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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3

新时代下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带你畅游石排

一、引言

石排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充满生机的红石

古镇，也是一座带有自然风光与现代文明融为一体的滨江新

城。近年来，石排镇政府利用本镇丰富的旅游资源，在政府

的工作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旅游文化，打造“魅力小城”。

调研团队结合石排镇旅游发展规划，通过走访年轻人聚集的

地方和下村做实地调研，了解石排青年学生对家乡的传统文

化认识，挖掘他们喜欢的新文化景点和美食，探索新时代下

石排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并创新设计出多条旅游路线，

为市民提供更多了解石排文化的选择。

二、石排文化简介

石排镇位于东莞市东北部，东江中下游南岸，坐拥 14.5

公里东江河岸秀丽风光,拥有一批优质的文物古迹,包括塘

尾古村 （一国保）、石山燕岭古采石场遗址、云岗古寺、

康王庙（三省保）、中坑王氏大宗祠、埔心古建筑群、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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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塔、谷吓文阁、福隆文阁、福隆当铺、龙眼岗贝丘遗址（七

市保）。此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德醒狮、康王宝诞、

福隆麒麟舞等）和“一洲一岸三湖”（分别是鲤鱼洲、14.5

公里东江沿岸、潇湴湖、海仔湖、石洲莲池）。近年来，镇

政府重点开发了塘尾古村落、燕岭古采石场遗址、东江水泥

厂旧址、鲤鱼洲、云岗古寺等项目,并串联周边古村、湖岸

及市保景点。

石排的饮食文化亦在东莞市民中悄然流行。石排作为东

莞的埔田片代表，冬瓜煮大鱼、碌鹅等菜式几乎每一户人家

都会烹饪。由于埔田片的地形介于山水之间，水里有的，比

不过水乡片，山里有的，比不过山区片，于是这里的人们烹

饪就开始在调料上下功夫。埔田地区田少人多，本地人更加

精于烹饪，菜式少而精。他们以自产的豆类作豆豉、豆酱作

佐料，无论拌鱼肉虾蟹瓜菜，十分美味。中央电视台《乡土》

栏目曾对石排的美食有过推荐，认为石排是一个水乡，人们

很喜欢美食，大头鱼在当地很有名，老百姓养鹅居多，烧鹅、

碌鹅、酱鹅、鹅公汤都是传统的待客佳肴。

三、调研过程

1.调研准备

为让我镇更多的大学生了解石排传统文化、旅游资源和

特色美食，我们通过共青团石排镇委员会、东江石排等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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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石排新闻等方式向全镇招募调研队伍队员；为保证本次

调研活动的质量，我们邀请了暨南大学副教授张朝华老师作

本次调研活动进行全程辅导，调研前期张教授亲自从珠海前

来为调研队员进行培训，强调了调研主题，并就如何开展调

研活动给队员上了生动的一堂课。为全面了解石排乡情村

史，挖掘新文化景点和美食，我们邀请了镇团委、关工委作

为领路人，带调研队伍深入各村（社区）走访、和大学生座

谈，为调研活动顺利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2.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采取多种调查方法，使调研结果具有科学性和

先进性。文献调查法：通过查阅网站、报刊、镇志史料，了

解石排发展历程、传统文化、旅游资源，收集调研活动素材。

问卷调查法：根据调研目的，对 18 岁至 25 岁青年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实地观察法: 调研团队在镇团委、关工委的带领

下，下村走访做实地调研。个别访谈法：调研团队在石排年

轻人喜欢聚集的地方进行街头访问，了解他们对石排文化的

认知程度，让他们推荐石排景点美食。集体访谈法：调研团

队在走访各村时，以座谈会的形式与属地村的关工委老同志

以及大学生代表开展交流本村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3.调研步骤

（1）本次调研以问卷星形式通过石排镇各个大学生微

信群向石排青年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让石排镇广大青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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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本次调研活动。

（2）调研团队在年轻人聚集地随机采访青年学生，由调

研队员为其介绍调研目的与内容，让受访对象以主人翁身份

去分享和推荐石排好玩好吃的地方。本次采访以年轻人喜爱

的街访拍摄形式进行，调研团队分工合作，一人采访，一人

拍摄，两人记录完成整个街访。

（3）调研团队下村走访，与属地村的大学生代表和关

工委老同志以座谈会的形式简单了解当地村史乡情，让大学

生推荐当地值得游玩的地方和好吃的地道美食，随后参观各

村的文化景点。

4.调研行程

2018 年 8 月 9 日至 15 日，调研团队在石排进行了为期

一周的社会实践调研，首先走访了石排年轻人聚集的石排城

市广场-碧水云天商铺-义乌商城-利丰城市广场，接着走访

了塘尾古村落-康王宝诞的美食街-中坑明德堂-赤坎村史展

厅等。

四、调研内容

本次暑期调研，由于时间限制，调研团队主要围绕石排

青年学生对家乡文化了解程度与旅游路线的设计这两大主

题展开，问卷共发放了 138 份，有效问卷回收了 138 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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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率 100%。

