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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城变迁的原因探究及对策

摘要：莞城，长期以来是东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也

是东莞的象征。在 90 年代之后，莞城经历着一次巨大的变

迁。我们如今看到的莞城是一座失去活力的老城：人流量减

少，商业不再繁华。不过在这座老城里，仍然有部分人坚守

在这里，我们好奇他们坚守的原因何在，以及想从他们的口

中寻找莞城现状的原因。我们通过访谈、新闻报道以及案例

分析等方式，探究莞城这将近 30 年的变化。我们队员都是

本土大学生，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探究和调研，可以吸引更多

的年轻人去关注这座老城，走进这座记载着多年故事的老城。

关键词：口述、老城、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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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1 背景：

1.1.1 经济背景

莞城是东莞市的老城区，大量的人才、资金、信息等要

素十分于此地聚集；商业基础雄厚，长期以来一直是东莞的

商业中心，商业活动在这里非常活跃；第二产业工业十分集

中，东部工业园的开发，第二产业有着很大的发展平台。莞

城与万江、东城和南城相邻，位居东莞市中西部，处于穗港

经济走廊中间,是广州与香港之间水陆交通的必经之地。随

着改革开放，东莞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发展十分迅速，

高楼大厦也是逐渐增多。但受到了现代经济的影响，互联网

经济的冲击，这座东莞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到现

在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人口流失、历史建筑老化、商业

逐渐没落。新城区的兴起，现代商业区的大量建立，造成了

人口向外搬迁，同时以传统零售业为主的老城在这种大背景

之下，受到很严重的冲击。

1.1.2 政治背景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

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习

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

续历史文脉”的要求，对历史文物应拥有敬畏之心，强化“保

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

发展。

东莞市政府为响应党的章程，大力推动高新产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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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开始积极地保护文化遗产，便开始申请莞城为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但是进程发展缓慢，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1.1.3 文化背景

东莞市莞城街道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从唐朝以来东莞

建城以来,一直是东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历史文化

底蕴深厚，有着许多名胜古迹,例如岭南四大名园之一的可

园;有 800 多年历史的迎恩门城楼——“西城楼”等,都成为

东莞市的旅游景点。但随着城市的兴起，建起了各大商圈，

人流逐渐往繁华的商圈靠拢，莞城的文化正逐渐被人忽视。

在这座充满历史韵味的城市里，仍有一群人，在坚守着

自己的根。口述莞城实践队，这一群热爱这座城的年轻人，

正在用自己的力量，记录着这座城的文化历史，记录着这座

城的点点滴滴。

1.2 调研的目的和意义

口述莞城历史这项调研活动通过组织感兴趣的大学生

和社会人士来参与对莞城老街的调研。现代口述历史先驱、

英国社会学家保罗·汤普森说过：“口述历史的实践是理解

上一代的重要窗口，是对人文素养的培育。”本次大学生需

要不断地进行走访、访谈，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士接触，提

高与他人沟通的能力，增进年轻人对莞城现状的了解和关怀，

增加他们对莞城未来发展的思考。亲身去进行口述历史的实

践，能够让人们对历史有更加切身的感悟，也就在这过程中

提升了自己的综合人文素养。

当大学生们年龄逐渐变大，对事物有了更成熟的见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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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重新回到老莞城，可以产生不一样的情愫。并且更加懂

