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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

茶山泥公仔传承与保护现状的调查研究报告

一、导言

（一）研究背景

历史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东莞市为能成功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更好延续

东莞历史文脉，提升东莞文化软实力，就需要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而其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难度大于物质文化遗产，其更需要得到重视。

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

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

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人类行为活动的范畴，很多时候需要借

助于人的行为来展示，需要通过某种高超、精湛的技艺才能被创造和传承下来。1所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更难捕捉，且不便保存的。

而茶山泥公仔，又名为“茶园公仔”，于 2007 年入选为东莞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2012 年成功申报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典

型代表，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以茶山泥公仔的传承与保护现状为研究对象，

对其传承与保护情况进行探讨；并实地调研考察听取茶山泥公仔传承人林暖钦的真实声

音，整理分析出茶山泥公仔在传承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在为更好传承与保护茶山泥公

仔提出对策的同时，也为东莞市其他镇街类似手工艺的保护提供一个可行的参考案例，

助力东莞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1.针对茶山泥公仔这一传统手工艺，以茶山泥公仔的传承与保护现状为研究对象，

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方法，首先查阅文献资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与保护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然后通过无结构式访谈的形式，访问茶山泥公仔的传承人林

暖钦，了解茶山泥公仔的传承与保护工作的进展，并发现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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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自填式问卷的形式，调查拥有东莞户籍或常住东莞的居民，考察他们对茶山

泥公仔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程度，并在调查中反映茶山泥公仔传承与保护工作的

效果，并为日后的传承与保护工作提供建议。

3.通过理论层面与技术层面的探讨，整理分析出茶山泥公仔在传承与保护中存在的

问题，并进一步为东莞市其他的传统手工艺传承与保护探寻一种有益的经验，有利于推

动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有利于提高我市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有利于提升东莞市的文化软实力，助力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

（三）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通过中国知网查阅国内外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情况的文献，了解到国内

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现状及特点，并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国内非遗传承与保护工

作的不足之处。且结合茶山泥公仔的传承与保护状况，探讨其存在的问题。

2.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调查对象选取拥有东莞户籍或常住东莞的居民，采用问卷星线上问卷调查平

台进行调查，其中关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包括性别与年龄，年龄段分为 16 岁及以下、17

岁至 30 岁、31 岁至 60 岁、61 岁及以上，调查发现 61 岁以上所占比重较少，为了分析

的方便将对象的年龄集中于 16 岁以下和 17 岁至 60 岁。最后回收线上填写的问卷共 264

份，剔除随意填写的无效问卷 5份，最后有效问卷为 259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4.2%。

3.访谈法

本研究的访谈对象选取茶山泥公仔的传承人林暖钦爷爷，采用无结构式访谈的方式，

了解茶山泥公仔的历史来源及其发展状态，探讨茶山泥公仔在成功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后取得的成绩，以及在传承与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茶山泥公仔的历史及价值

茶山泥公仔，又名为“茶园公仔”，因为生产加工泥公仔的人主要居住在茶山镇的上、



第 3 页 共 20 页

下茶园，故有此名。茶山泥公仔是传统的泥塑工艺品，其制作始于明初，在明末清初至

民国初期时广为盛行，深受东莞乃至珠三角地区民众所喜爱。它的流行还与当地的习俗

有关，东莞及附近地区有为初生孩子“开灯”的习俗，每逢正月十五前为孩子“开灯”，

都需要购置大量的泥公仔作为应景之物，所以泥公仔在春节时产销是最旺的。

然而茶山泥公仔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视为封建迷信之物，许多手工艺人放弃了泥公

仔的制作，于是茶山泥公仔开始走向没落，如今代表性传承人就剩林暖钦了。经过不断

地努力，茶山泥公仔于 2007 年入选为东莞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 年成功申报

