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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解开平碉楼

开平市地处珠江三角洲西南部， 东北距广州市 110 公里 ，毗邻港澳，

素有华侨之乡、建筑之乡、艺术之乡和碉楼之乡的美誉。

开平现存的1833座碉楼，分布在全市的18个镇（办事处），以中部冲积平原的塘口、百合、蚬冈

、赤坎等镇最为集中，也最具代表性。各镇（办事处）的分布情况是：三埠17座，长沙145座，沙

冈71座，水井1座，月山47座，水口15座，沙塘40座，苍城28座，龙胜12座，大沙22座，马冈36座

，塘口536座，赤坎200座，百合385座，蚬冈155座，金鸡19座，赤水97座，东山7座。

2007年6月28日，在新西兰基督城召开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开平碉楼与村落全票通过评审表

决，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开平碉楼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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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邹拉波娃  提供)

开平碉楼与村落的发展、兴盛与存在，深受当地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发展、社会治安状况以及

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历史进程影响。

华侨是建设开平碉楼与村落最积极的力量

开平是全国著名的华侨之乡，华侨占全市总人口的一半之多，分布在全世界67个国家和地区。清

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在海外谋生的华侨省吃俭用积攒下血汗钱寄回家乡，顽强的落叶归根、传宗

接代意识促使他们纷纷回乡建房。他们把在国外见到的碉楼式样、建筑图纸、建筑材料、防御器

材等带回国内结合国内的建筑传统兴建碉楼与村落。

当时的社会治安和自然环境是兴建开平碉楼的直接原因

自明朝（1368—1644）以来，开平因位于新会、台山、恩平、新兴四县之间，为四不管之地，土

匪猖獗，社会治安混乱，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一个脚印三个贼”的民谣；再加上开平河流众多、

三江汇流，每当遇台风暴雨，洪涝灾害频频发生。于是，当地的民众被迫在村中修建碉楼以求自

保。

19世纪末，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制定的《排华法案》迫使众多华侨纷纷回乡买地建屋

1882年美国颁布了有史以来第一件排斥单一种族移民的歧视性法令——《排华法案》，连同随后

通过的一系列排华政策，剥夺了华工入境、华侨加入美国国籍、申请眷属来美团聚、限制行业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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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等等权利。美国移民政策的重大转变还影响到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也相继制

定了排斥华工的措施和法案，生活在这些国家的开平华侨长期受到极不公正的歧视性的社会境遇

、法律环境中。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开平华侨只好将传宗接代的愿望寄托在家乡，他们把建房、

买田、娶亲看作是在外拼搏的最高人生目标。从而为开平碉楼与村落的建设提供了充实的经济基

础。

时间沿革

开平村落发端于10世纪的宋朝，现存最早的村落是14世纪的明朝。现存最早的开平碉楼建于16世

纪，迎龙楼就是目前留存的早期碉楼的代表。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时期是开平碉楼发展

的初期阶段。

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以前是开平碉楼与村落发展的兴盛时期。在开平的1833座碉楼中，建于

美国、加拿大等国实施排华政策时期的有1648座，占现存碉楼总数的89.9%，大部分村落也是建于

1900年前后。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一直到解放前，开平碉楼与村落的发展进入停滞期，一些碉楼和别墅

被空置。

   

2、碉楼的建筑功能

开平碉楼具有防卫和居住两大功能，分为更楼、众楼、居楼三种类型。更楼出于村落联防的需要

，多建在村口或村外山冈、河岸，高耸挺立，成为视觉焦点，起着预警的作用。众楼建在村落后

面，由全村人或若干户人家集资共建，造型封闭、简单，防卫性强。居楼也建于村后，由富有的

人家独资建造，它将碉楼的两大功能结合得最好，楼体高大，空间较为开敞，生活起居方便舒适

，造型美观大方，往往成为村落的标志。

从碉楼上部造型看，可分为柱廊式、平台式、退台式、悬挑式、城堡式和混合式。这些不同的建

筑造型反映着楼主的经济实力、审美情趣和受外来建筑文化的影响，是开平碉楼最引人入胜的地

方。

 从建筑材料和结构分，可分为石楼、三合土楼、砖楼、钢筋混凝土楼。石楼和砖楼主要分布在

丘陵地区，建筑年代较早，早期的砖楼为砖木结构，后多为砖混结构。钢筋混凝土楼则主要分布

于平原地区，是20世纪初开始大量采用进口的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的结果。开平碉楼反映了人

