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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岐区张溪村—机关一幼—学宫—太原第—西山寺—西区长洲村

★中共中山县工作委员会成立旧址（石岐区莲兴社区莲塘路 8 号中山市第一幼儿园内（原郑氏公祠））

★张溪革命传统展览馆（位于石岐区张溪村梁氏大宗祠内）

★中共中山县工委活动遗址（石岐区学宫遗址和泮水桥位置，即今孙文东路中山市人民医院内）

★烟洲书院——中共长洲乡支部活动旧址 （西区长洲社区石台街 5 号）

★隐士祠——长洲战时服务团团部旧址（西区长洲社区松柏林大街 50 号隐士祠）

★长洲黄氏大宗祠——中山一区游击训练班旧址 （西区长洲社区西大街 8 号）

城区线

漫步石岐忆当年
史迹尽是教科书

12 

“石岐好好耍”这句俚语，人所共知。石

岐，古称“铁城”。从香山到中山，石岐一直

充当中心区域，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政治、经

济、商贸、文化中心。

石岐，是一个充满了历史气息的地方。

穿行在街头巷尾，西山寺、古城墙、老榕树、旧

牌坊……在不经意间，总能与历史撞个满怀。

香山诞生最初的“胎记”，在这里仿佛伸手可

及 ；改革开放后，石岐成为中山成长最为蓬勃

的标本，城区从“石岐街”扩展至如今的东区、

西区和南区乃至更远，延伸脚步从未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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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一幼内郑氏公祠的精美斗拱。余兆宇 摄

线路

推荐理由

红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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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冬，中 共 张 溪 党 支 部 成

立。

1939 年初，中共中山县委搬到张

溪乡河北大街梁沛洪家内办公。

1943 年 11 月，黄峰当选为张溪

乡乡长。中共珠江特委书记梁嘉指示

让黄峰去当这个乡长，而且一定要做

“白皮红心”。黄峰挑选了一批党员担

任乡中职务，该乡的党、政、军、财、文

都掌握在地方党组织手里。

1944 年，张溪乡民用投禾虫票的

款项，买了一挺机枪送给中山人民抗

日义勇大队。

漫步“郊区”张溪 古今元素交融

石岐区张溪村

如果你第一次来中山，恰好乘坐城轨动

车，从铁路高架桥走下地面，脚踏实地的第一

步，就踩在石岐区张溪村的土地上。一路向

城区进发，富有后现代气息的文化产业园、快

速公路、高品质住宅小区、城区人气最旺的大

信·新都汇商圈、最纯粹的中山风味菜馆、五

星级酒店……各类现代化元素纷至沓来，不

过，我们仍身处张溪的地界内。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中山城区的规模

远不及当下。袖珍玲珑的石岐，多年来被本

地人称为“石岐街”。当时，石岐以外，包括

张溪在内的几个村落，被定义为“郊区”。20

多年后，郊区换新颜，新旧文化元素却水乳交

融，相得益彰。

例如，大信·新都汇西侧有一座白衣古

寺，又名白衣庵、观音庙、紫竹禅林。它坐落

在庵前山上，始建于明代崇祯十三年（1640

年）。到了清代嘉庆年间（1813 年）获重修，

渐具规模。关于这座中山名刹，有诗赞曰 ：

“古树盘冈路，高台出赤霄 ；鸟飞平野出，云起

乱山椒 ；霁色融朝雪，钟声落暮潮 ；乍登孤兴

发，相与惜陵苕。”

如今的白衣古寺，采用二进三间，并设有偏

殿。建筑为硬山式顶，穿斗抬梁混合式木架构，

墙上饰有灰雕，保存着显著的明清时代特色。

游罢白衣古寺，旁边的大信·新都汇广

场最适合潮流人士“寻宝”。这是一个集购物、

娱乐、饮食、休闲于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

占地 10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22 万平方

米。广场包含 7 层商业娱乐城、景观步行街、

高档住宅小区等，设有国内少见的全层大型

室内公园、音乐喷泉、极限攀岩等。

梁氏大宗祠。余兆宇 摄

梁氏大宗祠。余兆宇 摄

梁氏大宗祠。余兆宇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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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岐好好耍 处处皆胜景

