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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朗滨海线

山海交融勾勒迷人画卷
古朴灵秀串起人文南朗

02

南朗濠涌村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山电力
第一人严迪光的故乡。缪晓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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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东麻西—岐山—濠涌—
南塘—茶东茶西—左步—
涌口村—龙穴村

南朗作为中山旅游文化重镇——是一座人文富矿。六百多年来，广府

人、闽南人、客家人、疍家人汇聚于此。伶仃洋畔，受到海洋文明的孕育，一

代代南朗人走出小村，走向世界，又将西风引至家乡。多元文化的交融，中

西文化的碰撞，创造了迷人的南朗故事。

南朗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作为中山面积最大的镇区，218.86 平方公里的

滨海小镇，镶嵌着 10 万亩山林和 26 公里海岸线，沿海滩涂围垦造田成垦面

积 10 万余亩。体验南朗风情，游客不仅可选择历史文化游，还可品尝特色海

鲜与当地美食，观赏伶仃洋海景与红树林湿地。

在这里，我们还能了解到很多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国共合作

时期投身农民运动的仁人志士的故事，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参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英雄们留下的足迹。

左步名人辈出，彰显着这方水土的灵气。缪晓剑 摄

线路

推荐理由



038 039

★麻子乡农会成立旧址（麻东麻西村梁季安祠堂）

★欧氏大宗祠——中山别动大队、滨海区政务委员会旧址（左步村欧家企巷

48 号欧氏大宗祠）

★中共左步支部活动旧址 （左步村欧家上村一巷 3 号欧初祖居）

★ 滨海区政务委员会成立旧址（南塘村香山学校，即南塘学校）

★严庆瑶烈士墓（濠涌村深聚环山山腰）

南朗涌口村中有不少具南
粤特色的蚝壳屋。缪晓剑 摄

038 039

红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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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年底，麻子乡在梁季安祠堂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宣布成立中

山第一个农会——麻子乡农民协会，选举产生执委 7 人，会长陈帝灿、副

会长陈崇维。后来还成立农民自卫武装。

南朗东南面与横门交界的地方，有个自

然村叫麻西，原称麻子，又称欧阳。村子后

靠低矮山丘，林荫树翳，百年古树错落其间，

像幅巨大的绿色屏障，是个清幽雅洁的地

方。麻东，南宋咸淳十年，陈贵卿从南雄珠

玑巷徙新会转迁香山牛起湾，后迁居于此。

后与欧阳姓人同建麻子。明永乐年间，梁余

亭又从顺德泮涌迁入，因梁、陈两族人居于

此，称麻子东堡，或陈、梁村。

村景静谧，却处处不乏生活气息。在麻

西、麻东等几条村里，自然风物并不仅仅分

布于荒山野岭处，倒是从人烟里悄然生长出

来。在散落的红砖丛里、废弃的庭院井边、

狭长的墙壁缝隙，青嫩的草叶连绵着爬满了

每个角落，甜艳的野花又点缀其间。家养的

走地鸡伸着脖子满地疾走，忽而便躲进了街

旁如绿伞般的野生水芋叶底……

在麻西村牌坊不远处，有两座颇显眼的

建筑。一座是傲然挺拔的碉楼，古色古香，

淡灰墙壁，镶嵌着鹅黄色的窗框，别具一番

低调的明艳之感。旁边的两层民居，也是精

致，瓦顶上的栏杆、窗檐处的雕饰，远远看去

如旗袍上的图案般玲珑细腻。

自然与村落相互守望

麻东麻西村

麻西村后靠低矮山丘，百年古树错落其
间，像幅巨大的绿色屏障。缪晓剑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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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山，南宋咸淳七年，李桂窗从新会县

