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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約967萬平方公里，人口約13億7千萬人。

2010年GDP總值58,782.57億美元，躍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面對這個快速崛起，與臺灣密切相關的世界大國，

我們對它有足夠而正確的認識嗎？

這套最新編製的《再現中國地理》，讓您徹底了解21世紀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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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架構完整 
全中國大陸22省、5自治區、4直轄市及港澳兩特別行政
區，全部納入。除了分省介紹，還有5本全國通論，架構
十分完整。

w豐富多元 
分別從自然及人文地理各個主題深入探討，從地形、氣
候、資源、產業、經濟、交通，到教育、文化、藝術、
民俗、生活⋯⋯無所不包。

e內容翔實
不聳動濫情，不虛言浮誇，一字一句均有根有據，翔實
可靠，每一篇都能讀到扎扎實實的內容。

r資料最新
中國大陸變化快速，舊資料已不符所需。本書採用最新
資料，引用最新統計數據，確實反映最新情況。

t現場拍攝
特聘資深攝影家，親赴各省市，根據本書內容，拍攝最
新、最真實的圖片，現況即時呈現眼前。

y專家執筆  
聘請中國大陸學有專精的地理學者執筆，並且多數是在
地人士，寫作更深入，更有感情，更能打動人心。

u一流編製 
由《再現世界歷史》、《再現世界地理》的金鼎獎編輯
團隊繼續擔綱編製，精益求精，水準更高。

i設計出眾
由資深藝術創意工作者精心設計的封面、版面，簡潔大
方，典雅中富現代感。不但閱讀舒適，且賞心悅目。

o印裝講究 
不惜成本，採用最高級的紙張，最先進的印刷裝訂設
備，考究每個環節，呈現最精緻的印刷裝幀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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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中國 ，

早已不是昔日那個貧窮、閉塞的落後國家。

我們對中國大陸的認識，

不能還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印象。

請看看以下關於中國大陸的統計數字：

‧ 2009年小麥產量1.15億噸，棉花637.7萬噸，水果
2.039億頓；煤炭儲量3189.6億噸，鐵礦儲量213
億噸，均占世界第一。

‧ 2010年8月底，共有專科、大學2035所，該學年
度畢業的大學生達630多萬人，其中將近一半就業
有困難。

‧ 2009年全國播放電視劇238,250部；出版新圖書
168,296種、期刊9851種、報紙1937種。

‧ 2009年外商共計75376家，資產總值124477.56億
人民幣。

‧ 超大型公共工程京滬高速鐵路全長1302公里，時
數300∼380公里，從上海到北京約5小時。總投資
2209.4億人民幣，從2008年4月開工，至2011年6
月正式通車營運，費時僅三年多。
（資料來源：《2010年中國統計年報》等）

對於今日中國，

本書有全新且完整、深入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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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100冊

78.雲南省（一）【自然篇】 
79.雲南省（二）【人文篇 Ⅰ】
80.雲南省（三）【人文篇 Ⅱ】
81.雲南省（四）【城市篇】 
82.西藏自治區（一）【自然篇】
83.西藏自治區（二）【人文篇】
84.西藏自治區（三）【城市篇】

 全國概論

  1.疆域、政區與土地利用
  2.地形與地貌
  3.資源與物產
  4.產業與經濟
  5.人口與民族

 華北地區

  6.北京市（一）【自然篇】
  7.北京市（二）【人文篇
  8.北京市（三）【分區概覽】
  9.天津市（一）【自然＆人文篇】
10.天津市（二）【分區概覽】
11.河北省（一）【自然篇】
12.河北省（二）【人文篇】
13.河北省（三）【城市篇】
14.山西省（一）【自然篇】
15.山西省（二）【人文篇】
16.山西省（三）【城市篇】 
17.內蒙古自治區（一）【自然篇】
18.內蒙古自治區（二）【人文＆城市篇】

 東北地區

19.遼寧省（一）【自然篇】
20.遼寧省（二）【人文篇】
21.遼寧省（三）【城市篇】
22.吉林省（一）【自然篇】
23.吉林省（二）【人文＆城市篇】
24.黑龍江省（一）【自然篇】
25.黑龍江省（二）【人文&城市篇】

 華東地區

26.上海市（一）【自然篇】
27.上海市（二）【人文篇】
28.上海市（三）【分區概覽】
29.江蘇省（一）【自然篇】
30.江蘇省（二）【人文篇】
31.江蘇省（三）【城市篇 Ⅰ】 
32.江蘇省（四）【城市篇 Ⅱ】
33.浙江省（一）【自然篇】
34.浙江省（二）【人文篇 Ⅰ】
35.浙江省（三）【人文篇 Ⅱ】
36.浙江省（四）【城市篇】
37.安徽省（一）【自然篇】
38.安徽省（二）【人文篇】
39.安徽省（三）【城市篇】
40.福建省（一）【自然篇】
41.福建省（二）【人文篇】
42.福建省（三）【城市篇】
43.江西省（一）【自然篇】
44.江西省（二）【人文篇】
45.江西省（三）【城市篇】
46.山東省（一）【自然篇】
47.山東省（二）【人文篇 Ⅰ
48.山東省（三）【人文篇 Ⅱ】
49.山東省（四）【城市篇】

 華中地區

50.河南省（一）【自然篇】
51.河南省（二）【人文篇 Ⅰ】
52.河南省（三）【人文篇 Ⅱ】
53.河南省（四）【城市篇】
54.湖北省（一）【自然篇】 
55.湖北省（二）【人文篇】
56.湖北省（三）【城市篇】
57.湖南省（一）【自然篇】 
58.湖南省（二）【人文篇】
59.湖南省（三）【城市篇】

 華南地區

60.廣東省（一）【自然篇】 
61.廣東省（二）【人文篇 Ⅰ】 
62.廣東省（三）【人文篇 Ⅱ】
63.廣東省（四）【城市篇】 
64.廣西壯族自治區（一）【自然篇】  
65.廣西壯族自治區（二）【人文篇】 
66.廣西壯族自治區（三）【城市篇】
67.海南省（一）【自然篇】 
68.海南省（二）【人文＆城市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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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地區

69.重慶市（一）【自然篇】 
70.重慶市（二）【人文篇】 
71.重慶市（三）【分區概覽】
72.四川省（一）【自然篇】 
73.四川省（二）【人文篇 Ⅰ】
74.四川省（三）【人文篇 Ⅱ】
75.四川省（四）【城市篇】 
76.貴州省（一）【自然篇】 
77.貴州省（二）【人文＆城市篇】

 西北地區

85.陝西省（一）【自然篇】 
86.陝西省（二）【人文篇Ⅰ】
87.陝西省（三）【人文篇 Ⅱ】
88.陝西省（四）【城市篇】
89.甘肅省（一）【自然篇】
90.甘肅省（二）【人文＆城市篇】
91.青海省（一）【自然篇】
92.青海省（二）【人文＆城市篇】
93.寧夏回族自治區（一）【自然篇】
94.寧夏回族自治區（二）【人文＆城市篇】
95.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一）【自然篇】
96.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二）【人文篇】
97.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三）【城市篇】

 特別行政區

98.香港（一）【自然＆人文篇】
99.香港（二）分區概覽
100.澳門

中國大陸地理檔案

國       名：中華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首       都：北京市
第一大城：上海市

地理位置： 亞洲東部、太平洋西岸。東經73°至東經135°，
 北緯4°至北緯53°
面       積： 陸地967.2萬平方公里，內海與邊海約470萬平方公里
人       口：13億7053萬人（2010年估計，世界第一）
人口密度：約140人/平方公里
最  高  點：珠穆朗瑪峰（即聖母峰，8844.43公尺）
最  低  點：新疆吐魯番盆地艾丁湖（-154公尺）
主要河流： 黑龍江、遼河、黃河、海河、長江、淮河、珠江、
 雅魯藏布江

主要山脈： 喜馬拉雅山脈、崑崙山脈、橫斷山脈、天山山脈、
 祁連山、秦嶺、太行山、大興安嶺、南嶺

主要高原：青藏高原、內蒙古高原、黃土高原、雲貴高原

主要平原： 東北平原、華北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
主要氣候類型： 溫帶季風氣候、溫帶大陸性氣候、高原高山氣

候、亞熱帶季風氣候

民       族：漢族（91.59%）及其他55個少數民族
官方語言：普通話（漢語）

官方文字：簡化漢字

貨       幣：人民幣
GDP總值：58,782.57億美元（2010年預估，世界第二）
人均GDP：4,382.136美元（2010年預估，世界第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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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北地區

