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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山：踏寻伟人的印记

中山市，中国唯一一个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地方。

中山旧称香山，这里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同时也

是著名的侨乡，这里处处都是孙中山的印记。 

中山市(图片由网友 @麦当劳叔叔 提供)

中山，于南宋绍兴22年设立，1800平方公里，地质构造体系属于华南褶皱束的粤中坳陷，地形以

平原为主，地势中部高亢，四周平坦。中山市是著名的侨乡，有旅居世界五大洲87个国家和地区

的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80多万人。中山市最多的当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景观。位于中山东南翠

亨村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是以翠亨孙中山故居为主体的纪念性博物馆。也有孙文老街、小榄镇等

建筑古色古香，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和艺术含量。

最佳旅游时间：

中山旅游以春季（3月至5月中旬）与秋季（9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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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行政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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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山十景

中山十景是中国广东省中山市的市政府从位于中山市的众多旅游景点评选而出的，包含了中山市

旅游景点的精华。于1985年和1998年进行过两次，目前的中山十景为：中山故居、老街新韵、兴

中缀绵、仁山玉宇、五桂雄峰、温泉碧苑、阜峰文笔、长江叠翠、紫岭鸣嘤、菊城金瓣。其中“

中山故居”是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故居，每年都有大量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前来瞻仰。

中山市风光(图片由网友 @麦当劳叔叔 提供)

 中山十景之中山故居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孙中山故居位于南朗镇翠亨村，坐东向西，占地面积500平方米，建筑面积

340平平方米，是孙中山长兄孙眉于1892年从檀香山汇款回来由孙中山主持建成的。它是一幢砖木

结构、中西结合的两层楼房，并设有一道围墙环绕着庭院。外表仿照西方建筑。楼房上层各有七

个赭红色装饰性的拱门。屋檐正中饰有光环，环下雕绘一只口衔钱环的飞鹰。楼房内部设计用中

国传统的建筑形式，中间是正厅，左右分两个耳房，四壁砖墙呈砖灰色勾出白色间线，窗户在正

梁下对开。居屋内前后左右均有门通向街外，左旋右转，均可回到原来的起步点。正门上挂一副

对联，曰："一椽得所，五桂安居。"据传是楼宇落成后孙中山亲笔撰写的。庭院右边设有一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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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水井的周围(约32平方米)是孙中山诞生时的旧房所在地。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生于此。

 中山十景之长江叠翠

长江叠翠是中山市新十景之一，指的是长江水库游览区，这里离中山城区中心石岐东南九公里，

是建设在著名抗日游击根据地五桂山区北面的以水库为中心的游览区。水库1963年基本建成，它

包括里面相连的6条大水坑，7处山梁山埔和一道拦库大坝，集水面积三十六

平方公里，库容达五千万立万。雄伟的水库大坝顶面宽6米多，长330米。往水库区里望， 莽莽群

山，重峦叠嶂，一望无限的松林，郁郁葱葱，还有杉树、樟树、苦楝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树木。

一派生机，浓绿如绒如砌，倒映湖中，就是这里美景“叠翠”风韵之所在。

中山十景之兴中缀锦

兴中道是中山新十景之一，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兴中缀锦。

兴中道是中山市改革开放后新建的交通要道之一，也是优质环境路段的典型代表。它集中了中山

市全国绿化园林城市的特点，不仅绿化、美化得好，道路两旁的建筑物还各具有特色，成为中山

市的政治、文化、宣传、科学、体育的中心。

 中山十景之温泉碧苑

中山温泉坐落于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位处广珠公路旁，毗邻港澳，距珠海、澳门26公里，至石

岐城区24公里，离孙中山先生故居翠亨村10公里，交通十分便捷。

中山温泉占地220万平方米，四季绿树成荫，繁花似锦，具有浓烈岭南气息的楼层别墅、亭台廊园

，使人领略到古代皇家园林的恢宏壮观；精心雕琢的人工建筑与罗三妹山自然景致和谐搭配，营

造了中山温泉“园中带园，景中藏景”如诗如画的幽美。

 中山十景之阜峰文笔

建于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九月，知县蔡善继创建。该塔为七层八角形楼阁式砖结构塔，

