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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5

传统龙舟文化传承的现状及其发展的调查研究

——以中国首个龙舟之乡沙田镇为例

东莞市沙田镇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

[摘要]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人们思想文化意识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加，

社会思想文化呈现出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中国传统文化

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举步维艰。东莞市沙田镇作为全国首个龙舟

之乡，传统龙舟文化该如何传承？青少年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的呢？本研究以团镇委开展“我传承 我快乐”龙舟文化系列活

动
[1]
为契机，在全镇上下开展了一次传统龙舟文化传承的现状及

其发展的调查研究，旨在通过调查人们对传统龙舟文化传承的认

识及其现状，分析传统龙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同

时，针对人们对我镇传统龙舟文化的认知情况，对如何传承龙舟

文化提出可行性的建议，并希望能通过此次调查唤醒广大市民的

关注以及政府的作为，形成全镇上下对传统龙舟文化的心理认同

感和传承。调查结果如下：

（1）对沙田传统龙舟文化传承的现状及其发展情况调查显

示：男性各维度的总均分显著高于女性；中老年人显著高于青少

年；本地人显著高于新莞人；文化程度对于龙舟文化的传承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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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存在显著性影响；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村委群众的总均分

显著高于工厂员工、个体商户和在校学生。

（2）对沙田传统龙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建议有：首先，政

府是传统龙舟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主体，应为我镇的龙舟文化做出

合理规划、投资分配和人才培养，对传统龙舟文化各方面的深入

挖掘和材料整理等方面都离不开政府的作为。其次，充分发挥传

统龙舟文化的教育功能，加大对传统龙舟文化教育的投入，推进

其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第三，传统文化的传承离不开媒体的宣

传，离不开社会舆论环境，必须加强传统龙舟文化媒介化传播。

[关键词]龙舟文化；现状；传承与发展

1 问题的提出

1.1 研究背景

沙田人的先祖疍民世代在船上生活，以水为生，练就了一身

的划船本领和好水性。尽管生计艰辛，疍民对于龙舟却有着发自

内心的热爱和崇拜，能够游龙、扒船是多少沙田人的梦想。
[2]
1982

年前后，沙田举办了第一届龙舟赛事，从那时起，沙田才有了真

正属于自己的第一条龙舟及龙舟队。1983 年，沙田政府定下每

年农历 5 月 12 日为沙田的龙舟景，开启了属于沙田自己的龙舟

景，至今已经有 36 年历史了。沙田河堤两岸人头汹涌，热闹非

凡，这样的龙舟节日氛围，在沙田人民的心中根深蒂固，沙田龙

舟景渐渐演变成现在的沙田龙舟节。1998 沙田男子龙舟队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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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国家远赴马来西亚参加第三届亚洲龙舟赛，1999 年沙田女

子龙舟队首次代表国家出征英国诺丁汉参加第三届世界龙舟锦

标赛，均取得辉煌战果。2000 年，沙田镇被国家体育总局中国

龙舟协会授予全国第一个“龙舟之乡”荣誉称号。
[3]

然而，随着西方文化在我国的兴起，日韩产品的引进，韩流、

日漫、好莱坞文化越来越多地成为年轻人追逐的对象，而中国的

传统文化在不断涌入的外来文化里仿佛显得不那么“时髦”了。

[4]
就中国首个龙舟之乡沙田镇而言，不少人担心传统龙舟文化是

否与青年群体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为此，我镇大学生志愿服务

队进行本次调查研究，希望借此让传统龙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

薪火相传。

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民族的魂灵，

是民族力量的源泉。
[5]
传统龙舟文化对我镇各方面的发展有着极

为深刻的影响。本研究通过深刻剖析沙田镇传统龙舟文化的内涵

并且提出传承传统龙舟文化的有效建议，不但对提高人们对我镇

传统龙舟文化进行全面而理性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而且可以以点带面促进学术界对其他文化传承进行相关研究，本

