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西路步行街改造：中山饮了头啖汤
□黄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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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开始，中国各大城市纷纷兴起了一股商业步行街的改造建设热潮，中山市的孙
文西路与重庆的解放碑街区、哈尔滨的中央大街等几乎同时动工，成为了全国第一批商业步
行街的改造项目。在没有前人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中山用了 1 年多的时间相继完成了两段
步行街的改造工程。修复和改造均忠实还原了这条老街的风貌，把具有浓厚广东侨乡特色的
“南洋风”建筑风格惊艳地再现于世人的眼前，在城建结合文化、旅游、商业多方位同步发
展上作出了成功探索。
细数目前国内著名的商业步行街，绝大多数都在 1998 年后才开始动工改造，如上海的
南京路、广州的上下九路改造翻新工程始于 1998 年；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乌鲁木齐的中山
路，均于 1999 年才举行步行街开街仪式；而武汉的江汉路、天津的和平路、成都的春熙路、
长沙的黄兴南路、大连的天津街等，更是在迎接了新千年的曙光后才开展步行街扩建或改造
工程。中山作为一个中小型的地级市，这步棋走在了众多的大都市之前，再次展现了中山人
“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一、两年磨一剑，筹备功夫做早做足
早在 1995 年，中山市委、市政府就已提出把孙文西路改造为文化旅游步行街。年初，
市政府立项，委托同济大学和中山市规划设计院编制了《孙文西路文化旅游步行街规划》。
当中山市规划设计院及同济大学为孙文西路修缮改造作了大量深入的社会调查时，调查
人员惊喜地发现，像这样保持得较为完整、密集的具“南洋风”特色的建筑群，放在全国都
是一处宝贵的人文景观资源，与此同时，调查人员亦惊讶地发现，那条曾经是商家富贾云集
之地的孙文西路，尽管仍是不少石岐人流连之所，然而，外来打工人员正取而代之渐成为商
业及娱乐业的消费主流。一条老街，上档次、有特色的商铺寥若星辰，而大多数商铺则设施
落后，品种单调重复、品味不高。老孙西，商业品质在下降。中山旅游局负责人分析，旅游
有“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新的孙文西路步行街至少必须具备“食、购”两要素。显然。
以当时孙文西路的商业经营格局和档次，恐难打动游客的心，留住游客的脚步。
因此，当时市政府的最大目的是让修缮后的孙文西路与整治后的岐江河一河两岸形成一
大“T”字。这一“T”字，如与富华道两边商业区及更远的西郊小商品市场互为辐射，遥相
呼应，将组成中山最大的商业经济圈，由此向石岐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要使孙文西路这粒棋子活起来，修缮改造其旧貌，仅仅是第一步。
市规划局当年还邀请了建委、旅游局、房管处、规划设计院、建设设计院等市内多家单
位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座谈。大家认为，中山市作为孙中山的故乡和著名的侨乡，在
城市发展建设中迫切需要加强对城市历史风貌和传统特色的保护和整治。孙文西路是中山市
20 世纪 20 年代形成的道路，
《中山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已将其沿街建筑物及两侧纵深 25 米
的范围划为一类城市历史风貌保护区，并将其确定为旅游购物综合区的组成部分。因此，要
对该片区的空间、市政、道路、交通、防火、防灾、建筑高度和层数、色彩、材料、建筑形
式、原有民居和店铺的修缮等提出要求，并对电杆、电线、广告、招牌、灯饰、环境、绿化、
景观等进行规划、整治、改造、更新，使该片区成为中山市最具历史风貌和传统特色的城市
