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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桥头荷花文化的传承及发展调查报告
调研小组：邓惠文 周文静 罗嘉宝 赖慧英 指导老师：赖沛东

摘 要：东莞市桥头镇是一座荷花文化历史悠久的城镇，近年来坚持以“荷”为媒，大力发

展荷花文化。目前已经形成了举办“桥头荷花文化艺术节”的传统，形成了集文学、绘画、摄影、

歌舞、饮食、瓷器等相结合的荷花文化体系。总得来说，桥头荷花文化发展态势较好，但仍然面

临着诸多困境。为走出诸多困境，桥头荷花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需要培育、种植和管理好荷花，注

重在荷花文化活动开展上做到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在发展桥头荷花文化产业中坚持内发性发展策

略和注意引导桥头荷花文化产业向社会属性、文化属性回归。

东莞市桥头镇是一座荷花文化历史悠久的城镇，近年

来坚持以荷为“媒”，大力发展荷花文化，并已经成功打

造了“桥头荷花”的靓丽名片。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

是产业中最重要的基础，而文化的创新发展离不开文化的

传统继承，因此在大力发展荷花文化产业的同时，不能失

去对自身荷花文化的不断内省和传承。那么桥头荷花文化

的现状如何？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什么样的困

境？如何应对？面对这样的问题，本社会调研小组将就此

通过问卷、访谈和查阅资料等方式展开调查研究，期望为

桥头荷花文化发展提出一些存在的问题和建议，促使更好

地发展荷花文化产业，进一步打造荷花名镇，配合打造“湾

区都市，品质东莞”的城市发展目标。

一、东莞市桥头镇荷花文化的形成

桥头种植荷花有着悠久的历史，明朝时即有数千亩荷

塘，素以“荷花之乡”著称。但是，桥头从前的大片莲湖

基本上是自然形成的，荷花品种单一且缺乏管理[1] 65 。据

说，解放前，桥头镇自然环境异常恶劣，当时民间建国前，

桥头处于“三天无雨车头响，三天有雨水荡洋”的恶劣环境

中。乡民为了自助自救，便从外地挖来种藕种植各湖，几

年时间莲荷种植面积就发展到了上千亩。每当洪涝灾旱之

年，乡民便以莲藕、莲子充饥。据说，那时乡民对莲湖视

若救命稻草，谁都不能践踏。每到盛夏，人们纷纷前来赏

荷，不少青年男女或划小艇，或扒秧盆，出没于碧绿的荷

叶之间，笑声荡漾莲湖[2]。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以粮

为纲”口号的呼召下，荷塘一度被改造为稻田以增加粮食

产量，荷花几近绝迹，“荷花之乡”早就名不副实了。直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镇政府发出“退田还湖”的号召，

三百亩莲湖的胜景才得以重现：一川明月，十里荷香，三

百多种荷花珍品争奇斗艳，点缀着这片岭南福地。在经历

过围湖造田等各种挫折后，桥头荷花依然重新焕发光彩，

毫无疑问彰显的是桥头人逐步觉醒的文化意识[1]65。随后，

桥头镇按照规划着力推进打造荷花名镇的名片，希望通过

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来刺激城镇经济增长。如果说，莞香作

为东莞古代地方文化的传承符号，带给人们更多的是古代

东莞的人文想象，那么桥头荷花作为当代地方文化的缩

影，寄托的则是当代人更殷切的文化理想和精神信念[1]64。

二、桥头荷花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现状

中国的花文化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其表现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如众所周知的花市文化，以花卉为主题的文学

著作、绘画及音乐所体现的审美文化，花神文化、花卉的

应用文化、栽培技术文化等
[3]
。而桥头荷花文化的表现形

式和内容也是同样丰富多彩，我们将从不同的内容形式上

去看待桥头荷花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一）桥头荷花文化艺术节、荷展

在 2004 年成功举办 21 届“桥头日”（镇庆日，已成

为桥头镇的传统节日，起源于 1987 年 7 月，镇人大九届

一次会议决定每年的 6 月 28 为“桥头日”）的基础上，

进一步创新办节模式，与中国花卉协会荷花分会、东莞市

旅游局等单位联合举办了首届荷花文化艺术节暨粤港澳

荷花展。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六届东莞桥头荷花文化艺

术节，期间成功承办第 20 届（使桥头成为我国第一个承

办全国荷花展 的镇级单位）和第 27 届全国荷花展览，与

此同时也吸引了诸多社会商业资本投入，现已形成了“文

化搭戏，经济唱戏”、“政府引导、社会主导”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桥头荷花文化艺术节起初是“桥头日”和