研究的调查数据也可为其他文化传承的研究提供文献参考。

（2）现实意义。文化对一个城市就像一张名片，也是一个

品牌，更是一各软实力，它是一个城市综合实力和灵魂的体现。

[6]
当前，沙田镇正立足融入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结合实际全力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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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临港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提升城市品质，加快打造魅力湾区、

创新港城。
[7]
对沙田龙舟特色文化的研究，促进文化实力的提升，

是增强我镇经济创造力的催化剂。沙田镇政治、经济、文化的发

展，将为东莞实现更高水平发展、广东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作出新的贡献。

2 文献综述

2.1 核心概念界定

2.1.1 龙舟文化

龙舟，是端午节竞渡用的龙形船。赛龙舟发源于中国汉代，

是中国民间传统水上体育娱乐项目，在东亚、东南亚地区也是盛

行的民间活动。龙舟文化体现出我国的悠久历史文化继承性和人

们的集体主义精神。
[8]
龙舟文化是与龙文化一脉相承的，是人类

对龙舟竞渡及其相关客观现实的感受、认识的升华和历史的沉

淀，它包含着人们对龙舟、信仰、心理、习俗、伦理、艺术等诸

多特质的审美意识，融科学理论、制作技术、艺术表达、体育竞

赛、情感交流于一体。
[9]
龙舟文化的传承，也张扬了华夏子孙“横

大江兮扬灵”傲视万物、奋发争先的精神伟力。

2.1.2 文化传承

文化传承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是民族群体的自我完

善，是社会中权利和义务的传递，是民族意识的深层次积累，是

民族共同体纵向的“文化基因复制”。
[10]

文化传承是一种文化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B%AF%E5%8D%88%E8%8A%82/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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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的必然过程，是一种积极的文化再生产，是文化在民族共同体

内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

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

文化的传承机制，使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

延续性等特征。
[11]

传统龙舟文化的传承不仅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

赋予的独特魅力，还能够让龙舟文化渗透到范围更加广阔的领

域，展现着龙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态势。

2.2 相关理论研究

2.2.1 国外对龙舟文化传承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通过相关文献搜索，未发现国外有专门对龙舟文化传

承的相关研究。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内学者对国外龙舟文化的研究

文献。例如，王辉以
[12]
“温哥华力拓加铝国际龙舟节”为例，对

加拿大华人文化和主流文化整合进行了案例分析；马晟
[13]

以加拿

大中国龙舟运动为例，思考中国民族体育文化“走出去战略”；

卢泉元
[14]

把渥太华龙舟节示为多元文化融合典范。国外对龙舟文

化的传承主要体现在把赛龙舟作为一项体育运动来进行的。

受中国地缘文化的影响，赛龙舟是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盛行的

民间活动。从上世纪 80 年代，有人将赛龙舟这一活动带回了美

国，使赛龙舟成为美国发展最快最流行的体育娱乐项目之一；龙

舟赛从每年的 6 月至 10 月的每个周末接连不断的举行，在加州

南部的世界杯龙舟赛，堪称是美国最具运动性，竞争性的龙舟赛。

[15]
赛龙舟已经在德国落地生根了将近 30 年，干什么都是非常认

http://yuanjian.cnki.com.cn/Search/Result?author=%E7%8E%8B%E8%BE%89
http://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9%a9%ac%e6%99%9f&scode=2705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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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德国人已经成为划龙舟的一把好手，每年都有数百名选手参

加法兰克福举行的龙舟比赛。
[16]

在英国伦敦，每年端午节期间都

会举行“伦敦-香港同乐日”龙舟比赛，迄今已持续 20 多年。作

为一年一度的盛大节庆活动，龙舟运动不仅受到华人华侨的喜

爱，也日渐流行于英国当地人的生活中。
[17]

早在 2004 年俄罗斯

就在端午节前夕举办了龙舟比赛，从此就有越来越多的龙舟比

赛，得到了很多俄罗斯民众的喜爱，当地农村学校还开设了龙舟

培训课程。
[18]

在各国的龙舟情缘当中，加拿大人尤其爱上划龙舟。
[19]