石岐区机关一幼、学宫、西山寺一带

从“郊区”进入真正意义的老石岐，街头

巷尾，处处透出历史文化气息。不经意间，触

摸香山诞生的“胎记”，又能尽览城市快速成

长的元素。

“中山新十景”中，石岐区有 3 个景点上

榜，分别是仁山玉宇（孙中山纪念堂）、阜峰文

笔（烟墩山七层古塔）、老街新韵（孙文西步行

街）。其中，孙中山纪念堂位于老石岐的中心

位置。整座建筑充满了浓厚的民族风格，从

高空鸟瞰，是“中”字 ；从地面平视，则是“山”

字，以资纪念这座城市诞生的伟人——孙中

山先生。

步出纪念堂，沿着孙文中路往前走，百米

开外就是西山寺。其原名仁寿禅林，又称仁

寿寺。也称武峰、第一峰。西山寺始建于明

朝嘉靖年间，是乡贤读书之所 ；改为寺院后，

延僧居之，距今已逾 400 年。目前，西山寺

内设伽兰殿、韦陀殿、大雄宝殿、准提殿、观音

殿、六祖殿、地毅殿、塔殿等，雄伟壮观。“红

棉旧荫，福地重光”、横批“仁寿禅寺”的对联

留存至今。

西山寺下，百米开外，便是“老街新韵”

孙文西步行街。它以城市文脉为主线，在历

史、建筑、饮食、习俗、商贸等各个角度全方位

展现中山文化。步行街两旁，坐落着经历数

十年、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历史建筑群，至今

保存着精湛木雕、灰塑等中西合璧建筑体，以

及南洋风格的骑楼，凝聚了中山海外侨胞的

乡情。

1940 年，伪绥国军冯震球一团随日军占

领石岐后，不久被打起“和平建国军”中山总

司令番号的吕春荣取代。该司令部起初设于

拱辰路，后移至西山寺中山纪念图书馆，下辖

6 个保安团。日军占领图书馆时，曾毁掉馆

内一批珍贵典籍。

漫步步行街，不经意间转弯，就能攀登烟

墩山。“阜峰文笔”烟墩山七层古塔，就坐落

在山顶。它建于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

是一座七层八角的砖砌花塔，传说是为了改

变当时香山县的贫穷面貌而建。登高眺望，

石岐风光尽收眼底。

如果在步行街一直往西走，直抵岐江东岸，

母亲河两岸胜景更蔚为壮观。兴中广场，富华

酒店，岐江公园，岐江桥、光明桥、员峰桥等 3 座

国内罕见的开合桥……老石岐的“山、水、城”

格局，800 余年未变，却时时旧貌换新颜。

【郑氏公祠】1937 年，中共中山县工

委在郑氏公祠宣告成立。郑氏公祠位

于孙文中路东侧起点、今中山市机关第

一幼儿园内，红墙绿瓦，“金”字屋顶。

【学宫】机关一幼南侧、今中山市人

民医院内，曾是学宫所在地，现存石桥

一座。学宫曾是中山县立第一小学，也

是中共中山县工委的活动旧址。1940

年 3 月，日本侵略者占领石岐，一直以

学宫为指挥中心，司令部、大队部等先

后设于此地，直至投降才退出。

【太原第】此地为中共中山县委第

一次武装工作会议的旧址。会议决定，

县委的中心工作就是加紧准备武装斗

争，以五桂山作为将来的游击根据地 ；

并以中中别动队为基础，建立一支县委

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 ；试行领取地方

团队番号发展抗日武装，“挂国民党的

牌，办共产党的事”。

西山寺六棉古道。夏升权 摄

机关一幼。余兆宇 摄

太原第。文波 摄

学宫遗址。文波 摄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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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士辈出保家园，长洲烟雨续升平