                                                 6 / 38



�������

开平碉楼：侨乡
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和与时俱进的建筑思想和建筑技术水平，成为了当地壮丽的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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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开平最棒的体验

开平碉楼当年的繁华处在今日巨大的断裂期里，而吸引我们的，恰是它们在巨大原野里突兀拔起

的孤独状态，在小国寡民的村庄里，鸡鸭环绕的平庸里，让人产生一种的超现实感。

        一进开平，迎面而来的是一条波光粼粼的大江。开平人临水而居，水路四通发达

，可直接入海，至香港，乃至欧美各国。在这个目前居住人口不过 68

万的地方，旅居海外的华侨却有 75万人，分布在 68个国家和地区。不到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现在还矗立着1800多座建立于清末、民国时代的碉楼。它们和身边那些现代的方方正正的民居交

织在一起，便如同在广州打扮入时的人潮中，行走着几位穿中式长衫、戴西式凉帽的老者。

   

1、看开平碉楼的前生今世

(图片由网友 @邹拉波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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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楼并非开平特有，而开平碉楼却绝对与众不同。

早在汉代，中原出现的望楼，就是具有警戒、避难、储物等功能的一种碉楼。事实上，中国各地

的碉楼绝大部分是与院落连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防御体系，叫做碉楼民居，也就是《蜀中广记-

风俗记》所载的“碉巢”。《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着四川羌族“依山居止，累石为室

，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这“邛笼”也是碉楼的一种。位于拉萨的布达拉宫也可视为碉

房中的巨制。

开平碉楼独特之处在于它几乎是毫无规则的中西合璧。碉楼的下面完全是碉堡造型，四方的笔直

的扶摇而上。而在笔直的简约之上，才是繁复的造型。像一棵有着顽强生命力的植物，在超越周

围的阴霾之后，再释放树冠。就是在这个“冠”上，巴罗克式的、罗马式的、哥特式的、拜占庭

的种种风格争奇斗艳。

开平碉楼绝大多数是单体建筑，不与院落相连，脚下便是田野或者荒地了。然而说起碉楼，却不

能不提几乎与之相伴而行的“庐”。当地人称中西合璧的别墅为庐。庐通常是两三层高，带有院

落，也有不同程度的防御功能。碉楼主人通常还会在村子里拥有一个庐，比较安全的时候，全家

人会住在庐里。然而碉楼里也是吃喝用度一应俱全。水给开平带来繁盛也带来灾难，年年台风登

陆、洪水泛滥，总有几个月或者半年时间，人们要躲到碉楼里避水。这也是很多碉楼每层都设有

厨房的原因，淹了下面几层，上面仍旧能开火。侨乡人民的富裕也引来了沿海的海盗和周边的土

匪，上世纪20年代后期正值最动乱的时候，匪患成灾。碉楼是对抗匪患的强大武器，《开平县志

》卷二十三写道：“非此则牛猪谷米不能保存，妇人孺子不能安睡，故合数家或数十家建一楼”

。在侨民荣归故里之后，一家人斥巨资造一碉楼又是炫耀财富的方式。

   

2、立园是最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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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邹拉波娃  提供)

我们的起点是位于开平塘口镇的立园，入口处可买自立村和立园联票，一张45元。立园是华侨归

乡建房的最大手笔。在立园，碉楼和庐都圈在巨大的院子里，亭台楼榭花园鸟笼一应俱全。这是

我们在开平见过的唯一一个处于整体规划中的特例。从正门内进，沿专门开凿的私家运河回廊西

行约100米，便进入别墅区，有别墅六幢，是分别给谢家诸人居住的。虽然是别墅，防卫设施却不

马虎。大门是三层钢门，用的从德国进口的三厘米厚防弹钢板，窗也是三层，最外是铁板一块，

中间是栅栏，内里一层就带了装饰。为保安全，在别墅区建了立园中唯一的一座碉楼－－乐天楼

，高楼厚墙、窄窗铁门，这是碉楼的典型特征。只是这楼下还秘密挖了条地道，直通运河边，以

备楼将不守时，谢氏族人可以逃之夭夭。

立园是当地的旅美华侨谢维立先生历时十年，于1936年初步建成的，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谢氏一

