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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门区不断擦亮“中国曲艺之乡”品牌 绽放艺术华彩

粤韵悠扬滋润群众心田
10月16日，斗门区将迎来

一次艺术大考。
受中国曲艺家协会委托，省

曲艺家协会将对斗门区“中国曲
艺之乡”建设情况开展调研和复
核。这是斗门区自2011年获
评“中国曲艺之乡”后第三次接
受复评考核。

8年荣誉加身，8年接续发
展，8年粤韵悠扬。

18届斗门曲艺大赛、63个
曲艺社团和3000多名曲艺骨
干、有着124年历史的荔山村
龙雅堂粤剧团等8个粤曲传承
基地、127个村居文化活动中心
曲艺室……

这是一组让人惊叹的数字，
也是一份传承经典、惠民乐民的
曲艺文化情怀。

斗门区不断擦亮“中国曲艺
之乡”品牌，曲艺活动遍及五镇
一街，参与率和受众率不断提
高，在促进全区新时代曲艺事业
繁荣发展、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
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取得
阶段性成效。

斗门区将举办第四届民俗文化节

“水上婚嫁”集体婚礼开始报名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何进报
道：金秋十月，福临斗门。10月20
日至27日，斗门区将举办第四届民
俗文化节。民俗展演、比赛竞技、旅
游休闲、婚庆美食、原生态非遗展示
共5大类11个精彩节目组成一台
展现本土优秀文化魅力的盛会，全
方位展示斗门民俗风采，为斗门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力。

本届民俗文化节由广东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珠海市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斗门区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斗门区文化
馆承办。期间，醒狮比赛、装泥鱼大
赛、沙田民歌大赛、装路香舞火龙、
赵氏家族祭礼等斗门文化大戏将逐
一亮相。

沙田水乡，疍家渔歌；莲舟同
渡，璧人成双。一场岭南古风的婚
礼，见证天长地久的约定。作为压
轴项目，10月27日，在风光旖旎的
白蕉镇南澳村，第八届“斗门水上婚
嫁”集体婚礼也将上演。

“‘斗门水上婚嫁’被列入珠
海市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该项
活动形成于清朝初期，源于疍家
人对歌成亲的习俗，是广府文化
和客家文化的完美融合。以船接
亲，以歌祝福，更能够体现出古老
婚嫁的风貌。”斗门区文化馆馆长
沈俊校介绍，本届“斗门水上婚
嫁”会将民歌对唱与水上婚嫁融
合起来。主办方安排新人住农家
客栈婚房，喜宴也按照当地风俗
吃大棚菜，婚礼前还有“沙田民
歌”对唱擂台赛助兴，让新人全程
体验“原汁原味”的水上婚嫁传统
风俗，展示“水上婚嫁”这一非遗
项目风采。

记者从主办方处了解到，“斗门
水上婚嫁”集体婚礼即日起接受新
人报名。据介绍，领取了结婚证的
夫妇均可报名参加，国籍、地域、年
龄不限。婚礼活动所需的酒席、住
宿、服装及礼品等一应俱全，并全部
免费。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何进报
道：8日下午，斗门生态农业园管委
会财政局局长黄祖铭做客斗门电台
928民生热线。节目中，黄祖铭表
示，斗门区农业科技计划项目一年
可申报一次，符合条件申报通过的
企业，最高可获得30万元扶持资
金。

听众陈小姐的公司是斗门本地
一家水产养殖企业，前段时间她在
网上看到斗门生态农业园管委会发
布的《2019年斗门区农业科技计划
项目申报》文件，便在节目中咨询

“水产品溯源项目”是否可以参与申
报。

黄祖铭表示，根据斗门区现代
农业发展需求，斗门生态农业园管
委会组织实施“农业科技计划项目
申报”工作，重点支持农牧渔业新

品种新技术的研究、引进、示范、推
广项目，农业产业关键技术研发与
示范项目，农产品深加工项目，现
代农业信息化建设项目等，“很显
然，陈小姐公司的‘水产品追溯项
目’在可申报之列。”他说，但需要
提醒的是，斗门区农业科技计划项
目申报工作是一年一申报，今年项
目申报工作已在9月 30日截止。
具体的申报信息，有关企业和个人
可以留意斗门区人民政府网的通
知公告栏。

根据文件规定，对符合申报条
件的农业科技计划项目，单项项目
资金扶持范围分为30万元、20万
元、10万元3个等次，所申报项目
具体属于哪个等次，要根据实地考
察和专家评审的结果等进行综合评
估来定。

企业成功申报斗门区农业科技计划项目

最高可获30万元扶持资金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何进报
道：记者近日从斗门区了解到，白蕉
镇中心小学教学楼重建工程已于9
月底完工。新的教学楼建有18间
教室，可容纳师生近千人，设有1间
书画展室、1间德育室，并配有青少
年志愿服务中心、教师活动室等功
能室。

白蕉镇中心小学教学楼重建工
程主要包括重建一栋5层教学楼、
新建一个配电房及消防水池。新楼
建筑工艺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
结构，按照广东省标准化学校要求