1989

年由多伦多华商会在中央岛举办的多伦多国际龙舟节，便成为一

个集体育活动、多元文化及文娱表演的一个大型户外盛会，除了

庆祝中国的端午节传统，还增进公众对中华文化的了解。首都渥

太华从 2004 年起每年也举办龙舟赛，从主办方到参赛者都是加

拿大本地人。比赛的场地选在风光迷人的丽都运河，人们都在两

岸的河堤上摆上凳子观战，十分投入。为什么源自中国的龙舟运

动，能够在加拿大开花结果，成为千家万户喜爱的群众性体育活

动呢？首先是加拿大拥有众多的湖泊和河流，碧水蓝天，森林环

绕，泛舟湖上，是一种很享受的运动。加上加拿大夏天和秋天的

气温不高，日照时间长，比较适合户外活动。划龙船，不论男女

老幼，体力大小，都可以一起参加。划龙船不但锻炼体魄，而且

振奋精神。加拿大预防乳腺癌协会通过组织女患者划龙船，增强

了她们对抗癌症的自信心和体质。第二是龙舟节气势大，观众多，

http://www.baidu.com/link?url=UDQ2MgjY_salaOT30aO6_ejhgcqV3p-goacGxVSH362_e0J40hDk0HjEiqtsv1XyhN1fkxbTyDXY3ws2CABcha3CFjhHjNHG6C9kAXzG6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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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关注程度高，商家比较热心赞助。第三是龙舟运动提倡团队

精神，许多公司都乐于让员工参加划龙舟来凝聚团队精神。在许

多跨国公司的办公室里，划龙舟的照片成了团队精神的象征。

古代埃及人、古代希腊人、近代印第安人以及近代夏威夷人

都有过类似龙舟的大型船只，后来被别的运载工具淘汰了，只有

中国的龙舟，因为端午节文化，能够历经两千多年的战乱灾荒保

存下来。现在龙舟运动走出国门，成为最受欢迎的中华文化之一。

2.2.2 国内对龙舟文化传承的相关研究

传承了两千多年的龙舟竞渡，时至今日已经由一项中国传统

民间活动演化成国际性的体育赛事和文化盛事，我国学术界对龙

舟文化的传承已有大量的研究。

伍广津、秦德
[20]

增对龙舟文化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研

究，认为龙舟文化作为中国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人们

对龙舟、信仰、心理、习俗、伦理、艺术等诸多特质的审美意识，

千百年来，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对于培养中

华民族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情怀，以及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有

着重要意义。周次保等人
[21]

对我国龙舟体育文化传承的人才阻滞

现象及机制进行了研究，指出当下我国龙舟体育人才培养工作不

能适应龙舟体育文化的发展需求，人才阻滞现象较为严重。张可

[22]
也对我国龙舟体育文化传承的人才诉求及培养策略进行了研

究，指出我国龙舟体育文化传承的人才诉求主要为龙舟竞技运动

人才、龙舟礼仪服务人才、龙舟文化管理人才、龙舟商贸旅游人

http://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4%bc%8d%e5%b9%bf%e6%b4%a5&scode=11092157;08453824;
http://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4%bc%8d%e5%b9%bf%e6%b4%a5&scode=11092157;08453824;
http://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7%a7%a6%e5%be%b7%e5%a2%9e&scode=11092157;08453824;
http://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5%91%a8%e6%ac%a1%e4%bf%9d&scode=07430284;27134154;07432024;17443253;
http://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5%bc%a0%e5%8f%af&scode=07430272;
http://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5%bc%a0%e5%8f%af&scode=0743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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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龙舟专业教育人才、龙舟制作工程人才与龙舟项目科研人才

等七种人才类型；其主要培养策略可概括为“更新观念，提高人

才培养地位”、“适应需求，明确人才培养类型”、“强化领导，

构建人才培养体系”、“提振教育，开拓人才培养渠道”、“明

确目标，廓清人才培养规格”、“文化修为，开展人才培养研究”、

“优化队伍，加强师资培养力度”、“制定法规，加大培养经费

投入”与“加强协同，促进人才培养合作”等九大策略。李兵
[23]

