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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麻涌镇乡村文化振兴情况调研报告

摘要：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科

学有序地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2018 年 11

月，东莞市麻涌镇出台的《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提

出了具体的方向和措施。而乡村文化振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乡村精

神文明建设的总抓手。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繁荣兴盛农

村文化,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不

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因此，为了更好的

了解东莞麻涌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实施，小分队全体成员对麻涌乡村

文化振兴情况进行调研。

关键词：乡村振兴 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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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麻涌镇乡村文化振兴情况调研报告

一、东莞市麻涌镇乡村文化振兴的政策背景

2018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

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体要求。其中，习近平主席提到“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

魂。没有乡村文化的高度自信，没有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就

难以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使命。”

2018 年 4月 26 日，广东省乡村振兴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对全

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全面动员部署。

2018 年 5月东莞召开全市乡村振兴工作会议，8月东莞市委常委

会审议通过《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提出“3 年取得

重大进展、5年见显著成效、10年实现根本改变”的“三步走”目标，

以“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为五大

着力点，统筹谋划全市乡村振兴工作。

2018 年 11 月，东莞市麻涌镇出台的《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意见》，提出了具体的方向和措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

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力量

“凝聚枢”和发展“风向标”。乡村振兴，文化要先行。习主席提到

“要把乡村文化振兴贯穿于乡村振兴的各领域、全过程，为乡

村振兴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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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麻涌镇自乡村振兴战略出台以来，一直致力于实现

乡村振兴，乡村文化振兴更是重视，好青年爱故乡，为了助力

乡村文化振兴，小分队全体成员对麻涌乡村文化振兴情况进行调

研，以求了解麻涌文化故事、了解麻涌乡村文化振兴的实施情况、发

现麻涌镇在村文化振兴中遇到的困境并希望为此提出建议。

二、调研过程及发现

文化振兴对于乡村振兴有重要意义。乡村文化是多年来人民智慧

的结晶，乡村文化代代相传，因此，了解乡村文化振兴情况我们先从

乡村村民开始，我们走访了三个比较熟悉的麻涌村落，通过实地调研，

采访调研，问卷调研等方法了解村民对文化振兴的了解程度，再通过

观察乡村的环境、标志宣传以及建筑了解乡村文化振兴的情况。众所

周知，麻涌近年来旅游业发展较快，因此，我们通过实地调研，走访

多个旅游景区深入观察，并通过采访调研等方法，了解麻涌是如何把

文化融入旅游业，如何传承振兴优秀文化以及了解文化振兴的情况。

（一）麻涌村落文化振兴情况调研

2019 年 7月 29 日，我们来到了鸥涌村进行实地调研。来到鸥涌，

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古色古香的牌坊，江南水乡的风格结合现代化

建筑的特色，让人深刻的感受到了水乡文化。我们发现了鸥涌河旁的

栏杆也是水乡风格的。于是我们采访了一位妇女，据这位妇女所言，

鸥涌是近几年把牌坊以及河旁的铁栏杆重新修建的，我们还了解到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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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对水乡特有的凉亭、鱼塘进行改造重建，让村民在浓厚的水乡文化

的氛围生活，可见鸥涌对水乡文化传承的重视。

接着，我们来到了鸥涌的文化大会堂，鸥涌文化大会堂是 2018

年尾才建好的，为了更好的宣扬运动文化，文化大会堂其实是一个室

内的运动场，有多个羽毛球场以及篮球场。另外，鸥涌村每年都会举

行粤剧表演，因此在文化大会堂里面还有一个大舞台，由于文化大会

堂装有空调，以及有避雨的功能，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在室内表演

粤剧会有更多人来此观看，原来在鸥涌公园里的大舞台，如今也变成

了鸥涌粤剧社团的活动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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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鸥涌村，我们发现有一条长达两百多米的宣传栏，以宣传运动

文化以及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主，“仁义礼智信”、“关爱老人，让

爱回家”、“生命在于运动”的宣传语随处可见。在晚上，我们有幸

采访了一位年轻人，她跟我们说，以前到了晚上村里就没什么人了，

现在大家晚上吃饭后都会出来散步。我想大家看着沿途的标语也会受

益匪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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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我们看到的是鸥涌村的文化建设，感受到的是浓厚的文化

