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今日风光胜地
坦洲神湾线

线路

坦洲镇月环村—神湾镇定溪村

当年御敌据点

推荐理由
源自云贵高原的西江是珠江水系的主
流，自西往东奔流至佛山三水与北江合流，拐
了个弯往南直奔大海。这条大河行至中山西
南部，进入磨刀门出海口。在抗日战争时期，
神湾、坦洲两镇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军民
只要扼守好西江天堑，就能阻止侵略者的人
员和物资从海上长驱直入中山。

神湾镇定溪村、坦洲月环村，地处大沙田
地区，却有丘陵山岭屏障，成为军民据险御敌
的堡垒。如今，兵戈早已平息，乡民安居乐业，
神湾菠萝、荔枝、龙眼等漫山遍野。村边，麻
阳公路斗门大桥、西部沿海高速、广珠西线高
速等干线公路，更让西江天堑变通途。

红色遗迹
★珠纵一支队队部活动旧址（坦洲镇月环村金花山村）

神湾镇定溪邱屋村的“风水林”。文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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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炉山水库，甘露奔流至神湾各处，哺育出菠
萝、番石榴、火龙果等当地特色水果。明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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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湾镇定溪村
平原与山峦共存 果园和鱼集共处
有山有水有平地，可谓世间最简朴而惬意
的景致。神湾镇定溪村，便是这样一处胜地。
沿省道麻阳公路南下，还未及西江斗门大
桥，便可看见最为突出的丫髻山，那是闻名海
内外的神湾菠萝的主要产地，也算是神湾镇
和定溪村的自然标记。
通往定溪村一带的公路边，有处鱼集。新
鲜的渔获，被鱼贩们用一个个泡沫箱子分装
着，隐约散发出源自河海的微腥。不安分的
尾巴噼里啪啦地搅动着水面，任由顾客捻按
挑选。熙熙攘攘的人群，时而扯着嗓子讨价
还价，时而三三两两闲话家常，人声、水声、车
流声，充满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定溪村的平原地带，不少居民曾是渔民。
走近江边，常能看到废旧的船儿被遗忘于水
岸。不过，往丫髻山走去，却是另一番景象。
初夏，菠萝苗漫山，丰收在望。坡地及平地，
则是一望无际的火龙果田。茎叶稚拙，犹如
绿色触手，提着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火龙果。

满眼的绿意间，却有翩翩飞舞的白蝴蝶。置
身其中，让人赏心悦目。
值得一提的是，定溪村是神湾镇为数不多
拥有风水林的村落。林中树木，备受村民爱
护，以体态婀娜的台湾相思树居多。此树本
应广泛生长于沿海林间，但由于不少乡民缺
乏环保意识，几乎被砍伐殆尽，唯独在定溪村
中，还被整片整片地保留，随风招展着媚态。
夏天，满树花开，一片金黄。此外，山头上
不少樟树、柿叶木姜、华润楠、假苹婆、楝叶吴
茱萸等，聚落或交错而生，编织成一张层层叠
叠、深深浅浅的绿毯。半坡碧绿之间，更掩映
着村中鲜见的老屋，悄然独享着幽静山水。
神湾定溪，山林葱郁，间或人烟，如此与自
然亲近的居住环境，自是让人羡慕。或许，世
间所有的诗意与童心都与大自然同在，当你
触及天地，栖身其中，便能引发无穷想象。只
不过是忙碌的我们，遗忘了这些简单的美好
罢了。

巍峨的神湾镇丫髻山。吴飞雄 摄

★美食记忆
定溪村丫髻山被戏称为“菠萝
山”，神湾菠萝，源于此地。
神湾菠萝种植至今，已有百年历
史。自 1915 年由旅居秘鲁的华侨引
进试种成功，得以推广，成为当地特
产。除了丫髻山，附近宥南村、海港
村的山地，亦多有种植神湾菠萝。早
在半世纪以前，该品牌已享誉省港
澳，远销东南亚。神湾菠萝有两个品
种，旧种个大且“麻脸”，现在所种的
“金山种”果眼浅、果心嫩，食用时无
需蘸盐水，甜爽清新。正宗的神湾菠
萝，带果梗，因自然成熟，故表皮青黄
不均。
近年，每逢菠萝、火龙果、荔枝、
龙眼等佳果丰收季节，便引无数城中
人循着果香驱车而至，然后在此游玩
半天，待傍晚时分，再捧着丰美水果
满载而归。

