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4：中山城市化全面提速

/黄春华

回顾中山从香山设县至今的 860余年历史，能与“城”字沾边的还不到百年。

1921年，吴铁城就任香山县县长，制定拆旧城、筑马路、扩建石岐城区的计划。

历几任县长的努力，十年后扩城工程才初见成效。孙文路、民生路、民族路等构

成了县城的道路骨架，但从软、硬件来说，与真正的城市还相距甚远。及至 1952

年 11月，石岐改称“石岐市”，这个建制持续 6年之久，但也只是以镇之实挂上

“市”的称谓而已。中山真正的城市化起步，当属自 1984年始——经过 5年改

革开放春风的沐浴洗礼，中山既有“市”之名，也具备“城”之实。

1983年 12 月 22日，中山人民在新年来临前迎来一个大喜讯：经国务院批

准，中山撤县建市。1984 年 1 月，中山市人民政府组成。虽然在建制上中山只

是县级市，但从县到市，一字之差却迸发出无穷的力量，它牵动了从机制、体制

到观念、思维的全面转变，从此中山在城市化的大道上迈开矫健步伐，一路高歌。

一、五年改革开放，夯实城市化基础

从 1978年底到 1984年初，经过 5年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中山在建市之初

已为下一步的城市建设做好充分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准备。

城市化最直观的体现是楼房的建设。早在 1980年，触觉敏锐的中山人已开

始着手兴建第一批商品住宅。为方便归国侨胞、侨眷、港澳同胞以及先富起来的

人士置业安居，中山县建筑公司和县华侨房屋建筑公司联合兴建莲峰新村。这是

一个具有 50幢楼房的新型住宅小区，不但对于中山来说是一件新鲜事，对全省、

全国来说也是一件颇具新闻价值的事情。1981年 12月 5日，该小区开始发售时，

《南方日报》头版报道称：

商品住宅群位于中山县石岐镇柏桠口，组成莲峰新村。新村占地数万平

方米，由新开 12米宽的马路分成东西两区，交通方便，环境优美。目前两

区共建房 20幢，每幢楼高 6层，设计新颖。有一厅两房和一厅三房两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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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每户总面积各为 80和 100平方米，有餐厅、厨房、厕所、浴室和前后

阳台。还有底层为每户配备专用的自行车及杂物房一间，也可停放小汽车用。

一厅两房和一厅三房，售价各为 2.1万和 2.5万元······

当时的报纸一般只有 4个版，省级党报竟在头版不吝笔墨地去详细描述一个

县的商品房的规格、售价，说明莲峰新村确有其独特之处。首先，在 1981年，

住宅楼房的建设基本上以单位筹资兴建后作福利房分配或个人自建为主，以商品

房出售的方式实为创新的举措，这也是中山在城市化自觉性方面的充分体现。其

次，当时的住宅楼房很少有一厅三房的，配有餐厅的更为罕见，厨房、厕所、浴

室、单车房和前后阳台一应俱全的简直羡煞旁人。虽然在今天看来，莲峰新村有

着楼距过密、外墙老旧剥落等缺点，但都不能否定其当年作为新时期住房典范的

地位。那时谁若是自报家门说住在莲峰新村，准是一脸的自豪与骄傲。

改革开放前 5年的实践立竿见影，让中山许多单位尝到了甜头。在财政状况

方面得到大大改善的同时，这些单位也开始着手改善办公条件和干部、职工的居

住条件。特别是 1982年 8月全县城镇工作会议后，切实解决职工、居民住房紧

张问题的提案得到各级部门的重视。于是，一批大楼拔地而起，让中山城区迈开

扩张的步伐。真君里、四方井、亭子下、唐屋巷、涵秀里、河泊、华佗庙、方基

涌、良朋里以及人工湖（今逸仙湖）畔一带，逐渐形成一批新的单位宿舍社区。

仅 1982年，全县住房竣工面积就有 114万平方米，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在不断

改善。以当时位于城区边缘的环城公社库充大队（现为东区库充居民委员会）为

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 1982年 9月，就有 50多户社员建造新房。而早在 1979

年，全县 6000多户农民已改建茅寮为砖房，县基建部门为此拨给社员水泥 2500

多吨，钢筋 300多吨，还培训 1万多名亦工亦农的建筑施工人才。这支队伍为其

后的中山城建大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力量。在人民大桥以东、体育场游泳池以南，

原来的郊野之地也现出新城的雏形——1983年开始分段修建的中山路沿线，商

业系统、外贸系统各下属单位纷纷购地兴建公司总部大楼。他们也许没有想到，

仅仅几年，这片新区带动了旁边一个更新的金融商务区的成长。古老的悦来路向

南延伸，成为银行、外贸公司、邮电电力部门争抢的驻扎之地。中山还新建内街

3000多米，完成民权路一段的建设，覆盖了九曲河部分，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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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路交通设施建设和通信电力设施建设方面，改革开放 5年来，对硬件设