氛围，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发现粤剧文化仍然只流传与老一辈的人的身

上，他们唱着美妙的粤曲，粤曲里有着很多中国古代的故事，但是却

少有年轻人欣赏和传承。

2019 年 7月 31 日，我们来到了川槎村，幸运的是，在我们发现

一座古老建筑，正想了解它的时候，我们采访到了一位了解川槎历史

文化的林先生，他告诉我们，这座古老的建筑是传教士过来传教的时

候建的，后来抗战的时候，成为了我军的一个据点，抗战胜利之后，

有一段时间是川槎村共产党员开会的地方，但是后来因为在一次雷雨

夜，在里面开会的人都被雷劈死了，它就被废弃了，成为堆积杂物的

地方。他跟我们说这些事情年轻一辈的是不了解的，只有老一辈的才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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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4 日，我们参观了东莞麻涌镇漳澎村陈氏宗祠，有

幸遇到好心人老爷爷，在老爷爷帮助下找到管理祠堂的人——“陈

伯”。漳澎村旧名“平乐”，是地处水网纵横的古村落，从陈爷爷处

得知漳澎村人口上万，是东莞麻涌镇的多姓村，在漳澎村陈、赵、黄、

林、徐、丁、吴是大姓都有宗祠，林氏宗祠有两间，徐氏宗祠、吴氏

宗祠、丁氏宗祠都在土改的时候被拆掉了。

陈氏是大姓之一，建有两间宗祠。其中一间为村民陈氏族人的提

议下重建，另一间在 2011 年新建的。两间宗祠原来都是由同一个人

出资，耗资 2000 余万。此人为陈冠杰。两建宗祠分别建有冠杰堂，

冠杰厅留作纪念。据陈爷爷说：“为纪念入粤始祖陈约彦，入粤始祖

陈氏后人提议并落成的时间为 2010 年，由陈冠杰出资建造，于 2011

年 1 月落成。在开幕典礼上，有来自 50 多条村，万余名陈氏后人前

来祭祖，更有族人纷纷献上字画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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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不得不感叹整个宗祠其气势恢宏。朴素大方的牌坊，屋顶

上的彩雕，飞檐反宇，灰色的砖墙，墙上的各种字画、对联，正在排

练粤曲的村民。无一不散发着浓浓的历史文化气息。

可惜的是，这股气息也将随风散去。陈氏后人对他的了解不深，

更何况是外人。可见文化传承程度不高，会致文化建筑成为‘一般’

建筑。

（二）麻涌旅游景区文化振兴情况调研

2019 年 8月 3日下午，我们前往华阳湖湿地公园进行实地调研。

前往华阳湖的途中，我们观察到麻涌对于龙舟文化的传承非常重视。



8

一路沿途，我们看到的是天桥上龙舟宣传，在螺村的村口我们可以看

到龙舟的雕塑，非常的精致，看见它，我们仿佛看见了麻涌人民在龙

舟比赛时的威武。至于为什么要设立在螺村村口，我想原因应该是想

让麻涌龙舟文化传播出去，因为螺村村口是上高速公路必经之地；除

了这一座雕塑，我们还观察到了，麻涌镇文化公园的草丛也被雕塑成

龙舟的龙头，这一设计令人眼前一亮，龙头的眉目仿佛在宣传着麻涌

的龙舟精神。

走进华阳湖的侧门，我们感觉被一股浓浓的水乡文化气息包围，

牌坊的建筑是典型中国古代建筑，非常壮丽夺目，往里走我们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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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真正的龙舟，作为一位麻涌人，我还是第一次近距离观看龙舟，

我认为龙舟最精致的部分就数龙头了，游客能近距离观看龙舟，了解

龙舟，但是我认为缺少了龙舟的简介。

紧接着我们继续向北走，我们听见了远处粤剧的声音，我们跟着

声音的来源寻找，找到了梅林曲宛。正如大家所知，“曲”和“宛”

都有曲折迂回之意，“梅林曲宛”地如其名，建筑分部得比较不规则，

迂回幽深，它事实上是由好几座小亭组成的一个区域。每个独立的小

亭的空间并不大，似乎只是提供给戏曲业余爱好者的一个场所。亭身

大都崭新简洁，统一的红柱灰瓦。或许是天气炎热的缘故，少有游人

留在此处欣赏粤剧，只有亭下一位老妪在卖香蕉。幸运的是，我们采

访到了这个社团的一位团员，她告诉我们这里只有他们一个社团在这

里演唱，这里每周二，周四晚上以及周六下午才会开放，下午由于天

气炎热很少有人欣赏，一般在晚上才会有游客停下来聆听。很遗憾的

是，我了解到社团内多数是中老年人，特别是弹奏乐器的老者已经七

十多岁了，缺无人继承；这位热心的阿姨还告诉我，每一条村都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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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个这样的粤剧社团，但是少有交流。