对项目进行施工。项目负责人表
示，白蕉镇中心小学教学楼重建工
程于2018年5月施工，在项目施工
过程中，施工方克服现场条件复杂、
工期紧张、施工难度大、周边环境复
杂、雷雨天气偏多等各种困难，全过
程落实信息化、绿色管理措施，施工
现场设置降噪监控、临边防护及防
尘装置，将施工对周边居民和学校
教学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项目历
经一年多完工。

目前，新楼正在进行验收审核，
待审核通过后就能投入使用。

9日晚8时，斗门区戏曲活动基
地准时开唱，精彩的演出吸引了大
批曲艺爱好者和附近居民前往观
看。

该基地位于斗门区青少年宫广
场，由政府部门拨出专款建设，于今
年7月1日启用。

何国雄介绍，该基地在斗门区
委宣传部、斗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斗门区文联的指导下，充分利
用基地舞台开展教学、培训、表演活
动。三个月来，由斗门区宣传、文化
部门组织了50场曲艺调演，参演人
数多达1500余人次，观众达6000
人次。演出经典、现代和本土创作
节目300余个，推动了群众戏曲活
动的蓬勃开展，取得了良好宣传效

果，成为展示斗门区“中国曲艺之
乡”艺术魅力的一扇窗口。

一如曲艺的韵味深长，该基地
的启用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

记者采访获悉，该基地除了是
“斗门区戏曲活动基地”，也是“斗
门区青少年戏曲培育基地”，担负
着粤曲传承、培育青少年学习曲
艺的重任。由斗门区文化部门、
教育部门和文联推动的“曲艺进
校园”工作，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
进行。

斗门区目前在斗门区第二中
学、井岸镇第一小学、东风小学和斗
门镇南门小学等8所学校建有粤曲
传承基地，在白蕉镇灯笼小学建有
沙田民歌传承基地，从青少年抓起，

积极培育曲艺新人。
在东风小学，每周五下午4时至

5时30分，各曲艺专科班弦乐和鸣、
粤韵飘扬，浓郁的曲艺氛围扑面而
至。该校学生陶静妍更是从曲艺学
习中获益匪浅，斩获了12块全国、
省、市级别的曲艺比赛奖牌，并于今
年7月考入了广东粤剧学校（六年
制）。

2014年以来，斗门区先后邀请
了广东省曲艺专家苏惠良、梅花奖
得主著名演员琼霞、著名高胡演奏
师李钰辉、张宝坚等知名专业人士
开展交流演出、讲座，提升全区曲艺
发展水平和展演能力，让斗门区曲
艺文化事业的大树枝繁叶茂、硕果
累累。

白蕉镇中心小学教学楼重建工程9月底完工

18间教室可容纳近千名师生

2018年斗门水上婚嫁活动。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白蕉镇中心小学教学楼。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采写：本报记者 张 帆
摄影：本报记者 曾 遥

斗门区曲艺协会
斗门区老干曲艺社
斗门区曲艺团
斗门区迎春花粤剧团
井岸雄昌曲艺社
井岸镇北澳村曲艺社
井岸镇飞龙粤剧团
井岸镇凤来鸣粤剧团
井岸镇濠江曲艺社
井岸镇红豆曲艺社
井岸镇红梅曲艺社
井岸镇红韵曲艺社
井岸镇黄杨曲艺团
井岸镇乐友之家曲艺社
井岸镇绿娱曲艺社
井岸镇美湾曲艺社
井岸镇美湾社区民歌队
井岸镇南潮村曲艺社
井岸镇坭湾村曲艺社
井岸镇群声曲艺社
井岸镇沙田民歌队
井岸镇水上民歌队
井岸镇新堂村曲艺社
井岸镇雅乐轩
井岸镇英雄粤剧曲艺团
井岸镇园圆艺术团
井岸镇粤韵乐社
井岸镇长亨社区英华粤剧曲艺团
乾务镇南岭曲艺
乾雾镇东澳村曲艺社
乾雾镇虎山曲艺社
乾雾镇锦添花粤剧团
乾雾镇老人粤曲轻骑队
乾雾镇荔山村龙雅堂粤剧团
乾雾镇马山村昭乐轩曲艺社
乾雾镇南山曲艺社
乾雾镇三里曲艺社
乾雾镇湾口村曲艺社
乾雾镇新村精雅堂粤剧团
斗门镇大赤坎村曲艺社
斗门镇大濠冲村精英曲艺社
斗门镇斗门村乐鸣曲艺社
斗门镇斗门社区乐苑粤剧团
斗门镇明月曲艺社
斗门镇南门村曲艺社
斗门镇曲艺交流协会
斗门镇小赤坎村曲艺社
斗门镇小濠冲村濠溪粤剧团
斗门镇新乡岐山曲艺社
斗门镇御城曲艺社
斗门镇粤乐艺苑
莲洲镇横山民歌队
莲洲镇莲江村曲艺社
莲洲镇莲溪曲艺社
莲洲镇曲艺社（南青曲艺社）
莲洲镇石龙村曲艺社
莲洲镇下栏曲艺社
白蕉镇白蕉艺联曲艺社
白蕉镇白石村曲艺社
白蕉镇灯笼民歌队
白蕉镇赖家村曲艺社
白蕉镇六乡曲艺社
白藤湖街道办联藤曲艺社