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制作工序

茶山泥公仔的制作并不是用手捏塑，而是采用泥模印制的，其制作工序主要是：练

泥，上模，彩绘。首先练泥的泥是有所考究的，从河涌中采回后，泥的面上一层以及有

砂质的都不能要，基本都是采用自河床下一米深左右的泥，而采回的泥，需要放置空旷

处风干一段时间后才可使用。正式练泥时，先要把泥敲碎后过筛，再用水调和后用木制

大槌敲打，目的在于将泥敲打至一定的坚韧度，否则的话产生裂痕便要作废。

接下来的工序就是上模，上模时需要的泥块要根据泥模的大小拿捏准确，用双手的

拇指把泥块在模具四周压实，不得留下空隙，否则就会出现次品。压好后倒出就成了泥

公仔的坯形，等阴干之后便可进行彩绘这道工序了。而其中，泥模使用多了会被泥块磨

损，印出来的泥公仔就会模糊不清，所以对泥模的保护也是十分重要的。

最后一道工序彩绘，主要就是按照传统的样式和色彩来绘制，而彩绘时采用的颜料

很重要，要为精品上色时，颜料就需要去香港购买了，还要用到鸡蛋清作为敷料，这样

的泥公仔才会光彩夺目。

2.公仔级别

茶山泥公仔共分为五个级别：一级品立体配套，精工彩绘，穿着真丝绸衣，用玻璃

罩罩住；二三级别的亦是精工彩绘，但不穿真衣，其中第三级别的可不配套；四级品为

一般彩绘的配套像，每套四个，俗称“四兄弟”（指刘备、关公、张飞与赵云）；而五级

品比四级品要细小，单个不配套，一般会做些如“天妃送子”、“状元及第”等。

3.遗产价值

根据前人研究所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现在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交往互动

之中，它是一个相对概念，即彼此之间要有联系，要互相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见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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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发展，它的价值是丰富的、多样的。”2而茶山泥公仔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

价值同样是多方面的，由于审美价值显而易见，所以此处主要分析其历史价值、文化价

值、教育价值以及经济价值四个方面。

首先是历史价值，茶山泥公仔的发展历史悠久，每个泥公仔都是对历史的记载。它

不仅反映了从明初至今的历史，它还对研究茶山镇的历史、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诸多方

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史学价值。

其次是文化价值，茶山泥公仔的样式多，主要以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为主要题材，

戏曲面谱为制作蓝本，主要包括“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夜战马超”、“牛郎织女”、

“四兄弟”以及民间传说如“天姬送子”、“状元及第”、“醒狮迎春”、“福禄寿”等等。

泥公仔本身糅合了众多的文化故事，承载着中国历史文化的精华，同时其教育价值也于

此彰显，可以通过泥公仔这一物什，讲述泥公仔背后的中国神话故事及民间传说，以提

高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最后是经济价值，“文化遗产不是静态的过去，而是一个可以带动地方经济和复苏地

方文化的一种资源。”3曾经生产制作泥公仔就是一种谋生手段，在春节前后产销最多，其

经济价值也得到彰显。虽然如今购买的人数减少了，但是其蕴含的文化与历史却是显现

其经济价值的前提，所以要妥善处理茶山泥公仔背后的文化历史内涵，将其经济价值重

新挖掘出来，使其能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以健康地发展。

（二）茶山泥公仔的传承与保护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是两个方面。传承又包含着“传承”与“传

播”两层意思，传承是接纳与学习总结前人的经验成果，传播则是在实践过程中再创造，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要将传承与传播相结合。而保护的主体则主要是国际组织、政府

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以及当地民众，然而茶山泥公仔的保护尚未涉及相关的

国际组织。

1.传承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由于不同的非遗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同而有所区别，

主要的传承方式主要是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社会传承、群体传承与自然传承等，以家

族传承与师徒传承最常见。

2 沈绚楠：《绥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研究》
3 方李莉：《从“遗产到资源”的理论阐释——非物质文化造产保护的前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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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泥公仔的传承方式主要是家族传承，茶山镇曾有多户人家以生产制作泥公仔维

