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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之水當真是天上來？ 

  如果你打開中國的地圖，可以看到中國北方的版圖上有一條飛

騰的巨龍，這條巨龍的名字就叫「黃河」。 

  黃河是中國第二大河，全長約五千多公里，也是亞洲第二長河

和世界第五長河。黃河發源於青藏高原，自西向東流經青海、四川、

甘肅、寧夏、內蒙古、陝西、山西、河南和山東九個省、自治區，

最後流入渤海。由於它流經黃土高原地區，夾帶了大量泥沙，使河

水呈黃色，所以稱為黃河。 

 

黃河一瀉千里 

  唐代著名詩人李白曾寫下詩句：「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

流到海不復回。」黃河的中上游以山地為主，中下游則多為平原、

丘陵。李白詩句所説的，就是黃河上游海拔高，水好像是從天上傾

瀉下來一樣。由於黃河中上游地勢較高，因而在中游形成了峽谷、

瀑布等，其中最著名的是位處陝西和山西地區的壺口瀑布。至於黃

河的下游流經平原地帶，水流舒緩，大量河沙淤積，使河牀高於河

岸平地。這就是人們所説的「懸河」或者「地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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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壺口瀑布 

  長期以來，中國人把黃河視為母親河。遠古時，中國的先民已

經生活在黃河流域。這裏氣候温和，水源充沛，適合人們居住。中

國歷史上多個強大的統一王朝，其核心地區都在黃河中下游一帶，

這也使黃河流域擁有深厚的歷史文化。隨着人口外遷，黃河流域的

中原文化傳播到全國各地。所以説，黃河孕育了中華文明。 

  歷史上，黃河曾多次氾濫。據記載，從先秦至民國時期的二千

五百年間，黃河下游曾發生決口氾濫一千五百多次，每次都給沿岸

百姓造成人命和財產的慘重損失。因此，治理黃河歷來都是國家大

事。 

 

今日的黃河大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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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怎樣「下江南」？ 

  在中國西南部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脈，有一座各拉丹冬峯，山

上融化的雪水自西向東流淌，慢慢匯聚成為小河。河流一路奔騰，

匯成大江，衝向大海，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長江。 

  長江是中國最長的河流，全長約六千三百公里。長江發源於青

藏高原，自西向東流經青海、西藏、四川、雲南、重慶、湖北、湖

南、江西、安徽、江蘇和上海，最後流入東海。 

 

長江流經重慶市 

  長江自湖北宜昌以上為其上游，江水從青藏高原傾瀉而下，經

過雲南高原、四川盆地，沿途形成許多著名的峽谷，其中的長江三

峽可謂聞名於世。 

長江三峽指長江流域三段峽谷——瞿（○粵 [渠]，○普 [qú]）塘峽、

巫峽和西陵陝——的總稱，全長約二百公里，西起重慶奉節白帝城，

東至湖北宜昌市。三峽自然景觀獨特，假如我們坐船順流而下遊覽，

會發現兩岸都是連綿的高山，懸崖絕壁，山峯一般高出江面一千至

一千五百米，江面最狹小處只有約一百米，風光壯麗。沿岸古蹟處

處，其中白帝城因李白的詩句「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而聞名，這也是三國時期劉備臨終的地方。長江三峽水道曲折，也

形成了不少險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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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塘峽 西陵峽 

                              

  自湖北宜昌到江西鄱（○粵 [婆]，○普 [pó]）陽湖湖口，為長江中游。

這一江段地勢低窪，湖泊眾多，長江在其左右兩岸，分別接納漢水，

以及洞庭湖、鄱陽湖兩大水系。長江自鄱陽湖湖口以下為下游，沿

途地勢低平，其中包括江蘇、浙江地區，以及整個上海市在內的廣

大範圍，這就是美麗富饒的長江三角洲。至於這一江段以南，便是

著名的江南地區，富有優美的自然環境和豐厚的文化底藴。  

 

長江畔的武漢黃鶴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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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土樓 

  如果你到福建西南的龍岩、漳州等地旅遊，或許能看到一種以

土作牆，外形或圓或方的大型傳統民居建築，這就是福建土樓。 

 