景区。
的确，在修复改造之前，孙文西路已是中山最具历史风貌和传统特色的街道，它古称迎
恩街，1925 年孙中山逝世时改称今名。这条老街凝聚了中山 60 多万海外侨胞的乡情，他们
祖祖辈辈回家乡建了不少住宅、食肆、商号等，使孙文西路这条当年中山城区的主街道日益
繁华，因而也形成了其具有浓郁侨味的“南洋风”建筑风格。“南洋风”是指这条旧街建筑
空间上整体反映出的一种南洋式建筑风格。从间接源流上看，南洋风建筑体现了 19 世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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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荷兰、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券柱式公共建筑风格的东渐及其影响，其中以欧式山墙、
欧式柱子、阳台及花饰中的巴洛克式样尤为引人注目，当中亦不乏古典复兴主义、折中主义、
浪漫主义、艺术装饰派的痕迹。这些西来建筑的影响，经南洋华侨的中介，传入中国，加之
本土工匠的参与，欧式中融进了华夏匠意，成为了欧亚建筑文化的杂合体。特别是骑楼，它
那贯通成排的店屋界面连续地沿街而立，供人穿行，更是孙文西路的一大特色。骑楼既是街
道的人行道，又是居民日常交往、防晒避雨的场所。孙文西路的沿街骑楼一般几座或 10 余
座毗连，形成参差错落的连续界面，而腰线与檐廊上部高度相仿，外观较为统一。历史也在
这里沉淀着，“十八间”“天妃庙”
“思豪大酒店”“先施公司”“福寿堂药店”等历史建筑记
载着石岐城区的发展印记，而这条弯曲自然的商业街，强烈的方向感能引导着行人向两个方
向自然流动，具备了商业步行街改造的各项要素。
1995 年 9 月 11 日，吴锐成副市长批准了中山市规划局的《孙文西路文化旅游步行街规
划设计任务书》
（下文简称为《规划任务书》）
。这是步行街改造的总方向。
《规划任务书》明
确，孙文西路由凤鸣路口至悦来路口之间的 450 米路段为一级保护、整治区，一级保护区域
还包括孙文西路南侧新开辟的 12 米宽道路（后来命名为泰安路）和北侧 9 米宽的道路（规
划中的石岐新街，后来没有建成）之间的 5.55 公顷的街区。在这一级区域的周边还划出了
二级、三级控制整治区域，以及把烟墩山中山公园南侧 1.7 公顷列为景观协调区。4 个区的
规划范围总面积约为 10.25 公顷。《规划任务书》规定，一级保护整治区要以保护原有建筑
的历史风貌和传统特色为主，并对层数、高度、材料、色彩、屋面、女儿墙、地面及装饰等
均有严格控制的规划、措施和要求；二级、三级区域适当逐级放宽要求和限制，其中三级区
域允许在保持一定的风貌和特色的基础上把建筑高度、层数、容积率等稍为提高以利于旧城
改造。
1995 年 12 月，中山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完成了《孙文西路文化旅
游步行街规划》。
1996 年 4 月，中山市孙文西路文化旅游步行街建设指挥部成立，吴锐成副市长任总指
挥，陆国良副市长任副总指挥，成员有市政府、侨办、旅游局、商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局、
电力局、外经贸易委、文化局、环保局、建委、规划局、国土局、城建办、房管处、城区交
警大队以及相关的岐江区、烟墩区等单位的负责人。
1997 年 5 月，中山市招标办发出孙文西路步行街第一期改造——凤鸣路口到大庙下路
段修缮设计方案招标书，以邀标的方式邀请 3 家单位参加。
7 月 8 日，评标会在市建委举行，市规划设计院的方案在 3 家竞争单位中胜出中标。他
们的方案优势何在？当年笔者采访了该院两位院长，他们说出了其中的奥秘。
事前做好深入细致的调查，是市规划设计院中标的关键因素。该院余启沃院长说，早在
1995 年，该院已成立了 6 人的项目小组，对城内所有保存得较完好的清末民初建筑作了调
查，收集了一大批资料。然而，还有更具体的调查。副院长刘慧林说，这段期间他们共做了
40 份调查，发出了 600 份问卷，全面了解市民对步行街的看法和期望，令他们感到意外的
