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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19时30分，一阵轻

快的音乐奏响，拉开了活动帷

幕。一名“护工”与两只“老

虎”出现在舞台上，“老虎”一

边感叹生活，一边抖机灵，拟

人化的剧情迅速抓住观众的

眼球。这是梦时代剧社原创

的《老虎敬老院》，通过老虎敬

老院的故事，从动物的视角展

现了政府对老年人的优惠政

策，体现社会的进步。

随后《路通财通》《芒果熟

了》《有样学样》《礼物》等小品

轮番登场，观众体验了一场丰

富而精彩的戏剧之旅，报以一

阵阵热烈的掌声。

“今晚的作品都挺幽默

风趣的，演员们也演得很好，

我很快就入戏了，每个小品

都在告诉我们一些道理，感

觉很有意义。”现场观看的街

坊刘先生说

鲁牛现场认真地观看了

剧社作品，不时被有趣的剧情

逗笑，在精彩之处更是拍掌叫

好。他说，当梦时代剧社指导

老师已有22个年头了，每次

来里水，就像回家看孩子一

样。看着一个个热爱戏剧的

学生登上舞台、实现梦想，就

像把孩子培养长大，然后看着

他们展翅高飞，十分欣慰。

梦时代剧社在舞台上精

彩绽放，离不开鲁牛这22年

来的指导，离不开一群始终追

求梦想的社员。“很高兴没有

辜负大家的期望！”梦时代剧

社社员梁勇华说，社员们都不

是专业的演员，平时利用业余

时间创作、排练，每天从晚上

七八点练到午夜时分已是“家

常便饭”。

该剧社这种不服输、不怕

苦的精神，在22年前就打动

了鲁牛。1998年，彼时里水

的文艺界方兴未艾，人才短

缺，里水戏剧爱好者唐清贤因

其才能被当时里水文化站领

导相中，筹建了里水戏剧组，

这便是梦时代剧社的前身。

戏剧组成立之初只有3

个人，大家什么都不懂，文化

站特地请来了广东省戏剧家

协会会员鲁牛对大家进行指

导。“只要有空地，就是我们的

舞台。”那时没有专业的场地，

便只能在旧影剧院或幼儿园

排练，甚至晒谷场也有他们的

身影。

当时各类设备都不完善，

但组员们都很执着，在台上

没有耳麦，为了让台下观众

都听清楚声音，他们喊破了

喉咙也要坚持演出。也正因

为有这种拼劲，在第一次上

台表演《承诺》的时候，凭借

着一腔热血，同一个节目的

三名组员均获得了当时南海

区的优秀演员奖，此记录至

今无人能破。

“他们对戏剧舞台的那

股韧劲，让我留下很深的印

象。”鲁牛看到了里水戏剧人

的执着与潜力，并为之深深感

动，从始他与里水戏剧组结下

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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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梦时代剧社这批执着

而又热爱戏剧的学生，鲁牛非

常看重。“他们的学艺精神跟我

很像，做演员有毅力、肯下苦

功，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回想

起当年刚来做指导老师的时

候，鲁牛感叹，尽管那时的教学

条件很差，但是学生们从未放

弃，他们就像一张白纸，从基础

的理论知识开始，到演示动作、

神态，再到自主创作剧本，就像

踏上了一条漫漫“长征”路。

“一句台词的尾音，‘人’

字我都练到快要哭了。”回想刚

学艺时，唐清贤感慨地说，那真

是一个累并快乐着的时光，鲁

牛平时和蔼可亲，但在教学时

就会非常严格。为了提升的

口语能力，讲好普通话，她还会

在嘴里含着石头读报纸，往往

练到口嘴麻木才会休息。

“作为演员，即使当不了红

花只能当绿叶，也要当最闪亮的

那一片绿叶。”艰苦的排练环境

考验着社员们的身心意志，鲁牛

看在眼里，却没有心软，而是不

断地提醒他们，戏剧梦想不是一

句简单的口号，需要通过积累磨

炼出来，无论角色大小，都要演

好舞台上的每一分钟。

在梦时代剧社会长蔡礼杰

看来，22年来，鲁牛不求回报地

分享其对艺术、对人生的感悟，

指引社员们演绎不同的角色，感

悟不同的人生，从而一步一步地

成长。

在鲁牛的悉心教导下，梦

时代剧社演员从对戏剧一无所

知的“小白”，成长为能编、能

导、能演的戏剧能手。他们创

作的作品更风靡一时，出现在

各类文艺晚会上，在比赛中也

屡创佳绩：《不欠钱》获得2012

年广东省第七届群众戏剧曲

艺花会金奖；《哗，英雄》获得

2015 年珠三角黄俊英语言

艺术大赛特等奖；《左邻右

里》和《缘分的契约》获得

2017 年南海区戏剧小品大

赛铜奖；里水镇文化发展中

心文艺专干周萍编剧的《一

张火车票》获得2013年度佛

山市群众文艺“百花奖”作品

评选戏剧类一等奖……

“得益于牛爷爷专业的导

演手法和严谨的教学态度，大家

打下了扎实的戏剧基础。”周萍

说，在学有所成后，梦时代剧社

便开始受邀在广东各处演出，最

多时一个月会有接近二十场，每

年年末还会举办戏剧专场活动，

把戏剧文化传播到大街小巷，让

每一位社员都实现了自己的戏

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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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梦时代剧社取

