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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府文化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的策略研究
陶泽邦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广东广州
【摘要】广府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府文化不但具有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独特作用，
更可以在建设粤港澳团结一家亲、建设粤港澳和谐社会、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当今复杂的国内外新形势下，广府文化完全可以、也应该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我们要高
度重视，大力支持，提高广府文化社会地位；修炼内功，建设内涵，夯实广府文化基础；以广府文化为重
要纽带和抓手，大力建立交流合作机制，大力融合和团结粤港澳大湾区，团结海内外广府人，寻根广府、
认同广府，让广府文化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统一战线的有力帮手。
【关键词】广府文化；粤港澳大湾区；融合；策略
【基金项目】1、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2020 年岭南学术论坛、第三届广府文化学术论坛专题发言“以
广府文化为重要纽带，大力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交流和融合”。2、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终身学习专业委员
会 2021 年度科研课题“建设终身教育视野下的广府文化学院，大力促进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编号：
2021ZSYB008）延伸资助
Research on the strategy of Guangfu culture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Zebang Tao
Guangzhou Hual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cational College, Guang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Abstract】Guangfu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Guangfu culture not only has the unique
role of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betwee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enriching the practical connota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today's complex new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Guangfu culture can and should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support and improve the social
status of Guangfu culture; cultivate internal skills, build connotation an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Guangfu
culture; take Guangfu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link and starting point, vigorously establish an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vigorously integrate and unite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unite Guangfu people
at home and abroad, seek roots and identify with Guangfu, and make Guangfu culture the unity of our party and
government A powerful helper in the front.
【Keywords】Guangfu culture;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integration; strategy
广府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府人

本人祖辈五代均为广州人，奶奶及其亲戚是香

以粤语为母语，具有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粤港澳

港人，横跨两种制度地区。在成长的过程中，亲身

大湾区经济发达、商贸繁荣、文教鼎盛，是广府文

经历、切身体会到广府文化不但具有身份认同、文

化的兴盛之地，具有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文化相

化认同的独特作用，更可以在建设粤港澳团结一家

融的特点和优势[1]。

亲、建设粤港澳和谐社会、丰富“一国两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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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当今复杂的国内外新

