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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口翠亨石门线

追寻伟人足迹
探寻世外桃源

03

云梯山—崖口—翠亨村—孙中山故居—中山纪念中学—石门村

孙中山故居。夏升权 摄

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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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让翠亨举世闻名。 这里有一望无际的稻海，有广袤无垠的现代农场，有

纪念伟人孙中山保存下来最完善的民国古村落，还有名人故居群、寺庙祠堂群、荷花

种植基地、海鲜一条街……

到这里，可以踏寻伟人足迹，缅怀那段岁月。除了丰富的人文历史内涵，翠亨村

傍山濒海，气候宜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也令游人心旷神怡。在村

里漫步，或者走上翠山公路，就如同置身于林木葱茏、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之中。

082 083

崖口的夕阳。吴飞雄 摄

推荐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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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革命烈士陵园（翠亨村长沙埔）

★杨日韶烈士故居（翠亨村中亨街一巷 1 号）

★杨殷故居（翠亨村总理大街中段）

★中共中山特派室活动旧址（翠亨村石门兰溪正街十一巷 3 号）

★中共中山特派室油印室旧址（翠亨村石门龙田正街 10 号）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部旧址（石门杨贺村贺屋正街三巷 6 号）

★翠亨红楼——珠纵一支队歼灭日军据点遗址（翠亨村牛头山山腰）

在南朗镇有一句流传至今的老话 ：一根

扁担挑两边，一边是翠亨村，一边是合水口村。

这个“扁担”，就是俗称火山的南朗镇五大“名

山”之一的云梯山。它从属于五桂山脉，五桂

山脉向东延伸的尽头便是云梯山顶。云梯山

承袭五桂山余脉之势，浩荡珠江则从南朗镇以

东奔腾入海。观山望海，纯朴的陆地文明和开

放的海洋文明在此碰撞，让游人思绪万千。

云梯山位置显眼，并不偏僻。沿京珠高

速南行，出翠亨站，马路正对面就是云梯山。

云梯山，主峰海拔 267.6 米，山势不算陡

峭，攀登难度不大。石级曲径盘山而上，如同

长梯登天。清晨或傍晚，山顶有丝丝云雾环

绕，让楼台若隐若现。灵秀之气，可见一斑。

拾级而上，山势和风景不断变幻。沿路林

阴厚实，完全将炎日暑气遮蔽。四周的树木和

花儿，在山风的指挥下左右摇摆，风姿绰约，彼

时，股股清风入耳，让游人顿时心清气爽。

半山楼台，名叫“三仙姑庙”。当地淳朴

村民在此安放了许、林、何姓仙姑的塑像，留

下“西灵开道果，南宋仰仙风”的诗句。山顶

附近，天然池塘坐落于平坦开阔处，名曰“云

梯塘”。据说，该池一年四季水常满，吸引鱼

虾在此定居嬉戏。

《香山县志》曾记载 ：“云梯山，昔有张、

许二道人结庵绝顶……在县东四十五里，极

峻之处有石状如鹰，其凹处豁然成湖……池

上为庵场旧址。”可见，该山曾是南朗一带的

道教名山，至今虽道观庵堂已毁，但尚存石刻

“云梯”二字在山腰处。

曲径显通幽  林阴遮炎日

云梯山

山下就是中共抗日游击队活跃的

合水口村、崖口村，连接五桂山根据地。

杨心如故居。吴飞雄 摄

云梯山全景。夏升权 摄

红色遗迹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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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的树林深处，还会偶尔传来鸟鸣。那清亮的