迁居邑城仁山下，其孙昌泰分居于此，与林、

邓两姓人居住，统称林屋边。明代各以姓氏

命村名，分李家村、邓家村，因近海，亦称李

屋边、邓屋边。清朝光绪十一年，李屋边人

李家壁中举，回乡后以土冈“岐山”为名立

牌坊，村因而得名。有 700 多年历史的岐山

村在南朗镇来说也可以称得上是历史悠久。

来到岐山村，当你走下车来抬眼一望，

一排排一幢幢新楼房映入眼帘。可是当你

沿着平坦光洁的水泥路走进村内的时候，南

北贯通的窄巷两旁仍保留着一座座青砖瓦

房，差不多每座房子面前都有一个栽种上龙

眼、芒果、三稔、荔枝等果树的庭院。走出长

长的窄巷，在水泥大街的那一头，便会见到

村中最古老的建筑——祠堂。

历史上，小小一个岐山村出了多位仁人

志士、政要、企业家、艺术家。宋代期间，岐

山村的李桂窗公被授予宋朝敕封威大将军。

清代康熙年间，宣通公被授予文林郎（翰林

御史）。清代光绪年间，李家壁中举人，任职

香山县东乡局局长（相当于县长职）。清末

期间，李禄超追随孙中山闹革命，推翻清政

府，曾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大元帅府秘书、大

本营秘书。1929 年，李禄超以国民党中央委

员身份出任中山模范县县长。工人出身的

李华炤，早年曾参加广州农民讲习所学习，

加入共产党后在中山建立农民自卫军，发动

和领导了有名的中山“卖蔗埔”农民起义，

他是中共中山县委第一任书记。

在现代，香港知名人士、企业家、中山市

荣誉市民李东海也是岐山村人，他先后捐资

561 万元资助中山多个教育事业和社会公益

事业。岐山村还出了个擅长画牡丹的国画

家李兆永。

名人辈出熠熠生辉

岐山村

2000 年 5 月建的岐山大道牌坊。（资料图片）

山楝果。（林业局供图）红桂木果和叶。（林业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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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溪村和岐山村。夏升权 摄

044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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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年 8 月 , 李华炤生于岐山村的一户农民家庭 , 后任中共中山县

委第一任书记。1928 年，其被反动派杀害。李华炤烈士纪念亭、纪念碑

座落于中山市南朗镇岐山村公路旁。

1988 年建的岐山上街牌坊。（资料图片）

中西合璧的侨房风格。黄春华 摄

这是中山老侨房的典型结构，楼梯在大厅的正侧面，从二楼可通过一个八角形大孔看到楼下的来客。
黄春华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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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南边塘（因建村时有一大池塘而得

名），南朗镇东北边界的一条小村庄，聚落在

榄横公路西北侧呈扇状分布，后枕石船山，

面朝曾经的“丰埠湖”，与火炬区的黎村只是

一山之隔，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该村始建

于北宋末年，至今已有八九百年历史，简氏

先祖来自南雄珠玑巷，其繁衍的子孙后代可

谓能人辈出。

这个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村，与南

朗部分村落一样，史上孕育了不少能人贤

士。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该村曾出过

一名进士两名举人，受封九品以上的官员有

20 多人 ；辛亥革命以来，在军队、铁路、财政

等领域均出过不少“长官”；而至当代，诸如

政府高官、教授，工程师，艺术家，企业家等

同样层出不穷。南塘人的聪明才智，由此可

见一斑。

由此不难发现，奋发向学，不甘人后一

直是南塘人的真实写照。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南朗一带掀起了一股华侨捐资办学的

热潮，其中有不少南塘籍的华侨出资出力，

用以造福后人。

说起南塘村，一条“护村墙”，一支自卫

队不得不提。原来，民国初年，南朗一带经

常有土匪盗贼入村骚扰，乡民惶惶不可终

日。为了使乡民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当

地人筹得巨款，建筑了一道两米多高、超过

一公里长的环村大围墙，还同时在村子的东

南西北方建了四个大闸门。此后，这道大围

墙成为南塘村防御土匪盗贼，抵抗外侮的坚

固屏障。

南塘村有一座南塘国民学校，是民国初

年由该村旅檀香山华侨、兴中会会员简崇光

返乡创办的。该校校训“朴诚勇毅”四字由

孙中山亲笔题写。当时的香山县县长吴铁

城还专门找人将其镌刻成凸字木牌匾，亲自

送到南塘学校。

古墙犹在话沧桑

南塘村

南塘国民学校旧址。黄春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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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塘村的风水林，青翠
之色触手可及。缪晓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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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朗镇南塘村有着一段光荣的历史。1944 年 1 月 1 日，中山

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公开宣布成立。不久，为治疗伤员，义勇大队在

南朗、榄边、泮沙等乡设有秘密医疗站，各医疗站配有医生、卫生

员，当时南塘村便设有秘密医疗站的分站。同年 10 月，滨海区民

主政权代表大会在榄边南塘召开，有来自 19 个乡的 100 多名代表

参加，选举产生了滨海区政务委员会。老宅历经岁月的磨
蚀，仍能隐隐约约看见其
最初的精致。文波 摄

南塘村有着丰富的祠
堂庙宇文化。 文波 摄

简氏宗祠，是村中乃至南朗镇不可多得、保存尚完好的
历史文物。文波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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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濠涌村，或许多数中山人都会先想