得不俗成绩，鲁牛心里十

分欣慰，这段共同成长的

时光让他对这群学生、这

个剧社、这个地方有着更

深厚的感情。

鲁牛说，这22年来，

里水就像他第二个家，学

生则像亲人一样，逢年过

节就会相聚。从师徒变成

亲朋,是一种很奇妙的过

程，这份感情无比珍贵，十

分珍惜。

近年来随着环境越

来越好，越来越多的文化

活动送到里水街坊家门

口，鲁牛也是看在眼里乐

在心里。“这些年对里水

剧社的培养特别有意

义。”鲁牛认为，文化蓬勃

不是一朝一夕，多年来他

一直以身作则，鼓励剧社

社员挖掘生活细节，要通

过作品传递正确价值观、

传播正能量。

“接地气的作品才能

让观众接受，只有让大家

看懂了才能推广这项艺

术形式。”在鲁牛看来，艺

术不能脱离社会，文艺作

品首先要服务于社会，要

贴近时代，才能和观众产

生共鸣，一定要注重教育

功能和娱乐功能的结合。

“牛爷爷在艺术上和

生活上对我们都有很大

的启发。”梦时代剧社秘

书长唐静韵说，艺术和生

活是一体的，鲁牛鼓励他

们在生活上观察每个细

节，在艺术舞台上表演出

来时就会很真实自然。

正是得益于鲁牛的

带动与影响，梦时代剧社

社员始终扎根本土，怀揣

对里水这片乡土的热爱

与憧憬，凭借着独有的舞

台艺术优势，平均每年为

街坊带来三部喜闻乐见,

又颇有教育意义的作品。

梦时代剧社荣誉会

长唐清贤说，《老虎敬老

院》便是她从现实中一些

人、事、物得到灵感而创

作的。她认为，戏剧能为

观众带来欢乐之余，还能

讲一些简单的道理，对现

实有所思考，这就是她创

作的作品最大的价值。

这些年来，鲁牛就像

一位家长，让梦时代剧社

成为一个互帮互助，共同

成长的大家庭，让作品变

得有温度、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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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牛的教导下，梦

时代剧社发展得有声有

色，不断地向外界传递出

基层的声音。今年里水

镇文化发展中心延续梦

时代剧社的做法，在“我

与大佬倌有约”粤剧交流

活动中，邀请了彭炽权、

黄伟香、吴非凡等粤剧大

佬倌来指导年轻人，助力

里水粤剧文化传承。

文化振兴，关键是

人。“送”文化到基层，丰富

了街坊的文化精神生活，

提升了群众的文化自信；

“种”文化，为群众提供阵

地、打造平台，才能让文

化的种子在人们心中生

根发芽。

近几年来，里水镇的

村（居）已100%完成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创建，实现

村村有文化室、农家书

屋、电子阅览室、文体广

场等配套文化设施设备，

为村民娱乐、健身、学习

等提供场所，大大丰富农

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

此基层上，里水还积极打

造了“730查笃灿剧场”、

粤韵绕古祠等品牌活动，

既让村民自主参与其中，

也让村民足不出村就可

以享受文化服务。

去年以来，里水全力

打造南海连片乡村振兴

先行区和粤港澳大湾区

“最美岭南水乡”，积极推

进“梦里水乡”文化品牌

建设。里水镇文化发展

中心不断挖掘、盘活村居

的历史文化，大力推动优

秀传统文化的保育和传

承，助力里水两大连片乡

村振兴示范区建设，推动

沿线村居文旅产业发

展。目前还设立了各文

艺家协会乡村创作基地，

培养一批“草根文化队

伍”，引导文艺工作者创

作有关“农村、农业、农民”

题材的文艺作品，树典

型、扬正气，从而实现对

村民精神思想的反哺，助

力乡村振兴。

“里水文化繁荣发展

在于每一位心怀梦想、乐

于奉献的‘文化人’。”里水

镇文化发展中心负责人

邓婉媚认为，城市文化是

一棵树苗，里水“文化人”

就是守望者，不断为它灌

溉施肥，促它茁壮成长。

鲁牛对梦时代剧社多年来

的教导，在里水基层文化

事业发展中发挥了模范作

用，他就像一位家长，看着

我们成长，希望下一个22

年，能让他看到这棵树苗

成为参天大树。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 欧林菊实习生罗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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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档案 /
鲁牛，国家二级演员，广东

戏剧家协会会员、广东电影家协会会

员、广东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从艺近

50年，在话剧、影视作品中扮演过正角、反

角、喜剧人物，人称性格演员。1986年在广

东电视台拍摄的104 集电视系列剧《万花

筒》中扮演颇具喜剧色彩的士多老板——

昌哥后，成为两广地区家喻户晓的人

物，其在《七十二家房客》中牛大

春（牛局长）的形象更是深

入人心。

■戏剧活动工作人员、演员与鲁牛合照。

■精彩的表演让鲁牛在台下开怀大笑。

■梦时代剧社演员以往演出照。 ■《老虎敬老院》节目现场。

“牛爷爷，您终于来啦！”9

月11日下午，鲁牛来到里水梦

汇尚城参加梦时代剧社的演出

活动，刚下车，剧社社员就围住

了他寒暄起来。面对这群如亲

人般的剧社小伙伴，鲁牛开心

得合不拢嘴。

22年来，鲁牛无数次往返

里水，帮助里水戏剧组团队不断

成长，凝聚了一帮有追求、有梦

想的戏剧爱好者，教会他们用戏

剧讲述人生、传递正能量。

22年来，里水的戏剧爱好

者圆了一个又一个梦，鲁牛既是

他们眼中严厉的师傅，也是他们

心中敬重的爷爷，他如良师益友

般引领大家坚持、创新、突破。

22年积淀下来的这份深厚情谊，

不仅是鲁牛与剧社社员之缘，更

是里水文化追求的“人情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