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國名橋 

 

本專題顧問：羅哲文教授，曾任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組組長、中國文物學會會長、

中國長城學會副主席、中國老年攝影家協會理事。 

 

本專題作者：劉文淵，歷任《人民中國》雜誌社記者，外文出版社編輯、編輯室副主

任、主任，中國長城學會理事。 

 

目錄 

摘要............................................................................................................................................ 3 

「橋」來自有方........................................................................................................................ 5 

何謂橋樑？........................................................................................................................ 6 

中國橋樑的生成................................................................................................................ 7 

創始期——殷商到西周............................................................................................ 8 

發展期——戰國到秦漢............................................................................................ 9 

鼎盛期——南北朝到宋朝...................................................................................... 10 

延續期——元、明、清.......................................................................................... 12 

現代發展.................................................................................................................. 13 

龐大的橋樑家族...................................................................................................................... 14 

樑橋.................................................................................................................................. 15 

紹興八字橋.............................................................................................................. 16 

泉州洛陽橋.............................................................................................................. 18 

拱橋.................................................................................................................................. 20 

北京蘆溝橋.............................................................................................................. 21 

趙州永通橋.............................................................................................................. 23 

索橋.................................................................................................................................. 25 

都江堰安瀾橋.......................................................................................................... 27 

瀘定縣瀘定橋.......................................................................................................... 29 

浮橋.................................................................................................................................. 31 

臨海靈江浮橋.......................................................................................................... 33 

其他類型橋樑.................................................................................................................. 34 

青島前海棧橋.......................................................................................................... 36 

太原晉祠魚沼飛樑.................................................................................................. 37 

橋樑的人文價值...................................................................................................................... 38 

建築科技成就.................................................................................................................. 39 

對外國的影響.......................................................................................................... 41 



2 
 

美學特色.......................................................................................................................... 42 

社會功能.......................................................................................................................... 44 

代步乘涼.................................................................................................................. 45 

集市貿易.................................................................................................................. 47 

運送貨物.................................................................................................................. 49 

橋樑透視.................................................................................................................................. 50 

名橋之最.................................................................................................................................. 59 

最美的群橋——外金水橋.............................................................................................. 60 

最長的古橋——安平橋.................................................................................................. 61 

最大的園林橋——十七孔橋.......................................................................................... 62 

構件最重的石橋——江東橋.......................................................................................... 64 

最古的橋樑——趙州橋.................................................................................................. 65 

首座中國鐵路橋——錢塘江大橋.................................................................................. 67 

以詩聞名的古橋——蘇州楓橋...................................................................................... 68 

以傳說聞名的古橋——西湖斷橋.................................................................................. 70 

小橋、流水、人家.................................................................................................................. 71 

水鎮周莊.......................................................................................................................... 72 

橋都紹興.......................................................................................................................... 73 

過橋習俗.......................................................................................................................... 75 

古橋詩境.................................................................................................................................. 76 

劉禹錫《烏衣巷》.......................................................................................................... 77 

卞之琳《斷章》（四行）................................................................................................ 78 

本專題編著.............................................................................................................................. 79 

 

 

 

  



3 
 

摘要 

中國是世界橋樑大國，各類橋樑遍佈，以《白蛇傳》聞名的古橋──西湖斷橋；以詩

篇《楓橋夜泊》聞名的古橋──蘇州楓橋；1937 年中國人完成的首座鐵路橋──錢塘

江大橋；逾 1,500 年歷史的最古石橋──趙州橋；構件最重的石橋──江東橋，其中

最大一根石樑重達 200 餘噸；最大的園林橋──十七孔橋，橋長 150 米，橋面寬 8

米；最長的古橋──安平橋，橋長 2,500 米，寬 5 米；以及最美的群橋──內、外金

水橋等，這些橋樑以其所具有的科學、美學、歷史文獻價值而被載入史冊。 

 

橋樑既是一種交通工具，也將建築、藝術和科學和諧地融為一體。 

 

從橋樑的發展歷史來看，中國最先建造的是樑橋。由於受攀藤而渡的啟發，創建了索

橋。又因受乘船過河的啟發，創建了較為耐久的浮橋。人們又把建造城門用的拱券結

構用於建橋，拱橋因此而誕生，並隨即大為普及。 

 

各地建橋多因地取材，有的使用石墩木樑，也有的磚石混用、竹木混用、竹藤混用

等。就是純石橋中，往往也要使用鐵鉗等鐵質構件。用不同建築材料建造的木橋、石

橋、竹橋、藤橋、鐵橋等，又使整體中國橋樑顯得豐富多彩。中國橋樑本身千變萬化

的形態就具有高度藝術性，而橋身各種裝飾如文字、圖畫、雕刻、建築等，都和橋樑

結合起來，而且各種裝飾也常寄寓了人們的美好意願，或富哲理的禪思。 

 

在很多橋樑的兩頭均建有不同的附屬性建築物，這些附屬建築和形態美觀的橋樑巧妙

結合，使橋的總體佈局更完善。 

 

橋欄則是安裝在橋面兩側的保護性設施，又可供人們憑藉以觀賞風景，也是美化橋樑

的重點。江南很多私家園林中，喜歡用曲檻。另外還有彩欄、橫檻直欄、石橋欄等。

就建築材料而言，可分為木橋欄、竹橋欄、石橋欄、鐵橋欄等。 

 

橋上建屋多見於炎熱多雨的中國南方，這是人們遮風避雨、觀賞風景、進行集市貿易

和休息的地方。橋上建殿在橋樑家族中很少見，河北井陘福慶寺橋樓殿便是一例，橋

上建殿可使全寺各種建築的佈局更為統一和嚴謹。至於橋上建樓也不多見，一般修建

在多跨橋上，樓上多供奉神像。橋上建亭的例子則很多，尤多見於園林橋，以增加觀

賞價值。 

 

橋樑雕刻多集中在橋欄、橋墩和拱券等部位，種類有浮雕、圓雕和鏤雕，題材則有花

草樹木、鳥獸蟲魚、人物和想像中的神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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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南方，特別是江蘇、浙江等省的水網地帶，河道縱橫，小橋密佈，著名的有水

鎮周莊和水都紹興。橋樑作為人們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常結合了民間的習俗，

表達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古代橋樑堅固優美，向來是人們筆下描寫、歌詠的景物。中國古橋不僅自身很美，而

且還和周圍的自然景觀融為一體，構成美不勝收的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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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來自有方 

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橋樑遍佈。它們或懸於深山峽谷之中，或浮於江河湖海之上，

或顯現於平川，或隱藏於群樓。它們既是一種交通工具，也將建築、藝術和科學和諧

地融為一體，讓歷史從自己身上走過，又讓歷史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在它們之中，有

百歲「壽星」，有千年「老翁」，更有年輕的「兄弟」。在這裡所介紹的僅是其中的佼佼

者：例如建築精湛的北京蘆溝橋、歷史悠久的趙州安濟橋、造型優美的泉州洛陽橋、

漫長平坦的晉江安平橋、因地制宜的都江堰安瀾橋……一座橋，就是一個故事，一段

歷史，一種民俗文化。 

 

福州龍江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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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橋樑？ 

橋樑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沒有人不曾在橋上走過。究竟橋樑是怎樣的一種建築物

呢？中國著名文字學家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解說：「橋，水樑也。」「樑，水橋也」。

可見，橋和樑都是一種修建在水面之上，以供通行的建築物。 

 

在日常生活中，江河湖海固然為人們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豐富的食物，但也給出行者

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在今日的遼寧、貴州、浙江、重慶等地，尚可看到最原始的天然

拱橋和天然樑橋。一些倒於河上的樹木，或露出水面的石頭，又或是長在河邊的藤

蘿，都可以成為人們的渡河工具。這就是所謂的獨木橋和踏步橋。在原始社會時期，

人們已經懂得用這種方法架設橋樑。在浙江餘姚河姆渡文化遺址中，我們可以看到當

時建橋的遺痕。在《考工記》（戰國時齊人所撰）中，我們可以找到關於大禹時期建橋

的記載。不過這時的橋樑比較簡單和粗糙，也比較原始。 

 

隨着歷史的推移，人們又在樓閣之間修建了通道，人稱閣道橋。在無水的山谷中，人

們也先後修建了大小不等的各種橋樑。因此，確切地說，橋樑是空中的道路。 

 

江西石鐘山石板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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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橋樑的生成 

從歷史和現狀上看，絕大多數橋樑均架設在水面上，只有閣道橋和現代城市的行人天

橋和行車天橋，是架設於高樓崇閣之間或通衢大道之上。 

 