生，这制作泥公仔的技艺也是代代相传，更有一条著名的“公仔街”用于售卖泥公仔，

泥公仔在“文革”时期开始走向没落，经过各种变革，如今能作为代表且继续传承的就

只有林暖钦一家了。

而根据调查了解，林暖钦三子一女从小随父学习制作茶山泥公仔的技艺，这仍会以

家族传承的方式传承下去，尤其次子林伟强已经全面掌握了制作技艺。并且他于 1994 收

了一四川女弟子奉光芬，随其学习制作泥公仔至今。

2.传承人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

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

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熟

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

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

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三、积极开展传承

活动。”

林暖钦在2012年12月获批并公布

为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茶

山泥公仔的代表性传承人，他 1983 年起便全职从事茶山泥公仔的制作与传承工作。他制

作泥公仔的技艺有五大特点：选料精、练泥细、色彩艳丽、产品丰富与作品的不断创新。

其中他的创新之处在于颠覆传统泥公仔“有前无后”的说法，创造出如“福禄寿”等一

批有前有后的作品。

林暖钦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且每年主动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他频繁进社区，

进学校活动，将茶山公仔制作技艺传授给青少年一代。其中，2009 年赴佛山参加广东省

与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示活动；2011 年、2012 年连续两年参加由东莞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组织赴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展览；连续多次参与市、镇组

织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日活动等等。

3.传承现状

传承现状是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经过详实的数据统计分析，从各个方面来了解茶

山泥公仔各方面在群众视角中的状况，以及反映近几年传承工作的效果。

茶山泥公仔代表性传承人林暖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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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群众对泥公仔了解程度分析

茶山泥公仔的传承工作已经进行多年，更于 2007 年入选为东莞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2012 年成功申报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的十年

时间里，传承活动不断增加，宣传力度也在加强。然而，如图 1 所示，非常了解泥公仔

的占 4.63%，部分了解的占 41.7%，而不了解却是占比重最大为 53.67%。说明当下的传承

活动以及宣传方式的效果一般。

图 2：对茶山泥公仔了解程度与年龄、性别的关系

另外，如图 2所示，在被调查的群众当中，对茶山泥公仔非常了解的主要年龄为 16

岁以下，而不了解茶山泥公仔的年龄段主要处于 17 至 30 岁。说明了茶山泥公仔传承工

作和宣传工作对 17 岁到 30 岁这一年龄段的群众影响不大，然而据调查了解，茶山泥公

仔代表性传承人林暖钦常前往东莞市各个小学教授泥公仔的制作，所以由此可见，16 岁

及以下的被调查者会更了解茶山泥公仔是有理可据的。

图 1：群众对茶山泥公仔的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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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群众视角中有效传承泥公仔的途径分析

图 3：群众了解茶山泥公仔的途径

图 4：群众对传承泥公仔的途径的重要程度排名

由图 3 可得，被调查群众当中了解茶山泥公仔的途径众多，而且相对均衡。其次，

在调查当中有群众反映，媒体宣传和相关活动展览的传承效果一般，并不能全面地了解

到茶山泥公仔及其文化内涵。所以，由图 4的数据反映，在传承泥公仔的众多途径当中，

平均综合得分最高为 4.12 的是“开展传艺、交流等活动”，“大力培养后继人才”得分为

3.77，“学校开展与传承相关的教育”得分为 3.52，“加大新闻媒体的宣传”得分为 3.2，

其余两项得分则是低于 3的。

由此说明，在群众视角中，能让茶山泥公仔更有效且更充分地被别人了解，最重要

的就是开展传艺、交流等活动，多让群众学习茶山泥公仔的制作，以及从活动当中了解

茶山泥公仔的深刻内涵，这样对茶山泥公仔的传承才是更有效果的。当然，并非其他的

途径并不重要，而应该协调好，让各个传承途径的效果充分发挥出来，更能全面的传承

茶山泥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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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群众了解、学习泥公仔的意愿分析

