選拔賽的決賽。2012年該校學生參加了由中

國文化部組織、北京舞蹈學院承辦的中國最高級別的“

桃李杯”專業舞蹈大賽，這批業餘選手竟敢與那些日夜

排練的專業舞者一爭高下，並傲然進入了半決賽。2013

年他們又在第二屆全球華人舞蹈大賽中成功晉級總決

賽。

看著興堅舞蹈學校參加過的諸多賽事和眾多的獎

項，筆者實在無法一一列舉，只能為他們的卓越戰績由

衷地喝彩。

認真執著 追求完美

常言道，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有人說，十年磨一劍，十年出一個舞者。

還有人說，細節決定成敗。

這些人生感言無一不在告訴人們，興堅舞蹈學校十

年來獲獎無數的背後，是難以言表的艱辛和努力。

如果說興堅舞蹈學校以其獲獎之多而出名，那麼少

為人知的就是台下的認真執著、力求完美，這是他們的

辦學宗旨，也是他們獲得好成績的根本原因。十年來舞

台上的風光靚麗凝聚著劉興堅及其他舞蹈老師的心血，

和孩子們的汗水、淚水與訓練中的苦痛，以及她為編

舞、音樂合成、服裝道具等等各個細節的殫精竭慮。

在興堅舞蹈學校教室的門外，經常可以看到學生家

長們焦急地等待著下課。課後延時已經成為這裡的“常

態”，加時無非因為學生的舞蹈動作還不夠完美，或者

空翻不夠高。“練不好就別下課”，這是劉興堅常說的

一句話。週末的時候，劉興堅也會讓孩子們提早來教室

加練，這些額外的訓練時間都是免費的，她常常告訴授

課的老師說：“不能浪費孩子們的時間，他們來這裡上

課的每一分鐘都要有收穫。我不在乎賺了多少錢，我在

乎孩子們跟我們學了多少東西。”

劉 興 堅 十 分 感 恩 地

說：“我很幸運，我們的兩

位老師都跟我理念一致，上

課認真敬業，毫不馬虎，‘

混課時’在這裡行不通。”

她告訴筆者，張育菲老師曾

經是中國第八屆全國運動會

的體操冠軍，對孩子們要求

嚴格，動作做不好就不下

課。下腰和壓腿是最難練

的，每次都有孩子流眼淚。

可是這些基本功練不好，就

沒法再繼續走下去。孩子們

以後如要學習滑冰、游泳、

體操，也需要有過人的柔韌

度與彈跳力。這就需要在孩

子九歲前的訓練中為未來的

選擇打好基礎，希望在這裡

學到的技能讓孩子們一生受

益。也正是各位老師的嚴格
第二屆ACCEF演出後跟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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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和孩子們這麼多年來含著淚水流著汗水的苦練，才

有了舞台上的掌聲和獎章。 

一支舞蹈要追求美麗的舞台效果，就必須從構思編

排、剪輯配樂開始，再加上服裝道具賦予的美感。這一

切都是劉興堅在繁忙的教學之外、夜深人靜時的工作。

畢業於廣西藝術學院的劉興堅基本功紮實，每年要自編

自排三、四十個舞蹈，一個人從頭做到尾，工作量大得

驚人。比如音樂是舞蹈的靈魂，為舞蹈配樂會花費劉興

堅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音樂不但要切合舞蹈的主題，還

要有跌宕起伏，烘托氣氛，這才能給舞蹈插上翅膀，使

之飛進觀眾的心中。再比如說服裝，從用料到樣式，一

道花邊，兩條蕾絲，都是她自己設計。她要跟服裝廠的

師傅仔細溝通，不厭其煩地一再修改，以保證品質和切

合舞蹈的內涵，使設計出的舞衣光鮮亮麗、驚艷全場。

他們幾乎每次參賽都能拿到服裝大獎，就是劉興堅與製

作商夜以繼日，反覆較真的結果。

追求完美的道路很累很苦，可是劉興堅還得堅持

走下去，因為這是她的性格，改不了。今年“全美華人

文化教育基金會”（ACCEF）的春節慈善晚會，由興堅

舞蹈學校的孩子們跳開場舞。為此劉興堅訂做了五個道

具、兩套服裝。不料廠方發來的扇子長度不夠，劉興堅

不希望這個因素影響舞台效果，堅持按照設計的尺寸重

新做過，而不在乎經濟損失。但是由於工作人員配合欠

默契，紅綢打開得太過倉促，出現了縫隙。觀眾並未注

意到這個一閃而過的瑕疵，依然被孩子們精彩的演出所

傾倒，“美輪美奐，不可超越”，一時間好評如潮。只

有劉興堅自己知道這個失誤，她反覆看著視頻，十分傷

心，費盡苦心追求的完美效果沒有全部達到，為此她整

整哭了兩天。

“我容不得自己不努力，我容不得我們的老師不努

力，我容不得我的學生們不努力。”這就是以“較真”

