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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桂林是一座古城，戰國時屬楚國。「桂林」名稱最早出現在秦代，據說因為當地遍植玉

桂樹而得名。宋代之後（大約十世紀後），桂林就成為廣西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廣西簡稱「桂」就是以桂林命名。 

 

桂林風景的「四絕」是「山青、水秀、洞奇、石美」。桂林的山最稱奇之處，是平地拔

起，互不相連，像一支支碧綠的玉簪。有詩句「四野皆平地，千峰直上天」，這是桂林

山的真實寫照。桂林的山形狀多變，多以形象得名。駱駝山、象鼻山、伏波山是幾個

著名的例子。 

 

象鼻山是桂林城的標誌，山形酷似一頭臨江吸水的巨象。傳說玉皇派天兵天將下凡征

戰，路過桂林時，隨行的天象病倒了。桂林的一位老醫生替天象治好了病，天象為了

報答治病之恩，留在人間。玉皇得知後大怒，派托塔李天王來捕捉。天象和托塔李天

王打得天昏地暗，因為口乾舌燥，跑到灕江邊喝水，托塔李天王趁機用寶劍刺進天象

的背部。天象死後化作一座山，永遠留在桂林。 

 

故事裡天象飲水的灕江，全長 437公里，發源於興安貓兒山，經桂林、陽朔、梧州等

地最後流入珠江。灕江的水含泥沙量僅為萬分之零點六，世界少見，因此清澈透明。

灕江自象鼻山順流而下，到陽朔，這一段水路伴隨着奇峰，景色極其優美，仿佛一個

天造地設的美麗盆景鑲嵌在大地上。人們說：「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

人在江中游，如在畫中行。 

 

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說桂林「無山不洞，無洞不奇。」由於特殊的地質環境，桂林的山

中佈滿溶洞，如同多層樓閣。洞內多有地下河。這裡的原生岩石經過風吹雨打和水流

衝擊，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奇石。桂林奇石形態美，圖案美，色彩美，具有很高的欣賞

和收藏價值。 

 

古往今來，有許多詩人和畫家在桂林留下了傳世的作品。韓愈的《送桂州嚴大夫》這

樣描寫桂林：「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 

 

桂林還有豐富的古代石刻遺跡，僅龍隱岩地帶就有兩百多件摩崖石刻，被稱為「桂海

碑林」。 

 

桂林龍勝有龍脊梯田，建於元代。梯田垂直高差五百米，從山腳一直盤繞到山頂。從

山下往上望，梯田籠罩在一片雲霧裡，莊稼好像種到了天上。梯田大者不過一畝，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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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僅能插兩三行禾苗。有個笑話說，一個農夫挖完二百零六塊田，怎麼數卻也只數得

兩百零五塊。無奈之下，他拿起放在地上的斗笠打算回家，這才意外地發現斗笠下面

還蓋着一塊地。 

 

在桂林的青山秀水間，居住着壯、漢、瑤、苗、侗等多個民族，他們共同創造了灕江

兩岸的文化，又具有各自的節日文化、禮儀、習俗等。瑤寨和侗寨的獨特建築風格，

壯族賽歌的傳統，苗族「走寨」（踩月亮）的青年男女社交習俗，都蘊含着民俗風情迷

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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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古城 

桂林是一座古城。戰國時歸屬楚國。公元前 214年，秦始皇統一嶺南，開鑿靈渠，溝

通湘江和灕江，桂林從此便成為南通海域、北達中原的重鎮。 

 

「桂林」名稱最早出現在秦代，據說因當地遍植玉桂樹而得名。歷史上的桂林先後成

為郡、州、府、縣的政府所在地。唐朝時，設置桂管經略使，統領桂、梧等十四州，

桂林的城市格局初具規模。宋代之後，桂林成為廣西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號稱

「西南會府」，連廣西也被簡稱為「桂」。 

 

 
桂林美如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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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波山內的千佛岩是歷代造像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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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帝巡桂林 

四千多年前，舜帝相傳是五帝之一。舜帝晚年，部落聯盟會議推舉禹為繼任首領。舜

帝把部落管理大權交給禹後，到南方去巡視，從洞庭湖出發，沿着湘水，到了零陵，

後來在「蒼梧之野」去世（《史記‧五帝本紀》）。古書中說的「蒼梧之野」即蒼梧郡，

相傳為今天的廣西東部、北部一帶。在桂林，留下許多舜帝當年的遺跡。桂林的虞山

又叫舜山；山北部的潭叫舜潭，又叫皇澤灣。在舜山畔，還建有舜祠。 

 

娥皇與女英 

相傳舜帝有兩個妻子——娥皇和女英。舜帝南下桂林時，娥皇和女英聞訊趕去。她們

過長江、洞庭湖，一路南下，半途獲悉丈夫突然去世的消息，痛不欲生、淚如雨下。

據說，她們的淚水把山上的竹子都打成斑斑點點的，這些竹後來被稱為斑竹。最後，

娥皇和女英雙雙投入湘江，以死殉來表示對丈夫的深情。為了紀念她們，後人在城北

的半雲山修了墳墓。墓高十餘丈，名曰「雙妃塚」 

 

