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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区原味村落线

寻幽古朴村落
重温抗战大捷

01
江尾头村及周边。夏升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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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边—西桠—大环—江尾头—
珊洲—马鞍岛

作为中山经济的“龙头”，火炬开发区高楼林立，现代化城市气息

浓厚，科技新城正以崭新的姿态向外界展示其魅力。而在城镇化建设

的过程中，不少原汁原味的古村落仍在淡定地守候着不变，从容地接

受着变化。

     沙边村、大环村等村落历史风貌整体保留了明、清与民国时期的建

筑群体和珠江口地区典型的村落环境，拥有珠三角侨乡地区独特的特

殊建筑——碉楼建筑群。不少村落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名人文化、抗战

遗迹与自然环境完美结合。穿行在这些村落中，寻访抗战遗迹，不但可

以重温历史缅怀先烈，也能感受到自然的宠爱与生命的活力。

这是江尾头村
的一座碉楼，在火炬
开发区，这样坚固
而又有着独特建筑
风格的碉楼有很多。
黄春华  摄

线路

推荐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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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门保卫战遗址 （横门大王头山至白米山、芙蓉山一带）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成立旧址 （西桠幼儿园）

★中国青年同盟中山支部成立旧址 （联富社区沙边小区中街十二巷 6 号）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山县支部成立旧址 （沙边村沙边学校图书室）

★中共中山县委第二次武装工作会议旧址 （江尾头村长堤街十七巷 5 号碉楼）

★大环抗战英雄纪念亭 （大环村石鼓公园内）
农田、树影、碉楼、老屋，在火炬区珊洲

村，环境与建筑完美结合。黄春华  摄

红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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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碉楼，不少人会想到开平，但沙边

并不逊色。据了解，沙边的碉楼是建于清末

民初的村民居所，为适应当时的战乱环境，

建得外观坚固保证防盗防匪。在 1949 年前，

共有碉楼 ( 二层半以上 )74 座，其中公众碉

楼、炮楼 6 座 ；后来又新建了一部分。沙边

村不足 500 户人口，平均每七个住户就有碉

楼一座。 

“开平的碉楼漂亮、建筑款式新，可以居

住 ；而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多，密度大，最初

的是作防御用，每座都是 20 多平方米，居住

性较差”。沙边村委工作人员介绍。据悉，目

前存在的碉楼多为私人所有，由于实用性差，

有的被空置作杂物室。

目前，沙边村现存碉楼 60 多座，据称是

全中国最多碉楼的村庄。

碉楼数量全国最多

1933 年初，孙康从南洋回到家乡沙边村，一边当沙边小学校长，一边做好重建中共中

山组织的准备工作。1936 年 5 月，中国青年同盟中山支部在沙边成立（同年底转为中山

特支），孙康任支部书记 ；10 月，中共中山县支部在沙边小学成立，书记孙康。1937 年初，

中共中山县工作委员会在石岐成立，为自土地革命时期广东党组织遭受破坏而停止活动

后最早成立的县级地方党组织 ；8 月，中共中山县委成立。沙边村

俯瞰沙边村。黄春华  摄

雨后的沙边村河涌。黄春华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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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西桠村历史，西桠初称西溪，后改名

西丫，因“丫”与“桠”同义，清末至民初期间

改名为西桠，并沿用至今。早在明代已有人

在此定居，至今已有 500 多年的历史，朱、洪、

郑、阮等十多姓先祖都于其后陆续迁居于此。

这里是曾获孙中山先生委任为航空局长、香

山县县长朱卓文的故乡。散步在村中，映入

眼帘的是交相辉映的古今各式建筑，近 700

年树龄的古榕、黄泥古堡、清泉古井……所有

这些，都述说着西桠的历史。

    朱卓文故居现在是一栋以灰黑色为主色的

不大起眼的小房子，典型的岭南建筑风格，两

层的小楼一字排开，右侧还保留着水井，只是

左侧的房屋似乎缺了一边。而整个房子独具

风格的要数院子前面的一排绿色琉璃围栏。

村委会的人说，其实旧居原貌不是这样，它还

有一个西式的风廊，也算是中西合璧的建筑

风格，可惜房屋因蚁害于 1952 年拆掉了风廊，

成为现在的模样。

邂逅名人故居的前世今生

西桠村

芭蕉叶间，一座老侨房，见证百年沧桑。黄春华  摄

当年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成立的地方—县立七小，如今已成为充满欢声笑语的幼儿园。
黄春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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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山县委书记孙康以小学校