被果树“包围”的神湾镇定溪村。吴飞雄 摄

★红色记忆
丫髻山主峰海拔 386 米，是神湾镇
最高点。抗日战争时期，丫髻山一带，
曾是五桂山游击队的活动地点之一，
山林起伏，正好掩护战士们阻击敌军。
1945 年 2 月，珠江纵队一支队在此攻
打神湾伪军据点。

神湾菠萝，名扬中外。付希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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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洲镇月环村
沙田忽变山区
领略野趣之美
坦洲镇，典型的沙田地区，冲积平原。然而，
从坦神公路往神湾镇方向驶去，忽变山区。
进入月环村，这里是五桂山脉的“尾巴”，东
西走向的五桂山第二高峰铁炉山、南北走向
的侧船岗，两山像张开的臂膀把村庄“环抱”。
沿海高速、广珠西线高速两条公路，也在山峦
间交汇。
走近月环，有一条河涌，溪水发源于铁炉
山。在明清时期，这条河涌曾是通往外界的
运河，带来茶叶、丝绸等商品，甚至还有建屋
的石块。如今，溪边郁郁葱葱的竹林倒是有
几分摇曳生姿，有人甚至在河涌放养了观赏
锦鲤。
往铁炉山走去，有一个据说是 20 世纪 70
年代建立的供水塔。当年，小村未通自来水，
村民们多数依靠水塔，接铁炉山溪水使用。
当下，水塔完成历史使命，楼梯和塔身都爬满
了藤蔓。
深入铁炉山和侧船岗，便是数百年来一直
庇护着村子的风水林。满眼苍翠，土沉香、五
月茶、沙托等树种随处可见。最为出名的莫
过于“土沉香”，中山有“中国沉香之乡”美誉，
这里密集生长着十几棵沉香树，树干直径都
在半米左右，最高的达二三十米，最大一棵分
成四个树杈散开向四周生长，根部树干一个
成人都抱不拢。
土沉香生长缓慢，四五十年树龄的树木，树
干直径一般比碗口稍大。树围能达 2 米多的，
树龄应在 300 年以上。侧船岗的土沉香群，
不仅数量为全市之最，目前发现的单棵树干
最大的也在其中。
可惜的是，和中山其他很多地方的土沉香
一样，好多株土沉香靠近根部的树干被人偷
砍过，树干上有不少伤疤。这些盗砍劫难，大
多发生在改革开放后。土沉香的药用功能和
价值越来越出名，土沉香树被盗砍成风，侧船
岗上生长的沉香也不能完全幸免。

如今这些名贵树种已经被很好地保护了起
来，村里不仅给这些名贵树木建设护根围基，
还在岗上修建了水泥小路，让侧船岗成为村
民平时休闲和登山爱好者的好去处。
村里的主干道直通铁炉山水库，沿路往山
顶走，
“快活谷”山水泳池就在半山腰。到了
天气炎热的 6— 8 月，快活谷就成了当地人消
暑的好去处。
“快活谷”再往上走两三百米，便到了铁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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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库。水库能容纳 156 万吨山水，服务 5
个村落约 7000 人，灌溉面积达 4000 亩。水
库大坝看起来颇有气势，环境优美，空气清
新，满眼葱翠欲滴，路两旁的野花黄得抢眼。
水库并不是铁炉山的终点。过了大坝，
往北
还有一片荔枝林，再往北就进入到莽莽山林。
不少“驴友”喜欢来这里徒步探险，
坦洲镇起步，
横穿三乡镇，
再到五桂山腹地，
其间要溯溪、
爬
山，
领略溪水之秀、
巨石之怪、
山野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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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坦洲镇月环村、如
同蜿蜒玉带的广珠西线高
速公路。文波 摄

定溪邱屋村。黄祺轩 摄

★红色记忆
1945 年 5 月 9 日，
日、
伪、
顽军向五桂山
抗日根据地发起“五九大扫荡”
。其后，
周伯
明、欧初等带领珠江纵队及一支队主力 200
多人转移至坦洲镇月环金花山村。得到金花
山村群众鼎力支持。周伯明和第一支队领导

人根据中山敌后抗日武装斗争面临的困难，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
为了保存力量，
决
定暂时避开日、
伪军和顽军的“扫荡”
、
围攻，
将部队分批秘密转移到东江抗日根据地。

