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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羊台山位于深圳市西北部,南山、宝安、龙华三区交界处,主峰海拔 581.7 米,为深圳市西

部的最高点。它更是深圳著名的“英雄山”——深圳市革命老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羊台

山是东江纵队的根据地之一，东江纵队与深圳本地居民曾在此共同完成了“文化大营救",从

沦陷的港九孤岛抢救出了茅盾、何香凝、邹韬奋等著名爱国人士。刻于小羊台顶峰的“羊台

叠翠”四字即为邹韬奋儿子，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邹家华所题。 

进入 21 世纪以来，羊台山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羊台山层峦叠峰、深林茂密、怪石奇

洞、溪瀑连湖。登高环视则城市宏伟、楼宇林立、公路纵横、壮观如画。2004 年 8 月，新

“深圳八景”脱颖而出，羊台山以“羊台叠翠”景观位列其中。2005 年 3 月 29 日，羊台山

森林公园于正式揭牌，是深圳首家市级森林公园。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风景吸引了大量

游客前来观赏游玩，羊台山森林公园也享有“天工园林" “城市氧吧”的美誉。 

羊台山受到的关注愈多，关于羊台山名字本身的争议也愈大。在历史上羊台山，又曾名

“阳台山”，根据《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山南为阳，水北为阳。”阳，繁体字为“陽”，

意思即为山的南面或水的北面，多用于地名，例如陕西商洛的山阳县，古代陕西孝义的阳林

县等。按此解释，阳台山，即为山之南面有台（此台可能为山石突出之地）之山，描述与羊

台山目前的地形符合。因此深圳市内有文化学者屡次提出希望能够正本清源，恢复“阳台山”

地名，从而在高速发展的深圳，继承与传扬“阳台山”老地名文化。 

本调研就是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本项调查拟解决的问题如下：

一是通过全面的梳理羊台山过往地名的演变，得到羊台山名字演变的历程，从而确定羊台山

的地名演变规律；二是通过调研其社会影响力探讨其地名变更的可能性。 

本调研主要通过文献法与田野调查法，对羊台山的名字进行了追根溯源，并通过田野调

查法对地名能够更改受影响的区域进行了调研，并对相关的影响进行了评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0%B7%E6%A2%81%E4%BC%A0/740475


1 
 

一、 羊台山地名演变分析 

项目组从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深圳市档案馆、宝安区档案馆、白石龙

文化大营救纪念馆、坪山区东纵纪念馆及惠州和东莞的东纵纪念馆进行资料调研，收集大量

资料，从而还原出羊台山的地名演变历程。 

1.历史上最早关于此地的记录为明朝，明确其最早地名记载为“陽臺山”，羊台

山地名第一次从无到有出现在人们面前 

明嘉靖年间（公元 1522-1566 年）黄佐编《广东通志·东莞县（上）》中首次对羊台山

有记载，记载于该书 295 页上右起第 3 行，原文为：“西南五里曰陽臺山 山巔之南稍平 型

若几案”，这是可查范围内，最早关于羊台山地名的记载。根据该记载，此山明确最早的地

名为“陽臺山”，简体字为“阳台山”。其中“陽”字古意为“（阳）高朙也。闇之反也。

从𨸏。不言山南曰昜者、阴之解可错见也。山南曰阳，故从𨸏。毛传曰：山东曰朝阳。”，

“臺”字，意为指地名、山名，例如浙江天台山。 

 

 

图 1-1.1-2《广东通志》及其中“陽臺山”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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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代官方县志中使用“陽臺山”进行记录，但在《东莞县志》地图一角出现“羊

蹄山”名，疑为笔误 

1688 年康熙版《新安县志》与 1819 年嘉庆版《新安县志》中此山明确记载为“陽臺山”，

简体字为“阳台山”。 

 

图 1-3 [清康熙]1689 年《新安县志》中的地图标“陽臺山” 

 

 

图 1-4 [清嘉庆]1819《新安县志》中的地图标“陽臺山” 

 