祭祀堯 、舜 、禹的三聖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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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鑄大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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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設三郡 

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滅了六國，統一北方大部分地區，之後，又派大將屠睢帶領五

十萬人馬，分五路向嶺南進軍。嶺南多山，道路崎嶇，秦軍糧草供給不足，士兵挨

餓，行動困難，終於停止前進。 

 

秦始皇採納謀士建議，下令在湘江和灕江上游之間「鑿渠而通糧道」。過了幾年，管道

修成，因設計靈巧，命名為靈渠。靈渠修通後，軍需物資可溯湘江而上，經靈渠入灕

江，南下珠江。不久，秦始皇統一了嶺南，設置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 

 

千年靈渠 

靈渠位於桂林市以北的興安縣境內，又名興安運河。開鑿於秦代，是中國古代偉大的

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運河之一。公元前 219年，奉秦始皇之令，史祿帶領

十萬人開鑿靈渠，使屬於長江水系的湘江和屬於珠江水系的灕江連接起來，對溝通南

北交通和開發嶺南起了重要作用。 

 

靈渠全長 34公里，分南北兩渠。靈渠工程十分艱巨，沿途多山，但是管道設計很巧

妙，充分利用地形之勢，把湘江的水引經崇山峻嶺，進入灕江。這項古老技術，今天

還在使用。 

 
灕江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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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級攀上獨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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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脊梯田 

桂林龍勝縣有龍脊梯田，墾於元代。梯田垂直高差五百米，從山腳一直盤繞到山頂，

從山下往上望，梯田籠罩在一片雲霧裡，莊稼好像種到了天上。梯田大者不過一畝，

小者僅能插兩三行禾苗。有個笑話說，一個田主交代一個農夫挖完兩畝地兩百零六塊

田，而農夫把地挖完之後，數來數去，也只數得兩百零五塊地，怎麼也找不到還沒有

挖的那一塊地。無奈之下，他拿起放在地下的斗笠，這才意外地發現斗笠下還蓋着一

塊田。 

 

龍脊梯田 

 

 

桂林龍脊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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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碑海 

桂林有豐富的古代石刻遺跡，僅龍隱岩一地就薈萃了兩百多件摩崖石刻，有「桂海碑

林」之稱。龍隱岩建有釋迦寺，為桂林四大寺之一。這裡的岩壁和岩頂上密佈石刻，

明朝時已有人發出「壁無完石」之歎。 

 

龍隱岩內高大明亮，乾燥通風，許多珍貴的石刻完好地保留下來。有的碑刻具有很高

的史學價值，如《平蠻三將題名》對研究北宋年間廣源州壯族起義的史實，極有參考

價值。《桂林撤戍記》的宋代碑刻則記錄了南宋後期的抗元史實。 

 

《元祐黨籍碑》 

在宋朝的歷史上，有一個有名的「元祐奸黨」事件。宋崇寧四年（1105年），宋徽宗

趙佶聽信宰相蔡京主張，將元祐年間反對王安石新法的司馬光、文彥博等 309人列為

元祐奸黨，下令在全國刻碑立石，「以示後世」，這些碑叫作元祐黨籍碑。第二年，由

於朝野反對，皇帝又下詔將元祐黨籍碑全部摧毀。九十三年後，當年被列為元祐黨人

之一梁燾的曾孫梁津，根據家藏碑刻拓本，重新刻製了一塊碑，它是現存唯一的一塊

元祐黨籍碑，對於研究宋代朝政的爭鬥具有很重要的價值。 

 

 

桂海碑林內的摩崖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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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海碑林觀音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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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江王城 

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封重孫朱守謙為靖江王。朱守謙在獨秀峰南側大興土

木，興建王府宮殿，歷時二十年。朱元璋得悉後非常不滿，將朱守謙調到北京，再也

不讓他回到桂林。 

 

清初，定南王孔有德把靖江王城改做自己的府第。順治九年（1652年），農民義軍李

定國率軍攻克桂林，孔有德縱火焚毁王府後自焚。這座歷時兩百餘年的王城只剩下一

座方城，現在還存有承運門和承運殿的台基，石欄和雲壁等。1921年，孫中山率師北

伐，曾駐紮於此，作為大本營。 

 

名將李定國 

李定國（1621—1662年），明末抗清名將。早年家貧，跟隨張獻忠起兵反明，作戰英

勇，被張獻忠收為義子。張獻忠戰死後，與孫可望等率部聯明抗清。李定國與孫可望

等率部繼續義軍活動，清兵入關後，李定國聯明抗清。永曆六年（1652年），李定國

率軍進入廣西，攻克桂林，乘勝北上，連克永州、衡陽。永曆十年，李定國密迎南明

永曆皇帝到雲南，進一步抗擊清兵。不料此時，孫可望投順清朝，將西南防務機密全

部向清朝密告，清軍大舉進攻，李定國轉戰不利，退入緬甸。康熙元年（1662年），

南明永曆皇帝被殺，李定國悲痛欲絕，不久也死去。 

 

