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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香园·茶山采风 白茅万相
充电宝（节选）

这天午后，在公司公寓里，我和丁丁正打游戏，他的

手机却突然响了。

丁丁瞟了眼，没接，关了机接着打。没过多久，和丁

丁亲如姐弟的发小——佳佳，火速赶来，她二话不说，拉

上丁丁就去南社古村。

佳佳接完丁丁母亲的电话，突发奇想，让南社古村

“劝”丁丁回去伺候他父亲如何？

丁丁刚才关机不接他母亲电话，他母亲只好打给佳

佳求助。说来这还不算真正气人的，真正气人的是他的“独

身主义”——他一表人才，个头高，身子壮。许多条件相当不

错的姑娘主动跟他表白，他一概拒绝，连加个微信都不行。

一路上，丁丁不停地问去哪里，佳佳一句话不说。直到

到了南社古村西门，购好门票，才说：“我们单位最近要搞一

个关于‘孝文化’的演讲比赛，来录些资料，你帮我。”

丁丁半信半疑，跟着进村游览没多久，撒腿就跑。可跑

了不到五十米就趴下了，丁丁抽烟有点凶，喘得很厉害。

佳佳带着丁丁走到《谢氏家训》木刻处，她念一遍《谢

氏家训》，丁丁就用手机录一遍，不知录了多少遍，录得丁

丁耳发麻、手发抖，一气之下，他又撂下佳佳往外跑。这回

佳佳既没追，也没“请”，他乖乖走回来的。因为手机没

电了，身上也没现金，打不了车。于是，他们一直录到太

阳快落山，估计《谢氏家训》丁丁都能倒着背了，佳佳才

带着他转到庆丰桥这边来。

二人立于桥上，俯瞰清凌凌的百岁塘。池塘里觅食

的锦鲤，优哉游哉，画着无数个“生态圈”，仿佛在告诉人

们，什么叫生生不息。

丁丁举起正在充电的手机拍拍拍，他发现池塘对岸的榕

树下，正大摆宴席。席上全是老人。怎么回事？不是很孝顺

吗？年轻人呢？见时机成熟，佳佳连忙推说单位有事，得先行

一步，让丁丁自己打车回去。说完，她只管扯开双腿，转身就走。

“充电宝！”丁丁回过神来，大嚷。佳佳却别有所指

地说：“不要了，送给你，多充点电，好好充。”

丁丁目送佳佳走远，随即跑到有着五百多年历史的大

榕树下。他想一探究竟。村里人介绍说，每月初一和十五，

两天，由村委会出资，请村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聚餐，以表

村委会对老人的孝心和敬意……倏忽间，丁丁只觉汩汩辛

辣直冲鼻根。他索性不走了，留下来反复观瞻、记录、思索。

第二天，丁丁一请好假就拎着精心挑选的礼物，踏上回

家的路。一进家门，当即就要给父母双亲洗脚、按摩，好似

要把这些年来的所有亏欠，加倍补上。一时之间，他父母看

了都有点于心不忍。

假期结束后，丁丁返回东莞茶山，戒烟戒酒戒游戏，不到

一年时间，就把媳妇娶进门。现在他经常趴在媳妇肚子上，虔

诚地背诵《谢氏家训》：“孝父母，友兄弟，敬长上，和邻里……”

红漆描花传统木屐制作技艺传承人梁锦泉

匠心坚守传统技艺
巧手留住东莞记忆

红木屐历史悠久

过去，人们经常赤脚行走，很少能穿
着鞋袜，而鞋底较高的木屐非常适合岭南
地区梅雨天气的特点，人们穿着木屐上
街不湿鞋不湿脚，通风方便，比草鞋、布
鞋和皮鞋都实用，走在青石板上还会发
出清脆的响声，让人心情舒畅。清代屈
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有记载说：“今粤
中脾媵，多着红皮木屐。士大夫皆尚
屐。沐浴乘凉时，散足着之……东莞尚
绣花屐，以轻为贵。”

据梁锦泉介绍，红漆描花传统木
屐制作技艺是一项历史悠久，具有岭
南特色的民间手工技艺。以前，石龙
的木屐业颇为发达，在中山路有许多
生产、经营木屐的店铺，且颇具规模，
产量位居东莞地区前列。旧时东莞街
头，处处可以听到大人小孩穿着木屐
的踢踏声。

