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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动麒麟 传承非遗

“中山消防”抖音号发布消防情景剧，让知
识普及变得有趣又实用

10 条抖音收获 10.5 万点赞

三角麒麟舞传承人赖就芳学配乐排新舞，每
个假期教授孩子舞技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伟祺）8 月 22
日下午 5 点 30 分，
“ 中山消防”抖音号发
布“破解消防培训收费骗局”情景剧，不
到 1 个小时就获得 5000 多次播放量 。
“抖音情景剧”是市消防支队开展消防
安全知识普及工作中的一项创新举措，
它以短视频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传播有趣又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
视频中，一名冒充消防监督员的男
子手持假文件，向不明真相的培训群众
收取消防培训费。正当这位“消防监督
员”埋头窃笑数钱时，
“ 蓝朋友”突然出
现破获骗局，并在男子“求饶”时，提醒
网友警惕消防培训诈骗，
“ 凡是由消防

暑假缤纷而多彩。8 月 21 日，在中山市三角小学的校园内，不时
地传出锣鼓声，一位手脚灵活的农村大叔，双手拿着竹篾扎成、糊纸
上彩的麒麟头，一边大声地喊着口号，一边领着后面的一班学生舞动
起来……这位每个假期都为孩子们传授麒麟舞技艺的人，便是三角
麒麟舞代表性传承人赖就芳。 文/本报记者 柯颂 通讯员 吴佩莹 图/梁胜华

为传承麒麟舞 学习配乐创办曲艺社
赖就芳，今年 67 岁，多年的武术
练习，
让他身体硬朗、目光矍铄。
他除
了利用假期教孩子们学习麒麟舞外，
还常常带着孩子们到省内外参赛，
与
同行们竞技交流，
且多次获奖。
“舞台上镁光灯一亮，
音乐响起，
麒麟舞得好不好，动作到不到位，一
眼就能看出来，
武术不是一朝一夕能
练好的，
台上的精彩动作背后可能是
十年八年的刻苦训练！
”
赖就芳介绍，
出于对麒麟舞的热爱，他从 12 岁那
年，
就跟随三角镇东会村一带教麒麟
舞的教头赖信基学习基本功、兵器拳
术、麒麟舞套路等。勤学苦练使他习
得了扎实的洪家拳法基础，
潜心向学

的信念对他影响深远。
三角麒麟舞是一种以中国传统
武术中的洪家拳和莫家腿为主要动
作的动物舞蹈。自清末诞生以来，三
角麒麟舞一直深受三角村民的欢
迎，每逢春节的正月初一至十五期
间，村民都有舞麒麟祈求风调雨顺、
身体健康、种养有好收成的习俗。
2009 年，三角麒麟舞被列入广东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就是如
此优秀的民间艺术，却曾沉睡了 30
年，以至于几乎失传。
为了发扬好这一传统艺术，把
传统三角麒麟配乐较为单一的缺陷
填补完善，赖就芳退休后，开始全力

部门举办的消防安全培训 ，统统不收
费，遇到收费就是遇到骗子，千万不要
上当！”
“李鬼遇李逵”式的反转剧情，设计
巧妙的知识点，再加上演员生动有趣的
表演风格，短片一出就受到了网友点赞
支持。在评论中，有网友说：
“ 太有创意
了！很有教育性的短片！”
据了解，市消防支队于今年 4 月下
旬开通了“中山消防”官方抖音号，如今
已积累了不少人气。截至 8 月 22 日，
“中
山消防”抖音号共发布消防情景剧抖音
10 条，累计播放量为 226.9 万，获赞 10.5
万个，
粉丝数接近 10 万人。

以赴向当地有名的曲艺老艺人何国
辉请教麒麟舞音乐配乐，从中学习
掌握曲艺知识和曲艺器乐演奏，并
创办了曲艺社，将粤剧的配乐融入
麒麟舞表演中，使麒麟舞配乐更加
丰富和生动。
“麒麟舞表演是配乐先响起的，
生动的配乐更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
力，
为麒麟舞表演增色。
”
赖就芳扎实
的武术基本功和音乐修养相辅相成，
让麒麟舞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
其新
编排的新版麒麟舞更是在三角镇元旦
长跑、
市镇慈善万人行、
“迪茵湖小镇”
休闲旅游区等一一向观众亮相，
令三
角麒麟舞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小知识
精益求精 自行设计制作麒麟舞道具
三角麒麟舞的内容包括：出场、
见面礼、采青、左顾右盼、上前扑擒、
扑前扑后、麒麟腾跃、吞青、吐青等，
要做好这些动作，需要长年的积累，
深厚的武术基本功。
现今赖就芳虽年
岁渐增，
但对基本功依然勤加训练。
“习惯了，小时候晚上吃完饭，
就会到教头家里练习武术基本功，
只是扎马步，如此单一的动作，也要
十天半个月，完成得足够标准才能
学习下一个动作。”赖就芳介绍，年
轻时的他，因为基本功扎实，对掌握
麒麟舞技艺有了良好的开始。由于
渐渐技艺出众，逢节庆他还受邀至
阜沙、民众、黄圃、广州南沙等地展
演，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
“每年农历年底前，三角的民间
艺人就开始扎作好麒麟，到了农历

