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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洲小村 世间桃源的梦想
中山火炬开发区的设立，通过对现代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使原本的张家边区核心地带，
迅速从落后的农业自然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在短短的三四十年间，原先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的传统乡村，转变成为一个全天 24 小时不间断生产、与全球接轨的都市化大工业区。
珊洲村是位于中山火炬开发区东南角的一个小村落，虽然与区管委会所在地的直线距离
只有 7 公里，但由于地处“山窝窝”内，直至 1987 年，原有的那条泥土小路上才铺设上仅
宽 6 米的混凝土路面。至今，穿村而过的环茂路虽然历经两次扩宽，已成为火炬开发区东西
走向的主干道之一，但村内尚未被完全都市化，乡村风貌依然。
一直以来，在中山火炬开发区现代都市化进程中相对滞后的珊洲村，如今在不断追求现
代化的火炬人乃至国人的眼中，那块尚未被完全开垦的“处女地”显得尤其珍贵，在不以人
们意志为转移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护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如何传承乡土的传统文化，
珊洲村展开了其都市化之外的另一种探索。
山旮旯小村变“孤岛”
参照现在的周边环境，如果望文生义地想象“珊洲村”为“珊瑚海洲之村”
，似乎让人
很难理解。大约是在明朝正统末期，一户姓林的人家从林屋边（今中山南朗镇林溪村）迁居
于此。因为村子地处山坑间，三面环山，空气难于流动，夏天酷热似焦，故建村初期，被称
为“山焦坑”
。清朝道光七年(1827 年)，香山调整全县建制，撤“坊”改“都”，把当时“四
大都”属下管辖的“山焦坑”改称为“山州坑”。这是源于当地客家人“焦”和“州”发音
相同之故。新中国成立后，为规范地名，将“山州坑”又更名为“珊洲村”
，原因是跨过该
村周围的群山向东就是珠江出海口之一的横门水道，从大海远望这些群山，像大海中的珊瑚
岛，故得此美名。
可以想象，似珊瑚状的群山是何等的模样。旧日的一首民谣对珊洲村的环境这样唱道：
“有女勿嫁山州坑，石仔零仃路难行，过完一坑又一坑……”由此可知珊洲村的偏僻穷困。
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从张家边到珊洲没有通汽车的道路，村子周边都是山，村民们进出都
是沿着山边的小路。当时走到邻近的小隐村起码要一个小时。去张家边公社开会，往返要大
半天时间。如果要到县城石岐，先得走山路到南朗，再由南朗到石岐，往返一般得在外住宿
一夜。
当张家边区成为中山火炬开发区之后，虽然珊洲也连通了水泥路面的环茂公路，但环山
背海的地理位置并未吸引风风火火、跑马圈地的开发商。故直至进入 21 世纪，四五公里之
外早已是厂房林立的工业园区，邻村的原村民因出让土地而家家户户成了“数十万元户”，
而珊洲村依然有一种远离尘世喧嚣的风貌，村民们仍然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过着变化不
大的生活。对比别村的民众生活，珊洲村民内心都有着一种一言难尽的别样滋味。
由于珠江出海口泥沙的不断大量沉积，珊洲村后门山向东南外望，昔日那片沿海滩涂已
变成一片外延好几公里的陆地。当时光踏入 21 世纪后，一个名为中山临海工业园的开发区
正在那里开始兴建。
如今，从航拍的照片可见，
“金钟”状的珊洲村，是一片低矮灰白的屋顶，依然被一片
墨绿的山脉所包围，可山脉之外，四周已是大片大片的建成或正在兴建的现代大型工业厂区。
回字状的珊洲村及后门山脉，俨然一个在现代大型工业厂区海洋中的小孤岛。
希言自然风水林
“希言自然”一词出自春秋时期老子的《道德经》，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以
现代语言简单直接地解释，
“希言自然”的意思就是真正的“道”总是自然运行而勿须多“言”
的。
以“希言自然风水林”来描述珊洲村后门山脉的那片山林，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借用。