但是在 1689 年的康熙版《东莞县志》中，在《京山司图》一角出现了“新安县界”“羊

蹄山”字样，但仅为孤例。根据位置判断应该是“羊台山”，而“羊蹄山”由于出现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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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县志》地图边缘，疑为笔误。疑为抄写错误 1689 年的《东莞县志》的“羊蹄山”与 1688

年《新安县志》中的“陽臺山”时间相近但用词存在矛盾，官方从属关系中，新安县在康熙

八年（1669 年）已从东莞县中得以复置为县，故 1688 年《新安县志》的记载更为严谨。 

 

 

图 1-5 [清康熙] 1689 年《东莞县志》中的地图标“羊蹄山” 

 

可以看出，康熙版及嘉庆版的《新安县志》中“陽臺山”的地名表述一致，根据地理的

位置一致性，而且县志编撰的属地特性，以及本地校核的特征，可以认定这一时期，羊台山

的记录为“陽臺山”，而《东莞县志》中出现的“羊蹄山”仅为孤例，无延续性，可以判断

为笔误。 

3.清末意大利传教士绘制地图中开始出现地名标注为“羊台山”，但仅此孤例 

1866 年由意大利传教士佛伦特里（或称安西满主教、和神甫）绘制的中英文双语《新

安县全图》（羊皮纸版）标“羊台山”，这是“羊台山”首次见于现存文献。该图现存于深

圳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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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1866 年《新安县全图》（羊皮纸版）标“羊台山” 

 

1894 年岭南少岩氏将该图《新安县全图》出版，延续了原有标注“羊台山”。 

 

图 1-7 1894 年岭南少岩氏出版《新安县全图》延续标“羊台山” 

 

由此可见，在 1866 年前，官方的出版物中一直为“陽臺山”（简体字“阳台山”），

由传教士绘制的现代地图中将“陽臺山”误写为“羊台山”，在岭南少岩氏刊发出版《新安

县全图》中并未更正，自此“羊台山”的用法逐渐增多，形成了后来“阳台山”与“羊台山”

两种用法并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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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末官方地图中，开始出现“陽台山”，民国期间可查的官方地图都标注为“陽

台山”，已非繁体字“陽臺山”，山名中“臺”字演变为“台”， 出现了第二

次地名变化。 

1898 年由清朝政府印发的《广东舆地全图》标繁体字“陽台山” ，自此后官方地图及

其他文献中都没有见到繁体字“陽臺山”，这是山名第二次真正的演变。 

 

图 1-8 1898 年由清政府印制的《广东舆地全图》中标注繁体字“陽台山” 

 

从 1924 年的《宝安县图》，到 1938 年日军制《广东方面详细图》、到 1941 年民国政

府内政部制《广东省宝安县图》，及至 1949 年英国殖民地办事处制《宝安县 1：20000 地

图》，这些官方地图中都标注为“陽台山”（简体字“阳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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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1924 年《宝安县图》标“陽台山” 

 

 

图 1-10 1938 年日军制《广东方面详细图》标“陽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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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1941 年民国政府内政部制《广东省宝安县图》标“陽台山” 

 

 

图 1-12 1941 年民国政府内政部制《广东省宝安县图》标“陽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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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中国成立后，分三个阶段“羊台山”的使用逐渐取代“陽台山”和它的简化

字“阳台山” 

5.1 新中国成立至 1955 年，资料缺失，但推测仍使用繁体字“陽台山” 

新中国成立后至 1955 年，中国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文字等使用沿袭民国旧例，推测

仍然使用繁体字“陽台山”，但目前找不到相关材料佐证。 

 

5.2 1956 年-1959 年， “羊台山”、“陽台山”与“阳台山”同时存在于地图及文献中，

1960 年后“陽台山”由于简体字普及而消失，“阳台山”作为官方地图名出现；“羊台山”