从高校龙舟运动的开展对传承龙舟文化的影响进行研究，从高校

龙舟运动的开展、组织机构、自身优势等几个方面，论述其对龙

舟文化的普及、传承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希望对未来高校传承龙

舟文化和整个社会发展龙舟文化提供借鉴和参考。孙士明
[24]

进行

了中华龙舟文化传承与对策研究，揭示龙舟蕴含的精神和龙舟文

化传承的意义，为龙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提出相关对策；该研

究根据龙舟运动课程在中国高校的现状与龙舟运动文化遗产价

值，建议充分发挥龙舟文化教育功能，推进其在学校中的传承，

以举办龙舟赛事推进龙舟文化的传承，加强龙舟文化媒介化传

播，达到传承龙舟文化的目的。

以上这些文献从龙舟文化的内涵及价值、龙舟体育文化传承

的人才诉求及培养、龙舟运动课程在中国高校的现状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研究，是从较全面的整体上对龙舟文化传承的理论研究。

但这些文献只研究了“面”，没有从“点”的角度研究，没有从

一个典型的龙舟文化特色乡镇的角度来研究。因此，我们沙田镇

http://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6%9d%8e%e5%85%b5&scode=10881872;
http://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5%ad%99%e5%a3%ab%e6%98%8e&scode=31598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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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的本次研究，着重从一个“龙舟之乡”的政

府决策和群众文化的意识角度分析龙舟文化传承的现状及其影

响因素，进而根据本镇的实际情况提出龙舟文化传承的建议和展

望。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人口学角度选取东莞市沙田镇 2 个社区和 16 个行

政村共 300 人为研究对象，具体情况见表 1。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沙田镇龙舟文化传承与发展情况调查问

卷》进行调查研究，基本情况问题主要收集研究对象的人口学资

料，包括性别、年龄、籍贯、文化程度和职业种类等。此问卷分

为龙舟基本知识、沙田龙舟历史、龙舟文化意识、龙舟文化氛围、

文化传承作为 5 个维度，共 20 道题，其中 15 道单选题，3 道多

选题，2道简答题。此量表一致性系数为 0.91，各题目的内部一

致性在 0.88-0.93 之间，具有相对较高的重测信度和较好的预测

效度。

3.3 调查过程

本调查在 2018 年 7 月暑假进行，挑选 30 名优秀的大学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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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组成调研小组。在正式调查前，首先对调研小组进行集体培

训，内容包括研究目的、样表解释，模拟训练和强调质量控制。

本次调查采用网上微信答题和访谈发放问卷形式进行，访谈时以

受访者自行填写为主，志愿者辅助填写为辅。如果受访者不能自

行填写，则由志愿者读出请其选择后代为填写。在开展调查时首

先要耐心取得受访者的合作，开放性问题要保证一致性，不随意

增减用语，同时确保每份材料内容的完整性，根据私隐保密的原

则，以不记名形式进行。受访者自行填写时，不得受干扰，志愿

者代写时不能带主观色彩，完成后立即收回问卷。

3.3 数据统计

发放 300 份问卷最终回收了 300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100%符合统计学标准；数据统计用 SPSS 17.0 软件整理分析,进

行描述性统计。问卷的 5个维度对应的题目分别是：龙舟基本知

识（8、11、12、13 题）、沙田龙舟历史（9、10、14、15 题）、

龙舟文化意识（1、2、3、17 题）、龙舟文化氛围（4、6、7、

16 题）、文化传承作为（5、18、19、20 题）。单选题计分规则：

1-7 题为正向题目，选Ａ得 1 分，选其它不计分；8-15 题为反向

题目，选Ｃ得 1 分，选其它不计分；多选题每选一项得 1 分，全

选得 4 分；简答题每项合理建议得 1 分，不设上限。本研究的计

分只为了解总体情况，无关个人比较，具体计分情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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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分析

