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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買月餅送餐飲代金券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

店即日起推出9款月餅禮盒
及禮籃，主打圓月禮盒，採
用絲綢面加立體拉花的傳統
香格里拉集團統一包裝，可
選購包含有四種口味雙黃白
蓮蓉、雙黃金翡翠、雲腿伍

仁和紅酒蔓月莓的禮盒，也
可選購採用上等湘蓮製作的
四件裝雙黃白蓮蓉禮盒。憑
印花可享圓月禮盒每套248
元人民幣，並特別贈送價值
100 元人民幣的餐飲代金
券。

同時，酒店推出日本風
味的桃山皮月餅瑩月禮盒，
內含雪花桃山柳丁核桃、香
芒奶黃卡思達、雪花桃山奶
酪藍莓三種口味月餅，每套
218元人民幣。

預訂電話：
(86 755) 2151 3838

1、9月3日晚上8時，上海京劇院的藝術家
將在深圳華夏藝術中心傾情獻演。「穿林海
跨雪原氣衝霄漢，抒豪情寄壯志面對群
山……」這首經典唱段您是否還記得？劇中
燴灸人口的唱段，鏗鏘有力的音樂，唱響了
整整一個時代，至今餘音未了。這是《智取
威虎山》的傳奇英雄故事。
2、9月2日著名民樂組合「女子十二樂坊」
將在深圳保利劇院舉辦《依波藝術時光——
女子十二樂坊專場音樂會》。

3、9月11日，中國電影樂團將在保利劇院奏
響《喀秋莎——慶祝世界反法西斯勝利暨抗
日戰爭利70周年中國電影樂團視聽音樂
會》。
4、8月31日起，深圳瑞吉酒店將於每周一夜
晚8點30分至深夜舉辦「雞尾酒之夜」，特
邀國際調酒師
親臨定製各式
或經典或創新
的雞尾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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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

爭勝利 70 周年，中國將於下月 3 日舉

辦規模宏大的閱兵儀式，紅色主題遊

亦隨之升溫。所謂「古來即是英雄

地，南粵何處不染紅？」一直在中國革命鬥爭最前線的廣東，從未

缺席過任何重大歷史事件，留下了海陸豐蘇維埃政權遺址、「廣州

起義」遺址、梅縣的三河壩遺址、東江縱隊遺蹟、廣州毛澤東主辦

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惠州葉挺紀念館、潮州黃埔軍校潮州分校遺址

等諸多革命舊址。粵港同一江水，血脈相連，共同抗戰的血淚史不

該被忘記。喜愛歷史、熱愛旅遊的港人無須走遠，近在廣東就能攜

家人來一趟紅色主題遊和抗戰歷史遺蹟遊，探訪革命遺蹟的同時，

亦能順帶遊玩美景、品嚐美食。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港人，應認識這

段近代歷史，了解革命傳說，以史為鑒，珍視和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廣東報道

—推薦線路：梅關古道、水口戰役遺址、北伐戰爭紀念館、省委舊址
梅嶺是「贛南三年游擊戰爭」的主要根據地。1935年至1937年，項英、

陳毅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梅嶺一帶，堅持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開
闢了紅色贛粵邊根據地。現存的梅關古道約8公里，路面鋪砌青石的鵝卵石。

水口戰役遺址：1932年7月，中國工農紅軍在毛澤東、朱德、王稼祥
的親自指揮下，與國民黨陳濟棠部（粵軍）在水口打了一場著名的惡戰，即
有名的「水口戰役」，水口之戰紅軍得到了南雄地下黨組織和游擊隊及當地
群眾的大力支持，消滅敵軍3,000多名。