是，这 600 份问卷的回收率竟达 90%，市民对步行街的关注程度可见一斑。更难得的是，项
目组还专门对孙文西路各店铺的经营情况、顾客类型及数量、街上人流量及行人类型等做了
调查，如早上 7 时蹲在石岐旅店前观察住客种类，观察红旗电影院各场次的观众类型。刘慧
林感叹地说，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孙文西路的商品质量下降了，如石岐旅店的客人多为民
工、鞋匠等，许多商店销售的为中低档的商品，这与当年名流商贾云集的老孙西有点不大相
称。
原中山市规划设计院设计师，孙文西路修缮、改造工程的主要建筑设计者陈建标回忆说，
为了做好方案，他们几乎走遍了中山所有民国建筑保存得较好的街道，如石岐城区的太平路、
长堤路（现已拆除建起了兴中广场）、拱辰路等，沙溪的溪角，南朗的大环村等，还到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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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山、开平，以及广州的沙面、上下九等地，收集相关的同类型建筑的式样、装饰元素等
资料。“经过比较，我们觉得最能体现巴洛克风格与岭南风格完美结合的还是中山的民初侨
房，这可能与当时工匠的审美水平有关。中山毗邻港澳，工匠见多识广，在施工中便会有更
好的发挥。”陈建标说，“我们还在庆隆里找到一位 90 多岁的老人，听他讲述孙文西路的故
事，把这些文化元素融进改造方案中；另外，我们还到市博物馆找了大量的旧照片。除了用
于参考设计外，这些照片后来由一位华侨在美国烧成瓷片陈列在步行街上。”
由于做了深入的调查，市规划设计院的方案较为切实可行，耗资不多，这与其他需要大
改大建的方案相比，胜出便顺理成章了。
二、修缮改造不简单，确是一门艺术
1997 年 8 月 20 日，孙文西路文化旅游步行街改造第一期工程的第一阶段——从商业大
厦（今中天广场）至大庙下街的 146 米改造开始施工，总建筑面积 1.39 万平方米。该段工
程费用接近 600 万元，于当年 12 月 31 日竣工。第一期工程的第二阶段——从大庙下街至中
山百货大楼的 350 米工程由 1998 年 5 月 15 日开始施工，9 月竣工。除修缮、改造街上原有
建筑外，还包括在大庙下建起内有饮食广场等设施的较大型文化广场；在东面入口处，结合
烟墩山中山公园主入口的改造，建设停车场、中巴站以及饮食茶座等；在街中段，还设一个
小型的露天茶座。第二段总造价为 729 万元。此外，同时进行的还有在孙文西路南面平行新
开一条 15 米宽的泰安路，以使之承担孙文西路原有的交通功能。
为什么这两项工程都称为第一期？因为本来市里还有第二步计划，就是把孙文西路北面
烟墩山脚的庆隆里、三元庙片区改造成与孙文西路平行的一条商业、饮食、旅游一体化街区，
命名为“石岐新街”，拆迁规模为 230 户、2 万平方米，2003 年的工程预算投资为 4000 万
元。后来，该工程搁置，以后就没有再被提起。
但纵观第一期的改造修复效果，确实做到了“以保护恢复为主，改造开发为辅，焕发城
市魅力”的目标，达到以城市文脉为主线，积极发展文化旅游的功能，在历史、建筑、饮食、
习俗、人文等多项层面上体现城市历史文化内涵，研究、探索了旧城更新的新路子。
孙文西路修缮、改造，绕不开几个大问题：一是建筑质量。孙文西路沿街建筑大部分为
清末民初兴建，年代久远，又多为砖木结构，杉木楼板长期受风雨侵蚀， 墙体结构受不同
程度破坏，部分楼房几十年没有进行过定期、系统的翻修，造成外墙表面严重剥落、空壳；
杉木楼板受到腐蚀，使柱头出现裂缝。二是街道的交通组织、车辆停放、环境品质、外部空
间组织、绿化等方面与规划目标有相当大的差距，亟待分期分段组织整治实施。三是基础设
施严重不足，道路需按步行街要求进行大整修，当时街道的各种管线破旧，杂乱无章，存在
不少隐患。此外，孙文西路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建起了几个新建筑，虽然建筑质量较好，
但建筑形式与现状风貌极不协调，必须要进行改头换面式的改造。还有，土地利用及产权归