 
明代的靖江王府、清代的貢院，坐落在今天的廣西師範大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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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江王城遺址內的康有為講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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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元城 

桂林有「狀元城」之稱。唐朝乾寧年間的桂林人趙觀文，是廣西歷史上第一個狀元。

明代科舉考試，廣西有 181人中進士，臨桂（屬桂林）佔 49人，為廣西之冠。清代，

廣西出了四個狀元，全是臨桂人。其中有個陳繼昌，連中「三元（解元、會元、狀

元）」，鄉試、會試、殿式均居榜首。 

 

桂林是廣西教育事業的發源地，中原文化從這裡傳入廣西。自唐宋以來，桂林人傑地

靈，已成為毗鄰地區學文習禮的地方。唐代的獨秀峰下，就建有學府。宋代以後，桂

林辦縣學、社學和義學，講學之風大開。 

 

 

七星公園的花橋 

 

桂林市郊的農家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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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文化城 

抗日戰爭爆發後，桂林成為大後方。大批著名作家、藝術家、專家、學者及社會各界

名人相繼來到桂林，群英薈萃，盛況空前。文學刊物、文藝副刊有如雨後春筍大量湧

現。文藝團體曾舉行上千場各種演出，舉辦過萬人大合唱。1944年 6月，桂林各文化

界人士舉行國旗獻金大遊行，上萬人參加遊行，場面激動人心，群眾紛紛捐錢抗日，

喚起民眾同仇敵愾的抗日救亡熱忱。桂林因此被譽為中國抗戰「文化城」。 

 

桂林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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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先生故居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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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四絕 

「山青、水秀、洞奇、石美」，是桂林四絕。「四野皆平地，千峰直上天。」桂林的山

最稱奇之處，就是平地拔起，互不相連，奇峰孤聳，像一支支翠綠的玉簪。灕江水含

泥沙量僅為萬分之零點六，數值之低，世界少見，因此終年「澄江似練」，映得群峰碧

翠，倒映清明。桂林洞多，洞道曲折，氣象萬千。清朝詩人袁枚描述它們是「前無來

龍，後無去蹤」，極為形象。桂林的石頭更美，瑰麗多姿、晶瑩剔透、幽幻奇特。 

 

桂林螺絲山 

 

盧笛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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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麗的灕江 

灕江全長 437公里，發源於興安貓兒山，經桂林、陽朔、平樂、梧州等地流入珠江。 

灕江自象鼻山順流南下，至陽朔，這一段水路奇峰屏列，碧水瀠洄。詩人描寫這裡的

景色是「分明看見青山頂，船在青山頂上行」。遊覽灕江，人在江中游，如在畫中行。

灕江一年四季，陰晴雨雪，都非常美，然而最引人入勝的是灕江煙雨，雲紗霧幔，峰

回水轉，山色空濛，景物依稀，撲朔迷離，韻味無窮，令人歎為觀止。  

 

訾洲煙雨 

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在柳州當太守時幾次遊覽桂林。一日，他去會見一位友人，沿着

灕江東岸行走，發現江中有一處沙洲，景色十分美麗。他忘記了友人的約會，信步往

沙洲走去。洲上翠竹叢叢，茂林深處，村舍井然。再往深處走，綠陰中建有亭台樓

宇，十分別致，鼓樂簫聲陣陣。歸來後，柳宗元寫了著名的《家洲亭記》一文。現

在，這裡是個遊覽勝地，箬竹成叢，果樹成林，每當煙雨迷朦，訾洲浴在輕紗似的雨

霧之中，時隱時現，如歷幻境。 

 

陽朔山水甲桂林 

整個灕江流域風景最美麗的地方是桂林到陽朔這一段，所以，人們說：「桂林山水甲天

下，陽朔山水甲桂林」。民間傳說劉三姐的故事發生在這裡。歌仙劉三姐在這裡和鄉親

們一起鬥敗了財主莫懷仁，電影《劉三姐》的拍攝地點就在桂林到陽朔的河段上。人

們說，來桂林不去陽朔，等於沒有來過桂林。 

 

船到陽朔，也便到了「碧蓮玉筍世界」。舉目四望，碧蓮峰、龍背峰、玉姑峰等環城屹

立，如挺拔玉筍，如出水芙蓉，裝點着古城，仿佛一個天造地設的美麗盆景鑲嵌在大

地上。難怪古人說：「紛紛最好山，多隸陽朔縣」。 

 

秀麗的灕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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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崛的青山 

灕江兩岸平坦的地面上，矗立着一座座峭拔奇特的峰巒，有的孤峰拔地而起，兀立獨

秀；有的山峰連綿成片，如千重劍戟，直指碧空。在形態上，桂林的青山也奇崛多

變，有的似芙蓉，有的如臥佛，有的如萬馬奔騰，有的似神如仙，構成一群自然雕

像。所以，桂林的山多以形象得名。「平地湧千峰」是桂林的山，再有灕江「碧水如

帶」，纏繞於群峰之間，充滿「青峰倒影山浮水」的詩情畫意。 

 