19.遼寧省（一）【自然篇】
20.遼寧省（二）【人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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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吉林省（二）【人文＆城市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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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上海市（二）【人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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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河南省（一）【自然篇】
51.河南省（二）【人文篇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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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廣東省（三）【人文篇 Ⅱ】
63.廣東省（四）【城市篇】 
64.廣西壯族自治區（一）【自然篇】  
65.廣西壯族自治區（二）【人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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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括中國大陸22省、5自治區、4直轄市、2特別行政區，各省、市、區分別以1～4冊詳細介紹。

每冊十餘單元，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並重，舉凡地形地貌、自然奇觀、土壤、氣候、物產、交通、

經濟；或是名城大都、歷史沿革、少數民族、各地方言、歷代名人、教育文化、建築民居、考古遺

址、藝術工藝、民俗節慶、生活百態、土產特產、名菜小吃……等等，包羅萬象。

雲
南迪慶香格里拉獨克宗古城，是真實

的活著的古鎮。說獨克宗古老，是因

為這座昔日的茶馬古道重鎮，收藏了1300

多年時光雕刻的歷史滄桑的痕跡；說獨克宗

真實，是因為獨克宗古城的朽敗是事實，但

它很真，所以很美。說獨克宗活著，是因為

它屬於普通百姓，是一個依然充滿活力的古

城，人們至今仍在古城裏生活、工作，生生

不息。

白色石頭城

獨克宗古城是中國保存得最好、最大的

藏民居群，而且是茶馬古道的樞紐。現在改名

香格里拉的中甸即建塘，相傳與四川的理塘、

巴塘一起，同為藏王三個兒子的封地。歷史

上，中甸一直是雲南藏區政治、軍事、經濟、

	 這裡是雪域藏鄉和滇域民族文化交流的視窗，

	 漢藏友誼的橋樑，滇藏川「大三角」的紐帶。

15

遺忘的王國》中這樣敍述到：據估計，戰爭期

間所有進入中國的路線被阻時，這場「馬幫運

輸」曾使用了八千匹騾子和兩萬頭犛牛。

經過考證，獨克宗古城建於西元680年，

但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古城建築大多數是明、

清期間的建築。尤其是以清代和民國年間的建

築為主。原因是這個古城歷經滄桑，曾經有過

火災等一系列的災害，最大的一次火災是燒了

175戶，所以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最古老的建

築都是屬於明代的建築，其他都是清代和民國

年間的建築。

16

文化重地。千百年來，這裏既有過兵戎相爭的

硝煙，又有過「茶馬互市」的喧嘩。這裏是雪

域藏鄉和滇域民族文化交流的視窗，漢藏友誼

的橋樑，滇藏川「大三角」的紐帶。

唐代，滇西北（包括迪慶地區）為吐蕃

王朝所屬之地。唐676∼679年，吐蕃在維西其

宗設神川都督府，在今大龜山建立官寨，壘石

為城，城名「獨克宗」，即歷史上著名的「鐵

橋東城」。傳說當時的建城理念是緣于有活佛

在古城對面山頭遙望古城，發現大龜山猶如蓮

花生大師坐在蓮花上一般，故古城建設佈局形

似八瓣蓮花，形成因自然變化的空間。在古城

的興建中，建築材料大都就地取材。工匠們發

現當地出產的一種白色粘土可用作房屋外牆的

塗料，於是古城民居外牆皆塗成白色，這種風

格一直沿用至今。月夜，銀色的月光把白色的

古城打扮得分外妖嬈，於是，當地人就把古城

稱做「獨克宗」。「獨克宗」藏語意為白色石

頭城，寓意「月光城」。

明代，中甸兩次被麗江木氏土司佔領，

木氏土司在大龜山建「香各瓦寨」，藏語石山

寨，其地即是原來的大龜山「獨克宗」。後又

在奶子河畔建「大年玉瓦寨」，藏語名為「尼

旺宗」，意即日光城。兩寨遙相呼應，構成中

甸歷史上著名的「香各尼窪」，即藏區有名的

「日月城」。

滇藏貿易的重要集市

獨克宗古城歷來為滇、川、藏茶馬互市

之通衢，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達賴喇

嘛請求互市於金沙江，清廷允准在中甸立市，

獨克宗成為滇藏貿易的重要集市。雍正、乾隆

之時，境內礦業興旺，四方商賈雲集。抗日戰

爭時期，日寇佔領緬甸，切斷滇緬交通，大批

援華物資只能越過喜馬拉雅山從拉薩經滇西北

運抵昆明，縣城又成為滇、藏、印貿易的中轉

站。俄國人顧彼得先生在他那著名的著作《被

古城現在正在進行著保護性的恢復建設

工作。香格里拉是個多民族走廊的結合部。歷

史上各個民族在這裡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共

同發展，形成了以藏族為主，多民族聚居的地

方。各民族文化在這裡交相輝映，共生並茂，

充分體現了香格里拉文化內涵。所以，保護工

作首先要做的就是保護以藏文化為主，多民族

文化共榮的現狀。

保護工作由「地下、地上、居民」三方

面組成。地下：從保護的角度，在保存歷史風

貌的前提下，積極改善基礎設施。要求供排水

系統及三網入地；地上，注意保存歷史遺存的

原物，保護歷史資訊的真實載體，在技術和經

濟允許的情況下，對特色建築和傳統街道儘量

採取保留措施，修舊如舊。讓人們從石頭看茶

馬古道過往歲月；從建築看深厚的歷史文化遺

痕。

另外，為了在保存原居住文化的基礎

上，注入活力，促進古城文化繁榮，高度體現

相容並蓄，共存並茂的香格里拉文化內涵，政

府將收購一部分古城的民房，拿給喜歡香格里

拉的藝術家，多年以後，使獨克宗古城成為各

位藝術家的故居，從而使古城形成一個非常有

個性的大酒吧文化圈，寧靜、永恆、休閒是其

主題。並使古城逐步恢復昔日茶馬古道重鎮的

風采。

今天，在獨克宗古城遊走，你會發現它

多了些時尚的色彩，2003年以來，有10多家富

有激情、樂於時尚、各具特色、個性突出的酒

吧、客棧已悄然進入古城的懷抱。它們為古城

提供的時尚生活方式和生活氛圍，使古城正在

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鍾愛，而不僅僅是尋幽訪古

的人來此駐足。古城中有不少的外籍人士因為

鍾情古城，就在古城留下來了。他們在古城開

酒吧，並不是為了掙錢，是為了一種生活方

式，一種生活理念。他們是來體驗香格里拉居

民的生活方式，感到非常愜意！

←經過考證，獨克宗古城建於西元680年，但我們現在
所能看到的古城建築大多數是明、清期間的建築。

↓古城現在正在進行著保護性的恢復建設工作。香格里

拉是個多民族走廊的結合部。歷史上各個民族在這裡相

互依存、相互融合，共同發展，形成了以藏族為主，多

民族聚居的地方。

↓為了在保存原居住文化的基礎上，注入活力，促進古

城文化繁榮，高度體現相容並蓄。

↓今天，在獨克宗古城遊走，會發現它多了些時尚的色

彩，有10多家富有激情、樂於時尚、各具特色。

↑獨克宗古城是中國保存得最好、最大的藏民居群，而且是茶馬古道的樞紐。現在改名香格里拉的中甸即建塘

↑獨克宗古城歷來為滇、川、藏茶馬互市之通衢，康熙

二十七年（1688年），達賴喇 嘛請求互市於金沙江，
清廷允准在中甸立市，

永恆的月光城

香格里拉獨克宗古城

古
城
老
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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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州位於福建省東部沿海閩江下游，背

山依江面海，70%以上是山地丘陵。

城市位小盆地中，底部是一個平原，四面被

鼓山、旗山、五虎山及蓮花峰所圍繞，市中

八閩省會，著名僑鄉

福州
	 福建第一大城，福建省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

	 也是中國東南沿海重要貿易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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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星塔、金剛腿、青芝百洞山等勝景。福州也

