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大家来到里水新春狮艺状元大赛直播间……”2

月19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直播拉开了2021年里水新春狮

艺状元大赛的帷幕。这是里水每逢正月初八都会举办的文

化盛事，与以往不同的是，为响应疫情防控要求，本届主办

方将比赛搬上网络直播，让市民足不出户也能观看，享受浓

浓年味。

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里水每年都会举办正月初八醒

狮会，至今已有近30年的历史，醒狮文化成为里水一张名

片。近年来，无论是里水政府还是民间组织，都致力于发展

多种创新形式，推广传承醒狮等传统文化，助推文化振兴，

从而带动里水文旅产业发展。

2021年里水新春狮艺状元大赛以线上直播的形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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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狮作为中华传统文化

的瑰宝，也是里水一张亮丽

的文化名片。在里水镇政府

和多方民间力量的共同努力

下，狮艺传统文化得以完好

保留和推广传承。据了解，

每逢节庆或有重大活动，里

水必有醒狮助兴，呈现出一

幅欣欣向荣的景象。如今，

醒狮不只是一项民俗文化活

动，还演变成为一项传统运

动项目。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

组织里水各支醒狮队伍举办

新春狮艺状元大赛，以此倡

导全民健身、绿色生活，同时

推广传承这项传统文化。”邓

婉媚表示，醒狮文化只是里

水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为

了让更多市民深入了解家

乡，里水镇文化发展中心通

过举办系列活动推广里水传

统文化，取得一定成效。

自2017年起，里水镇文

化发展中心每年都会开展创

新品牌活动——“非遗快闪”

学堂活动，“以前推广传统文

化，只局限于展板介绍，群众

不能直观感受文化魅力。”邓

婉媚介绍，“非遗快闪”学堂

活动设有舞台演出区、互动

集市摊位，以寓学于趣的形

式，让市民亲身体验醒狮、跳

火光、白眉拳、粤曲粤剧、藤

编、龙舟说唱等具有本土特

色的非遗项目，每场活动都

收获市民的点赞。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能不

能得到传承和弘扬，关键在

于青少年。为了丰富学生的

课外活动，提升学生对本地

传统文化的认知度和认同

感，展旗学校在里水镇文体

教大融合的推动下，依托里

水文化发展中心平台资源，

开设醒狮文化社团，聘请专

业教练为对狮艺感兴趣的学

生传道授业，并取得斐然成

绩。

去年8月，由里水镇文

化发展中心举办的公益夏令

营活动，邀请了专业讲师为

小朋友们讲解里水岭南新春

水上花市、新春狮会、赤山跳

火光、欢乐家庭龙舟赛、梦里

水乡锦龙盛会等五个文化盛

会，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学习

知识和了解家乡的平台。

讲好本土故事、传承传

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是实

现文化振兴的重要基础。近

年来，里水镇致力于举办大

型文化活动，大力发展文旅

产业，如赤山跳火光民俗活

动、百合花文化节、新春水上

花市等。

里水镇党委委员刘夏远

表示，今年的新春狮艺状元

大赛选址在展旗峰生态公园

举行，是希望把民俗文化与

旅游地标有机结合起来，提

升里水传统文化的传播影响

力，从而带动里水的文旅产

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展旗楼下，醒狮起舞。 何德源/摄

■醒狮在台上表演。 何德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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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元宵夜
线上“跳火光”