年卅晚上，舞麒麟者就来到村中一
棵大树前拜土地、烧爆竹、打锣鼓、
采青，再回到祖师牌前将青吐出。到
正月初一至十五连续 15 天，舞麒麟
者就会到村中祠堂以及家家户户门
前舞麒麟。麒麟所到之处，每户人家
都会烧爆竹迎接，
有的人家还会安排
麒麟进行采青。三角的村民在祝寿、
开市、入伙、新船下水等重要节庆仪
式上，
都有邀请舞麒麟进行庆贺的习
俗。
”
赖就芳一边舞动着麒麟头，
一边
告诉记者，
会麒麟舞，
不算真传承，
要
传承好这一传统，
还必须得学会麒麟
舞所需的道具的设计制作。
从道具的选材、购买到制作，赖
就芳都擅长。有一些制作道具的原
材料难找，他还得跑好几个地方才
能配齐。在三角镇麒麟舞艺术团，他

为麒麟队制作的排头旗、罗伞、敲击
木鱼、麒麟头、麒麟被、麒麟服等物
件至今仍被保留。
“赖就芳为当地非遗传承做出的
贡献也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以高票数
被推荐为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三角麒麟舞）代表性传承人。”三
角镇宣传办主任陈惠标介绍。

采青

本报记者 孙俊军 摄

开幕式现场，一阿卡贝拉乐队进行了表演。

采青是广
东省过年沿袭
一种的传统民
俗，本意就是收
获成熟的庄稼。
从传统文化来
看，除夕采青是
一种古老的祭
祀活动，一方面
是感谢大自然
的赐予，祈求来
年风调雨顺，另
一方面又是劳
动人民精神寄
托的表现形式，
表达着一种祛
邪 、避 灾 、祈 福
的美好愿望。

第二届校园阿卡贝拉音乐节开幕

中山元素融入创作
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
本 报 讯（见 习 记 者 李 鑫 实 习 生
黄婉盈）8 月 24 日上午，
“广电网络杯”中
山市第二届校园阿卡贝拉音乐节在文
联文艺家活动中心拉开序幕。该音乐节
由中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山市教
育和体育局主办，中山市音乐家协会、
Vocal Asia 上海阿卡贝拉文化交流中心
等联合协办。
校园阿卡贝拉音乐节每两年举办一

次。本届音乐节从 8 月 24 日一直持续至
12 月 15 日，
与首届不同的是，
本届融入了
更多如咸水歌、高堂歌之类的中山元素，
并用年轻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创作表
达。
其中，
阿卡贝拉师资培训课采取公益
形式，
邀请 Vocal Asia 上海阿卡贝拉文化
交流中心的专家进行授课，阿卡贝拉音
乐爱好者、全市中小学，
大学师生均可踊
跃参与，
近距离感受艺术的魅力。

凤凰花开岐江畔 扬帆启航大湾区
——中山市第二届非公有制经济凤凰奖杰出菁英人物系列报道（十）

中山励华铭板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吴晋廷：

中山市通伟服装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邝子峰：

脚踏实地做事 与时俱进创业

专业专注让传统服装行业焕发新生机

术人员有 200 多人，并有十余位台湾资
深技师长年在公司严格控制质量。

吴晋廷是个90后，
现任中
山励华铭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励华铭板”
）总经理助理。
对企
业管理方面抱有满腔热情与期
待的他，
从墨尔本大学工商管理
专业毕业后，
希望将自己所学都
用在家族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上，
带领励华铭板越做越强。
他相信坚持努力一定会有
收获，
并表示作为年轻创二代，
并不是要苦守父辈产业，
而是要
在继承的基础上探索二次创业。

●与时俱进

●质量为王

良好口碑赢得客户信赖
为了了解公司产品性能、生产流程
及加强各部门人员的沟通，吴晋廷初入
公司时到基层进行轮岗锻炼，在印前、
彩印、商标、成型和品管等部门实习过，
每个部门都呆一个月时间左右。
吴晋廷表示，这段基层艰苦的历
练，让他最大收获是懂得了如何与人
沟通，特别是与客户的交流，及时了解
客户需要，并快速满足客户要求是公
司能够维持的关键。
“QC 方面的岗位让我感触最深，
因为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吴晋廷说，
很多人觉得 QC 员并不需要什么专业
技能，其实并不然，质检员的工作靠眼
睛，但这眼睛里却蕴含了很高的技能，
才能胜任各种印刷品的质量检验。
他认为，这个岗位首先要有较高
的技术素养，其次要熟悉印刷工艺流
本报电话

