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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
老师
摘一片树叶就能吹奏歌曲，
这样的绝技你见过么？近日，
一位
中学老师用树叶吹奏《我和我的
祖国》旋律的视频，在网上引发关
注。被同学、老师亲切叫做“叶子
老师”的胡林，是成都新都香城中
学一名后勤老师。在他手上，树叶
就是演奏乐器，用嘴一吹，悠然的
旋律就飘了出来……
4 月 16 日下午，记者在香城
中学见到了“叶子老师”。他告诉
记者，大概是小学时一时兴起，让
他和叶子结下了缘分，渐渐地自
己什么曲子都能吹了。而他在部
队时还因为出色的单簧管演奏技
术，在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50 周年庆典的军乐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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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叶吹曲 迷倒师生
原来曾是军乐团的优秀演奏员

《号手就位》剧照

中国首部火箭军题材剧
《号手就位》热血开播
首播当日收视率就破2

“叶子老师”
胡林很受学生欢迎

有人气

胡林和叶子的缘分，要追溯
到他小学读书的时候。有一天，他
在路边随手捡一片树叶含在嘴
里，突然吹出了一个比较悦耳的
声音，于是不停地吹这个声音。后
来，他开始尝试用叶子吹出完整
流畅的音乐。每天只要有机会，他
就练习吹树叶。久而久之，只要能
唱的歌，他都可以吹出来。
胡林告诉记者，想要用叶子
吹奏歌曲，选叶子是必不可少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成序

凳子
姑娘

想要学会可不简单
从选叶子到吹奏都有讲究

一步。不同的叶子有不同的音色、 高，
“叶子和口型如果在位置上把
音质。想要旋律吹出来动听，叶面
握不好，会造成低音下不去，高音
一定要光滑平整，边缘不翻卷，也
上不来，
中途就可能中断或者音偏
不能上卷。
‘左’
（走调）。
”
胡林说。
胡林在吹奏时，
会将树叶边缘
对于初学者，胡林建议先用
微微向外卷起，
靠上嘴唇和叶片的
很薄、很软的叶子找到感觉，能够
振动发出声音。
因为树叶不像一般
发出声音后再找稍微硬一点的树
乐器有键盘或音孔，
所以他用树叶
叶练习，自然而然就能吹出一些
演奏时，
音阶、
音高、
音准都要靠自
旋 律 。但 要 想 吹 得 好 听 ，吹 出 曲
己来把握，
用口腔的瞬间变化决定
调，则需下一番苦功，
“ 技巧是靠
音准，靠气息和口型变化决定音
练出来的。
”

有来头
1986年11月，胡林入伍参军。
1990年3月，他参加了某部队军乐
队，同年被选入成都军区战旗歌
舞团培训学习单簧管。一直到他
加入香城中学成立的教师乐队，
才又开始慢慢把这项技艺捡起来。
尽管什么歌都能用叶子吹，
但是

2000年，
胡林退伍转业后在新都
四中工作，
2007年到香城中学工作。
胡林告诉记者，
“从我们今天
这种幸福生活来讲，我们这代人
感受最深的是共产党和祖国确实
太伟大了。我最想用吹奏乐曲表
达自己心中对祖国的赞美。”

以凳为杖 保送读研
人民日报官微点赞：逆境中博出更广天地

“凳子姑娘”
黄欢艰难求学 图据网络

阳光女孩
“只要努力过，
问心无愧就好”

“福贵大爷”
找到了

已结婚生女，靠捡废品自食其力
最近，2011年成都本土节目《谭谈
交通》里的一位大爷火上了热搜。
视频
里，交警谭乔偶遇一位运送木材的大
爷，其坎坷经历让人唏嘘。他父母双
亡，大哥去世，妻儿早逝，只有患智力
障碍的弟弟和一条老狗陪着他。即使
如此，
戴草帽的大爷依然心态乐观，
道
出自己撑下去的“秘诀”
：
“往前看。”
很多网友在大爷身上看到了余华
经典小说《活着》主人公的影子，不少
人亲切称呼大爷为“福贵大爷”。
4月17日，谭乔通过社交网络发布
消 息 称 大 爷 找 到 了 。在 接 受 成 都 商
报-红星新闻采访时，谭乔表示“大爷
过得很好，不希望有更多人打扰他的
生活”。4月18日上午，谭乔通过社交网

