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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粤曲文化送进村居

时，郑雪娴发现，学习粤曲或者

欣赏粤曲的大多数都是中老年

人。面对这种断层现象，郑雪

娴开始思考给予年轻人更多平

台，引导他们走进粤曲的世界。

与郑艳芬老师商量后，她

决定在当时任教的和顺中心小

学开设粤曲课堂，把传承重心

放在小孩子身上，让粤曲的种

子在校园生根发芽。

在南海区文化馆、里水镇

教育局和镇文化站的支持下，

2012年7月，郑雪娴推动和顺

中心小学成立了和曦粤韵曲艺

社社团，并从学校挑选了一批

学生，从最基础的呼吸讲起，教

小学生们怎样做到“字正腔圆”

和“讲准字音”……

“家长可能会不太理解，认

为这对孩子以后的前途帮助不

大。但是学生们都很喜欢，而

且拿到了不俗的成绩。”在郑雪

娴的悉心指导下，学生代表学

校在区、市及省赛中拿下多个

奖项。

“我叫他练功站足 15分

钟，他真的给我发了15分钟练

功的视频。”和曦粤韵曲艺社代

表之一周杰勇，不仅成为了里

水曲艺协会最小的成员，更是

获得了佛山私伙局大赛金奖等

奖项，每每说起这名得意徒弟，

郑雪娴认为这门技艺就要如此

坚持传承下去。

经过几年的发展，和曦粤

韵曲艺社已有40多名学生，并

成为南海粤曲传习所、佛山市

少儿曲艺培训基地、佛山市非

物质遗产粤曲传承基地。“曲艺

社学生经常训练结束后都不肯

走，他们总想跟着老师学到更

多。”在郑雪娴的培养下，入门

后的学生一个个成为粤曲“发

烧友”，很多学生即使毕业后仍

然坚持练粤曲，经常对郑雪娴

说：“等我毕业后就回来和你一

起教粤曲。”

“看到学生对粤曲如此上

心，觉得还是能看到粤曲传承

的希望，自己的付出都是值得

的。”郑雪娴说，未来的日子里，

她依然会把粤曲的传承放在小

孩子身上，只有年轻一代参与，

粤曲传承才有希望。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

实习生/梁嘉妍 通讯员/朱嘉泳

摄影报道）看香囊、涨端午传统

知识、享龙舟视觉盛宴……端午

佳节，里水镇“上善里水龙舟

‘妙’会”线下陈展在里水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举行。同一天推

出的还有“里水线上欢乐家庭龙

舟赛”互动游戏，让市民尽享龙

舟“家”年华。

此次陈展分为福气小香囊、

艺述龙舟、端午课堂及新文明知

多少三个展区，充满了粽子、龙

舟等端午元素，展示了里水端午

传统习俗、龙舟文化与精神和新

时代文明建设动态。在“艺述龙

舟”展区，整体以阶梯式结构呈

现，寓意里水龙舟文化发展更上

一层楼，并通过多屏幕拼接、滚

动播放龙舟相关视频，给市民带

来龙舟视觉盛宴。

“这个陈展对孩子认识里水

端午龙舟文化有很大的帮助！”

市民刘先生和太太带着孩子前

来观看陈展，他认为，通过陈展

感受到了里水浓浓的龙舟文

化。据了解，陈展将持续至7月

12日，欢迎市民前来打卡。

此外，“里水线上欢乐家庭

龙舟赛”互动游戏于6月25日

上线。游戏第一天上线便有超

1.8 万人参与,答题次数超过

11.4万次。“这个游戏既好玩，又

可以了解里水非遗和端午文化，

我还抽中了红包！”市民阮小姐

对游戏赞不绝口。该游戏问答

题目一共8道题，融入了里水特

色传统文化和端午文化，场景涵

盖了艺术河畔、赤山人民会场、

贤鲁岛等里水美景。玩家在滑

动龙舟畅游里水美景时，每到达

一个景点即出现一道题目，完成

答题后击鼓继续前进，答对6道

题及以上即为挑战成功并有机

会获得藤编手袋、毛巾礼盒、现

金红包等丰厚礼品。

据了解，6月 25日开始的

线下陈展和线上互动游戏是

“上善里水龙舟‘妙’会”主题活

动的一部分。早在6月12日，

里水便在抖音推出“#在梦里水

乡龙舟的n种玩法”互动小视

频，发布了家庭龙舟赛、锦龙盛

会、珠姐扒龙舟等有趣好玩的

龙舟视频。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龙舟

活动以线上互动、线下参观形式

开展，给予市民一个全新的端午

文化体验。”里水文化站相关负

责人表示，龙舟文化作为里水水

乡文化的代表，有着深厚的群众

基础，今年利用线上互动，线下

陈展的形式展示龙舟文化，旨在

更好地传承龙舟文化，传递里水

积极向上的龙舟精神，擦亮“上

善里水”的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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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桂英，平西夏，