4.1 沙田镇龙舟文化传承与发展情况的性别差异比较

如表 3 所示，调查结果显示男性各维度的总均分显著高于女

性(4.88＞4.03)，T 检验得出沙田镇龙舟文化传承与发展情况存

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2.336，p＝0.033<0.05)；具体性描述上，

男性在龙舟基本知识、龙舟文化意识和文化传承作为三个因子上

得分远高于女性。例如，对于龙舟基本知识男性平均分为 3.34

分，女性为 3.16 分，得满分 4分的男性占 34%，女性占 32.4%，

我们可以从图 1 和图 2 中进行比较。

在回答有关文化传承作为的简答题第 19 题“对于沙田龙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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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您认为社会、政府和群众应该有何作为？”

时，男性提出可行性建议人均 2.34 条，女性为 1.32 条。

在访谈中发现，社会性别理论让人们普遍形成“这种斗气斗

力的剧烈运动更适合男性”的习惯性思维。女子龙舟的兴起只是

近年来人们思想开放的结果，在较早时期人们思想较保守，划龙

舟是男人的事，一直以来女人是不允许登上龙舟的，传统认为“让

女人骑过的龙舟是不吉利的”。虽然 1996 年沙田镇应东莞市体

委要求，组建了东莞市第一支女子龙舟队，打破了女子不能划龙

舟的历史，但是这些历史传统因素对本次调查或多或少会产生一

定间接性的影响。

4.2 沙田镇龙舟文化传承与发展情况的年龄差异比较

如表 4 和图 3 所示，调查结果显示中老年人各维度的总均分

显著高于青少年，从少年到青年得分下降，从青年以后得分情况

与年龄的增长存在正向相关；年龄越大对龙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越关注，F 检验显示，沙田镇龙舟文化传承与发展情况存在显著

的年龄差异(F=2.248，p＝0.038<0.05)。



13

具体性描述上，中老年人五个因子上得分都远高于青少年。

根据访谈，中老年人正是当年经历沙田龙舟文化从起步迈向繁荣

的那一代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当过龙舟桡手甚至出国比赛为国争

光，对龙舟有着特殊的情怀。相比之下，当代青少年的兴趣爱好

更广泛，龙舟文化只是他们众多爱好选择的一个方面，他们对龙

舟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但调查显示少年在五个因子的得分也高

于青年人。根据访谈，这与我镇各小学近年来开展龙舟乡土特色

课程有关，10-13 岁的小学生对于龙舟基本知识和沙田龙舟历史

都可以在课堂上学习到。相反，14-18 岁的青少年正处在初中和

高中阶段，学校没有开展相关课程，加上学业和考试压力使得他

们对于沙田龙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无瑕顾及，直接影响青年人的

得分。例如，在回答有“您对传统龙舟文化感兴趣吗？”时，83%

的老年人和 67%的中年人表示有浓厚兴趣；青年人只有 19%的受

访者有浓厚兴趣，有 26%表示不感兴趣；而少年则有 61%的受访

者有浓厚兴趣，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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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沙田镇龙舟文化传承与发展情况的籍贯差异比较

如表 5 所示，调查结果表明沙田户籍本地人各维度的总均分

显著高于新莞人，(4.47＞2.88)，Ｔ检验显示沙田镇龙舟文化传

承与发展情况存在显著的籍贯差异(t=2.336，p＝0.042<0.05)；

具体性描述上，本地人在龙舟基本知识、沙田龙舟历史、龙舟文

化意识和龙舟文化氛围四个因子上得分远高于新莞人。根据访

谈，这是因为受地缘历史文化的影响，沙田本地人对龙舟文化长

期有着一种热爱和崇拜；赛龙舟对于新莞人来说更多是一种大型

体育活动，他们更注重活动的气氛。例如，在回答“您如何看待

传统龙舟文化的传承？”时，77%的本地人表示大力支持，新莞

人只有 23%表示大力支持，而高达 56%表示无所谓。但调查显示，

在文化传承作为因子上两者得分接近，Ｔ检验显示不存在显著性

差异(t=1.384，p＝0.058＞0.05)，说明对于文化传承作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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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人和新莞人都有个人的观解。例如，在回答“对于沙田龙舟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您认为社会、政府和群众应该有何作为？”