族先后赴美避难，从此人去园空。现在看上去新鲜堂皇，是因为近年来政府修葺的缘故。有人说

这样不修旧如旧，是破坏文物固有的遗韵。我却宁可一边赏玩这鲜活的庄园，一边想象在八十年

前，人们在黄墙绿荫之下惬意的生活。立园既有中国园林的韵味，又吸收欧美建筑的西洋情调，

一般人先看的是新鲜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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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立园得名于“本立道成”，又说是随园主谢维立先生的名讳而起，也有十年立树，百年立人

的愿望。

   

3、碉楼最为集中的自立村

(图片由网友 @丹枫碧云  提供)

出了立园，驾车直奔不远处的自立村。自立村据说是碉楼最为集中的村落。有九楼（碉楼）六庐

，但只有两座碉楼开放可供参观，一座是铭石楼，另一座是云幻楼；其余的大门紧闭，一把大锁

挡住了所有窥探的目光。问询乡里，原来楼主们都早已迁居海外了，铭石云幻两座是楼主的后人

们和政府签了代管协议允诺参观的。整个村子的人都搬走了，如同空城。

从村口踩着青石板路，直达铭石楼下。楼主方润之先生在美国以经营杂货铺起家，楼上悬挂的照

片中有一幅新人和花童的照片，想当年国人中有几位曾行此西式婚礼呢？墙上满是三个女儿浓妆

淡抹的照片，巧笑依然。脸是丰润古雅的脸，身上、神情上却尽是洋派的。楼顶竟是一个爱奥立

克立柱加中式琉璃顶的六角亭子，顿时让我想起十八世纪风行欧洲庭院的中国亭子来。周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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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挡，四处旷野，楼顶的风异常嚣张。

每个碉楼都根据主人的审美不同而情趣各异，但大体形状却又非常雷同。所有的碉楼都不止一道

门，讲究一点的外面是个大铁门，里面是防子弹钢版，里面再是个木门。直筒楼顶着冠，每层四

面都开着长方形一尺宽一尺半长左右的小小铁窗，铁窗也要两层，一层铁板或者钢板，一层铁柱

。平时开了钢板，光便跃过铁柱透进来，因为光影对比异常突出，人们总能在这些老宅子里找到

时光倒流的感觉。

楼顶的四角有射击平台，向外挑出尺许，下面开了枪眼，远远看去如同檐下的燕子筑的巢，得名

为燕子窝。“燕子窝”腾空，对前、对下都开着枪孔，可以对碉楼四周形成全方位的控制。

站在楼下望着一座座碉楼矗立在绿色的田野上，有游客在楼顶高谈阔论，远远的随风传来竟是异

常的清楚。许多年前楼上主人和宾客们也是常常高谈阔论着的吧，品着洋酒，屋角的留声机又在

放着粤剧唱片⋯⋯这便是近代的中国侨乡了。

另一座云幻楼是此村最早的碉楼，比铭石楼小得多。楼主早年是位教书先生，后到新加坡发展事

业，只留正室居住在此。进楼时，恰逢整点，一楼厅中的座钟准时响起。旁边的旅游团正在称赞

那钟的质量时，我却不由得心中一阵悲凉。就算丈夫厚待，购置满屋的华丽家具，儿子孝顺，千

里迢迢运来德国的水银大镜，又怎能填补妇人睹物思人的寂寞。登到顶楼，见摆着一张书桌，上

面翻开的是一本民国的数学课本，“牛3头，马7头，共运某工厂之货，5日可尽。若仅用马5头，

则须12日。问若用牛2头，须几日运完”。

   

4、侨乡古镇赤坎的平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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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九寨天堂  提供)