戎兵重整……”里水镇

和顺中心小学曲艺室

里，阵阵优美声腔传

出，和曦曲艺社学子们

正在排练粤剧《穆桂

英》，备战南海区第十

三届中小学生艺术展。

一名指导老师则

围着这班小学生走动，

时而纠正不到位的动

作，时而示范唱腔……

她就是和曦曲艺社创

立者、南海区非遗粤曲

传承人郑雪娴。

近 30 多年来，郑

雪娴从粤曲业余爱好

者，到一名粤曲老师，

再到粤曲传承人，传播

粤曲文化已成为其生

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如今更是将传承放

在课堂中，让粤曲的种

子根植在孩子心中。

受长辈影响，郑雪娴从

小就对粤曲感兴趣，一直将

其作为业余爱好，时不时点

缀一下生活。直到大学修读

数学专业，她仍没想过这项

爱好会成为终生的事业。

“粤曲里总有很多值得

回味的经典故事，很让我着

迷。”饱含韵味深意的歌词、

优美的音韵，这些粤曲独特

的魅力一直吸引着郑雪娴。

早在读书时期，她就是出了

名的“粤剧迷”。就读初中

时，恰逢石门中学校庆，一位

校友写了一首粤曲需要找人

唱，同学都纷纷推荐郑雪

娴。为了让这首粤曲呈现得

更好，她开始向学校里一位

学过粤曲的老师学习，从此

开始向专业靠拢。

大学毕业后，一次偶然机

会，郑雪娴被推荐代表当时的

和顺镇参加南海县粤曲比赛，

便正式登上舞台唱起粤曲。

“每次参加比赛前都会增

加训练强度，比赛时效果也会

比练习时好，也会更清楚自己

的长短处。”郑雪娴说，学粤曲

其实也是一个学无止境的过

程，永远都觉得有人比自己的

水平高，她的唱曲水平就在一

次次比赛中提高。

为了不断突破自我，郑

雪娴于1990年拜师佛山市

非遗粤曲传承人郑艳芬。当

时的郑雪娴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小学数学老师。即使工

作繁忙，郑雪娴总能挤出时

间跟着郑艳芬学习和训练，

并参加各种粤曲比赛和交流

活动。“在之前，我唱曲专业

知识方面基本是空白。”正如

郑雪娴所言，经过多年苦练，

她逐渐打下了扎实的唱功。

“我叫做崔莺娘，身在平

康里中。”小时候最喜欢听红

线女的那首《崔莺娘》，郑雪

娴对此念念不忘。2016年，

在郑艳芬的引荐下，郑雪娴

拜师红线女首位入室弟子、

广州市非遗粤剧传承人郭凤

女，学习红派的方法和技能，

并跟着师父到处登台演出。

直到现在，一旦遇到无

法解决的难题，郑雪娴仍会找

两位老师请教，不断看简谱、

练习，甚至一次又一次录音逐

一对比，改正后又再录音，直

至满意为止。这已经成为了

她自学提升的一个习惯。

“粤剧迷”拜师学艺 打下扎实唱功

粤曲作为深厚的岭南曲

艺文化，在里水本地有着深厚

且广泛的群众基础。2010

年，里水镇曲艺协会成立。作

为里水镇曲艺协会副协长，郑

雪娴在思考怎么提升自己的

水平之余，还在为里水粤曲文

化传播与传承做出不懈努力。

为让更多粤曲爱好者得

到学习的机会，进一步推广粤

曲这一传统文化，展现里水粤

曲文化发展成果。郑雪娴积

极参与里水文化站和里水曲

艺协会的活动，担任社区粤曲

课堂及暑期品牌文化活动夏

令营粤曲课堂的导师。里水

文化站便会不定期邀请佛山

市曲艺协会的专业老师来给

里水曲艺协会和优秀粤曲爱

好者进行唱腔、身段和舞台技

巧等专业培训，郑雪娴都会积

极参加，并将这些新学的知识

带给里水广大粤曲爱好者。

每年，里水镇都会举行

730“查笃撑”曲艺剧场和“粤

韵绕古祠”展演等曲艺品牌活

动，在这个过程中，郑雪娴白

天教学，晚上抽空参演，每次

演出几乎座无虚席，收到村民

的广泛好评。

为了更好传播里水本土

特色文化，郑雪娴还把梦里水

乡特色融入粤曲，演唱了《赞

石塘》《生态新城》《家·南海》

等本土原创曲艺，且多次代表

里水镇在各大区、市、省级粤

曲大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郑雪娴以弘扬粤曲为己任，

一次次不留余力地传播和传承

粤曲，其为粤曲文化做出的贡献

得到了肯定。2016年10月，她

成为了南海区非遗粤曲传承人。

将粤曲文化送到群众家门口

把粤曲传承
放在小孩子身上

文/珠江时报记者欧林菊

实习生梁嘉妍

■■陈展内各式的端午元素陈展内各式的端午元素。。

■■一名市民正在一名市民正在““端午课堂和新文明实践知多端午课堂和新文明实践知多

少少””展区前拍照展区前拍照。。 ■■现场入口的展览现场入口的展览。。 ■■现场的香囊展示现场的香囊展示。。

■■郑雪娴郑雪娴（（左二左二））和郑艳芬和郑艳芬（（左一左一））在指导和顺中心小学和曦粤韵曲艺社学生在指导和顺中心小学和曦粤韵曲艺社学生。。

■■郑雪郑雪

娴娴（（ 左左

一一））在粤在粤

韵绕古韵绕古

祠活动祠活动

表演表演。。

龙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