听完一曲美妙的粤曲后，我们来到水上森林公园，在来水上公园

的途中，我们看见了很多运动措施与运动雕塑，这一片地方溢满了运

动文化气息。而水上森林公园是典型的一个生态区，这不是一般的生

态区，是一个宣扬十九大精神的区域，这里有中共一大到十九大的所

有简介，包括召开情况、重要内容以及历史意义。实现了抓文化振兴，

先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始的重大举措。

最后，我们走遍华阳湖，发现有很多小亭子，它们都有自己的故

事传说，建筑很精美，宣传的是麻涌的历史文化，水乡文化以及龙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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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总而言之，麻涌的旅游业结合文化振兴方面做的很好，文化氛

围非常融洽。但是从中我们观察到此游玩的人们并不会观察到这些，

他们大多是看风景和游玩。

龙腾阁

下雨天踩单车的游客

2019 年 8 月 5 日上午，我们来到了麻四村的兰陵戏台。夏日炎

炎，人流不算多，但在去兰陵戏台的路上，我一连遇到好几个类似亭

子的娱乐休息区，当地居民在亭下或树旁乘凉、对弈，一派和谐景象。

在路标的指引下，我比较轻松地找到了兰陵戏台。东侧是一个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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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的牌坊作为入口，上面刻着“魁楼晚望”。魁楼位于麻四之东南，

始建于明永历八年（1654 年）。萧奕辅以文官掌武印，功在明室，

晚年倦政归居，建此楼以自如，此楼原高四层，虽无魁星踢斗之设，

而有开卷览胜之幽，下设花园，衬以亭树。主人常在此穷经引典，观

花赏鱼，怡乐晚年，直至 65岁而卒。后至明末。现被列为麻涌八大

景，是一座古建筑物，也象征着麻涌的历史文化

场地干净敞亮，一座精巧的戏台一下便映入眼帘，屋檐高高翘起

如飞鸟展翼。我继续上前观察其外观，发现除了外面双龙戏珠、鱼虫

花鸟之类的精美木雕外，戏台内部还有不少颜色艳丽的彩绘，果真内

有乾坤。戏台之后是演员们梳妆准备的地方，不作赘述。

由于去的当日为兰陵戏台的活动空档期，所以游人寥寥，很可惜

没能深入了解这里。在一番短暂的游览过后，兰陵戏台给我的印象就

是一个散发着古韵而同时充满活力的地方，其外形之精巧如艺术品，

而同时也给了当地的戏曲艺术组织一个展示的平台、一个延续传统艺

术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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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麻涌镇人民以及麻涌镇游客的网络问卷调查分析

说明：该问卷填写人数为 158 人，填写问卷的男女比例接近 1：1，

问卷探究的是部分人民对麻涌文化振兴的感受及看法，一定程度上反

应麻涌乡村文化振兴的情况，具体看附录。

1、问题：您的年龄是？

问卷填写人员年龄大多在 18-25 岁的青年人，因此该问卷反应更多的

是当代青少年对麻涌乡村文化振兴的看法。

2、问题：您对当前乡村文化振兴情况是否满意？（满分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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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数据可发现，麻涌的乡村文化振兴情况乐观，多数人认为麻涌文

化振兴在良好的范围。

3、问题：您会到村里的文化中心玩吗？

该问题可反应，麻涌村落的文化中心建设情况良好，村民可通过在文

化中心游玩，传播学习文化，但经过调查，文化中心多宣传运动文化，

少有传统文化的宣传与传承措施。

4、问题一：您认为乡村文化振兴有什么作用？（最多选三个）

问题二：您认为乡村文化振兴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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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问题二

问题一反应青少年村民的意愿更多是传承以及经济上的需求，较多的

是精神的需求以及文化素质的提高。由两个问题综合可说明青年村民

对文化振兴的还是抱着肯定的态度，认为文化振兴还是起着很大作用

的。

5、你认为该村乡村文化振兴效果如何？（满分十分）

由此可反应青少年认为麻涌乡村文化振兴效果良好。

6、问题一：您认为乡村文化振兴中有哪些障碍？

问题二：您认为乡村振兴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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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问题二