属也是个大问题。规划街区范围 10 多公顷，街区内绝大部分建筑产权为公产，私产仅占极
少数，为有计划改造街区提供了良好的产权运作条件，但孙文西路沿街建筑私产占的比例较
多，且多为侨房，对沿街的修缮、改造带来不少困难。而规划街区内除沿街两侧是底层商铺，
大部分为居住用地或商住混合用地，建筑密度大，商业服务网点不合理，设施落后，品种单
调重复，品味太低且缺特色。外部空间组织无序，绿化及开放空间极少，造成土地利用的低
效益和设施的低效能，抑制了传统街区应有的活力。
为此，在修缮中，设计、施工方定出了“点、线、面统一”的原则。“点”是重点建筑
绝对保护，
“线”是指沿街建筑的恢复、改造，
“面”就是成片街区的协调改造、开发，从而
达到以保护指导改造、开发，以开发、改造促进保护的目的。
在平面及空间布局方面，所作出的处理也是相当艺术的。如：保留原有自然、舒展有机
的布局体系；通过对传统街巷网络及宅、巷图形的拓朴关系，提出巷、广场、宅的组合方式，
以此作为更新后的街巷空间母形，更新后的街、巷与旧的体系相吻合，尽量继承原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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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让人们回忆和欣赏到不断变化的旧城风貌。 规划设计还注重街区整体布局的有机联系，
注重功能及绿化环境设计，强调街、巷的结构布局，空间上注意“收”与“放”
，创造统一
而又富有变化的节奏韵律，对街道曲折的视觉中心地段的建筑物加以重点处理，用塔、亭、
碑、楼、雕塑、浮雕、花饰等建、构筑物或艺术手法，体现出城市对景与借景的美学价值。
在孙文西路文化旅游步行街第一期工程全长约 500 米的规划设计和施工中，设计者将两
条街拓宽形成广场：一条是沿思豪大酒店西侧向南沿大庙下的街道，施工人员拆除了部分
20 世纪 70 年代建成的建筑物，建成了大庙下文化广场；另一条是沿烟墩山中山公园入口牌
坊即三元庙街，拆除了入口西侧部分商铺、民房，挖去少部分山体，拓宽中山公园入口，建
设为停车广场，作为步行街的东入口，一举解决了公共交通运输、人流集散、停车场地等问
题，又可作为露天茶座公园并形成明显的步行街入口标志，增加孙文西路的景观，丰富了步
行街的内容，也满足了集购物、娱乐、饮食、交通于一体的功能。
在环境设计方面，设计施工单位花了很多心思，使孙文西路建成文化旅游步行街后，在
内容多样性、空间组织形式等方面和城市设施相适应。例如，设计施工者在步行街统一布置
了许多座椅、电话亭、垃圾箱、消防栓、邮筒信箱、小品、花盆、流动风味摊档等，并在街
心小花园种植乔木，利用建筑物半围合空间放置露天咖啡廊和露天茶座，以此来调节、组织
人流活动，增加街道空间的层次和动感。在步行街的东入口即中山公园入口广场，设置平台
作咖啡廊，让游人在入口处就能感受到步行街丰富多彩的活动，休闲、活泼的气氛扑面而来。
在招牌、广告的处理方面，施工者对原有铺面、柱面、骑楼、天花顶上随意固定、杂乱
无章的各种管线、电表箱等进行统一处理，在招牌上部预留管线槽，将所有的管线纳入其中；
规定广告、招牌的形式、尺寸、材料、颜色等；将凹凸不平的铺面、柱面进行处理，分组统
一，表面镶嵌火烧面花岗石；并在骑楼柱子上预留电源插座，方便招牌、广告射灯及节日灯
饰的安装、布置。
灯饰的设计方面，设计、施工人员在孙文西路的骑楼天花顶安装了吊灯，在柱外安装壁
灯，造型和风格为古典欧式，还在主要建筑物上部设置泛光照明，以加强夜景的色彩和照明
效果，增加步行街的商业气氛。
步行街中间路面采用八角形麻石，尽量还原旧街麻条石那种情调和效果，色彩以灰白为
主，配以浅红色麻石作不规则图案；骑楼人行道路面采用麻石板块铺贴，配上青石板块相间，
有防滑、耐磨、整齐美观效果。设计中取消中间路面与骑楼人行道的路侧石，两者平坡过渡，
以求引导顾客过街串店，轻松自如购物。
孙文西路沿街每栋建筑物的建筑设计是修缮、改造的重中之重，也是改造工程成败的关
键。因此，设计、施工者坚持在一般不改变建筑结构、不变更功能的前提下，按南洋风建筑
形式，对每幢或每组建筑物的细部进行分析，又按孙文西路连续界面的特定位置，研究其成