吴晋廷

程，还有就是处理质量问题要果断，令
人信服。一旦质检出了问题，不合格的
产品就有可能流向客户，造成客户严
重的损失。
吴晋廷坦言：
“要在行业内树立良
好口碑，必须在产品上保质保量、保证
时间，不能有一刻拖延！只有信守交货
承诺，员工才会信服，如果连员工都不
信服，又何谈做好品牌口碑？”
自担任总经理助理以来，吴晋廷
一直和团队共同成长，在产品质量上
严格要求，狠抓生产。为了严把质量
关，公司在质量管理上投入重兵。公司
员工只有 1300 多人，而其中管理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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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环保是企业致胜法宝
在接手公司管理工作后，作为公
司的年轻一代，吴晋廷在经营管理、技
术创新、产品升级等方面都做了新的
尝试，如开拓精品手工盒、大力拓展互
联网+以及网络订单、进行产品升级换
代，产品结构调整、优化。
“现在外部大环境不景气，加上中
美贸易磨擦，出口市场受阻；另外电子
商务的兴起，使印刷行业经营空间越
来越难，我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公司带来更多转型升级的机会。”
吴晋廷认为，做企业还是要脚踏
实地，有耐心，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
才能做出消费者满意的产品。同时，作
为领导者必须与时俱进，注入新的思
维和模式，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为此，励华铭板一向秉持“提供客
户最满意的质量、交期与服务”的经营
理念，在制作材料方面均采用进口油
墨、纸材，并荣获美国认证 UL、加拿大
CSA，以及拥有完善的 ISO9001 国际质
量保证体系、ISO1400I 环境管理体系、
ROHS 环境有毒物质管理体系。
在油墨使用上，他一直提倡绿色环
保理念，只为给客户最环保、符合可持
续性发展要求的产品。吴晋廷表示，
“按
国家政策要求，严格抓好质量，方能让
客户信服，
并增强对我们产品的信心。
”
吴晋廷自豪地说：
“ 践行环保绿
色、可持续性发展理念，按照国家产业
政策，开拓创新，守法经营，依法纳税，
这是我们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和赢得
市场竞争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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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的特点是，采用针织有弹性的防水
服料做成，具有防水防风功能。他们利
用众筹平台推广自己的品牌，把自己开
发、设计的产品发布上去，不断更新，在
一定的时间内达成预购目标，网站平台
就会把钱给他们。

作为公司的管理者和品
牌的推广者，每星期中山-澳
门的“双城记”生活，邝子峰却
乐在其中。对于成功他是这样
定义的：
“ 一定要对新事物保
持 好 奇 心 ，只 要 你 一 直 向 前
跑，就一定会达到终点。”

●成功法宝是好奇心+坚持

●创新思维创立自主服装品牌

邝子峰家里是开服装厂的，小时
候就经常跑到厂里去玩，真正对服装
行业有了解，那是他 10 多岁的一年，
当时父亲创立一个新品牌，在全国有
300 家经销店。
2006 年 从 英 国 硕 士 毕 业 回 到 澳
门，怀着对服装行业的追求，邝子峰只
身到日本东丽国际贸易公司学习布料
的研发到生产，后又转战到上海东丽学
习销售，2012 创立 Pikka Pikka 快消品
品牌。
“我是从零开始的，当时为了推销
产品，一个人拖着大包，一家家店跑。”
回想当年的艰难创业经历，邝子峰记
忆犹新。这个主要应用于眼镜、镜头、
洗脸等方面清洁的产品，目前已在台
湾、香港等地有 1000 多个零售店，台湾
著名的连锁店康仕美也是他们最大的
客户。
创立推广 AniFA 运动时尚服装品
牌是邝子峰另一个得意之作，也是一个
新的市场布局。他创新思维，邀请英国

邝子峰

前国家足球队队长欧文做了一个联名
系列推广，融入世界杯的元素，在欧洲
最大的销售品牌代销店、百货公司售
卖，大获成功。
邝子峰他们还有一个国外众筹项
目，外套夹克——TechKnit 全天候功
能服。在 2017 年 6 月底，放到现在最流
行的众筹网上，做一个全球性的发布，
发起众筹，解决企业的融资难题。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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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美之心人人有，服装行业其实
是个很有艺术感的行业。”多年来，热爱
服装行业的邝子峰见证这个行业发展
嬗变。他认为，服装行业并不是夕阳产
业，如现在的布料就跟以前大不相同，
产品设计、目标管理等都有现代科技融
入其中。如果够专注专业，服装行业也
会有很好的发展，如申州、晶苑等龙头
服装企业，就非常成功。
邝子峰表示，在日本 3 年学习的时
间里，日本人对细节的把控，对产品的
精益求精精神及以客户为中心的“客户
终身制”等思维管理方式，给他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并受益良多。
“在公司实际
的管理中，我采取了日本的管理经验实
行积分制，效果就很好。”
目前，公司还利用高科技布局智能
人工机械手，通过自动化设备来提高生
产效率。邝子峰说：
“ 作为青年企业家，
不能只顾眼前赚钱，还应该保持对新事
物的好奇心，促使自己不断加强对企业
的投入研发，做好品牌、质量、服务等方
面的管理，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
对 于 成 功 的 解 码 ，邝 子 峰 则 表
示 ，只 要 有 理 想 有 目 标 ，努 力 坚 持 跑
下 去 ，你 就 算 是 一 只 乌 龟 ，没 有 兔 子
跑得快，但最终还是会达到理想的目
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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