车行20分钟就到了赤坎镇。这是一座有350多年历史的侨乡古镇。一条快要干枯的河从镇前趟过，

几艘小船废弃在岸边。沿河风景非常气派，一排粉、黄色的骑楼一字展开。通常是两三层高，传

统的“金”字瓦顶很是整齐。这个古镇虽然没了以前的繁荣，但人们仍然静静生活在几十年前的

老建筑里。楼上起居，楼下铺面和饭庄，被称为风情街。

赤坎的饮食以黄鳝煲和豆腐角著名，找了个饭店吃午饭，店家沿着河边撑了几把大伞。家住赤坎

的司机此时打开了话匣子。那时这里因为水运便利，是连接香港和广州的枢纽，被造就成繁华的

商业中心；而现在的枯水季节，连鱼都没一条。据说这里受海外影响很深，曾发明一种土产三明

治：桌上摆大盘生菜叶，吃的时候选一片，包上肉片一卷，便做成了三明治。

风情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建于1925年的司徒氏图书馆和1931年落成的关族图书馆。一个立于堤东

，一个据于堤西，高高耸起的尖顶钟楼高于其他建筑，异常醒目。司徒氏和关氏是开平地区的两

大宗族，各自比谁的图书馆造得好，更能造福乡里。到了整点，两座图书馆上的大钟会同时响起

，好像经历百年风雨，仍在比试一般。

两个图书馆着实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比如馆里至今四壁都贴满了本族华侨在海外的风光历史，以

及对乡里贡献。两个图书馆院子里都有两颗龙杉，盘旋而上，果真如同巨龙，惟妙惟肖。只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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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图书馆的龙杉比司徒氏图书馆的小了许多。司徒氏图书馆的管理员指点我们最佳的拍摄角度，

很多人都会忍不住拍下这棵欲冲云霄的大树。两个图书馆至今都开着，有一些杂志，还有老者伏

案认真地研究着什么。

   

5、并不友好的开平第一楼

(图片由网友 @邹拉波娃  提供)

百合镇马降龙村的碉楼群很有名。

村民似乎对外人参观碉楼不太友好。我们到了村口，刚拿出相机想拍楼顶蒙着一些编织布的天禄

楼，一位阿婆就小步跑过来大声叫着不许拍。转到碉楼另一边，总也没运气撞到一栋忘了锁门的

，不得而入。有几个碉楼的墙上，赫然印着国民党党徽。

很快到了蚬冈镇锦江里，碉楼前是一排长长的庐，已经十分陈旧了，村民们还晒阳光悠闲地生活

着，庐前的空地上晒着粮食。村后杂草竹林当中，掩映着三栋碉楼。其中有村民合资的锦江楼，

和享有“开平第一楼”美誉的瑞石楼。

瑞石楼占地92平方米，高9层25米，在开平现存的碉楼中最高，也最为精致的一个。每层楼的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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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雕刻着的繁复花纹，却看不出什么逻辑。其中一层左侧雕花中有梅花和类似埃及法老头像的造

型，右边并不与左边对称，上面是个不中不西的狮子头，下面是个中式花篮。

五层到九层，如同层层绽开的烟花，目不暇接。五层墙体上有仿罗马拱券，四周的托柱让人想起

了希腊神殿。六层爱奥尼克风格的列柱与拱券组成的柱廊在柱形楼体之上，远远望去犹如镂空雕

花。七层是平台，四角有穹隆顶的角亭，南北两面可见到巴洛克风格的山花图案。楼名匾额放在

七层上部正中的位置，“瑞石楼”三大字出自广州六榕寺住持铁禅大师之手。

从楼下仰望，因为第七层的突出，第八、九层被遮掩，显得异常神秘。八层平台中，有一座西式

的塔亭。九层是小凉亭的穹隆顶。种种繁花的堆砌中，巧然生出了一种威严的秩序。我想那是得

益于空旷的天空有着博大的胸怀，如果是在高楼林立的都市，这繁琐便是累赘了。

   

6、探秘被遗忘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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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雄踞五岳  提供)