如今，沿着东西横贯中山市的主干道中山路一路再往东，在其延续线上的环茂路，穿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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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村而过，将珊洲村分成了南北新旧两大片区。昔日民谣所唱的珊洲路难行景象早已不复存
在。
在珊洲村口，你可见到树冠雄伟的好大一棵古树，树高 10 多米，树干直径约 3 米，树
冠覆盖超过 100 平方米的范围。这棵树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村民叫它“假沙梨”，学名：
秋枫，1998 年被中山市列为保护古树。在冬日里，这棵秋枫满树抽出的竟是翠绿的嫩叶，
呈现出旺盛的生命气息。为保护此树，当年修筑环茂路时不惜花费巨资绕树筑路。
珊洲南片的古村，是岭南常见的砖瓦屋、碉楼、古庙、祠堂和石板街，沿着那条已砌上
石栏杆的“护村河”，至今更值得人们流连的是位于村东面的后门山，虽然山高不过海拔百
米，面积只有 300 来亩，但是，500 多年来，整座山绿树环绕、枝叶茂密，那里有珊洲村民
祖祖辈辈视之为命脉的“风水林”。
据林业专家实地调查，那里是目前中山市臀果木最集中、水蒲桃最茂盛的山林。那是岭
南地区两种颇具特色的果木。臀果木的果子被当地人戏称为“PatPat 果”，这是因其果子成
臀型，两端椭圆形而中间有凹陷，形同人体臀部而得名。水蒲桃的果子则又名“响果”
，皆
因其果子成熟时呈中空状态，内里种子可以在果腔内随意滚动，并能摇出声响。前者是一种
用于治疗前列腺炎的传统草药，后者是一种有香甜味、可口的“香果”。村里人都说，这片
林子里结出的响果，比其他地方的要来得香甜。另外，这片林子里还有黄牛木、白颜树、华
润楠等特色树木。那些生长物种，其喜温湿的生长习性，标志着珊洲村昔日曾是一个临海的
小山村。
风水林是先人受风水思想的支配，对村庄周边天然或人工种植成片和散生的林木的统
称。珊洲村后门山脉的林木具有浓郁的岭南地区特色，在中山地区也不多见，故被村民认为，
这对村人平安、长寿、福荫子孙等具有趋吉避凶的作用。我们暂且不去探究风水理论的是与
非，客观上，后门山上的良好绿化，对处于 U 型半封闭的珊洲村，起到了良好的降温、空
气调节作用，就如古语所说：“村乡之有树木，犹人之有衣服，稀薄则怯寒，过厚则苦热，
此中道理，阴阳务要冲和”
，这充分而贴切地道出了风水林与村落之间的关系。珊洲村民当
年笃信风水，从而对这片风水林严加保护，这却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实践了今人所提倡的绿
化思想，令那些珍贵的植物资源得以较好地保存了下来。
婷婷白鹭去又来
世事总有两面性。当中山火炬开发区的绝大部分地区已成为“世界工厂区”
，汇聚着来
自世界各国的跨国工厂时，珊洲村仍然位于一处不易为人所知的山坳之中，这里依旧山林茂
密，溪水潺潺，处处鸟语花香，仿似都市里的“桃花源”。
当地人认为后门山最值得骄傲的还有那里很多的鸟，有人索性叫它“小鸟天堂”。
珊洲村户籍人口约 1000 人，林姓为村中最大氏族，占 80%左右，剩下的 20%为黄、梅、
陈、周、何、阮、叶、朱等姓氏。
梅容辉，一位土生土长的珊洲村人，他的祖辈是作为“村奴”而从外地移居珊洲村的。
村奴是指专为村民办理婚丧红白事，为林姓大户人家承担粗重工作的下等人，平时空闲时就
为主人家放牛。新中国成立后，梅容辉的青少年生活是在为生产队放牛中度过的。改革开放
初期他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多年。与他谈起后门山的小鸟天堂，他感情至深。
梅容辉说，从后门山顶东望，原先就是珠江出海口，许多在滩涂觅食的白鹭喜欢飞来后
门山的树林中过夜栖息。梅容辉小时候在后门山边放牛，还能经常见到不少白鹭飞到山坑的
田间觅食，水牛与白鹭各自寻觅着自己喜欢的食物，互不干扰，在水田与草地间是一片安详
而生动的画面。
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每年的初冬，大批南来的白鹭白天在滩涂觅食后，傍晚就飞
到后门山上的风水林中过夜，第二天清晨又再外出。一天两次的进出，白鹭飞满了整个山村