疊彩山 

古稱桂山，位於桂林東北部，在灕江旁。唐朝詩人元晦旅居此地時，將他的文章《疊

彩山記》中的「山以石紋橫佈，彩翠相間，若疊彩然」的詞句刻在山壁上。以後，人

們就把這座山稱為疊彩山。疊彩山的山腰有一個奇洞，南北對穿，隨着季節變換，洞

中來風有「清」、「和」、「暖」、「冷」的區別。「春遊門壑暖風回」，是春天的風；「風聲

習習洞門窄」，是夏日的風；「高台受和風」，是南國之秋的氣候；「洞凝詩思曲，風逼

酒瓶凍」，則是寒冬景象。風洞又是文物寶庫，有唐宋佛像九十餘尊。 

 

獨秀峰 

獨秀峰端莊雄偉，峭拔峻秀，有「南天一柱」之譽。南朝始安郡（首府在桂林）太守

顏延之（公元 384—458年），性格剛直，不畏權勢，因開罪超重權貴，被排擠出朝。

他在桂林時，常來獨秀峰遊覽，還在峰下一個天然石室避暑讀書。他寫下詠誦山峰的

名句：「未若獨秀者，峨峨郛邑間」，描述山峰一枝獨秀的風姿，寄託自己剛直不阿的

品性。後人就取詩中「獨秀」二字來命名山峰。獨秀峰有摩崖石刻 160件，其中有宋

代學者正功書寫的「桂林山水甲天下」。據考據，他是書寫這個千古名句的第一人。 

 

象鼻山 

象鼻山是桂林城的標誌，山形酷似一頭臨江吸水的巨象。傳說玉皇派天兵天將下凡征

戰，路過桂林時，隨行的天象病倒了。玉皇統轄大軍，無暇顧及天象，把牠留在人

間。桂林有個老醫生，醫術高明，替天象治好了病，天象為了報答治病之恩，留在人

間。玉皇獲悉後大怒，派托塔李天王等天兵天將追捕天象。天象和托塔李天王打得天

昏地暗，激戰中，天象口乾舌燥，跑到灕江邊喝水，托塔李天王趁機用寶劍刺向天象

背部。天象死了，但它沒有倒下，化為一座山，永遠留在桂林。 

 

伏波山 

伏波山臨江拔起，一半插入江潭，另一半則枕於陸地。每年夏天，江水暴漲，山麓阻

激浪狂瀾，使江水倒轉迴旋，有降伏波濤之力，因此而得「伏波山」之名。伏波山東

麓有一個還珠洞，洞內有一件北宋時期大書法家米芾的石刻自畫像。在近水之處，有

一石柱下垂，上粗下細，底部有一寸的空隙，不與地面相接，據說是被漢代伏波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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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利劍砍斷，所以名「試劍石」。 

 

畫山觀馬 

距桂林六十餘公里的灕江東岸，有一座石山。山崖石壁上，青綠黃白的顏色，濃淡相

間，宛如一幅巨大的壁畫，因此人們叫它「畫山」。這幅寬約兩百米、高近四百米。

「壁畫」中好像畫着一幅姿態各異，形神逼真的「九馬圖」。要看出全部九匹馬並不容

易，民間傳說，人的才能越高，看到的馬匹越多，因此，這裡有一首民謠：「看馬郎，

看馬郎，問問您神馬有幾雙？看出七匹中榜眼，能見九匹中狀元。」 

 

駱駝山 

駱駝山坐落在七星公園內，是一座拔地而起，無偶相伴的孤峰，山峰酷似一頭伏地的

單峰駱駝。這座山又像一把酒壺，所以又叫作酒壺山，還有人在山壁上刻上「壺山」

兩個大字。壺山下有一片桃林，每逢春季，桃花盛開，十分美麗。傳說過去桃林住着

一位姓雷的書生，無意仕途，在這裡隱居，靠種桃度日。他嗜酒如命，種桃收桃都帶

着酒壺，被人稱為「雷酒人」。雷酒人死後，人們將他葬在壺山，讓他伴着「酒壺」和

桃林，長眠九泉。 

 

鐵封山 

桂林是進入廣西的咽喉要地，歷來是兵家必爭。桂林城北，有一座鐵封山，它像一道

天然的屏障，擋住了多次外敵的進攻，被譽為「鐵鎖掣關」。鐵封山位於桂林城北，海

拔 248.6米，與鸚鵡山對峙。兩山之間有狹窄通道，道旁高崖絕壁，形勢險要。南宋

時代，桂林城擴大，在兩山之間的隘口設立桂林城北門——安定門。城牆依山勢而

築，易守難攻，有「鐵封鸚鵡鎖北關」之稱。鐵封山半腰有碑刻《平蠻頌》，記述唐朝

大曆十二年（公元 777年）平定西原騷亂的經過，是桂林最早記述民族衝突的碑刻。 

 
「四野皆平地，千峰直上天。」（平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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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美的奇洞 

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盛讚桂林岩洞，說桂林「無山不洞，無洞不奇。」桂林一帶，不僅

