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本报记者 徐钧钻 李玮玮 图/本报记者 夏升权

今年“职工板块”
将获得65万元种子资金

本报讯 训练营开始前，市职工服务
类社会组织联合会秘书长郭庆光介绍了
今年的职工服务创投大赛新亮点。本届将
投入种子资金65万元，分为A、B、C类，准
备培育 40个种子项目。要求项目须为我
市已经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事业职工（含外
来务工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提供服务。服
务内容主要分为三大类，分别为素质提升
类、帮扶关爱类、文化体育类。

据介绍，今年是“职工板块”创建后的
第四年，头三届职工服务创投大赛共投入
了种子资金 145万元，带动资金 311.75万
元，培育了 139个种子项目，服务职工约
35.62万人次。曾培育出类似环卫工人爱
心驿站等品牌项目，让一批批职工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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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三乡木偶的历史，当天从香
港回乡的陈锦涛滔滔不绝。他从香港
带回一“150岁”的大前程木偶。观众
让他多耍两下，他称“不敢大动作，散
了就没了”。

这个木偶可追溯到清代末年，一
名叫郑奎元的雷州人从乡下带“三
枝竹木偶”来到乌石村，在当地组成

“大前程”剧团演出谋生，但上座率不
高。眼见于此，乌石村民郑金宵热心
出资并改良，“三枝竹木偶”的头竹
被改短(后称为“揸颈木偶”,又称“手
托木偶”)，配合当时流行的粤剧演出，

“大前程”的风头一时无两。
“‘揸颈木偶’操作更方便灵活，

大大推动了我国木偶艺术的发展。眼
睛嘴巴会动，这种表演形式在全国木
偶戏中是独树一帜的。”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周大进
告诉记者。

上世纪 30-60年代，三乡木偶戏
进入兴盛阶段。1953-1965年间，三乡
木偶被文化部门挖掘成立“中山木偶
剧团”常驻广州文化公园作演出，风
靡省港澳。到了 20世纪 60年代中期，
中山木偶剧团迫于历史形势解散，艺
人各散东西。部分辗转到了香港。

今年70岁的陈锦涛，三乡鸦岗村
人，6岁在三乡接触木偶戏。1982年，
陈锦涛辗转在香港加入“精英”木偶
剧团，到英国演出，其后，他开始收集
整理三乡木偶戏的历史资料和道具，
和友人一起组建了“华山”木偶剧团，
在香港多个庙宇打醮谋生。在“内地
式微的三乡木偶在香港竟可养妻活
儿”，该艺术形式在香港得以保存，更
被当地文化人称为“粤艺孤儿”。

三乡木偶戏协会成立，拟通过社会赋能让濒临失传的非遗项目重现活力

多方联动拯救“粤艺孤儿”
“这位姑娘一身铠甲，路过此地，像是去打仗了喂，笃笃撑

……”
“小女子正是穆桂英也，笃笃笃笃，撑！”
“咁你慢慢了喂，我走先……”
三乡文化活动中心舞台，两个年轻人手执木偶，轻轻扯

动，木偶的旦角慢舒云袖，莲步轻摇，木偶的生角剑眉星目，粤
剧的唱腔配上搞笑的现代台词，让台下一群小朋友和家长捧
腹大笑。7月7日，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三乡宣传文
体服务中心支持下，一群热衷文化保育的年轻人请来了香港
木偶戏班老艺人、原三乡戏班木偶戏老艺人作顾问，正式成立
了三乡木偶戏协会，举行了培训班开班仪式。现场人气不俗，
原本准备的100多张椅子不够用，只好临时加了两排。

本报讯（见习记者 谢子亮 记者 徐钧
钻 通讯员 邓铭珠）7月 3日上午，中山市第
六届“博爱 100”第二期公益训练营在市工人
文化宫结营。除了往届的优秀项目分享经验
外，来自广州团校的讲师王静还带来《如何
打造特色公益项目》的讲座，她称，特色项目
并非不可拿来主义，拿过来要“接得住”且有
特色，就得耳听八方。

要申报项目却缺乏创意怎么办？王静支
招，多看社会治理理论文献，多参观学习，有
时不妨拿来主义，一是参考同类（同等发展水
平的或相似人口结构）地区的公益项目；二看
本地区针对其他人群所设计的项目。拿来主
义并非照抄照搬，要分清需求层次，轻重缓
急，这时就需要耳听八方，设计出特色项目。

王静称，不同的人需要的东西不一样，这
时，广泛的调查研究“耳听八方”很重要。一是
运用访谈法，问卷法，让不同类别的居民自己
表达，通过问卷、访谈、小组会等形式，广泛征
求居民意见，给出备选方案，定出需求量最大
的项目。二是聆听该地区的政府负责人的想
法和专家的意见，有利于帮助做好项目的顶
层设计，分清轻重缓急。“而实际上，目前很多
公益项目要不缺乏前者，要不缺乏后者。”缺
乏群众调研，发起人容易想当然，自己觉得居
民需要实际却有差别；缺乏后者容易设计出