福建永定縣初溪土樓羣 

  福建土樓以土、木、石、竹為主要建築材料，建成兩層以上的

房屋。主要分布在福建西南地區，總數達三萬多座，因其大多數為

福建客家人所建，是客家文化的象徵，所以又稱「客家土樓」。 

  歷史上，中國北方曾經戰爭頻繁，導致民眾大舉向南遷徙。進

入閩（○粵 [敏]，○普 [mǐn]）南地區的中原移民與當地居民互相融合，他

們把中原的建築技術應用於此，同時為了防止野獸和盜匪的侵擾，

於是建起了適合聚居的土樓。多數土樓牆體厚 1.5 米左右，十分堅

固，並配合地貌結構、地理環境、風向風速、日照雨量等自然條件

和風俗習慣來布局。 

  目前保存下來的土樓多數是在明清時代興建的，歷經數百年仍

可居住。在現存的土樓中，最晚的建於 1962 年，此後沒有再新建。

土樓超凡的抗地震能力令人驚嘆，幾乎所有土樓都受過不同程度的

地震考驗，仍然安然無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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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樓內部設計精美  

  一座土樓可同時住幾十人甚至上百人，眾多族人又分成許多家

庭，大家和睦生活在一起。漫長的土樓聚居生活形成了土樓文化，

土樓不僅是客家人的生活家園，更是客家人的精神家園。如今，年

輕一代追求獨立和更加私密的住所，加上現代住房建築成本較低等

原因，土樓的居住功能正在減退，但人們相信，土樓將永遠存在。

2008 年，福建土樓正式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聚居而生是土樓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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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山水 

  桂林位於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是世界著名的風景遊覽城市和

歷史文化名城，享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譽。 

 

桂林山水 

  桂林風景有「四絕」，分別是「山青、水秀、洞奇、石美」。

桂林的山最讓人稱奇之處，是平地拔起，互不相連，像一支支碧綠

的玉簪（○粵 [zaam1]，○普 [zān]）。有詩句「四野皆平地，千峯直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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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伏波山」都是著名的例子。 

  灕（○粵 [離]，○普 [lí]）江岸邊的象鼻山是桂林的標誌，山形酷似

一頭臨江吸水的巨象。傳説它原是天神玉皇大帝隨行的天象，因私

自下凡，惹怒了玉皇。後來它與玉皇派來的托塔天王打得天昏地暗，

因口渴跑到灕江邊喝水時被刺死。天象死後化作一座山，永遠留在

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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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鼻山 

 

  故事裏天象飲水的灕江，全長 164 公里，經桂林、陽朔、梧州

等地流入珠江。灕江的水碧綠清澈，自象鼻山順流而下，到陽朔，

這一段水路伴隨着奇峯，景色極其優美，彷彿一個天造地設的美麗

盆景鑲（○粵 [商]，○普 [xiāng]）嵌（○粵 [憾]，○普 [qiàn]）在大地上。人們

説：「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人在江中游，如在畫

中行。 

  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説桂林「無山

不洞，無洞不奇。」由於特殊的地質

環境，桂林的山中布滿溶洞，如同多

層樓閣，洞內多有地下河。這裏的原

生岩石經過風吹雨打和水流沖擊，形

態各異。桂林奇石具備形態美、圖案

美和色彩美，具有很高的欣賞價值。 

 

桂林銀子岩溶洞，裏面匯集了各式模樣的

鐘乳石，晶瑩剔透，讓遊客目不暇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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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高原名城 

  位於中國西南面的西藏自治區，是中國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之

一，首府是拉薩。西藏地處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過四千米，素有

「世界屋脊」之稱。 

 

美麗的西藏高原 

  西藏高原有着雄偉壯觀的自然環境和悠久的歷史，形成了獨特

的民俗民風和生活習慣，在文學、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建築

藝術等方面都創造了優秀的民族文化。藏傳佛教是西藏大多數羣眾

信奉的宗教，也是西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西藏人大多信奉藏傳佛教，依山而建的布達拉宮是他們的重要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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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首府拉薩市又稱「日光城」，是全區政治、經濟、文化中