山山有洞，而且從山腳到山頂常常密佈溶洞，如同多層樓閣。山洞內部貫通，如入迷

宮。洞內多有地下河，常年流淌。溶洞裡還有千姿百態的鐘乳石、石筍、石柱等堆積

石形態，造型生動，構成一座座自然雕琢的宮殿。洞內留下許多歷代詩文題刻和石刻

造像。 

 

幽美的奇洞（平子攝） 

 

蘆笛岩 

桂林城的西北郊光明山的西側，山腰上有一洞，洞口生長着盧荻草，傳說盧荻草可以

做成笛子，當地人因此叫它為蘆笛岩。蘆笛岩呈馬蹄形，洞內有大量石鐘乳、石筍、

石柱、石幔、石花等，玲瓏剔透，奇妙無比，被譽為「大自然藝術之宮」。洞內景觀極

為奇幻，擬人擬物，非常逼真，故稱蘆笛仙宮。蘆笛岩原是一條古老的地下河道，東

西長 240米，南北寬 50至 90米，大約形成於六十萬年以前。遠在唐宋時期，就有人

前來尋幽探勝，至今洞內還存有唐貞元八年（公元 792年）以來的壁書（墨寫）七十

餘則，清晰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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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岩 

普陀山西北側有著名的七星岩。它原是距今一百萬年前的一段古老地下河道，隋唐時

已成為遊覽勝地，當時稱為棲霞洞。岩洞雄偉深邃，玉雪晶瑩，最寬處 43米，最高處

27米。唐代莫休符《遊棲霞洞》中說：「有一個愛好山水的人，帶了許多水果乾糧，

往洞的深處走去。回來後，計算所行的路程，他已經走到了灕江的下面，當時他好像

還聽到上面用槳划船之聲。」 

 

岩洞內景物豐富，奇幻多姿，琳瑯滿目，構成一條令人神往的地下畫廊。清代詩人袁

枚 20歲時來桂林遊覽，作詩形容七星岩是「就中奇絕稱棲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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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的怪石 

奇石是桂林「四絕」之一。桂林奇石形態美，圖案美，色彩美，斑紋美，具有很高的

欣賞和收藏價值。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製造了桂林奇石。桂林地區有獨特的喀斯特地形

地貌，多山脈，兩山之間必有一水，溝谷地溪流縱橫。這裡雨量充沛，常年水流不

斷，高落差水流不斷彙集，切割侵蝕作用異常強烈，使深埋地底的原石露出地面。這

裡特有的堅硬細密的優質原生岩石，或被風吹雨打，或被水流帶走，經過億萬年的翻

滾沖磨，終於形成了各式各樣的奇石。這些奇石渾圓多姿，色彩美觀，石紋豐富，成

為歷代收藏的珍品。 

 

伏波山內試劍石（平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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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情畫意 

桂林山水使人心醉神馳。歷代詩人留下許多吟詠桂林的詩篇，歷代畫家也常以桂林山

水為題，畫下了不少佳作。桂林山水之美，甚至令許多沒有來過桂林的詩人，如杜甫

和韓愈等，也寫下傳誦千古的名篇。山水畫大師黃賓虹以「遍寫桂林山水」為平生得

意，國畫大師齊白石更說「自有心胸甲天下，老夫看慣桂林山。」桂林本身就是一幅

絕妙的山水畫，它激發了無數藝術家的靈感，讓他們畫出桂林的詩情畫意。 

 
無山無水不入神（平子攝） 

 
伏波山下的村莊（平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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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欣賞 

杜甫《寄楊五桂州譚》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 

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 

 

譯文：南方到處都是那麼炎熱，只有桂林才涼爽宜人，萬里外的梅嶺開滿了梅花，那

裡的冬天總是飄落著紛紛的雪片。 

 

杜甫（公元 712—770年），唐朝著名詩人。他雖然沒有到過桂林，但對桂林極為嚮

往，寫詩表達自己對桂林的喜愛。 

 

桂林山水（賈國榮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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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送桂州嚴大夫》 

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 

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 

 

譯文：那一片蒼蒼森森的八桂，天上的月宮彷彿來到了湘南。青綠色的綢帶是盈盈的

灕江，春山恰似美女的碧玉簪。  

 

韓愈（公元 768—824年），唐朝文學家，後世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桂林的行政

長官嚴漠和韓愈是好朋友，韓愈作了一首詩為他送行。韓愈未曾來過桂林，但他的

《送桂州嚴大夫》卻成為描寫桂林山水的千古絕唱。詩中第三四句最精彩，前句寫

水，後句寫山，山水對峙，動靜結合，形象而準確。現在人們一提起桂林，很自然就

想起這句詩。 

 
陽朔縣內環山抱水景色美麗（平子攝） 

 

 

 

 

 

 

 

 



28 
 

李商隱《桂林》 

城窄山將壓，江寬地共浮。 

東南通絕域，西北有高樓。 

 

譯文：那一座小城窄窄的，群山彷彿從天際壓下來似的；灕江的春潮漲起來了，桂林

像一葉扁舟浮在水上。城東南的蠻荒之地，如今變成了千里沃野；城西北的大街上， 

林立着燈紅酒綠的高樓。 

 

