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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砖白墙嵌“火光”
将建设跳火光文化馆，展示民俗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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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乡愁，光耀赤山。赤山，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

的古村，这里不仅有优美的水乡风情，还是里水古村古

迹的代表村庄之一，村内小巷纵横，古建筑群密集而整

齐，无不彰显着历史的厚重与底蕴。如今在乡村振兴的

改造下，呈现了不一样的绝代芳华。

去年7月，里水镇乡村振兴精品示范线路正式启动建设，12条首批精品示范村遵循“一村居一品牌”的原则进行改造提升。经改造后，乡村

面貌焕然一新，焕发生机。你是否好奇如今村（居）的最新模样？《梦里水乡观察》从本期开始，邀你共同见证里水乡村的变化，探寻水乡之美。

跳火光 乐安康

赤山缘何称为赤山？原

来，始祖李文举于公元1350

年由南雄珠玑巷迁于此，原

称赤火岗，又名积富村，因村

后有个山岗泥土呈赤红色，

传说“赤艳显光荣，山高仙灵

气”，故取名为赤山。

近年来，赤山村小组在

上级部门和镇政府的支持

下，不断提升活化古村落。

环村道路进行改造提升，村

容村貌开展见缝插绿工程，

对祠堂进行外立面改造，内

部提升工程，增设了导示系

统，旅游厕所、照明系统等旅

游配套设施。

在文化方面，赤山古村

落具有独一无二的“跳火光”

