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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一路奇峰秀水 訪一帶歷史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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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江古水道
1、地址：南廣高鐵到達雲浮市郁南縣，途經
南江口鎮、連灘鎮、東壩鎮、宋桂鎮、河口
鎮、大灣鎮。

2、古道新玩法：
Day 1：南江第一灣→古蓬古碼頭→蘭寨南江
文化創意基地→光二大屋→五指山森林公園

Day2：張公廟→連灘鎮朱屋→天池庵生態旅
遊區→郁南磨刀山遺址→大灣古建築群

3、飲食：
灘釀豆腐、特色香花鴨、南江河蝦、郁南印
糍、郁南灰水粽、艾糍、郁南無核黃皮

4、周邊景點：
■大灣鎮五星村：有清咸豐元年至宣統年間所
興建的李氏宗祠、家塾和富商紳士大屋等古民
居46座，其中有14座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

■羅定江古蓬碼頭：可觀看粵西一帶僅存的
「活化石」

■連灘禾樓舞：舉牛圖騰和火把、捧稻穗、過
火門，以及一式的黑色裝束等，都保存了烏滸
蠻部落對動、植物和火的原始崇拜以至審美風
尚的記憶，擺腰、搖手、踏足的古樸動作也帶
有原始舞蹈的基本特徵，於2008年被選入第
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梅關古道
1、地址：武廣高鐵到達韶關，南雄市珠璣鎮
梅嶺村，國道G323線以北，呈南北向帶狀，
橫跨廣東、江西兩省。

2、古道新玩法：
Day 1：梅關古道→鐘鼓巖→里東古戲台→珠
璣古巷→大雄禪寺

Day 2：三影古塔→中共廣東省委機關瑤坑舊
址→水口戰役紀念公園→坪田古銀杏群

3、飲食：梅嶺鵝王、酸筍燜鴨、南雄三寶、
菜包糍、銅勺餅、牛乾脯、坪田白果

4、周邊景點：
■帽子峰林場：距梅關18公里，位於南雄市
西北部，有「粵北九寨溝」之美譽

■坪田「銀杏之鄉」：距梅關約38.3公里，
境內有百年以上樹齡的古銀杏樹5,000多株，
年產白果數百噸

西京古道
1、地址：武廣高鐵到達韶關，西京古道現存
路段主要位於韶關市乳源瑤族自治縣大橋鎮，
東臨必背鎮，南毗鄰五指山南嶺國家森林公
園，北接樂昌市沙坪鎮。

2、古道新玩法：
Day 1：紅豆杉森林公園→西京古道五里橋段
→大橋鎮古民居→通濟橋→觀瀾書院→南嶺國
家森林公園

Day 2：雲門寺 → 朱德祖居地 → 南水湖國家
濕地公園→ 乳源大峽谷

3、飲食：客家豆腐、應季野菜、石頭豬(百斤
左右的小豬，長不大)

4、周邊景點：
■乳源大峽谷：谷中溝壑縱橫，奇峰林立，古
木參天

■南嶺國家森林公園：是廣東最大的自然保護
區，是嶺南珍稀動植物的寶庫

1. 中國鏡頭中的波蘭——陳喆、楊莉莉攝影展
展覽時間：2017年4月19日——4月28日
展覽地點：廣東美術館7號展廳

2. 純粹系列巴赫無伴奏大提琴組曲全集阿爾班·傑哈特大提琴獨奏會
——當代德國最重量級大提琴家演繹大提琴聖經，全國獨此一場
演出時間：2017年5月1日（周一）18:00
演出地點：廣州大劇院實驗劇場演出
票 價：280元（人民幣，下同）、480元、 680元（VIP）

作為內地最早開園玩水的廣州長隆水上樂園自本月初
「火熱」開園，迎來不少回頭客前往。長隆水上世界也
順勢推出「早鳥優惠票」以及4月門票「買一送一」的
特惠，大眾化的價格讓一開園即如旺季暑假般火爆。值
得注意的是，全園溫水，讓大人小孩都可以盡情玩水，
不再擔心怕冷受涼。

廣州長隆水上樂園門票買一送一

時間：4月1日-4月27日 地點：廣州長隆水上樂園 票價：180元人民幣/2人

在韶關梅關
古道的西邊不
遠，有一條連

接南北的驛道——西京古道。這
條驛道據傳始建於西漢建元六年
（公元前135年），是漢武帝時期
嶺南各地通往京城「長安」（今
陝西西安市）的必經之道，因此
也被認為是古代的進京高速路。
和梅關古道比起來，乳源西京