心和交通樞紐。當地全年日照時間很長，超過三千小時，降雨量少。

拉薩風光秀麗、歷史悠久，被列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今天的拉薩市 

  日喀則市是西藏的第二大城市，有扎什倫布寺、白居寺等名寺，

是有六百多年歷史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日照充足，風光優美，物

產豐富，是「西藏糧倉」之一。 

  位於西藏東部的昌都市，地處橫斷山脈和金沙江、瀾滄江、怒

江三江流域，是川藏、滇（○粵 [田]，○普 [diān]）藏公路的必經之地。

在藏東地區居住的藏族被稱為「康巴人」，有獨特的文化和宗教色

彩。這裏物產豐富，被稱為「藏東明珠」。 

  有「西藏江南」之稱的林芝

市，地處雅魯藏布江下游，南部

與印度和緬甸接壤（○粵 [樣]，○普 

[rǎng]）。這裏山高谷深，雪山和

原始森林相映成輝，風景秀麗。

林芝有水草豐美的南伊溝，也有

和一年一度的桃花節。 

林芝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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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新疆，全稱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是中國西北部的一個民族自

治區，也是中國陸地面積最大的省級行政區，首府為烏魯木齊。 

  新疆地處內陸，四周高山環抱，有着浩瀚的沙漠和遼闊的草原。

天山山脈將新疆分為南疆與北疆兩大部分，天山以北為北疆，包括

烏魯木齊、伊犁（○粵 [黎]，○普 [lí]）等地，天山以南為南疆，主要城市

有喀什、和田等。新疆北邊有阿爾泰山，南邊則有崑崙山。所謂「三

山夾兩盆」，意指新疆除了三座大山外，還有兩個盆地，即阿爾泰

山和天山之間的準噶爾盆地，以及天山和崑崙山之間的塔里木盆地。 

 

位於哈密地區的東天山  

  新疆自古是多民族居住地區，包括維吾爾、漢、哈薩克、回、

蒙古等。據 2015 年統計，新疆各少數民族人數超過一千三百萬，約

佔全疆人口百分之六十。 

  新疆各民族在漫長的發展中受到不同宗教文化浸染，從服飾、

飲食、婚俗、生活禁忌到宗教信仰，展現出各民族獨有的文化和風

俗習慣。例如哈薩克族以游牧為主，騎馬功夫精湛，傳統娛樂活動

是馬上競技，包括賽馬、叼（○粵 [丟]，○普 [diāo]）羊等；柯爾克孜（○粵 

[知]，○普 [zī]）族則是馴鷹高手，馴鷹術是該族千百年來的特有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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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族與蒙古族女騎手  

新疆著名風味小吃如烤羊肉串、手抓飯、釀皮子、烤饢（○粵 [囊]，

○普 [náng]）、烤全羊，以及各種乳製品等，更是遊客不可錯過的美食。 

  

新疆著名美食：烤羊肉串（左）和烤饢（右） 

  千百年來，新疆地區各個少數民

族形成了獨有的舞蹈、音樂、服飾、

工藝、農桑技藝等，如蒙古族長調民

歌、維吾爾族木卡姆藝術，無不對中

原漢民族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

種文化的深厚積累和傳承，至今仍然

可以見諸於當地人的生活之中。  

蒙古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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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哪些知名大山成為世界遺產？ 

   中國在 1985年加入《世界遺產公約》，參與這個世界性的文化和自

然遺產的保護活動。截至 2019年，中國共有四項屬於文化和自然類別的

雙重遺產。 

泰山 

  

 

 

泰山山頂日出和雲海奇觀 

 

    泰山地處山東省，主峯天柱峯海拔高達約一千五百米。山上古建

築、碑刻、石刻等遺跡比比皆是。 

   泰山高聳，景觀優美，有三潭疊瀑、百丈崖、仙人橋等勝景。泰山

日出、夕陽西照、雲海玉盤……都是泰山的奇景。古人認為山嶽（○粵 [岳]，

○普 [yuè]）代表上天，東方是萬物交替之地，泰山雄踞（○粵 [據]，○普 [jù]）

東方，所以被尊為五嶽之首。五嶽是指泰山、衡山、華山、恒山和嵩（○粵 

[鬆]，○普 [sōng]）山，聳立在中國各個方位，分別稱東嶽、南嶽、西嶽、

北嶽和中嶽。 

    古代帝王把泰山看成是國家權力

的象徵，每每在登位後到泰山封神祭

祀，稱為「泰山封禪」。 

 

                                               「五嶽獨尊」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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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山 