啼叫，唤醒了因久居城市而早已麻木的心，更让

人真切地感受到那树木丛中生命的萌动。

人们耳口相传的崖口海景，大抵是影像里

那绚丽的模样。如今的燕石围，已是本地摄影

爱好者的聚集地之一。镜头的彼端，云蒸霞蔚，

气象万千。尤其是日出之时，曙光微曦，静谧

深蓝的海面上偶尔停泊着一两艘渔船，橘红色

的朝阳，把那神秘的侧影拓印在镜面似的波光

里。渐渐地，阳光穿透层云，把深深浅浅的暖

色向海天尽处渲染开来。及至红日初升时，其

景色更是瑰丽。大自然寂然无声，便拉开了每

一天的序幕。那海天间的一抹艳色，尽显妩媚，

更激发着游人的想象力，让他们不经意间便创

作出动心之作。

午后，站在海堤上眺望，眼前景致却是清

淡宜人，柔缓着疲惫的视线。近处，混沌的海

面上波浪簇拥，冲刷着一截废弃的水泥船舱，

卷拍着岸壁的岩石。远方轻云薄雾，如一袭透

明的纱绸，覆着那依稀显露轮廓的岛屿。堤岸

上的水泥路面极其平整低洼，储着一汪雨水，

如清溪般映着淡雅的天光云影。另一侧的鱼

塘被凝绿的田埂野草分割成片片水镜，乌云背

后透出的丝丝阳光散射其上，浸润着水的温

柔，愈发清丽恬静。

南朗具有咸淡水海鲜美食之乡的美誉，目

前依托丰富的特色海鲜资源，在华山围南堤逐

步形成规模较大的崖口海鲜食街。在崖口食

街用餐，既可享用到优惠美味的咸淡水海鲜，

又可以欣赏迷人大自然风光。

当提及南朗乃至中山的乡村之美时，若不

说说著名的崖口村，便似乎是无法圆满的。那

是一片静谧安宁的土地，不经意间总弥散着寂

寞而温柔的叹息。它几乎是岭南村景的代表

与象征，同时又曾被赋予“乌托邦”、“最后的人

民公社”等标签。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社会

学研究价值、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皆是值

得浓墨重彩书写的篇章 ；而“最美乡村”之誉，

海风与稻浪交织成的迷人景致，更是让无数寻

找乡间野趣的城市游客流连忘返。

崖口的自然之美，还在于那粼粼碧波中的

红树林。它们生长于崖口村至平顶村近五公里

的沿海滩涂上，占 800 亩左右的面积。因为围

海造田等原因，中山的红树林群落一度处于濒

临绝迹的状态。如今的红树林，不似往日那般

枝繁叶茂，它们零散分布着，树种也不多，以红

树科秋茄树、紫金牛科桐花树及爵床科“老鼠

勒”为主。那簇生的枝叶，看似纤细，但其根系

纵横交错成网，阻挡风浪的冲击，也捍卫着这片

海岸堤围的祥和安逸。若是在晴天的午后，幽

无际稻海连接碧海蓝天

崖口村

海风与稻浪交织成的迷人景致。缪晓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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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口村的现代田园牧歌。吴飞雄 摄

崖 口 的 自 然
之美，在于连片的
稻田。吴飞雄 摄

崖 口 飘 色 是
一种具有地方特
色的传统民俗和
民间艺术。

吴飞雄 摄

船家。缪晓剑 摄

村中喜事。明剑 摄

村头一瞥。缪晓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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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中 共 党

员谭桂明在崖口各堡

组织更夫队的基础上，

组建崖口乡警队，并在

1939 年的横门保卫战

中开赴前线。1940 年

3 月 6 日，日军从拱北、

唐家、金钟、叠石等分

多路大举入侵中山，国

民党中山县政府当局

和军队望风披靡，不战

而退。中共中山县第

四区区委书记谭桂明

与崖口党支部成员率

领乡警队在崖口村附

近公路上英勇阻击进

犯的日军，表现出中国

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

气概。1940 年 6 月，为

发展敌后抗日武装，根

据县委指示，谭桂明带

领部分乡警队员转移

到中山九区与长洲乡

警队、驻九区的欧初小

队汇合，成立党领导下

的中山抗日游击中队，

谭桂明任党代表。

     翠亨村，一个原本十分普通的小山村，却因

为诞生于此的世纪伟人——孙中山而闻名于

世，翠亨村有孙中山故居、陈列馆、公园、翠亨

宾馆和中山纪念中学。孙中山故居由孙中山

亲自设计，1966 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 100 周年，

在故居旁兴建辅助陈列馆，馆名由宋庆龄亲笔

题写。

     土生土长的中山人对孙中山故居一定不陌

生。不过，大家对故居身后的翠亨古村落未必

了解。孙中山、陆皓东、杨心如、杨鹤龄四人皆

出自翠亨村，他们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

革命斗争中被乡人誉为 “翠亨四杰”，中共中央

第六届政治局常委杨殷亦出生于此。如今，在

翠亨村仍然可以寻到他们的足迹。

    跟随孙中山儿时的足迹，越过由他兄长出

资兴建、孙中山亲自设计并短暂居住的红墙故

居，便来到了翠亨村的老街古巷。据说，展馆

为了保护孙中山故居及其文物环境，利用邻近

孙中山故居的民房，复原、仿建了部分清末民

初的民居，立体再现了翠亨村当年社会各阶层

家庭的生活状况。

     置身其中，仿佛穿越到百多年前，走在石板

街上，孙中山故居奇特的造型、当地民居墙壁

上精美的雕花、岭南特色的古宅神龛、摆放古

老“火烛车”的更楼、“神还原”的九大簋、象征

富贵闪闪发光的“蚝墙”……一砖一瓦背后都

随伟人足迹穿行民国老街

翠亨村

置身翠亨村，走在石板老街上，仿佛穿越到了百年前。缪晓剑 摄
翠亨村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夏升权 摄