从锦江里出来，直奔灵源乡的加拿大村。楼都只有两三层高，欧洲古典主义风格，灰砖白线，排

列得整整齐齐。每个小别墅都带个院子，有的院子里还盛开着粉红色花朵，全村都通了自来水，

有些管道还在滴滴答答地漏着水，似乎主人只是出门办事去了，并未走远。

然而，四周是异常的静。没有人生活的嘈杂气息。一户挨着一户，门上都有一个木制说明牌，大

致说这些建筑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建造的，因为日晒雨淋，那文字早已经模糊了。探头张望，

还能看见一些别墅中的木质桌椅。

我们找到了这个村子里的唯一住户，关伯。其实这个村子的人都姓关，都是近亲，全部移民去了

加拿大。

关伯一个人带着亲戚的集体托付，守着加拿大村。他说，以前房子的主人还会隔几年回来祭祖，

小住几天。而这几年，随着年长的一辈年岁已高，已经六、七年没人回来过了。随着这一代人的

                                               16 / 38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169&do=album&picid=51151


�������

开平碉楼：侨乡
老去，思乡之情已经不能无端长在下一代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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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平碉楼的景点

开平碉楼作为一种乡土建筑，最初的源头是中国古代乡村的“角楼”，后来吸收了西方城市、教

堂建筑中的塔楼造型，发展为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国乡土建筑。它起源于明朝后期，在16世纪前已

经出现，随着华侨文化的发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鼎盛时期，诸多华侨在外节衣缩食，集资

汇回家乡建碉楼，还有一些华侨为了家眷安全，财产不受损失，在回乡建新屋时，纷纷建成各式

各样碉楼式的楼。这样，碉楼林立逐渐成为侨乡开平的一大特色，最多时达3000多座。

开平碉楼通票：150元（不含免费接驳车）或160元（含免费接驳车），3天内有效。散买价钱如下

：立园90元，马降龙50元，自力村60元，锦江里50元，南楼10元。也可以两两搭配地买，都有一

定的折扣。随便一个景点都可以买套票。但一些碉楼是不对外开放的，要登楼就得另外支付（楼

主）参观费，5元至20元/人不等，瑞石楼10元/人，天禄楼5元/人。如果第一次游开平碉楼，时间

又充足，建议购买套票。

   

1、自力村碉楼群

自力村被评为“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之一”，是开平碉楼与村落的典型代表，村落里

错落有致、布局和谐地矗立着十五座风格各异、造型独特的碉楼，这些碉楼一般以创建人的名字

或其意愿而命名。楼身高大，带有明显的外国建筑特色：有柱廊式、平台式、城堡式，也有混合

式。早些日子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摄制组对自力村进行了现场直播，向世人展示了开平碉楼的迷

人风貌。自力村的十五座碉楼建筑精美，保存完好，四周荷塘瓜地，菜园果树，中有阡陌小路相

通，走在石板铺砌的小路上，望着历经沧桑的碉楼群，像一下子回到了一百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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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丹枫碧云  提供)

开放时间:8:30-17:30

门票:60元

参观时间：约60分钟

旅游咨询热线：0750-2679788

地址：开平市塘口镇自力村

   

2、马降龙碉楼群

马降龙碉楼群位于开平市百合镇百合墟东南面，东北距开平市区15公里，是由永安、南安、河东

、庆临、龙江5条自然村组成，为黄、关两姓家族于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兴建。现有村民171户、5

06人，80%为侨户。马降龙村背靠气势磅礴的百足山，面临清澈如镜的潭江水，5条自然村像一条

珠链，错落有致地分布在青山绿水之间。该村有13座碉楼，这些碉楼造型别致，保存完好，掩映

于村后茂密的竹丛中，与周围民居、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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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九寨天堂  提供)

开放时间：8:30-17:30

门票：50元

参观时间：约60分钟

旅游咨询热线：0750-2679788

地址：广东省开平市百合镇马降龙村

   

3、立园

立园离公路边也有将近一公里，位于开平塘口镇北义乡，坐西向东，占地面积约为一万多平方米

，是塘口镇旅美华侨谢维立先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历时十年，于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