桥头荷花文化的结合，但在近年发展趋势上看，桥头荷花

文化艺术节不仅仅只为桥头荷花文化做载体，也同样为桥

头其他本土文化发展提供一个亮相平台，如莫家拳传统文

化、桥头本土婚俗文化，名人文化等。这充分体现了桥头

荷花艺术节是为包含荷花文化在内的桥头本土文化服务

的，能够帮助以荷花文化为核心的桥头本土文化整合。其

次，桥头荷花文化艺术节也逐渐融合周年纪念和庆祝活动

的主题。例如：2008 年结合北京奥运主题开展荷花展览；

2018 年结合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2019 年结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庆典主题。另外荷花文化艺术

节也逐渐成为桥头大大小小文化社会活动的主要载体。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E%B2%E6%B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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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花文化艺术节期间，荷展除了三百亩莲湖上的

“接天莲叶”和“映日荷花”外，还有荷花基地、荷花种

植园运送的上万盆，上三四百种的荷花组成的摆展，如果

遇上举办全国荷花展览的年份，我们将能够在桥头一睹国

内外的诸多荷花精品。桥头镇政府在荷展规模上不断实现

新突破，展览位置也从桥头辐射到东莞市区，展览场地布

置不断创新，能够吸引全国各地，特别是粤港澳的，大量

荷花爱好者和游客前往观赏和游览，甚至也有海外学者，

游客慕名而来。

（二）桥头荷花审美文化

花卉的审美文化是一种以花卉独特的自然属性，赋予

花卉人的品格和特征，在文学、绘画、音乐等形式中传达

情感的一种文化内涵。
[3]