每年正月初八，里水都

会举办传统狮会，百狮汇聚

里水城区，各村（社区）、武

馆自发组织的狮队集体上

街采青、巡演，敲锣打鼓，热

闹非凡。今年这项大赛不

但迎来了第十八届，更带来

了不一样的新奇“玩法”，让

市民尽享新春文化盛宴。

“三拜狮礼后就可以采

青了。”“‘黑狮’与其他颜色的

‘狮子’有什么不同吗……”在

里水新春狮艺状元大赛的直

播间，主持人与广东醒狮非

遗传承人黎念忠，广东省龙

狮运动协会副会长谭锦华，

国际龙狮运动项目国际级裁

判范桂良、林广英等互动对

话，吸引了大批观众观看。

红狮耀眼，白狮灵动，

黑狮威武……今年的线上

醒狮比赛共挑选6支里水

本土狮队参赛，比赛项目为

传统南狮。据介绍，传统

南狮注重观赏性，选定一

个采青的主题后，狮队可

以在舞台上自由发挥，展

现狮子的采青形态。采蟹

青、钳腰环旋、转弯、腾空推

进、回头跳……一套连贯性

高难度动作，极具观赏性，

引得观众在直播间评

论区刷屏点赞。

“直播画质很清晰，

比赛也相当精彩，可以在家

360度看比赛，真的太棒

了！”当天上午10时，市民

唐女士准时进入直播间收

看比赛。她点赞道，今年比

赛以直播形式呈现，富有创

意，既保留了传统年味，又

增加了互动交流。

里水镇文化发展中心

主任邓婉媚表示，因疫情防

控需要，今年里水特意将醒

狮比赛改为线上举办，希望

以此助推里水醒狮文化突破

地域界限，提升传播影响

力。首次参与线上直播的黎

念忠也表示，里水以“云直

播”的形式推广传统运动，是

传承传统文化的创新举措，

具有重要意义。本次直播共

吸引近5万人次观看。

经过一番激烈比拼后，

北沙蒸功夫醒狮队荣获“状

元”席位。红旗酒楼醒狮

队、宏岗信義堂醒狮队斩获

“榜眼”荣誉称号。赤山醒

狮队、金利横岗欧阳醒狮

队、新联桥星醒狮队则获

“探花”荣誉称号。

网络直播的醒狮比

赛不比线下比赛逊色，无

论是场景布置、视听效果

还是专业讲解，都能满足

观众的需求。其中，北沙

蒸功夫醒狮队带来的参

赛作品《毒蛇拦路》更是别

出心裁。

伴随着欢快锣鼓

声，一头神采奕奕的狮子

在“野外”嬉戏玩耍时，嗅

到远处的“青”味，便决定

去“采青”。途经一条清

澈的小河，饥渴的狮子小

心试探后，欢喜地品尝起

甘泉。然而，当它越过小

河来到“青”的附近时，却

被“毒蛇”拦路。经过与

“毒蛇”斗智斗勇后，狮子

终于成功“采青”。

故事易懂，动作却

不易做。只见醒狮队

员做出 720 度连腰转

体，上腰站立、“三拜狮

礼”等动作，狮头武者

又单脚站在狮尾武者

的肩膀上，并做出捋须

动作，既霸气又灵气。

“这个是高难度动作，

不是三两天就能学成，

他 们 一 定 是 苦 练 过

的。”在直播间，黎念忠

给出了高度评价。

除了生动有趣的故

事和惊心动魄的动作，北

沙蒸功夫醒狮队还在场

景布置中巧妙地融合了

里水的本土特色。从比

赛视频中可见，北沙蒸功

夫醒狮队将比赛场地后

方的展旗峰生态公园巧

妙地运用到醒狮表演中，

并在舞台中央布置“清澈

小河”道具，寓意“有山有

水，旺丁旺财”。

事实上，这不是北

沙蒸功夫醒狮队首次在

醒狮表演上寻求创新突

破。领队范桂良介绍，

在 2018 年里水镇新春

狮艺状元大赛传统南狮

项目上，狮队加入了大

头佛的角色，使南狮表

演更具有表现张力，套

路也更有深度。如今，

成立于 2008年的北沙

蒸功夫醒狮队，已斩获

了第三届黄飞鸿杯全国

南北狮王争霸赛银奖、

2019 年里水新春狮艺

大赛“状元”及高桩狮

“榜眼”等多个奖项。

不过，比起赛事奖

项，范桂良更看重的是

狮艺的传承。“如果有人

上门找我学习狮艺，我

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

他。”范桂良说，他不时

会到里水各村（社区）免

费教狮艺，只为做好醒

狮技艺的传帮带工作。

作为文脉实践者、传承

者，范桂良将传承狮艺

文化视为重任，并不断

加快整理、发展、创新、

传承舞狮技艺的步伐。 文/珠江时报记者邓施恩通讯员麦倩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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