图 5：群众了解泥公仔的意愿

从被调查的群众中，抽取不了解泥公仔的被调查者，对其进一步研究发现，如图 5

所示，只要有机会能了解到茶山泥公仔的，他们是有 32.37%表示非常乐意，有 51.8%的

表示一般，而没兴趣了解的也占有一定的比重为 15.83%。这反映出群众了解茶山泥公仔

的意愿主要是“一般”，而如果泥公仔的传承工作能更加吸引到他们的话，也会更加乐意

去了解。

图 6：学习泥公仔的意愿与被调查者年龄的关系

除了了解茶山泥公仔，对茶山泥公仔制作的学习意愿也是值得研究的。于是，通过

将“年龄”这一自变量与“学习泥公仔的态度”这一因变量进行交叉分析，得出结果为：

一、“非常乐意”学习茶山泥公仔制作是随着年龄增长而走下滑趋势，“没兴趣学”则反

之，随着年龄增长而走上升趋势，即是年纪越大，对茶山泥公仔的学习积极性越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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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间再去学”随着年龄增长而走上升趋势，这说明了越是忙碌，对茶山泥公仔制作

学习的积极性就越弱。

3.4.群众购置茶山泥公仔的情况分析

茶山泥公仔的产销主要是春节前，人们给自己的初生孩子“开灯”，而买泥公仔是为

了一个好兆头，也渐渐成为了习俗。然而如今许多传统仪式都从简了，连“开灯”买泥

公仔的人也渐渐少了。如图 7 所示，会主动去购置泥公仔的也就 30 岁到 60 岁这一年龄

段的人居多，而 16 岁及以下和 17 到 30 岁的人群，都不会主动购买，或者是在长辈要求

下才会购买，也就说明了茶山泥公仔在年轻人面前是缺乏市场的。

3.5.群众对终身从事泥公仔传承工作的看法分析

图 8：群众对终身从事泥公仔传承工作的态度

在假定被调查群众对制作泥公仔十分感兴趣的前提下，探讨他们对终身从事泥公仔

传承工作的态度是如何。正如图 8所示，有 22.47%的被调查者是愿意从事的；有 11.45%

图 7：购置泥公仔意愿与被调查者年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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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调查者是不愿意的；而占到 66.08%的群众是处于中立状态，认为是有待考虑的。也

就说明了从事泥公仔的传承工作对于当下的群众而言，是一份难以抉择的事业，并非感

兴趣就可以从事。

图 9：群众对传承工作的考虑因素

而他们考虑的因素有很多，如图 9 所示，考虑因素占比最重的是“没有坚持传承泥

公仔的毅力和信心”，有 70.45%，其次是“经济收入得不到保障”占到 68.75%，第三则

是认为“政府支持力度不足”会影响从事泥公仔的传承工作。说明在群众视角中，要长

期从事茶山泥公仔传承工作，首先要对泥公仔的制作饱满热情，以及有坚持传承泥公仔

的毅力和耐心，另外要考虑的是从事传承工作是否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最后传承工作离

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起码这三点做到位了，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从事泥公仔的传承工

作，推动茶山泥公仔的传承与发展。

4.保护现状

如果说传承是动态的话，那保护就是静态的。对于茶山泥公仔的保护而言，主要从

政府的作为和民间的作为来看。

4.1.政府作为

根据调查了解，为了进一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省、市、镇各级政

府是不断加大对非物质遗产的补助和扶持力度，从 2009 年起，省非遗中心每年补贴省级

非遗保护名录项目经费 1万元，从 2010 年开始，市非遗中心每年补贴省级非遗保护名录

项目经费 0.72 万元，以上经费均直接拨到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帐户，用于开展非遗传

承等相关工作。此外，茶山镇财政也设立了非遗保护专项经费，先后投入经费 24 万元，



第 11 页 共 20 页

用于项目名录申报和影象档案资料收集整理和宣传推广等。省、市、镇还鼓励非遗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参与“非遗进校园”、“非遗日”等主题活动，每次给予 300—500 元的补贴。

另外，为了切实加强对“茶山公仔”的保护，通过回收新成公司位于健康五坊（俗

称公仔街）的一处面积约 115 平方米旧平房的使用权，用于对林暖钦师傅的家庭制作工

场进行完善配套，连片建成茶山公仔制作基地。

4.2.民间作为

而民间的作为相较于政府的扶持，显得微乎其微。因为如今制作泥公仔的人数极少，

也就仅有林暖钦能称为代表性传承人了，所以民间并无成立茶山泥公仔制作的相关协会，

只能靠林暖钦一家人和他的一名徒弟坚持保护工作，而林暖钦也在不断地尝试与创新，

愿为茶山泥公仔注入更多的能量。

（三）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前人分析得知，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普遍存在危机，原因有二：

