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温金良 美编：梁文珊 校对：黄虹

焦点

2019.6.3��星期一

INFORMATION TIMES

A0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谭啟菊 见习记

者 丘敏华）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

城市，广州加快了城市更新的步伐。 在

政府引领下， 海珠区石溪村传承过去，

立足现在，规划未来，通过焕发优秀传

统文化的生机，促进村民团结，齐心共

建新石溪。

传承传统文化

据介绍， 石溪村有 400 多年历史，

是恒生银行创始人、慈善家何善衡先生

的故乡，现在村里的教育和医疗等方面

均受其资助。 近年来，石溪村积极弘扬

传统文化，在石溪劬劳福利基金会的资

助下，每年都举办端午龙舟活动和重阳

敬老晚宴。

“泮塘仁威，河南石溪，大石山西。 ”

一句耳熟能详的龙舟赞语体现了石溪

村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起龙、采青、探

亲……石溪村今年的龙舟活动正如火

如荼进行中。 记者了解到，村民们有着

浓厚的龙舟情结，积极参加各项龙舟活

动和比赛。 另外，农历五月初一至初五，

村里连续五天沿石溪涌边摆设龙舟晚

宴，成为该村的一大特色。

推进绿色产业

石溪经济联合社和村民们于去年 7

月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开展环保整治和

河涌治理工作， 在 9 个月内顺利稳定

地清退了大部分污染企业、 低端产业。

目前形成了多个创意产业园， 正有序

开展招商工作， 包括广东红八方集团

青创城、 广州佰达 1 号汇创创意园、

2025 东篱创新谷等， 产业升级转型渐

见成效。

栽植勒杜鹃、设立文化宣传栏……

在推进绿色产业的同时，石溪村的面貌

焕然一新，让村民一起享受“天更蓝，水

更清”的美好生活。“石溪村越来越靓，

我们生活更加舒心了”，村民们笑言。

据悉，石溪村以产业升级、打造城

市智慧型 CBD 为最终目标， 得到了村

民高度支持。 目前已经完成了基础数据

调查，在尊重绝大多数村民改造意愿的

前提下， 更新改造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中。

石溪经济联合社负责人表示，石溪

村将继续延伸传统文化和何善衡先生

造福乡梓的精神，坚持传承与发展协同

共进。 希望能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

过加快更新改造引进高端产业，与广州

城市发展同步，构筑一个既保留浓浓乡

土风情， 又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村居典

范，为广州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名片增

添光彩。

石溪村今年的龙舟活动正如火如荼进行中。 丘敏华 摄

石溪村传承传统文化，与广州城市发展同步

10万人围观“最燃”民间龙舟赛

东平梁龙舟队以1秒左右的优势摘得车陂龙舟赛桂冠

昨日上午，在广州市天河区车陂涌和棠下涌，百舸争流，锣鼓喧天，

两岸人山人海，一年一度的民间传统龙舟赛上演，热闹胜似过年。 经过

激烈角逐，今年车陂东平梁龙舟队摘得车陂龙舟赛的桂冠，棠下新墟在

棠下龙舟邀请赛中连续两年夺冠。 据悉，6月 5 日，车陂村和棠下村还

将同时举办精彩的龙舟招景活动。

统筹 信息时报记者 李丹 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李丹 焦何结

车陂龙舟赛

车陂龙舟传统文化历史悠久，百

余年来代代传承，从不间断。各种传统

仪式得以保留完整，游龙探亲、斗标、

招景、龙船饭、龙舟饼、龙船戏等民俗

文化，各具特色。 2017 年 6 月，“车陂

扒龙舟” 还被列入广州市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当天上午 9 点，来自车陂村内 12

个龙船会的龙船已经开始在车陂涌上

游龙。 车陂赛，也被民间称为“小广州

赛”，云集了村内外乃至珠三角地区的

顶尖龙舟运动选手，甚至还有“国手”

