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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筑梦新时代”传统手工艺人生存现状

调研报告

高埗镇暑期实践分队调研部



一、引言

1.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

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

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

“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

近日，国家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基地建设的通知》，计划到 2020 年在全国范围内建设 100 个

左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根植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推

动优秀传统手工艺走进高校，提升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质量和

水平。

但是，随着生活水平逐渐增长，现代化生产技术飞速发展，

许多传统手艺已被或将被高效流水线工业化生产所取代，能择

一物，从一生的工匠人少之又少。

2.目的及意义

与工匠艺人一对一交流，了解其生存现况，与传承情况，

及工匠精神，将其手艺展现在公众眼里，让青年、大众了解其

手艺 ，让一些感兴趣的青年人才能够加入其中。

二、前期准备

1、团队成立

高埗镇暑期实践分队调研部是隶属于共青团高埗镇委员



会领导下的高埗镇大学生成促会的一个专门负责实地调研的

部门。作为高埗镇的大学生，我们要了解学习并传承传统文化，

同时让这些有工匠精神的手艺人展现在大众眼里，让有兴趣的

青年朋友参与其中。

2、时间线

第一阶段：7月 26 日前：完成调研前期准备工作；

第二阶段：7月 26 日-8 月日：实践调研阶段；

7月 26 日-7 月 27 日：通过网络收集被采访人的

资料，设置访谈问题并对

问题进行筛选。

7月 28 日：分别前往手工艺人的店铺或住所中，

了解手工艺的制作过程、

发展情况和传承情况等。

7 月 29 日-8 月 7 日：对现场采访录音进行整理，

整理所得照片。

第三阶段：8月 7 日-8 月 12 日：小组成员分别撰写总结。

8 月 13 日-8 月 15 日：撰写调研的新闻稿以及整

理成员的总结与相关资料。

三、调研方案设计

（一）调研内容

1、发掘高埗镇传统手工艺人，令其为大众所知，学习其



工匠精神。

2、亲身体验我镇传统手工艺，感受其中的魅力，了解其

故事及发展现状。

3、引导大学生关注传统手工艺，了解其制作过程，思考

如何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发展问题。

4、促进“非遗”及传统手工艺传承工作开展。

（二）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活动采取面谈走访的形式，调研分队将与高埗镇

传统手工艺人面对面交流，观察参与传统手工艺制作过程，品

尝高埗镇传统美食，了解研究传统手艺发展现状，并建言献策，

亲身参与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宣传工作。

（三）调研对象

本次调研对象为莞娘特色食品店和民间手艺人婵姨。

a)莞娘特色食品店简介：莞娘特色食品店位于保安围，源

于 1981 年的一个早餐档口，2015 年命名为“莞娘”，是陈姨的

女儿创立起的传统美食品牌，以一个勤劳务实的农村妇女形象

为品牌标识，源于女儿对手工艺人母亲形象的认知。“莞娘”