1、以荷花为题材的文学

桥头镇是一个荷花文化与经济社会相融合发展的岭

南古镇。一直以来，桥头镇在发掘本土特色文化资源，坚

持以荷为媒，探索出一条具有桥头特色的文学发展路径。

先后出版了《桥头文学作品选》收集了大量的荷花文学作

品；出版《红莲白莲》长篇小说；编选了《莲湖飘香》作

品集和《东莞首届荷花文学奖作品集》；集中推出了《莲

城文丛》系列文学著作；从 2007 年举办第一届东莞荷花

文学奖（东莞首个纯文学大奖）至 2019 年第七届荷花文

学奖，每届编辑出版一本《东莞作家》荷花文学效填充桥

头当下儿童剧的空白，提供桥头儿童剧创新发展奖获得作

品专辑。2009 年开始，每年荷花节期间出版一本图文并

茂的杂志——《悦读桥头》，推出了小小说季刊《荷风》。

2016 年成立了莲韵诗社，创办了《莲韵》诗社，举办了

“中国梦·咏荷倡廉”诗歌朗诵会。以荷文化为带动，提

升小小说基地、报告文学创作基地的内涵，同时也使桥头

的荷文化成为一个省市知名的品牌
[4]
。2009 年正式启动以

“莲花根子”为形象特色的《哪咤寻根记》系列漫画读物

的创作 2010 年荷花节期间，桥头镇发挥原创剧本优秀、

本地小演员可塑性强、表演功底扎实的优势，集中精力打

造一部名为《小荷才露》的原创儿童舞台剧，以有的样板，

为桥头塑造文化品牌开拓新的领域。

2、以荷花为题材的书法绘画

2004 年，举办了粤港澳荷花展荷文化图片展和广东

省“莲湖美景”摄彩大赛等与荷花相关的作品展。2005

年，邀请 30 位全国著名画家现场作画、题诗，并布置了

书画展；2006 年，展出全国著名书画家作品 30 幅，以及

马元浩荷花墨影画作品。2007 年，开展荷香飘绿城东莞

名人书画艺术展、“荷韵”书画作品奇石联展；2008 年，

开展“墨韵·荷香”名家书画作品展；2009 年，开展“逸

荷”全国书画名家精品展、组织了当地数百名中小学生即

场共绘“万荷争艳颂祖国”长卷。2010 年，出版《荷塘

阅色-罗焕全“荷”主题油画作品集》；2018 年，开展“荷

风过处翰墨香”桥头首届书画作品收藏展；“彩韵东莞梦

想桥头”东莞百米画布荷花绘画活动
[5]
。

3、以荷花为题材的摄影与影视娱乐

2004 年举办“莲湖美景”摄影大赛、“灿烂的荷文

化”图片展，出版李炳钦的个人画册《百莲颂》；2007

年，华南师范大学摄影系在桥头建立了荷花摄影基地，长

期合作，开展荷花摄影教学、培训等活动。2008 年，举

办荷花艺术摄影展，展出桥头摄影家荷花摄影作品，并且

广东省摄影家协会也在桥头莲湖建立了广东省荷花摄影

基地，而桥头镇将与广东省摄影家协会、东莞市摄影家协

会联合主办全国荷花摄影大赛；2009 年全国荷花摄影大

赛正式落幕，举办“赏荷胜地，魅力桥头”全国荷花摄影

大赛作品展；2011 年，正式启动了《莲花根子》影视动

画片的制作，《都市荷花红》和《东莞恋歌》也将相继开

拍 ， 呈 了 文 化 多 元 化 发 展 的 势 头 。 2016 举 办

“我·荷·你”桥头微摄影大赛，推出了一系列如《等你

在桥头》、《情闪花海》等荷文化微电影、摄影作品；2017

以“盛世荷花”及“桥头美景”为主题“清荷物语”——

荷花主题摄影作品展也同时在东莞市文化馆展出,40多幅

来自桥头荷花节全国摄影大赛的获奖作品也受到市民的

青睐。

4、以荷花为题材的音乐舞蹈

近年来，在桥头镇积极举办以荷为题的原创音乐赛事

的背景下，一些著名的词曲作家、音乐家纷纷围绕桥头荷

花文化这一主题，先后创作了《莲花仙子》、《情系莲湖》、

《映日荷花别样红》等炙烩人口的歌曲，丰富了桥头荷花

艺术节的文化魅力。在各届荷花文化艺术节期间，都会举

办大大小小以荷花为主题的文艺汇演活动，其中不乏大量

展现桥头荷花风韵风采的优秀歌唱舞蹈表演节目。

5、其他

2016 年推出了“瓷上清韵”荷花陶瓷作品展。第十

四届荷花节启动仪式将以“荷”处有风姿为主题,把荷文

化与衣服饰品及旗袍文化相融合,展现女性们的“荷”样

风姿。

（三）桥头荷花在生活中的应用文化

1、旅游观赏和美化环境应用

桥头荷花品种丰富多样，盛夏期间，一片莲湖百荷开，

风姿绰约，姿态万千，深受游客喜爱，具有极高的观赏价

值。并且曾两度出现极其罕见的并蒂莲，更是让爱莲人士

依依留恋桥头这块宝地。广泛种植荷花，在除了带来高旅

游观赏价值外，还能增加桥头的绿化面积，起到美化环境，

提升宜居水平的作用。

2、荷花的表达形象应用

荷花被广泛的应用到节假日、婚礼、纪念、宴会等重

要场合以及会议、发布会等重要活动，不同的场合对荷花

功能、效果及表达意义要求不同；例如“东莞荷花文学奖”

直接以“荷花”做为奖名，呼应了纯文学奖的属性，表达

了追求高质量文学评判的，寻找优秀人才的意愿；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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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桥头镇技研新阳有限公司举行第 11 届“新阳之恋”举