聞名的劉興堅。她的這種心態決定了她的選擇，決定了

她的教學模式，決定了她的人生之路。

道具大鼓 父子合抬

下班後，週末和節假日是人們的閒暇時光，它屬於

家人和孩子，屬於浪漫和溫情，但卻不屬於劉興堅和她

的家人。作為業餘舞蹈學校，所有的課程都只能安排在

正規學校放學以後和週末的時間，別人的休息恰是她最

忙碌的時候。她的兒子賴穎傑今年九歲，每天孩子睡了

她才下課，週末更是從早忙到晚，“我愧對我的兒子，

從兒子生下來都是我先生照顧得多，現在一周加起來我

也就能陪他一個小時。一年中我只有聖誕節和感恩節兩

天放假，其他的時間都在教課。”劉興堅對此充滿了愧

疚和遺憾。

像這樣的工作時間，如果沒有丈夫和兒子的理解支

持，是不可能十年一貫，持之以恆的，所幸一路打拚的

劉興堅就有這樣給力的家人。

丈夫賴先生來自新加坡，是個擁有雙博士學位的科

學家，對妻子的舞蹈教學事業鼎力支持，常常開車接送

妻子上下班。他知道妻子週末的課程安排很滿，沒有時

全家福

学生Amanda  Zhang 获得 2015年Las  Vegas 举办的 Spotlight Dance 

Cup  全美比赛新手组一等奖 Overall 总分第一名，并获得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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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吃午飯，就帶著兒子送去劉興堅喜歡的中餐。當劉興

堅帶著學生們外出參加演出時，賴先生經常開著自己有

那輛空調帶冰箱的“RV”（休旅房車）到表演現場，讓

孩子們有個休息、喝水、更衣和遮風避雨的地方。學生

家長對此深懷感激，一位家長說：“劉老師夫婦這樣心

疼孩子，完全是無私的，他們不僅用自己的車，還要搭

上時間和汽油，都是為了我們的孩子。”

幫學生抬過大鼓的賴先生，現在一聽說要抬鼓就害

怕。那段時間劉興堅編排的舞蹈需要用十五個大鼓做道

具，賴先生知道妻子抬不動，每逢週六週日就哪裡都不

去，專門等著送大鼓去教室，上完課再搬回家存放到車

庫。那些鼓好大好沉，他一個人也搬不動，就叫上才七

八歲的兒子一起抬，兒子更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氣，就這

樣父子倆整整抬了兩年的大鼓。

劉興堅有一個非常善良好心的兒子，每次她拖著疲

憊的身體回家，往往坐在沙發上再也不想動彈，兒子就

會問：“媽咪，你累了？”接著趕快遞上拖鞋，幫助媽

媽脫鞋脫襪，再去微波爐熱一杯水遞到跟前，還常常給

媽媽捏腿捶背。賴穎傑的功課很好，也很自律，不讓媽

媽操心。小穎傑受爸爸的影響，立志長大了做工程師，

尤其喜歡汽車飛機，家裡到處都是這些模型。丈夫賴先

生不僅喜歡飛機，還考到了飛行執照，家裡有很多相關

的專業書籍，兒子讀起來也愛不釋手。父子倆經常泡在

航空博物館，一起走走看看，說說笑笑，流連忘返。每

當有飛機從頭頂上飛過，兒子都會指出它的型號，講得

頭頭是道。

今年母親節，劉興堅收到了兩份 好的禮物：一

份是她的學員們參加“聚光燈杯”舞蹈比賽獲得非常好

的成績；另一份是兒子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寫給媽媽的

賀卡：“媽媽的愛像草原，我是小羊，怎麼跑也跑不

出邊。媽媽的愛像藍天，我是小鳥，怎麼飛也飛在裡

邊。”