曾是军乐团的演奏员
小小树叶吹奏出爱国情怀

作为军人，
胡林特别喜欢吹奏《我和我
的祖国》
《唱支山歌给党听》等歌曲。
1999年，因为出色的演奏技
术，胡林被选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联合军乐团，参加了新中国成立
50周年庆典的军乐演奏任务，被
评为“优秀演奏员”
。

惑。
“学校和老师也给了我很大的帮
助，
我上下楼不便，
学校就帮我安排
到一楼的宿舍，
在宿舍楼修了很多
便于我出行的无障碍设施。
”
对于生活上的不便，黄欢少
有不满，她总能捕捉生活中的点
点爱意，同时也将自己的心扉打
开，把自己的爱源源不断地传递
给他人，
“ 做自己，按照自己正确
的节奏去生活，只要努力过，问心
无愧就好。
”

编辑 张贵仁 美编 帅健宏

爱心满满
到疫情防控卡点当志愿者
去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
黄欢主动参与家乡疫情防控卡点
志愿服务活动。黄欢的事迹被报
道出来后，当地学校特邀她开一
次德育教学“云课堂”，黄欢便在
授课中鼓励学生克服困难、认真
学习，并建议他们要以体验学习
的心态和增长阅历的目的去参加
社会实践活动。
通过志愿服务，她收获了服
务他人的喜悦，也认识了更多优
秀的人。
“ 对于未来，我充满了期
待，希望自己能够学到更多专业
知识，学以致用，回馈社会。我会
做好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规划，提
升自己的能力，勇敢做出改变和
尝试。
”

络发出找到“福贵大爷”的全记录视
频。时隔十年，60岁的“福贵大爷”已经
结婚生子，女儿快5岁了，家庭幸福。福
贵大爷”
痴傻的弟弟也还健在，
而一起
生活的狗，
之前被偷走了。
“福贵大爷”
自述如今靠捡废品维
生，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干”。大
爷还自曝，当年视频中说自己69岁“是
骗人的”，目的是为了让谭乔放过他。
实际上，他今年才刚满60岁。但他坦
言，
父母及前妻相继去世的事是真的。
对于鼓励了不少网友的那句
“往前
看”
“
，福贵大爷”
坦言自己现在很幸福，
“把儿女养大，
才是我当父母应尽的责
任”
，
他希望网友们对他
“热烈地鼓掌”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帮同居女友装修房屋
分手后起诉索要装修款

律师：
装修款有彩礼性质，索回须有约定情形
僵持3年后，
通过法院调解，
陈先生
终于从前女友处拿回4.5万元的装修款。
这笔钱，
是两人在恋爱同居期间，
陈先
生请朋友给女方装修房屋的花费。
陈先生是四川南充人，2018年年
初，经人介绍与杨女士认识并建立恋
爱关系，
两个月后，
两人决定在一起生
活。
之后，
陈先生出钱请朋友帮忙装修
杨女士的一套住房。
不过，
在房屋装修
过程中，两人因性格不和多次发生纠
纷，
后两人决定分手。
但在两人分手时，
房屋已经完成了
基础装修，
陈先生要求杨女士返还数万
元装修款，
但杨女士不愿意，
认为对方
自愿装修自己的住房，
并且没有装完，
自己也没有去居住受益，
不应当给钱。
从2018年开始，
两人一直为此事纠纷不
断。
无奈之下，
陈先生将前女友杨女士
起诉至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
本案承办法官李瑛介绍，
一开始，
双
方态度都很强硬，
不愿做出让步，
随着调
解次数的增多，
双方的态度都有所缓和。
2021年4月10日，双方终于达成调
解协议，由杨女士当场给付陈先生装
修款4.5万元。
4月18日，李瑛告诉记者，对于恋
爱中同居的双方当事人来说，经济上
应处理清楚，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很可