從對天生橋的利用到人工造橋，這是一個歷史的飛躍過程。從簡單的獨木橋到今天的

鋼鐵大橋；從單一的樑橋到浮橋、索橋、拱橋、園林橋、棧道橋、縴道橋等；建橋的

材料從以木料為主，到以石料為主，再到以鋼鐵和鋼筋混凝土為主，這是一個非常漫

長的發展過程。然而，中國橋樑建築都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著名的科學技術史學家、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J. Needham）在《中國科學技術

史》中說，中國橋樑「在宋代有一個驚人的發展，造了一系列巨大的板樑橋」。到了當

代中國，所建造的武漢、南京長江大橋等，更受到世人稱讚。可見，中國的橋樑，經

過了一個從童年、少年、青年到壯年的發展過程，愈趨成熟。中國在發展橋樑方面於

十四世紀以前處於領先地位，今天，她依然是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橋樑大國。 

 
東莞天然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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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始期——殷商到西周 

這一時期從殷商至西周（約公元前十七世紀初至前 771 年），時間大約 1,600 年。此時

的橋樑，我們只能從曲阜（春秋時期魯國故都）等地的考古地點中找到建橋用的石料

和夯土層，或從歷史文獻中找到記載。《詩經‧大雅》上說，周文王娶妻，曾在渭河上

「造舟為樑」，架設了一座浮橋，時維公元前十二世紀。另外，《史記》也記載，公元

前 985 年，周穆王曾在巨鹿水上造橋。又，公元前 541 年，秦公子鍼曾在陝西大荔東

黃河上修建浮橋。此時的橋樑均為木構，且多為浮橋和木樑橋。這些大小橋樑的出

現，為中國以後的橋樑建設累積了豐富的經驗。 

 
原始的樑橋──《西湖記》（明萬曆間唐振吾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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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期——戰國到秦漢 

從戰國至秦、漢（約公元前 475 至公元 220 年），時間大約六七百年。在此期間，中國

已從奴隸社會進入中央集權的封建社會，國家統一代替了諸侯割據，社會漸趨穩定，

經濟力量日益雄厚，令橋樑建築得到了較大的發展。 

 

公元前三世紀，中國第一座竹索橋出現在成都市郊。西漢王褒的《益州記》，對這座橋

當年的情況作了歷史記錄。公元前 206 年，中國第一座鐵索橋出現在陝西留壩的寒溪

河上。另外，《漢書‧岑彭傳》記載，公元 33 年，中國第一座長江大橋——索橋，出

現在宜昌東南。另外也大量修建了閣道橋和棧道橋。此時，拱券結構開始用於建橋。

公元 282 年，中國第一座拱橋出現在洛陽城外。至此，中國橋樑四大類型包括浮橋、

樑橋、索橋和拱橋，已經基本形成。 

 

漢代畫像石（水陸交戰圖）上之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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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期——南北朝到宋朝 

從南北朝、隋、唐、五代至宋、遼、金時期（公元 420 至 1279 年），中國封建社會的

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尤其是唐代，國力強盛，經濟繁榮，國際影響空前。此時，

中國古橋建築發展已達到頂峰，可說是群星燦爛，異彩紛呈。 

 

由於拱券結構在建橋工程上廣泛運用，橋樑的建築從以木料為主，發展到以石料為

主。敞肩式、筏型基礎、浮運法（小知識）等重大技術突破，都在此時期完成。敞肩

式結構的出現，不但使中國石拱橋的建築如雨後春筍，遍及全國，而且使橋樑的造型

變得更為輕盈美觀。獨特的開合式橋、美觀的疊樑式木拱橋也在此時出現。一批世界

一流的名橋，如北京蘆溝橋、趙州安濟橋、蘇州寶帶橋、泉州洛陽橋、晉江安平橋、

潮州廣濟橋等，也誕生於此時期。 

 

小知識 

敞肩式、筏型基礎、浮運法 

敝肩式：在主拱兩端上修建小拱的建築結構。 

筏型基礎：在寬闊江底鋪砌碎石，並養殖牡蠣（即蠔）黏結起來以形成橋基。 

浮運法：當石樑太大、太重時，人們便將石樑放船上，供漲潮時安於橋墩上。 

 
蘇州寶帶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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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於隋代的西安灞河古橋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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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期——元、明、清 

在元、明、清時期（1271—1911 年）的六七百年間，人們繼承了前人創造橋樑的建築

技術，繼續修築新橋，維修、加固或重建舊橋。用圍堰抽水乾修法興修橋墩而建造的

江西南城萬年橋，是這一時期新橋的代表，這種建築方法，為後世廣泛採用。在西南

地區，竹索橋、藤索橋、鐵索橋等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 

 

清朝末年建成蘭州黃河鐵橋，標誌着中國橋樑建築進入了一個嶄新時期，步入了以鋼

鐵和鋼筋混凝土為主要材料的現代化軌道。 

 

 
雲南建水雙龍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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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發展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 年）至宣統元年（1909 年），人們利用從德國進口的鋼材，在

甘肅省蘭州市的黃河上建造了一座鋼鐵大橋——蘭州黃河大橋。這座橋樑的出現，標

誌着中國以木料和石料為主要建築材料的古代建橋歷史階段的基本結束。從此，中國

橋樑建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從那時到現在，中國的橋樑建築大約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採用了許多更先進、更科學的建橋技術。 

（二）採用了比木、石料性能更好的新材料，如鋼鐵、鋼筋混凝土等，作為建橋的主

要材料。 

（三）除維修、加固一批古代名橋，以及在城鄉根據需要而建造許多新橋外，還在寬

闊的黃河、長江上，先後建造了一系列大型樑橋，如武漢、南京、重慶、九江長江大

橋等。這些大橋，都堪稱世界一流名橋。 

（四）鐵路、公路兩用橋。如杭州錢塘江大橋、武漢、南京長江大橋等，相繼建成。 

（五）形態優美的城市行人天橋，和構築精巧的行車天橋陸續出現，使中國的橋樑家

族更為壯大。 

 

珠江虎門大橋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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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的橋樑家族 

中國橋樑是一個「兄弟姐妹」眾多、「兒孫滿堂」的龐大家族，其中又有不同分類。從

橋樑的發展歷史來看，中國最先建造的是樑橋。時至今日，許多簡單的小型樑橋，仍

然普遍存在於鄉村和山區。由於受攀藤而渡的啟發，人們創建了索橋。又因受乘船過

河的啟發，人們創建了較為耐久的浮橋。人們又把建造城門用的拱券結構用於建橋，

拱橋因此誕生，並隨即大為普及，至今已遍佈全國。這樣，樑橋、拱橋、浮橋、索

橋，便成了中國橋樑的「四大兄弟」。 

 

各地建橋多因地取材。有的橋樑使用石墩木樑，也有的磚石混用、竹木混用、竹藤混

用等等。就是純石橋中，往往也要使用鐵鉗等鐵質構件。用不同建築材料建造的木

橋、石橋、竹橋、藤橋、鐵橋等，又使整體中國橋樑顯得豐富多彩。 

 

此外橋樑還可從形狀、功能等分支出許多類別。以下則從歷史發展和橋樑結構來作分

類，仔細看看中國橋樑的特點。 

 

 
蘭州黃河第一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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樑橋 

又稱平橋。這是以橋墩和橫樑為主要承重構件而建造的一種橋樑，是中國古橋最基

本、最主要的一種類型。樑橋的出現時間最早，在原始社會時期就有了，獨木橋便是

它的原始形式。 

 

秦漢以前歷史上的橋樑，只有記載，沒有蹤跡可尋，但多半是樑橋。如《史記‧蘇秦

傳》：「尾生與女子期於樑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這是蘇秦以尾生的

守信來游說燕王。能讓尾生抱柱而死的橋便應是樑柱橋。 

 

樑橋的主要建築材料是木料和石料。結構則分為伸臂式、簡支式，或有柱有墩的，形

式變化萬千。其橋洞數目從一孔到多孔不等。中小型樑橋在中國民間廣為建造，數目

最多，分佈也最廣。 

 

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中國各地陸續有一些出土的橋樑遺址，如山東臨淄齊城壕

上，有石台木樑橋的遺址；浙江紹興出土晉代木橋椿。這些遺址都對古代樑橋的發展

提供了寶貴資料。 

 

古樑橋《大雅堂雜劇》（明萬曆間刻本‧黃伯符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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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八字橋 