开始大量出现，原因难以考证，但还不作为官方地图名，这是羊台山地名的第三次演变。 

1954 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第一次由政府正式公布并成功得到贯彻实施的简体

字方案和字表，是 1956 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并最终制定

出了一个《简化字总表》，其中“陽”字明确简化为“阳”字。1956 年-1959 年，属于繁体

字与简体体同时共存的时期。 

仅在清末出现过一次的“羊台山”，开始频繁出现在报纸、书籍及地图中，目前没有找

到相应的材料推测出现的原因。据专家推测，可能是由于建国后的扫盲运动。 1956 年，周

恩来总理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于是，第二次扫盲运动又掀起高潮。“羊”字

比“阳”字更简单，“阳台山”有被“羊台山”替代使用的可能。原因不可考究，但自此以

后，“羊台山”的使用愈发普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9B%BD%E5%8A%A1%E9%99%A2/1175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89%E5%AD%97%E7%AE%80%E5%8C%96%E6%96%B9%E6%A1%88/80746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E%80%E5%8C%96%E5%AD%97%E6%80%BB%E8%A1%A8/449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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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1956 年-1960 年“阳台山”、“陽台山”与“羊台山”使用并存情况 

类型 记载 图例 

陽 

台 

山 

1958 年 1 月 18 日宝安报《愚

公已过，还有愚公》,文中载

“陽台山”  

 

 

1959年2月20日宝安日报《建

设石岩水库的人们》，文中载

“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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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5月23日宝安日报《老

医师奔赴阳台采药种》文中载

“陽台山”  

 

 

阳台

山 

1960 年油印版的《宝安县志》

初稿稿件对此山名描述为“阳

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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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 5 月 29 日宝安报《阳

台颂》一文中载“阳台山” 

 

 

1960 年 09 月 21 日宝安报转

新华社发文《全县生产检查评

比结束》，文中载“阳台山” 

 

 

羊 

台 

山 

1957 年 12 月 14 日宝安报 

《开发山区，创造财富，同胜

社制定明年生产计划》文中载

“羊台山” 

 

 

1959 年 1 月 10 日宝安日报歌

谣《石岩水库》中载“羊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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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 6 月 7 日宝安日报《绿

肥遍山野，取不尽，用不完》

文中载“羊台山” 

 

 

1960 年 5 月 3 日宝安报歌谣  

《羊台山下电花飞》中载“羊

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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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1960 至今，“羊台山”逐渐普及，1987 年出现在《深圳市地名志》并为官方唯一

使用地名；“阳台山”逐渐减少使用，慢慢的只出现在史料及回忆录中，这是羊台山地名

的第四次演变 

 

表 1-2 1960 年至今，“羊台山”与“阳台山”使用情况（部分） 

类型 记载 图例 

羊 

台 

山 

1987 年版《深圳地名志》插

图 

标“羊台山” 

 

 

1997 年版《宝安县志》插图 

标“羊台山” 

 

 

 

 

 

 

 

 

 

 

1969 年 11 月惠阳专区革命委

员会制图标“阳台山”*（宝

安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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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台 

山 

1984 年出版的广东人民抗日

游击队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

作尧回忆录《东纵一叶》中，

使用地名为“阳台山”  

 

 

1987 年出版的《广东革命历

史文件汇集 1941-1944》中，

1943 年宝安大队政委、东宝

行政督导处主任何鼎华所写

的军事工作总结有出现“阳台

山”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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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出版的广东人民抗日

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

回忆录》中使用地名为“阳台

山”  

 

 

1999 年 出版 的 中 国 共 产

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 527

页，里面明确描述到“阳台山

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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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羊台山地名演变历程小结 