得要如何继承传统文化，保护传统建筑。在调研中，学生用

文字、影像等方式记录莞城老街发展变迁的过程、莞城的历

史和文化等，这有利于莞城的文化保育工作的进行，整理的

资料日后可能会用于更加学术性的调研。当几十年过后，人

们想了解莞城的历史文化的时候，还可以翻阅我们做口述历

史时的资料。让未来的年轻人认识这段并且珍惜这段珍贵的

历史，甚至还会传承这种优秀传统文化。

因此，我们也希望通过此次调研，用我们青年人的声音，

可以吸引更多的同龄人的关注，关注这一片曾经繁华的地段，

关注这片象征着东莞的老城区。

1.3 调研方法：

我们将用口述历史的方式来对莞城老街进行调研。口述

历史是由学者、学生等各类人士，采访亲身经历某些事情的

见证者，并通过文字、图像、录音、影像等记录下来，这些

作为一手历史材料，为日后的学术调研提供素材。口述莞城

实践队本次假期集中在振华路、旨亭街、平乐坊等街道进行

调研。第一次实地调研采取走访店铺、住宅的方式，分成数

个小组，每一个小组走访的街道不同，走访 3 到 4 家或尽可

能多的店铺或住宅，并在走访时进行文字笔录。结束第一次

调研后整理走访的商铺或住宅的资料，再从中筛选出能够进

行第二次的访谈对象。筛选的条件是访谈对象至少在莞城生

活或工作 30-40 年或以上的时间，这样的访谈对象能够叙述

更多的所见所闻，对莞城的历史会有更深厚的了解。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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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访谈工作之前，我们将整理一份的提纲，把我们想要知

道的信息大概地列举出来。在进行访谈的同时，需要积极地

回应访谈对象，让他们感受到一种亲切感，这样透露的信息

会更加详细，也为记录历史提供了便利。第三次的访谈，可

在第二次访谈的基础上补充提问，更加深入地提问一些问题。

除了文字笔录之外，还要进行视频的记录。口述莞城实

践队中的影像小组会拍摄一些莞城老街的景象，并且在第三

次访谈时，会跟随访谈小组进行拍摄，对访谈进行一个影像

记录。最后会通过剪辑整理出一个关于莞城历史的口述纪录

片。

2.现状

2.1 城市规划基本情况——街区的变迁

最近十多年来，随着行政中心和商业中心的转移，以及

周边城镇的崛起，莞城陷入“空心化”的隐忧。为此，政府

出台城市规划，对症下药，希望能够盘活莞城。

莞城作为老城区，土地开发强度十分之高，资源制约也

愈发严重。为了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为现代经济提供更多

的空间，政府积极回收许多物业。据统计，现在政府已经储

存了数万平方米的土地面积。在这些旧物业拆除之后，莞城

会立足于自身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城市转型中，通过对文物

的修缮、活化利用、打造自身品牌、完成产业转型等形式，

为莞城注入新的活力，为莞城的发展提供了可持续性。

2.2 旧城所存在的问题

随着东莞市中心的迁移，莞城的商业活动不如从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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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老街坊的回忆时说道，以前振华路十分热闹，人流量如

同广州火车站，商铺的店主们从来不担心没有生意，街坊们

挨家挨户都可以串门聊天。可到了晚上，这里就成空城一样，

看不到人的踪影。许多店铺甚至在傍晚的时候已经歇业。在

这几年来，莞城这一情况越来越常见，许多商家为了更好的

做生意，都向外搬迁。我们再次看到这条路时，无法想象这

里曾经的人流量如此之大。

2.2.1 交通设施不完善

除了受到商业中心转移的影响，交通也是制约莞城发展

的重要因素。以前的莞城道路建设都是以单行道为主，在开

摩托车、自行车的年代足以应对。如今许多市民都拥有了汽

车，受限于车道，进入莞城十分不便利。一旦出现交通事故，

容易造成交通阻塞。另外除了开车不便利，停车也是一大重

要问题。许多本土人都曾抱怨，莞城不好停车，这里没有大

型停车场，若停在路边本身是违规，另外也会造成交通阻塞。

交通的不便利也是莞城人流不断减少的原因。莞城是历史文

化资源最集聚的地方，要打造历史文化名城，交通也是一个

重要议题之一。

2.2.2 莞城人员外流

莞城在近 30 年面临巨大变迁时，有许多街坊搬离原居

住地，迁到其他的新城区。如今留守在莞城街区大部分都为

上了年纪的退休老人，很少年轻人在这片街区驻足。受到人

口流失影响，很多商铺进行搬迁或者歇业，继续在这里经营

的仍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这些老人们，在这里生活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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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30 余年，有一些世代都居住在此。尽管年轻人都已经搬