一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使得人类社会大融合、大变迁，推动了包括文化在内的世界资源共

融，市场趋利性将城市设计周期压缩，被肯定的成熟模式简单复制，因而空间雷同，特

性减弱，文脉割裂；二是非遗糅融于当地人们的点滴生活中，但“近之”导致不逊，人

们对非遗的内涵和价值认识不清，疏于保护。4这也在茶山泥公仔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发

觉，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群众对传统文化如茶山泥公仔的了解不足，茶山泥公

仔的内涵与价值得不到充分的认识。另外，还有以下几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1.文化内涵削弱，产销种类单一

根据调查显示，群众对茶山泥公仔的了解程度为“不了解”和“部分了解”的占绝

大多数，而且在部分了解的人群当中又主要是了解到制作工序这一部分内容，对于泥公

仔本身的文化内涵知之甚少。同样的，据了解，销售泥公仔以“四兄弟”和“福禄寿”

等几个种类的泥公仔为主，而泥公仔的种类却是多达上百种，其余种类的泥公仔产销并

不多，那就意味着泥公仔展现在群众面前的就只是几个种类背后的文化内涵。

另外，由于产销的种类单一，许多种类的泥公仔很少制作，其中有一名为“咸鱼公

仔”的种类已经失传，这种是小如食指，稍微染上朱红色，不需彩绘的泥公仔，言其贱

如咸鱼仔，然而如今这种“咸鱼公仔”已经不再生产了。

4 孙思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规划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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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承人人数过少，人才培养滞后

据调查了解，仍在制作茶山泥公仔的人只剩寥寥几个，而能作为代表性传承人的就

只有林暖钦爷爷了，访问说道他的次子林伟强将会继承他，继续茶山泥公仔的传承与保

护工作，然而对孙辈的培养仍需一些时日。所以由此可见，传承人的人数太少了，如今

的传承工作一直由林暖钦承担，然而他的岁数也大，有时难免有心无力。

另外，政府虽然有相当数额的补助，但是由于如今泥公仔的销量甚少，经济收入是

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许多年轻人不太愿意从事茶山泥公仔的传承工作。而且茶山泥公仔

的制作一旦受市场影响而出现波动，年轻人很快就会放弃这一行业转入其他能保障生活

的工作中去。也正因如此，对茶山泥公仔制作的人才培养难免会发生滞后。

3.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缺失

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

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

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5

现在的年轻人并不了解茶山泥公仔，或者说是并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经济的

发展，外来文化不断进入我们的视野，往往使我们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同

样的，茶山泥公仔即使宣传报道再多，没有足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仍是不会去了

解和学习茶山泥公仔的。

三、总结及建议

通过调查了解得，茶山泥公仔这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作为东莞附近地区为初

生孩子“开灯”的应景之物，其制作工序主要是：练泥、上模和彩绘，每道工序都有其

要求和细则；而茶山泥公仔还分为五个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配套和彩绘都有所不同；

茶山泥公仔还具备着重要的遗产价值，主要从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教育价值和经济

价值四方面来分析。

茶山泥公仔成功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其传承的方

式主要是家族传承，当然林暖钦作为代表性传承人也收了一名女徒弟。林暖钦作为传承

人，其制作的特点是：选料精、练泥细、色彩艳丽、产品丰富与作品的不断创新。他积

极参加社会公益性活动，且通过各种传承活动，将制作泥公仔的技艺传授给青少年一代。

5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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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有相当多的展览活动以展示茶山泥公仔的风采。