通过上述，从已有的资料来看，“羊台山”地名经历了四次演变： 

（1）最早的记录明嘉靖年间，按照地理事物特征呈现的名字为繁体字“陽臺山”，实

现了地名有无到有的变化过程。 

（2）从明末到清末，官方地图及文献中，除出现过一次疑为笔误的“羊蹄山”，以及

一幅意大利传教士的勘测地图中出现“羊台山”字样，其余皆使用繁体字“陽臺山”。但从

清末开始，出现了繁体字“陽台山”取代繁体字“陽臺山”，羊台山地名出现了第二次演变。

自此“陽臺山”不再出现于文献中，取而代之的是“陽台山”。 

（3）1956 年至 1960 年，简体字“阳台山”逐渐替代繁体字“陽台山”出现在官方报

纸及地图中，与此同时，“羊台山”开始大量出现。羊台山地名出现第三次演变。 

（3）1960 年至今，“陽台山”不再出现，“阳台山”逐渐消失在官方使用场合，“羊

台山”大量使用，并在 1987 年修订《深圳市地名志》后成为唯一官方使用地名，羊台山地

名出现第四次演变。 

二、“羊台山”地名恢复为“阳台山”的缘起及正面影响 

从第一部分羊台山地名的演变可以看出来，羊台山的地名经历了从无到有，然后又经历

了从“陽臺山”到“陽台山”，从“陽台山”到“阳台山”，从“阳台山”到“羊台山”的

转变，从用字上看，用字变得越来越简单，从词义的变化看，最初的“陽臺山”准确的表达

了山体的形态、山体的位置等地理属性，而最终的“羊台山”名字简单，容易书写，但已经

丧失了原本的含义，只是一个地名而已，失去了它原有的内涵。 

但是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升，对于基本的辨识的需求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于文化方面

的需求了，自 2015 年以来，深圳市民郭先生等陆续开始对“羊台山”的地名缘由以及羊台

山恢复为“阳台山”，从而打造“阳台山地名文化经济圈”等方面提出设想，并积极向有关

部门提出相应的建议，许多文化学者也参与其中，提议“羊台山”恢复为“阳台山”已经成

为了地名圈内的一股小热潮。 

自 2015 年开始至今，随着羊台山恢复旧地名问题的提出，到现在已经愈发讨论火热，

“羊台山”恢复旧地名问题已经成为了摆在深圳市面前的一个热点民生问题，同时这也是人

们对于文化需求的回归。那么“羊台山”恢复为“阳台山”会有哪些正面的影响呢？本报告

认为会有如下四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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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羊台山”地名恢复为“阳台山”，能够让此山的文化内涵一致性得到加强 

从羊台山的名字演变历程可以发现，最早它的得名，来自于对此山的区位及特征的描述。

根据深圳市本土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廖红雷的分析：“阳台山的‘阳’，《说文解注》‘山

南曰阳’。《康熙字典》又曰‘水北为阳’。羊台山位于岭南第一山博罗的罗浮山南 110

公里(司马迁称罗浮山为‘粤岳’)，是东樵山(罗浮山)和西樵山的南延余脉。羊台山又位于

珠江出海口伶仃洋北面 20 公里。古人根据山水地标，将宝安中西部最高的山便取名“阳台

山”。“阳台山”的“台”，一为“山颠之南稍平，形若几案”(《清康熙《新安县志》载)，

二为山系周边为丘陵台地。明嘉靖年间(1522~1566)黄佐《广东通志·卷十三·舆地志一·山

川·东莞县志》载:“西南五里曰阳台山”。也就是说 500 年前的明朝正式出现“阳台山”

名字的文字记载。“阳台山”除了在文书记述使用外，民间还大量在口头和文字流传。古代

诗词、辞赋摩刻、族谱录牒甚至墓葬茔地亦常见“阳台山”地名。”       

从第一节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羊台山地名从无到有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从无名到“陽

臺山”，从“陽臺山”到“陽台山”，从“陽台山”到“阳台山”，从“阳台山”到“羊台

山”的转变。1956 年开始的简体字改革后，将“陽”字简化为“阳”字，将“臺”与“台”

字统一为 “台”字，因此“阳台山”一作为简体字的版本，承载了此山三个阶段的地名内

涵，将“陽臺山”、“陽台山”、“阳台山”的演变统一了。而羊台山名称的出现属于突变

型的，没有任何的铺垫、文化渊源与政策指导，突然出现，突然取代，同时也让此山失去了

既往的一贯传承。 

因此从地名演变的持续性上说，羊台山恢复“阳台山”之名，能够让此山的文化内涵一

致性得到加强、演变脉络更加清晰。 

2.“羊台山”地名恢复为“阳台山”能够彰显红色文化，能够丰富此山的文化内

涵 

羊台山自由名字以来，皆以“阳台山”出现，在之前的文献中，多数情况下仅为地理名

称标识，而该山大量的活动记载出现在民国期间至解放前，主要是东江纵队对这一时期在羊

台山的回忆，构成了东江纵队在此抗日的一部波澜壮阔的红色史诗，而这些完整的组成了“阳

台山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内核。而这些都是以“阳台山”地名承载的，因此“羊台山”恢复