级别的龙舟大咖参赛， 车陂龙舟联队

曾在国家级的“中华龙”比赛中名列前

茅。 10 点半左右，赛事正式拉开帷幕。

12 支队伍分成 6 个小组，展开第一阶

段的比拼。 赛道以车陂涌上的龙溪桥

（

十八桥

）为起始点，在沙美桥取旗后

“回龙”折返，全长共计 600 多米。

当鼓声一响， 只见河涌上龙船如

“箭”般飞出，运动员们奋力激桨博浪，

两岸吆喝声此起彼伏。 不少人慕名而

来围观龙舟赛， 连两岸的居民楼都站

满了人，据主办方介绍，此次比赛吸引

游客达 10 万人次以上。为了方便市民

观赛游览， 今年在车陂一涌两岸的硬

件设施升级改造方面也下了“狠工

夫”：两岸河堤以海绵城市的标准打造

2.8 公里碧道，河堤、亲水码头都有桥

门、牌坊等复古建设，景观河道示范区

还装上了彩灯。

据了解， 车陂龙舟赛最大特色是

“回龙”，超过 70 人划行的龙舟在争抢

回龙旗后折返冲刺， 参赛队伍需同时

具备极强的爆发力、 技巧性及团队协

作能力，由于得天独厚的河涌环境，观

众仿佛伸手便可触及龙舟， 视觉冲击

极强。经过一番激烈比拼，按成绩取前

六名进入第二阶段比赛，再两两对决，

决出前三名。

最终，东平梁以 1 分 52 秒的成绩

获得冠军， 亚军范阳简与其相差仅 1

秒左右，王太原获得第三名。 据了解，

历年来车陂龙舟赛的冠亚军争夺可谓

是分秒必争， 去年范阳简以 0.2 秒的

优势超越东平梁夺冠。

“今年势必要扳回来，我们攒足劲

训练了一年多， 赛前更是每周抽出三

四个晚上进行集训，终于夺冠了！ ”东

平梁龙船手梁润添激动地说道。 冠军

队获得了 12000 元的奖金， 随后他们

兴高采烈地抬着奖励的金猪， 奔向祠

堂，向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

“吃过龙船饭，饮过龙船酒，全年

身体健康无忧愁。 ” 运动健儿扒过龙

舟，车陂各大宗氏祠堂大摆龙船饭，犒

劳龙船手的同时， 也招待从四面八方

赶来的宗族亲友。

“每个祠堂要摆上百围，全村估计

有 1300 多围龙舟宴，很是热闹。 ”“车

陂扒龙舟” 市级非遗项目传承人苏应

昌介绍， 龙船饭菜品是根据祠堂后人

的生活水平提高而变化，但“炒丁”和

扣肉两道菜保留至今， 代表人丁兴旺

和富足丰收。

据了解， 车陂的龙舟活动将贯穿

端午假期，历时 8 天，一直持续至 6 月

9 日。其中，6 月 5 日（

农历五月初三

），

广州规模最大的龙舟招景将在车陂涌

上演， 来自各地老表村 200 多条龙舟

将来车陂游龙、探亲。 当天，棠下村也

将同时举办龙舟招景活动。

车陂除传统龙舟活动， 广州大剧

院 MEGA 创作团队的祠堂席间剧演

出、 市集嘉年华表演及系列互动活动

也将陆续上演。今年 9 月份，还将举办

“一水同舟”杯国际龙舟友谊邀请赛。

农历端午期间， 市民来车陂不仅

可收获一系列龙舟文创产品， 还能体

验扒龙舟、 龙舟拔河趣味赛、 宗祠游

赏、龙舟文化展览、龙船饭体验、亲子

研学、摄影采风、文化课堂等一系列活

化乡村文化的文旅产品项目。

棠下龙舟邀请赛

棠下新墟卫冕冠军

成绩比去年提高10秒

昨日的棠下涌同样热闹非凡，2019 棠

下龙舟邀请赛在此举办。 和往年一样，比

赛分为两轮，第一轮，参赛的 12 支队伍通

过抽签两两对决，成绩最好的 4 支队伍晋

级到决赛。 前进宦溪、棠下 3 号船、珠村中

约、猎德晋级决赛，第一组是珠村中约对

猎德， 第二组是前进宦溪对棠下 3 号船。

棠下 3 号船和前进宦溪的对阵可谓一场

鏖战。 岸边观众大声呐喊，为船员们加油

助威。 最终， 属于新墟的棠下 3 号船以 5

秒多优势率先到达终点，成功卫冕。

记者从棠下 3 号船鼓手彭仕杰处了

解到，棠下 3 号船今年的速度比去年快了

10 秒，“这一成绩是集体努力的成果，不是

谁一个人的功劳。 破纪录了大家都很开

心， 说明我们的训练是没有白费的！ ”赛

后，各经济联社的村民聚在一起，在各大

祠堂或酒店享用龙船饭。

12条龙船比拼 冠亚军仅差一秒

天气：中雨，气温

26℃～31℃

。 社址：广州市广州大道南

83

号汇美商务中心（

510310

） 电话：

020-34323133

夺得车陂龙舟赛冠军的东平梁龙舟队兴奋庆祝。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