实践内涵，甚至团结海内外广府人，寻根广府、认

形势下，广府文化完全可以、也应该成为中华民族

同广府，让广府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要力

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

量的历史使命感。

1 广府文化具有天然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

我们重点要在人员、资金、政策上切实地大力

2019 年 3 月，本人单位组织去香港旅游，在香

支持广府文化。所谓人员支持，就是有专门的编制，

港的饭店吃中午饭。饭店员工处处对我们大陆同胞，

专门的岗位，专职的人员从事广府文化工作。所谓

尤其对说普通话的同事表现出各种隐性的嫌弃和不

资金支持，就是要有专门的政府财政拨款，结合多

耐烦，以顾客多、时间紧、工作忙、空间小等各种

种形式的筹款开展广府文化工作。所谓政策支持，

理由不断催促同事赶紧用餐，赶紧离开。由于本人

就是要把广府文化统领机构放在和民族宗教、工商

和妻子女儿在交流的时候使用的是粤语，饭店员工

联、侨联台联、黄埔军校同学会、宋庆龄基金会、

对我们明显态度温和，更多耐心，让我们慢慢用餐，

欧美同学会同等的重要性和社会地位，成为我们党

并且和我们一家有简单的交流，表现出和善友好的

和政府统一战线的有力帮手。

一面。粤语，作为广府文化基本语言发挥出身份认

3 修炼内功，建设内涵，夯实广府文化基础

同、文化认同的作用，天然地成为了我们一家人和

以广府文化为重要纽带，大力促进粤港澳大湾

香港的饭店员工之间建立、维持友好关系的纽带。

区交流和融合，其次还要修炼广府文化的内功，建

在香港，说粤语、唱粤语歌、吃粤菜、喝早茶、

设广府文化的内涵，夯实广府文化的基础。

逛花市、舞醒狮等等这些广府文化元素融入到生活

例如粤语的维护和传承。广府文化以粤语作为

中的各个方方面面。香港文化主流是广府文化，香

最基本的交流方式，但是当今广府地区，粤语流失

港文化的根在广府文化，更在中华文化。这种根深

的情况比较多见。本人女儿从 9 个月开始学说话，

蒂固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在香港社会是其他任何

在家里粤语说得非常好。1 岁 10 个月开始入读本人

外来文化所不能相比的。最直接的一个体现就是，

单位内部幼儿园，在幼儿园开始说普通话，普通话

在英国殖民期间，粤语仍然是香港社会的基本用语、

说得非常好，粤语却慢慢不会说了。这种情况，我

主流用语。即使香港被英国殖民了 100 多年，香港

们身边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广府文化地区和网络上

回归之后，粤语的地位更是如此，从未改变。

得到多数人的共鸣。下一代慢慢出现了会听不会说

我们完全可以发挥广府文化的身份认同、文化

粤语，甚至完全不懂粤语的情况，令人担忧。后来

认同的独特作用，以广府文化为重要纽带，大力促

我和妻子对女儿硬性规定，在幼儿园和老师同学说

进粤港澳大湾区的交流和融合。

普通话，在家里和父母亲人说粤语。女儿现在普通

2 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提高广府文化社会地

话和粤语都说得非常好，随时切换毫无障碍。我们
家成功地做到了粤语的维护和传承，同时也让女儿

位
以广府文化为重要纽带，大力促进粤港澳大湾

学会了普通话。
我们要有一定的机制维护和传承粤语，鼓励在

区交流和融合，首先要高度重视广府文化，大力支
持广府文化的发展，提高广府文化的社会地位。

广府地区使用粤语交流，尤其是广州这种广府文化

我们非常有必要、迫切有需要尽快地建立一个

核心地区。例如，专门的粤语新闻频道、粤语电台

广府文化的统领机构。例如广府文化研究会、广府

播音、粤语公益培训、粤语等级考证等等。尤其是

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会，初具广府文化统领机构的雏

我们可以在广州地区鼓励、推行粤语自愿考证，倡

形。广府文化统领机构要立足广东、辐射全国、放

导用学英语的劲头来学习粤语，让大家多掌握一门

眼世界，要顶层设计、长远规划、站位高远，要突

“第二外语”、“广东外语”。让大家不但懂普通

出维护、传承、研究、宣传、推广、交流广府文化

话，还懂粤语；不但会听粤语，还会说粤语；不但

的基本功能，要主动、积极、大力发挥广府文化的

会用粤语交流，粤语交流还能非常纯正标准。爱粤

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独特作用，更要具备团结粤

语，用粤语，用粤语团结凝聚粤港澳，用粤语链接

港澳大湾区，建设和谐粤港澳，丰富“一国两制”

广府地区，用粤语拓展眼界和视野。而不是学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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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港澳地区大力推广以粤语为核心的广府

普通话，丢了粤语；或者只会听粤语，不会说粤语；

文化

甚至不会听不会说，成为粤语盲。其它的更丰富更

以粤语交流为主，结合粤式广府文化，例如“广

精彩的广府文化元素，也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开

东音乐”、“粤菜”、“醒狮”、“广绣”、“广彩”、“广雕”、

展相应的维护、传承、研究。
只有先修炼好自己的内功，建设深刻内涵，夯

“岭南画派”、“镬耳屋”、“岭南园林”、“粤剧”、“粤

实广府文化的基础，才能进一步和港澳地区开展深

曲”等[2]，通过展览、出版、培训、研讨、表演、演

层次的交流。不会出现使用普通话交流广府文化的

唱、演出、合演等方式在港澳地区进行大力的宣传、

现象，不会出现年轻一代断层广府文化的现象，不

推广、交流，互通有无，互相学习，尤其要让港澳

会出现港澳地区不认可粤式广府、不认同根在中华

地区人民通过多接触粤式广府文化，了解到中华文

文化的现象。

化的博大精深，了解到祖国大好河山、风光无限、

4 建立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大力融合和团结粤

积极向上、欣欣向荣的景象，获得精神共鸣和文化
认同。

港澳大湾区

例如香港经典歌曲《狮子山下》及其所代表的

最后，要以广府文化为重要纽带和抓手，大力
建立交流合作机制，大力融合和团结粤港澳大湾区，

同舟共济、奋发图强的“狮子山精神”和我们深圳人

甚至团结海内外广府人，寻根广府、认同广府，让

民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改革开发精神，以及中华

广府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

民族不屈不挠、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品质就有着异

还记得 90 年代初期，自己的大舅公、小舅公和

曲同工之处。表现形式不同，内在精神一样，源头
文化同根，很容易产生精神共鸣和文化认同。

表叔先后来到我家探亲。大舅公是非常支持祖国、

4.3 大力加深港澳市民对广府文化的兴趣和认

热爱祖国的，来我家的时候满脸高兴、开心，主动
同

要求我带他参观、了解、融入家乡。小舅公和大舅
公虽然是两兄弟，内心世界却是不同的，虽然和我

我们专门针对港澳市民，尤其年轻一代，组织

家有联系，但是却是带着犹豫、怀疑的眼光来我家

祖国大陆的广府文化旅游、参观、学习、考察，让

的。虽然是这样，小舅公仍然愿意跟随我参观、了

港澳市民寻根广府、寻根问祖，认同广府、认祖归

解家乡。而表叔，则有着年轻人开放、包容的心态

宗。建立广府文化、中华文化研究项目的申请，让

和爽朗的性格，虽然第一次见面，却仿佛认识已久

港澳专家学者主动建言献策，主动深入了解和探索

的亲人好友一样，不但参观、了解家乡，还大方地

中华文化。建立广府文化的公益培训班、高校学习

和我探讨许多关于家乡深层次的事情。虽然两地制

专业、节目汇演合作，让港澳市民学生，主动参与

度不同，虽然第一次见面，虽然舅公两兄弟之间都

到广府文化的建设，主动融入中华文化。

会有不同的观念，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家人，仍然有

广府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

来往，仍然愿意交往。香港的根在中国，广府文化

流长，影响广泛，在世界华人华侨社区中颇具通行

的根在中国文化，广府文化完全可以融合和团结粤

力、影响力和美誉度。在当今国内外复杂的新形势

港澳社会。

下，广府文化显然有更重要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

4.1 要和港澳地区有关机构建立紧密联系

伟大复兴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华民族

例如港澳高校、科研机构、文化机构、社团机

伟大复兴需要广府文化，广府文化理应成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

构，我们要进行分类别、分层次地建立联系。哪些
机构是大力支持交流和推广广府文化的，哪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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