的上空，叫声四起，远近可闻，场面十分的壮观。而白天的树林，又是斑鸠、麻雀和其他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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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天下，嗞嗞喳喳的鸟鸣宛如大自然不用排练和指挥的大合唱。
村民们非常喜欢这些鸟儿，它们也都受到了村民们的保护与善待，甚至有条不成文的规
定，不准任何进山的人捕捉它们。“谁要是私自进山砍树，受惊的雀鸟就会起飞到半空中报
警，村里就会派人巡查。砍树者若是村民，那么他过世后就得不到村里 800 斤谷的抚恤。”
梅容辉回忆说。
然而到了 1958 年大炼钢铁时期，后门山上所有的树木，都被砍伐一空，用作了炼铁燃
料，白鹭等雀鸟失去了生存的空间，纷纷逃离家园。失去了鸟儿鸣叫的珊洲，似乎也失去了
往日的灵性。村民们尝到了破坏环境的恶果。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在珊洲村民的保护下，
珊洲葱绿重现，白鹭重返故乡。为了让美丽的白鹭永驻珊洲村，村里专门作出了规定，任何
人不准捕鸟、打鸟。雀鸟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滩涂水田觅食，山林树木歇息，惬意的鸣叫
声又一次此起彼伏。很快，重返后门山的白鹭一下子就恢复到了 1000 多只。那些雀鸟每天
两次准时地成群结队进出，满村又一次听到了它们欢快悦耳的声音，它们成为了珊洲村民最
喜爱的邻居。好一派旷野飞白鹭，人来鸟不惊的景象。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白鹭再一次离珊洲村民而去。
改革开放初期，张家边区核心区域一带的农村，率先进行土地开发开展工业建设，那里
的村民因土地出让补偿而纷纷成为“万元户”
。而地处相对边远的珊洲村，却迟迟未被投资
者相中，急于脱贫、热切与同区其他村民一道走上致富之路的珊洲村民，苦苦寻觅之余，想
到了开采村后山石为区内建设提供石料的致富之法。很快，后门山脉开始有人开山采石，隆
隆的炮声再次打破了这里的沉静。山那边前前后后一共开了好几处采石场，成天放炮，那些
炮声把小鸟们都吓坏了，它们再也不敢在这里居住了。从此，白鹭、雀鸟一年比一年少。几
年之后，村民们再也没有看到一只白鹭。“珊洲村曾有上千只白鹭上下翻飞的壮观景象”成
了梅容辉“祥林嫂式”的述说。
珊洲村民再一次痛定思痛。梅容辉自打退休以后，就把心思都放在了环保宣传上，他也
曾经上书有关部门，希望对开山采石那种“竭泽而渔”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制止。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几年前，开山炸石的活动停止了，石料场一个个被逐步关闭。可
喜的是，后门山上的雀鸟鸣唱的景致又一次被慢慢恢复，村民们心仪已久的白鹭又一次出现
在树林中。虽然，离上千只白鹭上下翻飞的壮观景象尚还遥远，但随着后门山上林木的日渐
茂盛葱郁，人们着意为雀鸟营造一个安乐环境，村民们相信，那景致，有一天终会再现珊洲
村！
以环保理念建秀美村庄
中山火炬开发区，经过 20 多年的建设发展，传统的农业产业基本上已让位于现代工业
产业，目前尚未转型的土地已为数不多。昔日路难行的珊洲山村早已交通便捷，有趣的是因
为公路的开通，昔日的村尾变成了村头，珊洲山村变成了珊洲小区。
珊洲不但有 500 多年历史的风水林，还有百年庙宇、碉楼、古祠堂、老市亭和石板街，
山水长流的“护村河”蜿蜒绕村。这些老旧建筑，在今天都市化进程迅速的时代，却显现出
一种弥足的珍贵。
在改革开放大潮前期发展之中，中山火炬开发区的珊洲村由于地理的原因步伐相对滞
后，但历史给它留下了一个难得的选择机遇，未必再走简单的土地出让、被动工业化的道路。
2011 年，广东省提出了“打造现代化美丽乡村”的战略部署，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美丽乡村。珊洲小区拥有便利的外部交通，生态农业和山体
资源丰富，环境优良，村庄现状建设有序，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珊洲参与了开展秀美村庄
规划，积极有效地推进了小区的开发建设，使珊洲小区成为了“环境优美、设施完善、产业