1.石排青年对家乡文化了解程度

石排青年对家乡文化的了解，主要包括了解石排方言，

传统的节日与美食、石排各村落的历史等三方面。

（1）石排方言

石排方言既是石排文化的一个符号，也是古代汉语言的

活化石，它保留了古代语言的很多精髓，展现出石排历经千

年的文化底蕴。为了解石排镇青年学生是否了解自己的方言

文化，调研团队在问卷设计的时候，精心挑选了一些石排方

言，了解他们是否知道这些方言的含义。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的结果表明，参与问卷调查

的对象中有 92.75%青年学生是定居在石排，84.06%青年学生

是 18 至 25 岁， 91.3%青年学生会讲石排话。有的青年学生

从小到大在石排生长，自然平时和家里人的交流都是用地道

的石排话，也有的青年学生是后面迁入石排定居，随着在石

排生活时间越来越长，他们也逐渐会说些石排话，他们对石

排方言文化很感兴趣，选择去了解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

调研团队特意设置了一些石排方言问题，参与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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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年学生大部分知道方言含义，其中 99%青年学生正确回

答“硬颈”的含义（图 1），70%青年学生回答正确“馊频休”

的含义（图 2）。除了问卷调查外，本次调研在街访的过程

中了解到，石排年轻人喜欢使用独特有趣的石排方言和自己

的朋友同学交流，让他们感受一下石排方言的魅力所在，吸

引他们来石排玩。

（2）传统节日、美食

传统节日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石排很多传统文化也

跟随本土的传统节日得以传承与延续，其中春节花街、端午

节田寮赛龙舟、农历七月初的康王出巡宝诞是深受石排群众

喜爱的传统文化节日。在调研发现，青年学生对石排传统节

日都比较了解，其中康王宝诞青年学生了解人数最多，

76.81%青年学生了解过石排该传统风俗节日；其次是春节花

街，有 61.59%青年学生知道每年石排都会在农历新年前举办

迎春花市，还有端午节田寮赛龙舟也有 61.59%青年学生了解

过。青年学生都表示这些传统节日具有石排特色，有兴趣参

与这些传统节日，希望将这些石排传统文化推介给同学朋

友，邀请他们一起参与这些传统节日盛事，并能将这些传统

节日文化延续给下一代。街头采访中，调研团队在塘尾康王

宝诞活动现场偶遇中坑明德醒狮队，观看了群狮共舞和洪

豢，并采访了一班可爱的小队员，他们中最小的只有 9 岁，

他们非常热爱醒狮和洪拳这两项运动，并希望能担起传承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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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文化和洪拳精神的重任。

图 3：青年学生了解过石排哪些传统节日活动。

①“康王宝诞”巡游

本次调研活动刚遇上塘尾每年农历七月初举行“康王宝

诞”传统节日，提供了调研团队能实地调研了解此文化节日

的大好机会。通过文献查阅、实地考察，全面了解“康王宝

诞”的由来、发展经历以及背后的文化价值。石排镇塘尾村

为了纪念北宋抗辽名将康保裔诞辰，每年农历七月初隆重举

行纪念、祝寿、祈祷和酬神等盛大的民俗活动，康王出游是

“康王宝诞”的重头戏，塘尾全村村民非常重视巡游活动，

堪称重视程度甚于过新年，男女老少都会跟随康真君菩萨围

绕塘尾村巡游一圈，此传统已经有 300 多年历史，并入选广

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期间经历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断

近 20 年，在 1994 年由村民自发组织，恢复“康王出游”传

统盛事。今年更是以“走进百年古村，感受莞邑风情”为主

题，增加了祈福巡游队伍，以当地特有的传统仪式融入及丰

富出巡活动方式，同时结合醒狮、粤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为

特色，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精彩纷呈的文艺晚会。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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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排镇以“康王宝诞”为契机，在塘尾古村落多个家祠、私