施的不断投入也为 1984年的中山城市化进程的全面启动奠定了基础。

1981年 8月，中山港第一期货运码头动工兴建。1981年 4月，广珠公路被

划入国道，改称 105号线。1982年 5月，沙口大桥动工兴建，与此同时，与之

一同列入“广珠公路四大桥梁”的细滘大桥、三洪奇大桥、容奇大桥也上马动工，

让饱受车船渡和客轮之苦的中山人民欢呼雀跃。如果没有打通前往省城的畅顺之

路，未能形成城市集聚效应，那么城市化也是空谈。

1978年，中山的市内电话（下称“市话”，相对于农村电话）用户才 739户，

而且都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电话，私人住宅基本没有电话。1980年 3月，中

山开通了到香港的直达电话线路。1981 年 12月，中山第一套 2000门市话自动

交换系统开通，取代原来人工操作的 1000门磁石式交换系统，大大提高市话的

用户数。到 1985年引进国外先进的程控式交换机时，市话用户数已达 3300户，

翻了两番多。1978年到 1984年，随着电风扇、收录机、电视机、洗衣机、电冰

箱等家用电器逐渐进入千家万户，中山的年供电量由不到 2亿千瓦时猛增到近 4

亿千瓦时。以库充为例，1982年全队社员就有电视机 150多台。供水设施方面，

1982年，中山贷款、集资 240多万元，增铺一条从长江水库到浦鱼洋水厂的水

管，使日供水量从 1万吨增至 2万吨，石岐自来水接入户增加 4000户。1982年

和 1983年两年间，中山建成自来水工程 304宗，受益人口 53.5万人。石岐水厂

扩建工程完成后，提高了水压，满足了日益增多的多层住宅楼的用水要求。小榄

水厂、黄圃水厂继续增加供水网点，提高水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通信和

供水供电事业的发展以及家用电器的普及使中山更有城市的感觉。

中山的文化、娱乐和体育设施也变得越来越有城市的味道。1981年，广东

省第一个太阳能游泳池在中山县建成。同年 12月，县政府作出《关于办好广播

电视大学中山分校的决定》，定于次年开办电大全科班，让中山人在家门口就能

接受高等教育。筹办孙文大学也列入县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1983年 11月，孙

中山纪念堂落成。纪念堂由旅港乡亲郭得胜捐资 1000万港元兴建，建筑面积 8400

平方米。该项工程由石岐建筑公司承建，从打桩到建成，只用了 18个月。场内

有座席 1484个，装设旋转舞台、升降乐池、中央空调等先进设施，让以往文艺

演出的主阵地工人文化宫和工农兵剧场相形见绌，露天的仁山灯光球场更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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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被拆除改建。纪念堂前建起公园，有优雅园林、假山石景、商场冰室、迷

你动物园、游乐场、滑冰场等，成为居民休憩游乐的新胜地。烟墩山阜峰文塔经

过修缮装点，让浓荫翠绿的中山公园更添亮色。

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配套服务也向大城市标准看齐。1982年 11月，

中山县人民医院杨颖滨大楼落成，楼内设各科病区，有病床 600张，还引进大批

先进的医疗设备，中山县人民医院一跃成为当时广东省规模最大的县级综合性医

院。1983年 5月，中山县煤气工程指挥部成立，开展燃气设施建设。同年，中

山征用城郊新安村（今东区金钟水库附近）狗仔坑 13.3公顷低丘地，建造垃圾

填埋场，未雨绸缪，着手解决中山加快城市化进程后的垃圾处理问题。而此时，

中山石岐城区的环卫处在清运水肥、垃圾，扫街等方面基本实现机械化或半机械

化操作，机械化程度居全国各县之首，做到城区垃圾不过夜，卫生清洁面貌新。

中山人的素质也在不断提升，这是城市化得以顺利启动的关键。据广东省社

科院对中山城区居民的调查，1980年后，城区居民的闲暇时间支配内容发生很

大变化，其中主要有业余学习、文娱活动和社交活动三大内容。进夜校，参加职

业培训班，业务进修等蔚然成风，普遍平均每人每天学习时间为 1至 2小时。文

娱活动也以健康、修身项目为主，包括锻炼身体、看电视、听音乐、阅读文艺书

籍等。中山趁着抓经济的劲头办教育，1981年基本扫除文盲，1982年普及小学

教育。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工作走在全省前头，在 1983年 7月召开的全国普教工

