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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

茶园游会“大巡游”明天登场

珠三角“9+2”城市群非遗项目集中亮相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茶山宣

2019 年茶山茶园游会于昨日开启，并持续至 5 月 4 日。作为东莞茶山镇一项具有 500 多年历史的

传统民间民俗活动，今年茶园游会以“美丽湾区 幸福游会”为主题，准备了包括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系列活动、非遗美食和技艺展示展销活动、乡村趣味运动会、“光影里的传承”茶园游会影像展、

茶文化节、松糕风味体验节等近 20 项主题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今年游会的一大亮点是，将于 5 月 1 日在茶山镇东岳公园正门举行传统文化大巡游活动，汇聚来

自珠三角“9+2”城市群等多地的国家级、省市级优秀非遗项目，进行集中巡游展示，其中有香港、澳门

的舞龙、舞狮、舞麒麟，广州从化的猫头狮，深圳坂田永胜堂的麒麟舞，珠海三灶的鹤舞，佛山的蔡佛李

拳，江门台山的浮石飘色，中山的醉龙，惠州小金口的麒麟舞，肇庆德庆的蝴蝶舞，东莞的木鱼歌，以及

陕西安的塞腰鼓等 20 多支非遗队伍。 此外，巡游队伍中还有茶山本土的旗袍队、17 个村

（社区）

身穿

少数民族服饰的民族表演队、故事人物表演队、茶山名人方阵和花车等，共同为观众带来一场大型的

传统文化巡游表演。 恰逢五一小长假，大家可一睹为快。

除了巡游， 市民游客还可以通过

多种形式体验非遗文化。 活动期间，主

办方将在茶山喜悦里广场举行非遗美

食和技艺展示展销活动、 东莞市第二

届非遗亲子嘉年华活动。 市民游客可

现场品尝香港、澳门的糕饼、牛肉干，

广州小凤饼

（鸡仔饼）

，佛山西樵大饼，

惠州罗浮山豆腐花等来自“9+2”城市

群的特色美食， 还可以现场体验制作

东莞红漆描花传统木屐、莞草编织、灯

笼仔、茶山公仔，进一步拉近市民与非

遗之间的距离， 搭建起非遗交流展示

平台。

另外，今年茶山还将在镇文广中心

举办“中华匠心 湾区传承” 第二届东

莞·中国泥塑艺术联展暨“茶花杯”精品

泥塑邀请赛，来自澳门、香港、天津、陕

西、 广东等地的泥塑精品作品将参展，

向观众呈现各式各样、风格迥异的中国

泥塑，展示传统文化遗产的魅力。

茶园游会是茶山一场全民参与的

大型活动，游会期间，茶山各村

（社区）

都会积极参与到游会的巡游活动中。

今年，“三月赛会” 祈福巡游队伍将会

游到全镇17个村

（社区 ）

，各村

（社区 ）

会分别组成舞蹈队、醒狮队、粤剧队、

太极队等， 跟随传统巡游队伍在村中

巡游表演，共同参与这场盛会，展现村

民们的幸福生活。 同时，各村

（社区）

将

分别举行万福宴， 邀请本村60岁以上

老人免费享用斋宴， 弘扬敬老孝亲的

传统美德。

本届游会还将首次增加农耕文化

主题的乡村趣味运动会，紧扣农耕、农

情、农趣，通过拔河、抓鸡、抓鸭、捉鱼、

“螃蟹”运粮、挑担竞速等趣味项目，唤

起人们对传统农耕文化和本土民俗乡

情的追忆的同时，推动全民健身运动，

为新时期推进乡村振兴凝聚智慧、力

量和热情。

感受乡村多彩民俗乡情

今年茶园游会除了主会场东岳

庙、东岳广场，还设有文广中心、南社

明清古村落、 牛过

蓢

古村落、 茶叶市

场、寒溪水村、喜悦里广场等多个分会

场， 将在南社明清古村落举行非遗汇

演、茶山旅游产品展销，让游客可以一

边逛古村，一边看表演、买手信；结合

茶山镇“中国食品名镇”的国字号和以

申报第五批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为契机， 在牛过

蓢

古村落举

办松糕文化节， 观看松糕完整制作过

程，体验隐藏在都市中的世外桃源；在

茶叶市场举行茶文化主题活动， 通过

茶艺表演、现场制茶、品茶会等，以茶

会友， 推动茶山茶文化与茶产业融合

发展。

此外， 作为国内首个以茶文化为

主题的镇级图书馆， 茶山镇茶文化图

书馆也将于5月1日开馆， 将为市民群

众提供多一个文化交流阵地。

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社

明清古村落、 中国传统村落牛过

蓢

古

村落、文广中心、国家AAA级景区圣心

糕点博物馆，茶山将通过线上、线下方