离，但是他们出于对这里的怀念，继续居住于此。在这里仍

有部分老街坊彼此熟悉，他们对这里的街道了然于心，没人

可以割舍他们对这里的回忆。

2.2.3 缺少城市活力

由于莞城的竞争力走弱，它在发展的路上渐渐显得力不

从心。年轻一代的莞城人多分散在外，只剩老一代留守在这。

交通的不便利，人们也难以进入这座老城区来驻足。以传统

零售业为主的莞城，和如今现代经济发展的态势显得格格不

入。缺少了精英来发展莞城、投资莞城，难以重新焕发这个

街区的活力。

2.3 街坊们的情况：

我们总共调研了 5 位街坊，他们都住在振华路和旨亭街

附近，有一些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超过了 30 余年，对这里的

情况非常了解。我们也在这里会分享一下他们的现状：

2.3.1 阮涌路至爱礼品店：

店铺是他们的祖屋，以前家里的人都陆续搬走，从莞城

搬到了南城，祖屋没人居住了，便改为店铺做生意，做到现

在已经有三十年。

90 年代的时候，店铺生意兴旺，品种少一点、样式也简

单一点。平时人们结婚，或者年尾、中秋一些假日，来店里

帮衬的人会比较多，都是熟客为主。请帖上面的字是烫金工

艺，是机器通过模版上做出来的。实体店的优势在于，不存

在欺骗，样式和质量都可以现场查看、咨询。而网店上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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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与实物不符的现象。做传统工艺的，就应该老老实实做。

每次客人来店里买东西，他都会告诉别人，结婚时要注意的

一些礼仪，重视伦理道德。这里面不只是一种仪式感的问题，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情感联系和寄托。

2.3.2 旨亭街九龙西服点

店主林叔是四川人，90 年代来到东莞，并开设店铺。他

说道，当年的莞城街道十分多人，摩托车不可能进入到旨亭

街。巅峰时期林叔开设了很多家店铺作为工厂生产经营。在

90 年代甚至达到过万元的销售额。

林叔在重庆的时，为解放军生产过西服，技艺十分高超，

能一眼看穿西装的技艺的漏洞。他说道，自己的西装有着上

百道工序，少一道工序都无法完成一套完整的西装。他完成

最贵的一套西装目前市面上是过万，有包括中山大学的老师

以及其他学校的老师都拜访过林叔，技艺得到广泛认可。

在他眼中，他认为莞城是在 2000 年时出现了人流减少，

自己的生意受影响时是在 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订单大幅度

减少。林叔坦言，在 2019 年甚至没有新顾客上门做衣服。

作为外来者，他也打算今年关闭店铺回老家养老了。

不过幸运的是，在莞城 30 余年，他说道这里的当地人

都十分敬重他，把他当作普通的街坊看待。他自己也能听懂

东莞话。他说道，来到东莞以后，在自己困难的时候，有不

少当地人帮助他，他还是十分感激的。

2.3.3 旨亭街笑华工艺店

店主何叔，以前跟父亲做金银首饰加工的活是在家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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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以后，搬出来自己开店，店名为“笑华工艺”，笑