能影响双方的感情。
本案中，
其实男女
双方在最初相处时都不太冷静，两人
相处时间还很短，男方就拿钱投入装
修，
对于具体的细节问题也没约定好，
导致后期出现纠纷。
对此，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林小明律师认为，
本案中，
男方出装
修钱具有彩礼性质，是一种附条件的
赠与。
当双方感情失和后，
所附条件无
法成就，
那么男方可以撤销赠与，
要求
女方返还相应款项。
从目前情况来说，
双方进行调解结案应该是最可行、也
属于最佳的解决方式。
四川首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子石
表示，对于本案，男女双方在同居期
间，陈先生请朋友给前女友装修房屋
的花费，
是否属于彩礼或附条件赠与，
应当根据双方的举证来确定。
《民法
典》规定了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及其
行使期限，明确了撤销赠与的法律后
果因此，一般情况下，已经交付的赠
与，
要求撤销或返还赠与财产，
须要有
法定的或约定情形。
结合本案，
要看双
方持有什么证据，如果双方持有的证
据不充足，经法院调解结案也是最佳
的选择。
李建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王超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098期开奖结果：302，直选：5320注，
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16064注，每注奖金173元。
（33410410.71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098期开奖结果：30243，一等奖23注，
每注奖金10万元。
（357444720.9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1043期开奖结果：460213+5，一等奖0
注；二等奖8注，每注奖金33595元；三等奖41注，每注奖金3000元。
（211277566.3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福彩

4岁时，
因一场意外的车祸，
导
致黄欢双腿高位截肢，
面对命运的
磨难，她一直保持自立自强、坚韧
乐观的态度。在生活中，黄欢常会
遇到不便，但她总能找到解决办
法：不能独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远距离她会乘坐轿车；
近距离不便
时，
她就用电动轮椅和方凳替代。
九岁那年，
大她一岁的姐姐为
“拼”
在大学
了更好的在学校照顾她，
降了一个
6：
30起床，
晚上自习两小时
年级与她同班。
父亲为了给她营造
更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常年在外
寒窗苦读12年，黄欢高考以
打工。亲人不求回报的付出，使她
559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四川师
更坚强独立、
积极乐观。
范大学。大学期间，她依旧努力刻
在川师大，
黄欢不仅学到了知
苦，收获了“第七届大学生年度人
识，
还收获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日常
物”、6次学习奖学金、2次国家励
生活中，
寝室室友会帮她代买生活
志奖学金……
用品和食物；
学习上，
她常和同学、
黄欢有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
朋友们互相探讨疑难问题，
相互解
三年半的大学生活，
黄欢一般在早

上6点半起床，7点到教室预习，课
前会提前一个小时到教室，
做习题
或复习，
晚上到教室自习2个小时。
除去周内的常规学习，
黄欢周末也
会安排自主学习时间，
回顾一周的
课程内容。
她还参加创新创业、营销策
划等学科竞赛，提升综合能力。
如今，黄欢已顺利保研到四
川师范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对于
未来的学习生活，黄欢已有清晰
的规划，
“未来3年，首先要认真完
成与研究生相关的课业任务，其
次是利用课余时间学习公务员考
试的相关内容，并争取参与更多
社会实践和实习工作。
”

版的“士兵突击”
。一经开播，
就获得了
不少观众“热血”
“青春”
的好评。
《号手就位》这个剧名，对非军迷
观众来说可能并不太清楚具体的意思。
对此，
张寒冰解释称，
号手是火箭军一
个站位的名称，
“号手就位”
代表这个站
位能够迅速到达指定的位置，
并完成战
斗发射任务。
号手又分为测发控号手、
通讯号手、
指挥号手等等。
“号手是特属
于火箭军这个军种的一个站位名称，
‘号手就位’
也是他们日常操作当中天
天用到的一个口令。
久而久之，
‘号手就
位’
这四个字的意义就被延伸开来，
它
代表着大国利剑、引而待发、随时能战
等等，
内涵在不断升华，
所以剧名也叫
《号手就位》。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福贵大爷
‘福贵大爷’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后续