★红色记忆



092 093

有讲不完的故事，人们不但可以了解伟大人物

成长初期的历史环境，同时也可感受珠江三角

洲地区独特的民俗风情。

    天地之灵气，无外乎坐拥山水。东望伶仃洋

让翠亨有了生气，而西伴五桂山，则让她有了

灵性。 除孙中山故居外，翠亨村以及周围有

20 多处文物点，包括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陆皓

东故居、杨殷故居、孙眉墓、陆皓东墓、孙昌墓

等。

    在孙中山故居旁，一条两旁矗立着苍苍郁郁

的古榕树的小路一直延伸到中山纪念中学的

门口，而这里的前身则是“私立总理故乡纪念

中学”，是由孙中山先生的长子孙科于 1931 年

一手创立的。由中国近代杰出的建筑师吕彦

直设计的纪念中学校舍多是红墙绿瓦，飞檐雕

梁，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古典复兴主义时期”

的典型风格。这一建筑风格也与其主持设计

的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的主调大体

一致，也由此成为吕彦直设计的孙中山纪念设

施的系列组成部分。 

据悉，中山纪念中学旧址是目前珠江三

角洲保存较完好、规模较大的民国时期的建筑

群，对于保护孙中山纪念建筑，研究近代中国

建筑文化及教育发展都有重要意义。中山纪

念中学旧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毗邻孙中山故居还有“中山影视城”。园区

内还原南京中山陵、总统府、广州起义指挥部、

黄埔军校、上海孙中山故居、日本孙中山故居等

18 个历史场景的景点，再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

历程。还有中山近代名人馆、辛亥革命历史图

片展览馆等共 62 个参观景点，漫步其中，能真

切地了解孙中山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

     翠亨村至今已收获“全国文明村镇”、 “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等多项“国

字”号招牌。

翠亨村抗日乡长陆宪山，是从小与孙中山在乡中一起念私塾的同桌，又是同盟会员，

他给予抗日游击队很多的支持。据说出于对孙中山的尊敬，日本天皇曾下手谕 ：凡有孙中

山像的地方都不得造次。因此，日军对孙中山的故乡也不敢太放肆。正是利用这一点，虽

然离敌人咫尺，地方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游击队常在翠亨村一带活动。翠亨村的中共党员

杨日韶、杨日璋的兄弟姐妹全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其母亲杨伯母更热心支持抗日。南番

中顺中心县委和游击区指挥部的领导林锵云、罗范群、谢立全等都在她家住过。共产党员

杨维学的家，也一度成为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印刷宣传品的场所。

杨殷故居。 
黄春华 摄

陆皓东故
居。明剑 摄

翠亨村的街巷。黄春华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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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深处有人家”，翠山公路逶迤盘旋，