20世纪80年代，从小酷爱绘画的梁
锦泉在石龙昌记屐铺当画工。当时，自以
为有绘画功底的他认为这份工作十分简
单，结果一上手画的时候，才发现和想象
中的不一样。

“我从小喜欢画山水画，当木屐画工
之前，曾经在油画厂工作。因此，我以为
画木屐是一件简单的差事。”梁锦泉表示，

“画木屐的难度在于两只木屐的图案需要
对称，况且在木屐上画画和在纸上画画是
两码事。”

虽然第一次画木屐以失败告终，但梁
锦泉没有放弃，虚心向老师傅请教之
余，自己不断地尝试和摸索。经过一年
多的努力，梁锦泉才熟练地掌握画木屐
的技巧。

制作工序繁琐

记者来到位于石龙中山路的红漆描
花传统木屐铺。梁锦泉正在专心致志为
风干后的木屐进行画画。

梁锦泉说，依靠双手做一双好看的木
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制板到完工，
需要近20个工序。

首先选好木材，锯成木板，再在木板
上画样，接着按画线将屐型和后跟锯成

“白胚屐”，才可以用砂纸进行打磨。抹平
之后，涂上一层自己用猪血等材料煮成的
朱胶粉底，风干后即可上面漆。画画时，
需要一层层画，还要注意图案要对称。最
后，在木屐上油一层光油，将裁好的屐面
钉上。

以前，石龙红漆描花传统木屐的图
案比较简单。而梁锦泉制作的木屐，图
案则较为丰富，以山水、花鸟、龙凤为
主，有一帆风顺、花开富贵、龙凤呈祥等
美好祝愿。

“别的地方生产的木屐，一般是纯色，
没有图案的，红漆描花木屐是东莞的特
色。”梁锦泉告诉记者，“想画好这些图案，
需要有一定的美术功底和美学修养，每一
笔都不能马虎。”

把手艺传承下去

“以前木屐盛行的年代，穿着木屐
穿街过市是一种时尚。婚嫁、生日、新
居入伙时，红漆描花传统木屐更是必
备的用品之一。”梁锦泉告诉记者，随
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已经很少穿木
屐。木屐业也日渐式微。目前，仍坚
持手工制作红漆描花传统木屐，只有
他一人。

为了更好地保护红漆描花传统木
屐制作技艺，东莞将这门传统技艺列
入东莞市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梁锦泉也随后成为东莞市首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多年来，他活跃在各大非遗活
动，也常常深入学校、村（社区）推广
这 门 手 艺 。 今 年 ，梁 锦 泉 被 评 为

“2021 年东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先进个人”。

“近年来，市、镇文化部门对于非遗
十分重视。今年，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下，我将家里的小作坊搬到中山路，让各
地游客能够知道制作红漆描花传统木屐
这门技艺。”梁锦泉表示，“为了适应当
下年轻人需求，我今年推出了迷你版的
木屐，销情理想。接下来，我计划将东莞
元素融入到木屐当中，让木屐更具东莞
特色。”

对于红漆描花传统木屐制作技艺
未来的传承和发展，梁锦泉表示，“虽
然即将到达退休年龄，但我依然坚持
这个行业，只要人们喜欢，我会一直做
下去。我也希望有人能够真正地沉下
心来学习这门手艺，把这门手艺传承
下去。”

当下正值婚嫁旺季，木屐等传统婚庆用品也开始热销起来。
木屐，是一种两齿木底鞋。据文献记载，中国人穿木屐的历史至少有三千多年。在

东莞乃至周边地区，木屐是嫁娶、入伙等喜事的用品之一，有和谐美满、步步高升、吉祥长
寿等美好寓意,体现了东莞人对美的追求和美好生活的期盼。

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梁锦泉，是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红漆描花传统木屐
制作技艺传承人，入行近40年。虽然随着社会的进步，穿木屐的人越来越少，但梁锦泉初
心不变，依然坚持着这项传统技艺，并积极参与非遗推广活动，致力将这项非遗技艺更好
地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陈沛鸿/文图

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费提供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重要内容，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的重要工作。是我国政府针对当前城乡居民存在的主要健康问题，以儿童、孕产妇、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为重
点人群，面向全体居民免费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