时，本地人平均提供建议 1.92 条，新莞人平均提供建议 1.74 条。

在回答“如果您所在的单位部门招募赛龙舟选手，你会如何面

对？”时，本地人有 59%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当桡手去赛龙舟，而

新莞人争取当桡手去赛龙舟则高达 74%，如图 5 和图 6 所示，可

见更多的新莞人希望去尝试划龙舟。

4.4 沙田镇龙舟文化传承与发展情况的文化程度差异比较

如表 6 所示，Ｆ检验显示受访者的文化程度对于龙舟文化传

承与发展不存在显著性差异，(F=2.119，p＝0.053＞0.05)；在

具体性描述上，没有数据显示文化水平越高各因子得分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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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推测这是因为文化程度与年龄阶段有着相互影响的因素。

中老年人受社会历史大环境影响和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但并不

影响他们对龙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执着；而上面提到的小学生，

虽然受教育程度正处于小学阶段，但近年来他们的学校教育中包

含了沙田龙舟文化教育，所以小学文化程度的得分相对更高一

些；另一方面，正在就读大学的青年人，尽管学历水平较高，但

由于兴趣爱好更广泛，他们对龙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执着程度则

远低于中老年人。例如，在回答“对于沙田龙舟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您认为自己本人可以怎样做？”时，大学文化的只有 13%表

示积极参与，有 26%表示如果村委有号召会参与，也有 7%表示可

以考虑做志愿服务。而相比之下，表示积极亲身参与的小学文化

有 49%，初中文化有 37%，高中文化有 31%，如图 7 所示。

因此，团镇委特别针对大学生开展“我传承 我快乐”龙舟

文化系列活动是传承龙舟文化的重要举措，是非常有意义的社会

实践活动。

4.5 沙田镇龙舟文化传承与发展情况的职业种类差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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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7 所示，调查结果显示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村委群众

的总均分显著高于工厂员工、个体商户和在校学生，其中村委群

众的总均分最高 4.66，工厂员工和个体商户的总均分最低，分

别为 2.05 和 2.36。通过访谈发现，两个社区和各村委会的群众

对龙舟文化传承与发展最关注，关键原因是各社区和村委都各有

一条男子传统龙舟和国际标准龙舟参加，村民有的自己亲自上

阵，有的亲戚朋友上阵，每年的比赛排名都会成为各社区和村委

群众的讨论热点，这是一种强烈集体荣誉感的表现；而对于政府

部门和事业单位的受访者来说，从宏观角度评价全镇每年的龙舟

比赛，就像他们评价奥运会和世界杯一样热烈。相比之下，工厂

员工以新莞人为主，如上面所说赛龙舟更多是一种大型的体育活

动，而且没有假期观赛，所以对赛龙舟并不狂热；虽然工厂里也

有本地人车间，但因与村委群众的性质相似，而所占比例太少可

以忽略不计。个体商户中有本地人也有新莞人，但访谈中发现商

人更在乎经济利益，较少关心龙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例如，在

回答“端午节前后您有和亲友讨论过龙舟赛事，讲过“龙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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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时，回答经常有的政府部门受访者占 24%，事业单位占 19%，

村委群众占 66%，工厂员工仅占 3%，个体商户占 7%，在校学生

占 25%，如图 8 所示。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综上所述，对沙田传统龙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调查结果显

示，男性各维度的总均分显著高于女性，男性对龙舟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更关注；中老年人各维度的总均分显著高于青少年，从少

年到青年得分下降，从青年以后得分情况与年龄的增长存在正向

相关，说明我镇各小学的龙舟文化特色教育取得良好成效；沙田

户籍本地人各维度的总均分显著高于新莞人，但在文化传承作为

因子上两者得分接近，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受访者的文化程度对

于龙舟文化传承与发展不存在显著性影响；政府部门、事业单位

和村委群众的总均分显著高于工厂员工、个体商户和在校学生，

其中村委群众的总均分最高，工厂员工和个体商户的总均分最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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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议

