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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亨孙中山故居文物环境的保护和利用翠亨孙中山故居文物环境的保护和利用翠亨孙中山故居文物环境的保护和利用翠亨孙中山故居文物环境的保护和利用

林华煊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拆旧建新是常见的事情，

这样往往会与文物保护发生矛盾，也有不少的文物古迹受到破坏，甚至被拆除，

所以在城市发展建设中如何保护文物及其环境是相当考验城市发展建设的决策、

管理、规划、建设者以及文物保护工作者的智慧和能力。在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

中山市作为伟人孙中山的故乡，又是如何保护、利用、发展、建设孙中山故居和

翠亨村的呢？

孙中山故居是 1892 年由孙中山设计并主持修建的一座中西合璧的二层小

楼，它坐落在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1986 年 10 月 18 日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翠亨村是孙中山的出生地和成长地，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孙中山

纪念地之一，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它北距广州约 100 公里，南距澳门约 30 公

里，隔珠江口水域与深圳、香港相望，陆地与珠海市毗邻。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

特的自然环境使孙中山故居置身于林木葱茏、鸟语花香之中。1956 年为纪念孙

中山，以孙中山故居为主体成立了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该馆从当初占地面积只有

的 2 万平方米拓展到现在占地面积 20 万平方米，从原来的只有孙中山故居和简

易陈列馆发展成为具有孙中山纪念展示区、翠亨民居展示区、农耕文化展示区和

陆皓东、杨殷纪念展示区以及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区的立体的多元化的展

示体系。其实该馆的文物环境保护工作走过的道路曾经是崎岖不平的，特别是

1978 年改革开发后，随着城市化建设的迅速发展，面临着许多机遇和挑战，有

着许多思考和探索，最终在实践中探索出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确立以“孙中山

及其成长的社会环境”为发展主题，坚持“有特色才有生命力”的理念，走保护

文物及其环境求发展的道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得到了领导、专家和各级文物

部门以及海外侨胞的充分认可和赞许。

1、翠亨村的人文历史文化底蕴丰厚

翠亨村虽然是只是一条不到 100 户人家、200 多人的小山村，但是从这里走

出了伟大的孙中山。在孙中山的感召下有一批仁人志士追随他参加革命，涌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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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陆皓东、反清“四大寇”之一的杨鹤龄、台北

兴中会的创始人杨心如、管理粤汉铁路的陈兴汉、“毁家为国”的华侨革命家孙

眉，以及孙科、孙昌、杨贺、陆灿、杨灿文等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为推翻

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做出了贡献；还涌现了曾追随孙中山革命，而后来参

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六大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在杨殷的

带动和引导下，在外地工作的翠亨村人杨文英、杨帝意、杨帝催、杨标等也参加

了工人运动，他们在中国历史和翠亨村的历史上写下了耀眼夺目的一笔。在抗战

期间，涌现了全家抗日的杨东一家，他的两个儿子杨日韶、杨日璋都先后在抗战

中牺牲，成为抗战烈士，翠亨村还有一位抗战烈士杨唯学。翠亨村还涌现了岭南

近代建筑师杨锡宗。翠亨村名人荟萃，历史遗迹众多，这些都是翠亨村的最重要、

最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翠亨村文物一览表

序

号
名 称 类型

建造

年代
保护级别

保存

状况

孙中山故居 故居 1892 国家级保护 完好

中山纪念中学旧址 纪念建筑
1931

至 1934
国家级保护 完好

杨殷故居 故居 清 省级保护 完好

陆皓东故居 故居 清 省级保护 完好

陆皓东墓 墓葬 1937 省级保护 完好

孙昌墓 墓葬 1933 省级保护 完好

孙达成墓 墓葬 1933 省级保护 完好

孙眉墓 墓葬 民国 省级保护 完好

冯氏宗祠 祠堂 清 市级保护 完好

贞义堂 民居 清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杨兼善祠 祠堂-遗址 清 不可移动文物 遗址

日安楼 现为民居 清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北极殿

村内公

共建筑—遗

址

清 不可移动文物 遗址

中共印刷厂（杨

维学故居）

革命旧

址—民居
清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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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兰谷故居 故居 清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杨心如故居 故居 清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杨日韶故居 故居 清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陈兴汉故居 故居 清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杨德初宅 故居 清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杨氏四宅 民居 清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杨氏六宅 民居 清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村围墙 公共设施 清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瑞接长庚”闸门 公共设施 清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祥钟泰岱”闸门 公共设施 清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龙田”耕地 农田 清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红楼
历史事件旧

址
1931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孙眉夫人谭氏墓 墓葬 民国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孙氏竹高龙墓地