办集体婚礼，新郎新娘齐游莲湖，拍摄婚纱照，有百年好

“荷”，纯真爱情之意；在学校教育中，荷花这一形象经

常可以被宣传和强化，融入到学校艺术培训，文学创作中

去。而荷花现在已经成为了桥头镇的镇花，讲到荷花，人

们就会想到桥头，讲到桥头，人们就会想到荷花，荷花的

形象已经和桥头镇紧紧绑定在了一起。

3、荷花餐饮运用

闻荷花清香、品荷花美食，自 2008 年以来，桥头镇

先后举办“万寿荷花宴”、荷花美食节、三正半山荷香美

食展等荷花美食相关活动，组织桥头镇内各知名酒店食府

以荷文化为题，用荷为材料，构思创作荷花美食，并开展

“十大荷香名菜”评选活动，推出了十道富有桥头特色、

颇具文化内涵的荷香名菜。随着荷花文化的日益高涨和深

入民心，广大市民也开始运用蒸、煮、拌、灼汤、炖、妙、

烤、炸等手法来创作以荷花为主要食材的美味佳肴，荷花

饮食文化随之而兴起。荷花入餐，既能出现在高级餐饮食

府，又能出现在民间街坊常去的大排档，正体现了荷花餐

饮文化的广泛。

（四）桥头荷花的种植栽培技术文化

据邓志平先生（桥头荷花培育资深工作人员）介绍，

桥头自明清以来，曾有千亩荷塘，但荷花都是自然繁殖，

是野荷花。旧时，荷塘的荷花品种主要是食用荷花，待计

划打造荷花名镇时，开始着手种植观赏荷花的工作。目前，

桥头荷花种植文化的场所主要有两个场所阵地：莲湖、荷

花品种基地。莲湖是举办荷花文化艺术节的主场，面积达

三百亩，配有两个广场、一个体育中心和一个莲湖公园，

属于旅游休闲娱乐场所。而荷花品种基地在 2005 年建成，

其功能定位是培育、筛选优良荷花品种，种植荷花为荷花

展览服务，保护和利用荷花资源。在荷花品种基地内，一

般总共有两万盆的荷花，包含超过 400 个荷花品种，由六

位工作人员管理照料。其中在培育荷花的过程中，主要凭

借荷花品种足够多的优势，靠杂交技术来培育新种。为服

务荷花节荷花展览，荷花品种基地会提前时间选择适合的

十几二十种荷花进行批量育种，种植，最后将成花移送展

区。近期，荷花品种基地正计划培育一些花期更长，适合

再秋冬季开花的荷花品种，以改变当下“夏季荷满塘，冬

季无一莲”的局面。

另外，荷花的种植栽培技术文化不止于专门机构的门

内，还积极走入寻常百姓家，比如说 2005 年，在荷花艺

术节期间，举办荷花栽培技术讲座，传播荷花栽培技术，

培育桥头荷花栽培人才。2018 年，举办首届荷花（碗莲）

栽培比赛，2019 年，举办第二届荷花（碗莲）栽培比赛，

主办方希望通过举办比赛的形式，为桥头荷文化的推广打

下良好的基础，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种荷、育荷，营造“家

家有荷，人人种荷”的良好氛围。

（五）桥头荷花文化的精神内蕴

桥头荷花文化历史悠久，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桥头镇自觉地建设荷花文化，打造荷花名镇，在历史的传

承和现代的发展过程中，桥头荷花文化也贮存蕴藏着宝贵

的精神财富，如：务实精神、创新精神、和谐精神等。

1、务实精神：从桥头荷花应用方面来看，在近现代

以前，桥头荷花大部分是食用性质的，在一些粮食收成短

缺的时期里，人们挖藕取食，可以说一个莲塘就是桥头人

的备用“粮仓”。而即使在改革开放后，荷花的“粮食”