“普惠型”的项目，公益项目不是“排排座派苹
果”，而是要有重点地解决问题。

坦洲镇小区保安关
爱计划将进一步推广，覆
盖更多小区

已有百余“家园
卫士”获关爱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通过
训练，明显感觉自己的情绪控制
能力变强了。”7月5日，参加坦洲
镇“博爱 100”公益创投分享会的
汇翠花园小区湖南籍保安陈容这
样告诉记者。去年，由金斗社区社
工与志愿者联动站申报的“家园
卫士”坦洲镇小区保安关爱计划
在当地深受欢迎，百余“家园卫
士”从活动中受惠。该项目今年计
划再升级，覆盖更多的小区，通过
关爱保安，让业主与保安的关系
得到改善，创建和谐商住小区。

“由于资金有限，我们只开
展了 4 次工作坊，受惠人群 100
人次左右，类似陈容这样的学员
不少，大家的反馈评价都很高。”
团队负责人廖运芬介绍，第一堂
课时，许多物业保安得悉要占用
他们的休息时间，还颇有微词。
但当心理咨询导师通过工作法

“敲击疗法”“冥想疗法”等，让保
安按照情绪释放疗法操作，专业
的心理干预手法让很多保安的
情绪得到释放，到了第二期大家
都争相报名。

“通过这些课，保安们学会了
情绪管理和法律知识，这些小区
的业主委员会均反映，保安态度
和善了不少。”廖运芬准备今年继
续申报坦洲镇“博爱 100”公益创
投，让这一公益项目覆盖更多商
住小区，扩大影响力。

三角镇成立社区
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本报讯（记者 柯颂 通讯员 张变 陈耀
豪）7月 6日，全市首家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三角镇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正式
成立。

推广设立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是我
市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社会治理格局”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三
角镇共有 160个社会组织，民政登记类的有
43个，城乡基层社会组织备案类的有 26个。
三角镇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成立后，将按
政府主导、专业运作的原则，以扶持、培育、
发展、为民为主线，着力使中心建设成为整
合社会资源、推广公益服务、支持机构成长
的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平台，促进社区社会组
织有序健康发展。

13名青年志愿者携
医院吉祥物人偶慰问住
院儿童

向孩子们
普及中药小知识

本报讯（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黄琳）7月
5日下午，在市中医院的儿科病房里，13名志
愿者带着人偶“小杏杏”“小林林”，慰问了部
分病童，并向他们普及了一些中药小知识。

“小杏杏”、“小林林”是市中医院请专业
人士设计的一对吉祥物，“小杏杏”是一名
中医师，精通内、外、妇、儿、针灸等；而“小林
林”是一名中药师，也是一名爱探险的少年，
熟悉各类药材的采摘、炮制、用药及煎煮等
过程。

当天下午，当市中医院医务人员扮演的
医院吉祥物小杏杏”“小林林”出现在住院患
儿面前时，患儿开心地围住它们互动起来。当

“小杏杏”“小林林”把精心准备的礼物送到每
位住院儿童的手里时，孩子们都开心地笑了。

随后，13名志愿者在儿科示教室与孩子
们进行了互动游戏，通过泥塑制作一些常见
中药模型，在游戏的同时为孩子们普及中药
小知识。

南 区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荔枝公益文化节是该
区公益活动的特色项目之
一，自 2016年起，南区创新
性地举办了首届南区荔枝
公益文化节，至今已成功
举办三届，让华侨和群众
在品尝荔枝美味、饱览家
乡美景的同时，积极参与
到支援家乡建设、扶贫济
困、帮助弱者等公益活动
中来，开辟了乡村振兴的

“新航路”。
“美丽乡村公益项目”

是南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举措，曹边村作为我
市保存最为完好的古村落
之一，曾在2017年荣获广东

省侨界人文社区、全国“美
丽乡村示范村”称号，是南
区乡村振兴重点打造对象，
项目将从资金、人才、规划
等多层面整合资源，进一步
对曹边乡村建设给予支持，
助力南区美丽乡村建设迈
上新台阶。

当天，一众港澳乡亲和
亲子家庭在导赏员的指引
下，游览了曹边古村的天后
庙、迎源里、石板街、绿道、
古龙井等独具侨乡文化特
色的景点，并采摘品尝了新
鲜荔枝。

活动现场设有“荔枝文
化游览”“美荔有约”环节和

“博爱 100”项目体验，不仅

教大家辨识不同品种的荔
枝，品鉴美味的荔枝酒、荔
枝蜜和荔枝茶，还可以用现
场采摘的荔枝制作荔枝甜
品、画荔枝简笔画、和种植
荔枝盆栽。此外，亲子家庭
在当地老人的指导下学习
制作南区传统美食，让大家
进一步领略侨乡饮食文化
魅力。

当晚，北溪社区曹边文

体广场举行文艺晚会，歌
舞、独唱、小品等 10余个独
具特色的精彩节目轮番登
场，让现场观众享受到一场
丰盛的视听盛宴。

据悉，本次举办的第三
届荔枝公益文化节活动筹
集的善款，将全部用于支持
美丽乡村公益项目和南区
2018年广东扶贫济困专项
工作。

“博爱100”公益创投
训练营结营，专家建议——

不妨“拿来主义”
更需“耳听八方”