逸仙水库深山藏闺，其间竟然也还有住人的

村落。石门村便是靠近逸仙水库的一个小村

落。

孙中山小时候曾嬉戏游玩过的石门村兰

溪河畔，这里的风景正在逐日变换着。

怀抱着年华的厚度，城市的建设又在这

片土地上织就新景。借旧地老屋改建成的“画

家村”、崭新的美术馆等，也形成了可举办艺

术展览、研讨交流会、美术作品交易及供艺术

家创作发展的一体化平台……

村里的日子是安安静静的，只有层层叠

叠的枝叶在习习清风中窸窣作响。冬日的午

后，想象中“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热

闹并不曾出现，街外的喧嚣扰攘也仿佛与这

里无关。但矗立于孙中山故居附近的石门牌

坊倒是显眼，近几十年独有的建筑风格看上

去虽有些年头，却也不至古老，鲜亮的颜色，

映了满眼市井的温悦。

翠亨石门，蜿蜿蜒蜒的一径大道，接连汇

合着 20 个自然村。据《广东省中山地名志》

记载，石门历来为乡、大队名，亦曾为村委会。

从前村中人务农，主产稻谷，次为花生和薯

类。所辖各村多处于山丘延绵地区，多为中

山抗日根据地。而翠亨村委会的张锦华表示，

石门如今属翠亨村委会所管，已不称村了。

唯独是人们偶尔提起杨贺、兰溪、田心等隶属

地名时，才冠以翠亨石门为前缀，好与别处同

名之地作区分。

如今的村子，颇有些寂寥的况味。有部

分残破的宅子，那淡灰白的砖墙角落，犹嵌着

精致的雕刻花纹，但院子的围墙时有倾颓，散

落的青砖里正摇曳着青绿转黄的蕉叶。壁上

的对联褪了鲜色，被晒得苍白，但那淡然的祈

青山怀抱碧水环绕

石门村

福字句却也并无伤感。再往深处走，始见有

簇新的居民楼，门外石椅上飘零着一地鞭炮

燃尽的红屑，闸内有犬吠得人心慌。才察觉，

浓浓的生活气息都深藏此间了。

石门有水，却不显见，但乡间那一片氤

氲气息，却浸润着水的温柔。走至翠山公路

旁的白石岗村，便能约略窥见那主坝外坡上

刻着“逸仙水库”四个清秀大字。而从平整

公路往里看，目之所及处，便能见到那一汪

似蓝似绿的碧水，掩藏在深深浅浅的绿意

中。和煦的冬日夹着风，倾泻在如镜的水面

上，映照起潋滟的波光。村民感念着水库的

滋养，亦为我们道出了它的历史 ：逸仙水库

于 1956 年动工，1962 年基本建成，总库容为

599 万立方米，以灌溉为主，兼具发电功能，

自 1985 年起，更开始对石门、翠亨居民及翠

亨宾馆供水。

     岁月悠悠，如今的石门，仍留有前辈们深

深浅浅的影迹。人们还会提起，华侨家庭谢

氏那五朵金花。伫立于木子埔村正街 10 号

那栋简朴的谢家祖屋，散落在村中各处的“月

香亭”、“月珍书屋”，以及由谢家姐妹捐资兴

建的村道、校舍、办公楼，处处传颂着谢家姐

妹的故事。她们在日军入侵时，家破人亡，颠

沛流离，天各一方，但怀着坚定的信念，在解

放后，又为小山村的建设默默奉献，以赤诚之

心，惠泽村民。

石门白石岗村白石岗正街的那座灰墙古

宅，同样细诉着一段段惊心动魄而感人的历

史。屋前的门牌写着“贺带烈士故居”，朴蓝

木窗框敞开着丝丝细缝，掩映着前事。但静

物无声，便无法言说，这位英勇的屋主当年是

如何以砖块、石灰在院内砌成一段夹墙“机

关”，并借此悉心掩护与照顾那些受伤的游击

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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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村掩藏在深深浅浅的绿意
中，浸润着乡间的温柔。缪晓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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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山人民抗日

斗争的领导，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

决定建立一支独立自主的、在人民

群众中更有威望的、公开有统一番

号、内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部

队——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并于

1944 年 1 月 1 日发表了成立宣言。

义勇大队驻石门村时，大队领导欧

初、罗章有等均住在石门杨贺村正街

6 号。

1944 年 7 月，游击队在石门村附

近的张蟛蜞山以只有不到 200 人的

兵力应付 1000 多日军，抗击日军四

路围攻，取得辉煌胜利，为中山人民

抗日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以少胜

多的著名战例。此外，村内及附近还

有石门九堡惨案纪念墓园、烈士贺婶

故居史迹等。

石门的杨贺、兰溪等村有着许多造型独特的华侨古老大屋。黄春华 摄

石门村的一座红墙小楼。黄春华 摄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队部旧址。黄春华 摄

农家炊烟袅袅。缪晓剑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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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口云吞，在中山和港澳地区都颇有名气。不要看他藏在老巷子里，家庭小作

坊式生产和销售，其以虾糠熬汤底，皮薄爽口馅香为特色而闻名。来到老店前，看

到一个个食客坐在门口等候，你就明白什么叫“酒香不怕巷子深”。要吃崖口云吞，

一定要到崖口村宗祠附近的老巷子里，尽管远离闹市，但依旧吸引着众多食客前

往。崖口云吞与一般云吞最大的不同就是皮薄肉少，所以特别皮滑肉爽。在汤水

中只只清透分明，就算放再久也不容易糊。吃云吞的时候，一定要和汤一起吃，汤

鲜皮爽肉嫩，看上去简单清淡，滋味却十足。新鲜煮好的云吞顺着热汤，一下滑入

口中，十分惹味。

秋冬季节，杨桃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杨桃，透出黄绿相间的颜色。缪晓剑 摄

崖口
云吞。叶
劲翀 摄

★美食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