這是一座石墩石樑橋，位於浙江省紹興市東南部。橋高 5 米，寬 3.2 米。一橋跨三

河，佈局巧妙，形狀特殊。主橋橫跨在主河道上，兩端各修上橋斜坡。兩座小橋分跨

於流入主河的兩條小河上，其橋面分別成了兩個斜坡的組成部分。這種佈局節省了用

地，方便了交通，而且又使主橋和小橋兩橋相對，斜狀如八字，故名八字橋。 

 

八字橋的設計特點是順應紹興城內已有的街道、房屋等佈局，善用地形，不拆房，不

改街，既能解決交通問題，又不會對城內大興土木。 

 

八字橋重建於南宋寶祐四年（1256 年）。今存之橋，為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再

建後的遺物。 

 

紹興八字橋早年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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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紹興八字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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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洛陽橋 

洛陽橋又名萬安橋。位於福建省泉州市東北 10 公里處。這是中國著名的一座石墩石樑

橋。此橋初建於北宋慶曆元年（1045 年），本為浮橋。北宋皇祐五年（1053 年），郡守

蔡襄改建為石橋，六年後完成。 

 

據說洛陽橋修建時海潮上落不定，蔡襄便給海神寫了篇檄文，問「誰能下得海去送

文」，恰有一名「夏德海」之吏役以為喚他，上來應命，接過文書後才知大事不好辦，

進退兩難，惟有把自己灌得大醉，睡倒在海邊。醒來發覺文書已換了封皮。蔡襄一看

是個「醋」字，猜到是二十一日酉時動工。自那天起潮水退落八日，橋墩基礎才得以

做好。這當然只是虛構傳說，因洛陽橋工程艱巨，人們又感恩於蔡襄，故把修橋事蹟

神化了。 

 

現存之橋重修於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橋長 834 米，寬 7 米。現全橋保存着原

來的橋墩 31 座、石獅 28 隻、石亭 1 座、石塔 3 座。 

 

此橋初建時，用碎石在江底築成一條寬 25 米、長 500 米的石堤，並養殖牡蠣（即蠔）

固定，以作墩基。施工時用船載巨樑，趁漲潮安裝。這種筏型基礎，以殖蠣固基的浮

運法，是橋樑建築的重大技術突破。 

 

洛陽橋墩設計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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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洛陽橋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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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橋 

優美的拱橋，源出何處？至今皆有不同的說法，其中較普遍的是天生橋的說法。南宋

詩人陸游《入蜀記》曰：「見天生橋在萬縣路中，一巨石跨溪而過，自然成橋，形如玉

虹，青碧光瑩。」 

 

拱橋是一種以拱券為橋身主要承重結構而建造的橋樑。從材料上說，有木拱橋、石拱

橋、磚拱橋和竹拱橋的區別。從拱形上說，又可分為圓形拱、半圓形拱、橢圓形拱、

蛋形拱、馬蹄形拱、尖拱、蓮瓣拱、多邊拱等。從大拱兩端肩上有無小拱的虛實情況

分，又有實肩拱（肩上無小拱）和敞肩拱（肩上有小拱，又稱空腹式拱）。敞肩拱為中

國首創。從拱洞的數目上分，又有單孔拱橋、雙孔拱橋和多孔拱橋的區別。一般說

來，拱橋孔洞多為單數，中間一孔較為高大，由此向兩岸對稱地逐步縮小，靠岸邊兩

孔最小。 

 

石拱橋的歷史雖然可上溯至秦漢，但卻未有實物留下。現存的古石拱橋較早的是隋

橋，最多的則是明清時代所建，且大部分的古式拱橋均為半圓拱。 

 

浙江南潯半圓形拱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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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蘆溝橋 

蘆溝橋正名叫廣利橋。位於北京市西南 15 公里的永定河上。蘆溝橋址自古以來已是燕

薊地區通往華北平原的渡口。此橋先後被建成浮橋和木橋，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至明昌三年（1192 年），蘆溝橋被改建為一座永久性的石拱橋。後經多次維修，

至今保存完好。這是一座著名的古代聯拱大石橋，全長 266.5 米，寬 9.3 米。橋的兩側

安有欄板，橋頭建有「盧溝曉月」碑亭，立有華表（小知識），而石獅、石象等雕刻，

則有裝飾或寓意平安之用。橋墩平面為船形，分水尖（船頭最前端接觸水面的部分）

上包有三角鐵，可以斬冰、分水。橋墩和拱券均為石砌，石間用腰鐵（作接合用類似

鐵箍的構件）連接，十分牢固。橋上雕刻精美，自古受人稱讚。 

 

在元代，意大利人馬可孛羅來華，在其遊記中對蘆溝橋作了高度評價：「自從汗八里城

（大都皇城）出發以後，騎行十里，抵一極大河流，名稱普里桑乾……河上有一美麗

石橋。各處橋樑之美鮮有及之者。橋長三百步，寬逾八步，十騎可並行於上。……純

用極美之大理石為之。橋兩旁皆有大理石欄，又有柱，獅腰承之。柱頂別有一獅，此

種石獅甚巨麗，雕刻甚精。」故西方人又把蘆溝橋喚作「馬可孛羅橋」。 

 

1937 年 7 月 7 日，日軍在蘆溝橋向中國軍隊進攻，是為「七七蘆溝橋事變」，從而展

開了全中國維時八年的抗日戰爭，而蘆溝橋也成為抗日的紀念地。  

 

小知識 

華表 

立於宮殿、墳墓、城門前的大柱，有紀功、裝飾、標識等作用。 

 
蘆溝橋上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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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溝橋上有清乾隆皇帝所題的「盧溝曉月」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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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州永通橋 

永通橋俗稱小石橋。橫跨在河北省趙州城西門外的清水河上。此橋的結構、造型，甚

至欄板、望柱（欄杆上高出扶手的柱子）的形式，皆和趙州城南的安濟橋（又名趙州

橋）非常相似，故被人們稱為「姊妹橋」；因安濟橋規模較大，故俗稱「大石橋」，而

永通橋則俗稱「小石橋」。同時，趙州一帶又廣泛流傳着魯班造大石橋，魯班妹妹魯羌

造小石橋之說。 

 

永通橋是一座著名的敞肩式單拱石橋。初建於唐永泰初年（公元 765 年）。後經多次維

修。1984—1988 年大修。橋長 34.5 米。橋面近於水平。橋面石加工粗糙，利於防滑。

橋欄板兩端，下有方形墊石，利於排水。橋欄板除常見的單面雕外，還有少見的雙面

雕。望柱柱頭形狀除常見的獅子形、桃形、雙寶珠形外，還有少見的蓮花盆形。全橋

雕刻精美，有「小石橋看花草」的說法。 

 

永通橋又名小石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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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州永通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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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橋 

索橋又稱吊橋、繩橋或懸索橋。這是一種以繩索為橋身主要承重構件的橋樑，有竹索

橋、藤索橋、鐵索橋之別。此類橋樑的兩端均建有石屋，安有柱樁、鐵山、鐵牛、石

獅等，以固定橋索，或將橋索直接繫在山岩上，並用木棍或絞車將橋索絞緊，然後在

橋繩上安置木板即成。有的還在橋面兩側安置繩索，以作扶欄。 

 

索橋多建於溝深水急的峽谷中。四川、雲南、貴州、西藏等地較常見。《徐霞客遊記‧

滇遊日記》記載了雲南龍川東江藤橋說：「龍川東江之源，滔滔南逝，繫藤為橋於上以

渡，橋闊十四五丈，以藤三四枝高絡於崖，從樹杪中懸而反下，編竹於藤上，略可置

足……一舉足輒搖蕩不已，必手揣旁枝，然後可移，止可度人，不可度馬人。」可見

走在索橋上的驚險情況。 

 
廣西桂林靈渠索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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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鐵索橋的驚險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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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安瀾橋 

此橋又俗稱「夫妻橋」，橫跨在四川省都江堰市岷江的內外江上。此橋建於何時已無從

稽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宋代以前已有了。安瀾橋原為竹索橋，1975 年改建為鋼索

橋。全橋九墩八孔，長 340 米，寬 1.4 米，高 13 米；有底索 10 根，上鋪橋板；有壓

板索 2 根，護欄索 12 根。橋的兩端，分別建有石屋、木籠、木絞車和橋亭，以固定並

絞緊橋索，讓行人通過。 

 

明朝末年，當地政府為阻止農民起義軍，遂把橋拆了。此後人民只能靠渡船過河，但

由於江水湍急，加上有渡河把頭乘機敲詐，人民苦不堪言，遂把渡口稱為「霸王渡」，

當時便流傳有民諺曰：「走過天下路，難過霸王渡」。到了清嘉慶八年（1803 年），有

名何先德的夫婦見人民過河苦況，便出錢來幫鄉民重修安瀾橋，人們感念他們的恩

德，故把橋喚作「夫妻橋」。 

 