为“阳台山”能够让红色文化彰显。 

在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深圳市档案馆、宝安档案馆及坪山、东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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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等多处东纵纪念馆进行相关的资料整理，并查阅各种图书、报刊、学术论文等资料，验证

了在 1938 年到 1945 年抗日战争期间，为东江纵队在日军与国民党军队包围圈中重要的根

据地，为宝安地区的解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其周边多场战斗中，抗日游击队员痛击日

军与国民党，还曾“文化大营救"过程中转移过邹韬奋、茅盾等多位文化名人，而承载这些

的都是以“阳台山”进行的记载。 

（1）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经过查证 1983 年出版的《东江党史资料汇编》、1999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广东地

方史》、2001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均明确记载了阳台山革命根据地的诞

生。 

1937 年，王作尧在东莞成立抗日模范队。1938 年王作尧带领的队伍在羊台山周边的龙

华与乌石岩一带展开抗日宣传活动，后取得国民党第四战区统一番号，简称第二大队，驻扎

在罗租村。在惠东宝地区抗日形势图中可以看到羊台山明确属于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记大队

的活动范围。 

 

图 2-1 惠东宝地区抗日形势图中的阳台山（1938 年 10 月至 194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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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王作尧将军（1913—1990 广东省东莞县厚街人） 

 

图 2-3 第二大队驻地旧址——宝安县罗祖村（位于阳台山脚） 

 

1940 年前后，与国民党合作破裂，王作尧部队为躲避国民党部队包围，从羊台山附近

的罗租村东移至海丰莲花山，曾、王两队合计 800 多人在此次转移后仅剩 10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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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曾王两部活动地区及东移路线示意图中的羊台山 

 

《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等多部中共地方史明确记载 1941 年，为了开辟抗日根据地， 

“王作尧带领第五大队在宝安敌后，开辟了以阳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阳台山位于

宝安县西部，与东莞大岭山遥相呼应，东依广九铁路，西临宝太公路，南接宝深公路。”“此

时，第五大队只有 30 多人，却面对 100 倍于我的强敌”，从而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阳台

山根据地抗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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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封面 

 

图 2-6 《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对建立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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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1983 年前后出版的《东江党史资料汇编·第二缉》对阳台山根据地的记载 

 

（2）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的战斗情况 

阳台山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力成立，是因为它承载了诸多的广东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当

时的抗日活动，在第五大队领导人王作尧将军的回忆录中，对此有着非常明确的记录。 

王作尧将军著作《东纵一叶》著作中，描述了在第五大队日后的抗战过程中，“阳台山”

逐渐成为广东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的主要据点，为他们提供了掩护、医疗、器械修理等多个

重要场地。 

书中明确记载了阳台山根据地的两处抗日活动，在该书 144-145 页明确记载了在“阳台

山”上建设军械所与医院的回忆，军械所早期只能修理枪械，后期已经能自制手榴弹、地雷

和步枪等，这说明当时的阳台山抗日根据地不仅仅是一个部队驻扎地，同时也是一个军事器

械生产地，医疗卫生供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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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东纵一叶》对于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的军械及医疗记载 

 

《东纵一叶》一书第 152 页也并描述了在阳台山根据地附近的战斗情况：1941 年 7 月，

日军包围了望天湖、白石龙一带，在“阳台山”赤头岭广东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遭遇伏击，

最终第五大队取胜，后来还凭借 1500 人队伍城管控制了宝太线及广九铁路先以西的大片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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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东纵一叶》中关于阳台山根据地的战斗情况描述 

 