经过对群众的调查，发现被调查群众中极少数人是完全了解泥公仔的，绝大部分是

部分了解或者是不了解，可喜的是 16 岁及以下的青少年更加了解泥公仔，说明到各小学

传授泥公仔制作的技艺是有所成效。在群众视角中，认为能有效传承茶山泥公仔的排名

前三是：开展传艺、交流等活动；大力培养后继人才；在学校开展与传承相关的教育。

而群众中，对于学习制作泥公仔，非常乐意学习的随着年龄增长而成下滑趋势，说明了

年龄越大，对泥公仔制作的学习积极性越弱，很大程度上是与时间有关。另外，会主动

购置茶山泥公仔的年龄集中在 30 岁到 60 岁这一中年阶段，年轻一辈的人在长辈的要求

下才会购置。还有的是，被调查者中对终身从事泥公仔的传承工作的态度主要集中在“有

待考虑”和“不愿意”，而他们考虑的主要因素则是没有坚持传承泥公仔的毅力和信心、

经济收入得不到保障以及认为政府的扶持力度不足。

而对泥公仔的保护现状是从政府与民间两方面进行分析。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补助和扶持力度不断加大，茶山泥公仔也不例外会受到补助，而且部分活动是有补贴的，

然而据了解，这些补助还是相对较少的。另外，茶山泥公仔还有一个专门的制作基地，

提供给传承人教授他人制作泥公仔。而民间的保护主要依赖林暖钦一家以及他的一名女

徒弟，不断地通过创新来给茶山泥公仔注入新能量。

而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茶山泥公仔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仍存在着问题，主要有三点：

文化内涵削弱，产销种类单一；传承人人数过少，人才培养滞后；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的缺失。而针对着三个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以供参考：

（一）坚持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条规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

重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根据调查，听取部分群众建议后发觉，大多数人都认为政

府要加大在经费和市场上的扶持，因为只有泥公仔有市场，销售量增加了，那传承与发

展的动力也就更大了。虽则如此，但前提却是要保证茶山泥公仔的文化内涵不丢失，根

据文献分析研究得知，国内已有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不合理的商业化而产生了负面

影响，破坏了文化遗产的原始形态，其文化精髓也在商业化过程中流失。

所以要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保留茶山泥公

仔的原始形态，在为其开拓市场的同时，让茶山泥公仔与周围发展的环境和谐共处，使

其文化内涵不丢失。而且要为泥公仔添加创新的元素，而创新之举要看是否符合其原有

的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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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传承人保护的同时，加大培养后继人才力度

由于茶山泥公仔的代表性传承人的岁数已大，所以对传承人的保护也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保障他们身体健康，能多教授泥公仔的制作工艺，理应提供相应的医疗保护；另外，

也是在调查当中提到的，群众不愿意或者有待考虑泥公仔的传承工作，有一重要因素就

是经济收入了，所以经济资助理应继续加大，使得传承人的生活得以保障，才能调动传

承积极性，而且也能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来学习制作茶山泥公仔。

而在培养后继人才方面，政府可以邀请对茶山泥公仔制作感兴趣的学生，在传承人

处学习制作，并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相当的补贴，这样也能培养更多泥公仔制作的人才。

（三）继续加强宣传教育，树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据调查了解，宣传工作其实做得相当不错了，也有在《南方日报》等广东省内知名

的报刊上有一定篇幅的报道，电视台也有录制相关的宣传视频和采访等等。然而这成效

却一般，并不能完全调动群众对茶山泥公仔的关注。所以，日后的宣传工作仍需加强，

可根据大多数群众的需求而在宣传方面进行创新。并在宣传过后进行调查，了解宣传的

效果如何。

而在教育方面也是要不断重视的，不仅仅要到各地小学教授学生制作泥公仔，更要

为其阐述茶山泥公仔背后的文化内涵，从小便熟知其来源，过程等等，这样有利于其树

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然而，对于大学生的教育也是不容小觑，当代大学生整体出现

对传统文化不了解的现象，所以在大学要多开展与传统文化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

课程或是讲座，通过这样逐步的教育，让他们树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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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自填式问卷：

茶山泥公仔的传承与保护现状调查问卷

亲爱的东莞朋友们：

您好！

茶山泥公仔是茶山镇宝贵的文化遗产与旅游资源，且在 2007 年入选为东莞市首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 年成功申报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更好了解茶山