是中國三大溫泉勝地之一，溫泉遍布各處。福

州也是著名「花果之鄉」，街頭遍植榕樹、樟

樹，還盛產茉莉、玉蘭花及柑桔、荔枝、橄欖

等。

歷史文化名城

福州歷史悠久，漢高祖5年（西元前202

年）成為閩越國王都──冶城。西漢中期建立

治縣，三國時期是東吳的造船中心。西晉太

康年間，建安郡太守嚴高在屏山南麓興建福州

子城，開鑿東湖、西湖及運河，奠定今天福州

城的雛形。唐玄宗時期設福州都督府，福州命

名從這裡開始。宋、元時期設福州路及行中書

省，從此具省城的地位；宋、明兩朝末代曾經

把它當作臨時帝都。清代福州是管轄閩、浙、

臺三省的閩浙總督駐地。辛亥革命以後，福州

為福建省會。

宋朝是福州歷史上的黃金時期，經濟和

文化的發展達到顛峰。都市擴建，大興水利，

當時的福州是全國六大都市之一，也是造船中

心及海外貿易重要港口。明初的福州擁有先進

的造船業，有學者認為鄭和下西洋的船艦就是

在這裡建造的，長樂縣太平港就是鄭和艦隊下

西洋的起點。鴉片戰爭以後福州成為對外通商

口岸之一，是世界著名「茶港」。同治年間洋

務運動興起，清政府在馬尾設福建船政局，引

進和學習西方科技。這個時期的福州，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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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烏山、于山、屏山三座小山呈「品」字

形鼎立，形成「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格

局。烏山和于山的山頭分別矗立著城市的象

徵──烏塔和白塔。

三山兩塔，雙水環繞

古人對福州景色的概括印象：「三山鼎

峙，兩塔聳立，雙水環繞，大海東瀕。」雙水

就是指流過福州境內的閩江。閩江在淮安附近

分為兩股水流，北水稱為北港（又稱白龍江、

台江），橫穿老城區；南水稱為南港（又稱烏

龍江），流貫新城區。南北水流環抱南台島後

在馬尾港匯合，繼續向東北方向流，最後在亭

江又分兩股水流，分別從長門水道和梅花水道

注入台灣海峽。馬尾是福州外港，至閩江口可

通萬噸輪船，五代初期起就是福州對外通商口

岸。

山清水秀、歷史悠久的福州，多名山、

名寺、名園和名居。城內著名景點，包括三山

兩塔、西湖及左海公園、三坊七巷、林則徐紀

念館、馬尾造船廠及船政博物館等。外圍郊區

有湧泉寺所在的鼓山、西禪寺、福州國家森林

公園、十八重溪、曇石山文化遺址、宏琳厝、

青雲山等。閩江沿岸有金山寺、江心公園、

程度居全國各城市之冠，已經擁有電報、自來

水、電力等基礎設施。

目前福州行政區劃共有5區8縣──5個市

轄區、2個縣級市和6個縣。海岸線長1281公

里，有6個縣、市、區臨海。廣義的福州把旁

邊寧德地區通行福州話的古田縣和屏南縣納進

來。居民以漢族為主，其餘還有佘、滿、苗、

回等少數民族，250萬華僑遍布世界50多個國

家和地區。

沿江向海，打造山水城市

唐朝建城以來，福州經歷過6次大規模的

城市擴建，護城河多已成為城市一部分，加上

地理變遷和開鑿水運交通，造就了今天「城在

水中，水在城中」的城市風景。內河河道遍布

城內，總計107條，長244公里，茶亭河、洗馬

河等都是原來的護城河。台江是閩江下游內河

主要港區、城市的主動脈，從以前的防洪堤延

伸出來，開闢了交通主幹線江濱大道。沿江闢

有與路堤並行的帶狀公園──北園與南園（總

稱閩江公園）。

城區主要是由河流和海水淤積而成的平

原，海拔多在5公尺以下。座落在于山南麓的

五一廣場是福州的政治文化中心，四周有福州

人民會堂、省體育館、省科技館、于山堂、電

信樞紐大樓、元洪花園等重要建築環繞。東

街口是傳統繁華的商業中心，形成「二直」

（八一七路和五一路、五四路），「四橫」

（台江路、國貨路、古田路、東大路）網路

狀。五四路是旅館酒店集中區。老城區近年漸

趨飽和，市區發展的新格局是以中心城為主，

沿江向海、東擴南進，逐漸形成一城（中心

城）三組團（馬尾、長安、琅岐）的布局結

構。向東主要沿著閩江兩岸開發，向南全面開

發南台島，加快形成福廈高速公路沿線的經濟

增長帶。工業由中心城向外圍城移轉。

福州因地利之便，得風氣之先，最早被

列入改革開放的重點區域，開發區、投資區、

科技園區蓬勃興起，經濟發展腳步居閩省前

列。工商業面貌之外的福州，也是人文薈萃之

都，宗教文化豐富，為全國最多佛教寺院的城

市。福州自宋代起文化教育發達，是中國出產

進士、狀元和兩院院士最多的城市之一。

←古人對福州景色的概括印象：「三山鼎峙，兩塔聳

立，雙水環繞，大海東瀕。」雙水就是指流過福州境內

的閩江。閩

↓閩江沿岸有金山寺、江心公園、羅星塔、金剛腿、青

芝百洞山等勝景。福州也是中國三大溫泉勝地之一，溫

泉遍布各處。

←目前福州行政區劃共有5區8縣──5個市轄區、2個
縣級市和6個縣。海岸線長1281公里，有6個縣、市、
區臨海。

↓清代福州是管轄閩、浙、臺三省的閩浙總督駐地。辛

亥革命以後，福州為福建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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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祖巡遊、道士跳神舞、裝神穿腮等一些獨具海南地方特色，

	 富有神秘色彩的民俗活動，讓人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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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軍坡演變為文化節

軍坡分為「公期」和「婆期」，主要是

祭祀祖先和歷史人物的民俗活動。鄉村的「公

期」和「婆期」時間不一致，各自供奉神主也

不同，一般以一鄉或一村為單位，每到公期或

婆期的軍坡節，村民必大搞祭祀，扛供奉的

公祖婆祖巡村，請親朋好友來家中作客，不論

是認識與否，只要過了門的就是客了，招呼十

分熱情，甚至勝過春節年飯。村中組織來的舞

獅舞燈隊到各家中去拜祭，敲鑼打鼓，熱鬧非

常。入夜，各家各戶湊份子請戲班劇團來上演

瓊劇，連續幾晚，大過戲癮。這時期，婆祖巡

遊、道士跳神舞、裝神穿腮等舉行一些獨具海

南的地方特色，富有神秘色彩的民俗活動，讓

人大開眼界。

海口市龍華區新坡鎮是冼夫人的故事廣

為流傳的地方，千百年來形成了歷史悠久、影

響深遠的「鬧軍坡」活動。每年農曆二月初六

至十二，新坡鎮就熱鬧起來了。海內外感念信

↓婆祖巡遊、道士跳神舞、裝神穿腮等舉行一些獨具海

南的地方特色，富有神秘色彩的民俗活動。

←每到公期或婆期的軍坡節，村民必大搞祭祀，扛供奉

的公祖婆祖巡村，請親朋好友來家中作客，不論是認識

與否，只要過了門的就是客了，招呼十分熱情，甚至勝

過春節年飯。

� �

紀念中國第一巾幗英雄

海南冼夫人文化節

原
稱軍坡節的冼夫人文化節是海南島一

個重要民俗活動。鬧軍坡原是海南人

特有的風情習俗。較大的軍坡廟會有梁沙婆

祖軍坡、萬甯龍滾芋頭軍坡。軍坡節時，村

中都要選一個較大的場地來「裝軍」演戲，

販售土特產。一般認為，「鬧軍坡」是為了

紀念冼夫人。

冼夫人豐功偉績，萬古流方

海南省曾經是冼夫人生活、奮鬥過的地

方，她曾為海南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作出

卓越的貢獻。她的豐功偉績在世間流芳了上千

年，她的英雄事蹟在海南民間廣為流傳，激勵

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為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