塔置平座，凌角牙砖与线砖相间叠涩出檐，高24.5米，原为空心塔，1952年重修时，把上三层改为

实心。宝瓶状刹为铁铸。现该塔一至三层向外开放，游人沿级而上，每登一层，便可顺门户步出

塔廊，欣赏四周河山秀色，中山城区亦尽收眼帘。

 中山十景之仁山玉宇

孙中山纪念堂位于中山市城区中心，由我市旅港同胞郭得胜先生捐款一千万港元兴建而成。1982

年2月1日动工，次年4月落成，11月12日正式开幕。

纪念堂外观庄严宏伟、富丽堂煌，高35米，总面积为3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为8400平方米，建筑

既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又充满了时代的特色。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同志生前亲笔敬题了横匾"

孙中山纪念堂"六个刚劲有力的大字。

 中山十景之五桂雄峰

五桂雄峰，是老景点，又是中山新十景之一，这里有巍峨的峰峦，有奇花异卉，有建设发展新貌

，有优美的民间传说，而最激动人心的，是革命战争岁月，在这里发生的可歌可泣抗敌斗争的事

迹。五桂山区有大花园和小花园的天然景物，有奇岩怪石，异羽奇禽，流泉飞瀑，景色可与岭南

胜景西樵山、罗浮山媲美，引人入胜。

中山十景之紫岭鸣嘤

紫马岭公园位于中山市中山四路南侧，占地88.5公顷，1992年7月破土兴建，1993年10月1日落成开

放，是天工与人力交融，游憩共生态并重的大型城市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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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马岭是“香山八景”之一的“天池芰荷”故址，空气清新，景色怡人，明清两代，是富家子弟

跑马游乐的场地。

 中山十景之菊城金瓣

中山十景之一的“菊城金瓣”，其实是中山市小榄镇的美称。小榄镇的群众酷爱种养菊花已有几

百年历史，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花圃亭园。阳台楼顶，以至街头巷尾，都有数不清品种名目的菊花

种养。每到金秋季节，七彩纷呈的菊花到处盛放，生意盎然。而金黄色的菊花更成主色调，形成

名符其实的菊城金瓣。

中山十景之老街新韵

步行街文化广场位于大庙下路段，总建筑面积303平方米，广场内修建了市内首个平地式喷水池，

骑楼下的墙身是著名画家陈宅中的大型壁画，壁画是二、三十年代孙文西路的缩影，画中人物栩

栩如生，形态逼真，与步行街建筑风貌融为一体。广场正前方设置了一个60平方米的舞台，为辖

区商户、市民及游客提供丰富的文化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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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山推荐行程

   

1、中山精华一日游

行程亮点：踏寻伟人的印记

 D1：孙文公园→孙中山故居→中山步行街

中山市作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来到这自然要去与孙中山有关的景点。中山精华一日游线路，从

故居到公园到步行街，感受孙中山先生在这座城市的印记。

   

2、中山两日游

D1：孙文公园→孙中山故居→中山步行街

D2：中山詹园→孙中山纪念堂

行程推荐：上午前往孙文公园，公园免费，分为革命纪念区和综合游览区两个不同的区域，记得

要在孙中山先生铜像前凭吊一番。下午前往翠享村的孙中山故居，这是来中山的必游之地。故居

纪念馆同样免费，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孙中山当年生活的点滴。晚上回到市内，去中山步行街逛逛

，这条街称作孙文西路，总长不过529米，却有上百年的历史。步行街是以“西洋”风格的建筑组

成，大多为有骑楼的两三层房屋。逛累了，可以就在附近享用晚餐，步行街有很多好吃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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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山娱乐