公益开辟乡村振兴“新航路”

“叶落归根，人老了要回
故乡，木偶亦然。”陈锦涛从
2004年开始，频繁往返三乡、
澳门和香港，每次往返都拖着
一皮箱他珍之重之的三乡木
偶。而让他感到无助的是，年
轻人仿佛对这种艺术不感冒。

“我是不是该面对现实了？”随
着香港的老艺人朋友一个个
离去、生病无法返乡，这个问
题一直萦绕在日渐老迈的陈
锦涛心头。

走访回来后，从筹备木偶
戏复兴的师资、学员、道具等
条件，张华森花了将近一年。
在文化部门牵线下，张华森找
到了陈锦涛，说出了他的想
法：以传统卖票演出是不可能
的，只能通过社会赋能，让木
偶戏与现代剧本结合在一起，
有现实意义才能焕发出新生
命力。“木偶之身”陈锦涛从香
港带回来多次，直到听到张华
森的“宏图大志”，他才认为三

乡木偶真的回来了。
张华森称，目前该协会已

招募了30位社会学员以及7位
三乡理工学生学员，形成一个
有梯队的人才培养模式。今年
9月份，他还计划在桂山中学
成立木偶社团。“要生存，就不
能让三乡木偶停留在艺术表
演上，要给三乡木偶赋予一种
社会服务的功能，一种社会教
育的功能。”张华森透露，他将
结合不同群体的教育需求与

不同职能部门的服务需求，来
设计一些可购买的项目。例如
进校园开展孝亲教育或爱国
教育，进企业开展职业素养推
广等等，又例如重新挖掘红色
故事在社区演绎，到光荣院演
出。而在互动上，他还计划成
立一个传承基地，以一个开放
空间，提高公众参与的兴趣，
促进文化传承和发展，让三乡
木偶不仅重返三乡，还能走进

“千家万户”。

■三乡木偶戏
“流浪”香江

■拯救濒临失传的粤艺

在几年前，张华森与许多
年轻人一样，还不懂什么是三
乡木偶。这个被媒体曾多次报
道、关注本土传统文化保育的

“后生”是尚古传统文化推广
中心的负责人。从事茶果文化
推广、方言保育、节日风俗挖
掘等文化保育活动。一次偶然
的机会了解到三乡木偶的历
史，他的文化保育工作又多了
一个“折腾人”的范畴。他以此
申报了 2017 年第五届“博爱
100”公益创投大赛，被评为市
级优胜项目，得到一笔 6万元

的种子资金。
可要让三乡木偶戏重现

江湖、传承下去，不是件容易
的事。

要复兴，就得找到一批懂
做、懂演的老艺人，为此，张华
森和同事从去年开始，曾 4次
前往三乡木偶戏发源地——
粤西寻访。先后拜访高州单人
木偶非遗传承人梁东兴、木偶
制作师林华焕、湛江博物馆副
馆长叶彩萍，还拜访了遂溪一
家三代从事木偶戏制作演出
的民间艺人。同时还在广州、

佛山、东莞等地参观各地木偶
戏的历史及发展现状。

“这些师傅年纪都大了，
梁东兴 70 多岁，知道我们这
群年轻人要复兴木偶，很激
动，给了很多建议。”但更多的
老人却告知张华森这件事太
难。“做一个木偶要 1万多元，
单靠民间很难。”所幸，三乡当
地文化部门也参与进来，包下
了第一批新制木偶的制作的
费用，“大家有力往一处使。”

“拯救非物质文化遗产，要
天时地利人和。”三乡宣传文体

服务中心主任郭加鹏在协会成
立当天十分欣喜。三乡镇在
2009年开始与市非遗保护中心
共同“拯救”这一流浪在外的文
化瑰宝，做了大量基础工作，例
如重新请回这些老艺人回乡讲
座，对木偶的制作工艺进行记
录，开展研究等。可要成功申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传
承人”是一个问题，剧团的自我
造血能力也是一个问题，这一
拯救工作停滞不前。

张华森的团队让文化部
门看到了希望。

■给传统文化“赋能”才可持续向前

南区连续举行三届荔枝公益文化节，吸引大批海内外乡
亲支援家乡建设、扶贫济困

本报记者 晏飞 通讯员 郑华昌

7月 7日上午，“乡村振兴 美荔良都”南区第
三届荔枝公益文化节在曹边村举行，活动现场还
进行了“美丽乡村公益项目”捐赠仪式。市妇联、市
外事侨务局、市侨联、市委统战部、市文广新局和
南区党工委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中山市沙涌马氏
同乡会、香港中山恒美侨港乡亲会、澳门中山良都
同乡会以及大批亲子家庭参加了本次活动。

从香港回乡的陈锦涛在现场展演木偶操作技艺。

活动所筹款项将用于支持美丽乡村公益项目。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