塾开展十余项精彩文化活动，打造特色文化旅游品牌，弘扬

石排镇非物质文化遗产。调研团队调研过程中充分感受到这

原汁原味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感受到当地村民的热情及他

们那种对自己家乡文化的热爱。

②田寮端午“赛龙舟”

每年端午节，石排镇田寮村都会举办传统的赛龙舟活

动，还会邀请周边兄弟镇街的龙舟队一同竞渡。赛龙舟活动

期间，在东江田寮段的沿岸挤满了前来观看龙舟的观众，为

龙舟队伍呐喊鼓劲，场面非常热闹。龙舟饭，这种传统的美

食正是从赛龙舟活动发展而来，寓意龙精虎猛、顺风顺水，

吃了就能万事顺利，祈求好运气。本次调研查阅史料讲述，

龙舟饭是用糯米、粘米加上虾仁、鱿鱼、香菇粒、青豆、鸡

肉、鹅肉等做成，用料一点都不马虎。吃进去，感觉有点像

炒米饭，但比炒米饭的味道香很多。龙舟饭最早是专门做给

龙舟划手们吃的，吃了之后划手们就特别有力气划船，后来

慢慢便演变成整个村的村民聚集在一起吃龙舟饭，饭宴也便

成为凝聚民心、激发民志的一个文化活动平台。经过长时间

演变，现在田寮村村民在赛龙舟活动期间，还邀请亲朋好友

一起前来吃龙舟饭并观看赛龙舟活动，受邀请的群众也一同

感受和分享赛龙舟此项传统文化盛事。

③春节迎春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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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前，石排镇迎春花市在农历新年前一个星期如

约而至。有别于一般摆卖年桔、年花的传统迎春花，石排迎

春花市有一大特色——大学生创业摊位，每年本镇大学生籍

此机会尝试创业，除了摆卖年桔、年花，还会摆卖吸引青年

朋友的新春装饰品，为传统迎春花市增添活力，吸引了许多

群众前往逛花街，挑选自己心仪的应节产商品。

④中坑明德醒狮队

石排中坑于 1995 年开始办明德醒狮队，起初目的是为

了村民强身健体，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村民对醒狮和洪拳逐

渐热爱起来，并自筹经费邀请佛山南海醒狮名队派技术指导

专门教学。中坑醒狮队于 1996 年代表广东省参加第六届全

国"群星奖"广场舞蹈大赛勇夺大赛唯一的特别大奖，此后多

次在文化部、公安部、中央电视台以及省、市、深圳和香港

等地表演。中坑村于 2000 年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

艺术之乡"。醒狮文化一直传承至今，2017 年起中坑醒狮队

还送醒狮进校园，教小学生醒狮和洪拳。

除了传统节日，本次调研了解到石排美食除了石排煮大

鱼、碌鹅外，还有很多独具特色的传统小食。调研团队在塘

尾古村落的调研期间，石排政府正好在塘尾举办了“就系呢

种味”巧妇制作传统小食比赛。调研团队采访了几个制作传

统小食的摊主，他们如数家珍地介绍到自制传统小食，有“糯

米糍、艾团、糖不甩、芋头糕”等；调研团队还从摊主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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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到，他们想借这传统小食比赛向年轻一代宣传石排传统美

食，吸引他们制作传统小食的兴趣，从而有机会把制作传统

小食的技艺传给青年一代，把这些传统小食技艺代代相传下

去。同时，调研团队也采访了一些在逛美食街的青年学生，

了解到青年对传统美食都比较认识，也喜欢品尝这些美食，

大部分青年学生表示有机会的话都愿意继承这些制作传统

美食的技艺。

（3）石排特色村落历史

在石排团委领导以及关工委老同志的引荐下，调研团队

挑选了几个村作重点村落进行了走访，以座谈会的形式与关

工委老同志以及当地大学生代表进行交流，了解村落的村史

文化，让本地大学生推荐当地特色风景和美食，并实地走访

当地古建筑、新文化景点。

①塘尾古村落

塘尾古村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东莞市石排

镇塘尾村,宋代立村,具有 800 多年历史,占地面积约四万平

方米,由围墙、炮楼、里巷、祠堂、书室、民居、古井、池

塘、古榕等组成很有特色的聚族而居的农业村落文化景观,

并保留大量精美的石雕、木雕、灰塑建筑构件,是广东珠江

三角洲地区规模较大、原生态保存最为完整的古村落之一,

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村前一口大水塘象征蟹

壳,两口小水塘象征蟹钳,两眼古井象征蟹眼,组成巨蟹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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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水格局。村落中现保存有明清时期民居 268 座,其中祠