足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宇欣

入学欢迎仪式上。
尹思念现在还记
得，
当时胡老师吹出一个高音后，
学
生们响起的掌声盖过了乐声。
李蕊
欣也告诉记者，
她一开始不敢相信
是用叶子吹出来的，
真是太奇妙了。
“他在乐队里主要是吹奏主
旋律，有一次偶然发现他还可以
用树叶吹旋律。”音乐老师、学校
乐队成员李潇潇对胡林吹叶成曲
这个技能十分佩服，
“他的绝技独
特，他的乐感、节奏、音准这些用
树叶来吹基本没有问题。如果是
第一次看到的话，会不太相信这
是真的，
觉得很神奇。
”

4月13日，由李路担任总导演，张
寒冰执导，
李易峰、陈星旭等主演的火
箭军题材电视剧《号手就位》登陆江苏
卫视，
首播当日收视率就破2。
“节奏快的飞起，剧情对白妙趣
横生，如果保持这个节奏，大概会是
近年最好的军旅剧。”这是豆瓣上，一
位 网 友 对 军 旅 题 材 电 视 剧《号 手 就
位》的评价。
导演张寒冰接受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通过这部
剧慢慢揭开火箭军神秘的面纱。
作为我国首部火箭军题材的电视
剧，
《号 手 就 位》讲 述 夏 拙（李 易 峰
饰）、欧阳俊（陈星旭 饰）等大学生进
入军营，从一名菜鸟逐渐成为中国火
箭军“王牌号手”的故事，可谓火箭军

体彩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
歌。
”泰戈尔的这句名言，正是“凳子
姑娘”黄欢面对生活的真实写照。
黄欢是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2017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的学生。4岁时，黄欢因一场意外车
祸高位截瘫，
但她没有自怨自艾，
反
而自立自强、坚韧乐观。苦读12年，
高考时，黄欢以559分的优异成绩
考上了四川师范大学。大学期间，
她
获奖多多；毕业季，她又成功保研。
4月16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讲述了“凳子姑娘”黄欢的故事，并
为她点赞！评论区，网友们深受感
动，纷纷留言，
“那些打不倒你的，
终
将使你强大。
”
“优秀的人，总能在逆
境中博出一片更广的天地。
”

师生口中的
“叶子老师”
仅用一片树叶吹出动人旋律

52岁的胡林，
是新都香城中学
化带里随手捡起一小截小叶榕枝
一名后勤老师。
在学校里，
老师和学
条，将上面的叶片分发给身边的
生们喜欢用
“叶子老师”
来称呼他。 学生们。学生们接过后都迫不及
他仅靠一片树叶，
就能吹出婉转悠
待地将叶片放在嘴里吹，但无论
扬的歌曲，
在香城中学颇具人气。
他们怎么用力吹，用叶子吹出来
4月16日，记者在新都香城中
的始终只有微弱的出气声。
学见到了正在和学生们交流如何
看着腮帮子涨得通红的学生
用树叶吹曲的胡林。他先是演奏
们 ，胡 林 在 一 旁 耐 心 演 示 指 导 ：
了一曲《我和我的祖国》，洪亮而 “叶片要稍微卷起来一点。这个气
悠扬的旋律立刻飘荡在校园中。 息 是 从 上 嘴 唇 和 叶 片 之 间 发 出
一曲吹罢，一旁的学生满是崇拜， 来，
声音也从这出来……”
并要他们的“叶子老师”教自己如
香城中学广播站成员李蕊欣
何用叶子吹奏。
和尹思念，
第一次见到胡老师用叶
胡林笑着从校园小路旁的绿
子演奏歌曲，
是在他们刚上高中的

有名堂

胡林曾被军乐团评为优秀演奏员
图据网络

星期一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 9 场第21042期：
3331330303330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1042期：
3331330303330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6 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042期：
1300330003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4 场进球第21042期：
23301233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6月17日)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
第2021098期开奖结果：
014。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21041期开奖结
果：
红色球号码：
02 09 18 23 26 32 蓝色球号码：
14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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