街、成市的历史过程，取其精髄，经反复推敲才应用于修复、改造的实施中。
例如，对于有资料可查的重点保护建筑，而且立面线条花饰保留较好的，采取完全保留
措施，只将局部进行修复，并依原有窗扇形式统一更换为杉木窗。然而，当时沿街建筑中高
达 40%的建筑及其外墙属年久失修类，大部分花饰、线条已剥落，或者是多年前经过改造，
原花饰、线条、图案已经经过减少或添加。遇到这种情况，设计人员之前在旧城和周边城市
收集的老街资料照片就派上用场了，包括女儿墙、柱、窗楣线等花饰图案资料，设计人员将
其中最能反映当时历史文化特征的部分加以提炼、分类采用于孙文西路沿街建筑的立面修缮
中，同时对窗线、花饰等作整体考虑，使沿街建筑风格统一。此外还采用重复使用花饰、符
号、线条、色彩的设计手法以加强建筑形式的连续性，增强整体立面的韵律感和节奏感。
而最棘手的，还是街中夹杂着的个别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改建的建筑物，虽这些建筑
物已后退路侧石 5 米建设，但建筑物没有骑楼，而立面较为现代的建筑形式与孙文西路整体
的建筑形式不协调。设计师们在不拆建原有建筑物的原则下，把这些建筑物在底层沿街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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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3 米宽骑楼并与相邻的骑楼连接，使步行道统一而又保持界面连续。此外，设计、施工人
员还对这些不协调的建筑物采取在立面上增加线条、壁柱等简单装饰，并在外墙立面再以色
彩加以协调，还利用骑楼与路面之间 2 米宽的位置，补种植假槟榔等类树木，在其周围布置
花盆、座椅，给喧闹、繁华的步行街营造出一个舒适、休闲的城市生活空间。
原中山市规划设计院设计师，孙文西路修缮、改造工程的主要建筑设计者陈建标说，那
时的电脑绘图远没有现在的先进，所以每张修复式样的图纸都是手绘的。“我一般在白天亲
自爬上脚手架去量建筑物的尺寸，晚上画图，每晚画 10 张左右吧，用透明的描图纸 1：1
画一半，然后对折起来复制出另一半。第二天，这些图纸就交给工人去修复，每天都是这样
现画现做。”
孙文西路沿街原有的骑楼的天花板多为杉木结构，不少天花板已腐烂且板底高度参差不
齐。于是，设计、施工人员先将腐烂的天花板(木板)更换，对结构进行加固，然后将拆除木
板后的天花进行整治，表面再刷上油漆保护。遇到骑楼楼顶高度不统一的，就在立面修缮时
增加钢架，并装上钢丝网抹灰粉刷，在适当位置预留百叶窗式的检查通风口。
孙文西路建筑立面的修缮设计，不仅仅是沿街建筑立面及商铺立面的修缮，还充分考虑
到了人们在步行街活动时的移动景观效果，所以，对于一些四至五层的建筑物，它们是整条
街的高点，因此，在修缮和装饰布置时，无论在色彩还是泛光照明方面，都要考虑其在白天
和晚上的移动视觉效果。
整条孙文西路步行街沿街建筑物的立面装饰材料主要有两种：一是将原建筑物立面的水
刷石进行清洗、修复或保留，让它成为孙文西路历史的见证；二是将原建筑物立面上破旧的
抹灰铲除，重新采用水泥砂浆、壳灰进行修补，表面再涂外墙专用漆。建筑立面采用杏红、
蛋黄色彩为主调，色彩深浅结合建筑物外形及相邻建筑物的色彩作整体考虑，再选取 2 至 3
幢配以淡绿色色彩作为对比衬托，烘托出热闹的商业旅游气氛，使人们感到生气勃勃、蒸蒸
日上。
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采用半封闭式的施工方法，在建筑物外围架设竹排柵及双面尼
龙网，在行人道上架设天花架，保护行人安全与施工安全，也保证了施工期间 “二不停”
——路段交通不间断，商铺不停业。
在整体施工前，施工单位先选定了 3 间商铺作为施工试点，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
上，定出周详的施工计划。再将工程全面推开，尽量控制工程的返工量，使工程如期建成并
投入使用。
三、步行街改造，超出了建筑学的范畴
孙文西路文化旅游步行街首期工程的建成带给人们一个靓丽的视点：新旧文化在这里完
