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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活动兴盛 各村频添“新龙仔”

龙舟从传统习俗变家喻户晓运动
□ 本版统筹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本版 撰 文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蔡 晓 素 潘雨
本版 摄 影 信息时报 记者 卢舒曼 蔡 晓 素

有些村百年之后再见龙舟，“龙舟之最” 村又
添新龙船，连女子都可以扒传统龙。 今年端午节，
扒龙舟活动依然很“热”，龙舟竞速、龙舟趁景、吃
龙船饭……记者了解到， 今年广州各村社频频增
添“新龙仔”，“扒仔”“
扒女”大幅增加，龙舟活动逐
渐从传统习俗转变成一项家喻户晓的运动。
上漖 船厂工人在打磨新船。

这些村有了新龙舟

员岗中约迎来首条传统龙
今年5月24日，番禺区南村镇员岗中
约的第一条传统龙在上 漖 卢再洵船厂顺
利骏水。据悉，员岗临水，地处要道，历史
上曾有自己的码头， 龙舟文化更是历史
悠久。然而因为历史原因，员岗中约近百
年都没有自己的龙舟。于是，一群热爱扒
龙舟的族人酝酿成立中约龙船会。去年5
月，船会成立后，村民就集资购买了一条

标准龙。 今年， 船会迎来了第一条传统
龙。
这条
“
龙”不简单！ 龙头龙尾由广东
龙头大佬梁镇洪亲自设计， 徒弟崔俊贤
完工；龙船出自名家卢再洵之手，船身全
部使用青坤甸木，都是上等木材。“我们
把好料都拿了出来，这条船的用料，广州
其他的船都不能与之相比。 ”卢再洵说。

“龙舟之最”村又添新船
5月29日下午， 车陂涌上又传来了
“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天河区车陂村清
溪双社有一条新龙回村啦！
“
来了，来了！”乡亲父老已经在岸上
等候多时，遥遥看到远方有龙船的身影，
清溪双社龙船头马耀坤马上让族人燃放
鞭炮，寓意迎接新船回村。而新船上的扒
仔也报以一串鞭炮声， 以示对长老的回
应。

马耀坤介绍，改革开放后，清溪双社
先后造了8条船，如今仅有一条长约41米
的长龙还能使用。“
因为我们是农历五月
初一至初五都外出趁景， 一条船不足以
搭乘更多族人， 所以新造一条28.8米长
的短杉木龙。 ”马耀坤说。
据悉， 目前车陂村传统龙舟数量已
达52条。 而早在2017年，车陂村拥有46条
传统龙舟，数量已属广州自然村之冠。

猎德“女龙”重出江湖
5月21日，猎德村喜迎两名龙船新成
员。 两艘船均为杉木龙船，分别长36.6米
及41.77米，造价共约31万元。 值得一提
的是， 其中长36.6米的龙船是为猎德女
性定做的新船，船身较宽，船舱更浅，扒
起来更稳。
过去，扒龙舟活动中只限男性参与，
不仅不准女性扒龙船，连摸一下都不行。
1998年，猎德村委会顺应妇女的要求，组

成一支70多人的女子龙舟队。 2004年，猎
德女子龙舟队还在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
中获彩龙一等奖。但近几年端午，也不见
猎德女子龙船身影。
今年， 是猎德女子龙舟队第三次组
队。 她们还能扒着一艘新的杉木传统龙
亮相广州各大龙船景，所到之处，均有掌
声和欢呼声，可见大家对“女龙”的好奇
与渴望。

小港片迎来新龙船
6月1日，海珠区马涌格外喜庆，原来
是联星小港片龙船会喜迎“新龙”，这也
是小港村今年首场马涌龙舟活动。据悉，
这条新造坤甸木传统龙船长为39.9米，
可以容纳70人左右，造价约28万元。
小港片龙船会会长陈标介绍， 小港
片的龙舟活动由来已久， 其中最老的龙
船已经超过百年，目前已经无法使用，只

能用于展览。
“这几年我们都应邀参加广州国际
龙舟赛， 已经连续四届夺得彩龙竞艳一
等奖，参赛的龙船也几经维修，但还是存
在一定安全隐患， 所以龙船会决定重新
造一条坤甸木传统龙船。 从3月开始筹
备，历时近三个月，小港片终于迎来了新
龙船。 ”陈标说。