作会议上，中山对教育工作的重视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的表扬。县里

还设立干部教育办公室、职工教育办公室、农民教育办公室，组织、指导开展全

民学文化、提素质活动，与广州多所高校挂钩办学，开设进修培训班。1982 至

1983年两年间，中山有 5000多名职工干部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文化学习或专业技

术培训，全县参加各种培训班的多达 15万人次。1980年代初期，中山掀起少儿

学习钢琴热，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的老师还利用暑假到石岐城区

和沙溪的乡村地区给孩子辅导，在全国拥有过百万发行量的《羊城晚报》以题为

《悠扬琴音绕中山》的文章对此事进行报道。1983年，中山城区实现家家户户

自觉把垃圾放进各区域指定的封闭式垃圾桶内的举措；其后，清运制度升级，规

定居民必须用塑料袋封装好再放进垃圾桶或垃圾屋，市民又自觉地做到了。“乱

丢垃圾，有失人格”、“人人爱干净，中山更加靓”等口号深入人心。这是当时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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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城市都不能做到的事情，说明中山人在撤县建市之前在素质、修养上已具备

城市化的觉悟和准备。

二、1984 年，中山城市化进入全面提速期

撤县建市是一个契机，把中山多年积累的城市化内在潜能引发出来。

1984年，中山城区的东部边缘是一条直线，北端是刚刚建成的全城第一个

大型住宅小区莲峰新村，南端则是正在兴建的住宅小区华佗新村。两个小区间的

连线，就是规划中的华柏路。站在这条规划线上向东及东南方向望去，是一片平

坦开阔的田野，极目远眺，是峰峦重叠的五桂山脉。30年后，这条直线如同一

张有魔力的地毯，不断向前摊开并展现一块新的城市版图，大片的平畴之地崛起

了楼房密布的新城区。地毯的南北两端，魔力也在扩散辐射：莲峰新村以北，当

年的厚兴、张溪等郊区地带以及大沙田港口镇的南面一片，如今已成为以石岐河

为中心，横跨南北两岸的新兴商业住宅区域；而华佗新村以南，城市也在扩展着，

南至南区（当年称环城），西至沙溪，十多个大型住宅小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处处是广厦林立，大道通衢。当年规划图上的一条线，延伸出新城建设的篇章。

这份规划蓝图，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山首个具有法律依据的规划文件。它于

1984年开始编制，1986年 5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即《中山市市区总

体规划（1985–2000）》。

撤县建市后，中山市人民政府于 1984年 5月成立规划委员会，指导城市规

划的编制和实施管理工作，并于同年 10月设立规划办公室，属市建委办事机构，

负责城市规划的日常工作。《中山市市区总体规划（1985–2000）》就是在此时制

订的。尽管还有许多未成熟的地方，但它为中山未来的城市发展指明方向。华柏

路、兴中道、紫马岭公园、全禄水厂、东部及北部两个新城区等，中山许多关键

性的城建项目都从这个规划里出来，由纸上的概念变成现实地图景。当时省政府

对这个规划提出的意见也在现在的城市中得到了体现，如“旧市区的道路要适当

调整，长期控制，逐步改造。东西向的道路要切实做好规划，疏散孙文路的交通

流量……孙文西路宜作步行街加以保护和使用”；“要加强对岐江两岸的规划和整

顿，沿岸的仓库、码头、工厂要逐步进行调整。西郊一些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工厂，

应创造条件搬迁或调整。两岸的河滨路要逐步开通，形成一河两岸的景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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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回头看，更感规划的高瞻远瞩。