堂 21座,古井 15眼,书室 19座,围门 4座,谯楼 17座,水塘 6

口。其中以清代晚期的建筑保存最为完好,具有浓郁的岭南

地方特色,具有鲜明的广府文化特色,是研究岭南古建筑特

别是广府建筑的重要实例。塘尾村至今仍保存有浓郁的岭南

传统民俗文化。该村每年农历七月初一至初七举办“康王宝

诞”活动,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之一，曾先后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景观

村落”等称号。

②中坑明德堂

中坑明德堂，又名中坑王氏大宗祠，位于石排镇中坑村。

明德堂从现存建筑的布局、结构、构件式样和法式特征上综

合考查推断,其始建于明代中晚期，中坑村关工委老同志称

有史料记载，明德堂是惠阳地区现存最大、最完好的宗祠，

是该村王姓家族的合族大宗祠。宗祠为面阔五间,三进布局,

硬山顶,三进正脊均为岭南传统的船形,均有鳌鱼鸱吻。宗祠

宽 21.36 米,长 87.45 米,面积 1867.932 平方米。从祠前广

场上踏步开始,沿中轴线从南到北依次是:大平台、门楼、前

天井、石牌坊、前庭、露台、中厅(明德堂)、后天井、后堂

(祖堂)。宗祠门楼挂着“王氏大宗祠”横匾是明代书画家,

万历进士张瑞图所题,今门匾犹存。在门楼内有一座三间四

柱的青灰色石构牌坊,牌坊所题“陈作肃”是嘉庆十四(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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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立。2004 年被评定为东莞市文物保护单位。

③赤坎村

调研团队还走访了石排的赤坎村。在按照镇委、镇政府

提出的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下，赤坎村结合美丽幸福村居建设

的要求，开展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重大工程建设以及历史文

化保护措施，使赤坎全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调研

团队走访了赤坎村的村史展厅、文化广场、文化综合服务中

心等地点，赤坎村以“美丽幸福村居”工程为契机，通过会

堂改造、巷道排水改造、鱼塘岸线改造、休闲广场建设等，

建成了村史展厅，改善了公共服务设施，提升了村居环境、

村容村貌。队员参观了赤坎村史展厅史后，从各种农业生产

工具和日用家具演变中，强烈感受到赤坎村近代发展历史，

都认为该村对文化保护工作做得很好，值得年轻朋友前来参

观了解。调研团队采访了当地青年学生，他们对自己村容村

貌的改变感触很深，为此感到自豪。他们也会带自己的朋友

来家乡游玩，向他们介绍自己的家乡美景美食。

2.石排青年石排旅游景点推荐

本次调研目的除了希望了解石排青年学生对家乡文化

认知程度、推广石排传统民俗文化外，还希望通过问卷调查

以及街访的形式，发挥石排青年学生主人翁作用，向其他镇

街的同学朋友推荐石排有哪些石排景点美食，由调研团队创

新设计出多条青年喜闻乐见的石排旅游新路线，并为石排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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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发展政策贡献一份力量。

图 4：你知道石排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①潇湴湖、海仔湖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以及街访了解到，有 69.57%的青年学

生推荐到石排的潇湴湖、海仔湖进行休闲娱乐，这个两个地

方分别位于石排镇田边村与中坑村,两湖通过种植名贵木兰

科乔木的木兰园连接,总面积约 700 亩。沿湖建有一条全长

约 6 公里的环湖滨水景观带,设有环湖绿道、樱花带、人行

道以及景观绿化,并保留原有篮球场,新增康乐健身设施、广

场、栈道、观赏亭、人工岛等,与红石山燕岭古采石场遗址

公园一起形成一片美丽的湖光山色胜景,是居民休闲、游憩

的好去处。

②生态园

东莞生态园湿地景区由燕岭湿地、中央水系生态岛群、

月湖湿地、下沙湿地、大圳埔湿地等湿地群组成，是一个具

有典型岭南水乡特征的东莞生态园湿地景区。石排镇邻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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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生态园湿地景区，市民喜欢前往生态园进行如骑自行车、