結而奮鬥不止。

冼夫人作為精神領袖，在廣大人民心目

中具有極高的地位，全省為紀念冼夫人而建的

廟宇就有一百多間，新坡冼太夫人紀念館是全

省規模最大的一個。

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新坡鎮的

冼太夫人廟初建于明朝，是海南島50多個冼廟

中規模最大、參拜人數最多的冼廟，由明代進

士、湖廣巡撫提督軍門梁雲龍創建。梁雲龍自

敍，他在指揮作戰時曾在夢中得到冼夫人指

點，從而轉敗為勝。為了答謝冼夫人，明萬曆

三十年（1602），梁雲龍用皇帝獎賞的黃金鑄

成冼夫人像，在家鄉新坡建廟供奉。由於冼太

夫人統治海南期間政績輝煌，去世之後常常在

海上陸地顯靈護佑百姓，再加上梁雲龍現身說

法，虔誠敬拜，故而前往新坡冼廟頂禮膜拜梁

沙婆（冼夫人）者幾百年來不絕於路。

當地人說，冼夫人和丈夫馮寶曾經率軍

沿南渡江來到新坡，進行操練，並於農曆二月

初六至十二出兵平亂。如今的「鬧軍坡」活

動，就是人們在安居樂業之後，為了感激冼夫

人而舉行的模仿當年出軍儀式的活動。

仰冼夫人的民眾不辭跋涉之苦，趕往新坡「鬧

軍坡」，紀念這位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偉

大的愛國主義者。1990年，當地政府參與引導

改造「鬧軍坡」活動，使內容更加豐富多彩，

當年吸引遊客10多萬人次。此後，每年農曆二

月初六至十二的「鬧軍坡」活動，便成為島內

最大的民俗活動之一，影響遍及海內外。

清史記載：新坡「鬧軍坡」期間，「數

百里內祈禱者絡繹不絕，每逢誕節，四方來

集，坡墟幾無隙地。」今人陳雄記載：「1981

年，來新坡墟鬧軍坡的人不少於15萬人次，大

小汽車有數千輛次，車輛在距新坡坡墟梁沙婆

廟（冼太夫人紀念館的前身）12公里處就無法

行駛。新坡墟14口水井全部用乾，所燃鞭炮，

以車計算⋯⋯1990年，軍坡節期間同時舉辦了

商品交易會，各類商品攤點達300個以上。軍

坡活動幾天時間，交易額超過150萬元，相當

於全鎮一年內商品交易總額⋯⋯2001年農曆二

月軍坡廟會7天之內，20多萬人擁入新坡，歡

天喜地鬧軍坡，虔誠叩拜冼夫人⋯⋯」。

巾幗英雄第一人

冼
夫人，原名冼英（西元522年∼西元590年），廣東高州人，後嫁於當時的高

涼太守馮寶。冼夫人善於結識英雄

豪傑，西元550年，在參與平定侯景叛亂

中結識後來的陳朝先主陳霸先，並認定他

是平定亂世之人，511年，冼太夫人協助陳

霸先擒殺李遷仕。梁朝論平叛功，冊封冼

太夫人為「保護侯夫人」。西元557年，

陳霸先稱帝，陳朝立。陳永定二年（西元

558年），馮寶卒，嶺南大亂，冼夫人平

定亂局，被冊封為石龍郡太夫人。隋朝建

立，嶺南數郡共舉冼太夫人為主，尊為

「聖母」。後冼夫人率領嶺南民眾歸附，

隋朝加封譙國夫人，去世後追諡「誠敬夫

人」。

→冼太夫人協助陳霸先擒殺李遷仕。梁朝論平叛功，冊

封冼太夫人為「保護侯夫人」。

↑海口市龍華區新坡鎮是冼夫人的故事廣為流傳的地

方，千百年來形成了歷史悠久、影響深遠的「鬧軍坡」

活動。

↑鬧軍坡原是海南人特有的風情習俗。較大的軍坡廟會

有梁沙婆祖軍坡、萬甯龍滾芋頭軍坡。

↓冼夫人作為精神領袖，在廣大人民心目中具有極高的地位，全省為紀念冼夫人而建的廟宇就有一百多間，

新坡冼太夫人紀念館是全省規模最大的一個。

最全面，最豐富，最詳細，最即時

了解中國大陸現況最佳途徑！

福建省‧自然篇

山與海的交響曲 ──

全稱：福建省（Fujian Sheng）

簡稱：閩

主要山脈：武夷山、戴雲山、鷲峰山、博平嶺

主要河流湖泊：閩江、九龍江、汀江、晉江

主要地理區：閩東、閩中、閩南、閩西北

最高點：黃崗山（海拔2,158公尺）

氣候類型：副熱帶海洋季風氣候，溫暖濕潤

主要鐵公路：6條連絡省外鐵路，包括贛龍、峰

福、鷹廈、溫福、廈深、梅坎；兩條國道主幹線

通過，包括同江（黑龍江）-三亞（海南島）高速

公路和北京-福州高速公路

GDP：13,601億元人民幣，全國排名第12

（2010年）

人均GDP：38,738元/排行第10（2010年）

福建省自然地理小檔案

兼有黃山之奇、泰山之雄、華山之險、桂林之秀的福建第

一名山，名列世界自然與文化雙重遺產。不但擁有典型的丹

霞地貌、豐富的動植物資源，更蘊含深厚的文化底蘊及眾多

歷史遺跡。並保存了地球同緯度最完整、面積最大的中亞熱

帶原生性森林生態系統。

武夷山

福建是中國重要產茶省，產量約占全國

五分之一。主要茶種包括武夷岩茶、武夷

正山小種紅茶、安溪鐵觀音、福州茉莉花

茶、福安坦洋功夫紅茶等。其中正山小種

是世界紅茶鼻祖，以獨特的松煙香和桂圓

香著稱，早在17世紀就已風靡歐洲。武夷

岩茶中名氣最響亮的「大紅袍」則是烏龍

茶中的極品，其香氣馥郁如蘭，滋味醇厚，

餘韻深長。因產量稀少，更顯珍貴。

福建名茶

又名「紫杉」，是製作高級家具的

良材，因人們過度砍伐而數量逐漸稀

少，如今已瀕臨滅絕。其樹皮和樹枝

發現含有抗癌成份──紫杉醇，號稱

「抗癌黃金樹」。三明市明溪縣是中

國南方紅豆杉之鄉，全縣9個鄉鎮8個

有紅豆杉分布。當地政府成立自然保

護區，保護這些珍貴的野生紅豆杉。

紅豆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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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影響世界的大思想家，到當紅的女明星，

	 山東人才濟濟，名人高士眾多，難以盡說。

齊
魯山東自古就是文化大省，歷代人才

輩出，知名人士遍布各行各業。思想

家有孔子、孟子、墨子；軍事家有孫臏、孫

武、戚繼光；政治家有諸葛亮；書法家有王

羲之、劉墉（羅鍋）；文學家有辛棄疾、李

清照、蒲松齡，當代大明星林青霞、鞏俐，

也是山東人。

至聖先師──孔子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

日），子姓，孔氏，名丘， 字仲尼，魯國陬

邑（今山東省曲阜市南辛鎮）人，中國春秋

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的創始人。孔子

集華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時已被譽為「天

縱之聖」、「天之木鐸」，是當時社會上最博

學者之一，並且被後世統治者尊為孔聖人、至

地靈人傑，名士如雲

山東的歷代名人

名
人
雅
士

C
elebrity

譽為我國古代文言短篇小說中成就最高的作品

集。

《聊齋志異》書成後，蒲松齡因家貧無

力印行，同鄉好友王士禎十分推重蒲松齡，

以為奇才，聘為《聊齋志異》題詩：「姑妄言

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

語，愛聽秋墳鬼唱詩。」至清乾隆三十一年

（1766）方刊刻行世。後多家競相翻印，國內

外各種版本達30餘種，著名版本有青柯亭本、

鑄雪齋本等，近20個國家有譯本出版。全國

《聊齋》出版物有100多種，以《聊齋》故事

為內容編寫的戲劇、電影、電視劇達160多齣

（部）。

↓支流多，是福建河流的特色之一。這是該省第二大河

九龍江的小支流錦江。因水量豐富，經常有小船航行江

上。

←梅里雪山不僅有太子十三蜂，還有雪山群所特有的各

種雪域奇觀。卡瓦格博峰下，冰川、冰磧遍佈，其中的

明永恰冰川可謂最壯觀的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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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至聖先師、萬世師表。孔