中山市内供人休闲娱乐的场所数不胜数：KTV、迪厅、网吧、酒吧一应俱全；更有保龄球馆、高

尔夫球场、网球场适合各种消费人群。

1、J.J Disco是目前中山市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多功能的士高广场，可容纳二千人的场馆拥有

世界一流的灯光音响。国内独一无二的大型霹雳镭射组灯变幻无穷。还有太空飞碟、清吧及卡拉

OK、贵宾房、歌舞表演等。

2、温泉高尔夫球场：坐落在中山温泉宾馆北侧，设有国际标准的72棒、18洞，18条球道总长5591

米。球场地形坡度和缓，高低层次、沙洼、水塘、小丘、水沟分布其中。草场装有自动洒水系统

，还建有菲律宾情调的球会会所，内设豪华餐厅、酒吧、日式温泉浴池、桑拿室、游泳池、网球

场和别墅等设施。

3、富华娱乐城：娱乐城位于富华酒店花园旁，是中山市最大的室内康乐场。有保龄球、乒乓球室

、游泳池、电子游戏中心、儿童游乐场等二十多项。

4、北山湾中心泳场：北山湾中心泳场位于广东省汕头市达濠半岛东北部，海湾大桥南侧，依山面

海，山势平缓，东临南海。鱼舟点点，绿荫斜影，是旅游度假的天然宝地。场内有沙滩日光浴、

海水浴、露营烧烤、戏水乐园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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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山美食：敢不敢吃全由你

中山地区饮食主要以当地盛产原料为主，烹饪方法也以粤式较多，口味清淡，注重滋补，讲究色

、香、味、形。中山市的饮食文化可谓是最胆大的，除了常见的饮茶、打边炉（吃火锅）、吃田

螺等，中山人还爱吃禾虫、风鳝（鳗鱼）、狗肉、蛇餐、田鼠等。烹调方法五花八门，各具风味

，就看你有没有胆子了。

中山美食(图片由网友 @花弄影 提供)

中山特色小吃：

 乳鸽

石岐乳鸽是中山传统优良地方品种，以体形大、胸肉厚、肌肉饱满、肉质嫩滑爽口而饮誉省港澳

。乳鸽作为中山的名菜，色、香、味俱全，红烧、吊烧、生炸、卤水等等不同风味，均令人齿颊

留香，且本地酒家多以特价菜许客，实在是食家价廉物美的首选。

 杏仁饼

杏仁饼是中山食品的代表作，为“易味庐”饼家始创，以绿豆粉为主要原料、用无筋肥肉片作夹

心馅料的饼食，咀嚼而带杏仁清香，所以名之。杏仁饼经烘烤后，其色金黄带绿，饼质细腻、酥

化可口、甘香浓郁、冰肉爽而不腻。一个世纪以来，饮誉海内外，现以“咀香园”为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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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煎堆