西区长洲

    “万顶中间螺髻青，人家环绕住升平。鹤汀

凫渚虽烟雨，长有渔歌牧笛声。”元代香山知

县黄棠饱览长洲美景，留此诗句，于是，中山

西区长洲村一带，便留下“长洲烟雨”别名。

    如今的中山西区，车水马龙，昼夜喧闹，是

这座城市最富有商业气息的区域之一。富华

道旁，容得下古朴典雅的“长洲烟雨”牌坊，

转眼作别烦嚣，进入姿态轻柔、道路弯曲的长

洲。

这里的烟洲小学，里面有一座烟洲书院，

是全市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书院。步入书院，

大门正中的挡屏，图案取“鲤鱼跃龙门”之意。

绕过挡屏，天井豁然开朗，一根横梁上还用绳

子吊着古铜色的铃钟，成为烟洲书院的标志

物。书院仍保存着古代的教书育人格局 ：20

多套古色古香的暗红色课桌凳排成几排，先

生的戒尺放在案台，书院两侧挂满木雕的《诗

经》、《百家姓》、《三字经》词句……烟洲小学

的小学生，至今仍在这里上书法课。

烟洲书院旁，便是长洲黄氏大宗祠。清

幽淡雅的宗祠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三开间

三进布局，两边附有厢房。一如珠三角地区

其他祠堂的装饰风格，黄氏大宗祠同样呈现

了精湛的灰雕、木雕和砖雕技艺。尤为称道

的是蚝壳墙，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呈现中山咸

淡水交融的地理特征和人文历史。

步入前座，再进后座，除了供奉先祖画

像，这里的漆金雕花供台还供有醉龙 9 条。

长洲舞醉龙，以最有渊源、保护完善而问鼎中

山，2008 年被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长洲大桥。文波 摄

黄氏大宗祠前舞醉龙。黄祺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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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岐有什么好吃的呢？石岐佬位

于石岐区康华路。去石岐区必去食店

之一 ，中山著名餐馆之一，人比较多。

餐馆主要经营中山本地各乡镇特色小

菜为主，石岐佬的顶级靓乳鸽远近驰名。

另外，阿炮美食城就在中山五路，环境挺

好 , 前面的大坪更适合晚上做宵夜 ! 阿

炮在中山立足多年 , 一直以咸猪骨和宵

夜出名 ! 价钱一样公道 , 是中山实惠的

店子之一。还有一个不错的去处——雀

鸟轩！雀鸟轩的乳鸽有别样一番风味。

它的做法与传统不同，不是生炸，也不是

红烧，而是采用瓦锅盐焗—以粗盐覆盖

着食材，用砂锅焗制，香口惹味却不上

火。据说它是老板起家时的招牌菜哦！

长洲烟雨虽朦胧，却从未磨平乡民的

斗志和勇气。抗战时期，中共长洲支部在

组织发动群众抗日活动中起了核心作用。

【烟洲书院】是中共中山县长洲乡支

部活动的地方。

【松柏林隐士祠】位于西区长洲社区

松柏林大街 50 号。1937 年底，在中山县

立一小执教的中共党员黄锦棠与其弟黄

煜棠，以开展农村体育活动的形式，发动

了 300 多名家乡青年参加战时服务团，设

团部于该祠堂内 ；先后发展了黄鞅、黄社

雄、黄江平、黄衍枢等青年加入党组织，成

立了中共长洲支部。

【黄健故居】位于西区后山社区后

山大街 74 号，青砖砌成，坐西南向东北。

1935 年，黄健接办澳门中学，团结了一批

青年教师，通过自编抗日教材、教唱抗日

歌曲、排演救亡话剧等，向学生灌输民族

气节、爱国思想，还组织学生、青年参加抗

日卖花募捐，街头演讲和其他社会上的爱

国活动，培育了不少抗日救亡的种子，其

中不少骨干分子后来成为中共党员和广

东抗日战场上的骨干。此外，他还利用濠

江学校校长身份在澳门负责情报工作。

【黄氏大宗祠】1939 年初，中共中山

一区区委在黄氏大宗祠举办游击训练班。

学习班的学习资料主要用黄峰从延安抗

日军政大学带回的文件、书籍和笔记。参

加训练班的有六七十人，其中不少学员成

为中山抗日武装斗争的骨干。而黄江平、

黄鞅等领导的长洲乡警队，成为中共中山

县委所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之一。 “柳暗溪桥路，云封古洞门，牧童村外笛，驱犊下黄昏。”明代诗人黄仲翁曾为长洲留下这样的诗句。抗日战
争时期，长洲有一个战时服务团，在开展抗日宣传、发动民众抗日及支援前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张广洋 摄

黄氏大宗祠祭祖。明剑 摄

1992 年的长洲牌坊。（资料图片）

石岐乳鸽。

★红色记忆

★美食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