美地对接，传统和现代有机地糅合一体，这相容不悖的融汇令这百年老街飘逸着一片迷人的
文化气息。
孙文西路的格局拓展形成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两侧建筑始建于清末民初。虽距修缮、
改造时仅 70 余年，但它是石岐古城 800 年历史脉络的延续。步行街的改造保留了这浓厚的
文化底蕴，注入了新的内涵。走在街上，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欣赏南洋式的建筑风格、都市
味的橱窗店铺、档案式的历史照片、现实主义的铜雕浮雕……这是一种文化的升华，古老的
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在孙西文化旅游步行街的入口处，一个古色古香的铜制雕塑吸引了许多逛街者的目光，
不少人还驻足仔细端详，留影纪念。
这是一个反映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山街头小景的雕塑：一名人力车夫拉着黄包车停了
下来，车旁一位衣着光鲜整齐的绅士正欲上车，雕塑采用超写实主义的艺术手法，逼真而生
动，与街上的南洋风格建筑自然地融为一体，使人置身其中愈发感受到这里历史文化气氛的
浓烈。细观雕塑，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细腻——人物表情生动传神，动态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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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纹与真的无异，车子真得让人怀疑它是从博物馆搬来的陈列品；雕塑的人物神态各异，表
现力强，性格气质跃然而现。耿直憨厚的车夫，文质彬彬的乘客，两人形成了对比的效果。
整座雕塑，唤起了人们对步行街历史溯源的遐想。
雕塑的作者，是中山市艺术家刘大邦。他当时创作的思路是：雕塑的对象是普通的市民
和游客，因此内容也应该是平民化的东西。超写实主义强调与公众进行平等而面对面的交流，
正是这个设计的思想方向。该雕塑与步行街西面的塔形入口标志建筑物构成一组，互为依托。
塔形标志浓缩了孙文西路建筑的各种特色要素，它与“骑楼”的柱子同高，既相容于街上建
筑的风格，又能在表现上有突出的跳跃感，这组艺术品在设计上已充分考虑到与周围环境空
间的配合和共鸣。
而选择人力车作为雕塑的主题，又有一番故事。刘大邦曾解释道，一般而言，牌楼是入
口标志的常见建筑，但是，在这里建一个牌楼显得与孙文西路这条百年老街格格不入。吴锐
成副市长当时提出了人力车雕塑的构想，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在设计中，刘大邦等人
翻查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其中，一幅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扶着卢太夫人上黄包车的旧照片发挥
了很大的作用。为了取得逼真的效果，该雕塑除了人物的头像外，全部采用实物翻模，包括
人物的衣服、手脚等，黄包车更是从珠江电影制片厂找来实物直接翻制。当时的设计原稿还
包括对面马路的一个等待乘车的女子雕塑，经过讨论修改后简化为现在的设计。
该雕塑在设计上还考虑到作为公众艺术应具备的与观众交流的性质和功能，如采用与实
物 1：1 的比例建造以加强对等交流的效果；在黄包车上特意留下空间以便许可的情况下让
游人坐上。而细心者亦可发现，车旁西装革履者在空车时呈欲上车状，但在车上有人时却变
成了与车上人交谈之样，可谓是巧妙精心。
如果说人力车铜雕以艺术的手法展现了孙文西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一个“点”的
缩影，那么，镶立在步行街西入口南边墙壁上的大型浮雕《小城故事》则是一个“面”的写
照。
孙文西路蕴含着丰富多彩的商业文化，历来物流、人流频繁、商贾云集，《小城故事》