子和儒家思想對中國和朝鮮半

島、日本、越南等地區有深遠

的影響，這些地區又被稱ā儒

家文化圈。

孔子早年生活極為艱辛，

他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

事。」孔子3歲時，父親叔梁紇

去世，葬於魯國東部的防山，

孔母顏氏移居曲阜闕里，將其

撫養成人。23歲時孔子開始在

鄉間收徒講學，學生有顏由（顏回之父）、曾

點、冉耕等。在艱難困苦中，孔子發憤好學，

他遍訪名師，虛心求教。孔子先後「問禮於老

聃，學鼓琴於師襄子，訪樂於萇弘。」大約

三十歲左右，最初的一些弟子來到孔子身邊。

此後，孔子一直從事教育事業，他廣收門徒，

相傳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他首倡有教無類

及因材施教，成為當時學術下移、私人講學的

先驅和代表，故後人尊為「萬世師表」及「至

聖先師」。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諸葛亮

諸葛亮（181年－234年），字孔明，琅

琊陽都（今山東省沂南縣）人，三國

時期蜀漢重要大臣，中國歷

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

事家、散文家、發

明家，也是中國傳

統文化中忠臣與智

者的代表人物。諸

葛亮在世時為蜀漢

丞相後被封為武鄉

侯，死後諡為忠武侯，所以被稱為武侯、諸葛

武侯，此外因其早年外號，也稱臥龍或伏龍。

諸葛亮是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集

忠、孝、義、謀於一身，可以說是公認的中國

歷史上的智慧神的最傑出化身。歷代朝野都對

諸葛亮有很高的評價，「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也成了無數仁人志士的座右銘。

聊齋先生──蒲松齡

蒲松齡（1640－1715）字留仙，一字劍

臣，號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自稱異史

氏，生於明崇禎十三年（1640），卒於清康熙

五十四年（1715），出身沒落地主家庭，一生

熱衷科舉，卻始終不得志，71歲時才破例補為

貢生，因此對科舉制度的不合理深有感觸。他

畢生精力完成《聊齋志異》8 卷、491篇，約

40餘萬字。內容豐富多彩，故事多采自民間傳

說和野史軼聞，將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的事物

人格化、社會化，充分表達了作者的愛憎感情

和美好理想。作品繼承和發展了我國文學中志

怪傳奇文學的優秀傳統和表現手法，情節幻異

曲折，跌宕多變，文筆簡練，敘次井然，被

知名度最高的中國女星──鞏俐

鞏俐（1965年12月31日－），生於遼寧瀋

陽，祖籍山東濟南並在此長大。1985年從濟南

二中畢業後考入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畢業後

留校任話劇研究所演員。1988年，她與首次執

導的張藝謀合作，在影片《紅高粱》中扮演女

主角九兒。鞏俐憑藉1988年的處女作，中國大

陸歷史上首次奪得歐洲三大影展最高獎──柏

林金熊獎的《紅高粱》便為國際所矚目。後與

該片導演張藝謀合作的諸多影片如獲得奧斯卡

最佳外語片提名的《大紅燈籠高高掛》、《菊

豆》等片讓她成為了西方世界知名度最高的華

人女星。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更讓鞏俐成

為中國大陸首位，華人第二位奪得歐洲三大影

展影后的女演員。1993年的《霸王別姬》讓她

成為首個獲紐約影評人獎的華人演員（最佳女

配角）。

由於在國際影壇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鞏

俐先後擔任第5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評委會主

席[3]、第59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評委會主

席[4]、第1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評委會主

席[5]，這個記錄迄今

沒有華人女星打破。

淡出幾年之後，鞏

俐以《藝伎回憶錄》

回歸大銀幕，以影片

中初桃一角獲得美國

國家評論學會最佳女

配角，ā獲得了主演

《沉默的羔羊前傳》、《邁阿密風雲》、《上

海》等好萊塢製作影片的機會。 此外，鞏俐

還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促進和平藝

術家」的稱號。

↑出身沒落地主家庭，一生熱衷科舉，卻始終不得志，71歲時才破例補為
貢生，因此對科舉制度的不合理深有感觸。

↓鞏俐憑藉1988年的處女作，中國大陸歷史上首次奪
得歐洲三大影展最高獎──柏林金熊獎的《紅高粱》便

為國際所矚目。

↓《聊齋志異》書成後，蒲松齡因家貧無力印行，同鄉

好友王士禎十分推重蒲松齡，以為奇才，聘為《聊齋志

異》題詩

→孔子集華夏上

古文化之大成，

在世時已被譽為

「天縱之聖」、

「天之木鐸」，

是當時社會上最

博學者之一。

★ 全套100冊。每冊3.2∼3.5萬字，圖片100∼120幀，
另有地圖、年表、表格多幅。
★ 每冊長29.5公分，寬23公分。含封面共48頁。高級雪
面銅版紙全彩精印。

規格

主題地圖
延續《再現世界地理》的作法，每冊開頭，精心製作一個3頁的「主題地圖」，匯集該冊內容精華。
「自然篇」，以地形圖表現自然地理概況；「人文篇」，以行政區圖為基礎，表現人文地理的特色；