产品涵盖各种本土特色小吃，包括麻葛、黄白糖糕、松糕、眉

豆糕、鱼龙、艾堆、冬团等。目前主要接待来莞的港澳旅游团，

已有 2.6 万人入店，特色菜式包括长腿十六碗东莞非遗宴。同

时也有传统糕点 DIY 的商业活动模式。在技艺传承方面，陈姨

的两个孙子均已接手学习并延续这门手艺。



b)婵姨简介：婵姨经营着一个市场的早餐摊位，始终坚持

手工制作传统食品，从第一综合市场 1988 年建好到现在一直

经营着摊位。婵姨与丈夫几乎坚持每天凌晨起床制作糕点，很

少给自己假期。目前居住于欧邓村，缺乏手艺继承人。

高埗传统手艺人现状：高埗民间手工艺人不少，他们大多

收入不多，且因传统手工艺工序繁杂等原因，大部分面临缺少

手艺继承人的困境。

从众多高埗传统手工艺人中选择“莞娘”及婵姨这两位手

艺人的原因是她们所从事行业一致，创业环境相似，发展状况

却迥然不同，具有较强可比性。其中莞娘走的是企业化和品牌

化道路，而婵姨仍保留传统早餐摊档的形式，对比之下更能引

发我们对技艺传承的思考。

四、调研实施

调研主要采取与手艺人面对面访谈的方式，了解传统手工

艺的制作工艺，及传统手工艺传承的背后故事。

（一）莞娘特色食品店

7 月 28 日上午，在莞娘特色食品店二楼茶室里，莞娘品牌

创始人平姨和陈姨接受采访。平姨讲述了过去经营早餐档的辛

苦，母亲的人格魅力，莞娘品牌的创立初衷，现在莞娘的商业

模式和模式创新，以及对未来产业继承人的期望。



我们了解到，从陈姨的早餐小摊开始，到莞娘特色食品店

的开张，再到第三代学习手艺、参与店铺管理，“莞娘”各色

本土传统小吃得到较好的传承，并在一代代的传承中融合新时

代新事物进行创新，从而得到新发展，焕发新活力。

平姨认为工匠精神是对事物的专注和传统美食的创新，而

陈姨认为自己对传统美食的喜爱与执着就是工匠精神。她们都

认为这么健康的传统文化美食应该要让更多年轻人品尝到，也

希望年轻人能够爱上这些本土美食，并且将它一直传承下去，

同时为高埗的旅游业作出贡献。

（二）民间手艺人——婵姨

7 月 28 日下午，传统手工艺人婵姨在家里接受了采访。婵

姨给我们讲述了她平日里做糕点的艰苦。起早贪黑地做糕点，

风雨不改地去摆摊，不依靠机器，所有传统小吃都是自己搓出

来的，以前最辛苦的时候一天只能睡 2个小时，也是生意最兴

旺的时候。不过现在随着高埗工业企业的转移，已经很少这种

盛况了。婵姨说，雨下着下着就停了，糕点卖着卖着也就卖完

了，她始终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虽然这一行很辛苦，但是去市

场和其他人能聊聊天，看到很多常客喜欢吃她做的糕点，日子

过得还是很开心的。

婵姨认为工匠精神就是要有耐心和恒心去做一件事，就像

小学课文《愚公移山》里的愚公一样。对于这门手艺后继无人，

婵姨表示理解，但也多少会显得无奈。谈话中我们都能感受到



婵姨对生活的热爱和乐观开朗的性格。

五、调研结果及分析

（一）工匠精神

两位传统手工艺人都提到了她们坚持做传统美食的原因

与动力，她们都有着自己坚持的理由以及对顾客的关心，从中

我们也看到了我镇传统手工艺人的美好品质。总结归纳起来，

工匠精神应该就是这些精神品质：

1.耐劳

婵姨虽然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但是对《愚公移山》这篇课

文记忆深刻，访谈中，她总是借此勉励我们：“只要不怕辛苦，

一座山在面前都可以搬得走。”传统手工艺大多工序繁杂，且

全靠人力制作而成，不怕辛苦，大概是这些传统手工艺人的共

同点，只有吃苦耐劳，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繁重的工作，

最终成为其中行业翘楚。

2.坚持

婵姨说做传统糕点早餐这一行业很辛苦，每天凌晨两点起

床，一直忙到天亮出摊，这段时间绝大部分人都还在睡梦当中。

她向我们坦言，有时觉得很辛苦的时候也有过放弃的念头，但

最终还是选择坚持，哪怕倾盆大雨也是义无反顾地冲入了雨中。

工匠精神，就是再坚持一下，再多做一点，坚持下去，跬步能

行千里，小流能汇江海。



3.热爱

平姨说：“那时（做糕点）一是为了生活，二是因为喜欢。

因为喜欢做传统糕点，所以我的母亲才把它作为谋生手段。喜

欢一件事，并把它做到了极致，这是我永远也学不到母亲的。”

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正是

因为热爱，陈姨将做传统糕点这一件事坚持了大半辈子，并感

染女儿孙子身边人一起投入到传统糕点行业的传承与发展中。

同时也正因为热爱，她们希望莞娘不仅仅成为一门家族生

意，更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其中，将本土特色美食发扬光大，

留住这一门手艺。

4.情怀

对婵姨来说，1 元一个油角，1元一块钵仔糕，3.5 元一只

粽子……其实靠卖这些传统手艺糕点并不能给婵姨带来富足

的生活。但是她们总是想着“如果我不做早餐，明天客人来买

不到吃怎么办？”

她们坚持制作传统糕点，已不仅仅是为了利益。她做糕点

还为了情怀。她会怕老顾客们想吃但没有吃到她的糕点，一年

到头婵姨都很少给自己放假。她喜欢在市场里很多人一起卖东

西的氛围，大家有说有笑的，比在家对着四面墙壁开心多了。

（二）传承问题

1.年轻人的力量

平姨自信地说：“现在的我们也是与时俱进的，我们的第



三代传人可都是现在的年轻人，有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姨甥，还

有他的外国小伙伴。他们会加入一些新元素进去，也有很多创

意的想法。”莞娘也正是凭借一代代年轻人的加入，将传统糕

点融入目前经济发展新形势当中，才在全镇乃至全市打响品牌。

相较之下，婵姨没有找到合适的继承人，却是大多数民间传统

手工艺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2.政府支持

政府的支持对于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发展有重要作用。据悉

接下来，莞娘十月一号将入驻国贸城，宣传传统糕点美食，届

时各镇区的传统特色“非遗”美食也将推出，政府给予三年免

租金作为支持。除此之外，政府还应加大对传统手工艺的宣传，

为传统手工艺做好推介工作，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加强对

传统手工艺认知，普及“非遗”知识，传统手工艺才有发展传

承的渠道途径。

3.消费者支持

消费者的支持、市场的认可，是传统手工艺得以传承发展

的动力。我们认为，这需要传统手工艺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基础

上，适当增加现代元素，如莞娘，结合现代经营策略，主动注

册品牌，入驻商城，只有主动求变，才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当然，要想得到消费者的支持，年轻人的力量与政府支持也必