华是妻子的名字，何叔幽默的说了一句，“现在我是给我老

婆打工的。”现在的店铺的生意不如以前的旺盛时期，但现

在的生意用来谋生还是足够的，现在都是做熟客的生意为主。

在旧街有着许多“同行成市”的现象，对于同行成市的现象，

何叔并不担心生意竞争问题，因为工艺店都是做熟客生意为

主，而且客人也会做对比进行选择。店铺里一幅书法引起了

我们的兴趣，上面写的是“志强玉器”，字体十分特别。

我们每次去到何志强的店铺里都能看见他在加工首饰，

如今莞城旨亭街惨淡，旨亭街许多商铺都难以经营下去，但

笑华工艺的生意还过得去，可想而知，在旨亭街旺盛时期生

意好多好。来找何志强加工订造首饰的客人男女老少都有，

以前的年尾婚嫁的人多，店铺的生意就会相对多一点，但现

在全年生意都差不多，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不再重视祖

辈这些传统的东西呢？还是因为时代在进步，这些传动的东

西已经跟不上时代进步的速度？无论如何，每一个传统的东

西都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行业，更代表了某些年代的回忆。

2.3.4 振华路雅仕钟表店

刘叔（女婿)和温姨(女儿）是两夫妇，也是钟表店经营

者。刘叔今年 63 岁，在 2015 年正式接管店铺，日常都会在

店铺打理生意，其修表手艺师从店铺岳父，即第二点传人温

康泰先生。温姨今年 63 岁，每逢周末有空也会来店铺看铺，

目前主要在家帮儿媳带孩子。和何叔一样，目前他们只做熟

客生意，按他们的说法，自己其实处在一个养老的状态，每



2019暑期实践调研报告

- 11 -

天帮熟客们修理手表，熟客们也经常到他那里聊聊天。

刘叔说，这附近的拆迁对他们影响不大，他们已经在振

华路的内部位置，不在规划区域之内。但坦言，如今的生意

其实不如从前。90 年代振华路也是人满为患，根本不担心没

有顾客上门。如今他自己都不推荐他的儿子继承他们的商铺

和学习他们的钟表技术。他觉得做这种生意无法“搵食”，

宁愿让他找别的工作去做。自己则是能做多久算多久。

店铺有 108 年历史，经过三代时间，店铺地址一直都在

振华路 88 号，公私合营由政府管理期间，店铺一楼做铺面，

家人住骑楼二楼。店铺经营宗旨：坦诚，对客人负责。如今

店铺出于未来无人接管的状态。

2.3.5 平定里车缝小作坊

在成立车缝小作坊之前，店主嫦姐也曾考虑过租一个旨

亭街的铺位，但是当时旨亭街的铺位比家大一点点的都要四

百块钱铺租。嫦姐本身只有她一个人做衣服，规模小，还要

照顾儿子，于是嫦姐决定在祖屋成立她的车缝小作坊。据嫦

姐所说，九十年代的时候制衣行情较好，过年前会有很多年

轻人来订做衣服，第二市场也有很多制衣的。她的小作坊当

时也有营业执照，但后来因税收较高，嫦姐便没有继续使用

牌照。制衣的兴旺很快就衰退了，在 2000 年左右，由于附

近很多厂搬走了，也带走了许多制衣的生意，嫦姐几乎没有

衣服可以车缝了，找她制衣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迫于行情，

嫦姐开始转行做旗。曾经，平定里有较多商铺是跟嫦姐一样

是制旗的，但由于 2006 年拆迁，很多商铺都选择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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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下嫦姐默默坚守。尽管生意惨淡，仍有竞争对手打听价

钱，嫦姐的小作坊岌岌可危，幸亏嫦姐技术精良，留住了熟

客。

除了受到整个莞城变迁的影响，人口流失比较严重以外，

她们家附近也是作为规划区域，进行改造。许多的原住民都

已经向外搬迁，也加剧她们生意不太理想。不过尽管人流量

已经流失比较多，但一些老作坊的人们已经不再做生意，她

们也仍在坚持着。

2.3.6 小结

不管是商铺还是住在那里的街坊们，都达成一个共识：

莞城的变迁中，人流量减少，影响莞城比较大；他们留在这

里有出于自己情怀，继续留守的莞城，也有出于养老状态的

街坊；他们希望在未来的莞城发展，可以有更合理的规划，

并且要十分适合莞城自身。

他们认为莞城都是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见证者东莞的

发展。如今莞城老城部分街区确实不符合如今城市的发展，

但是需要政府的合理规划，利用好莞城的土地，找到适合莞

城发展的方向，让这里重新焕发活力。我们在下文的原因和

对策中，有融合着街坊们的想法和意见。我们也希望他们的

声音可以让更多的人听见。

3.影响因素分析

3.1 政策

早在 2005 年，政府就公示了《莞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规划提出，要把旧街区特别是莞城骑楼街区保留下来，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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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文化商业街区。十几年过去了，经过对旧街商铺、街坊进