传统习俗。相传很久很久以

前，赤山当地曾出现过大旱

灾，庄稼颗粒无收，百姓生活

相当困苦，饥寒交迫，无奈村

民只得祈求老天爷保佑渡过

难关，生火取暖过冬，后来演

变成燃烧大火堆驱除邪毒，祈

求风调雨顺、身体健康，久而

久之就成了大家欢聚的习俗。

赤山跳火光习俗文化薪

火相传，至今已有300多年

历史，是岭南田园文化的一

个缩影。如今，跳火光已经

成为赤山的民俗名片，这一

特点也被巧妙地应用于精品

示范线路改造计划。

走进赤山，映入眼帘都

是红红火火的颜色，舞狮、舞

龙等民俗元素跃然于墙绘

上，为古村增添了一丝喜庆。

在乡村振兴的推进下，

赤山新建了跳火光广场，今后

的元宵，里水人就能在又大又

漂亮的广场感受非遗文化的

魅力。广场通过投影技术模

拟出仿真火堆，让市民体验跳

火光，而周边的围墙则运用特

别定制的材料，将广场打造成

回音坛，站在中点的木堆处呐

喊，就是妥妥的5D环绕。将

来，赤山将建设跳火光文化

馆，集中展示赤山跳火光历史

渊源，让游客领略古村独具魅

力的民俗活动。

旧乡村 展新颜
在乡村振兴改造工作中，赤

山整体遵循“田园、公园、家园”三

园合一的理念，离入村口不远的

赤山公园已经成为村民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古色古香的塔楼在

绿树的环绕与蓝天的映衬之下别

具风情，具有岭南风情的壁画、雕

塑为公园注入了深厚文化底蕴。

炎炎夏日，池塘内的荷花竞

相绽放，不仅呈现满池生机，更

给人丝丝清凉之感。精心打造

的亲水平台一步一景，是赏荷圣

地，公园两边的绿道和乡间小路

也非常值得一品。走在路上，赏

着摇曳飘舞的荷花，闻着沁人心

脾的花香，心旷神怡地开启新的

一天。这条乡间小道将赤山“三

园合一”的改造理念体现得淋漓

尽致，小道左边是精品菜园，右

边是赤山公园，公园旁边是经过

美化再造灰砖白墙的房屋。

夕阳西下，村民们从菜园耕

作归来，踏着乡道，走到树下乘

凉歇息，闻着花香与三两好友拉

家常，回到家中时，一天的辛劳

也随之消散。每一个画面都是

悠闲自得的乡村休憩图。未来，

这里还将建起乡村市集，村民可

以将瓜果蔬菜拿到这里售卖，让

乡村生活便利之余更有美意。

习家风 传经典

赤山因其传统民俗和历史底

蕴，成为里水古村古迹的代表村庄

之一，还入选了第五批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村内有不少古建筑、古巷

子值得一游。

漫步赤山村古建筑群中，赤山

人民会场、将军第、御夫李公祠、天

復李公祠等一字排开，气势恢宏，

这些保存至今的古建筑见证了从

这里走出来的精英才干。

经过改造后，原有的传统建筑

风格重新凸显，不仅保留了历史文

化古建筑，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更赋予了建筑新用途与内涵。

走进天復李公祠，便能看到

“光耀赤山，绳其祖武”几个大字，

这是赤山人世代传习的祖训，如

今，这座祠堂被打造为家风家训馆

青少年教育基地、农家书屋，让广

大村民与这座建筑产生更多的接

触与共鸣。御夫李公祠被打造成

颇有岭南特色的村史馆，充分展示

了赤山古村的历史故事。将军第

则打造成名人馆，向游客讲述赤山

名人故事。

赤山人民会场旁边有两条古

巷，长长的青石路是它们历史的

印证，到处都存留着古朴的气息，

“乡村振兴·花化里水”项目的推

进则为古巷两边增添了不少的花

树点缀，将古巷衬托得更有生机

与风情。

文/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

青衣古巷藏“花田”
推进“梦里花田”建设，焕发乡村生机

不耕而收，不筑而

居。中国人骨子的田园

梦，是一种带有美好幻想

的士大夫审美。在里水

的宏岗村，圩市曾经热闹

一时，醒狮、游灯繁华无

限，书法家、画家、武术大

师人才辈出，风风雨雨几

百年，仍然与时俱进增添

新内涵。乡村振兴后，在

这里，既有美丽乡村的新

面貌，也有厚重的人文情

怀，更有饱满的谷穗、金

黄的稻田，这一切都是我

们向往的生活。

新农村 新使命
宏岗村原名弘岗，最早见于

明代《南海县志》，后因避乾隆皇

帝弘历名讳，故改为宏岗。

如今的宏岗，除了有浓厚的文

化底蕴，也有新的时代使命，“党建

引领，宏鹰展翅”。宏岗以“红色基

因”闻名，党建工作一直走在里水前

列，村里处处可见党建元素，村民可

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红色魅力，村

口的大榕树上也挂满了红色星星，

说宏岗是“星星村”也不为过。

红色星星为葱郁的树木增

添了不少生机，同时也象征着宏

岗党建聚民心、得民意。村口的

大榕树成为老人和孩子乘凉嬉

闹的地方，原来略显破败的小石

桥也换上了红色新装，无一不彰

显新农村的活力。

走进宏鹰公园，首先看到一

对清代石刻楹联，在修建宏鹰公园

时，人们发现了一对埋入地下的石

刻楹联，经考查撰写于光绪年间，

它是宏岗悠久历史的最佳见证者。

如今的宏鹰公园，除了是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开展党员

“户联系”的重要阵地，更是街坊

们康体娱乐的好地方。

滑滑梯、摇摆椅，可以唱戏

的大舞台，不知道又承载了多少

孩童的欢乐时光，而坐落一旁的

两层楼房，既是党群服务中心，又

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既是党群

一家的最好见证，又是广大群众

休闲娱乐、学习的场所。

沿着公园阶梯拾级而上，一

条迂回、张贴满党建知识的学习

长廊出现在眼前，周边树木环绕，

让人顿生清凉之感，如今这里不

仅是党员干部学习的圣地，更是

周边街坊成荫纳凉的好去处。

公园的另一边则伫立着古色古

香的玄寿亭，邀三两好友闲聊话

家常，岂不快哉！而玄寿亭下方

则有一条星星长廊，街坊们在领

略党建文化时，来这里打个卡也

是不错的选择。

村民李小姐住在公园附近，闲

暇时常带小朋友来这玩耍，她说，村

里有很多地方在悄悄发生变化，昔

日的“松溪家塾”摇身一变，成为村

民的文化活动室，不仅保留了古建

筑，更赋予了建筑新用途与内涵。

青衣古巷，携一把油纸伞，

仿佛穿越到了民国时期，这一条

条百年古巷，记录着宏岗过去的

精致时光，这里还有一条长达2

公里的环村绿道，潺潺流淌的河

水、生机无限的农田、悠闲散步

的村民、房屋楼舍相互映衬，构

成一幅静美的图画。

信義堂 看传承

宏岗村素有“文化之乡”之

称，著名国画家李国华、书法家张

标、醒狮武术大师何九、南海农民

棋王李玷等都出于此。如今，只

要走进宏岗村史馆，你就能了解

宏岗的人文底蕴，来一场与先贤

的对话。

宏岗村不仅明贤辈出，更是

武术之乡，狮艺、洪拳等传统文化

十分丰富，而信義堂则在宏岗村

民中无人不知。若说起信義堂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解放前，前身是

宏岗醒狮武术馆。信義堂总教练

何杰鸿说：“成立宏岗信義堂是父

亲何九的遗愿，‘信義’意为诚信、

厚义，狮武文化的传承不分姓氏

和流派，只要是诚信、厚义的有缘

人均可教之。”

信和义本是中华民族传承，

数千年的道德思想文化，如今在

宏岗这块党建引领的红色小村里

发扬光大，无不体现着宏岗人民

的一片赤诚。

“哼哼哈呵”，如今在宏鹰公

园，你都能看到一群热爱武术的

信義堂弟子在学习棍法、拳法，

他们手中的刀枪剑戟是传承的

最好证明。

此外，在宏岗村史馆内还有

农耕展览，传统的生产工具和儿时

生活用品都能在这里看到，让你瞬

间穿越回那个男耕女织的时代。

集土地 造花田
乡村振兴战略为宏岗村的

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孕育了

新业态。当前，宏岗村正推进“梦

里花田”千亩农业连片开发项目

建设，让人看到了乡村的生机。

早在数年前，宏岗村就发挥

党建引领的先进作用，从村民手

中集约了千余亩土地建设“梦里

花田”，实现村民增收，助力美丽

乡村建设。

“梦里花田”作为宏岗村乡

村振兴项目，总投资约5.1亿元，

占地1.5平方公里，打造集田园

体验、科普教育和高端休闲度假

等于一体的综合型农业观光生态

园，建成后将是国家最大型的农

业文旅主题园区之一。

8月25日举办的第一届插

秧节更是吸引了数十个家庭积极

参与，大家在“梦里花田”的知青

农场中卷起裤腿，深一脚浅一脚

地走在泥土里，感受劳动的魅力。

除了下地插秧、摸鱼，农田

两旁还设有“家庭农场”和“小

憩园”，让都市人在辛苦劳作后

也能享受悠闲的度假时光。园

内还将建成多个文化展区和农

田主题馆，展示珠三角农作物生

态文化，给学生带来不一样的农

业教学体验。

文/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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