起沙溪的同名村庄。但事实上，南朗濠涌

村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更是中山电力第一

人严迪光的故乡。濠涌是人们惯用的旧称，

而如今翻阅资料，也有不少新近的书刊把村

名记作濠冲。就连竖立在村口小学旁的地

图也是两种写法并用，将这座幽静村庄的渊

源娓娓道来 ：濠涌村位于南朗镇北部偏东，

东面与林溪村相连，西面与南塘村接壤，南

面临丰埠湖，北面与火炬开发区珊洲坑村的

山面分界。辖区面积约为 11.5 平方公里，至

2009 年底，户籍人口 1481 人，共 499 户。在

这青山绿水间，那褪色的城墙与炮楼，那绝

不搔首弄姿的花树淡影，全都无声地护佑着

其淳厚的民风，让村中一切，不受世间的躁

动拂扰。树木从盘踞在村子后方的风水林

延伸下来，尽管隔着一堵敦厚的古黄泥城

墙，但生机盎然，连绵不绝，像土沉香、黄桐、

臀果木、银柴、楝叶吴茱荑、华润楠等，各具

姿仪，有的成群聚合遮天蔽日，有的傲然独

立于村中一隅，有的春色刚爬上枝头，有的

四季皆如盛夏般茂盛。抬头望去，那枝枝蔓

蔓重重叠叠，到底枝叶属于哪棵树，已是欲

辨难辨。

在古老的亭台楼阁中，有两处属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一是建于民

国时期的濠涌村中山纪念亭，六柱六角，青

砖护栏外敷石米，两柱间刻有对联“天下为

公传圣道，民间受福纪元勋”，以纪念孙中山

先生。另一处是清朝同治年间重建的观音

庙，广三路，深两进。正脊有双龙戏珠灰塑，

墀头上有狮子及花卉灰雕，檐板为花鸟图案

木刻。这些图案因保持原貌而略显褪色，但

仍能想象其最初的精致。而庙内此时虽无

人，但香火缭绕，两旁一鼓一钟，更是古韵悠

扬。

百年清幽古寺香火旺

濠涌村

濠涌村清朝同治年间重建的观音
庙，香火缭绕，古韵悠扬。余兆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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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古朴的庙宇。余兆宇 摄濠涌村中有一堵敦厚的古黄泥城墙，无声地护佑着淳厚的民风。

濠涌村中古老的亭
台楼阁中，有两处属第
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
移动文物。缪晓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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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涌村航拍。夏升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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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农民运动期间濠涌之役在此发生，濠涌乡农会会长严庆瑶在战斗中壮烈牺

牲。1926 年 8 月 14 日晚，驻濠涌一带的工人纠察队在茶园乡九渡桥附近发现土匪苏

十九与四区榄边圩奸商合伙经营的走私货船，工人纠察队在中山县农民协会的支援下，

两次击退土匪的进攻。为惩罚走私匪帮，支持工人纠察队查缉私货的正义行动，县农民

协会向县政府提出请驻在中山的国民革命军五十九团一同清剿匪徒。然而，国民党中

山当局及所谓“防军”，与土豪劣绅、民团同流合污，互相勾结，对驻在濠涌的农军进行镇

压。农军虽奋力还击，仍寡不敌众，最终退守各地。

村中的树木茂盛，翠绿如洗的叶色压得枝丫低垂。黄春华 摄

村中的一口老井。余兆宇 摄

良好的自然环
境，引来牛背鹭翩
然起舞。文波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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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东村拥有陈氏宗祠建筑群、“东来圩”

遗址、清代茶东公园和武帝庙等名胜古迹，其

中陈氏宗祠迄今已有 400 年历史。

从村口进去，穿过几棵榕树，走过一些看

似古旧的民房，一转弯，一群规模宏大的宗祠建

筑群就呈现在眼前，石刻浮雕、龙头镂雕、抬梁

木雕等精妙绝伦得让人眼花缭乱，这里就是陈

氏大宗祠，以它风格独特的建筑艺术彰显着曾

经的光辉，赋予了后人或多或少的自豪。

清代公园古风犹存

茶东村 在该宗祠旁有两间分别名为贡三陈公

祠、净侯陈公祠的宗祠，均为二进二间，各为

350 平方米左右，与陈氏宗祠连成一片成为陈

氏大宗祠群。祠堂群始建于明末清初，但建

筑风格各异，对研究中山市的古建筑有着很

大的意义。

此外，村里目前仍保存着一处清代公

园——茶东公园。公园里面参天古树林立，

唯独是河边虽全身斜卧，但枝桠挺拔、直指

苍穹的古榕最吸引人。据说，该古榕已有

150 多年历史了，是古丰埠湖沧海桑田遗留

下来的。当年青枝绿叶，干直枝刚，浓荫一

方，自建公园后，是村人休憩的好地方。20

世纪 60 年代初，一场强台风把它刮倒，树座

翘起半朝天，大部分树根裸露，全树向河边

倾倒，幸好主根未被掀起。40 多年来，屡经

风雨侵袭，却仍生机勃勃，不屈不挠，可见其

生命力之强矣。

陈氏宗祠建筑群。夏升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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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27 年轰轰烈烈的