黃山在安徽省南部，以雲海、温泉、奇松及怪石「四絕」著稱。山

峯險峻奇雄，景色千變萬化，又有多種珍稀動植物，被譽為「天下第一

奇山」。黃山有泰山的雄偉、華山的險峻，又有浩瀚的雲海、奔瀉的飛

瀑，它最險峻的天都峯被認為是「羣仙所都」。明代地理學家徐霞客遊

黃山後讚嘆説：「登黃山天下無山，觀止矣！」後來人們道「五嶽歸來

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意思就是黃山比五嶽更美麗。 

黃山的壯麗不但吸引了很多文學家為其寫詩撰文，它也成了佛教和

道教人士修煉的重要地點。 

       

        黃山奇松——迎客松                         天都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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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樂山大佛 

  峨眉山位於四川省，是佛教名山，以奇、秀、媚著稱。山峯海拔超

過三千米，比中國的五嶽都要高。峨眉山的山巒（○粵 [聯]，○普 [luán]）

蒼翠，有雲海、佛光等奇景。 

 

萬佛頂 

世界上最大的坐佛——樂山

大佛坐落在峨眉山以東 40公里，

依山岩壁鑿（○粵 [昨]，○普 [záo]）

成。大佛高 71 米，寬 28 米，造

型莊嚴，是盛唐石刻造像第一巨

大工程。 

 

 

樂山大佛 



 
  

❖  7.4 ❖ 
 

武夷山  

 

武夷山，位於福建的西北部，風景區主要由九曲溪、天游峯、桃源

洞及武夷宮等組成，河溪繞峯間流動，折成九曲十八灣的風貌。這裏盛

產武夷岩茶，以「大紅袍」最為著名。歷史文化方面，當地險峻的懸崖

山洞中，還留有古越族特有的以船棺安葬的遺跡。 

 

武夷山大藏峯金雞洞山崖壁上船棺遺存  



 
 

  8.1  
 

 巧奪天工的中國地貌 
中國地大物博，有不少獨特的自然地貌，蔚為奇觀，讓世人不禁驚

嘆大自然的巧奪天工。 

九寨溝 

九寨溝位於四川省，是長江水系的一條溝谷，由高而低，在青山環

抱中成丫形，長達五十多公里。 

  

 



 
 

  8.2  
 

溝中流水穿林過灘，形成了百餘個梯級形的湖泊。湖面華光閃爍，

古樹奇花倒映水中，染出斑斕的色彩，豔麗絕倫。湖泊流水的形態多變，

有激流、淺灘、瀑布等，匯水之形、色、姿、聲於一體，盡收天下水景

之美態。這種純淨的自然本色，被人們讚譽為「人間仙境」。 

          

              九寨溝蘆葦海                               諾日朗瀑布 

黃龍 

黃龍風景名勝區，位於四川省西北部。黃龍以彩池、雪山、峽谷、

森林「四絕」著稱，被譽為「世界奇觀」。 

 

黃龍因其地表鈣華岩溶風光而聞名中外 



 
 

  8.3  
 

 

景區以規模宏大、結構奇巧、色彩豐豔的地表鈣華景觀（地表被鈣

化了而形成的自然景觀）為主景，以罕見的岩溶地貌聞名中外。主景區

黃龍溝，形狀似龍。豔麗的鈣華彩池羣隨着環境四周景色，以及陽光照

射的角度而變化，變幻出五彩顏色，被譽為「人間瑤池」。 

      
                鈣華灘流                                  五彩池 

 

張家界武陵源 

武陵源位於張家界市，以奇峯、怪石、幽谷、秀水和溶洞五絕聞

名於世。 

 

張家界 



 
 

  8.4  
 

這裏的景觀奇特。著名的金鞭岩三面陡直，高達三百米，就像一

根倒插在地上的鋼鞭。岩石下還有蜿蜒曲折的金鞭溪，溪水流經之地

被譽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峽谷」。 

   
張家界金鞭岩 

 

張家界的天子山地勢高，具有原始風光自然美，素有「擴大的盆

景，縮小的仙境」的美譽，屬砂岩峯林地貌。黃獅寨的山勢像一頭雄

獅，為一巨大方山台地，是一個雄偉、高曠的自然觀景台。 

   

天子山御筆峯 


	00_地理類封面
	3——地理類目錄
	C01_黃河之水當真是天上來？
	C02_長江怎樣下江南
	C03_福建土樓
	C04_桂林山水
	C05_西藏的高原名城
	C06_新疆
	C07_中國哪些知名大山成為世界遺產？
	C08_巧奪天工的中國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