1984年是中山建市的第一年，也是中山经济高速发展的一年。该年工农业

总产值为 19.12亿元，比 1983年增长 31.6%，比 1980年翻了一番多。城市建设

也伴随着经济的飞跃式发展而取得可喜的成就。中山港第一期工程快速建成，包

括 1个 5000吨级的码头，3个 1000吨级的码头，1个客运码头，还有在建中的

7公里长的进港大道，使次年 2月通航香港变得“万事俱备，只候东风”。岐江

桥桥面由 11米拓宽至 19米，岐江河上出现珍宝海鲜坊等饮食闹市的雏形。中山

国际酒店提前 1个月封顶，中山旅行社宾馆（今富华酒店）也在如火如荼的建设

中。刚刚由“西郊”改名成立的西区一派热闹非凡的繁荣景象。此外，当时的长

江宾馆（后改名为怡景假日酒店）、翠亨宾馆、京华酒店、中山酒店（在香山酒

店旁，现已拆除建成凯旋时代公寓）均在建设中，孙文大学、板芙大桥、人民桥

加宽、市体育中心（悦来路人民体育场原址改建）、石油气供应站、芳（村）中

（山）珠（海）高压输变电等工程全面开工。一年里，中山新建市场 3.41万平

方米，新建批发市场 2个，利用旧街开辟各类专业商品市场和综合市场 12个，

发展灯光夜市 1个，自来水工程再动工 54宗，竣工 44宗，44万人饮用上自来

水，占全市人口的 43.7%。新建住宅面积 103.8万平方米，其中石岐城区新建房

屋面积 13.6万平方米，市民居住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

城市扩张，道路先行。一批街道、马路或新建或扩建。包括中山路、延龄路、

紫来大街、民权路、河泊大街的建设以及九曲河覆盖第二期工程等均动工建设。

这些道路现在均处于城区中心位置，可以看到，1984年确是中山城市化飞跃式

大发展的开端。

1985年 1月 2日，《羊城晚报》头版刊登题为《中山市城区面貌日新月异》

的文章，记者登上位于市中心的烟墩山鸟瞰，感受中山城市建设的新气象。文章

写道：

新中国成立前思豪、永乐这两间全市最高的建筑物，如今已被数不清的

高楼大厦所掩盖。6年前还十分荒凉的西郊，现已建了四栋大型宾馆和一群

颇有水平的建筑物。这些宾馆、旅店每晚可以接待 4000游客居住。全市最

高的 22层中山国际酒店（顶层为旋转餐厅）的结构工程已经完工，进入装

中
山

党
史



修阶段；17层的富华酒店亦在紧张施工中。

文章还综合概括了中山 6年来城市建设的经验做法：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 6年间，石岐新建房屋面积达

106万平方米，相当于 6年前一个半石岐的房屋面积。这期间新辟了莲峰、

亭子下、湖滨、华佗、民权、南园、光明等七个大型住宅区。城区面积从

5.4平方公里扩神到 8.5平方公里。市区 10万人口近 3万户，便有 1.5万多

户人家迁了新居，即平均两户便有一户迁新居。平均每人居住面积从 5平方

米增至 9.5平方米。

据中山市基本建设委员会负责人介绍，这 6年间，用于城区建设的投资

额达 3亿元之巨，但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的还不到四分之一，主要是依靠

社会上的财力。只要符合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要求，不分国营、集体、个人，

不分城市或乡村，不分本地或外地，总之，谁有钱，谁建设，谁得益。中山

是侨乡，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热心投资建设家乡。这几年先后落成的孙中山

纪念堂、中山人民医院、华侨中学、仙逸中学和四间幼儿园就是由香港知名

人士和爱国华侨捐赠的。岐江花园、国际酒店、西郊宾馆、长江乐园宾馆等

一大批大型建筑也是与港商和外商合资兴建的。五桂山区在西郊投资 1000

万元兴建三幢大型的综合性大楼。此外，中山市还积极鼓励、扶助、指导私

人建房。6 年来，共有 1000多户城市居民自筹资金，新建了 5万多平方米

面积的住宅。

目前，该市城区还在扩大，在现有五个区的基础上，计划新辟东区和北

区，并把中山港和长江乐园纳入城区范围。

1984年，中山的文化、娱乐、体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开始以大城市为参

照，进行补缺完善。4月，《香山报》编辑部成立，两个月后创刊号面世。6月，

国家广播电视部、广东省广播电视厅批准中山市建立电视台。9月，批准中山市

建立调频立体声广播电台。同月，中山市博物馆成立。由市政府拨款和华侨捐赠

投入 3000万元兴建的孙文学院，建筑面积达 3万平方米。其中，荣誉市民吴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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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捐资 2亿日元，折合当时港币 1200万元。市区中心的人工湖公园也开始扩建，

并更名为逸仙湖公园。中国内地首个 18洞、72杆国际标准高尔夫球场也于当年

在中山温泉宾馆落成。11月，我国南方第一座室内真冰溜冰场广寒冰宫在人民

体育场动工兴建。溜冰场占地 2700平方米，由中山市体育服务公司与港商合资

兴建。1984年，中山市参加全国、全省以及佛山地区体育比赛获得第一名的有

133人。市里成立演出公司，重整粤剧团，各区均建立文化站，加大力度办好青

少年宫。当年，在孙中山纪念堂还举行了全市首届音乐节。

建市第一年，中山的成绩有目共睹，市民由衷称赞，旅游者对市容及卫生整

洁度竖起大拇指，许多海外归客大呼家乡日新月异，认不出来。1984年，是党

和国家领导人视察中山较为密集的一年，这对中山的建设事业无疑起着巨大的鼓

舞与鞭策作用。1月 26至 29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

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的陪同下视察中山，登上三乡罗三

妹山，意味深长地说：“我不走回头路。”4月，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视察中山口岸

并题词。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参观中山温泉宾馆和长江乐园。11月，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陪同下视察中山

温泉宾馆。12月，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到中山视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任重、廖汉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田纪云，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易辰等

也在当年到中山视察。这对鼓励中山的城市化建设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中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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