「城市篇」以市街圖呈現重要大城風貌。

動植物大觀
因地理環境不同，各地的動植物種類也有很大差別。海南

島處處椰樹搖曳，內蒙古草原遼闊。本單元除了介紹各省

常見及特有種動植物，對於珍稀及瀕臨絕種的種植物，如

華南虎、金絲猴、長白松、海南龍血樹⋯⋯等，著墨特別

多，以喚起大眾對保護生物的關注。

自然奇景
中國大陸廣袤的大地上，

處處是自然奇景。如萬馬

奔騰、巨龍咆哮的黃河壺

口瀑布；被譽為「東方第

一奇景」、美如仙境的雲

南高山湖泊瀘沽湖；中國

的「北極」黑龍江漠河村

的極光現象⋯⋯，各地最

壯麗、最瑰奇的風景，都

在這裡呈現。

焦點大圖
本套書最具震撼力的

焦點。每冊選取最重

要、最知名的景點，以

長達4頁的巨幅圖像表
現。維多利亞港夜景、

長城、灕江山水、天安

門廣場、雲岡石窟、黃

果樹大瀑布⋯⋯，俱都

氣勢萬千，視覺效果驚

人。

產業與經濟
改革開放之後，中

國大陸經濟突飛猛

進，各種產業發展

快速。本單元介紹

各省區主要產業及

經濟發展現況。兩

岸經貿關係如此密

切，無論是否赴大

陸經商，經濟議

題都最值得我們關

注。

名人雅士
哪一省的進士、狀元

最多？哪一個城鎮出

了最多的宰相？歷朝

歷代的哲人詩人、英

雄美女都出自哪一

省、哪一鄉？這個單

元將細數從古到今各

地的知名人物，談一

談他們的功績貢獻，

訪一訪他們的故居舊

宅和相關地點。

民居與建築
建築最能反映人與環境的關係。這個單

元，我們可以看到大江南北各式各樣的

建築樣式。無論是廣西侗族的風雨橋、

山西晉商的大宅院，還是福建客家的土

樓，那巧奪天工的建築技術，匠心獨具

的建築創意，都讓人嘆為觀止。

藝術百寶箱
中國各地民間藝術多采多姿，無

論是戲劇曲藝、歌唱舞蹈，還是

五花八門的手工藝，都充滿鄉土

氣息。在這個篇章可以看到浙江

的越劇、福建的提線木偶、河北

的吳橋雜技、陝西的安塞腰鼓、

山西的麵塑、藏人的唐卡⋯⋯，

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名城大都
每一省選取最大、最重要

的幾座城市，作深度介

紹。有的是各省省會，如

福州、太原：有的是歷史

名都，如洛陽、蘇州；有

的是新興工商大城，如深

圳、珠海；有的是國際港

市，如大連、青島⋯⋯

等。這些著名城市各有特

色，值得一一造訪。

大地之美
中國幅員廣大，地形複雜。

這是了解各省自然環境，最

基礎的一篇。詳細介紹各省

的地形特色，描述當地典型

的地貌景觀。有的高山深谷

橫亙，有的平原一望無際，

有的河流湖泊交錯，大地之

美盡覽無遺。

名山大川
山脈、河流是大地的骨幹

和血脈，不但滋養著萬

物，更是人類文明的源

頭、精神的寄託。無論

是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

峰、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

河，還是黃山、五嶽、長

江、珠江、黑龍江⋯⋯，

它們的重要性及美麗的傳

說，在此一一訴說。

教育文化
百年樹人的教育文化

工作無比重要。本書

特別規劃此單元，介

紹各省一流大學及重

要研究機構、博物

館、美術館、圖書館

等。在了解中國大

陸的教育文化現況之

外，更可讓打算負笈

大陸求學的臺灣學子

有所參考。

麵
塑在民間叫麵花，是作為儀禮、歲時

等民俗節日中饋贈、祭祀、喜慶、裝

飾的信物或標誌，是一種由風俗習慣久而積

澱成，極有代表性的地方文化。山西民間麵

民
俗
節
慶 A

rt

	 麵塑造型簡潔渾厚、樸實雅潔，寄託人們追求豐衣足食，萬事如意的心願。

	 堆錦以絲綢錦緞重新詮釋傳統繪畫，化平凡為神奇，世上獨一無二。

心願的寄託

晉北人家供神所用棗山是頗為講究的。

這是因為它是作為一種祭物而出現的。人們認

為它有著某種超於自我的神秘力量，是人與神

的交流橋樑。製作時把發好的麵擀成大三角

形，上麵鋪一層紅棗，再用麵做成盤雲、盤

龍、盤兔、如意紋樣，間或點綴以連理、元

寶、下山虎、上山鹿、瓜果之類，以五穀雜糧

點睛鑲鼻，蒸出鍋來、綿穎憨實，潔白的麵與

深紅的棗、五彩的糧、豆形成色彩上整體的對

比效果。大年初一迎神之時供於神位之前是說

米麵成山，表達一種豐衣足食的美好願望。一

些地方還要在旺火上燃點柏柴，烤食花饃，謂

之避邪饃饃，保一年無災無病，平安吉利。晉

五色斑斕的山西民間工藝

麵塑與上黨堆錦

塑以造型藝術的身份出現是近幾年的事，過

去它只是一種被裝飾過的食品，故從歷史上

講既無作品記載，也無珍品傳世，實在是一

大憾事。

源於節慶的麵塑

當今麵塑稱之為藝術，並且以它絕美的

身姿備受世人青睞，這正是因為它所注入的世

代文化的積澱和創作者絕無的功利思想的熱情

和才思，使得它成為一種出於俗而脫於俗的樸

素文化。也正是借助於世代少有的「重視」，

且落身廣大的民間，才使得它有了條件自由地

按照自身規律生存和發展，有了它少受污染的

鄉間特色，才得以在今天的雅俗文化對流中以

其獨特、完整的形象俏立於於民間藝術之林。

春節山西民間麵塑的主要功能是對天、

地、神的祭祀和祈禱，是追求豐衣足食，萬事

如意的生活理想的體現。春節的麵塑在造型

意識上，大多是抽象性的、信仰性的、理想性

的。供奉天地的叫棗山，祭供灶神的叫飯山、

花糕，形制都較大，謂之米麵成山，晉南傳說

是為紀念大禹治水而作的。祖靈前一隻麵羊為

牲祭之俗，以表虔誠之意。長輩送兒孫後輩

“錢龍”意在引錢龍入府、招財進寶，⋯⋯另

有各種點彩的帶花饃饃，便是酬賓待客訪親探

友的講究禮物。

南麵花中還有「五子登科」、「巧公巧母」、

「萬事如意」等造型。

無論是棗山、飯山還是花糕、可說是在

這一隆重的節日中，鄉間的百姓們自己創作的

一種心靈崇拜物，一種寄託心願的方式。至於

錢龍，則是一種類似於蟾的三足理想動物，表

達民眾一種嚮往富裕的思想。有些地方在臘月

廿三祭灶時還要灶馬灶雞等作為供奉。這些供

物既是供品又是崇拜物，實質上仍是食品，未

了總要分而食之的。正是這些 複合性功能使

它成為一種最易普及、最易傳承的藝術形式。

山西春節麵塑造型簡潔渾厚、樸實雅

潔，是自然崇拜、宗教思想、心理意識、造型

語言的綜合凝聚物。造型一般是外型整潔、概

括，內蘊飽滿豐富，既有幾何直線形式，又有

飽含秦漢遺風的適合紋樣，還有更加具象的獨

具民間造型風格的人物、動物、植物形象。將

各種不同的造型意識融合一體構成了獨特的民

俗節日內容，形成了特殊的民間藝術形式。

立體國畫──上黨堆錦

山西長治的上黨堆錦，也叫「堆花」，

源於唐朝，是一種採用色彩斑斕的絲綢錦緞，

按精心設計的圖案，完全靠手工堆製成具有軟

體浮雕效果的工藝品。此工藝品中的各種人物

栩栩如生，各種動物呼之欲出，有「立體國

畫」的美譽。多年來，面對製作手藝複雜，市

場化推廣難的問題，山西省長治堆錦研究所的

美術工藝師們系統研究並搶救這一極具特色的

中華民間藝術，使得上黨堆錦工藝得以傳承，

並逐步發揚光大。

上黨堆錦藝術，是中華民族發祥地之一

的山西古上黨地區（今長治市）所特有的傳統

手工藝品。西元707年，未登基的唐明皇李隆

基以臨淄王別駕潞州（今長治）時，將宮廷裏

用絲綢製作的工藝品堆絹帶到上黨古城，後流

入民間。千餘年後的1915年，一套春夏秋冬堆

錦四季條屏，以其獨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藝榮

獲巴拿馬博覽會銀質獎，蜚聲海內外。上黨堆

錦藝術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給人以耳目一

新的感覺，是我國民間傳統工藝美術中的一朵

奇葩，享有「立體國畫」之美譽。尤其是上黨

堆錦藝術與佛教文化的緊密結合，使佛像在

長達2500多年平面和立體兩種造像形式的基礎

上，又增添了一種新的軟體浮雕造像形式，

2005年由傳承人凃必成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保護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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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麵塑稱之為藝術，並且以它絕美的身姿備受世人

青睞，這正是因為它所注入的世代文化的積澱和創作者

絕無的功利思想的熱情和才思。

↑春節山西民間麵塑的主要功能是對天、地、神的祭祀

和祈禱，是追求豐衣足食，萬事如意的生活理想的體

現。

↓→未登基的唐明皇李隆基以臨淄王別駕潞州（今長

治）時，將宮廷裏用絲綢製作的工藝品堆絹帶到上黨古

城，後流入民間。千餘年後的1915年，一套春夏秋冬
堆錦四季條屏，以其獨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藝榮獲巴拿

馬博覽會銀質獎，蜚聲海內外。

↑晉北人家供神所用棗山是頗為講究的。這是因為它是

作為一種祭物而出現的。

↓它用絲綢錦緞特殊布料重新詮釋傳統意義上的繪畫，

化平凡為神奇，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在
青藏高原海拔3760公尺的高山上，一

座城堡式的宏偉宮殿巍然而立。紅白

兩色的宮牆依山層層而上，鎏金屋頂在陽光

下閃閃生輝。每年無數藏傳佛教的信徒，歷

盡艱辛，千里迢迢跋涉到此朝拜。這座雄踞

世界屋脊的布達拉宮，擁有許多頭銜和美

稱，它是西藏政教最高領袖達賴喇嘛的駐錫

地，西藏宗教與政治的中心；它是藏人最崇

高的聖殿，藏文化的象徵；它是西藏建築的

天才傑作及珍藏無數藝術瑰寶的寶庫；它還

是世界上海拔位置最高的宮殿。事實上，布

達拉宮不僅僅是座宮殿，它還是供奉神明的

佛堂、歷代達賴喇嘛的埋葬處。這種結合王

雪域聖殿

布達拉宮
	 高踞世界屋脊海拔3760公尺之處，是世上位置最高的宮殿群。

	 西藏政教最高領袖達賴喇嘛的駐錫地，西藏宗教與政治的中心；

	 同時是西藏建築的傑作，藏人心中永恆的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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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達拉宮以紅山為基地，自山腳直至山