（五至十六世祖）
墓葬 民国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杨鹤龄墓 墓葬 1934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孙中山祖父孙敬

贤墓
墓葬 民国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中山革命烈士陵

园
墓葬 现代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山门坳殉难同胞

纪念坟场
墓葬 近代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山水井（孙中山

担水处）
公共设施 清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黄草岗墓（孙敬

贤夫人黄氏墓）
墓葬 清 不可移动文物 完好

2、保护孙中山故居及其历史环境求发展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在保护孙中山故居及其周围的环境做了大量工作。1983

年，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与文物部门、建设规划部门、当地政府等 8个部门商讨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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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孙中山故居的绝对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范围。在工作实践中，绝对保护范围

的保护是可以保障的，但建筑控制范围则不是那么容易控制，建筑控制范围以外

的地方更不是博物馆、纪念馆所能管的事了。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中山

市加大力度整治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周边的环境，将围墙外的纪念品小商铺、小食

店、水果档、游乐场等全部清走，为孙中山故居的保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了

从实质上保护孙中山故居周围的历史环境，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用“以文补文”的

资金逐步购买邻近孙中山故居的旧民。1990 年尝试把一间旧民居回复到清末民

初的状况，观众称赞不已。1991 年继续将购买到的旧民居与仿建的翠亨村清末

民居整合，布置了富有家庭、豆腐制作农家、中等农家、侨眷家庭、贫穷农家、

模拟孙中山出生的家庭，更楼、翠亨民俗展览等，建立起翠亨民居展示区，再现

孙中山故乡当年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展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部分民俗风情。

2007 年，又把新购买的翠亨民居布置为杂货店、木匠作坊、理发店、中药铺；

复原了一间 1984 年的民居；并利用一间民居布置了杨鹤龄纪念展览，大大地丰

富了翠亨民居展示区的内容和历史内涵。

1996 年，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又开辟了“翠亨农业展示区”（后改为“农耕文

化展示区”），在农民洗脚上田的时候，为保护孙中山故居的环境风貌而脱鞋下田，

开创了我国博物馆种田的先例。翠亨村原本耕地较少，随着经济发展中建设征地

增加，耕地更是日益萎缩。若失去这块耕地，将意味着翠亨村乡村面貌发生质的

变化，孙中山出生成长的环境也将随之改变。在当时政府规划保护相对滞后的情

况下，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作了大胆的探索。翠亨农业展示区，原是土名为“龙田”

的一块耕地，面积 60 余亩，其中有 2 亩多是孙中山童年和他的父辈耕作过的地

方。该馆保留了原来的水稻田，另外开辟了“作物种植区”，种植了 240 多种作

物；设置了“水稻耕作展览”、“农具展览”和“禽畜饲养区”，以及展示珠江三

角洲农业生态的“桑基鱼塘区”，还有介绍无土栽培等现代农业的“现代农业展

示区”。透过农业展示区，使青少年一代了解农业、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了解

孙中山出生成长的社会历史环境。进一步充实、丰富了本馆的展示体系，更好地

发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作用，更好地实现本馆社会教育的职能。2011

年，在“农耕文化展示区”附近的利用翠亨村旧民居建设了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区，有进一步丰富翠亨村的历史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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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翠亨民居展示区和农耕文化展示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进一步对翠亨村文物环境实施整体保护。在保护孙中山故居、陆皓东故居和杨殷

故居及周围 20 多处文物点的实践过程中，认识到保护对象不应仅仅是文物本身，

还包括它所依赖的历史环境。为保护翠亨村整体环境风貌，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制

定了环境规划建设原则：“以孙中山故居为中心，保护文物及其环境，营造朴素、

庄重、高雅、有深厚历史和文化内涵的纪念氛围；保护翠亨村清末民初及其之前

风格的建筑物，适当保留 20 世纪 80 年代及之前各时期的建筑物，逐步改造或拆

除近年所建的、没有留存价值的、与环境不协调的建筑物；严格控制新建筑物；

新设计建设的建筑物，统一在清末旧民居或孙中山纪念馆两种风格上；保护绿化，

允许灌木和草地适当调整，原有的乔木不得随意移动和砍伐；适当增加历史、民

俗或纪念题材的艺术品。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近年来，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通过购买、租用、托管、

捐赠、交换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大对翠亨村历史建筑的控制和保护。1999 年后，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又陆续收购了在孙中山故居附近的占地 10000 多平方米的原

翠亨村镇政府办公大院、占地约 6000 多平方米的翠亨文化广场、原翠亨村镇公

安分局大院以及原中国农业银行翠亨营业所大院。使翠亨村文物环境得到更有效

的保护和控制，也是“拥有资源便拥有发展的后劲”理念的实施。在“领土扩张”