“我一看到賀卡的文字，就感動得想哭，我非常愧

對兒子，一直都沒有時間陪他，更沒有時間跟他玩，可

他還是那麼的貼心。”回顧那一刻，素以幹練強韌著稱

的劉興堅紅了眼圈。

有個省心又體貼的好兒子，還有時時替妻子分憂的

好丈夫，劉興堅真是好福氣。

脫不下的紅舞鞋

當年在中國高考報志願時，劉興堅的父母希望她學

醫，在她的家族裡就有六個醫生。但是劉興堅不喜歡，

她只對舞蹈情有獨鍾。在開明的祖父支持下，劉興堅穿

上了心愛的紅舞鞋。如今三十年過去了，她對舞蹈的熱

愛有增無減，對舞蹈和舞蹈教學充滿著激情。

在聖地亞哥社區的大型活動中，總能看到興堅舞蹈

學校孩子們婀娜的舞姿。

從2008年起，該校連續參加了八屆ACCEF主辦的聖

地亞哥華人春晚的演出，為華人同胞奉獻出他們精心排

表演队获得 2015年Las  Vegas 举办的 Spotlight Dance Cup  

全美比赛”明日之星“一等奖 Overall 总分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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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的大型舞蹈《大夢敦煌》、《盛世中國》、《鼓舞飛

揚》、《中國紅》等一系列佳作，給華人的節日平添了

喜慶色彩，贏得大家的由衷讚譽。

此外他們還活躍在弘揚中華文化的各個場所，今年

海洋世界公園（SeaWorld）主辦的中國農曆新年的慶祝

活動，以及當地的世界民族文化節、世界民族電影節、

聖地亞哥縣博覽會（San Diego County Fair）的亞洲文化

宣傳日、老人院節假日的慰問演出、聖地亞哥青少年藝

術節等等，都能看到興堅舞蹈學校孩子們的

彩裙飛揚。她們用汗水澆灌著中華文化的舞

蹈之花，使之盛開在海外的土地上。

興堅舞蹈學校於今年2月成立了屬於孩

子們自己的慈善團體——“東方之星”慈善

俱樂部，宗旨是弘揚中華文化，傳遞愛心，

服務社會。孩子們已經用演出的酬勞資助了

三個家住國內貧困地區的同齡人，用弱小的

力量改變著失學少年的命運，這一舉動不論

對施者與受者都功德無量。

已過不惑之年的劉興堅不再年輕，多年

刻苦練功留下的傷痛折磨著她的雙腿。“還

能跳多久呢”，是她經常自問的問題。每當

她受到來自各方的誤解時，她會流淚，她也

曾發狠說，不教了，再也不教了。可是學生

家長們馬上出來反對：“那不行，你不能這

樣，你不教，我們的孩子怎麼辦？”

學生家長白雲的兩個女兒跟著劉興堅習

舞八年，如今她們都站在“聚光燈杯”舞蹈

大賽的領獎台上。白雲說：“回顧女兒們的

舞蹈之路，品味她們一次次的自我超越，心

中充滿了對劉老師的感激和感動。感激劉老

師悉心指導，春風化雨式的

教學方法讓學生們體會到舞

蹈的博大精深；感動於孩子

們小小年紀就養成為圓舞蹈

之夢百折不撓，永不放棄的

精神。”

“這雙紅舞鞋一旦穿

上，就再也脫不下來了。” 

劉興堅知道自己的宿命，因

為她一走進教室，帶著孩子

們跳起來，就忘了煩惱，忘

了傷痛，種種委屈誤會都煙

消雲散，只管享受著融入舞

蹈的快樂，用她的激情引導

著孩子們進入到另一個美麗

的境界。

當被問到事業成功的經

驗是什麼，劉興堅頗有點意

外：“我從來沒有覺得我有

多成功，我只是盡我自己的

本分，做喜歡的事情更投入一點，見到願意學跳舞的孩

子就情不自禁地多教一點。既然想讓他們學有所成，就

要求他們嚴格一點。”

生命的豐盈緣於色彩的繽紛，生活的美好緣於平常

心。人生之路不必刻意雕琢磨，只管踏實做事，認真做

人，就一定會煥發出精彩。願劉興堅和她的紅舞鞋帶給

人們更多的驚喜和色彩斑斕的風景。

2014年National 比賽獲獎留影。

2015年5月興堅舞蹈學校汇报演出後師生合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