李商隱（約公元 812—約 858年），唐朝詩人。他終生落魄，詩歌每多感傷情調，然意

境綿密，詞章典麗，在藝術上有較大成就。當時，李商隱受朝中「牛（僧孺）李（德

裕）黨爭」的牽累，被排斥出朝，隨好友鄭亞來到桂林，任掌書記的閒職，詩中寄寓

着他的感慨。 

 
陽朔碼頭（平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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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寫桂林 

柳宗元（公元 773—819年），唐朝文學家，因主張朝政革新，在政治鬥爭中失敗，於

唐元和十年（公元 815年）從中央政府貶到柳州任刺史（柳州長官）。他在柳州期間，

為當地做了許多好事，人們至今仍然懷念他。 

 

桂林與柳州相鄰，柳宗元多次來桂林，留下了《至小丘西小石潭記》等十餘篇美文。

這些文章，或記一次出遊，或描寫一丘一壑，一水一石，長不逾千，短的不到兩百

字，但他觀察之細微，體會之深入，描繪之精確，文字之簡潔，非常獨到。桂林山水

之美，經他點染，躍然紙上。 

 

徐霞客寫桂林 

徐霞客（1587—1641年）是明代著名旅行家、地理學家。《徐霞客遊記》記載他畢生

旅遊的經歷。1637年農曆閏四月，徐霞客由湖南進入廣西，遊歷桂林、陽朔、南寧等

地，第二年農曆三月底入貴州。他用了幾乎一年的時間遊遍廣西大部分地區，第一次

有系統地考察和研究廣西的溶岩地貌和民俗風情。在桂林，他沿着灕江兩岸，遊歷了

蘆笛岩等處。他在《徐霞客遊記》「粵西遊日記」一章裡，每日如實記載，即興抒發，

不拘一格，真實而具體，忠實而詳盡，引人入勝。 

 

灕江山水（平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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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畫欣賞 

桂林畫家石濤 

石濤（1641—1718年）生於桂林，姓朱，名茗極，是明藩十二代王朱亨嘉的兒子，明

朝滅亡後，隨母親逃到全州湘山寺，隱姓埋名，削髮當了和尚。石濤曾雲遊湘、贛、

江、浙、皖以及北京等地，遍覽衡山、黃山和洞庭等名山勝景。他擅畫山水，他所處

的年代是摹擬古畫成風的時代。出生在桂林的石濤把他幼年的桂林印象，帶入山水畫

中，形成了獨特風格。他主張「搜盡奇峰打草稿」，認為只有走遍千山萬水，才能畫出

藝術的傑作。 

 

徐悲鴻畫桂林 

徐悲鴻（1895—1953年），現代著名畫家，曾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1935年，徐悲鴻

在南京，心情苦悶，創作幾乎停頓，友人勸他來桂林。來到桂林後，他居住在陽朔縣

城縣前街 17號。桂林如畫般的景色，令他如醉如癡。他自稱「陽朔天民」，天天到灕

江邊畫畫，著名的《灕江煙雨》、《雞鳴不已》等都是這時期所畫。他在桂林的日子，

成為他一個創作的高峰期。 

 

《灕江煙雨》是徐悲鴻的代表作，充分利用水墨的渲染，畫出了灕江兩岸春雨時霧靄

迷濛的景象，造成一種詩情畫意的境界。這也是他自己最喜歡的畫作之一。他說，這

幅畫是他自己心情的流露。 

 
灕江春雨（徐悲鴻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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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故居（平子攝） 

 

李可染畫灕江 

李可染（1907—1989年）現代著名畫家，五十年代曾經先後十次到桂林、黃山等地寫

生，行程數十萬里，畫稿數百幅，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他的畫，融會中西，尤其是

把西畫中的明暗處理引進中國畫，使之和諧地融化在深厚的傳統筆墨和造型意象之

中。代表作《灕江細雨》以淡墨畫山，一筆筆畫出既空濛靈透，又得山之骨。細雨

中，江面幾隻小船，飄飄慢行，如入夢境。 

 
雨中灕江（李可染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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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佩衡畫灕江 

胡佩衡（1892—1962年）是位蒙古族畫家。蒙古多草原，少水，但胡佩衡的作品卻常

表現水。畫面水意十足。在畫作《灕江春雨》中，畫家在遠山各個山頭之間運用「空

白」來顯示煙雨雲霧，雖是「空白」，卻彷彿讓人一伸手就能抓到一把水霧氣來。兩岸

翠竹夾灕江，江中小船漁夫，色彩用得很厚，墨色卻極富韻味。 

 

 

灕江春雨（胡佩衡畫） 

 

黃格勝畫灕江 

黃格勝是個年輕的廣西畫家。他創作的長卷《灕江萬裡圖》，長 200米，高 0.6米，籠

灕江碧水、兩岸青山、翠竹古榕、田園村落、亭台樓隔、舟橋漁釣於一卷。畫卷打破

常規，水是靜的，山由纏繞的雲氣形成一種動勢，呈現一條有韻律有節奏的運動線，

山水之間有濃烈的情感。為完成這幅畫卷，畫家用三年時間，沿着八百里灕江往返二

十次，寫生一千幅。當地為展示這幅精美的山水長卷，特地建造了一座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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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石畫桂林 