現在，安瀾橋和它所在的都江堰，以及附近的青城山道觀群，皆已列入聯合國《世界

遺產名錄》。 

 

安瀾橋近景 

 



28 
 

 

都江堰安瀾橋遠看壯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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瀘定縣瀘定橋 

瀘定橋橫跨在四川省瀘定縣城西的大渡河上。此橋建於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

1977 年重修。橋長 104 米，寬 3 米，高 14 米。全橋共有鐵索 13 根。其中，底索 9

根，上鋪木板，以過行人；另 4 根為護欄索，分列兩側。橋的兩端，各建橋亭一座、

高 20 米的橋台一座。橋台內修有落井、鐵錨，安有各重 1,800 斤的地龍樁 8 根，以固

定鐵索。 

 

為保證質量，在組成鐵索的每個鐵環上，均鑄有工匠代號。而橋的東西端，則各有鐵

鑄犀牛和蜈蚣一隻，用作鎮橋安波。橋頭還懸掛着清朝康熙皇帝題寫的「瀘定橋」

匾。清朝詩人查禮還為橋寫下了詩作：「斯橋熔鐵作堅鏈，一十三條牽兩岸。巨木盤根

繫鐵重，橋亭對峙高雲漢。左冶犀牛右蜈蚣，怪物鎮水駭龍宮。洪濤奔浪走其下，迢

迢波際飛長虹。」足見瀘定橋的堅實豪邁。 

 

為保護橋樑和保證行人安全，昔日還有一套管理和過橋規定。今天，依然不准 25 人以

上集體過橋，也不准在橋上打鬧，以確保橋樑不易受損毀。 

 
瀘定橋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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瀘定橋過去只有鐵索，現已加上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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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橋 

浮橋又稱舟橋、浮航、浮桁和戰橋。這是一種將船、筏用繩索連接在一起，上鋪木板

作為橋身建造的橋樑。浮橋的起源很早，《詩經》謂：「親迎於渭，造舟為樑。」這是

以舟為樑。古時限於技術條件或其他原因，在尚未有修建固定的橋樑之時，人們為解

決交通的需要，便建造了這種浮橋，也可說這是由船（橋）發展至橋樑的過渡。 

 

這類橋樑建造快速，造價低廉，移動方便，在戰爭環境中常被採用。例如五代時，唐

莊宗（公元 923—926 年）便曾在黃河上架設過臨時性的軍用浮橋。不過軍事性的浮橋

需在上游以重兵保護，以防上游沖下船隻，沖斷浮橋。浮橋多建在河面寬、河水深，

且漲落差異較大的地方。現在用浮橋作永久式橋樑的已很少，但在今日江浙一帶尚可

看到古代遺留下來的浮橋。 

 

 
重慶打磨灘浮橋（現已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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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青衣江竹編浮橋（現已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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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海靈江浮橋 

臨海靈江浮橋又名中津橋。位於浙江省臨海市城外的靈江上。這是一座設計、構築均

很科學的古老浮橋。始建於南宋淳熙八年（1181 年）。後經多次重修。1964 年改建

後，橋長 280 米，寬 5 米。此橋瀕臨大海，受潮汐影響很大。初建時，人們便採用了

活動引橋的辦法，即在橋的兩端，修建了可以伸縮和起落的活動引橋，這樣不論潮漲

潮落，橋面通行均不受影響。這是中國浮橋建築中的一件傑作。 

 

 

臨海靈江浮橋（現已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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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類型橋樑 

除樑橋、拱橋、索橋和浮橋四種類型外，中國橋樑還有棧道橋、閣道橋、縴道橋、渠

道橋、棧橋、園林橋等。 

 

棧道橋又名棧閣、橋閣，是一種沿懸崖修建的單臂木樑橋。多見於山區。在今四川、

陝西、雲南、貴州等地尚存，如藏蜀棧道。 

 

縴道橋建於江河岸邊，與堤岸平行，是縴夫拉船的通道。如浙江紹興的古縴道橋，至

今尚保存完好。 

 

閣道橋建於兩樓之間。如皇帝宮室，上層為皇帝專用。有的上建屋頂，亦稱複道。據

說最早的閣道建於黃帝軒轅氏時。現存的例子如北京雍和宮萬佛閣與延綏閣之間的閣

道。 

 

園林橋修建在園林之內，曲折美觀，亦稱曲橋。它為遊人觀景創造了條件，同時也是

園中一景。著名的如頤和園的十七孔橋。 

 

中國橋樑之豐盛，不勝枚舉，以下只能再略舉一二以作說明。 

 

四川峨眉山棧道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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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紹興古縴道橋 

 

 
北京雍和宮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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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前海棧橋 

青島前海棧橋位於山東省青島市南的海面上。這是一座由單純運送貨物的木棧橋演變

而成的風景橋。此橋始建於清光緒十七年（1891 年）。後曾增修。1931 年再經擴建。

橋長 440 米，寬 10 米，兩側建有用鐵柱、鐵鏈組成的護欄。南端建有頂鋪黃色琉璃瓦

的八角形回瀾閣一座，與著名風景區琴島遙遙相對。 

 

此橋北端現已闢為棧橋公園，近景是綠樹、草坪、廊亭，再往後是青島市高低錯落的

房屋，馬路左旋右轉，景致獨特。同時，這也是觀賞日出和海景的好地方。這裡的飛

閣回瀾，更贏得青島十景之一的美名，吸引不少遊人到來。 

 

 
青島前海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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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晉祠魚沼飛樑 

人們常用「長虹臥波」、「新月橫空」、「瑤環半沉」等詞語，形容橋樑的形態和美麗。

然而，位於山西省太原市晉祠聖母殿前水池上的魚沼飛樑，卻是一座構築特殊，形態

也特別美觀的石樑橋。 

 

「魚沼」即魚池，就是太原晉祠聖母殿前的矩形水池，池中有很多游魚，據說自古如

此；「飛樑」即橋樑，是架設在魚沼上的一座橋樑。此橋平面呈「十」字形。東西正橋

為平坡式，長 18 米，寬 6 米。南北翼橋為斜坡式，各長 6 米，寬 4 米。總體形態如鵬

鳥展翅，十分優美。橋面兩側均有漢白玉石欄杆。全橋由 34 根八角形的鐵青石柱支

撐。橋面上鋪着方形磚。正橋和翼橋相交處，便是聖母殿前的平台。此橋初建於北魏

之前，現在所見橋樑為北宋遺物，頗為珍貴。 

 

魚沼飛樑所在的太原晉祠中，有周代種植的柏樹、隋代種植的槐樹、唐代刻立的石

碑、宋代建造的殿堂和塑造的彩色泥塑像、明清時期的建築，加上這千古聞名的魚沼

飛樑，難怪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山西太原晉祠魚沼飛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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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樑的人文價值 

中國古今橋樑的科學技術，不少都曾走在世界橋樑建築的前列，許多橋樑樣式仍繼續

對世界近代橋樑建築產生影響。同時，它又是活的文物瑰寶，記載着許多珍貴的資

料。 

 

但橋樑並非只是一件實用的產品，它是具有裝飾性及社會性的藝術品。中國橋樑本身

千變萬化的形態就具有高度藝術性，故此人們常用「蒼龍臥波」等詞語描寫樑橋，用

「長虹橫空」等描寫索橋，用「新月出世」、「玉環半沉」等描寫拱橋；而橋身各種裝

飾如文字、圖畫、雕刻、建築等，都和橋樑結合起來，而且各種裝飾也常寄寓了人們

的美好意願，或富哲理的禪思。 

 

人們利用自然的材料建造了橋樑，橋樑又為人們的出行提供了方便，並構成了人們觀

賞的風景。「盧溝曉月」是北京蘆溝橋的景觀；「斷橋殘雪」是杭州西湖的一景；「灞橋

柳雪」是古都西安的一景。人們離不開橋。橋、人、自然山水結合得如此和諧，如此

巧妙，正好應合了中國「天人合一」的哲思。 

 
《姑蘇繁華圖》石湖西段（清‧徐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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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科技成就 

世界著名科學技術史學家、英國劍橋大學的李約瑟博士（J. Needham）在《中國科學

技術史》中說：「中國古代橋樑，其中特別是福建一帶的石橋，體量大，構件重，構築

科學，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能夠同它們相比的。」事實上，至少在公元十四世紀以

前，中國的橋樑建設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公元前十二世紀，中國建造了有文字記

載的世界上第一座浮橋。公元前 206 年，中國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鐵索橋。中國的拱