式推出“茶园游记”文旅深度游线路，

让市民游客一次性感受古村美景、游

会盛况、 乡村新貌， 促进文旅融合发

展。 同时，茶山还策划举办“茶花杯”茶

山镇“发现茶山”全民摄影大赛，发动

广大市民群众用镜头发现茶山的人文

之美、自然之美、社会之美，展现文明、

美丽、活力、幸福的茶山。

打造精品文化旅游线路

茶园游会精彩背后的故事

往届游会热

闹场面。 今年游

会近

20

项主题活

动， 将让广大市

民游客近距离感

受到传统文化的

魅力。

往 届

茶 园 游 会

一角。

对于茶山镇人民来说， 一年一度

最期待的民俗活动，莫过于茶园游会。

茶园游会是对历史的传承、 文化的创

新，也是每位茶山人的节日。 但你知道

吗？ 每一年的茶园游会精彩的背后，都

离不开一群人的默默付出。 今天，信息

时报记者带大家走近他们， 听听茶园

游会背后那些故事。

传承人10年坚守默默付出

骆炳根祖籍茶山村， 曾任居委会

党支部书记，30多年的一线工作，使他

对茶山的文化也非常热爱。

从2010年开始， 根叔就积极参与

到游会当中，没有一年落下。 每年春节

过后，即茶园游会前期，根叔都会走家

串户，协调民间力量积极参与游会。 在

茶园游会活动中， 也总能看到他的身

影， 他总是走在巡游队伍的前头和巡

游队伍一起游遍各个村。 从2010年到

2019年，从60岁到70岁，根叔足足陪茶

园游会走了10个年头， 为推动茶园游

会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不少贡献。 2017

年， 根叔被公布为茶园游会代表性传

承人。

花甲老人的7斤行头

每年的茶园游会，都会有一位长者

带巡，在队伍前引导前进。 带巡老人面

慈祥和、英气飒飒光彩逼人，诚然不是

一般人能够担当。 据了解，由于活动仪

式中带巡是巡游的主角，带巡担当者必

须家庭和睦、兄友弟恭、儿孙满堂。

谢陈邦是茶山圩人， 自2010开始

就参加茶园游会。 在2013年的茶园游

会，时年67岁的邦叔被遴选为带巡，而

且一带便是四届。 此外，叶金浩、罗全

铿也被选为带巡者。 带巡者年龄一般

在60岁以上。 每年的茶园游会，活动当

日， 他们要5点多早早来到现场化妆，

并穿上7、8斤重的戏服参加巡游。 巡游

历时较长，有时候也会走到腿酸，但作

为一名带巡者，他们要时刻保持风范，

将巡游队伍带好，带出精彩。 这就是老

一辈人对传统文化热爱的态度。

组织做好近千人的巡游队伍

每年茶园游会最大的亮点就是大

巡游。 大巡游队伍由近千人参加，组织

工作量非常大， 张银崧从2010年到

2016年间， 连续6年担任巡游小组组

长。

担任巡游组组长，要兼顾的很多，

细至参演人员的衣食住行， 大至近千

人巡游队伍的衔接等问题， 张银崧都

要一一思考。 除了组织大巡游，还要做

好乡村游等工作，事情之琐碎，工作之

庞大，张银崧没有退缩并克服下来。 6

年中，张银崧总结了很多的经验做法，

也带出了一班好的团队， 使得茶园游

会的巡游活动每一年都得到很好的呈

现。

一家三口参与巡游

彭光明和林玉云夫妻作为工作人

员，连续10年参与茶园游会，其孩子作

为表演者， 也多次参加茶园游会的演

出。 彭光明是茶山中学一名教师，每年

都带领着茶山中学巡游方队参与游

会。 为了开幕式表演节目，彭老师带领

着茶山中学舞蹈队反复排练， 同学们

也不负众望， 将茶中学子的精神风貌

展示出来，赢得了群众的赞誉。

林玉云主要负责祈福队的组织工

作，每年都会动员她的兄长、老友、同

学参与大巡游。 此外，林玉云还带着茶

山圩舞蹈队参加茶园游会的巡演，虽

然辛苦，但看到群众幸福的笑脸，那劳

累感也荡然无存。

用汗水守护平安

茶园游会声势浩大，热闹非凡。 当

人们都沉浸在这一片祥和欢乐中时，

有一群人却要“置身事外”，默默地守

护着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他们是公安、交警、消防，特别是

在大巡游开始之前， 他们需要做大量

工作， 加班加点做好活动巡游中防撞

设施、铁马、警戒带、安保力量等围闭

工作。

绿马甲是茶园游会一道亮丽风景

线。 每次茶园游会，绿马甲会出现在各

种活动现场帮助维持秩序。 他们认为，

一句简单的“谢谢”以及群众对他们的

肯定， 让他们觉得所有的辛劳都是值

得的， 同时也让他们有动力去做得更

好。

除了以上这些人，还有环卫、医护

等许多人在默默为茶园游会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