古道的知名度稍微弱一些，然
而，它的歷史地位和前者一樣彪

炳於史冊。
走過「西京古道」的市民，都會

被其逢山開道、遇水搭橋的景觀所
震撼。而沿途密集的村落，站在高
處俯瞰，常讓人有一種玩穿越的感
覺，尤其是途中的古橋樑、古涼
亭，三五幾個好友徒步漫話，或肆
意凹造型拍照片，保準都會是相冊
裡那個「難忘的一天」。

東漢至今 溝通南北
西京古道近年聲名鵲起，究其

原因不外乎是其原汁原味地保留
着「古道西風瘦馬」般的意境以
及「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
天」的古道風韻。
此外，近年來的熱詞「一帶一

路」也讓西京古道的神秘面紗緩
緩揭開。有資料表明，陸上絲綢
之路始於西漢長安，海上絲綢之
路始於西漢時嶺南的徐聞、合
浦，西京古道始於東漢，是在海
陸絲綢之路開通後開闢的，又延
續於唐、明、清三代重修，可見
一直起到溝通南北的作用，是一
條連接海陸絲綢之路的古道。
廣東省政府參事、廣東海上絲

綢之路研究開發項目組組長黃偉
宗教授在考察走訪完西京古道後
表示：「西京古道是目前有實物
依據、有文字記載的海陸絲綢之
路對接的最早通道，也是廣東目
前路線最長、最原汁原味的古
道。」

廣東境內盛名在外的古驛道不下8條。除了最知

名、保存最完好的梅關古道外，還有見證過「一

騎紅塵妃子笑」的西京古道，以及平遠的松溪古

道、潮州上饒西片古驛道、雲浮郁南古道等。縱觀南粵古驛道，作為中原聯繫嶺南

的重要紐帶，或為兩省通衢，或為兵家要道，或為通商往來，是廣東千年文明史的

活化石，記載着數不清的風雲時刻。因其文化景觀帶的獨特性，如今正逐步成為市

民短途出遊嚮往的目的地 。在四月的春風中漫步，嗅着古驛道金黃枇杷果的清

香，聽着稻田裡插秧姑娘哼着的小曲，品着村民餐桌上鮮美無比的桑葉豬肉湯以及

蘊藏各家手藝絕活的艾糍，「人間四月天」的鄉村意境呼之欲出，讓人迷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郁南報道

梅 關 古
道，坐落在
廣東省韶關

市南雄市城北28公里的梅嶺上，
是內地保存得最完整的古驛道。
梅嶺是粵贛交界的一個隘口，秦
時在此設關，叫梅關。梅關是古
代「海上絲綢之路」，是連接長
江、珠江水系陸路最短的交通要
道。
意大利來華神父利瑪竇曾寫下

的一段話，記錄的是他途經梅嶺
古道時的所見所聞：「旅客騎馬
或者乘轎越嶺，商貨則用馱獸或
挑夫運送，這條隊伍每天不絕於
途。」在他筆下，這條寬17米的
驛道兩旁商舖、客棧林立，茶
葉、絲綢由此南下，廣貨、洋貨
由此北上，熙熙攘攘，熱鬧非
常。
事實上，有不少人直接把梅關

古道比作古代的「京廣鐵路」，
它的修建者，就是唐初名臣張九
齡。若要細說張九齡的功績，梅
關古道應當其首。 《廣東通志—
山川》云：「（大庾嶺）蒼岩疊
嶂，壁立俊俏，往來艱於登陟，
唐張九齡開鑿成路，行者便
之。」不過，當時還未叫美觀古
道，而是喚作大庾嶺道。

古道從梅關關樓向南北兩邊延
伸，北接江西大余，南連廣東
南雄，全長90餘里，是內地保存
最為完整的古驛道之一。在這條
古道，留下的故事自然數不勝
數。

軍事要塞 兵家必爭
在梅關古道輝煌的逾千年歷史

裡，有着數不清的名人故事。諸
如，大文學家蘇軾被貶惠州，就
曾途經梅關。在蘇軾顛沛流離的
一生中，多次被貶又多次再被任
用，自然讓他感慨萬千。據說，
在他北歸再次經過梅嶺時，遇到
了一位在路邊賣茶水的老翁。老
翁非常敬重他，說其「今日北
歸，時天祐善人」。聽了十分感
動的蘇軾隨即便寫下一首《贈嶺
上老人》詩：「鶴骨霜鬢心已
灰，青松合抱手親栽。問翁大庾
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嶺
南當時遠離政治中心，加之蟲蠅
蛇蚋多，瘴癘叢生，多數人有去
無回，蘇軾感慨萬千也就不足為
奇。
此外，歷史上梅關古道更是一

條軍事要道。遠不說秦軍南征，
清代天平天國起義，太平軍曾在
此與清軍對壘激戰；近有孫中山

領導的北伐軍二次入江西都要經
過梅關；最著名的還有1934年，
紅軍主力從江西瑞金開始長征之
後，陳毅率部隊在贛南地區進行
遊擊戰。到1936年，陳毅被困梅
嶺，留下了《登大庾嶺》、《偷
渡梅關》、《梅嶺三章》等著名
詩篇。
如今，古驛道因為旅遊煥發新