的同时，正确处理好与村民的利益关系，提高村民对翠亨村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

与责任，推动全员参与。

在保护文物环境的同时，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更进一步加强历史建筑的维修和

保养。在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先后对孙中山故居、杨殷故居、冯氏宗祠、

陆皓东故居、杨心如故居等进行了维修加固，并把保护工作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建立健全由馆内多部门联合定期检查和巡视历史建筑的制度，使历史建筑处于有

效的监控保护之下。同时注重搜集翠亨村的历史与民俗文物，重视调查采访及记

录口述史料，加强对翠亨村历史文化的保存和研究，使翠亨村的文物保护不但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还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007 年 6 月，翠亨村被建设部和

国家文物局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这是中山市和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长期致力

保护孙中山故居及翠亨村文物环境的成果。

3、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发展态势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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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从小大大，从弱到强，事业不断发展，得益于从中央到地

方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帮助。1996 年拆除孙中山故居陈列馆，由中山市斥资

4000 万元在原址重建新馆，该馆于 1999 年 11 月落成，并改名为孙中山纪念馆，

其占地面积 2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6000 平方米。该馆的建筑设计荣获广东省优

秀建筑设计一等奖和建设部优秀设计二等奖；其施工荣获广东省优良工程奖；其

装饰（含机电设备）荣获全国建筑工程装饰金奖；其陈列荣获全国十大陈列展览

精品奖，国家文物局为此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召开了现场会议。2008 年 2 月 3

日，中共中山市委、中山市人民政府以 1号文件颁发《关于加快推进文化名城建

设的意见》，《意见》提出要组织实施八大文化工程，其中“孙中山文化工程”排

在首位；《意见》还指出要充分利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品牌，整合翠亨历史

文化及旅游资源，加大孙中山故居及周边地区的统筹规划和整体保护开发力度，

扩大孙中山故居景区范围，提升管理水平和旅游服务水平，将孙中山故居景区打

造成中山市最重要的、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物标和城市窗口。由此可见中山市非常

重视孙中山文化建设，对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建设无论是在硬件上还是在软件上

都给予了大量的投入。近几年，以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为依托，先后组建中山市民

俗博物馆、中山市孙中山研究所。2009 年 11 月又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成立孙中

山研究信息中心。近年来，中山市在加大力度以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为核心创建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都为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未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孙中

山故居纪念馆自 2008 年 3 月 28 日免费向观众开放后，2008 年接待观众 104 万

人次，2009 年接待观众 134.6 万人次，2010 年接待观众达 155 万人次，2011 年

接待观众达 190 万人次，由此也显示了其活力和价值所在。

2011 年，中山市投入巨资整治孙中山故居旁边的环境，将邻近孙中山故居

的一家餐厅和农贸市场拆除，建设占地 13000 平方米的“辛亥革命纪念公园”。

2012 年，中山市决定把该公园移交给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管理。2011 年，孙中山

故居纪念馆与翠亨村签定协议把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翠亨村的核心区移交给该馆

管理，虽然增大了该馆的工作量，但是对翠亨村的保护和利用却是非常有利的。

通过增加了辛亥革命纪念公园和翠亨村的管理，无疑扩大的了该馆的管理范围。

展望未来，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将继续保护孙中山故居以及翠亨村的历史遗迹，紧

紧围绕以“孙中山及其成长的社会环境”这一主题，将文物保护与利用巧妙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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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做大做强。

中山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地处珠江出海口，市境面积 1800 平方公里。目

前中山市城市化水平已达到 87.6%，在全国、全省均属较高水平，未来五年城镇

化率要向 90%的目标迈进。中山市在城市化建设快速发展的今天，非常注重历史

遗迹的保护，特别是对孙中山故居及其环境的保护。该馆认真贯彻执行“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基本方针，探索出一条名人故

居管理模式的新思路和新做法。通过复原民居、“种田”、翠亨村整体保护等一系

列举措，扩大了陈列展示范围，充实和丰富展示内涵，从而在展示体系上突破了

一般名人故居、纪念性博物馆传统的旧居复原加辅助陈列的二元模式，形成了立

体的、多元化的展示体系。目前，中山市利用翠亨村这一历史文化品牌，规划建

设面积约 230 平方公里的翠亨新区。中山市委书记薛晓峰指出：翠亨新区围绕的

是一个新城市概念，支点是建设海内外华人共有精神家园的探索区，以此传承孙

中山的朴素价值思想，推动海内外华人文化的认同。因此，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是

翠亨新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http://baike.baidu.com/view/32449.htm
http://www.baidu.com/link?url=hjrGMmt6twZxnGDV-Sb4hWS07pgZXSQ6ED4yCqyWcv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