橋出現（東漢有畫像磚記載，約公元 30—220 年）雖晚於西方，但建造橋基和橋形的

多樣性與可觀性，都大大超越西方。敞肩式拱（在大拱兩端肩上建造小拱）的創造和

運用，比西方更要早得多。 

 

中國橋樑的結構講求科學化，木橋的構件多用凹凸和楔入的卯榫連接，牢固而有彈

性。石橋墩一般都修成船形，迎水面為尖狀，既便於分水，藉此減少河水對橋墩的衝

力。北方有些橋樑還在橋墩的分水尖上包了三角鐵，可以斬冰。橋墩和拱券的石塊與

石條之間，除了用石灰等填縫和黏結外，還要用鐵鉗之類的構件加固，非常科學。 

 

在施工方面，中國人也有很多創造。宋代在修建泉州洛陽橋和漳州江東橋時，因為石

樑太大、太重，人們便將石樑放在船上，借漲潮時安於橋墩上。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浮

運法。此外，在修築橋基和橋墩、安置橫樑、砌築拱券等方面，古代工匠們都有許多

發明創造，有的還沿用至今。 

 
泉州安平橋的橋墩分水尖 



40 
 

 

宋代在修建漳州江東橋時用了浮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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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國的影響 

中國古代橋樑精湛的建築技術和多樣而優美的造型，早已引起世界各國人士關注。在

十三世紀，意大利旅行家馬可孛羅曾在其遊記中多次介紹中國的古橋。葡萄牙人比萊

奧特‧佩雷斯、德國人馮‧布雷姆‧休傑吉斯特、英國人戴維斯等，皆先後於 1577

年、1796 年及 1880 年到中國遊覽，並在他們的旅行筆記中專門介紹了中國的古橋。

他們對中國古橋稱讚不已，並對中國橋樑建築工人讚不絕口。 

 

中國古橋的建築技藝對鄰國影響更大。1675 年，俄羅斯沙皇彼得一世執政時期，曾派

人邀請中國橋樑專家前去講課。在唐宋、明清時期，好些中國高僧和旅日華人，把中

國的建橋技術帶到日本——日本的鳴潼橋、長崎的眼睛橋、錦帶橋等，也是明清時期

由中國人設計和建造的，而且，錦帶橋還仿照了杭州西湖蘇堤拱橋的樣式呢！ 

 
馬可孛羅在其遊記中盛讚中國的橋樑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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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特色 

從中國橋樑的總體美學特徵來看，可分南北兩大類。北方由於高山雄偉，平原遼闊，

所建橋樑一般渾厚壯觀、氣魄宏大。南方則水網密佈，河道縱橫，所建橋樑一般輕盈

靈巧、形態優美。至於西南地區，因多高山峽谷，溝深水急，故多索橋高懸，又是另

一番景觀。 

 

中國的每一座橋樑，在修建時都非常注意造型。拱橋、園林橋更是佼佼者。河北趙

州、安濟橋橋下的主拱弧度達 60 度，與其拱肩上的四個小拱及微帶弧形的橋面，構成

一組非常和諧的立體圖畫。這是一座交通橋，更是一件龐大的藝術品，歷來受人稱

讚。江蘇揚州瘦西湖中的五亭橋，巨大的「工」字形橋墩上立着五座造型優美的亭

子，在藍天白雲的襯托下分外美觀。杭州西湖的蘇堤六橋，橋橋如畫，美不勝收。所

以，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著名科學技術史學家李約瑟博士（J. Needham）也在其著作

《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盛讚中國的橋樑，幾乎「每座都非常美觀」，是「合理與浪漫的

巧妙結合」。 

 
從城門橋看水鄉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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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風雨橋橋廊構築的優美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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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功能 

中國橋樑與社會生活高度結合，是具有實用和觀賞兩重特性的結晶，因此，它們的社

會功能也是多方面的。 

 

讓過路者通行，這是各類大小橋樑最基本、最主要的功能。過車、走馬，是絕大多數

橋樑的共同用途。由橋樑延伸出來的橋亭、橋廊、橋屋和橋樓，則可以遮風避雨，可

以擋住陽光，可以供人休息、納涼、觀賞風景，還可以讓人飲茶、就餐、住宿，或從

事買賣活動。有的橋樓中更供有神像，人們可以進香禮拜，祈求平安。 

 

建造橋樑滿足了人們的生活需要，其美觀的造型，更為周圍環境增光添彩，使錦繡山

河更為美觀。 

 
《姑蘇繁華圖》木瀆中市段（清‧徐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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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步乘涼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唐代詩

人杜甫在其反戰詩《兵車行》中，描述了當年渭河咸陽橋上軍隊出征時的悲壯場面。 

 

行車走馬是中國橋樑的一項重要功能。所以，宋代人謝甫在《安濟橋》中留下了這樣

的詩句：「安濟橋通官道津，澄心洞裡有閒人。長流不斷東西水，往來驛馳南北塵。」

宋人杜德源也在《安濟橋》詩中寫道：「駕石為樑盡一虹，蒼龍驚蟄背磨空。坦途箭直

千人過，驛使風馳萬國通。」 

 

除了通行外，南方的風雨橋又因為橋上建有屋亭，人行其上，可以免除日曬雨淋之

苦。每當炎夏之時，在橋亭中坐坐，河風陣陣，涼爽宜人。 

 

麗江古城內用以代步渡水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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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壯族的風雨橋是乘涼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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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貿易 

這是中國南方古橋的一項特有功能。湖南、廣西、福建、浙江等省的風雨橋，從前皆

可從事貿易活動。廣東潮州廣濟橋（又名湘子橋）是其中一個典型代表。 

 

廣濟橋是中國諸多古代名橋中的傑作之一。橋長 517.3 米。全橋分三段，東段和西段

為石墩石樑橋；中段 97.3 米，是由 24 隻木船構成的浮橋，可以開合升降。這種形式

的古橋，在中國找不到第二座。更有趣的是，橋面之上飯館、茶樓、酒店、旅舍林

立，巨大的橋墩上樓閣高聳，飲宴賞景者、買賣住宿者絡繹不絕，一片熱鬧非凡的街

市景象。難怪有人說：「一里長橋一里市，到了湘橋問湘橋。」 

 

廣濟橋為何又有湘子橋之名？傳說唐代文學家韓愈請他的侄子──八仙之一的韓湘

子，和開元寺僧廣濟幫助他修橋。韓湘子帶着七位神仙修東段，廣濟和尚帶着十八羅

漢修西段。工期到了，橋尚未完工。此時，何仙姑扯下蓮瓣變成木船，鐵拐李解下腰

帶將船連在一起，曹國舅將雲板鋪在船上，一座浮橋便建成，東西兩段也合攏了。所

以，這座構築奇特的橋，便以他們二人的名字命名。 

 

潮州湘子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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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蘇繁華圖》胥門萬年橋段（清‧徐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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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貨物 

中國橋樑無論是古代的還是現代，都修建在南來北往的交通要道上。蘆溝橋便是昔日

北京通往正定府、太原府和洛陽的必經之道。江西南城萬年橋是聯繫江西、浙江、福

建三省的樞紐。運送貨物的各類車輛，均要從橋上通過。 

 

在今天，大小不等的各種鐵路橋、公路橋，載重數噸、十數噸、數十噸，甚至成百上

千噸的貨車，往來頻繁，魚貫而行。在礦山、碼頭、貨場、車站等處，人們還修建了

一種棧橋，專門用以運送貨物。早期的青島前海棧橋，就屬於這類。 

 
《姑蘇繁華圖》北碼頭段描繪了商市運輸的情況（清‧徐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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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樑透視 

橋頭建築 

在很多橋樑的兩頭，均建有大小不同、高低不等、形狀各異的附屬性建築物（小知

識）。北京蘆溝橋頭就建有碑亭，立有華表。在蘇州寶帶橋頭，修有碑亭、古塔。在都

江堰安瀾橋頭，建有橋亭。在北京北海公園堆雲積翠橋兩端，各建高大牌樓一座，紅

柱綠瓦，色彩絢麗，形態美觀。北端的牌樓叫堆雲，南端的牌樓叫積翠。橋的本名永

安橋反不被人注意，牌樓的名字倒成了人們常用的橋名。這些附屬建築和形態美觀的

橋樑巧妙結合，高低錯落，縱橫有序，使橋的總體佈局更為完善、合理。同時，它們

也成了指示津樑、導航引渡的標誌。 

 

小知識 

橋頭的附屬性建築 

橋頭一般有各種建築，如碑亭是用以刻寫橋名或建橋歷史；橋亭用以控制橋樑通行量

及用作休憩；華表則是立於宮殿、墳墓、城門前的大柱，有紀功、裝飾、標識等作

用，古佛塔是用以鎮邪祈福，還有其餘的裝飾生建築。 

 