每年秋天是神湾禾虫的收获季节。吴飞雄 赵学民 摄
游客采摘神湾菠萝。明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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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坦洲、神湾水边的疍家
人，晒腊味的食材肯定少不了渔
获。吴飞雄 缪晓剑 摄

★美食记忆
铁炉山和侧船岗一带，依山傍溪的田
园种了好多农作物。半山腰有连片果园，
种
的是坦洲名产——番石榴。
坦洲番石榴，早开花、早结果、多开花、
多结果，
不论从果实外观、
颜色、
重量和内在
品质的色香味上，
都达到优良等级。这一带
不仅吸引了很多中山本地人，即便是附近
的珠海，也有不少人专门驱车到坦洲采果
游玩一番。
因为与大海的亲近，坦洲美食多以海
鲜居多。坐落于坦洲镇中心的大兴水乡人
家酒楼是本地人最中意摆酒办喜事的酒
楼。这是一家经营 20 余年的老字号，以水
乡饮食文化为特色，为食客呈现金斗湾疍
家宴独具的大沙田风味。如特色的疍家蒸

神湾、坦洲一带盛产热带水果。余兆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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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运用传统水乡疍家人腌制晾晒的腊
肉、鱼干、虾干，悉心烹调，风味独特，让人
“食过翻寻味”
。不少珠海、澳门的游客，周
末都爱到坦洲大冲口水闸，先摘果后吃海
鲜，
休闲半日游。
每年 5 月到 8 月，神湾出产的神湾菠
萝以及神湾火龙果等，大多出自该处。其
中，神湾镇丫髻山菠萝专业合作社神湾锦
洪果场，果场种有大片的菠萝、荔枝、龙眼、
火龙果、
黄皮，
更有 40 多棵超过 130 岁“ 高
龄”的荔枝树，
是神湾现存面积最大荔枝园
之一。中山市神湾镇广隆饭店于 1998 年创
办，是一间以经营禾虫菜式而闻名的特色
饭店。饭店的陈老板是中山市禾虫协会会
长，
出品的禾虫菜式一直深受各方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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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岁月，
波澜壮阔，
刻骨铭心 ；
一种精神，
穿越
历史，
辉映未来。
1937 年 7 月 7 日，随着北平宛平城外第一声枪
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侵华日军从华北、华东和华
南三个方向向中国腹地推进。在距离北平 2000 多
公里以外的南海之滨，日军从中山县三灶岛登陆，打
响了华南战场的第一枪。面临外敌入侵，
百万香山儿
女从未放弃过抵抗。从横门到石岐，
从三灶岛到五桂
山脉，
到处都留下了抗日游击队、
抗日壮丁队的身影 ；
在中国抗战史、
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史中留下了悲壮不
屈的一笔。
共产党在五桂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后来成为
珠江敌后抗日斗争的中心，珠江纵队、中区纵队都是
在这里成立的。整个抗日战争时期，
中山的抗日游击
队先后同日军共进行了 140 多次战斗，
300 多人牺牲。
斯人已去，
抚今追昔，
红色永存。
重走这些红色革命路，梳理这些红色遗迹，无不
让人重温起老一辈革命人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
历经
艰险的革命精神。这些可贵的革命精神即使在当下
仍具有现实意义，
值得我们后人借鉴和学习。
本书从游客的视角，勾勒出了一条条红色旅游
线路，孙中山故居、崖口万顷稻田、五桂山古氏宗祠、
横门保卫战战场遗址、
田心森林公园……无处不讲述
着故事，无时不流露着历史。带着读者回到那个热
血沸腾的年代，让抗战先驱的故事变得更有血有肉，
与现代人直观体验世界的方式更为契合，
让人久久回
味，
难以平静。
在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的同时，游客还能享
受现代旅游带来的愉悦和轻松。中山每个镇区都有
与众不同、多姿多彩的旅游资源，自然生态、历史人
文、
餐饮酒店、
农业工业、
现代服务业等各种旅游元素
推陈出新，
珍贵的文史文物与秀丽的自然环境相互依
托、
巧妙融合，
形成了特色显著的旅游线路。
品读完本书的每一个章节，倾听了这些故事，相
信你一定能寻找到和生命关联的经验和思想，
启迪生
活智慧，
勿忘历史，
传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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