）初步建成的。既有苏州园林建筑风格，又综合了欧美别墅建筑的西洋情调。该园分三部分，各

以人工河或围墙隔开，自成一体，又以桥亭回廊相通，互相联系，园内曲径连廊、亭台楼榭，精

美别致。 

                                               20 / 38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193&do=album&picid=51215


�������

开平碉楼：侨乡

(图片由网友 @九寨天堂  提供)

开放时间：8:30-18:00

门票：90元/人

参观时间：约80分钟

旅游咨询热线：0750-2679788

地址：广东省开平市塘口镇立园旅游区

   

4、赤坎古镇

赤坎镇有350多年历史，是一座具有浓郁南国特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侨乡古镇。堤西路古民居多建

于20世纪二十年代，由侨胞、乡村祖尝、商号老板兴建。楼高一般2至3层，是中国传统建筑与西

洋建筑的结合体，即在传统“金”字瓦顶及青砖结构的基础上，融入当时先进的西洋混凝土建筑

材料。整齐而风格各异的骑楼是其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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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雄踞五岳  提供)

开放时间：8:30-17:30

门票：20元

参观时间：约45分钟

旅游咨询热线：0750-2679788

地址：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

   

5、迎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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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丹枫碧云  提供)

迎龙楼坐落在开平市赤坎镇三门里村，东距开平市区6公里，是开平市现存最早的碉楼，为关氏家

族所建。三门里村建于明朝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地处潭江下游冲积平原，是一片芦苇

丛生、水鸟群集的低洼之地，洪涝不时地威胁着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22-

1566年），关氏十七世祖关圣徒夫妇献出家庭积蓄，建起了迎龙楼。

   

6、锦江里

                                               23 / 38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681&do=album&picid=51381


�������

开平碉楼：侨乡

(图片由网友 @邹拉波娃  提供)

锦江里隶属开平市蚬冈镇，东北距开平市区22公里。清朝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由黄氏

家族按规划建成此村。建村之初，由在黄氏家族中威望很高的黄贻桂画定村首界面线，规定纵巷

宽1.5米，每三排建一横隔巷，第一条横隔巷宽1.5米，从第二条横隔巷开始一律宽60公分，划出统

一面积的宅基地由族人认购，要求房屋统一为6米高。村后并列着的瑞石楼、升峰楼、锦江楼3座

碉楼。

门票：50元

   

7、方氏灯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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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灯楼坐落在开平市塘口镇塘口墟北面的山坡上，东距开平市区11公里。民国九年（公元1920

年）由今宅群、强亚两村的方氏家族共同集资兴建，原名“古溪楼”，以方氏家族聚居的古宅地

名和原来流经楼旁的小溪命名。 

(图片由网友 @雄踞五岳  提供)

        该楼高5层18.43米，钢筋混凝土结构，第3层以下为值班人员食宿之处，第4层为

挑台敞廊，第5层为西洋式穹窿顶的亭阁，楼内配备值班预警的西方早期发电机、探照灯、枪械等

，是典型的更楼。

       

方氏灯楼历史上为古宅乡的方氏民众防备北面马冈一带的土匪袭击起到了积极的预警防卫作用。

   

8、适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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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九寨天堂  提供)

位于百合镇厚山村委会虾边村村中，建于20世纪二十年代，是开平第一个农会——虾边农会及中

共地方党组织的活动据点。该楼的标准层3层，顶部亭阁2层，第4层正面为柱廊式，四角均有一个

“燕子窝”，窝内均设有枪眼。顶层为欧洲城堡式。适庐古色古香，堪称“三合土”碉楼的代表

作。

   

9、雁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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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丹枫碧云  提供)

位于百合镇齐塘村委会河带村，1912年旅居加拿大华侨为防止匪盗而兴建，耗资三万双毫。因其

是当地最高的建筑，号称与天际飞雁齐平，故名“雁平楼”。

   

10、日升楼与翼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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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九寨天堂  提供)

日升楼与翼云楼位于赤水镇大同村村口，始建于1926年，属于私人建造的用于防匪、居住的碉楼

。两楼并排而立、相互依偎，数十载的风雨侵蚀使之留下斑斑痕迹。该楼为保护村民生命财产安

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1、加拿大村 

                                               28 / 38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193&do=album&picid=51219