东莞市东城街道常住居民（在东城居住半年以上的户籍及非户籍居民）可到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包括1
个中心门诊和16个站点）免费享受以下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对象：辖区内常住居民（指居住半年以上的户籍及非
户籍居民）
项目及内容：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使用和维护管理
2.健康教育
对象：辖区内常住居民
项目及内容：提供健康教育资料、设置健康教育宣传
栏、开展公众健康咨询服务、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开展
个体化健康教育
3.预防接种
对象：辖区内0-6岁儿童和其他重点人群
项目及内容：预防接种管理、预防接种、疑似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处理
4.0-6岁儿童健康管理
对象：辖区内常住的0-6岁儿童
项目及内容：新生儿家庭访视和满月健康管理、婴幼
儿和学龄前儿童健康管理
5.孕产妇健康管理
对象：辖区内常住的孕产妇
项目及内容：孕早期、孕中期和孕晚期健康管理、产后
访视、产后42天健康检查
6.老年人健康管理
对象：辖区内6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
项目及内容：每年1次健康管理服务，包括生活方式和
健康状况评估、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和健康指导
7.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
对象：辖区内3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中原发性高血压和

2型糖尿病患者
项目及内容：检查发现、随访评估（每年至少4次）和分
类干预、健康体检（每年1次）
8.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
对象：辖区内常住居民中诊断明确、在家居住的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
项目及内容：患者信息管理、随访评估（每年至少4次）
和分类干预、健康体检（每年1次）
9.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
对象：辖区内确诊的常住肺结核患者
项目及内容：筛查及推介转诊、第一次入户随访、督导
服药和随访管理、结案评估
10.中医药健康管理
对象：辖区内6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和0-36个月常住
儿童
项目及内容：老年人中医体质辨识、老年人中医药保
健指导、儿童中医药健康指导
11.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对象：辖区内服务人口
项目及内容：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管
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现和登记、相关
信息报告及处理
12.卫生计生监督协管
对象：辖区内居民
项目及内容：食源性疾病及相关信息报告、饮用水卫
生安全巡查、学校卫生服务、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
信息报告、计划生育相关信息报告

东城街道承担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机构信息一览表
站点名称

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

东城主山社区卫生服务站

东城堑头社区卫生服务站

东城梨川社区卫生服务站

东城东泰社区卫生服务站

东城牛山社区卫生服务站

东城周屋社区卫生服务站

东城余屋社区卫生服务站

东城温塘社区卫生服务站

东城桑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东城火炼树社区卫生服务站

东城石井社区卫生服务站

东城同沙社区卫生服务站

东城上桥社区卫生服务站

东城柏洲边社区卫生服务站

东城光明社区卫生服务站

东城同沙科技工业园
社区卫生服务站

地址

东城街道东宝路452号
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东城街道主山社区银山大街五巷17号

东城街道堑头社区堑头路54号

东城街道梨川塘湖路27号

东城街道东泰花园
富华苑A1座101-103铺

东城街道牛山社区牛山工业园汇京路中段

东城街道周屋社区周屋路476号

东城街道余屋小塘路38号

东城街道温塘祠下市场路43号

东城街道桑园圃园西路71号

东城街道火炼树泰和商业街
东银广场B栋1楼2号

东城街道石井中心新村七巷1号

东城街道同沙社区同聚街2号1楼

东城街道上桥社区桥石路上桥剧场旁

东城街道柏洲边社区新田街27号

东城街道光明林政路一巷2号

东城同沙社区同辉路
东城科技工业园办公室南面办公楼

覆盖社区

岗贝社区、星城社区、
同沙林场、黄旗林场

主山社区

堑头社区、樟村社区

梨川社区、花园新村社区

东泰社区

牛山社区

周屋社区

余屋社区、鳌峙塘社区

温塘社区

桑园社区

立新社区、火炼树社区

石井社区

同沙社区

上桥社区、下桥社区

柏洲边社区、峡口社区

光明社区

同沙科技工业园

联系电话

0769-26621145

0769-22297353

0769-22209338

0769-22269413

0769-22483085

0769-28337353

0769-22628086

0769-23070811

0769-22628336

0769-22621662

0769-22329375

0769-22628963

0769-22628981

0769-22660129

0769-22265685

0769-23066246

0769-27228102

人物介绍

梁锦泉，1962年出生，东莞石龙人，东莞市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梁锦泉从小对绘画和木屐制作有浓厚的兴趣，1984年跟随老一辈师父学习
木屐制作工艺。学成之后，梁锦泉不断完善木屐制作工艺，至今有近40年的制作经
验。其制作的红漆描花传统木屐形态精巧大方，图案鲜艳丰富，深受市民欢迎。

■梁锦泉正在专心致志在风干后的木屐上画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