行采访，我们了解到旧街店铺的生意对比以前惨淡了许多，

莞城骑楼街区与成为文化商业街区还有一段距离。不少街坊

表示，这个规划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也希望莞城骑楼街区

能够成为文化商业街区，但是改造起来比较困难。此外，在

2009 年的时候，城区规划所曾经考虑过将可湖路与骑楼有交

集的地方新建与旧街风格相一致的岭南骑楼风貌建筑。由于

当时对城区规划所对旧城的改造引起了不少争议，城区规划

所表示，对东莞骑楼建筑的保留不是全盘保留，而是保留其

中较为完好的、具有建筑特色的，并加以改造，城区规划所

始终坚持改造与保护并重。也有街坊认为，政府的改造应当

因地制宜，考虑可持续性、目的性、社会效益等方面的问题。

其实，政府对莞城骑楼街区的规划与改造，是有原因的。莞

城骑楼街区有多年的历史，部分骑楼已经出现了破损的状况，

但这些骑楼都是极具岭南建筑特色的，政府需要对这些骑楼

进行保护，避免不了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同时，莞城骑楼

街区的商铺生意都较为惨淡，改造骑楼街区会为沿街商铺带

来新的转机。

旧街改造无法避免拆迁，面对拆迁问题，居民意见不一。

有的居民认为旧街的祖屋就是他们的根，老年人不愿意也不

方便搬离；有的居民认为旧街拆迁是好事，可以促进旧街的

发展；有的居民认为只要政府给予合理赔偿，他们愿意搬离。

诚然，旧街拆迁对城市发展有很大帮助，但是，许多上了年

纪的旧街居民都不太赞成拆迁，因为在这里住了几十年，街



2019暑期实践调研报告

- 14 -

坊邻里熟悉、有感情，这里出行也比较方便。

图 3-1

3.2 经济

3.2.1 不适应当代经济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信息化、商业化对莞城传统

零售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的时候，

为了方便看时间，人们往往会佩戴一只机械手表。在那个时

候，机械手表的品牌是人们判断一个人身份地位的标志。传

统钟表店也在那个时候较为兴旺。然而，电子智能手表以及

智能手机的出现与普及，使得传统机械手表行业受到了很大

的打击。现在，人们不需要佩戴手表，就可以随时随地知道

时间，外出旅游不需要调时差，就可以准确得到当地的时间。

同时，智能手机与电子智能手表对比传统机械手表功能更多，

例如小天才电话手表、小米手环等，它们具备传统机械手表

不具备的功能。正因如此，伴随着传统机械手表的衰落，传

统钟表店也走向衰落。尽管现在一些著名品牌的机械手表只

有传统钟表匠人可以修，但毕竟市场太小，生意仍无法避免

逐渐惨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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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与科学技术的冲击

不仅如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导致了手工定制西服

店及喜帖店生意惨淡。以前机械化还没有很发达的时候，人

们往往会选择去手工定制西服店量身定制一件西服。而现在，

西服制造已由人工制造改为机械化制造。传统的人工制造西

服工艺繁琐复杂，但做工细致合身；机械化西服没有那么复

杂的工艺，但能大批投入市场。加上网上购物热潮的出现，

人们足不出户即可购买不同品牌的西服。传统手工西服不可

避免地走向了衰落。现在，人们已经很少会去订制一件纯手

工的西服。尽管现在传统西服匠人技艺高超，但无人愿意继

承这门手艺，同行的店铺也越来越少，传统手工西服不可避

免地走向衰落。相对于传统钟表业及传统手工西服制造业来

说，喜帖行业前景还算较好。逢年过节，仍有大量老年人在

此购买喜帖、灯笼、红包等，依然有一批固定的顾客购物。

但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注重传统喜帖的张贴，顾客群体多为老

年人，喜帖行业继承人也不多，因此仍有衰落的趋势。

3.2.3 年轻人的流失

除此之外，这些莞城传统零售业多位于振华路、阮涌路

这样的老街。目前，仍在老街居住的年轻人较少，多为上了

年纪的中、老年人，这直接决定了莞城传统零售业的顾客群

体和顾客数量。或许，莞城传统零售业搬到东莞国贸这样的

商业区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但许多莞城传统零售业的店主表

示，现在的店面都是自己家的屋子，无需交铺租或者铺租较

低才得以存活，如果搬到国贸这样的商业区，铺租太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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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无法承受。而且，东莞国贸的顾客群体多为年轻人，就算