洛陽橋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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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溝橋碑亭 

 

橋欄種種 

這是安裝在橋面兩側的保護性設施，又可供人們憑藉以觀賞風景，也是美化橋樑的重

點。  

 

蘇東坡《何公橋銘》曰：「直欄橫檻，百賈所棲。」指木欄杆中，直木為欄，橫木為

檻。著名的如北宋《清明上河圖》中汴京虹橋的木欄杆，就是以檻為主。  

 

江南很多私家園林中，則喜歡用曲檻（即彎曲的欄杆）。例如在園林廊邊中常見的「美

人靠」，就是以木板為座，欄杆伸出柱外，可以遠眺園景，也可坐倚休憩，這是一種很

具中國特色的欄杆。另外還有彩欄（即花格欄杆）、橫檻直欄、石橋欄等，其中石橋欄

由於比木欄杆更耐久傳世，故比木欄杆更具古樸風味。 

  

就建築材料而言，可以分為木橋欄、竹橋欄、石橋欄、鐵橋欄等。索橋兩側的橋欄，

分別用竹索、藤索、鐵索等構件組成。樑橋、拱橋、園林橋的橋欄，一般由望柱（欄

杆上高出扶手的柱子）和柱間的欄杆、欄板、鐵索等構成。望柱或為方形，或為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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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或為素面，或浮雕各種圖案。望柱柱頭，或雕石獅，或作成桃形（單寶珠形）、葫

蘆形（雙寶珠形），或浮雕盤龍、荷花等，也很精緻。 

 

《清明上河圖》中的汴京虹橋（宋‧張擇端） 

 

 

雕刻精細的古橋木欄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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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和園玉帶橋上別緻的石欄 

 

橋上建屋 

橋上建屋多見於炎熱多雨的中國南方，這是人們遮風避雨、觀賞風景、進行集市貿易

和休息的地方。 

 

浙江武義城內的熟溪橋就是其中的代表。此橋初建於宋代。明清時期經多次重修。

1986 年大修。現在的橋樑是一座雙伸臂式石墩木樑橋。長 140 米，寬 4.8 米。橋面有

通道 3 條，中過車馬，兩側通行人。橋上建橋屋 51 間，通高 4.9 米。橋中建兩層橋樓

一座，面寬 17.3 米，通高 10 米。花格窗、欄杆和彩繪，把橋樑打扮得份外美麗。 

 

中國古橋橋屋多不勝數，大致可分為亭、榭、廊、閣等幾種類型。古時道路沿途多

亭，用作休息之用，建於園林中的橋亭也特別多。榭是相對較空暢而多楹（柱子）的

台上屋子。《承德府志》記避暑山莊：「石樑跨水，南北坊各一，中有榭三楹飛桷高

騫，虛檐洞朗，上下天光，影落空際。」覆蓋橋全長的為廊，常與牌樓、廊亭、廊閣

等結合。這些中國建築與中國橋樑結合，互相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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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少數民族的民居建在橋上（前為亭，後為房子） 

 

橋上建殿 

在橋樑家族中很少見。河北井陘福慶寺橋樓殿便是一例。寺中建橋，是為了通行，方

便聯繫。橋上建殿，可使全寺各種建築的佈局更為統一和嚴謹。此橋建於金代，是一

座敞肩式單孔石拱橋。長 15 米，寬 9 米。橋上建兩層佛殿一座，翹角飛檐、畫棟雕

樑。此橋橫跨於深谷之上，兩端為絕壁。橋面至谷底深約 70 米。從下仰望，如空中樓

閣，如彩虹凌空，氣勢不凡。 

 

井陘橋樓上之佛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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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井陘橋樓殿 

 

橋上建樓 

這在全國古橋中也不多見。一般修建在多跨橋上，樓上多供奉神像。廣西三江程陽橋

就是典型例子。此橋建於 1916 年。1974 年整修。這是一座五墩四孔雙伸臂式的石墩

木樑橋。每個橋墩上各放圓木四層：下兩層每層 9 根，以木榫結為一體，各向墩外伸

出 2 米；上兩層每層 4 根，亦用木榫鉚接，並橫跨於墩間河面上。這種作法，解決了

跨度大、木樑短的難題。橋墩之上，各建壓於橋樑上的五層樓閣一座，使橋樑即使負

荷過重，也能保持平衡。樓間以長廊相通。此橋結構科學，造型美觀，是中國古橋中

的一件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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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陽樓上的樓房 

 

橋上建亭 

中國的橋亭很多，尤多見於園林橋，這主要在增加其觀賞價值。江蘇揚州瘦西湖蓮花

堤上的五亭橋，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此橋風格獨特。橋身由三種形式的 15 個券洞和

12 座橋墩組成。平面呈「工」字形。橋身上面建亭 5 座：中亭高大，為重檐攢尖頂；

四角翼亭稍小，頂置寶珠。全橋色澤豔麗，形態美觀，歷來受人稱讚。此橋初建於清

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後經多次維修，至今保存尚好。 

 

此外，橋頭亭子又常是餞別的地方，和離情別意關係密切。例如唐代歐陽詹赴京前於

洛陽與友人道別，留下詩道：「天長地闊多崎路，身即飛蓬共水萍。匹馬將驅豈容易，

弟兄親故滿離亭。」 

 
蘇州寶帶橋橋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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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的福建安平橋上建有五個亭子供人休憩 

 

橋樑雕刻 

橋樑雕刻多集中在橋欄、橋墩和拱券等部位。就雕刻的種類而言，有浮雕、圓雕和鏤

雕。就雕刻的題材而言，有花草樹木、鳥獸蟲魚，也有人物和想像中的神獸，如犀

牛、龍、獅等。 

 

石雕中最早所用的形象是犀牛，據說那是源自秦朝蜀守李冰的石犀。《華陽國志》記：

「李冰昔作石犀五頭，以壓水精，穿石犀渠於江南，命之曰犀牛里。後轉二頭在府

中，一府市橋門，二頭沉之於淵。」 

 

北京蘆溝橋、頤和園十七孔橋，河北趙州安濟橋、永通橋等，都以雕刻精美聞名天

下。蘆溝橋的石獅是重要的雕刻藝術，據說很多石獅的身上又刻有一個或數個小獅

子，故有歇後語云：「蘆溝橋的獅子──數不清」，這個傳說至今已有四五百年。 

 

在趙州永通橋的橋身上，人們還雕有河神、吸水獸等圖像，表達了人們安瀾平波，祈

求橋樑永固、通行無阻的美好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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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湘子橋上的著名銅牛 

 
洛陽橋上的護衞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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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橋之最 

中國是世界橋樑大國，各類橋樑遍佈。那些堅固結實、造型美觀、經久耐用的名橋，

有如閃爍的群星，廣佈於中華大地。在北京，有天安門城樓前的外金水橋、城西南的

蘆溝橋。在河北，有趙州的安濟橋、永通橋。在山西，有太原晉祠的魚沼飛樑。在湖

北，有武漢長江大橋。在江蘇，有蘇州寶帶橋、南京長江大橋。在福建，有泉州洛陽

橋、晉江安平橋。在廣西，有三江程陽橋。在四川，有都江堰安瀾橋、瀘定縣瀘定

橋。在甘肅，有蘭州黃河大橋……多不勝數。 

 

這些橋樑，都以它們所具有的科學價值、美學價值、歷史文獻價值而被載入史冊，彪

炳千秋。 

 

建於南宋的安平橋又稱五里橋 

 

  



60 
 

最美的群橋——外金水橋 

一般的橋樑都是一座單橋，而橫臥在北京天安門城樓前外金水河上的外金水橋，由於

是皇帝和王公大臣們進出皇宮的通道，所以有這由七座單橋組成的大型群橋。此橋建

於明永樂十五至十九年（1417—1421 年）。其造型之美，雕刻之精，全國少見。 

 

外金水橋全部用漢白玉石砌成。中間的五座分別與天安門城樓下的五個門洞相通。中

間一座橋面寬大，兩側欄板柱頭上刻有盤龍。這是皇帝進出皇宮的通道，稱為御路

橋。兩側兩座略小，欄板柱頭上刻着荷花，是王公大臣進出皇宮的通道，稱作王公

橋。另外兩座，一在太廟（今勞動人民文化宮）前，一在社稷壇（今中山公園）前，

是皇帝祭祖和祭祀社稷神的通道。優美的外金水橋和天安門城樓、華表、石獅一起，

已經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標誌。 

 
北京天安門外金水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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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長的古橋——安平橋 