地位下降的背景下，桥头人依然在不断挖掘荷花的价值，

通过发展荷花文化，打造荷花名镇，扩大桥头知名度，助

力桥头招商引资，进而间接推动桥头制造业发展。另外，

目前发展的荷花文化旅游业和桥头荷花文化艺术节也直

接带来了不可小觑的经济收益。由此看来，桥头是善于积

极利用自身资源来满足自身物质需求和经济发展的。在荷

花培育的角度看，桥头发展荷花文化，并不是简单地种植

两三种荷花，沽名钓誉，夺个噱头，而是将一个苗圃改造

成一个能够容纳几万盆荷花的荷花品种基地，扎扎实实地

保护和利用荷花资源，不断培育新品种。

2、创新精神：创新精神是桥头荷花文化能够得以发

展的精神动力。上世纪九十年代时，桥头镇开辟了三百亩

莲湖，自觉宣传荷花文化，以荷为媒，着手打造荷花名镇，

这既是一种荷花种植的传承，也是一种荷花应用上的创

新。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自觉产生的桥头荷花文化，是当

代的地方文化产物，目前桥头仍在积极地探索发展荷花文

化。从桥头荷花文化的载体上看，现已从单纯的荷花观赏

场所，发展到拥有文学，绘画，摄影，歌曲，舞蹈等各色

各样的形式载体。近年来，桥头镇也尝试将荷花文化与旗

袍、瓷器相互融合，丰富桥头荷花文化艺术节的内涵。于

此同时，桥头镇也在不断地创新利用荷花的形象表达，在

这一过程当中，就相当于给荷花形象注入新的意义，如将

荷花形象与北京奥运主题、国庆庆典主题、改革开放纪念

主题和禁毒主题等相融合。再者，就是莲湖凌波阁（主要

功能为展览艺术品）的搭建、“一湖两花”（莲湖夏季开

荷花，冬季开油菜花）的创新和“荷娃”“晓荷”吉祥物

的推出等。

3、和谐精神：第一，在人与自然方面，桥头人和荷

花之间，存在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在从前，桥头荷花能

在荷塘里自由生长，人们没有过多的干涉，而在粮食缺乏

的时期，莲藕却刚好成为了桥头人的备用“粮”。尽管在

“以粮为纲”的时代，人与荷花的关系遭到破坏，但在九

十年代后又重新修复。目前，在莲湖地区，建有凯达华庭

小区，莲湖别墅区，一方面荷花给当地居民一个环境优美，

自然和谐的宜居环境，另一方面当地居民也乐于在莲湖和

莲湖公园进行休闲，娱乐，体育活动，为莲湖的建设提供

支持。第二，在荷花文化和桥头其他本土文化之间，起到

相互映衬的作用。桥头镇以荷为媒，在文化传播和发展中，

坚持以荷花为核心，同时也在照顾其他本土文化。如将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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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拳，桥头（东莞）婚嫁习俗搬上荷花文化艺术节的舞台，

而在借荷花文化艺术节推出的文刊读物中，不乏有介绍桥

头当地历史文化，民俗故事的文章，如介绍径联古村落，

莫家拳传人，“七姐水”等。

三、桥头荷花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困境

当今，随着社会的转型与发展，桥头荷花文化发展的

不断尝新，尽管我们对发展桥头荷花文化给予足够的重

视，但桥头荷花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其实还存在潜藏的困

境，值得我们去注意。

（一）莲湖荷花生长受限

莲湖荷花生长茂盛，姿态万千，始终是桥头人引以为

傲的事情。桥头荷花文化的发展也始终要立足于优秀的荷

花物质资源之上。而这一种荷花物质资源既体现在桥头荷

花品种的保留和丰富，也体现在为民众所直接接触的三百

亩莲湖荷花之上。近年来，为了弥补荷花盛开季节性强的

缺点，充分利用莲湖的种植用地资源，桥头镇推出了冬天

种油菜花，夏天种荷花的做法，打响了“一湖两花”的新

名片，取得了一定的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但在“一湖

两花”的背景下，莲湖荷花生长受到油菜花种植的不良影

响：两种植物生存环境截然不同，反复耕种，导致打乱土

壤性质，而油菜花根部远远深于荷花，却携带着镰刀菌，

此菌遇水后便大量繁殖，侵蚀荷花。面对这种情况，尽管

通过三年攻关，在 2017 年得以控制镰刀菌，让荷花得到

一定恢复，但应对镰刀菌对荷花的影响只有缓解的措施，

而没有根治的办法（由土地需要翻耕决定），并且现多数

民众仍反映荷花不比之前好看。另一方面，在荷花培育种

植的方式上还是比较单一，硬件和软件水平都有待提高。

（二）过于形式化的风险

目前，桥头荷花文化面向普通民众呈现的主要载体是

荷花文化艺术节。在荷花文化艺术节期间，桥头镇开展了

各式各类的活动，同时也积极向以市场为导向转变，开辟

各种荷花文化形式载体，但其中却出现了注重寻找新形式

而疏忽桥头荷花文化内涵的端倪。节庆活动在实施商业化

运作时利用其娱乐性来获取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

致荷花文化内涵的异化，如在 2011 举办了荷花仙子全国

选拔赛，其娱乐性十足，却与桥头荷花文化内涵联系薄弱，

也与群众生活联系不强，容易使得民众对此抱有作秀之

嫌。另外，在寻找新形式载体的同时，也出现简单的荷花

文化与其他文化相“融合”，再如 2017 年的“第十四届

荷花节启动仪式将以“荷”处有风姿为主题,把荷文化与

衣服饰品及旗袍文化相融合,进一步展现女性们的“荷”