发展、特色鲜明、生活富足、民主和谐”的幸福和美宜居村庄和现代生态农业的示范园。
根据规划，珊洲小区将划分为古村落区、科普教育区、现代绿色农业作业区、家禽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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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以及景观林区 5 个功能区，建设成为一个以科普教育、现代农业、新产品技术推广、观光
旅游、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现代生态农村发展的示范样板。
2013 年，作为火炬开发区“秀美村庄”重点项目的珊洲生态园开始动工建设。生态园
占地面积 600 亩，其中包括古村落、耕地和林地。由现代农业科普教育区、特色水果区、新
品种推广区、古村落区、休闲山径以及景观林区组成。第一期工程由火炬开发区管委会投入
700 万元, 建设了环山路径；对河涌进行改造，实施雨污分流；培植、完善生态景观林等项
目。作为开发区土地流转的示范点，还引入社会资本进行现代农业生产开发。75 亩农地租
金收入从原每年 7000 元提高到每年 9 万元，同时农业旅游亦带动了小区集体经济的发展。
目前，已初具规模的生态园呈现出一派缱绻山色，别样风光。走入这片闹市中的恬静田
园，耳边萦绕的都是鸟语花香，瞬间远离了都市的喧嚣。沿着“护村河”新建的“一河两岸”
工程，可以看到河对岸茂盛的龙眼树结满了丰硕的果实。在石栏堤岸的另一边则是历代村民
悉心保护的旧日民居，精美的雕花、古老的石阶，风韵犹存。错落有致的村庄掩映在葱翠欲
滴的山林之中，如同娇俏的乡间少女若隐若现，有着天然的憨态。一旁静然伫立的碉楼，华
美精巧的雕花仍见工匠当年的心灵手巧，古朴中现睿智，沧桑里话当年。园中的文化广场，
醒目的“仁义礼智信”“共筑伟大中国梦”这些具有时代气息的标语，喻示着珊洲正在构筑
自己的“中国梦”。步入百果园的现代果棚，桑果、火龙果、柠檬等四时果树分片而生。蜿
蜒盘山的步行小径，将有兴趣的游人带入绿林深处，水泥山路的两旁长满你认识或不认识的
花草、树木。
珊洲生态园坚持自然与人文的融合，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对话，初步形成为“四个一”
工程，即一个发挥现代农业展示窗口的示范园；一个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秀美村庄”新
亮点；一个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农业与旅游结合点；一个集休闲、娱乐、运动于一体的新
老中山人融合点。
琅琅书声梦还真
如今走进珊洲，入村不远就可见一座白墙紫瓦的学校。
学校的环境很好，三开间牌楼式大门十分有气势，透过铸铁雕花的金、黑色相间大门，
可见校内环境。
学校主楼高 3 层，中式的大回廊布局，每层饰有紫蓝色琉璃瓦，正立面建有一个大圆形
窗花，前庭釆用中式透窗装饰，与每层各间教室的大玻璃窗布置十分呼应，一眼望去，整座
建筑现代而大气，但也透露出浓郁的中式园林建筑风格。大楼的前面是 3 个并排的标准篮球
场，再前面还建有 5 道的跑道。视觉上，红色的塑胶跑道，绿色的球场地面，白色的墙体，
紫蓝色的琉璃瓦，给人的感觉十分明快活泼。
校园的四周全封闭围以白墙紫瓦中式矮墙，偶尔分布的几个多变几何形透窗使人亦可从
中窥见校内一隅，种在校内的柏树和竹树已高出了围墙许多。琅琅的书声越过围墙与树梢传
到了街外。
见到环境如此优美，配置如此齐全的学校，会令人马上联想到中国农村的传统耕读生活，
只是如此大规模的现代建筑，已不再是昔日的那种乡村小学了。
珊洲小学最早建于民国二十年（1931 年），是按照新式小学的标准和格局建设起来的。
当初学校的规模不大，在读的是本村及周边几个小村落里的学生，但几十年来一直承担着乡
村儿童启蒙教育的重任。
1992 年，中山火炬开发区因为建设用地的需要，从珊洲村征用了一部分山林用于开发。
补偿款本来是准备给每家每户平分的，但就在分钱的当天，有村民提出要从中拿出一部分钱
来，用以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修建新的教学大楼。这一动议得到了绝大多数村民的赞同，
这令负责分钱的村干部十分感动。当时并不十分富裕的乡亲们的办学义举，亦感动了珊洲籍