�������

开平碉楼：侨乡

(图片由网友 @雄踞五岳  提供)

“加拿大村”原名耀华坊，隶属赤坎镇灵源村委会，为旅加华侨出资兴建，故名。村场由加国知

名建筑师规划，村中有10座古民居、1座碉楼，多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间。这些建筑中西合璧，

融合了中国传统灰塑、罗马柱、圆拱、花雕等建筑艺术，令人叹为观止。

   

12、风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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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雄踞五岳  提供)

风采堂位于市区风采中学内，又名“余氏名贤忠襄公祠”，总建筑面积5364平方米。清光绪三十

二年（1906年）动工，历时八年建成。风采堂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又吸取了西洋建筑

的艺术特色，布局合理，结构严谨，瑰丽雄伟，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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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平碉楼交通

   

1、火车

开平没有火车站，可以坐到广州的火车，然后在广东省汽车站乘开往开平的大巴，15分钟一趟，

车程一个半小时。

   

2、汽车

广州芳村坑口汽车站（6：00至19：25）、广州滘口汽车站（6：50至17：40）、广东省汽车站（6

：20至18：00）和中山八路广佛汽车站都有大巴直达开平市长沙车站，票价40元左右，车程2小时

。在长沙车站和义祠车站可乘坐前往塘口镇（自力村碉楼群）、蚬冈镇（锦江里碉楼群）、百合

镇（马降龙碉楼群）、赤坎镇（骑楼欧陆风情街）、加拿大村等的乡镇班车。

   

3、自驾车

开平的市区道路不错，路牌指示都比较清楚。

开平的市区内都必须按线行驶，一定要提前选好车道，一旦停错车道，最好按车道所限制的方向

继续行驶，否则就要接受数目不小的罚款

开平的摩托车很多，开车时要注意。如果不熟悉道路，去市内不妨打个摩的，开平本身就不大，

去哪都很快，还可以顺便浏览下市容市貌。

市内最好不要乱停车，因为到处都立着“违章拍摄取证”的警示牌，不过在乡下（包括赤坎镇）

，倒是可以随便停车（在不影响道路安全的情况下）。而且开平的民风淳朴、治安良好，因此大

可不必为车辆的被盗等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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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周边城市到达开平市的自驾路线如下： 

深圳市——开平市

      

广深高速-虎门高速（经虎门大桥）-京珠高速东线-中江高速-佛开高速-开阳高速-塘口出口

广州市——开平市

广佛高速-佛开高速（开阳高速）-塘口出口(或水口出口-G325)

珠海市——开平市

1、京珠高速-中江高速-江鹤高速-佛开高速（开阳高速）-塘口出口(或水口出口-G325)

2.西部沿海高速-沿海高速-新台高速-佛开高速（开阳高速）-塘口出口(或水口出口-G325)

汕头市——开平市

汕汾高速-深汕高速-惠盐高速-机荷高速-龙大高速-常虎高速-广深高速-虎门高速-京珠高速-中江高

速-江鹤高速-佛开高速（开阳高速）-塘口出口(或水口出口-G325)

韶关市——开平市

京珠高速-北二环高速-机场高速-环城高速(西行)-广佛高速-佛开高速（开阳高速）-塘口出口(或水

口出口-G325)

佛山市——开平市

佛开高速（开阳高速）-塘口出口(或水口出口-G325)

江门市——开平市

江鹤高速-佛开高速（开阳高速）-塘口出口(或水口出口-G325)

湛江市——开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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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25-茂湛高速-阳茂高速-开阳高速-塘口出口(或水口出口-G325)

东莞市——开平市

广深高速-环城高速（西行）-广佛高速-佛开高速（开阳高速）-塘口出口(或水口出口-G325)

中山市——开平市

中江高速-江鹤高速-佛开高速（开阳高速）-塘口出口(或水口出口-G325)

   