对于沙田镇传统龙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受访者纷纷发表建

议，本研究把受访者关注最多的建议归纳整理如下五个宏观方

面：

（1）政府应在传统龙舟文化传承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

镇政府、社区居委会及村委会理应为当地的龙舟文化做出合

理规划、投资分配和人才培养，在对传统龙舟文化各方面的深入

挖掘和材料整理等方面都离不开政府的作为；政府应营造传统龙

舟文化传播的良好环境，要给传统龙舟文化不断赋予新的时代精

神，改进过时方式，使它们更加适应现代生活，吸引广大青少年；

积极扶持民间组织和单位参与传统龙舟文化的弘扬和宣传，鼓励

企业和民间资本投入传统龙舟文化教育，发展龙舟文化产业，树

立我镇的龙舟文化品牌。

（2）充分发挥传统龙舟文化的教育功能

继续加大对传统龙舟文化教育的投入，推进其在我镇中小学

校的传承。有意识地把龙舟文化引进课堂，把龙舟精神的培育融

入校园文化活动之中，让全体学生学有所获，帮助他们在实现龙

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树立文化自信。关于这一点，沙田镇中心小

学的丘洪胜老师和吴浩老师都分别开展过赛龙舟体育课程，并在

东莞市中小学优秀教案评比活动中荣获一等奖。另外，学校要注

重校园龙舟文化的建设，校园广播、宣传橱窗和校园网要有介绍

龙舟基本知识、我镇的龙舟文化历史等栏目，从而形成龙舟文化



20

浓厚的教育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3）加强传统龙舟文化媒介化传播

传统龙舟文化的传承离不开媒体的宣传，离不开社会舆论环

境。相关部门要努力拓展传统龙舟文化的舆论空间，在学校、工

厂、车站等各种公共场所，设置标语、图片、宣传画等载体，以

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让广大群众处

处生活在传统龙舟文化的氛围中，时时接受传统龙舟文化的教

育。在本次调研中，曾有受访者建议重新在立沙花园放置一条传

统龙舟，只要设置玻璃外罩加强保护，则可以作为龙舟文化传播

载体长久保存。此外，新闻媒体要通过设专栏、办专刊，介绍我

镇的传统龙舟文化，开展相关研讨活动，加大宣传力度，形成个

个以传承龙舟文化为荣的舆论环境。要进一步加强对我镇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宣传，完善法规、制度措施，强化全民保护意

识，培养弘扬传统龙舟文化的社会风气和良好习惯。

（4）对传统龙舟文化进行保护性旅游开发

我镇的穗丰年水道、湿地公园是水乡片知名的旅游圣地，政

府可以对周边社区和村委编织旅游发展规划，加入龙舟文化旅游

项目。对于旅游企业而言，政府要招商引资，将龙舟文化带入旅

游领域；要设计出吸引游客的各种龙舟文化活动，重点强调龙舟

文化与游客之间的互动，将沙田的疍家水上文化有效集中起来，

以最佳的形式展示给游客，让游客可以在穗丰年水道随时亲身体

现赛龙舟的乐趣，得到较高的文化享受，同时也可以促进龙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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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传承与发展。

（5）把传统龙舟文化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同步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把我镇的传统龙舟文化传承

与发展与全面提升农村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公共服务水平、社会治理水平等相结合，创建良好的农村人