的华侨，以林志强为代表的一批关心家乡建设的华侨同胞决定捐款办学。在海内外乡亲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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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努力下，珊洲小学在创办 60 年后，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其规模大致就是
如今人们见到的样子。为了办好学校，海外的华侨还为教师们筹集了教学补助。
经济发展一直滞后的珊洲，人们深知办学的重要性。正当海内外珊洲人共同为学校未来
进一步谋划的时候，1997 年，火炬开发区整合优化教育资源，珊洲小学被取消了，本村的
孩子们被安排到附近的中心学校就读。对于学校的合并，大楼拿去办厂，珊洲人都不接受。
带头捐资办校的林志强一气之下将珊洲小学的校牌扛走留作纪念。
重建学校，把村里几十年的办学历史续写下去，一直是珊洲村民心头的一个梦想。就是
在校舍无奈出租做工厂时，村里宁可少收租金，却一再声明，不能损坏学校任何设施，有办
学机会要随时归还。
这样一晃就是 6 年。在采访时，曾在不同场合都听到几位长者同样的忆述：没有听到村
里孩子们读书声的 2000 多个日日夜夜，无疑是一种煎熬。
直至 2003 年，终于有了重圆珊洲人办学梦想的机遇。
随着中山火炬开发区经济的飞速发展，区内外来务工人员急剧增多，其成家立业及随迁
而来的子女教育问题日益突显。一位民办学校的投资者看中了珊洲旧校的优良环境，而珊洲
人宁愿少收十几万元租金亦愿意将工厂复办为学校，村民们都希望在珊洲能够一直有一个良
好和浓厚的文化氛围。机缘巧合之下，一所崭新的民办学校，在珊洲小学的原址上建立了起
来。为了支持学校复办，学校筹建时没有办公地点，村委会还免费在自己的办公大楼借出了
地方。
如今，一所以招收外来工子女为主，具有小学、初中共 9 个年级，30 个教学班，1500
名学生的民办学校，在珊洲小学原址上已经走过了 10 多个年头，琅琅的读书声又回荡在珊
洲村的上空，实践着中国古人“有教无类”的伟大博爱理想，促进着新老中山人的平等、和
谐。
有趣的是，“珊洲小学”与“育英学校”两个招牌同时出现在大门上，如今校方亦有一
个愿望，就是将林志强一气之下收走的那块原有校牌重新请回来，让它和重视教育、热爱教
育、支持教育事业的珊洲村人永远在一起，再也不分开！
珊洲学校的复办，是珊洲人耕读文化的传承，是爱心的传递，是村民们的集体意识，更
具深刻的社会学意义，值得载入村史。
龙飞凤舞新生活
在珊洲村采访，人们多次听到提起“珊洲女子舞龙队”。而舞龙传统是男人的事情，好
奇之下我们约访了珊洲党支委、珊洲女子舞龙队队长郑碧琚。
采访在珊洲生态园前的广场进行，大家散坐在树下的石凳上，话题自然是从她们参与舞
龙开始。
这还得从改革开放后珊洲人的生活转变开始讲起。
由于地理位置稍偏，珊洲村的发展与整个火炬开发区相比，要来得滞后。当外面已是工
厂林立时，珊洲村内并没有几家企业。于是，部分的珊洲人亦出外务工，但与外地的务工人
员不同，珊洲人进入工厂当一线生产工人的极为罕有，特别是女性，她们较多的是从事二线、
后勤以及一些服务性工作。随着中山火炬开发区经济的飞速发展，外来务工人员急剧增多，
不少外来务工人员来到珊洲村租屋居住，该村为租客提供生活配套服务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于是，村内不少女性就在家门旁边开起了早餐店、杂货店、小商店，成为了小老板。而随着
火炬开发区开发的深入，珊洲亦有了不少出租物业收入，村民的集体福利也日渐丰厚。
经济富裕了，也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村民中在村头树下打牌的闲人渐多，进行娱乐时
赌博的事也时有发生。如何引领村民过上健康的业余生活，成为了村党支部、村委会面临的
问题。
当看到中山黄圃、小榄等地舞龙舞狮的习俗红火，村党支部建议，不如组织一支“珊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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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舞龙队”，一来丰富乡村节日文化，二来亦可锻炼身体。