北伐紀念館是廣東首座北伐戰爭紀念館，主館分為北伐戰爭展廳、北伐
名將展廳等六大部分。館前一座由中山市政府捐獻的孫中山銅像莊嚴肅穆地
矗立於藍天之下。

中共省委陳列館為兩層結構客家民俗建築，陳列包括中共廣東省委的
重建、北遷與粵北省委的建立、傑出的歷史功績、應對粵北事件迎接抗戰勝

利四部分。
★周邊遊推薦：

珠璣古巷：
珠璣巷位於南雄市北9公里的沙水村，全長1,500米，南起

駟馬橋，北至鳳凰橋，路面用鵝卵石砌成，寬約3米至4米，
是古代五嶺南北梅關古道的必經之路，古驛道穿巷而過，巷
內南、中、北三座門樓為清初所建。珠璣巷有三街四巷，即
珠璣街、棋盤街、馬仔街；洙泗巷、黃茅巷、鐵爐巷、臘
巷。今住居民38l戶，1,742人。
雙峰寨：
雙峰寨坐落在仁化縣城西19公里的石塘鎮，外形成長方
形，石灰及青磚砌成，有一個主樓和四個炮樓，其間有圍牆
相連，佔地面積9,042平方米，是少有的巨型寨堡。寨內四周
均建有瓦面蓋頂的走廊，樓上稱走馬廊，樓下稱半邊
屋，走廊溝通五個樓角，每隔3.9米有一小炮眼，包括五
個炮樓在內共有55個炮眼。炮眼居高臨下，故這個
古寨是個可守之地。大革命時期石塘鄉農會在此
辦公，亦是戰鬥中的紅色堡壘。

—推薦線路：紅宮紅場、澎湃故
居、紅海灣、海豐蓮花山
海豐紅宮紅場：
海陸豐蘇維埃政權遺址紅宮紅場是
彭湃同志領導海豐人民創建內地第一
個蘇維埃政權的地方。紅宮原為明代
學宮。於明洪武十二年（公元1329
年）海豐知縣鄭源所建，現存建築有
靈星門、拱橋泮池、前殿大成殿（又
稱「文廟」）和兩廂配殿，大成殿是
紅宮主體結構，兩廂配殿現保存許多
革命文物。大革命時期內地13個革命
根據地之一的「海陸豐革命根據地遺
址」、中國第一個農會組織遺址「海
陸豐農會遺址」都在此地。
澎湃故居：
相距紅宮紅場約1.1公里的海城鎮
橋東社，始建於清末，主樓兩層，彭
湃在此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1922
年夏，彭湃與其妻蔡素屏搬至故居東
側的「得趣書室」，並在這裡發動農
民運動，成立了海豐第一個農民組
織——「六人農會」。1925年第一次

東征時，周恩來率部在「得趣書屋」
與彭湃會面，建立中共海豐特別支
部。它是海豐農民運動和革命鬥爭的
歷史見證。
周邊遊推薦：
紅海灣：
遮浪島又稱南澳半島，素有「粵東

麒麟角」之稱。山、海、湖、岬角風
光旖旎，有唐公墓、鄭祖嬉紀念廟等
古跡。遮浪南澳島，
不管風向何方，總有
風平浪靜之處， 遮浪
因而得名。

海豐蓮花山：
蓮花山是嶺南四大山脈之一，主峰

方圓 5,000 多公頃，有「雄」、
「奇」、「秀」、「幽」特色。平時
山峰上雲纏霧繞、裊裊飛升；當夏天
在山上小憩，頓覺肌膚生涼，與山下
炎炎烈日比之有如兩個季節。

—推薦線路：葉劍英紀念園、大埔
三河壩戰役紀念園、雁南飛茶園、客家圍
龍屋
葉劍英紀念園位於葉劍英元帥的故
居——廣東梅縣雁洋虎形村。1897年4
月28日，葉劍英元帥出生在此，並度過
了他的童年、少年時代。紀念景區中，
以「少懷壯志」、「泉井情深」、「力
挽狂瀾」、「翰墨飄香」、「百戰歸
來」五大主題組織序列；人文秀區以葉
劍英故居、葉家宗祠為核心，展示其出
生和成長的環境。
三河壩紅色旅遊區位於梅州市大埔
縣三河鎮，是國家級革命烈士紀念遺址
重點保護單位、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這
裡三江六岸山峰疊翠，秀麗風光如詩如
畫。站在當年的戰場筆枝尾山上極目遠
眺，映入眼簾的汀江、梅江、梅潭河匯
合成韓江，奔流不息。紀念館不僅有
「八一」起義軍三河壩戰役烈士紀念
碑、三河壩戰役紀念館、朱德雕塑、浮
雕牆，而且保留着當年殘留的彈片、佩
劍，還有戰士們留下的「誓死殺敵」的
標語等珍貴歷史圖片和文物。
周邊遊推薦：