样风姿。”
[5]
，不能说在莲湖做一场表演就称为荷文化和

旗袍文化的交融，其真正的融合还是要在旗袍服饰本身的

设计与桥头荷花文化内涵上的融合所体现，但这需要时间

的沉淀。如果打出了许多文化相互融合或各种形式载体呈

现的口号，而不去长久坚持和努力，便将此文化推入过度

形式化的泥潭。

（三）桥头荷花文化影响力有待提高

因为桥头镇坚持以荷花为媒，并且积极向外界推广桥

头荷花文化，曾多次联合镇外组织活动展览，甚至举办多

次全国性比赛和活动，桥头荷花文化对外影响力正快速上

升。但经问卷调查发现，在桥头，虽然大部分人愿意并乐

意推崇桥头荷花文化，但是能积极参加桥头荷花文化活动

的，并不在多数；对于荷花文化的了解程度也比较低；一

般人对桥头荷花文化的接触仅仅在于走莲湖看荷花。一方

面，除了荷花节和观赏荷花之外，荷花文化的其他形式活

动面向群众的曝光率不足，群众参与性不强或者门槛过

高，如，内容精彩的荷花文学一般只能在桥头图书馆和一

些镇府部门和村（居）委会里找到，且其中都是内部资料，

难以在社会推广；“摄影、绘画、书法以及文学创作都是

需要一定的知识水平才能创造、欣赏，以现在群众的认知

水平来看，这些精英文化很难为大众所接受”
[6]
；其次，

桥头荷花文化的活动开展和彰显在全年中十分不平均，例

如，目前来看桥头荷花文化活动的开展都基本是在桥头荷

花文化艺术节的时候开展，而在其他时间有很少的出镜

率，但现实中有更多的居民希望平时拥有更多的荷花文化

活动。

（四）荷花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的不协调

荷花文化建设不应该只关注于荷花文化本身，还应该

将眼光放在生态，社会，经济建设上。而在荷花文化建设

发展中，于其他方面的建设还存在较大的不相配合之处。

例如，在社会层面，在 2008 年 6 月 21 日，《东莞时报》

记者王晶就曾报道过荷花文化艺术节期间出现的不“文

化”，也“艺术”的部分民众行为：为琐事而不断争执吵

骂、有老婆婆陪伴的小孩子却当众小便、随地吐痰和践踏

花草
[1]69

。而且这种现象在现在在桥头镇中心依然是可以

见到的，且乱扔垃圾也是常见的，而这一些行为显然与荷

花形象相对峙。在交通管理和道路修建上，在桥头荷花文

化艺术节期间经常性地堵车，一直以来也为群众所诟病。

而莲湖附近经常有流动摊贩，不仅影响市容市貌，也影响

“花貌”。

四、桥头荷花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对策建议

桥头荷花文化是属于当代桥头人集体的文化记忆，是

桥头文化理想和精神信念的缩影。然而，近年来，桥头荷

花文化面临着商业化，产业化的巨大挑战，传承和发展桥

头荷花文化，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维护好桥头荷花文化

的根基，发展好桥头荷花文化产业的同时切实保留和丰富

桥头荷花文化内涵，同时与社会经济建设相配合。针对以

上提出的问题和困境，本调研小组提出如下建议。

（一）提高桥头荷花品类和生长品质

发展荷花文化，首先需要把握好荷花这一核心，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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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荷花是群众参与荷花文化活动的基本形式，所以务必种