建议得到了一班家庭经济富裕、有充足空闲时间的大姐们热情响应，她们并不顾忌舞龙
是男性的传统，还笑着说，
“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一个支持他的女性。女人舞龙，
是舞旺男人的事业”。村委会亦积极支持，专门为大姐们从黄圃请来舞龙师傅，师傅亦乐于
教授这一班女弟子。郑碧琚坦率地说：
“其实我们的成功，还是背后有男人的支持。每到排
练的晚上，刚吃完饭，老公就催着老婆出门，碗筷由他来收拾。”
看到别人挥舞自如，上下游戏生动的巨龙，真正操弄起来，开始时却让这一班柔弱的大
姐们吃足了苦头。首先是练好马步功，初时不到 10 分钟就累得腰酸腿痛；其次是练臂力，
龙身要上下游动，对男性来说也是个力气活，对女性就更不用说了；练好了体力还要用脑，
要令游龙舞得流畅，每个把位还要记住自己动作的先后次序，每个把位都不相同。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在师傅的悉心教导下，一班珊洲大姐们进步神速。“珊洲女龙”在
人们面前亮相了，一点也不亚于传统的“男龙”。她们参加区里在华佗山举行的龙狮大赛，
还获得了铜奖，从此舞出了名气。如今，中山市内外的喜庆节目也常指名邀请颇具特色的“珊
洲女子舞龙队”前往助兴。
采访这班会舞龙的大姐们是件开心的事。问及她们为何会舞得这样好，队员们一致认为
是在龙头位的壮大姐带得好，壮大姐则认为是队长郑碧琚好功底，因为她是全能队员，哪个
位临时缺人了，她都能胜任顶上。她们在相互“吹捧”中，嘻嘻哈哈显得很开心。健康快乐
的日子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过去。转眼间，从 2007 年“珊洲女子舞龙队”成立至今，一晃
11 年过去了，她们将舞龙当成既是娱乐也是健身，既是传承也是创新，珊洲原有的男子舞
龙队常因队员升学、外出务工而舞舞停停，女子舞龙队却一直坚持至今。
她们找到了现代人应有的传统生活。
创建世间桃源
作为一个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都较好的小山村，珊洲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是
否也要像其他地区那样，从纯农业的自然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珊洲村人和中山火炬开发区的
管理、规划部门，有了冷静、客观的思考。
2007 年与 2013 年，珊洲村有过两次的规划修编。2013 年的秀美村庄规划，总的规划
定位是结合珊洲小区现有的人文及山水生态景观资源，通过合理的规划布局，将珊洲小区的
秀美村庄的建设类型定位为“山水诗画型”。
规划目标是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
设，着力改善村庄环境和景观的整治与改造，完善公共服务及市政设施的建设，将珊洲小区
发展成为景色优美怡人、生活舒适方便、社会和谐稳定、公共服务健全、经济繁荣的和谐新
农村。
规划结构为：
“一带、一心、两组团、三区、四园”，即：滨河休闲景观带；旧村的文教
活动中心；新区的两大居住组团；旧村风貌、古村特色、现代农业观光旅游三区；古庙、明
角山、中心休闲康体、生态山林四公园。
具体工作是通过村内河岸环境整治，完善生活垃圾收运，绿化美化村容村貌，以改善村
民生活环境；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历史古迹、传统美食等资源要素，大力发展现代生态农业
产业和农村旅游服务业，拓宽农村经济收入渠道，实现村民增收；加大财政对小区的教育、
医疗、文化、交通、环卫等设施建设的投入，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农村社区居
民共享现代文明生活。
中国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形容，有“世外桃源”之说，其原意有点与社会隔绝、脱离现实
的含意。如今，面对珊洲的发展规划及初步取得的成绩，已让人分明地感受到这是在创建“世
间桃源”，且来得现实而具体。
昔日的“有女莫嫁珊洲坑”，将要变成“退休还居珊洲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