的生機，驛道旁邊一路的梅花以
及青石板路成為了遊人們周末出
行的首選。其中，古道途中的梅
關更是成為江西和廣東的分界
點，「一步跨二省」成為不少市
民玩不厭的小遊戲。

雲浮市郁南縣，依山傍水，城外有
江，城中有湖，城郊有園，這一片恍
若世外桃源般的小縣城，實際上是南
江文化的主要發祥地，被譽為「南江
文化之都」。
據大量史料記載，唐朝前後，因受

海洋文化的影響，南江流域沿岸的經濟、文
化發展迅猛，水路交通與海洋對接，相繼出
現了大量水運碼頭（現在建城、南江口、河
口、大灣等鎮仍有遺蹟存在），以及大量與
航運有關的廟宇。

連貫粵桂 直通香港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珠江流域西江段重要古
商埠，郁南縣南江古水道全長201公里，自
古以來便作為重要水路交通要道聯繫郁南與
廣州，彼時商賈雲集，對外貿易活動十分頻
繁。今日的南江，作為主要貨運渠道的作用
日漸消失，兩岸的碼頭亦逐漸荒廢，僅有部
分保留輪渡功能。漫步南江口岸，當年商賈
喧囂、車水馬龍的盛況恍若眼前。
位於西江中游南岸、南江之出口，為南江
與西江的交匯點的南江口碼頭，大灣、蘭寨
的農產品及絲織品等貨物經過水路集散於
此，憑借西江水路連貫粵桂的優勢，東下廣
州，直通香港。
「順江而下的話，首先會經過南江第一
灣。」郁南宣傳部相關負責人說，南江第一
灣位於郁南縣南江口鎮的深灣村、河塱村與
古蓬村的交匯處，河流呈「U」形，灣長
2.5公里，沿途一路奇峰秀水，宛如世外桃
源。
在古蓬碼頭旁安家超過60年的陳先生回
憶起數十年前的盛況，記憶依舊清晰：「無
論是北上南江口匯入西江，還是南下連灘大
灣，都可以在這裡上船，我還曾經從這裡上
船去廣州呢。」年近80歲的郁南羅旁鎮村
民林婆婆證實了陳先生的說法，林婆婆告訴
記者，上世紀70年代，她曾從郁南建城鎮
西江南岸羅旁古碼頭登船，「船從梧州過
來，順江而下，在南江口、德慶等地均有停
靠載客，最終經過一天一夜到廣州。」

碼頭重修 推鄉村遊
順着順着SS352352省道繼續南行省道繼續南行，，2020分鐘左右的分鐘左右的

車程就可以抵達大灣鎮五星村車程就可以抵達大灣鎮五星村。。在這個古村在這個古村
落中落中，，有清咸豐元年至宣統年間所興建的李有清咸豐元年至宣統年間所興建的李
氏宗祠氏宗祠、、家塾和富商紳士大屋等古民居家塾和富商紳士大屋等古民居4646
座座，，其中有其中有1414座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座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單位。。
「「由於地勢平緩由於地勢平緩、、河道寬闊河道寬闊、、水流適中等水流適中等

原因原因，，蘭寨大灣段是古時南江古水道上最為蘭寨大灣段是古時南江古水道上最為
繁華的一段繁華的一段。」。」郁南縣的有關負責人透露郁南縣的有關負責人透露，，
如今政府的工作重點之一就是賦予古水道新如今政府的工作重點之一就是賦予古水道新
功能功能，，利用南江古水道把蘭寨和大灣古建築利用南江古水道把蘭寨和大灣古建築
群連接起來群連接起來，，把古水道的恢復融入到鄉村旅把古水道的恢復融入到鄉村旅
遊發展中遊發展中。。
據了解據了解，，把蘭寨的古碼頭重新修復並投入把蘭寨的古碼頭重新修復並投入

使用使用，，重現南江重現南江「「百舸爭流百舸爭流」」的盛況的盛況，，可以可以
說是當地人最大的一個心願說是當地人最大的一個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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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雄梅關古道 訴不盡嶺南滄桑

乳源西京古道：歷史上的「進京高速」

■■梅關古道一路的梅花盛梅關古道一路的梅花盛
名在外名在外。。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攝攝

■梅關古道吸引眾多珠三角遊客
前往。 記者胡若璋攝

■■西京古道周邊的村落西京古道周邊的村落。。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禾樓舞是古時郁南人民祈求豐收的舞蹈。
記者胡若璋攝

■■44月插秧時節月插秧時節，，適合外出踏青適合外出踏青。。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