1983 年 11 月出版的《东江星火·革命回忆录》是多位东江纵队战士的回忆录合集，书

中彭沃、王彪同志的回忆录中有对“阳台山革命根据地”的记载，回忆了阳台山抗日根据地

与日军的斗争，明确记载了阳台山革命根据地曾经遭受过严重破坏，这放映了当时根据地斗

争的残酷性与复杂性，也佐证了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在当时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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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东江星火》中对于阳台山根据地的斗争记载 

1943 年 12 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成立，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

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在东江纵队活动范围途中，“阳台山”是宝安大队其重

要活动区域。 

 

图 2-11 东江纵队成立时活动地区示意图（坪山东纵纪念馆供图，叶青茂绘） 

在 1942 年至 1944 年底，游击队在“阳台山”周围发生过多次战斗，顽强抵御敌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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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并成功破坏敌方宝太路及广九铁路线两条主要进击宝安地区的交通要道，破坏了日军的

进攻计划并粉碎国民党的包围。仅存不多的《前进报》在 1944 年 6 月 11 日有对“阳台山”

附近的乌石岩地区对破坏宝太路的一次战斗有详细的描写。 

 

图 2-12 1944 年 6 月 11 日的《前进报》对阳台山战斗的描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供

图）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军正式投降。8 月 18 日，曾生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华南抗日纵

队司令的名义，接受日军的投降协议。可以看到此时“阳台山”一直在抗日根据地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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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时东江纵队活动地区示意图（坪山东纵纪念馆供图） 

 

（3）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在“文化大营救"中的重要作用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东江纵队进行省港大营救的历史活动中，阳台山抗日根据地也扮

演了重要角色。 

1941 年 12 月，日军开始进攻香港，圣诞节前夕，港督杨铭投降，当时有大批爱国民主

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被困香港，处境危险。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按照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电令的

指示，克服重重困难，经历了 6 个多月，将 300 多名文化精英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营救出来，

并安全护送到大后方。 部分的文化精英，在广东省抗日游击队总队活动区域，以白石龙村

（“阳台山”下）为重的地带活动、转移，如邹韬奋等就曾经藏身于阳台山根据地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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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下的白石龙村也是重要的转移据点。 

 

图 2-14 省港大营救中的阳台山 

在《东江一叶》中明确记载了广东省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转移邹韬奋、戈宝全、胡绳、

沈志远等文化精英过程中，在阳台山根据地及周边的白石龙村等地方与国民党进行周旋，与

日军进行战斗的可歌可泣的往事。邹韬奋等多人由于身份原因，为躲避国民党及日军搜索，

从 1942 年 2 月开始隐藏于“阳台山”近两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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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东纵一叶》第 169 页对于省港大营救在“阳台山”及附近的战斗生活 

 

图 2-16 白石龙村（背景为“阳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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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邹韬奋（1895-1944） 

通过文献分析，可以发现，阳台山抗日根据地从建立到活动都有着明确的记载，这里是

第五大队的活动地，东江纵队重要的活动地带，是曾生与王作尧将军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

尤其是在“文化大营救"中，它还是邹韬奋等名人曾经藏身与转移的地区，在“阳台山”留

下了东江纵队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为“阳台山”在近代革命历史上挥洒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羊台山”地名恢复为“阳台山”，也是顺应深圳市民文化增长的需求，有利

于景点景区与综合宣传 

“羊台山”地名恢复为“阳台山”，也是顺应了深圳市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众所周

知，因为深圳市建市较晚，因此很长时间内，深圳市都被视为“文化沙漠”城市，但是深圳

已经是全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深圳对于文化的需求已经一步步上升，体现在羊台山上，就

是原有识别性的地名不再是人们的第一需求，转而对老地名的文化内涵等方面更感兴趣。而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方面的需求将会愈发重要，从文化需求的角度来看，未来对于“羊