不可少。

（三）创新



1.营销模式创新

平姨会主动联系企业，学校等多渠道推广，例如举办各种

传统美食 DIY 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欢传统美食。从上年

开始有许多港澳团体慕名到莞娘做传统美食 DIY，如冰皮月饼、

糖水等。除此以外，莞娘还依托高埗镇“非遗”美食——保安

围扣肉，推出长桌十六碗东莞非遗宴。陈姨丈夫当年就是做保

安围扣肉这道菜出名的，在 86、87 年的时候甚至去到市政府

接待领导。后来成立莞娘这个品牌的时候，他们积极旧资料，

还原这道菜，在政府支持下，保安围扣肉成功申请“非遗”。

就这样，莞娘在一步步丰富自己的品牌内涵，而非局限于传统

糕点。

目前莞娘已经接待了超过26000人次品尝我们的长桌十六

碗东莞非遗宴，一张长桌十六个碗、十六个菜、加一汤一饭。

其中有扣肉、冼沙鱼丸、腊肠、万江腐竹等菜品。这个非遗宴

非常受欢迎，最高峰曾一天接待了 11个旅游团，每个团平均

有 45 人。

平姨她表示生意不会只局限在自己家族，会让对莞娘有帮

助和付出的人拥有一定的股份。让莞娘真正地作为高埗的代表、

东莞的代表，将其发展为高埗第三产业的典范。

同时，莞娘利用自身优势，积极打造企业品牌。通过不盈

利方式建立兴趣培训班，趁烘焙热潮，向普罗大众教授传播传

统糕点的制作方法，在宣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是借此进一步



扩大品牌影响力。

2.造型和味道创新

目前市场更青睐于造型包装精美的西式蛋糕，平姨坦言传

统糕点造型、包装等还比不上西式糕点精美，将会尝试改变传

统糕点的外型，向西式甜点学习，同时做好外部包装工作，让

其成为游客来东莞都会带回去的当地手信。

3.适当加入机械化创新

虽然糕点的迷人之处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纯手工制造，

但是这种做法毕竟太耗时耗力，而适当机械化则有利于提高效

率也减轻了手艺人的负担。

（四）发展前景

1.莞娘传统特色食品店

目前莞娘不仅经营附近的传统糕点生意，而且还与旅行社

合作，接待港澳来莞游客，同时也有开办传统食品 DIY 课堂，

从而将传统食品的魅力展现给更多的人。今年十月一号也将扩

大经营规模，在国贸城开一家分店，力求打造东莞手信品牌。

2.婵姨家庭作坊

收入相对微薄，仅够维持生计，并没有做大的想法，只是

因循守旧，一直以现在的方式做下去，同时缺少继承人。受众

仅限于本地附近居民，影响力十分有限。

六、结论与建议

结论一：两位传统美食手艺人面对着完全不同的发展境遇，



而莞娘特色食品店实属难得的少数，多数手艺人同样面临着发

展有限、继承人缺乏的窘境。

结论二：在了解莞娘的生产经营模式和业务内容之后，我

们得知，政府和新一代年轻人在其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并从中认识到传统手工艺产业的创新路径。

结论三：莞娘的发展目前还是较为蓬勃的，这也证明这样

的传统手工艺创新路径是有作为的、能产生影响力的。传统手

工艺的延续和发展非常需要年轻新一代用现代的营销手段大

胆创新发展。

根据本次调研活动，总结出以下对传统手工艺人、年轻人

及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建议：

建议一：政府有关职能部门需要帮助传统手工艺人扩大其

影响力，让这一类产业进行升级改造，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加入其中，为传统手工艺事业出谋划策。

建议二：新一代年轻人需要学习传统手工艺人的工匠精神，

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中保持着耐心、恒心、以及对事业的热爱和

情怀。并将工匠精神融入到工作当中去，真正沉下心来干实事。

建议三：新一代年轻人还需要认真地感受传统文化，学习

传统文化，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入其中，

以贡献新生代的力量。

当代青年人是传统手工艺事业未来的希望，是以后该事业

发展的生力军。传统手工艺事业是否能继承并发扬这一门手艺，



有赖于各方面力量的支持。所以如何寻找该事业的继承人，对

传统手工艺的发展来说尤为关键。只有结合各方努力，开发创

新模式，打造特色品牌，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手工艺长盛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