长和群众身份主动与国民党中山县县

长张惠长接触，达成共识共同抗日，于

1938 年 12 月 9 日在西桠村的县立第

七小学成立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中

山县队，推选张惠长为县“抗先”总队

队长，中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大环村建于元朝末年，历经元、明、清、民

国，600 年历史积聚了一笔丰富的历史文化遗

产——富有特色的碉楼群、庙宇、院落、名人祖

居。

大环村来历有两个说法 ：一说大环原是

大海湾，“湾”和“环”谐音，后称大环村 ；二说

最早在大环村居住的是戴姓，由于地形水绕

山环，“戴”和“大”谐音，故称大环。

提及大环村，便不得不提民国初期的飞

将军张惠长。他年幼时随父亲到美国，为国

民党在纽约的空军学校的首批毕业生，归国

后曾担当国民革命军飞机队队长，追随孙中

山讨袁护法，参与北伐，后任民国中央航空署

署长，曾亲自驾驶“广州号”环绕全国飞行一

周，并负责主持空军事务。他还曾任中山县

县长，更是横门保卫战的指挥者。他的故居，

就在村口附近。那栋建筑线条简洁，棱角分

明，不见任何斧凿的雕饰。

此外，一代粤乐宗师吕文成也是大环村

人。

位于华佗山公园山脚下的华佗庙 1990 年

被中山市政府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据传，

庙宇建于清咸丰年间。当时住在山脚下的蔡

植彩以采山药为业，因为对古时神医华佗崇拜

至极，与其子在山脚下立了华佗菩萨神位，后

因叩拜者日渐增多，与众人砖砌神庙。

从山林远处观看，庙宇于树林间若隐若

现 ；在庙宇处举目远眺，大环村尽收眼底。沧

海桑田凝聚了日月光华，这里显得神秘、悠远

而又有些仙风道骨了。

所谓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想来人与自然

水土是相互滋养的。

飞将军故里探寻历史足迹

大环村

1937 年，中共党员孙康由县督学孙子静举荐，担任县立七小的校长。利用职务之便，孙康成功将这里
变为县委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救国的活动中心。吴飞雄  摄

这棵大榕树，
风雨中屹立百年。
黄春华  摄 大环村华佗山公园。缪晓剑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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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大环村华佗山公园，青翠
山林和民居相依相偎。夏升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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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大环人积极抗

敌御侮，拥军支前。不少村民

为抗日游击队搜集情报、掩护

伤病员，帮助游击队顺利开展

斗争。村里还有大环抗战英雄

纪念亭。该亭承载了人们对抗

战时期为国捐躯的黎民惠、黎

源仔、黎少华等 13 位大环先贤

的纪念与缅怀之情。

大环村华佗庙。缪晓剑 摄

大环红楼。缪晓剑 摄
张惠长故居。

大环村中的碉楼依然挺
立，但那中式古韵与西式情
调里，却似多了一丝沧桑，令
观者慨叹。缪晓剑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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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尾头村位于岐关路和江陵路交界处。

相传大约 700 年前，村内李、黄、陈、谢、唐等

五大姓氏的太祖便先后来到下洋山下开村辟

地。根据村史记载，村前环绕的河涌在西桠

村土名为“鸡背槌”的地方引入珠江水和五

桂山水，由于水势湍急，破坏村中格局，先辈

便用三个 90 度弯将水势减缓后缓缓流入村

前，经村头绕过下洋山后，经“洋心”流入大

岭村，由入口到下洋山后，刚好形成一个“U”

形，整条村就坐落其中。有头有尾。先辈希

望子孙后裔繁荣昌盛，善始善终，故把村名改

名为江尾头，寓意万事有头有尾。

江尾头村的龙母庙远近闻名，至今香火

鼎盛，前来祈福和拜祭的人络绎不绝。每年

农历五月初八的龙母诞也是该村最隆重的节

日，仍保留着“抢彩炮”的民间习俗。

江尾头虽然没有成片成片的碉楼群，但

在零星分散的碉楼中也不乏有分量的。据村

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介绍，其中，建于 1926 年，

旅澳华侨李可深设计的江尾头碉楼算最有

名。此碉楼仿欧洲古堡设计。

去龙母庙赏经典民俗

江尾头村

每年农历五月初八龙母诞是江尾头村的大节日。邻村的龙狮队也到这里来舞龙舞狮。 黄春华 摄江尾头村村中篮球场素淡的模样一如这村落低调内敛的气质。叶劲翀 摄

街巷中骑行的
孩童。叶劲翀 摄



020 021

村中随处可见那些枝繁叶茂的大树。叶劲翀 摄

时光洗白了老房的斑驳旧墙。叶劲翀 摄

村中龙母庙的香火一直都很旺。叶劲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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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 4 月 9 日至 12 日，中共中山县委在四区江尾头村召开全县第