台山”地名恢复为“阳台山”的呼声还会越来越高。 

而且“羊台山”地名恢复为“阳台山”还能够为目前的森林公园带来诸多的积极效应： 

（1）有利于将森林公园打造为人文与自然相结合的景区 

目前羊台山森林公园主要是以自然景观为主，景区主要挖掘的就是良好的自然环境，高

浓度的负氧离子等方面的资源，但是对于森林公园来说，在自然方面能够挖掘的已经越来越

少了。未来如果找不到人文资源加以挖掘，羊台山森林公园的提升空间将会越来越小。 

但是“羊台山”地名恢复为“阳台山”之后，景区的历史能够一下子回溯到明代，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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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岭南相关的文化可以加以利用，明清时期周边区域的文化可以加以挖掘，景区的文化

资源，或者文化依托能够充分的与自然资源相结合，进行景区提升。 

（2）有利于将红色文化挖掘出来，提升景区的深度与广度 

“羊台山”地名恢复为“阳台山”能够再现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的相关风采，景区可以有

意识的寻找当年东江纵队在山上的驻扎地，医院、军械等方面的相关场景，能够进一步发掘

省港大营救的相应历史文化场景，复原以往的战斗及生活的场景，从而让红色文化能够充分

的表现出来。 

（3）有利于与全国其他的阳台山景区形成道家文化联动，共同推动景区的发展 

“羊台山”地名恢复为“阳台山”，“阳台山”全国并不止一处，而且是道家文化的重

要代表。“阳台山”的典故最早可以追溯到道教《周公灵签》第一百条：“楚襄王阳台梦醒”

的典故，说的是“欲就东兮欲就西，逢人说事转痴迷。登山不见神仙面，莫若归休更勿提”。

意思就是“奉劝当事人，凡事脚踏实地。有些事是可遇而不可求，切勿妄想执着。对於昙花

一现的物事，如果就此眷恋不忘，无异於守株待兔，只不过是浪费时间、枉费心力罢了。”

与之相关的之前的典故就是“巫山神女”之事，因此巫山区域有阳台山，前者是楚襄王“巫

山云雨”之梦，后者就是“阳台梦醒”之事。 

全国各地有不少因此而命名的阳台山，例如北京海淀区的阳台山，位于海淀区北安河乡

境内，北依七王坟，是一处以妙峰香古香道为主线的风景区，1997 年开放。另外还有厦门

市也有阳台山。与之相近的还有凌源市的落阳台山等。 

全国各地的阳台山未来可以形成“阳台山”的整体品牌效应，实现景区的联动，这位景

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4.小结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羊台山”地名恢复为“阳台山”，一方面能够满足深圳市民对

于文化需求的，另一方面对于羊台山地名的一致性有着良好的延续，同时“阳台山抗日根据

地”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景区能够在这一方面进行深入拓展，还能与全国其他

的阳台山景区实现互动，可谓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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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羊台山”地名恢复的其他社会影响调查 

从第二节羊台山恢复老地名的正面影响分析可以看出，恢复“阳台山”的老地名，能够

带来诸多的好处。那么“羊台山”恢复老地名的其他社会影响有多大呢？本调研主要从对周

边的辐射范围及可能影响入手进行分析。 

参照龙华大道及坪山大道的更名，羊台山地名恢复可能会在以下五方面相关利益者带来

影响：一是居民，二是企业，三是个体工商户，四是政府部门，五是游客。 

羊台山恢复老地名对于居民的主要影响就在于居民身份证的更换、不动产登记等这两

块；而对于企业的影响，主要是企业营业执照的地址变更、注册商标这两块；对于个体工商

户的影响主要是企业营业制造表更，注册地址等方面的影响；对于政府的影响主要是景点景

区相关标识牌照、道路名、居民点等方面的影响，以及民众的上访风险等；而对于游客的影

响则主要集中在游客使用上。 

 