真的搬过去，市场也不一定会比在莞城老街好。还有另外一

个原因，就是莞城传统零售业的店都在莞城老街有几十年甚

至百年的历史，老顾客都知道他们的店位置在那里，如果搬

到别的地方，老顾客未必会找得到他们的店铺。

图 3-2

3.3 文化

3.3.1 传统技艺面临生存危机

东莞的本土传统文化是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例如，

龙舟制作、千角灯制作、莞城炭画、泥塑、木屐草鞋制作等，

这些不仅是东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东莞人眼中的的东

莞印象。尽管这些东莞本土传统文化仍具有很大的价值，但

却无法避免无人继承，在流行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击下逐渐

被人们忽视。有同学曾采访过一位制作龙舟的传统老匠人，

这位老匠人十分希望前来采访他的同学中有人愿意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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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学做龙舟，但那些采访完的同学都没有一个人愿意放弃

学业来学习龙舟的制作。其实不仅龙舟制作面临无人继承的

危机，许多东莞本土传统文化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危机。虽然

我们对此感到唏嘘不已，但从现在的发展形态来看，东莞本

土传统文化已无法作为一种人们生存的工具活跃在大众视

野。细想，如果真的有同学放弃学业留下来学做龙舟或是其

他传统技艺，他们以后很可能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东莞

电视台曾采访过莞城一位炭画店的店主，炭画也是东莞文化

遗产之一，但却无人继承、生意惨淡。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

发展，现在为大众所熟悉的 3D 打印，智能印刷等技术不仅

效率高，成本低，而且成品的还原度更高。但是，印刷出来

的成品却没有人工画出来的炭画那么栩栩如生，人工炭画的

价格也更贵一些。

3.3.2 当代审美的变迁

此外，大部分的东莞本土传统文化无法适应年轻人日趋

变化的审美与时代的变迁。传统的木屐、草鞋虽然是纯手工

制作的，具有历史意义，但却比不上现在人们首选的橡胶拖

鞋与各个品牌的运动鞋、凉鞋。传统的木屐、草鞋款式较为

单一，木屐的颜色多为红色，缀以手工绘制的小花；草鞋则

为禾秆草编织而成。现在市面上的橡胶拖鞋与各个品牌的运

动鞋、凉鞋款式多种多样，颜色五彩缤纷，更为经久耐穿，

也更加舒适合脚，由于是机械批量生产，价格也较为实惠。

如今，不仅年轻人不穿木屐、草鞋，老年人也很少选择木屐、

草鞋。同时，网上购物热潮的出现让人们足不出户即可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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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喜欢的鞋子，且价格实惠。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木

屐、草鞋市场越来越小，款式也没有及时更新，又不及橡胶

拖鞋与各个品牌的运动鞋、凉鞋耐穿、实惠，逐渐被淘汰。

除非在东莞文化遗产展览上会见到木屐、草鞋，我们很少有

机会在市面上见到木屐、草鞋，甚至有一部分年轻人根本没

见过木屐、草鞋是什么样的。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口述历史，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东莞本土传统文化的存在，这些东莞本

土传统文化正在面临消失。不然，这些东莞本土传统文化真

的会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人们审美变化及人们不重视的影响

下消失。

图 3-3

3.4 其他

3.4.1 特色古屋被拆除

经历了岁月的洗礼，莞城旧街许多房屋面临着拆迁改造。

但是，其实旧街一部分的房屋是具有莞城特色的，如果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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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些别具匠心的建筑就可能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比如说莞城振华路的骑楼建筑。莞城振华路这一带的骑楼是