白雪石是北京畫家，他以桂林山水為題的《江山覽勝圖》懸掛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裡。 

白雪石的山水畫格調清新俊逸，氣韻生動，表現秀麗的桂林山水最為適宜。他畫灕

江，畫面上總有那令人難忘的小竹筏，還有戴着尖頂竹笠的漁翁以及站在竹筏上的魚

鷹、竹篾編成的魚筐。《江山覽勝圖》是他的力作，着力表現灕江的空清、明淨。水面

一平如鏡，峰頂一抹晨曦，近景的坡岸、竹木、房舍、竹排都刻畫入微，景色深遠，

有咫尺千里之勢。 

 

奇峰聳翠 

 

 

灕江（白雪石畫） 

 



34 
 

 

灕江春（白雪石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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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風情 

在桂林的青山秀水間，居住着壯、漢、瑤、苗、侗等多個少數民族，他們共同創造了

灕江兩岸悠久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同時又以各自獨異的節日文化、人生禮儀、衣

食住行習俗組成一幅幅古淳厚的風俗畫。 

 

如果我們沿着清澈的灕江，攀登樹木茂密的群山，走村寨，過風雨橋，住鼓樓，和好

客的村民一道參加歌墟、趕坡會，一定能領略到民俗風情的神奇又迷人的魅力。 

 

風景如畫的壯寨（平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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灕江歌王劉三姐 

劉三姐是傳說中的灕江歌王，她歌聲嘹亮，唱的都是百姓的心裡話。某年中秋月夜，

劉三姐和眾鄉親對歌賞月。歌會上，你唱我答非常熱鬧。這時，財主莫懷仁帶着官府

兵丁，把歌坪包圍，以聚眾唱歌有傷風化為名，要將劉三姐問罪。劉三姐用山歌表達

了自己的憤怒之情：「山崩地裂我不怕，水泡九州我不驚。遍地都有歌聲響，哪怕財主

和官兵。」官兵驅散人群，想抓劉姐，突然電閃雷鳴，山搖地動，灕江中一條聽歌的

鯉魚騰空躍起，將劉三姐送上天空。據說，在灕江上，今天還可以聽到劉三姐的歌

聲。 

 

深受歡迎的桂林山歌表演（賈國榮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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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儺舞 

桂林儺舞，俗稱「桂林跳神」。每逢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或十月二十一日「還大願」

時都要跳神。桂林儺舞表現的是神與大自然搏鬥，與鬼邪搏鬥的情景，融歷史、神話

於一體，載歌載舞，深得當地民眾喜愛。每當儺舞舉辦時，人山人海，四鄉都能聽到

儺舞的鼓聲簫聲。 

 

儺舞是面具舞。面具製作講究突出形象性，根據各神的性格特點而有不同的裝飾和鮮

明的色彩，雕刻手法極為誇張。桂林儺舞面具在宋代就蜚聲域外，那時，一個製作精

細的面具可貴達一萬錢。 

 

壯族原始部落（平子攝） 

 
 

少數民族圖騰（平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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瑤寨 

瑤族是一個獨特的民族。根據居住地、服飾、經濟生活等不同，還可以分為「紅瑤」、

「花瑤」、「白褲瑤」、「盤瑤」等多個分支。瑤民一般居住高山上或半山腰，選擇水源

充足，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的地方建立村寨。 

 

瑤寨多為木結構，有半邊樓、全樓、四合院等形式。花瑤、盤瑤喜歡住全樓，富裕的

人家則建四合院居住。紅瑤常住半邊樓，通常是五柱三間的吊樓，一邊或兩邊有偏

廈，大門多建在上層屋頭偏間。樓房下層用來圈養牲口和堆放肥料，上層正中是廳和

房，廳中央有火塘，是會客、飲食及日常活動的場所。這些獨特的建築，成為桂林山

水的組成部分，引起遊客的興趣。 

 
瑤族婦女（平子攝） 

 

瑤家少女敬米酒迎客人（平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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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寨 

在各式各樣的民族村落中，侗族居住的村寨是比較容易辨認，因為有鼓樓和風雨橋的

典型標誌。遠遠望見，如一幅精心製作的風景畫。 

 

侗寨大多建在河谷小丘地帶，其佈局以鼓樓為中心，呈「內聚向心式」。侗族喜同族聚

居，全村如果同屬一姓，就把他們房屋圍着一個鼓樓而建；如果一個村有幾個姓氏，

那麼這些不同姓的人家就各自圍繞不同的鼓樓建立村居。各個村寨之前，常常建有風

雨橋。 

 

風雨橋 

侗族風雨橋，建在青山碧水之間。它的最特別之處，是整座橋好像是一座架在河上的

瓦頂長廊，或重檐飛翹，或玲瓏小巧，或古樸凝重，富有民族建築特色。橋的中央和

兩段建有風雨亭，供人歇息。 

 