4、内部交通

由于碉楼分布较分散，如有4人以上建议包车。出了汽车站就会有很多人问你要不要包车，一般30

元/人左右。跟司机讨价时要讲清楚路线和景点，免得临时加点时司机要加收。如果从公交车游景

点也没问题，公交车收费1.5元至5元不等。除了赤坎影视城就在赤坎站旁，其余景点都离公交车

站好一段路。很多车站是没有具体站点的，所以最好跟司机说好你要去哪里，到站他会提醒你下

车的。的士起步价6元。

现各景区已开通接驳车：

1、运作时间：2011年9月17日至2012年2月29日止；��

3、限乘人员：购买面值160元通票的游客可凭票免费乘坐；购买景区单点门票的游客可凭票现付5

元/程乘坐；

4、运行线路：自力村—立园—赤坎影视城—马降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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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宿

建议住在开平市内，第二天可再搭车去下一个碉楼群，虽然下面的镇子也有住宿的地方，但条件

艰苦。

        开平市区汽车站附近有很多标间：60-80元/间。华侨大厦对面招待所，70元/晚。

西郊路上的建联旅业，80元/标间。赤坎的金燕大酒店（50元/双人间，有空调、卫生间）。蚬岗只

有一家住宿的地方，在河的南岸，侨联招待所。

        推荐自带帐篷睡袋去露营，塘口、百合、赤水等地的村口和被遗弃的碉楼都是理

想的露营地。旁边有村子，用水的问题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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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美食

赤坎豆腐角

当地著名菜式：黄鳝饭、水口白菜汤、赤坎豆腐角、赤坎蒸鹅、鸭粥、开平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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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行程路线

线路推荐：自力村碉楼群->立园->赤坎古镇->马降龙碉楼群->锦江里碉楼群->南楼

这个行程是沿着325国道，由远及近，覆盖所有的世遗项目，并且不走回头路，而且从义祠出发的

13路公交几乎能够全部覆盖到，325国道沿途的风景不错，时而就能看到孤零零站在稻田中的碉楼

。13路公交车站就在义祠车站里面，车很多。由于车大多数时间都行驶在国道上，所以并没有站

牌，也不报站，只是根据乘客的需要停停走走。上车时要和司机打好招呼，告知到目的地时招呼

一下，13路司机都很热情。

1、锦江里比较远，大概要一个小时左右（5元）。公交停到村口，有指示牌，沿着柏油路走进去

，不远右面就有一个上坡，上去后沿着堤坝一直走，先过一座大桥，再过一座小桥就可以到村子

里了。锦江里有三座碉楼，分别为瑞石楼、锦江楼，升峰楼。其中瑞石楼由于恢宏悦目，外饰异

常精美，被称为 “开平第一楼”。

2、从总站车到马降龙碉楼群的路口大概40分钟。从路口到村子有一段距离，大概要走20分钟左右

，要过横跨潭江百合大桥。马降龙有点儿大，岔路也多，稍有不慎就会走回头路，所以在售票处

拿一张导游图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按照导游图走，每个楼都看看，大概需要两个小时。

3、赤坎古镇可从马降龙继续乘坐13路车到达，票价2元。赤坎古镇南邻潭江，分上埠与下埠。古

镇除了教堂、钟楼、戏院、祠堂等公用建筑之外，为了适应岭南多余的天气，使行人上街不受日

晒雨淋，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鳞次栉比的建起了这种骑楼式的铺面，行程了典型的骑楼街道。

而这种街道最典型的就是潭江边的那条街。游客到开平旅游就可以把落脚点安排在这里。

4、从赤坎古镇前往自力村大概6、7公里，没有公交，可以选择摩托车。自力村与马降龙相比面积

要小的多，逛起来比较方便。另外与马降龙不同的是，这里很多碉楼就建稻田当中，而不像马降

龙居住的地方与耕作的地方泾渭分明。这里的环境和马降龙相比，对于居住于此的人可能要稍显

逊色，可是对于游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能够视野开阔的看到这些碉楼全景更令人兴奋的了。所以

说马降龙可能更适合闲逛，而这里可能更适合拍摄与留影。

5、三门里村村口，紧靠３２５国道。三门里村迎龙楼是开平市现存最早的碉楼。由于个子不高，

躲在几排房子的后面。找的时候稍微有点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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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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