泥公仔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近十年的传承与保护现状，现我们以东莞市的居

民为目标，展开此项调查。本调查不用填写单位和姓名，大约只会耽误您几分钟的时间。

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相信您会认真完成。

谢谢您的合作与支持！

茶山大学生成长促进会

2017 年 8 月 30 日

1.您的性别是 A.男 B.女

2.您的年龄是

A.16 岁及以下 B.17 到 30 岁 C.31 岁到 60 岁

3.您对茶山泥公仔的了解程度

A.非常了解 B.部分了解 C.不了解

（注：选 A/B 选项的跳转至第 5题作答，选择 C 选项的则跳转至第 4题作答后结束问卷）

4.如果有机会给您去了解茶山泥公仔，你的态度是

A.非常乐意 B.无所谓 C.没兴趣了解

5.您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茶山泥公仔的？（可多选）

A.同龄人群中传播 B.媒体宣传 C.长辈教授

E.相关活动/展览 F.其他

6.按照习俗，每逢为初生男孩儿“开灯”，都要购置相当数量的泥公仔作为应景之物，换

做现在您会购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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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会 B.不会 C.长辈要求下才会

7.如果有机会学习茶山泥公仔的制作，您的态度是

A.非常乐意 B.有时间再去学 C.无所谓 D.没兴趣学

（注：选择 A/B/C 选项的则继续作答；选择 D选项则跳转至第 12 题作答）

8.茶山泥公仔制作分为练泥、上模和彩绘三道工序，但一般只教授彩绘这一工序，您的

态度是

A.只学习所教授的工序，不会去学习前两道工序 B.会主动将三道工序都学习完

9.除了泥公仔制作，各个泥公仔本身都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您会主动去了解吗？

A.会 B.不会

10.如果在对制作泥公仔感兴趣的前提下，让您将传承泥公仔作为终生事业，您的态度

是？

A.愿意 B.有待考虑 C.不愿意

（注：选择 A选项的跳转到第 12 题作答，选择 B/C 的则继续作答）

11.您不愿意或是有待考虑传承泥公仔的事业，原因可能是？（可多选）

A.周围群体的不认同 B.没有坚持传承泥公仔的毅力和信心

C.经济收入得不到保障 D.政府支持力度不足 E.其他______

12.请您为以下传承手段的重要程度排序

A.开展传艺、交流等活动 B.大力培养后继人才 C.学校开展与传承相关的教育

D.加大新闻媒体的宣传 E.在图书馆、博物馆、少年宫等文化机构开设相关的展览

F.生产与茶山泥公仔相关的具有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

13.请您提出有助于茶山泥公仔传承与保护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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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结构式访谈：

茶山泥公仔传承与保护现状访谈问题

（受访者：茶山泥公仔传承人林暖钦）

林暖钦爷爷您好！

茶山泥公仔被列入广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已近五年时间，为了解茶山泥公

仔传承与保护现状，通过发现和解决传承与保护过程中的问题，促进茶山泥公仔的传承

与发展，我们诚挚邀请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茶山大学生成长促进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1.请您先为我们说一下茶山泥公仔的来源和历史发展状况，是什么原因导致茶山泥公仔

的制作最后只剩您这一家？又有什么动力驱使您继续做泥公仔的传承工作呢？

2.您作为茶山泥公仔的传承人，现在茶山泥公仔主要的传承方式是什么？是家族继承、

在外收徒弟还是其他方式？

3.由于法案规定，传承人是需要积极开展传承活动的，每年会开展多少次传承活动？每

次活动政府会补助多少钱？这些传承活动的形式一般是怎样的？您觉得每次传承活动的

效果如何？您觉得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4.您现在主要制作和销售哪些样式的泥公仔？哪些泥公仔已经不再制作了？原因是什

么？

5.现在大多数年轻人不愿意做茶山泥公仔的传承工作，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6.您觉得现在做传承茶山泥公仔的工作，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觉得应该怎么去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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