以此为背景，把当年这里商业文化的精髓溶进了雕塑艺术之中。在这 6.6×2.45 平方米的空
间里，一个繁华的闹市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街上商号一间紧挨着一间，广告招牌
满目皆是；路上行人摩肩接踵，大人、小孩、穷人、贵妇，各个阶层、各式人种，应有尽有，
包罗万有。细看之下，有卖点心的、炒风栗的，拉车的、牵牛马的，逛街的、张望的，当巡
捕的、跑商的……最为有趣的是，画面的前方还展现了如今已绝迹的卖“飞机榄”的场面：
卖者置身于一个纸扎的大公鸡中，口吹唢呐，边走边卖；旁边几个小孩围着公鸡团团转，有
钱的在买，没钱的在看。一幅浮雕，展示了一幅社会百态图。
浮雕的作者陈宅中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山艺术家。他曾介绍说，仅用一晚时间便设计出
了草图。为什么？因为当年孙文西路的旧模样对他来说可谓记忆犹新，一切都历历在目。孙
文西路的一砖一瓦，一楼一阁，都能勾起他回忆出一个个故事；而他正是把对孙文西路的那
份深挚的感情，注入了浮雕之中，并运用他擅长的写实风格，用心描绘出这一个个故事来。
完成了这幅浮雕，陈宅中还是意犹未尽。他曾向市领导陈述自己的一项新设想，推出《小
城故事》系列之二、之三、之四等，创作一批雕塑，把中山的名人如孙中山、苏曼殊、阮玲
玉、吕文成、萧友梅等的风采展现于步行街上，但很可惜，这个设想至今还未在步行街上展
现出来。
1998 年 1 月 18 日，百年老街孙文西路群狮起舞，锣鼓喧天，随着盖在西入口标志塔楼
上的红绸布幕徐徐拉开，文化旅游步行街首期第一段工程正式竣工启用。
副市长吴锐成在启用仪式上说，这是中山市旧城改造的第一个试验点。选择孙文西路为
首个试验点，是因为这里记载着中山城市发展的历史，记载着中山清末民初石岐的商业文化、
建筑文化、饮食文化、华侨文化等的发展以及许多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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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文西路文化旅游步行街首期第一段工程建成启用的同时，步行街首届迎春商品展销
会亦开幕了。街心两排近百个摊位摆满琳琅满目的商品，来“逛逛”的市民、游客摩肩接踵，
赏景、购物、怀旧一举三得。市商业局副局长表示，步行街启用后，商业系统在“街”上的
商户将根据步行街的特点重新调整商业业态和商品结构，以配合步行街的整体规划布局。
孙文西路文化旅游步行街第一期第二段工程于 1998 年 9 月基本完成。每到华灯初上时，
孙文西路便是一派灯火璀璨景象，行人摩肩接踵，甫一开放便呈现出繁华兴旺之景，时任中
山市委书记崔国潮盛赞，“步行街工程把建筑文化与城市的发展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
中山创建文明城市的又一成果。”
“两阶段工程完成后，总体观感效果已达到，这给了我们一
个启示：城市建筑特色是城市文化的一个方面，现代城市建设不一定就全部要求高楼大厦与
新区。”吴锐成副市长总结道，步行街工程是中山市“控制旧区建新区，建好新区改旧区”
的一个实践，它体现了文化与建设的结合，也体现了城建与商业经济的结合。该工程也使中
山市许多建筑设计、施工单位由过去只着眼于现代建筑转向了多元化方向，今后中山的城市
建设将向更有活力的内涵迈进。
从 1997 年 11 月 26 日孙文西路施工现场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广东省城市规划体系
与规划管理高级培训班的数十名学员开始，孙文西路文化旅游步行街从修缮、改造施工到两
个阶段工程建成开放后每天迎接了众多的慕名而来者，有市民，有游客，有全国甚至世界各
地的城建工作者。陈建标说，这项工程完成后，广州、北京等地的相关部门也纷纷邀请他们
过去指导，传授经验。这条老街的成功改造不但饮了一回“头啖汤”，而且为国内其他城市
的商业步行街改造提供了标本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