植好、培育好荷花，科学管理荷花生长，针对性地对不同

荷花品种改善种植方法，防治病虫侵害，在荷花质量上有

所保证。而提高桥头荷花品质需要从桥头荷花品种，种植

技术，管理模式等多方面上进行突破，需要引入相关人才

资源，建设相关研究机构，为提高种植、培育、管理荷花

水平提供智力支持；培训先进荷花种植管理人才，建设现

代莲农队伍。

（二）注重荷花文化内容与形式相统一

内容不能离开形式存在，形式也不能离开内容存在。

在内容和形式两者之间，内容起着主导的、决定的作用。

要把荷花文化内容建设好分析好，再认真考虑用什么样的

形式活动将荷花文化深刻完整地阐释出来，而不能先设想

一个新形式，再套进原有的内容。而在丰富桥头荷花文化

内容，开辟新的荷花文化形式载体前，我们不妨先认真探

讨桥头荷花文化的对于桥头人的象征意义，挖掘桥头荷花

文化中的精神内蕴，以此为一个基准，创新桥头荷花文化

内容与形式。

（三）发展荷花文化产业必须坚持内发性发展策略

所谓内发性，是指必须从地方实际出发，以地方的特

色资源、地方的地理和地理条件、地方的人才状况、甚至

是地方的福祉为前提条件来考虑发展产业
[7]
。传承发展桥

头荷花文化离不开产业化道路，但在产业化道路上前进

时，要坚持内发性发展策略。激发桥头人民的主体文化创

造活力，挖掘与“荷”相关的桥头故事。深挖记载桥头荷

花文化历史，同时发现记录当下桥头荷花文化发展的进

程，人物（莲农等）故事。鼓励各个村（社区）按自身实

际积极参与荷花文化建设，增强桥头居民对荷花的整体认

同感。开展数量充足，参与面广，能满足不同年龄阶段（群

体）的文化需求的各类不同荷花文化活动（如荷花美食教

学和品尝活动等）或生产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桥头荷花文化

周边。打造桥头本地荷花文化产业发展人才队伍。与桥头

其他本土文化相互协调促进发展。

（四）荷花文化产业要注意回归社会、文化属性

20l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

动国订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在新时代，作为文化建设重

要方面的文化产业，也必须当起社会建构、文化建设的主

要任务，实现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民族文化

的伟大复兴，这是新时代赋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使

命。强调文化产业回归社会、文化属性，意味着文化产业

政策需要向社会建构性靠拢
[8]
。发展荷花文化产业的同

时，注重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群众树

立道德准则，弘扬文明礼仪之风，助力形成一个文明和谐

的桥头社会。另外，往后有机会，也能够尝试以垃圾分类

环保为主题开展荷花文化活动。主动将荷花文化产业与社

会建设接轨，既能提升社会文明水平，又反之为其文化产

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 谢有顺、袁敦卫.地方文化的守望[M].中国戏剧出版

社.2011
[2] 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东莞桥头荷花

节/4873616?fr=aladdin
[3] 崔欣欣:中国花卉文化新探[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2016.34(6)
[4] 邓永娴.以荷为媒 以文为髓 桥头镇创新模式成功打

造东莞桥头荷花节案例.桥头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2017
[5] 中国东莞网

http://www.dg.gov.cn/007331996/0802/201706/2198521b
712b49f994cb89150e6805dd.shtml
[6] 李玉华.浅析桥头荷花文化艺术节的复兴与发展[D].华
中师范大学，2012
[7] 宫崎清, 张福昌. 内发性的乡镇建设[J]. 无锡轻工大

学学报, 1999(1):102-106.
[8] 牛家儒、张晓明:新时代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探析[ J ].社
会科学家.2018.10.(258)

附件：

1、访谈：

向邓志平先生的进行的

“桥头荷花种植培育现状”访谈的提纲

一、桥头荷花种植培育场所：

场所的建成、资金来源、硬件设备、工作人员组成，相关

场所的功能定位，日常和应对荷花文化艺术节展览的工作

内容；

二、桥头荷花种植培育品种：

当地原始品种、当前品种数量、著名花种、引进物种；

三、桥头荷花种植培育方式：

培育方式如何、选择该种培育方式的因素（良好条件和限

制条件）；

四、桥头荷花种植培育现阶段目标和困难：

目标是什么、困难是什么、目标做成后或困难克服后可以

有什么样的效果；

2、关于东莞公众对桥头荷花文化的看法问题的问卷调查

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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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莞公众对桥头荷花文化的看法问题的问卷调查的分析说明

一、调查背景和目的

历史认同对于一个地域特色文化发展至关重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城镇选择以自己独有的“文化”，发展独有的魅

力，且形式相互模仿的局面，桥头镇秉持着踏实创新的精神，开辟了桥头荷花文化的新形式、新内容，不断向世人展

现出她独有的风采。但一个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内发性的发展，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东莞桥头镇荷花文化的发展情况，

促进其文化融通于生活，实现东莞桥头社会文明建设，发扬党的文明建设精神，大力发展荷花文化产业，推动当地旅

游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打造“桥头荷花”的标志性品牌名片，我们将开展关于东莞公众对桥头荷花文化的看法问题

的调研，了解东莞人特别是桥头人对桥头荷花文化的了解程度和看法，寻找公众对桥头荷花文化发展的的满意和不满

意之处，以及发展建议。

（一）调查时间

本次关于桥头镇荷花文化发展与弘扬问题的调查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至 2019 年 8 月 25 日进行。