雁南飛茶園：
背靠陰那山的雁南飛，位於梅縣雁洋
鎮，是一座非常美麗的茶園和度假村，
被讚為「綠野明珠」。遊客可一邊欣賞
層巒疊翠的茶園、雅致的別墅、潺潺的
流泉，一邊免費品嚐當地出產的茶葉。

千年古剎靈光寺:
陰那山與羅浮、南華鼎峙齊名，並稱
「粵東三勝」。陰那山麓有一座千年古
剎靈光寺，是廣東省五大名寺之一。創
始人為唐高僧潘了拳，其後粵東監察御
史梅鼎捐錢擴建，更名靈光寺。靈光寺
有「三絕」，其中一絕是寺前草坪有兩
棵柏樹一生一死。生者高30多米，枝繁
葉茂，傲然挺立；死者高度相當，幹大
枝壯，枯死而不腐不朽，稱為「廣東寶
樹」的「生死柏」。
另外，若計劃登上五指峰觀看日出美景

和山頂風光者，可提前一天到達靈光寺，
翌日一早登五指峰頂等待日出。
客家圍龍屋：
圍龍屋是客家人特有的傳統民居，始

於唐代，盛於明清，採用了中原漢族建
築工藝中先進的抬樑式和穿斗式相結合
的技術，主體結構為「一進三廳兩廂一
圍」，被中外建築學界稱為中國五大特
色民居建築。
圍龍屋不論大小，大門前必有一塊禾

坪和一個半月形池塘。大門之內，分上
中下三個大廳，左右分兩廂或四廂，俗
稱橫屋，一直向後延伸，在左右橫屋的
盡頭，築起圍牆形的房屋，把正屋包圍
起來，小的十幾間，大的二十幾間，正
中一間為「龍廳」，故名「圍龍」屋。
現在梅州市保留下來的圍龍屋，僅在梅
州城區和城郊40公里內，就有幾百座。

1、梅州葉劍英紀念園
深圳出發：羅湖火車站搭乘開往梅州客運

站大巴，換乘前往梅縣區雁洋、松口一帶的
中巴到葉劍英紀念園站下；
自駕車：從梅龍高速（S12）丙村出口出高

速後往右轉S223線往雁洋鎮方向，10分鐘車
程即到。

2、海豐紅宮紅場、澎湃故居
深圳出發：羅湖火車站搭乘開往海豐客運

站大巴，票價120元左右，下車後在海豐縣
內乘坐301、23路車巴士可到紅宮紅場。
3、韶關梅關古道、水口戰役遺址
自駕從廣州出發：上京珠高速行駛2.5個小

時，到達韶關，下高速公路後直奔南雄，全
程約300公里約 4.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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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風味 味濃香軟
客家人是中原南下的移民，由於種種歷史的原因，遷至嶺南山區後，完整地保

留了中原的語言與飲食習慣。由於客家人居住地區大都是遠離海洋，客家菜便以
內陸型的油重味濃、鹹香軟糯為特色，即客家話說的「肥、鹹、香」。
客家菜的用料大都以家禽和野味為主，追求原汁原味，即「飯有飯香，肉有肉

味」，有「無雞不清，無肉不鮮，無鴨不香，無鵝不濃」的講法。注重火功，以
蒸、焗、煲、釀見長，尤以砂鍋菜聞名。客家菜講求四時節氣，有「冬羊、夏
狗、春雞、秋鴨」之說。
常見的客家菜中，釀菜最為出名，敢稱頭牌菜的就是家家戶戶過節必煮的釀豆

腐。火柴盒大小的水豆腐煎成金黃色，把豬肉、魚肉做成的餡「釀」入其中，放
進葱花、香油，盛在雞湯瓦煲內燜着，直到香氣四溢。

■葉劍英紀念館是葉劍英出生的故
居。 本報深圳傳真

■海豐紅宮紅場是
大革命時期「海陸
豐革命根據地遺
址」。受訪者供圖

■■梅州三河壩紅色旅遊區是梅州三河壩紅色旅遊區是
國家級革命烈士紀念遺址重國家級革命烈士紀念遺址重
點保護單位點保護單位。。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珠璣古巷今住居民珠璣古巷今住居民
11,,742742人人。。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澎湃故居始建於清澎湃故居始建於清
末末。。 本報深圳傳真本報深圳傳真

■■梅州客家圍屋被中外建築界梅州客家圍屋被中外建築界
稱為中國五大特色民居建築稱為中國五大特色民居建築。。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