提起煎堆，很自然就想起“煎堆碌碌，金银满屋。”这句富含吉祥意义的话。而中山石岐煎堆在

珠三角中名声颇响，与九江煎堆、空心煎堆等品种齐名。以往，要到春节才能吃到的煎堆，现今

在一些酒楼饭馆已经将其当作饭后的小食。在以吃农家菜出名的“鱼米之乡”，为吸引顾客把煎

堆做得如篮球般大，色泽金黄，而味道不变，令人称奇。

 禾虫

禾虫因为它经常出没在乡间禾田里，以禾根为食物，每年又恰逢广东早晚两造水稻孕穗扬花时破

土而出，故得“禾虫”之名。禾虫虽然其貌不扬，却富含了人体所需的蛋白质和维生素B等营养

物质，且有补脾、暖胃、祛湿等滋补食疗效果，烹饪后的禾虫，风味独特，清香鲜美，用禾虫烹

制而成的“煲仔焗虫”、“生炒禾虫”、“禾虫煎蛋”，更是被誉为广东经典特色名菜。

菠萝包

中山神湾镇背山面海，雨水充沛、山地肥沃，特别适宜菠萝生长。神湾菠萝，个头小，但皮薄肉

厚，更难得是芯细爽脆无渣，甜蜜清香而无酸味，果香浓郁，齿颊留香。用这种菠萝制成的菠萝

包外层香脆甜美，而包身则是软身，很是美味。

中山最具特色的美食地：

石岐佬

中山美食以石岐乳鸽最为知名，而石岐乳鸽以“石岐佬”最为出名，“石岐佬”号称年产乳鸽十

几万只，出品的每只红烧“妙龄”保证是十三天的鸽子。皮脆肉嫩，味美多汁，闻名不如真吃！

中山市美食地带：

孙文路步行街

中山的步行街实为孙文西路，总长不过529米，却有上百年的历史。中山的传统食品还有杏仁饼、

白莲蓉月饼、濑粉、荼薇酒、菊花肉、荼薇蛋卷、石岐乳鸽、三稔包、龙头环豆豉等。在步行街

上不妨一试。

南下石岐美食街

中山著名的美食一条街，美食街里有很多好吃的，地道的粤菜和中山小吃在这里都能品尝到，街

道两边都是小小的店铺，有的店家就在小街中间摆桌子纳客，非常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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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山购物推荐

中山有着便利的港口贸易，所以各地、各国琳琅满目的商品应有尽有，价格相宜。到孙文西路文

化旅游步行街，可以看到侨乡特色古朴典雅的“南洋文化”，“十八间”、“天妃庙”、“泰东

戏院”、“思豪大酒店”、“先施公司”、“汇丰公司”、“福寿堂药房”等，还有近百年历史

的商店、遗迹以及众多的茶楼、食肆等，既是购物、餐饮的场所，也是南洋建筑的博览会。

如果恰逢季节，中山本地的一些土特产，如三月红荔枝、神湾菠萝、 茂生香蕉、

九洲基脆肉龙眼，还有中山咀香园杏仁饼等都值得买回去品尝。

中山特产购物(图片由网友 @花弄影 提供)

 小榄菊花肉

小榄地区盛产菊花。充分利用菊花作食品便应运而生，其中最负盛名是菊花肉。菊花肉是选用猪

的背部肥肉、切成透明状薄片用糖腌制， 外面拌一层半鲜半干的糖渍菊花瓣而成。这种菊花肉看

来虽肥，但吃起来爽脆不腻、清香可口，特别是菊瓣液香凝喉，芬芳扑鼻，是中山的传统送礼佳

品。

三月红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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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红荔枝是中山市历史名牌产品，又是荔枝家族中的"迎春使者"。它的特点是：果壳色泽鲜红

，果体肥大，果肉厚而雪白多汁，味道似酸非酸，似甜非甜，别有风味，食之使人醒脾开胃，是

岭南有名佳果。

中山粉果金吒

中山粉果，历史悠久，其中以金吒为代表，它是以猪腮肉（肉质不腻）配以南乳、花椒、八角等

调料。金吒的吃法可要讲究：从尖端食起，到肉馅时，先吮一口油香，然后咬肉食。不然，冒失

一口咬下去，那油沫便四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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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山住宿

中山市不大，市内的二十多家涉外酒店有足够的接待能力。可住在以下区域。

石岐区

位于中山市中心城区，是中山市最繁华的商业与文化中心，石岐区不仅拥有国家级的民营科技园

区——中山民科园，而且还有以大信新都汇、逢源商业中心、富逸装饰广场、完美物流中心、百

佳假日广场、摩登汇文化娱乐中心以及孙文西路文化旅游步行街、民族路商业街、民权路电信街

等为代表。

推荐酒店：特高商务酒店、金钻酒店、莲兴酒店、城市客栈（石歧店）

 东区

位于中山市中心城区东部，东距能直达香港的中山港口岸6公里，南至澳门50公里，北至广州88公

里。区内中山路、兴中道、孙文路、长江路、博爱路纵横相连，交通便利。

推荐酒店：雅居乐长江酒店、香格里拉大酒店、华鸿公寓酒店

西区

中山城区的组成部分，是中山乃至珠江三角洲著名的商业贸易和休闲观光区，拥有全市最大的酒

店群。面积26.7平方公里，105国道、广珠公路、江中公路、北外环、博爱路、富华道、中山路等

主干道路纵横穿越。

推荐酒店：国际酒店、富华酒店、富洲酒店、阳光商务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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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山交通