居环境，把龙舟文化融入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促进乡村龙舟

码头风景项目建设，做到“村村有码头，人人划龙舟”美丽乡村

气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环境需要。

下表是本次调研所得的人气最多的十八条具体建议。

序号 建议内容 人气

1

在每年的五月十二日举行龙舟竞赛时，各单位和工厂企业应该放假半

天，让人们有时间去观赏赛龙舟；或者让人们可以暂停工作原地观看赛龙

舟现场直播。

61

2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虽然我们不能把龙舟文化传承用金钱来衡量，但

增加参加赛龙舟的选手的物质奖励是最直接的激励，选手个人的奖金要与

集体的奖金分开，应该把政府规定的奖金直接发到选手的手中，防止腐败

现象的出现，影响选手参赛的积极性。

60

3
加大我镇范围内中小学的“龙舟文化特色教育”，特别强调初中和高

中都应该在综合实践课中加入“龙舟文化特色”校本课程。
54

4

支持传统龙舟文化艺人对自身手艺的创新，能够使自身龙舟模型制作

手艺更具生命力，可在全镇范围内组织开展免费龙舟模型制作培训班，对

龙舟模型进行爱心义卖，把所得款项捐献给希望工程。

25

5

沙田的龙舟节不应该只是五月十二日的赛龙舟盛会，更应该把与龙舟

文化相关的特色活动渗透其中，例如可以把龙舟节延时为三日或一个星期，

在广场和公园开展龙舟美食节、龙舟文化书画摄影展、龙舟微电影作品展、

龙舟节文艺晚会、疍家服饰幼儿时装秀、旗袍秀、吃粽子比赛、讲龙舟故

事比赛、现场画龙舟和龙舟模型制作比赛等等。

23

6 努力拓展传统龙舟文化的舆论空间，在学校、工厂、车站等各种公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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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设置标语、图片、宣传画等载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展

示传统龙舟文化的魅力，让广大群众处处生活在传统龙舟文化的氛围中，

时时接受传统龙舟文化的教育。

7
号召我镇大学生在大学校园内组织龙舟文体活动方面的社团，政府提

供财力物力上的支持，组建沙田镇大学生龙舟队。
18

8

举办沙田镇首届龙舟文化纪录片微视频大赛，鼓励摄影摄像爱好者把

沙田龙舟文化方面的相片或视频制作成纪录片或微电影参赛，除物质奖励

外，获奖作品将在电视频道展播。

18

9

政府是传统龙舟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主体，应对龙舟文化周边产业或服

务做出合理规划、投资分配和人才培养；对传统龙舟文化各方面的深入挖

掘和材料整理等方面都离不开政府的作为。例如，积极扶持民间组织和单

位参与传统龙舟文化教育的弘扬和宣传，鼓励企业和民间资本投入传统龙

舟文化教育。

17

10
在全镇范围内开展“龙舟文化促进行动”，把龙舟文化知识普及到工

厂企业，把沙田龙舟文化知晓率作为单位评估的一个指标。
17

11

在龙舟广场上修建龙舟文化纪念牌坊，把自 1983 年至今每年的龙舟比

赛冠、亚、季军队名称刻录在榜上，把龙舟活动出资赞助人的名字也刻录

在榜上，鼓励人们出钱出力，让人们心中形成一个延续龙舟文化的信念。

14

12
组织大学生开展与沙田龙舟文化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可以由政府牵头

定时举办龙舟文化论坛，在学术层面把沙田龙舟文化发扬光大。
12

13

政府加强与中小学和工厂企业的沟通，鼓励组建各中小学龙舟队和工

厂企业龙舟队参赛，这对壮大沙田龙舟队伍，提高学校和企业的知名度都

有帮助。在龙舟节中可分两天进行比赛，第一天是各村社区的专业竞赛，

第二天是工厂企业龙舟队、大学生龙舟队、中小学龙舟队的业余比赛。

12

14
对于应届或往届大学毕业生来说，有划龙舟参赛经历的可以在我镇单

位企业找工作面试时优先考虑，或在其他方面有政策性的优惠。
11

15
把龙舟文化融入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促进乡村龙舟码头风景项目

建设，做到“村村有码头，人人划龙舟”美丽乡村气氛。
10

16

加大龙舟参赛选手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建立龙舟赛选手名录的数据库，

每年的新手名字也会被记录下来，对连续多次积极参赛的选手进行叠加奖

励，积分到一定程度可以给予一定的政策性奖励。

8

17
对周边社区和村委编织旅游发展规划，加入龙舟文化旅游项目，对传

统龙舟文化进行保护性旅游开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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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之前因为破坏严重把立沙花园内的龙舟撤走了，可重新在立沙花园内

放置一条龙舟，加设围栏和玻璃罩进行保护，只可观看不可入内，这是龙

舟文化实实在在的展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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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沙田镇龙舟文化传承与发展情况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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