具有独特建筑风格的，而且也有很多年的历史，现在仍有许

多商铺在这里经营。在采访振华路商铺店主时，他们都认为

振华路不应该拆掉，他们也不想被拆掉，这里的店铺多是他

们的祖屋，尽管店铺的生意对比十几年前惨淡了许多，他们

仍会经营下去。至于为什么会生意惨淡，店主们表示以前振

华路这一带人很多，摩肩接踵，生意自然就兴旺。随着时代

的发展，旧街店铺所销售的服务与产品不适应年轻人的需求，

加上网上购物的冲击，他们的顾客群体多为上了年纪的中、

老年人。古老特色房屋被拆。

3.4.2 路面十分狭窄

有街坊提出，振华路以前是砖路，后来才铺了柏油，路

面较窄，车辆行走不便，也没有停车场，自然就缩小了人流。

以前振华路的路面之所以较窄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很多人使

用汽车，人们出行多数是踩自行车或者开摩托车。现在人们

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汽车，较窄的路面自

然不适应现在的局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附近街区拆迁，仍

然居住在旧街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了，现在仍居住在旧街的多

为老年人。原住民的减少自然也导致了旧街的衰落。

另外，几年前光明市场的夜市是在振华路这条街开始的，

当时夜市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给振华路这条旧街带来了生气，

人流也多了很多，许多早已不在莞城居住的市民还专门开车

过来这边品尝夜市。但是，夜市的油烟使得附近的居民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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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悦。于是，政府对振华路夜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改，原本

的夜市全部搬到了光明市场，兴旺一时的振华路因此重新回

归宁静与平淡。虽然几年前振华路的夜市让附近的居民饱受

油烟之苦，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夜市的出现让振华路一带人

流增加，卖夜宵的商铺增多，为振华路带来了生气和热闹。

同时，振华路夜市的出现也让一部分年轻人重新回归旧街。

尽管现在的夜市仍在光明市场，但现在的夜市宵夜档许多都

是由年轻人来经营的。夜市就算搬迁到了光明市场，它仍为

莞城带来了许多人流。而且光明市场附近也有停车场，能够

满足顾客停车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莞城的发展。

4.对策

4.1 倾听当地街坊的声音

在莞城生活超过数十年的街坊，他们见证了莞城最为辉

煌的时光，同时也见证了这几十年的变迁。他们对莞城的感

情最为深厚，也是最熟知、了解莞城的一群人。他们在几十

年的变迁中，仍然留守这带旧区的，也是最孤独的一群人。

我们应该尝试走进去，向他们了解他们的诉求，了解他们想

要什么。在本次访谈中，我们倾听到了老街坊的很多声音，

听到他们的诉求。从他们口中我们也获得一些启示。

在搬出去的街坊中，我们也可以了解他们的声音，他们

搬走的原因什么，现在地有什么比老城区好的地方。搬出去

的街坊中会有强烈的比较，如今居住的地方，和老城区差别

何在。

4.2 找准经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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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南城金融业，服务业非常发达，松山湖的科技园，

以及其他镇区有许多工业区，每个镇区都具有自己的特点。

莞城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也是东莞文化的象征，当地应该

更好的发挥自身的优势。在许多城市探索老城区的可持续发

展中，他们普遍使用的是街道的商业化模式，诸如广州的北

京路，韶关的百年东街，都是使用了商业化的模式，让这些

街道变成商业街，吸引许多年轻人来逛街。并且在这几年也

成为了各种“网红”打卡景点。对于一个具有历史文化气息

的老城而言，这种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比较强的，不过却不

是唯一的道路。

文创也是最近几年兴起和具有较大潜力的产业。文创可

以让莞城与自身文化特点相结合，同时也作为东莞文化的象

征，提供很多文创产品。走文创之路，可以更好发挥莞城区

的文化特点，对本土文化宣传。如今年轻人对文化创意区十

分感兴趣，莞城区建立文创区也有利于年轻人入驻，也有利

于本土年轻人对自身的本土文化有深入了解，对我们本土文

化进行传承。

4.3 文化发展

4.3.1 保护和传承本土文化

通过这次调研，我们发现莞城有大量很有价值的手艺，

如修理手表店，制作西服店，小吃店。他们的手艺在现代社

会仍有他们发挥的空间。他们面临着，随着自己年龄增大，

却无人传承的困境。在莞城，仍有许多技艺精良的手艺人面

临着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在他们还没消失之前，寻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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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他们留下记录，还要寻找传承人进行传承。

4.3.2 定位好本土文化发展方向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之下，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会对本土

的传统文化进行冲击。本土文化要在如今社会里面有准确定

位。比如是否和现代文化相结合，哪一些文化在现代社会仍

有他们的价值之处，哪一些需要摒弃，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4.4 政府及政策支持