农民运动曾在这片土地上开展。

茶东村全貌。缪晓剑 摄

宗祠建筑群的龙
头镂雕、抬梁木雕精妙
绝伦。叶劲翀 摄

陈氏宗祠迄今已有 400 年历史。叶劲翀 摄

茶东村的风水林。叶劲翀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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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特色建筑与古旧街巷诉说着古老

的历史，一座座毗邻的名人故居，彰显着这

方水土的灵气。这里是一代伟人孙中山的

祖居地，还是名人方举赞、阮玲玉、方成、欧

初的故乡……南朗左步村保存着许多历史

文化遗迹，经过一系列的综合保护、创新展

示，成为珠三角地区饶有名气的历史文化名

村，俨然一座活灵活现的乡土博物馆。

左步村于明永乐年间建村，有 600 多年

历史，欧、孙、阮三大姓村民聚居，是孙中山

的祖居地，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孙中山 1912

年 5 月曾和夫人卢氏到这里祭祖。这里现

仍保留了孙氏大宗祠旧建筑、孙中山当年返

乡上岸的码头。同时，左步村的名人还有著

名的首家民族资本企业的创办人方举赞、粤

汉铁路总监欧庚祥、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

著名影星阮玲玉、至今还健在的漫画家方成 

（原名孙顺潮）、革命家欧初等。

除历史文化资源外，左步村物质文化遗

产资源也非常丰富，随处可见到碉楼住宅、

祠堂、村庙、古旧街巷等特色建筑，这些建筑

均有大量富有岭南特色的木雕、砖雕、灰塑、

石雕、墙绘等，反映清末岭南地区建筑匠人

高超的技术与多姿多彩的工艺美术，部分历

史建筑是中山乃至珠三角地区广府风格历

史建筑的典型代表，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更为难得的是，左步村保留了大片农田，村

落与所在的地形、地貌、山水等自然风光和

谐统一，山清水秀，环境优美。

先贤从这走向世界

左步村

左步是一座具有浓郁岭南特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古村。缪晓剑 摄

村里的田园景致同样迷人。缪晓剑 摄 村里随处可见朴拙苍老的建筑物。缪晓剑 摄



068 069

翠亨孙氏与左步孙氏有同宗之谊，左步孙族
牌坊名为“中兴里”，孙中山于 1894 年在檀香山成
立的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取名为“兴中会”。图为

“中兴里”牌坊背面。缪晓剑 摄



070 071

1938 年底，由于中共党员、中山

县别动大队副大队长欧晴雨时任左

步村村长兼左步头学校校长，一批共

产党员如缪雨天、欧初等是学校的教

师，别动队的活动多在左步头小学进

行。在左步头学校教书的 8 名教员，

7 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中

共左步头支部。左步头抗日先锋队

成立后，左步村的欧氏祠堂还成为乡

抗日先锋队队部。

1939 年 7 月至 9 月，日军两次进

犯横门，缪雨天、卢德耀亲赴前线杀

敌，欧初任横门前线抗日支前指挥部

总务部长。

1944 年，中山五桂山的抗日力量

不断发展壮大，五桂山区开展民主建

政。滨海区政务委员会成立后，第一

次区政务会议就在左步头小学举行。

1912 年 2 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
以全国铁路督办的身份周游各省宣传民生主义。
5 月 28 日赴左步谒祖，图为纪念他这次谒祖活动
的谒祖亭。黄春华 摄

南朗左步村的赫赫名声，于中山人而言，颇值得骄傲。缪晓剑 摄

村中有许多风
格迥异却又颇富历
史感的民房老屋、
庙宇宗祠、亭台楼
阁。文波 摄

左 步
村 的 欧 氏
大 宗 祠。
文波 摄

欧初旧居。
文波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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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冲口村，从前也写作涌口，尽管前一