野餐、放风筝、徒步等休闲娱乐活动。

③鲤鱼洲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以及街访了解到，有 48.55%的青年学

生喜欢到鲤鱼洲上游玩，鲤鱼洲是石排唯一一个沙洲岛，位

于石排镇田边村东江河流中的一个沙洲岛,约 1098 亩。它处

在石排镇的西北端,被东江江流四面环绕,因形状像鲤鱼,故

称为鲤鱼洲。岛上民风淳朴,现居住有 100 多村民,主要从事

蔬菜和芭蕉种植业；岛上有渡轮供村民和游客出入。鲤鱼洲

利用独具的地势，已经逐渐开发成人们休闲观光好去处，人

们到岛上可以烧烤、野炊，体验传统农业种植,采购村民自

种自养的各种绿色蔬果、鸡鸭等农产品, 可以江边垂钓,可

以在农场小道上散步休闲,也可以观赏格桑花、油菜花。乡

村特色旅游已经成为鲤鱼洲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除了

吸引市民前往游玩，也吸引年轻人到岛上创业。

④新兴饮食网红店

除了石排的美景，石排的青年学生也推荐介绍了许多当

地的美食。调研团队在街访过程中，石排青年学生推荐了糖

环、油角仔、艾角、红团、芋头糕、马蹄糕等传统小食，还

有重点推荐了时下石排流行的柠檬茶、奶茶、猪扒包、蛋糕。

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去一些网红店吃东西拍照，石排的年轻

人也不例外，调查问卷数据显示，有 68.84%的石排青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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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和朋友去一些甜品咖啡店聊天吃东西，他们也推荐石排

一些新兴饮食网红店，比如：繁仔猪扒包，森绿蛋糕，水贝

烧烤，津美糖水店等。

五、 调研结论与建议

我镇经济社会发展紧跟国家发展步伐，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建设美丽村居，并利用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大力发展

石排旅游文化产业，进一步传承康王宝诞、明德醒狮等民俗

文化活动，向年轻一代推广宣传家乡的文化乡土风情。通过

调研走访，调研团队发现石排传统文化在民间和政府的努力

下，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延续，青年学生对家乡文化有一定

程度的认识，并愿意继承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宣传推广给

身边的同学朋友，推荐他们到石排游玩。

调研团队根据调研走访收集的数据，结合我镇当前政

府发展规划，调研团队对石排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出以

下建议：

1.做好文物古迹保育工作

本次调研中，调研团队充分感受到石排文物古迹是现

代人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看到石排部分古建筑文革和

改革开放受人为破坏颇为痛心，文物古迹的保育工作显得尤

为重要。因此，希望民间和政府要重视文物古迹保育工作，

让我们年轻一代甚至下一代还能接受文物古迹的洗礼，使传



16

统文化得以延续。

2、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推广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承载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重要载

体，康王宝诞、明德醒狮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石排传统文

化的突出载体。目前，政府非常重视康王宝诞和明德醒狮的

宣传推广工作，经过调研团队走访发现，康王宝诞、明德醒

狮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虽说全镇人民都知道，但真正了解它

们精髓并参与其中的群体占全镇人口比例还是相对较小。因

此，希望政府能进一步加大宣传推广工作，创新宣传方式，

如用本土纪录片、综艺节目通过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

媒介来推广的石排传统文化，鼓励全镇人民主动加强认识，

并传承延续发展下去。

调研团队根据石排青年学生的推荐，创新设计出了多

种选择的石排游路线，具体路线如下：

（1）石排生态休闲路线

石排湿地公园--鲤鱼洲（农家午餐）--鲤鱼洲（江边垂

钓、散步休闲、采摘蔬果）--潇湴湖、木兰园、海仔湖（田

边农家乐晚膳）

（2）石排探寻古建筑路线

塘尾古村落--云岗古寺--燕玲古采石场（琼庄酒楼全鱼

宴）--中坑明德堂--横山康王--塘尾公园夜景（古围美食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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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民版吃货路线

早餐：银龙云吞面/王成鱼骨米粉/塘尾肠粉/东江楼牛

肉丸/林园炒面/雅香园大包--午饭:桂花园餐厅/富都餐厅/

兰香阁茶餐厅--下午茶：繁仔牛杂/津美糖水铺/陈东海牛杂

--晚餐：会豪饭店/新丰美食--宵夜：威盛大排档

（4）豪华版吃货路线

早餐：港嘉盈茶餐厅/兰香阁茶餐厅/花城酒楼--午饭：鼎丰

饭店/琼莊酒楼--下午茶：森绿/微时光/Iben coffee/甜蜜

坊/百分百--晚餐：福隆鹅园/卡宜西餐厅--宵夜：水贝烧烤

/石排 B 记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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