安平橋俗稱「五里橋」，橫臥在福建省晉江市與南安市交界處的水面上。這是中國、也

是世界上最長的一座漫水石樑橋，橋亭上的對聯還寫有「天下無橋長此橋」的詞句。 

 

此橋初建於南宋紹興八年（1138 年），歷時 13 年完成。那時，橋長 2,500 米，寬 5

米，有橋洞 362 孔。後經不斷維修和地理環境的變化，現橋長 2,070 米，有橋洞 311

個。因此橋太長，故在橋上建有五個橋亭以供人休憩，可見橋身之長。橋墩均用長條

石砌成，淺水處為方形，深水處為兩頭尖形，一側水深一側水淺處為前尖後平形。橋

面鋪着石板，兩側建有欄杆，現仍可通過行人和車馬。 

 

安平橋本身的面貌改變不大，但橋下境況卻已非昔日，郭沫若在 1963 年便為此大有感

慨，並賦詩：「五里橋成陸上橋，鄭藩舊邸跡全消。英雄氣魄垂千古，勞動精神漾九

霄。」 

 

「天下無橋長此橋」──晉江安平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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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園林橋——十七孔橋 

園林橋當首推北京頤和園中的十七孔橋。該橋橫臥在昆明湖南湖島與東岸之間的水面

上。這是一座造型美觀的聯拱大石橋。橋長 150 米，橋面寬 8 米。兩側安有漢白玉石

欄板，有望柱 124 根，雕有石獅 544 隻，形態生動。最特別的是十七孔橋券洞的設

置，以中間券洞最為高大，由此向兩側逐漸縮小；但從東端或西端分別向中間的券洞

數去，橋洞的數目都是九個，那是由於古人認為「九」是最大的陽數，含有吉祥平安

的意願。 

 

此橋修建於清乾隆年間（1736—1795 年），建築優美。十七孔橋狀如初月，又有人把

它喻為龜頸，跟橋西被喻為龜身的南湖島、橋東被喻為龜頭的廓如亭，連同廓如亭外

的雕石座上的銅牛，分別構成了「犀牛望月」、「神龜臥波」的圖案，為頤和園的重要

景點之一。 

 

頤和園十七孔橋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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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孔橋的洞孔設計獨特 

 

  



64 
 

構件最重的石橋——江東橋 

構件最重的石橋要數福建省漳州市東 16 公里處的江東橋，又名「虎渡橋」。據明代人

編纂的《虎渡橋記》中有此傳說：建橋前，曾有一老虎負子過江，期間不時歇，後來

人們發現老虎歇處皆為石堆，於是人們便循着老虎這條路線上的歇息處，以石堆為基

而建橋，並稱之為「虎渡橋」。這傳說雖未足信，卻替江東橋平添民間色彩。 

 

江東橋初建於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 年），本為浮橋。後重建成石墩石樑橋。橋

墩上大下小，側面呈弧形，全中國少見。墩上石樑巨大，一般都在百噸以上。其中最

大一根石樑，長 22 米，寬 1.7 米，厚 1.9 米，重達 200 餘噸，是全中國以至世界之

最。1933 年大修後，現橋為石墩鋼筋混凝土公路橋，可容汽車通過。 

 

福建龍海江東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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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的橋樑——趙州橋 

最古的石橋是河北省趙州城南 2.5 公里處的安濟橋（即趙州橋，俗稱大石橋，與趙州

永通橋並稱為姊妹橋。無論在結構技術或建築藝術上，它在世界橋樑史上都佔有崇高

地位。 

 

這是一座敞肩式單孔石拱橋。長 64.4 米。此橋初建於隋開皇十一至十九年（公元

591—599 年），至今已有 1,500 年。這是全中國，也是全世界現存修建時間最早、保存

最好的一座石拱橋。 

   

元人劉百熙在《安濟橋》中寫出了這橋的幽美古雅：「水在碧玉環中過，人在蒼龍背上

行。」 

 

安濟橋除了歷史悠久外，造型更是獨特。橋的主拱為拱腳距離較大的弧形坦拱，兩個

拱肩上又分別建有兩個小拱。採用這種敞肩式（空腹式）拱，在全中國以至全世界都

是首次，特點是能增加橋樑的穩固性，同時又擴大了橋的流水面積，減少洪水對橋樑

的沖擊。在橋面兩側欄板和望柱上，則雕有竹節、花卉和龍獸圖案。全橋造型優美，

構築科學，對中國橋樑建築影響很大。 

 

趙州橋雕龍欄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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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濟橋的一孔石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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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座中國鐵路橋——錢塘江大橋 

錢塘江大橋是首座中國人建造的鐵路橋，它橫跨在浙江省杭州市六和塔附近的錢塘江

上，長 1,453 米。橋分兩層。下層為鐵路橋，單線通行。上層為公路橋，寬 6.1 米。正

橋 15 墩，16 孔。此橋於 1934 年 8 月 8 日動工修建，歷時三年零一個月，1937 年完

成。這是由中國人自己設計和施工建造的第一座雙層公路、鐵路兩用橋，這在當時有

重要意義。由於錢塘江底沙層很厚，人稱「無底江」，因而被外國橋樑專家視為不可能

建造橋樑。但中國的橋樑建築師派人下水摸清江底情況後，排除流沙，使橋墩牢牢地

立於江中，最後令橋樑得以建成。而橋樑建設的主持者，正是當代著名橋樑學家茅以

升（小知識）。 

 

小知識 

茅以升 

中國現代橋樑奠基人茅以升（1896—1989 年），江蘇鎮江人。1916 年清華大學畢業後

往美國深造，1921 年獲美國加里基理工學院工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交通大學唐山

學校教授、河海工科大學校長、北洋工程學院院長、鐵道科學研究院院長等。1933 年

領導設計及修建錢塘江大橋。1959 年參與人民大會堂結構審查工作。著有《中國的古

橋與新橋》、《錢塘江橋》、《茅以升文集》等。 

 

杭州錢塘江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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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詩聞名的古橋——蘇州楓橋 

唐著名詩篇《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

半鐘聲到客船。」說的正是江蘇省蘇州市楓橋鎮古運河上的楓橋。在唐開元年間（公

元 742—756 年），進士張繼曾到此地遊覽，夜間愁緒難眠，靜聽鐘聲，因而寫下這首

著名詩篇。詩句鏗鏘有力，寫景繪聲繪色。隨着這首唐詩廣傳，楓橋也因此名聞天

下。 

 

蘇州楓橋是一座半圓形單孔石拱橋。此橋最晚在唐朝前期就有了。後經多次毀建。現

在所見的橋樑重修於 1985 年。橋長 38.7 米，寬 3 米，高 7 米。雖然它在造型和結構

上皆非突出，但藉着詩意卻也叫人迷醉。 

 

楓橋給蘇州人民留下許多文化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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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楓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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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傳說聞名的古橋——西湖斷橋 

《白蛇傳》的故事家喻戶曉，這個故事正是發生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岸邊的斷橋。傳

說，八仙之一的呂洞賓在這裡賣元宵（即湯丸），不慎將一個元宵掉入水中，被正在修

練的白蛇（白娘子）搶在烏龜（法海）之前吃了，法力陡長。後來白娘子在青蛇（青

兒）的幫助下，與在斷橋相遇的許仙結為夫妻，生活美好。但法海一直懷恨白娘子，

屢使毒計，最後將她壓在雷峰塔下。隨着這則《白蛇傳》故事流傳，斷橋也就馳名天

下了。 

 

現實中的斷橋是一座堤障式單孔石拱橋。此橋最晚在唐代就有了，後經多次維修和重

建，至今保存尚好。這裡是觀賞西湖風景的好地方，也是西湖重點景區之一。斷橋殘

雪就是著名的西湖八景之一。 

 

西湖斷橋夏荷處處 

 
斷橋另一番冬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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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橋、流水、人家 

「聚流東西南北水，紅杆三百九十橋。」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詩句，繪聲繪色地描寫了

水鎮橋鄉的美景。 

 

在中國南方，特別是江蘇、浙江等省的水網地帶，無論城市或鄉村，河道縱橫，小橋

密佈。人們的居室，或相連成街、成巷，或自成院落，獨門獨戶。房前屋後，或臨

街，或面水。街旁路旁，綠樹成行。河邊池畔，垂柳依依。院子中芳草鮮花點綴，四

季景色宜人。在水中，小船穿梭往來，水鳥游弋飛翔。老翁垂釣，童子撈蝦，村婦濯

衣洗菜。恬靜、清麗、優雅的風景，成為不少詩人畫家筆下的一幅風景畫。 

 