种现为官方写法，但涌口两字更广为人熟知。

作为孙中山先祖迁居香山的首站，村中又留

有“孙家井”等历史遗迹。近年亦常吸引那

些访古探幽的学者前来拜候，追忆前事。

村中有不少具南粤特色的蚝壳屋。那白

楞楞的蚝壳如参差的瓦片般露出灰泥，又因

有些年岁而显得残破，紧密地堆凑在墙间，挺

过了经年来的风霜雨露。新修建的广场路面

虽依然维持着古色古香，却又是别样的情调。

像翻新的梁氏宗祠前那片空地，淡灰泛青的

地面铺砌得整齐有序，下雨时如平静的湖面

般倒映着青砖碧瓦的祠堂全景，像是海市蜃

楼似的。这种簇新的农村景致连着远处人烟

较旺的新居民区，新旧并立，今昔辉映，各具

特色之余，更是意趣盎然。

不少本地学者到冲口村访古，便是为了

一口古井——孙家井。这口井看起来与村中

的其他井无异，既没有繁复的雕饰，也没有长

篇的历史渊源竖立身旁。唯独是井畔有块新

立的石碑，标示着它属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不可移动文物”的身份。其源源不绝的清

澈水质至今仍汲汲哺育着村民。

据《冲口村志》记载，“此井为明末孙中

山所在的孙氏家族先祖在冲口定居后为解

决生活用水问题而挖，深约两丈多。井口近

正方形，由规则的花岗岩条石垒筑而成，其

上井圈由混凝土浇筑而成，井身呈圆形，井

壁为黄土质地，是中山地区保存较好的明清

古井之一”。

老井清泉润古村
涌口村

涌口村的新农村景致，民居新旧并立，今昔辉映，各具特色。文波 摄



074 075

1925 年，中山县农民协会在涌口
一乡办起了农民学校一间，在县城办
起农工夜校一间，解决了农民子弟入
学难的问题。

涌口村中的孙家井，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不可移动文物。缪晓剑 摄

涌口村民居同样是
岭南典型的灰白色调，但
这当中亦不乏可堪细味
之处。缪晓剑 摄

最热闹的地方，要数村中的大榕树，人们在
树下纳着凉，聊着天，悠然自得。文波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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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龙穴村的小道并不难找，蜿蜒曲折

地一路向东，远山的葱郁延绵下来，便连接

着眼前那生机盎然的菜地。

龙穴遗址原是伶仃洋西海边一片大沙

丘，位于龙穴村北面。在 1990 年 12 月，广东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山市博物馆、市文物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共同发掘了龙穴遗址。遗

址堆积的第三层是距今五千多年前，新石器

时代晚期前段的文化层，并有着惊人的重要

发现。从该遗址的文化层中出土了大量的磨

制石器，如石锛、石斧、石锤、石饼、砺石等器

物 ；还有完整的彩陶圈足盘和彩陶碗、夹砂

陶釜、陶器座、陶拍、陶支脚等器物。从出土

的彩陶器物来分析，是古代南朗居民用来盛

放食物和煮食的器皿。

许是近海的关系，村中人的性情亦颇为

爽朗，经常是语带调侃，诙谐得很。到村委

会询问龙穴遗址今在何处，他们遥遥指着对

面荒草遍地之处，笑叹道，“你来晚了好多年

啦。”这片远古遗迹位于龙穴村东南，珠江西

岸的沙堤上，离海边约四百米，与珠海市淇

澳岛隔海相望。它包括有偏北的新石器中期

彩陶遗址，以及偏南的新石器晚期至春秋战

国时期的生活遗址。而在采掘文物过后，这

里如今只剩一片齐腰的野草，间或掩映着三

两凝绿的鱼塘。

探寻遗址穿越千年历史

龙穴村
属于抗战时期五桂山区开展民主建政的滨海区。

村中生机盎然的菜地。缪晓剑 摄
居民们温情洋溢的生活场景自是鲜活得紧。缪晓剑 摄

古色古香的民居。缪晓剑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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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海鲜哪里最“正”？相

信中山大部分人都会伸出右

手，食指指向东边，“吃海鲜到

南朗”已是大家的共识。在

南朗吃海鲜你会发现，吃是个

学问，蒸煮炆焗 ，先吃什么，

先吃哪个部位，都有讲究，一

旦破坏鲜味就是大忌。在南

朗，靠海吃海的人们依托丰富

的渔业资源，在被红树林包围

的华山围南堤逐步形成崖口

“海鲜一条街”，享有咸淡水海

鲜美食之乡的美誉。沿堤而

建，九曲竹桥，鱼跃其底，伴着

时而粗野时而温柔的海风，享

受来自近在咫尺的生猛海鲜，

绝对称得上“享受”。

打鱼归来的渔船。缪晓剑 摄

渔家在晾晒鱼干。缪晓剑 摄

靠海吃海，南朗的海鲜味道鲜美无比。叶劲翀 摄

★美食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