以上两个问题可反应村民以及游客对乡村文化振兴的感受以及建议。

三、东莞市麻涌镇乡村文化振兴的实施状况

（一）麻涌文化与旅游业相结合

麻涌华阳湖是广东的森林小镇建设之一，华阳湖的建设与水乡文

化相结合，其中的旅游景点清楚标志其历史文化来源，让麻涌历史文

化得以传播。麻涌旅游业发展迅速，麻涌八大景业呈现在游客眼里，

让旅客通过这些景点了解麻涌历史文化。通过开发旅游景点，让旅游

业带动文化传播，营造文化氛围。

（二）麻涌文化再创新

2018 年 12 月，众多著名专家来麻涌观光，就麻涌文化进行调研

采风分析，深入寻找麻涌文化、了解麻涌文化，拟将采风成果转化为

文化项目，助力振兴麻涌乡村文化。将不同的文化相结合，进行再次

创新。在最近的一次报道中，麻涌文化以及麻涌精神以表演的方式展

现在大家面前，让更多的人发现麻涌，了解麻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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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麻涌文化项目落实每个村落

在调研得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每一村落都在不断改变。独属水乡

的凉亭建筑，经过岁月的磨损，风吹日晒，已经破旧不堪。但是经过

镇政府的资金投放以及严格监督，村落的凉亭已经保留原来的特色重

建。不仅如此，多数村落也建设了文化中心，供人们活动以及让文化

得以传播。宣传栏也是村落必不可少的宣传方式。每一年村落都会有

粤剧表演。

（四）麻涌文化传承从小抓起

据调研分析，麻涌文化从娃娃抓起从小抓起。比如大步村与漳澎

村都有粤剧幼儿教学，小朋友们对粤剧都怀有好奇以及热爱着之心；

还有很多村落会进行幼儿妇女的教育服务，但少有与文化传承有关。

四、东莞市麻涌镇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困境

（一）文化投入资金不足

麻涌对文化振兴的资金投入虽说已经是近几年来最多的，这些资

金多用来建设修复文化建筑，构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化氛围，但是在将

文化实际传承到人身上的却为数不多。正是文化资金的投入不足，文

化公共服务、文化活动，公共文化措施也比较少。传统文化在乡村逐

渐衰落。传统的节庆、风俗、饮食文化正在农村失去传承土壤，因经

费保障不足，文化项目得不到挖掘与整理，部分传承人无法依靠非遗

技艺供养家庭，很多文化项目后继无人。



18

（二）村民兴趣缺乏，乡村文化缺乏生命力

人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麻涌乡村文化传承人才缺乏，村民对

麻涌乡村文化不了解，缺乏传承文化的兴趣。乡村文化还需继续挖掘，

缺少生命力的文化就难以被发现，从而被埋没。

（三）公共文化措施匮乏

公共文化有待提升。公共文化硬件设施重建不重管。村建筑有些

存在废弃的现象，村图书馆的图书很多种类不齐、数量不足、更新缓

慢，村文化建筑维护不到位，体育健身器材损坏后长期无人维修。

五、东莞市麻涌镇乡村文化振兴的建议

（一）建立文化传承人才联系网

经调研发现粤剧文化是麻涌最常见的，但是村落与村落之间并不

交流，人才也是被埋没，除了自己的社团也就无人欣赏自己的粤剧。

建立文化传承人才联系网，既可以互相学习，也可互相传授经验，就

如大步以及漳澎的小孩教学也可向其他粤剧爱好者传授教学经验。除

此之外，其他被埋没的文化也可通过文化继承人才或者新乡贤与有兴

趣的人一起挖掘，提供一个很好的文化传承平台。

（二）尝试打开乡村文化旅游市场

以华阳湖为中心，向周围的村落开拓更多不一样的，结合本村文

化特色的旅游景点、乡村文化生活体验点或民宿，让村民从产业振兴

中感受到文化振兴的重要性；也可让游客体验感受麻涌水乡文化。

（三）健全村文化社团活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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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研，我们发现村内的文化社团较少，一般只有粤剧社团、广

场舞社团，且社团的活动措施比较少，且不受重视。这些文化社团应

该得到重视，且不断招募有兴趣的村民，更多的是让年轻人加入，让

文化得以传承。这些社团在年轻人眼里大多是老人的聚集地，他们的

认知比较固定。因此，这些社团应该要得到宣传。现有的社团不断壮

大，村组织也应该支持村民创立文化社团，为此作出宣传。

（四）加强各村党组织对文化振兴重要性的认识

党建引领非常重要，村党组织应加强对文化振兴重要性的认识，

文化振兴工作应从基层做起，定时对村党员进行文化传承培训，积极

保护挖掘民间艺术文化，健全文化振兴工作机制，建立文化振兴维护

小组。

六、参考文献

1、美丽麻涌公众号

2、专家麻涌文化寻根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_东莞日报多媒体数字报刊

平台_东莞时间网

七、附录

附录一：调研照片、视频、录音

附录二：问卷调查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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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题请联系报告负责人：

林澌运 13537422883

叶决献 13268708591

林祖儿 13798907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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