船厂工人把新船推进河涌试水。

龙舟造价贵了 船厂生意多了
番禺上 漖 龙舟制作技艺为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村也是远近闻名
的造船基地，珠三角九成龙船都来自
这里。 目前，上 漖 村现保存下来的船
厂有8间，6个造船，2个修船放船厂，
其中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是陈汉慧
龙舟厂，建厂近60年。
陈汉慧船厂的易文师傅自称十
来岁时就跟随舅父学习造龙船，如今
已三十多年。 他说：
“
今年至今造新龙
船的数量在十来条左右。 ”易文还表
示，每年的五月、十月是广佛地区扒
龙舟的旺季， 因此新船数量会多一
些。 龙舟一般选用杉木、坤甸木、柚木
为原料，款式则有标准龙、传统龙之
分。 每条龙舟制作完成至少需要二十

多天。
据了解， 今年传统龙舟造价稍
高，木材和人工都贵了。 其中，有些木
材因原产地禁止出口， 如坤甸木、楸
木、柚木均
“
一木难寻”。 因此，今年坤
甸 木 每 立 方 米 需 1.8 万 元 ， 楸 木 约
6000~7000元， 柚木更贵2万多元，有
的比去年贵约3000元左右。 陈标坦
言，小港片在1987年定制过一条传统
龙，当时价格是8万元左右，如今他们
新造的龙舟约需28万元，“这已经是
优惠价。 ”
造船师傅陈省则表示，最近两个
月工作多到“踢晒脚”。“有些是旧船
坏了拿来翻新，有的是造新船。 木头
少了，订单却比往年多了三成左右。 ”

河涌水质改善 龙舟赛事增多
对于新龙船增加， 陈省认为，应
对龙舟赛事是首要原因。“今年龙舟
赛越来越多，几乎每个月都有，所以
要造新船的村社也在增加。 ”
车陂范阳简龙船会曾因扒龙舟
速度快，被坊间称为“杀手简”。 范阳
简龙船会龙船头简钜光介绍，2014年
左右船会就曾打造一条杉木龙，专门
用作比赛用， 如今该龙舟质量不理
想， 因此今年再次打造一条新船，旧
龙舟用作训练，新龙舟用作比赛。
番禺区大龙街石岗东村和新桥
村为了参加番禺区龙舟赛，也各增加
一条传统龙。 石岗东村的新龙船以柚
木制作，比坤甸传统龙船轻了3吨，所
以在划行的过程中， 船的浮力更大、
速度更快。 石岗东村则是为了迎战彩
龙竞艳比赛，将派出三条传统龙船参
加。
据了解，今年除了有一年一度的

广佛联赛， 天河区有车陂龙舟竞渡
赛、棠下龙舟邀请赛，海珠区有海珠
湿地龙舟赛等，天河区猎德村还举行
了首届国际标准龙邀请赛，深涌流域
村落也首次联合举办龙舟赛。 今年也
恰逢番禺区两年一届的“莲花杯”“禺
山杯”龙舟赛举行。“
就连上 漖 村都有
自己的龙舟赛。 ”陈省说。 可见龙舟赛
事之多，以至于各村都纷纷打造更好
的装备迎战赛事。
天河区车陂村近年来大力发展
龙舟文化，被誉为“龙舟之乡”。 不仅
本村村民，连来穗居民、外地游客都
纷纷慕名前来车陂
“
趁景”。
马耀坤称，改革开放后，车陂村
民纷纷外出发展，加上车陂涌水质恶
化，大家都不愿扒龙舟。 近几年开始，
车陂龙舟文化发展向好，村民在龙舟
精神引领下落力治水，车陂涌水质改
善，以致更多子孙愿意回来扒龙舟。

知多D

新龙“骏水”有讲究
当某村定做的龙舟从开始扎龙
骨时，就会派人来做仪式。 造好一条
新龙，该村要择吉日良辰举行试水仪
式。 仪式包括拜神、旺龙、试水、谢师
多个环节，供上金猪、米酒、果品，燃
香烛、放鞭炮，打出自己村族的锦旗
罗伞，一路鞭炮不断。
新船试水也被称为“新船骏水”，
有
“新船落水 （进 水 ），顺风顺水”的寓

意。 由于“进水”有“船只进水”的歧
义，以免带来不好的含义，大家一般
称为
“
骏水”。 也有一种说法是希望新
龙船能扒得像骏马一样飞快。
上 漖 村南边就是三支香水道，江
水流速平缓，且水道与村相邻有一块
面积较大的浅滩，水运交通方便。 龙
舟一下水， 可以直接经水路到达广
州、番禺、南海、顺德各处。

在海珠区马涌，小港片区一条老龙船带领着刚刚下水的新龙船完成了采青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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