頂，依山壘砌，層樓重疊，極為巍峨壯麗。主

樓通高115公尺，共13層。全宮建在一座長方

形的城堡內，城堡東、西、南面設有宮門，東

南、西南還建有碉樓，城牆上開有若干槍砲

孔眼，防衛森嚴。宮殿主要分為兩大部分：下

方西藏政府辦公所在及達賴喇嘛居住的白宮；

中部上方，由佛殿和歷代達賴靈塔殿組成的紅

宮。東西總長370公尺，南北寬約140公尺，殿

宇樓閣近千間，建築面積13萬平方公尺，連同

山下的印經院、監獄、藏軍司令部、後花園等

附屬建築，總計占地36萬多平方公尺，規模十

分宏大。

西藏政務的中心──白宮

經過寬廣的布達拉宮廣場，走上宮殿正

面的寬大石階，即可見東、西兩座大門。東門

18

宮、佛殿、靈塔於一身的建築，為世界所僅

見。

達賴喇嘛駐錫的聖殿

布達拉宮位於西藏首府拉薩市西北的一

座紅色山丘上，篤信佛教的藏民認為此山有

如觀音菩薩居住的普陀山，「普陀」轉音為藏

語，便是「布達拉」。7世紀時，西藏史上最

著名的民族英雄，吐蕃國王松贊干布為迎娶唐

朝文成公主，並誇耀功績，在紅山上建九層華

麗殿宇。據史料記載，當時這座稱為紅山宮的

王宮內外設三重宮牆，固若金湯；內有宮室

一千間，松贊干布與文成公主的寢殿間有一道

夾銀銅橋相連，東門外還有國王的跑馬場。可

惜這座宏偉華美的王宮8世紀遭到雷擊，9世紀

吐蕃王國覆滅，宮殿大部分毀於戰火，以後便

逐漸湮沒了。

一直到17世紀，建立葛丹頗章王朝的五

世達賴喇嘛，為了鞏固政權，樹立權威，在原

紅山宮舊址重建宮殿。工程於1645年開始，三

年後完成，這就是布達拉宮的白宮。建成後，

五世達賴喇嘛從原來的哲蚌寺移居白宮頂上的

日光殿，此後歷代喇嘛均駐錫於此。公元1690

年，五世達賴喇嘛圓寂後8年，為了安放他的

靈塔，當時的執政者在白宮之上增建紅宮，於

1693年完工。據統計，建造紅宮共花費兩百多

萬兩白銀，參與的各類工匠多達數千名，其中

還有清廷派來的漢人、滿人工匠，以及尼泊爾

派來的尼泊爾匠人。他們把各自的工藝技術融

入其中，使得布達拉宮除了藏族風格，還帶有

漢族、滿族及尼泊爾特色。之後歷代達賴喇嘛

又陸續擴建，遂成今天雄偉的規模。

是入宮的正道，登上層層台階，穿過兩邊繪

有四大天王的大門及狹長的廊道，便是一座

面積1500平方公尺的大平台，藏語稱為「德央

廈」，意思是「東歡樂廣場」。以前每逢節

慶，這裡都會舉行歌舞、跳神及藏戲表演，喇

嘛、官員、貴族群集廣場欣賞，而達賴喇嘛則

在廣場對面的日光殿中觀賞。德央廈廣場西邊

為白宮主樓，其東為僧官學校舊址，過去是培

養中等僧官的機構。

白宮外牆雪白，在陽光下特別耀眼。這

裡是西藏政府辦公、達賴喇嘛處理政務及居住

的宮殿。內有東大殿及東、西日光殿等主要建

築。從德央廈西面，沿陡直的三排木梯，先進

入白宮的松格廓門廳。此木梯中間的階梯為達

賴喇嘛和清朝駐藏大臣專用，一般人只能從兩

旁階梯上下。門廳四壁均有彩繪，分別畫有文

成公主進藏、7世紀修建紅山宮和大昭寺的場

面等。

上到第四層，來到東大殿。此殿藏語稱

「措欽廈司西平措」，意為「東有寂圓滿大

殿」，是白宮最大的殿堂，面積717平方公

尺，內有三、四十根巨大立柱。殿內陳設布置

美輪美奐，正北設達賴喇嘛寶座及法器，上懸

清同治皇帝御書「振錫綏疆」匾額，四壁滿繪

宗教故事和歷史人物事蹟。1653年順治皇帝冊

封五世達賴，之後歷代達賴的坐床（登基）和

親政大典，都由清廷駐藏大臣在此主持。

東大殿之上，第五、六層原是西藏政府

及歷代攝政王、達賴經師的辦公處所，目前不

對外開放。再上去，到達白宮頂層，有東、西

日光殿兩大建築群。東日光殿是十三世達賴擴

建的起居室，由四、五間宮室和寢宮組成。喜

足光明宮設有達賴喇嘛寶座，僧侶、官員在此

朝拜達賴；永固福德宮為會客廳，是達賴接見

賓客的地方；護法殿是達賴念經、修行之處；

長壽尊勝宮則是達賴日常起居的處所，內間就

是寢宮（臥室）。隔一個寬闊的平台，對面就

是西日光殿。這是早期修築的達賴喇嘛起居

室，由福地妙旋宮、滿足欲聚宮、喜足絕頂

宮、寢宮和護法殿組成。現在不對外開放參

觀。

←這座雄踞世界屋脊的布達拉宮，擁有許多頭銜和美

稱，它是西藏政教最高領袖達賴喇嘛的駐錫地，西藏宗

教與政治的中心

↑一直到17世紀，建立葛丹頗章王朝的五世達賴喇
嘛，為了鞏固政權，樹立權威，在原紅山宮舊址重建宮

殿。

↓布達拉宮以紅山為基地，自山腳直至山頂，依山壘

砌，層樓重疊，極為巍峨壯麗。主樓通高115公尺，共
13層。

→以前每逢節慶，這裡都會舉行歌舞、跳神及藏戲表

演，喇嘛、官員、貴族群集廣場欣賞，而達賴喇嘛則在

廣場對面的日光殿中觀賞。

↑上到第四層，來到東大殿。此殿藏語稱「措欽廈司西

平措」，意為「東有寂圓滿大殿」，是白宮最大的殿

堂。

↑護法殿是達賴念經、修行之處；長壽尊勝宮則是達賴

日常起居的處所，內間就是寢宮（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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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著名高等學府，美麗的校園，在全中國數一數二。