二次武装工作会议，确定建立以县委直接领导的武装为骨干，开展独立自

主的游击战争。

珊洲村位于火炬开发区的东南角，据中

山地方志载，在明正统末期（1436—1449），珊

洲村先祖林桂森从林屋边搬来珊洲，珊洲靠

海，就像大海中的一个珊瑚岛，故此得名。“有

女勿嫁珊洲坑，石仔零仃路难行。”这首民谣

是对旧时珊洲村的形容。

但现在走进珊洲村，让人眼前一亮。村

子三面环山，穿村而过的小河涌水清鱼游，两

岸绿树成荫 ；建设完成的珊洲生态园集农业、

科普、教育、观光、健身于一体，内有百花园、

桃花园、钓鱼池、观景亭、莲花池、栈道、“万年

荫”古树等景观连成一体，徒步其中，感觉特

别舒心惬意。

村内还保留着百年老屋、老市亭、古庙、

祠堂、碉楼、石板路，还有蜿蜒的“护城河”，

而且每一处都有着别样的故事。和大部分岭

南特色的祠堂相似，建于明末的林氏祠堂至

今已有 400 多年历史，祠堂内的砖雕、泥塑、

陶瓷、木刻、花草及人物壁画，装饰在横梁、瓦

角、柱子、墙壁之上，显得富丽堂皇，支撑着祠

堂或是麻石条，或是圆木柱。梅容辉老人说，

祠堂正中，原本挂着咸丰皇帝钦赐的一块匾，

上书“敕赏戴蓝翎”，匾额是用于记录先祖的

功绩，可惜前几年不翼而飞了。

古村老屋相守几百年

珊洲村

华山姜的果。叶劲翀 摄

珊洲村中的老井与古宅喃喃低诉着过往云烟。叶劲翀 摄 珊洲村侯王殿。黄祺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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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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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洲村，是一片山水清隽、
衣食丰饶的土地。夏升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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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洲村是抗战

时横门保卫战后勤

基地，后门山有片

500 多年的风水林，

这占地 9.54 公顷的

风水林，曾经是“鹭

鸟的天堂”，当时林

间的白鹭是当年让

村民知悉鬼子是否

进攻的“烽烟”。

来珊洲村，还可以自助野炊。 黄春华 摄

村中山林里的北灰鹟。叶劲翀 摄村里不仅居住着世代在此繁衍的“土著”，更有不少落地生根的外来务工者，他们融洽相处。叶劲翀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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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岛、横门口、横门水道一带通称为横

门。马鞍岛位于珠江口西南，是中山港的交

通咽喉。20 世纪 30 年代末，发生在这里一

带的横门保卫战是中山县军民齐心御侮的见

证。从城区出发，到达中山港口岸后，再沿着

火炬区沿江大道一直往东走，过了横门大桥

四五百米后左转 50 米，横门保卫战纪念碑设

立在这里，周围种满苍松翠柏。

迷人的渔乡风情

马鞍岛 在中山市从“沿江经济”到“沿海经济”发

展战略之下，马鞍岛也开始加快向海的步伐，

再现小渔村的新魅力。每到周末节假日，马鞍

岛对岸就格外热闹，游客可以悠然地安坐在大

大小小的海鲜大排档，吹着惬意的海风，一边淡

定地品尝着甜美的海鲜，一边欣赏着眼前的渔

乡美景 ；你也可以乘风破浪，跟随专业的渔船出

海，亲自尝试做一回渔民，放网、拉网、收网……

每年的 6 月至 10 月，马鞍岛的渔乡风情

更加迷人。有蔚蓝洁净的蓝天，有飘逸翻飞

的白云，尤其是晴空万里之时，只见水天相

接，滨海风光旖旎……

若是跟随渔民来趟出海游，还可真正感

受一下海上的刺激。船进入海之后，一层层

海浪会拍击着船，加上心灵手巧的渔民的把

控，船就在海面上破浪远去。在宽阔的海面

上，望着无边的海倦倚着壮阔的红树林，十分

惬意。

028 029

深中通道中山的起点马鞍岛，不久后这里
就将是一片创业的热土。夏升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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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 7 月和 9 月，日军先后两次进犯横门。

第一次入侵船只 10 艘，兵力 200 多人，第二次入

侵的船只、飞机更多，兵力 1500 多人。当时中共

中山县委以青年抗日先锋队名义组成横门前线抗

日支前指挥部，并组建武装集结队和国民党守备

队并肩作战，取得了两次横门保卫战的胜利。

马鞍岛片区航拍图。夏升权 摄

春 天 马 鞍
岛上遍开油菜
花。叶劲翀 摄

横门保卫战纪念碑，掩映在苍松翠柏中。缪晓剑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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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港渔港前身为“中山港渔邨”，后因“邨”字的读写缺乏普遍性而

易名。主营海鲜、粤菜，尤以粤西地区乡村特色美食而远近闻名，海鲜品种

供应“您想到的这里都会有”。始终以绿色、环保、健康、新鲜为出品宗旨，

开业至今，以“价格实惠、食材新鲜”赢得广大顾客的常年青睐。

横门渔港。夏升权 摄

横门一带的一大特色
就是海鲜。叶劲翀 摄

★美食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