侗族風雨橋是有人情味的地方。你在橋上能喝到清甜的茶水；能換去因趕路而走破了

的草鞋；能找回因你粗心而丟失的東西。風雨橋避風雨，去勞頓，處處感受侗家的古

道熱腸。 

 

鼓樓群 

鼓樓是侗族人民集會、議事、娛樂的場所。鼓樓也是侗族的標誌，只要在灕江兩岸見

到高聳挺拔的鼓樓，不問而知這裡住的是勤勞智慧、熱心公益的侗家人。鼓樓是侗家

公共建築，一般來說，一寨有一座鼓樓。較大的寨子，多的可達三至四座，以姓氏而

立。 

 

鼓樓建於寨子中央，有塔形和閣式兩種。樓多為木結構的四方、飛檐、瓦頂、多層宮

殿式建築。樓前有寨坪，還有戲台與之相稱。樓內有牛皮鼓和火塘，鼓用於集眾，如

遇外敵騷擾、山火等事，大鼓擊響，村民立即聚集在樓坪。火塘用於取暖和打油茶。 

  
水鄉侗寨（平子攝）                 侗寨風雨橋（平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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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也」和攔路歌 

「月也」在侗語裡是「集體出訪作客」的意思。集體出訪做客是侗族的一種生活習

俗，每家派出一名代表，由寨中有威望的人帶領，到某個友好村寨訪問做客，時間通

常在農曆正月和八月。 

 

攔路歌是侗族迎客送客時唱的歌。當客人來訪時，主人在寨門前迎接，同時在寨前大

路上用生產用具或生活用具設置路障，阻止客人進寨。在路障兩邊，雙方擺開歌陣，

對唱攔路歌。主隊用歌提問，客隊用歌回答，答對一次就撤除一個路障。如果答錯

了，客隊就鳴放鞭炮，表示歉意和敬意，這時主人就撤除所有路障，把客人迎入寨

內。 

 
侗寨村姑（平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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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歌墟 

壯族以善歌著稱，歌曲優美動聽。三月三歌墟是壯族在農曆三月三舉行的節日歌會，

節前家家戶戶準備五色糯米飯和彩蛋，姑娘們還趕做繡球。五色糯飯是用來祭祀歌仙

劉三姐的，而彩蛋是男女青年傳達情感的物品。 

 

歌手相逢，相互對歌。對歌時，姑娘會向自己的意中人拋出繡球表示愛情，對方若有

意，則在繡球上繫禮物，回贈女方。男方也可主動出擊，用手上的彩蛋碰姑娘手中的

彩蛋，姑娘如願意和他做朋友，就露半邊蛋讓他碰；不願的話，就把整個蛋握住，不

讓他碰到。 

 

 
壯族青年吹奏樹葉（賈國榮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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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繡球 

拋繡球既是壯族青年表達愛情意願的方式，也是一種傳統的文娛體育活動。繡球有圓

形、方形、菱形等形狀，上端有綵帶，下端繫一束尺多長的彩絲穗子，球內充填穀糠

或棉籽，大小不一，重量一般不超過一斤。 

 

拋繡球比賽時，男女相向列隊，一方拋起，對方如接不住，就要罰唱歌或表演節目。

如果哪個姑娘有意中人，拋法又是另一樣，她或者悄悄送給意中人，對方則以手帕或

毛巾之類物品回贈；或者她對準意中人拋過去，對方如有意，就在繡球上繫上禮物，

再拋還給她。 

 

壯寨（平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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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寨 

走寨是苗族男女青年間的一種社交方式。因為走寨往往在有月亮的夜晚進行，所以也

叫「踩月亮」。 

 

夜晚，月亮升到空中。少女們相約聚集在某家的木樓上，說說唱唱，紡紗織布，等待

男孩們到來。少男們穿戴整齊，走村串寨，去尋找自己心中的姑娘。聽到少男的腳步

聲，姑娘們停止說唱，但紡織車仍在轉動，表示她們在等待。少男輕輕走上木樓，坐

在火塘邊彈琴吹簫，姑娘們和唱。如果雙方有意，就單獨對唱。走寨直到月亮西沉才

結束。走寨期間，父母和兄長不干涉少女們的交友自由。 

 

苗族少女（施於人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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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蘆笙 

農曆正月初三至初五，是苗族男女青年賽蘆笙，交朋友的日子。那幾天，男的身背蘆

笙，女的滿身銀飾，歡歡喜喜去參加一種叫「遊方」的活動。「遊方」也叫趕坡會，一

聲鑼鼓響過之後，小夥子們在姑娘們的注視下，吹奏蘆笙跳舞，個個拿出自己的絕

招，前轉後跳，舞姿雄勁。姑娘們一邊踏着樂聲漫舞，一邊挑選意中人，看中了，就

走上前去，在意中人的蘆笙上繫一條綵帶，並且手牽綵帶，伴着蘆笙起舞。暮色降

臨，對對情侶相約，或唱情歌，或互贈信物，共度一個難忘的良宵。 

 

苗族迎客舞（平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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