不管是未来老城区经济如何发展，传统文化如何保护，

以及城区片区如何规划，都需要政府以及政策支持。政府要

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完善社区服务，为当地居民生活提供

更好的保障。在招商引资时，也需要处理好商业化和当地居

民、文化之间的关系。政府需要更加聆听居民们的需求，解

决居民的生活所需。希望在未来之时，有更多利好的政策往

莞城倾斜。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规划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和规划。

4.4.1 交通

如今东莞的汽车数量越来越多，老街的道路已无法满足

现代的交通需求，交通如何重新规划，也是十分重要的议题。

有许多市民路过莞城老街一带时，曾说道这里的道路十分狭

窄，车辆不容易通过。除了老街，包括光明路，西正路等路

段，仍然只有单车道，这位行车非常不便。政府需要合理的

规划道路，包括建立高架桥，缓解地面严重的堵塞问题，或

者让部分道路进行拓宽，为行车提供便利。

许多居民承认，如今交通不如以前便利，进出十分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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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当地居民很多已经有了汽车，或者是亲朋好友来看望时，

驾驶汽车过来。有一些搬离老城区的居民回来时都承认，交

通也是他们考虑的一个因素之一。这些道路以前主要是为人

们和自行车通过。除了行车不便以外，需要规划停车场。包

括振华路附近仅有人民公园一个较大型停车场，往深入走的

细村市场附近一带，应修建更大的停车场。每到周末，或者

节假日时，附近一带都会堵得水泄不通。尽管车流量有减少，

但是那一带仍然可以修建停车场，为居民、市民停车提供便

利。

4.4.2 合理利用土地，处理好人与土地的产权问题

莞城的土地利用率十分之高，并且有许多老建筑。不过

近几年来，有老建筑被拆除，全不加以重建，只剩一些残留

的建筑料遗弃在那里，让本就不多的土地变得更加紧张。在

旨亭街附近，有许多老市民，已经搬离了居民楼。这些建筑

已是长年无人居住状态，可以对这种建筑进行改造升级。

在东莞其他镇区的老建筑，利用的十分合理，例如万江

的下坝村，把以前的建筑改造成了酒吧街，并且吸引了许多

游客前往。他们认为，这种古老建筑，与酒吧相结合，反而

有一种古老的韵味在里面。莞城本身具有这种建筑相当的多，

可以为这些建筑再利用。还需要清理危楼，或是不适合再继

续使用和住人的建筑。为莞城的土地提供更多的空间。

4.5 对外交流

在街区未来的道路中，除了自身的摸索以外，也可以对

外交流，进行学习和参考。尤其是一些更为发达的城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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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长期为古老街区发展的地区，都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参考。

在对外参考和学习的过程中，也需要结合自身来考虑，目的

是为了让我们的街区更加美好。

5.结论

短短数十年间，在多种因素影响下，莞城发生了非常巨

大的变迁。这种对于莞城而言，目前是消极的。作为青年学

生的我们，在莞城生活了 10 多年，如今回过头来看，不得

不感慨我们曾经生活的街区会有如此大的变化。造成这种变

化的原因十分之多，在这里难以一一列举出来。我们提出的

建议，有我们同学自己提出的建议，也有搜集被访者提出的

建议。我们的出发点是，让我们整个莞城，整个街区变得更

加美好。

不过我们知道，让整个街区变得更美好，需要许多的支

持：政府，社会组织，街坊等等，这也如我们刚刚所说，造

成莞城变迁的原因是多因素的。作为青年学生，我们通过口

述的形式，来为莞城做一些记录，记录这里曾经的往事和美

好，记录那些我们熟知的美食、手艺，记录那些我们每到节

日时，曾经做过的礼仪和习俗。并且我们希望把这种记录呈

现给大家，能够吸引大家的关注。

对于其他力量，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调研，或者有其他形

式，吸引他们重新关注这片古老的街区。不管以后未来数十

年的变迁是好是坏，都需要我们共同面对。我们也希望这片

街区，可以重新焕发活力。

十分感谢街坊们可以接受我们的访谈和调研，在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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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融合了街坊们的想法和意见。他们有一些世代都住在莞城。

尽管后辈们已经搬离了这里，但出于对这里的情怀和留恋等

诸多原因，仍然坚守这里。他们是莞城的亲历者、见证者，

我们也有幸和他们有一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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