1.“羊台山”地名使用情况 

经调查，目前命名与“羊台山”相关的居民点公 4 个，分别为羊台山庄、羊台苑、羊

台新村和羊台山一号，共有户籍人口 29470 人。企业或民间组织的名称、营业执照、注册商

标及不动产登记等相关证照内容涉及“羊台山”的约 1600 多个（主要是证照上的地址）。

使用“羊台山”命名的道路有 2 条，为羊台山路和羊台山工业路。道路指示牌内容涉及“羊

台山”的有 21 个。羊台山森林公园内以涉及“羊台山”的景点有 9 个，涉及“羊台山”的

标识牌有 148 个。 

表 2-1“羊台山”地名当前使用情况 

 
“羊台山”地名当前使

用情况 

调研单位 

营业执照 1517 
中国企业信用网 

身份证 29470 
公安局 

企业名称 60 
专业网站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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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 16 
专业网站查询 

不动产登记 31 
不动产登记中心 

民间组织 2 
民政局 

羊台山内景点 9 
城管局 

羊台山内标识牌 148 
羊台山森林公园 

市政道路上的路牌 21 
公路局 

居民点 4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路名 2 
交通局 

 

表 2-2“羊台山”地名路牌、站牌使用情况 

“羊台山路”指示牌  “羊台山森林公园”

指示牌  

 

“羊台山高架桥”标

示牌  

 

“羊台”字样公

交牌  

 

6 个 

 

13 个 

 

2 个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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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羊台山”相关居名点人口及面积情况 

 

 

 

2.“羊台山”地名恢复为“阳台山”对周边居民及单位个人影响有限 

从上述调查情况看，羊台山地名影响涉及三个分类，第一类是含“羊台”命名的居住点

名称以及相关证照，第二类是含“羊台”命名的路名及相关指示牌，第三类是羊台山森林公

园的相关标识牌。 

对于第一类，居民点名称为独立地名，可不必更名；相关证照可结合证照到期再进行更

换。对于第二类，目前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正在梳理全市道路桥梁名称，可结合该项目进行

道路名称更名，该项目成果经市政府批准后将由交通部门及公安部门统一更换路牌和门牌，

且经了解，市交通局近期正在对全市路牌的材质进行更换，市公安局也在对全市门楼牌加载

二维码而进行更换门楼牌。对于第三类，羊台山森林公园主管部门为市城管局，可由该部门

负责更换相关标识牌。 

因此，“羊台山”地名恢复为“阳台山”对公众的直接影响较小，后续相关工作主要涉

及交通部门、公安部门和城管部门，且换牌数量不大，经济成本可控。 

3.“羊台山”地名恢复为“阳台山”对于游客的影响有限 

羊台山目前的影响力并不大，它虽然是 2004 年的“深圳八景”之一，但是它的影响力在

持续下降，从全市旅游来看，对羊台山的旅游资源等级评价，它已经沦为市级旅游资源，被

诸多深圳其他的都市景观所超越。在山岳类的旅游资源中，影响力不仅不如莲花山、梧桐山，

甚至连凤凰山、大南山都不如，游客量不如以上的四座山。因此恢复老地名的对市外游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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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非常小。 

目前羊台山已经逐步成为一个市级影响力的旅游景点，而且是以生态旅游为主，市民对

于羊台山的历史人文方面兴趣不大，羊台山恢复老地名并不能带来轰动性的效应，但能引起

市民对于深圳历史文化的关注与认同感。 

4.小结 

综上，“羊台山”地名恢复为“阳台山”，对周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有限，对外来游客

的影响更是有限，直接经济成本较小。 

四、结论及建议 

总体而言，“羊台山”的名称经过了从无到有，然后又经历了从“陽臺山”到“陽台山”，

从“陽台山”到“阳台山”，从“阳台山”到“羊台山”的四阶段的演变，目前的“羊台山”

名称主要是基于辨识度而流传起来的。 

而如果将“羊台山”恢复为“阳台山”的老地名，则能够满足深圳市民对于文化需求的，

又能够让地名的一致性有着良好的延续，同时“阳台山抗日根据地”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未来景区能够在这一方面进行深入拓展，还能与全国其他的阳台山景区实现互动，可

谓一举多得。 

经过项目组的调研及分析，目前更名的所能产生的影响来看，居民、企业、个体工商户、

政府部门、游客所受的影响都极小，更名成本不高，建议深圳市将“羊台山”恢复为“阳台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