斗门区曲艺社团名称10月 16日，广东省曲艺家协
会按照中国曲艺家协会的部署和委
托，将对斗门区“中国曲艺之乡”建
设情况开展调研和复核。

斗门区2011年获评“中国曲艺
之乡”，2013年、2016年先后两次
通过复评。

为切实做好第三次复评考核准
备工作，斗门区成立“中国曲艺之
乡”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旨在进一步
擦亮“中国曲艺之乡”品牌，促进全
区曲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多年来，斗门区委、区政府高度
重视文艺工作，夯实基层曲艺阵地
建设，发挥“中国曲艺之乡”在坚持
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
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中的

示范带动作用，收效明显。
长远谋划、多措并举。斗门区在

组织领导、制度管理、资金扶持、人才
队伍建设等方面，采取多种措施扎实
推进，在全区形成了以政策促进曲艺
事业进一步繁荣发展、以制度推动曲
艺创新进步、社会各方积极扶持参与、
曲艺社团和活动遍及城乡的新格局。

岭南水乡，水意荡漾；曲艺入心，
文化滋润。

品牌活动熠熠生辉，18届斗门曲
艺大赛、斗门新年音乐戏曲演唱欣赏
系列活动、斗门区首届广东音乐戏
曲演奏大赛、斗门区首届少儿戏剧
曲艺大赛、斗门区首届“红腔”曲艺
大赛……这些由斗门区文化部门指
导、斗门区文联主办的多项赛事，已经

成为斗门区乃至珠海市知名度极高
的地方曲艺品牌，粤韵悠长、影响广
泛；戏曲作品创新突破，本土优秀曲
艺《十里莲江花吐艳》《粤曲响遍东
风校园》，曲艺精品《黄杨河畔喜歌
扬》《斗门家乡美如画》《美丽斗门是
我家》等，留在了观众的记忆深处。

在斗门区675平方公里的岭南
大地上，广大群众在享受“望山见水
留乡韵”的自然禀赋的同时，用充满
本土特色、喜闻乐见的粤曲乡韵，讴
歌社会的历史跨越、描绘集聚发展
的现代产业、记录取得突破的改革
创新、展现面貌一新的美丽斗门、表
达不断提升的民生福祉、叙说日趋
完善的民主法治，为经济社会发展
鼓与呼！

锣鼓铿锵、扬琴悠长、高胡婉
转……

8日晚8时，乾务镇荔山村龙雅
堂粤剧团准点开唱。

这一天，黎小红唱的是《梦会太
湖》；黄荣亮唱的是《七月七日长生
殿》；5年级学生朱蕙菁唱的是《分
飞燕》……

龙雅堂位于荔山村一隅，龙雅
堂的二楼，是一间面积不小的室内
曲艺社，墙壁上挂满了锦旗和奖
状。翻看资料可知，貌不惊人的龙
雅堂始建于1895年，至今已有124
年历史。

“龙雅堂是 1989 年搬到这里
的。每天晚上 8点开唱，晚上 11
点结束，几十年来没有间断过。”今

年70岁的黄荣亮是龙雅堂的团长，
参加演出活动已经50年有余。“晚上
过来唱几句，所有的烦恼都会烟消云
散，粤曲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的，还会继续传下去。”黄荣亮告诉记
者。

百年历史的龙雅堂粤韵飞扬，现
已成为斗门区擦亮“中国曲艺之乡”
招牌、不断增加粤曲内涵的生动实
践。

“目前全区有 63 个曲艺社团、
3000多名曲艺骨干，他们活跃于五镇
一街，基本上日日有活动，夜夜闻歌
声。”斗门区文联有关负责人表示，这
些曲艺社团常年开展排练、展演、交
流，并结合春节、元宵节、中秋节、国庆
节等重大节假日开展送戏下乡活动，

极大地丰富了基层曲艺爱好者的文
化生活。

多年来，斗门区把曲艺繁荣发
展作为重要内容来抓，区镇联动，艺
术阵地遍布城乡，先后投入近5000
万元，在全区127个村居建设、改造
文化活动中心，每个中心均设置曲
艺室，超过半数的中心建有表演舞
台。

“从2016年开始，斗门区曲协
在斗门电台开设《黄杨粤韵》专栏节
目。”斗门区曲艺协会主席、非遗曲
艺类传承人何国雄介绍，《黄杨粤
韵》以播送本土粤曲为主，兼有斗门
曲艺社团发展史、曲艺趣闻轶事等
内容，成为名副其实的“斗门曲艺空
中舞台”，深受广大听众欢迎。

夯实基层曲艺阵地建设 形成曲艺事业发展新格局

不断增加粤曲内涵 促进艺术阵地大发展

积极培育曲艺新人 多类曲艺传承生生不息

相关链接

荔山村龙雅堂粤剧团进行粤剧现场演唱。

观众观看戏曲演出。

斗门区戏
曲活动基地为
戏曲爱好者以
及附近居民进
行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