（二）调查地点

本次关于东莞公众对桥头荷花文化的看法问题的调查于东莞市桥头镇开展。

（三）调查范围和对象

本次关于东莞公众对桥头荷花文化的看法问题的调查对象为东莞市内特别是桥头镇的社会公众。

（四）调查方法

通过微信问卷星小程序调查

（五）问卷内容

关于东莞桥头镇居民对荷花文化的看法的电子调查问卷

1、你的性别 女性  男性

2、你的年龄阶段为 20 岁以下  20~30 岁  30 岁以上

3、你的职业是 上班族 学生党 其他

4、你现居地是 东莞桥头镇内 东莞桥头镇外

5、你现居住在东莞桥头镇时长为

一到两年 两到七年 七年以上 无

6、你是否参加过荷花文化活动 经常 偶尔 几乎不 从不

7、你对荷花文化了解程度是

非常了解 有一定了解 基本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

8、你对桥头荷花文化的态度是

非常感兴趣 比较感兴趣 没什么兴趣 讨厌桥头荷花文化

9、你觉得近年桥头荷花文化的发展情况如何

越来越好 越来越差 没感觉

10、你认为桥头荷花文化活动丰富如何

十分丰富 比较丰富 一般 很少

11、你认为桥头荷花文化活动传统韵味如何

较浓厚 一般 较少

12、你是否希望桥头荷花文化开展日期能够更加平均 是 否

13、你愿意推崇桥头荷花文化吗 愿意 不愿意

14、你所认识的桥头荷花文化传统内容和形式有哪些（如美食，传统歌谣等）

文学 歌曲 舞蹈 书画 美食 手工 其他

15、你对桥头荷花文化开展什么形式的活动最感兴趣

文学 歌曲 舞蹈 书画 美食 手工 其他

16、你曾经参加过的荷花文化活动有哪些

文学 歌曲 舞蹈 书画 美食 手工 其他

17、你认为桥头荷花文化中蕴含的精神有哪些

廉洁 勤劳 创新 和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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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你认为发扬桥头荷花文化对当地的意义是

传播荷花文化，让更多人了解荷花文化

增加旅游业收入

促进荷花文化产业的发展

没有意义

其他

19、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发扬桥头荷花文化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有选择的传承

积极推进传统文化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毫不改变的推广

不符合社会潮流，应该摒弃

不清楚

20、你对桥头荷花节有什么满意的地方（或不满意的地方）

21、你对东莞桥头荷花文化节有什么更好地建议吗？（荷花文化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哪？）（二选一）

（六）电子问卷调查分析

根据附件一的调查问卷的调查结果可获得如下的图表：

本次调查通过微信发送群方式来获取公众对桥头荷花文化的了解情况及意愿，并以表格展示出其基本情况。

填写者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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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内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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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

1、分析结果。（本次调查基于 70 份问卷结果）

①经常参加荷花文化活动的占今百分之六，偶尔参加的近百分之三十八，而几乎不或从不参加的占比却已经过半；可

见大众参与积极性有待提高。

②样本中对荷花文化非常了解的不足百分之六，有一定了解的约占百分之四十六，基本了解或完全不了解的约占百分

之四十七，可见公众对荷花文化的了解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③样本中对桥头荷花文化的非常感兴趣的约占百分之三，比较感兴趣的约占百分之四十九，没什么兴趣的约占百分之

四十四，但讨厌桥头荷花文化的却也有占百分之三，可见桥头荷花文化对公众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仍有可改观之处。

④样本中认为桥头荷花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好的约占百分之三十三，对此没感觉的约占百分之四十八，甚至认为其越来

越差的约占百分之十九，明显反映了近年来桥头荷花文化发展中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问题并且关注桥头荷花文化发展的

占比会比较少。

⑤样本中认为桥头荷花文化活动十分丰富的约占百分之七，认为比较丰富的约占百分之四十二，认为一般的约占百分

之四十三，认为很少的约占百分之八，可见桥头荷花文化活动的丰富度还可以再继续加强。

⑥样本中认为桥头荷花文化活动传统韵味一般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八，较浓厚的约占百分之三十，较少的约占百分之十

二。

⑦样本中希望桥头荷花文化开展日期能够更加平均的约占百分之八十五，可见公众乐于能够拥有机会在平时参加荷花

文化活动；约百分之八十五愿意推崇桥头荷花文化，可见人们对桥头荷花文化拥有较大的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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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样本中，对于桥头荷花文化中的美食美食反应突出，是在民众中影响最广泛，民众最感兴趣，参与最多的文化活动

内容。

3、问卷问答题结果

 在“你对桥头荷花节有什么满意的地方（或不满意的地方）”中，可以获知，其满意的内容有：

“宣传到位”；“活动类型多样化”；“志愿者引导维持秩序服务好”；“坚持能力强；文化氛围较浓厚”。其

不满意的地方有：“气候炎热，美食节目较少”；“好玩程度下降”；“塞车、交通管理不足”；“乱摆摊影响

市容市貌”；“活动无趣，节目枯燥乏味、做作”；“荷花池保护不足，重视力度不够，荷花开的不是很好”；

“舞蹈、旗袍等的表演过于形式化”。

 在“你对桥头荷花文化节有什么更好地建议（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哪）”里，其意见或建议有：“需种植好、

栽培好荷花，针对性对荷花品种进行培育和管理”；“将荷花美食形成桥头特色”；“开展多种不同年龄段的荷花节

活动”；“在莲湖的桥上多设垃圾桶与标语，减少垃圾随处乱扔现象，环境文明化”；“整治周边环境；节目多样化，

内容创新”；“文学方面多扩展，《绮川桥》等文学作品宣讲能力增大”；“活动热闹化、趣味化”；“加强宣传力

度；交通便利，完善交通制度，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文化传承，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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