   

1、公路

中山市公路交通是最主要的陆路手段。目前已建成使用的中山市汽车总站、中山城南汽车客运站

、中山坦洲汽车客运站。广州各大客运站都有豪华大巴前往中山市，票价20元，车程约1小时。

位于中山市西区富华道与105国道交汇处的中山市汽车总站，基础设施齐备，目前已开通省内至广

州、深圳、龙岗、澳门、东莞、樟木头、韶关等15个县市的班线，省外则可达四川、湖南、江西

、湖南、重庆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山市汽车总站咨询电话：0760-8624056、8628771

广州各大客运站都有豪华大巴前往中山市，票价20元，车程约1小时。

中山汽车总站

地址：中山市石岐本西区富华道与105国道交汇处

售票时间：6：00～20：30（售四天内车票）

中山城南汽车客运站  地址：先施二路

中山坦洲汽车客运站  地址：坦神北路23号

   

2、铁路

中山有两个火车站，分别是中山站和中山北站。目前只有广珠城际经过中山，都是从广州南站往

返珠海北站的动车。大约半小时（高峰期间隔缩短）。

过站：广州南站-小榄站-东升站-中山北站-珠海北站，二等座全程票价36元。

   

3、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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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港位于中山市东郊，客轮主要发往香港。每天7：30—20：00之间大约两小时一班发往中港城

码头，9：00有一班发往港澳码头。

电话：0760－5596350，5595333

   

4、公交

中山市市内无人售票的公共汽车2元/人，有人售票的公共汽车3站内收1元/人，超过三站后，则每

站加收0.5元。

中山市公共汽车公司咨询电话：0760-7330663

旅游专线车

行车路线：富华酒店—紫马岭公园—海上庄园路口—影视城—中山故居—影视城—海上庄园路口

—紫马岭公园—富华酒店站。开车时间8：00～17：00，每小时一班，其中中山故居站：9：00～1

8：00。

旅游观光巴士

行车路线：富华酒店站—孙文公园—经博爱路、起湾道—紫马岭公园—嘉华电子厂—紫马岭公园

—人大政协大楼—中银大厦—富华酒店站。开车时间8：00～17：00，每半小时一班。

   

5、出租车

中山出租车分两类，分别是索塔纳出租车和捷达出租车。两者都是7元起步（2公里），超过2公里

每公里加收2.48元/2.2元。夜间起步价会上涨到8元。

   

6、人力车

中山至今还保留着人力车，环保便捷，已经成为中山独特的一种文化。人力车价格不贵，坐人力

车最方便就是短距离的旅游观光了，别是一番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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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山节庆活动

 1、园慈善万人行：

从1988年开始，每年的春节后大年初七，是中山市定为全市性的慈善万人行的日子。每年都有不

同的主题，如敬老助残、建设博爱医院、发展教育事业等。届时，各阶层人士几万人云集在城区

，参与以步行为公益筹款，成为中山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盛事。

 2、沙溪浴佛节：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沙溪人过浴佛节那天，家家户户吃栾茜饼，然后到街上观看万众参与的大型

游街庆祝活动。当地人叫这种喜庆大游行做“出高兴”，欢迎来自远近的客人欣赏和参与活动。

3、小榄菊花会：

小榄菊花会是以菊花为主题的大型文化艺术节。小榄人种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举行菊花会，起

源于清代乾隆元年即丙辰年(公元1736年)。当时小榄乡举行菊试，以李姓和何姓祠堂前设立花场

摆设盆菊园艺，由各姓氏中的文人雅士为菊花取名吟诗作对，分三场考核，推选出佼佼者。新中

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是1994年的第四届甲戌菊花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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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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