著名水鄉周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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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鎮周莊 

周莊鎮在江蘇省昆山市境內。鎮的四周有澄湖、白蜆湖、澱山湖和南湖，全鎮就像浮

於水中，倍增詩意。鎮內有小河道道，古民居重重。岸邊，隨處可見狀似牛鼻、鯉

魚、如意、怪獸的纜船石。河上，古橋縱橫，姿態各異。全鎮有元、明、清時期修建

的石橋 14 座。雙橋、富安橋、貞豐橋、福洪橋等是它們的代表。 

 

其中又以雙橋較為人注目。雙橋位於周莊鎮東北，一為石樑橋，一為石拱橋；橋面一

橫一豎，橋洞一方一圓；兩橋聯袂，有如一把古鑰匙，故有「鑰匙橋」之稱。它是水

鎮周莊的象徵。1984 年，著名畫家陳逸飛便以雙橋為題，創作了一幅《故鄉的回憶》

的油畫，後來被美國某公司購下並作為禮物送給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以雙橋象徵

中、美兩國的友好關係。到 1985 年，這幅油畫更被印作聯合國的首日封，令周莊雙橋

成為中國與國際間友好交往的象徵之門。 

 

現在，建於北宋、擁有九百多年歷史的古鎮周莊，小橋流水依然，被人們稱為「中國

第一水鄉」，更吸引了各地遊客，到來一賞她別致的風貌。 

 
周莊著名的雙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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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都紹興 

浙江省紹興市地處水鄉，河流密佈，橋樑縱橫，是全國著名的橋城。史書記載，早在

2,000 年前的越國時期，人們已在這裡建橋。後又不斷發展。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全城有大小河流 29 條，總長度達 60 餘公里；有大小橋樑 229 座，分佈於房前屋

後及街邊路旁。 

 

自古以來，橋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紹興人不用汲水，可在河中洗菜洗衣。房前屋

後流水不斷，花草樹木旺盛，令環境更美。街道與河道交錯，橋樑跨河連街，城區風

貌獨特。人們取水飲，更富鄉土氣息。紹興附近的渡東橋，在明朝的《橋記》中有這

樣記載：「渡東橋在東廓門外，第七洞為神仙水，烹茶清冽，釀家爭取之。」 

 

由於城市發展，現在城內的橋樑已有所變化，雖然如此，橋樑數目依然不少。這裡有

現存興修時間最早的城內石橋八字橋，有難得一見的古縴道橋，還有許許多多造型和

構築均堪稱上品的石樑橋和石拱橋。因此，紹興又被譽為「古橋博物館」。 

 
浙江紹興太平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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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市水道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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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橋習俗 

橋樑作為人們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常結合了民間的習俗，表達出人民對美好生

活的嚮往及純真善良的願望。 

 

往昔春節期間，北京人「走橋摸釘」——撫摸故宮大門上的銅門釘；南方人「過橋走

百病」，意在消災祈福。 

 

江蘇吳江水鎮同里有小河 15 條，小橋 49 座。其中，太平橋、吉利橋、長慶橋佈列成

「品」字形。人們將它們視為「吉祥橋」。孩子滿月、青年人結婚、老年人滿 66 歲

等，都要從三橋上走一遭。當地人說：「走過太平橋，一年四季身體好。走過吉利橋，

生意興隆（官運亨通）步步高。走過長慶橋，青春長駐永不老。」 

 

富陽縣龍門鎮有座太婆橋，橋東南有大樹，常年青綠，相傳三國時期，蜀國孫權年輕

時攜妻子走過橋上，至今很多新婚夫妻婚禮後都要從橋上走過，以喻如孫權夫妻般恩

愛。農村的民俗風情，於此可見一斑。 

 
橋上走過了多少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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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橋詩境 

中國古代橋樑，堅固優美，向來是人們筆下描寫、歌詠的景物。像河北趙州安濟橋，

古今人們均稱頌不已。「車馬人千里，乾坤此一橋。良工玄絕代，巧構稱殊橋。」明代

陸健在《古橋仙跡》一詩中這樣讚美它。「代久堤維固，年深砌不隳。」唐代崔恂在

《石橋詠》詩中，又這樣稱頌。對於它的優美形態，清代祝萬祉在《過仙橋》中寫

道：「百尺長虹橫水面，一彎新月出雲霄。」元代劉百熙在《安濟橋》一詩中，更寫出

了它的動態美：「水從碧玉環中過，人在蒼龍背上行。」 

 

中國古橋不僅自身很美，而且還和周圍的自然景觀融為一體，構成了一幅又一幅美不

勝收的圖畫。元代詩人鮮于必仁，在《折桂令‧盧溝曉月》中，對蘆溝橋的景色作了

這樣的描寫：「出都門鞭影搖紅，山色空濛，林景玲瓏。橋臨微波，車通遠道，欄依長

空。起宿靄千里臥龍，掣流雲萬丈垂虹。踏杳疏鐘，似蟻行人，如步蟾宮。」  

 
蘇州小橋流水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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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禹錫《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這是一首獨具風韻的街巷地名詩，也是中唐詩人劉禹錫傳誦千古的名作。詩中以秦淮

河畔的歷史場景為描寫對象。秦淮河自東吳（三國時期，約公元 250 年）以來，一直

是繁華的商業區和居住地，尤其歷代多有達官貴人住在秦淮河畔，如東吳孫權時的主

要謀士王導和東晉謝安（王謝二家）。 

 

詩中的「烏衣巷」便是在金陵（今南京）城南，東吳烏衣營駐地，故名。這裡曾是東

吳、東晉王謝兩豪族居住地方。「朱雀橋」原是秦淮河上的浮橋，今已不存在。詩中對

橋的假借十分生活化，藉以寫盡了時代的興衰。詩人以朱雀橋邊的野草、野花和軍營

遺址烏衣巷口的一抹斜陽，構成了一幅荒涼冷落的圖景，點晴之筆是藉着燕子的眼

睛，把讀者引進一個「風物依舊，人面全非」的場景──六朝時代的百萬戶已無處可

尋，只剩尋常百姓家，這一筆使整個場景都活起來了，更勾起人們對六朝繁華的興

嘆。 

 

今日的南京秦淮河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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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斷章》（四行）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別人的

夢。 

 

卞之琳（1910—2000 年）是中國文壇現代派詩歌重要代表人之一。其詩風受象徵派和

現代派詩人如波特萊爾的影響，同時雜有唐代李商隱，和當代中國新月派風格的薰

陶。這首以小詩形式寫於 1935 年的詩篇，收錄在卞之琳第二部詩集《魚目集》中。 

 

此詩可有多種詮釋和聯想，當代著名詩人余光中就稱之為「一首耐人尋味的哲理詩」。

詩中雖然只有短短 35 字，但利用場景轉移及觀點轉移的手法，卻使整首詩活潑起來。

詩中站在橋上的「你」，和樓上看風景的「我」的形象，彼此融合互換在對方的窗口和

夢中，表達了一種相對的、平衡的人生觀念。橋、明月、窗子和夢，都表達了風景以

外含蓄的意蘊，令人再三回味。  

 
皖南古村落古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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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題編著 

顧問：羅哲文教授（1924 年 6 月 15 日—2012 年 5 月 14 日） 

曾任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組組長、中國文物學會會長、中國長城學會副主席、中國

老年攝影家協會理事。 

 

1940 年考入當時唯一從事中國建築研究的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從著名建築學家梁

思成、劉敦楨等學習並參加古建築的調查研究工作。1946—1950 年，在清華大學與中

國營造學社合辦之中國建築研究所及清華大學建築系任助理研究員和助理教學工作兼

系秘書。1950 年，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任業務秘書，長期從事全國古建築調查、保護

與研究。歷任國家文物局副處長、文物檔案資料研究室主任、中國文物研究所所長。

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六、七、八屆委員，六屆全國政協文化組副組

長。 

 

主要著作有《長城》、《中國古塔》、《中國歷代皇帝陵墓》、《中國名樓》、《中國古代建

築簡史》、《中國古典園林》等，發表詩詞上百首、攝影作品上千幅。 

 

作者：劉文淵 

1939 年出生於四川省仁壽縣。1964 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歷任《人民中國》

雜誌社記者，外文出版社編輯、編輯室副主任、主任，中國長城學會理事。對中國古

代建築和民族傳統文化有較為系統的了解。參與《中國人名大詞典》的編纂工作。著

有《長城的故事》（英、法、德文版），合著有《北京》、《世界奇蹟──長城》、《中國

佛寺》、《中國名塔》、《中國名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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