	 科系、學生眾多，其臺灣研究中心是大陸研究臺灣的重鎮。

教
育
文
化E

du
cation

學校現有13個國家重點學科（政治經濟

學、財政學、金融學、統計學、會計學、高等

教育學、國際法學、專門史、物理化學、分析

化學、海洋化學、海洋生物學、動物學），5

個國家基礎科學人才培養基地，15個博士後流

動站。有2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固體表面物理

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近海海洋環境科學國家

重點實驗室）、1個國家專業實驗室（腫瘤細

胞工程國家專業實驗室）、3個教育部重點實

驗室（水聲通信與海洋信息技術教育部重點實

驗室、教育部現代分析科學重點實驗室、細胞

生物學與腫瘤細胞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第一所華僑創辦的大學

廈門大學

熱心辦學的南洋華僑──陳嘉庚

陳
嘉庚（1874年－1961年），福建同安縣集美社人（今廈門市集美鎮），是馬來

西亞及新加坡地區著名華人企業家，東南亞地區華僑領袖。他在福建與新加坡

創辦多間學校，包括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華僑創辦的大學：廈門大學。今天的集

美大學亦是陳嘉庚創辦的集美學校師範部發展而成。

1910年代，陳嘉庚因發展橡膠事業致富，成為當時馬來西亞最富有的華僑。儘管

陳嘉庚已是稱霸南洋的大實業家，但他的個人生活卻十分簡樸。他極具公益心，尤其

對於興辦教育，非常熱心。早在1913年，他就在家鄉創辦小學，1918年又創辦師範學

校，並設立中學，附設男女小學和幼兒園。隨著他的企業的興旺發展，他又繼續在集

美開辦水產航海學校，商業學校，農林學校，幼兒師範等，同時也設立了科學館，圖

書館和醫院等，使集美成為了系統完整的學村。

陳嘉庚捐資辦學的高峰是在1921年。他

痛感福建文化教育的落後和人才的匱乏，便

決定投資100萬元創辦廈門大學。所有辦學費

用由他一人承擔，包括大學的經營費用300萬

元，也由他分12年支付。對於廈門大學，他

付出了滿腔的心血，從聘請校長和教員，到

校舍的選址設計施工，他四處奔走，嘔心瀝

血，使廈門大學成為中國大陸的知名大學。

↓園區內有教學樓一棟，行政辦公樓一棟，實驗樓一棟

和科研樓兩棟。自現有建築往學生公寓方向的區域，為

海韻園區二期。

→漳州校區位於漳州龍海的招商局漳州開發區內，佔地

2568畝左右，與本部一海之隔，相距僅3.5海里，其建
築風格與本部一脈相承，整體規劃更加科學合理。

林語堂，顧頡剛，薩本棟，王亞南，潘懋源，

盧嘉錫，萬惠霖，田昭武，蔡啟瑞，王洛林，

陳培愛，鄧子基，易中天，葛家澍，葛文勛

等。

5個國家文科重點研究基地。其中8個學科項目

列入國家「九五」「211工程」建設，11個學

科項目列入國家「十五」「211工程」建設。

在廈門大學工作過的知名教授：魯迅，

廈
門大學是中國教育部直屬的綜合性重

點大學，也是中國唯一地處經濟特區

的國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點建設

的高水準大學，同時也被譽為中國最美麗的

大學之一。廈門大學由著名南洋華僑陳嘉庚

先生於1921年創辦，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

一所華僑創辦的大學。

中國最美麗的大學

廈門大學校園包括校本部、漳州校區、

海韻校區和翔安校區（在建）。本部位於廈

門島南端，環繞廈門灣，依山傍海，和漳州

校區隔海相望，佔地近2500畝，校園中心是芙

蓉湖。本部保存有大量的南洋風格的建築，具

有中西合壁的特徵，現已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海韻園區是校本部的一部分，位於廈

門島南端珍珠灣附近，緊鄰廈門軟體園。軟體

學院、信息科學與技術學院、數學科學學院位

於該園區內。園區內有教學樓一棟，行政辦公

樓一棟，實驗樓一棟和科研樓兩棟。自現有建

築往學生公寓方向的區域，為海韻園區二期。

由於拆遷工作複雜，目前的建設出於半停頓狀

態。未來完工之後，整個園區將通過海濱東區

與校本部相連。

漳州校區位於漳州龍海的招商局漳州開

發區內，佔地2568畝左右，與本部一海之隔，

相距僅3.5海里，其建築風格與本部一脈相

承，整體規劃更加科學合理。興建中的翔安校

區將以發展醫學、生命科學與技術等應用科學

為主，最終的辦學規模為3萬人。翔安校區將

成為應用學科創新人才培養基地、高水平科學

技術研究基地、中國孔子學院總部南方基地和

對外開展合作辦學的基地。

重點建設的大學

廈門大學現有在校學生38211多人，其中

本科生20827人，碩士生14901人（含專業碩

士），博士生2483人，外國留學生及港、澳、

台學生2000餘人。迄今為止，已先後培養了14

萬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廈大學習、工作過

的兩院院士達50多人。

↓廈門大學校園包括校本部、漳州校區、海韻校區和翔安校區（在建）。

本部位於廈門島南端，環繞廈門灣，依山傍海，和漳州校區隔海相望，佔

地近2500畝，校園中心是芙蓉湖。

↑行政辦公樓一棟，實驗樓一棟和科研樓兩棟。自現有

建築往學生公寓方向的區域，為海韻園區二期。

↓在廈門大學工作過的知名教授：魯迅，林語堂，顧頡

剛，薩本棟，王亞南，潘懋源，盧嘉錫，萬惠霖，田昭

武，蔡啟瑞，王洛林，陳培愛

→陳嘉庚因發展橡膠事業致富，成為當時馬來西亞最富

有的華僑。儘管陳嘉庚已是稱霸南洋的大實業家，但他

的個人生活卻十分簡樸。他極具公益心，尤其對於興辦

教育，非常熱心。

11.古城老鎮
中國大陸還保留了許多明、

清時期的古城老鎮。一條條

磨光的石板路；一幢幢斑剝

卻精緻的大宅邸；保存完整

的古代貨棧、當鋪、書院、

宗祠⋯⋯讓人彷彿跌入時光

隧道。在數百年前的村鎮尋

幽訪古，別有一番情趣。

還有更多……
本書內容包羅萬象，除了上述精彩單元，還有「地質與氣候」、

「農林漁牧」、「交通運輸」、「人民與語言」、「考古遺

址」、「生活采風」、「土產特產」、「萬花筒」等單元，同樣

引人入勝，每一項都不容錯過。

13.民俗節慶
這是最熱鬧、最具民間活力的篇章。

現場採訪拍攝各省最具特色的節慶：

福建連城客家莊元宵遊大龍、山西

春節鬧社火、海南島冼夫人文化節、

四川彞族火把節、內蒙古那達慕大

會⋯⋯，節慶的歡樂氣氛，讓每個人

熱血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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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現 

78.雲南省（一）【自然篇】 
79.雲南省（二）【人文篇 Ⅰ】
80.雲南省（三）【人文篇 Ⅱ】
81.雲南省（四）【城市篇】 
82.西藏自治區（一）【自然篇】
83.西藏自治區（二）【人文篇】
84.西藏自治區（三）【城市篇】

 全國概論

  1.疆域、政區與土地利用
  2.地形與地貌
  3.資源與物產
  4.產業與經濟
  5.人口與民族

 華北地區

  6.北京市（一）【自然篇】
  7.北京市（二）【人文篇
  8.北京市（三）【分區概覽】
  9.天津市（一）【自然＆人文篇】
10.天津市（二）【分區概覽】
11.河北省（一）【自然篇】
12.河北省（二）【人文篇】
13.河北省（三）【城市篇】
14.山西省（一）【自然篇】
15.山西省（二）【人文篇】
16.山西省（三）【城市篇】 
17.內蒙古自治區（一）【自然篇】
18.內蒙古自治區（二）【人文＆城市篇】

 東北地區

19.遼寧省（一）【自然篇】
20.遼寧省（二）【人文篇】
21.遼寧省（三）【城市篇】
22.吉林省（一）【自然篇】
23.吉林省（二）【人文＆城市篇】
24.黑龍江省（一）【自然篇】
25.黑龍江省（二）【人文&城市篇】

 華東地區

26.上海市（一）【自然篇】
27.上海市（二）【人文篇】
28.上海市（三）【分區概覽】
29.江蘇省（一）【自然篇】
30.江蘇省（二）【人文篇】
31.江蘇省（三）【城市篇 Ⅰ】 
32.江蘇省（四）【城市篇 Ⅱ】
33.浙江省（一）【自然篇】
34.浙江省（二）【人文篇 Ⅰ】
35.浙江省（三）【人文篇 Ⅱ】
36.浙江省（四）【城市篇】
37.安徽省（一）【自然篇】
38.安徽省（二）【人文篇】
39.安徽省（三）【城市篇】
40.福建省（一）【自然篇】
41.福建省（二）【人文篇】
42.福建省（三）【城市篇】
43.江西省（一）【自然篇】
44.江西省（二）【人文篇】
45.江西省（三）【城市篇】
46.山東省（一）【自然篇】
47.山東省（二）【人文篇 Ⅰ
48.山東省（三）【人文篇 Ⅱ】
49.山東省（四）【城市篇】

 華中地區

50.河南省（一）【自然篇】
51.河南省（二）【人文篇 Ⅰ】
52.河南省（三）【人文篇 Ⅱ】
53.河南省（四）【城市篇】
54.湖北省（一）【自然篇】 
55.湖北省（二）【人文篇】
56.湖北省（三）【城市篇】
57.湖南省（一）【自然篇】 
58.湖南省（二）【人文篇】
59.湖南省（三）【城市篇】

 華南地區

60.廣東省（一）【自然篇】 
61.廣東省（二）【人文篇 Ⅰ】 
62.廣東省（三）【人文篇 Ⅱ】
63.廣東省（四）【城市篇】 
64.廣西壯族自治區（一）【自然篇】  
65.廣西壯族自治區（二）【人文篇】 
66.廣西壯族自治區（三）【城市篇】
67.海南省（一）【自然篇】 
68.海南省（二）【人文＆城市篇】

《再現中國地理》100冊目錄

 西南地區

69.重慶市（一）【自然篇】 
70.重慶市（二）【人文篇】 
71.重慶市（三）【分區概覽】
72.四川省（一）【自然篇】 
73.四川省（二）【人文篇 Ⅰ】
74.四川省（三）【人文篇 Ⅱ】
75.四川省（四）【城市篇】 
76.貴州省（一）【自然篇】 
77.貴州省（二）【人文＆城市篇】

 西北地區

85.陝西省（一）【自然篇】 
86.陝西省（二）【人文篇Ⅰ】
87.陝西省（三）【人文篇 Ⅱ】
88.陝西省（四）【城市篇】
89.甘肅省（一）【自然篇】
90.甘肅省（二）【人文＆城市篇】
91.青海省（一）【自然篇】
92.青海省（二）【人文＆城市篇】
93.寧夏回族自治區（一）【自然篇】
94.寧夏回族自治區（二）【人文＆城市篇】
95.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一）【自然篇】
96.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二）【人文篇】
97.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三）【城市篇】

 特別行政區

98.香港（一）【自然＆人文篇】
99.香港（二）分區概覽
100.澳門

中國大陸地理檔案

國       名：中華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首       都：北京市
第一大城：上海市

地理位置： 亞洲東部、太平洋西岸。東經73°至東經135°，
 北緯4°至北緯53°
面       積： 陸地967.2萬平方公里，內海與邊海約470萬平方公里
人       口：13億7053萬人（2010年估計，世界第一）
人口密度：約140人/平方公里
最  高  點：珠穆朗瑪峰（即聖母峰，8844.43公尺）
最  低  點：新疆吐魯番盆地艾丁湖（-154公尺）
主要河流： 黑龍江、遼河、黃河、海河、長江、淮河、珠江、
 雅魯藏布江

主要山脈： 喜馬拉雅山脈、崑崙山脈、橫斷山脈、天山山脈、
 祁連山、秦嶺、太行山、大興安嶺、南嶺

主要高原：青藏高原、內蒙古高原、黃土高原、雲貴高原

主要平原： 東北平原、華北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
主要氣候類型： 溫帶季風氣候、溫帶大陸性氣候、高原高山氣

候、亞熱帶季風氣候

民       族：漢族（91.59%）及其他55個少數民族
官方語言：普通話（漢語）

官方文字：簡化漢字

貨       幣：人民幣
GDP總值：58,782.57億美元（2010年預估，世界第二）
人均GDP：4,382.136美元（2010年預估，世界第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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