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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林 (上)
“桂林山水甲天下”、
“桂林米粉香又
滑”
。這是五十多年前，在有綫廣播電
台「麗的呼聲」常常播放的廣告。至今
耳熟能曉。桂林山水實在美：美得輕
輕柔柔的丶純樸、秀麗而不俗。還有，
桂林米粉的香滑，無論乾拌或加湯都
是那滑不溜秋的，配上其他食材料
「嘣」一聲，在嘴巴內滿滿一口米粉，
咬著咬著吃的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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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天氣有多大的變化，陰天看漫山
雲霧，雨天看灕江煙雨，晴天看青峰
倒影，旖旎的灕江風光是桂林山水旅
遊的精華，這就是任何時候都有她的
美。

瑤族村寨，居住著清一色的紅瑤族。
自古紅瑤族女有儲長髮的傳統習慣，
瑤族女一生剪一次 頭髮，在十八歲
那年。她們常用泡米水洗頭，使頭髮
黑而光亮，味道酸酸地，但是頭髮很
漂亮。全村 60 戶人家中，頭髮長達一
米以上的有 60 名，最長達 1·9 米獲得
“吉尼斯群體長髮之最”號稱第一長
髮村。

歷史最長久，保存得最完好的明代藩
王府—「靖江王府」
，濃縮了最近幾百
年來桂林的歷史和文化，「獨秀峰」位
於王城內的，孤峰突起，陡峭高峻，氣
勢雄偉，被稱為“南天一柱”
，我們常
聽到「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詩句，是最
早刻在此峰。

龍脊梯田距龍勝縣城 22 公里，距桂
林市區 103 公里，景區面積共 66 平方
公里，梯田分佈在海拔 300 至 1100 米
之間，坡度大多在 26 至 35 度之間，最
大坡度達 50 度。從山腳盤繞到山頂，
小山如螺，大山似塔，層層疊疊，高低
錯落。從高處望去，梯田的優美曲線
一條條、一層層、平行、交叉，蜿蜒如
春螺、披嵐似雲塔，顯示了動人心魄
的曲線美。龍脊梯田春天呈現白/楬
色、夏天綠色、秋天金色、冬天藍/白
色，任何季節都好看，各有韻味。
明朝以來，聰明龍脊人民為了進一步
提高生產力，用松木製成水輪車，然
後把它設在山溪邊，攔溪引水，水沖
擊著車輪上的葉片，使水車徐徐轉
動。

這一次再來桂林，是為了一睹天下一
絕的龍脊梯田——位於大寨地區金
坑梯田，在這梯田海裡，最大的田也
「美麗龍脊，清潔景區」是當地展開的
才一畝，其他多數只能種一二行禾的
活動和目標：小巷、主要道路、村屯水
“ 帶 子 丘 ”和 靑 蛙 一 跳 三 塊 跳 的 碎
井、水塘、小河流家園，田園等等，整
田。
體都很乾淨，環境很舒適。傍晚時分，
在龍脊村山腳，坐著一排排龍脊村婦
龍脊梯田始建於元朝，完工于清初，
女，等待生意，如果遇到有要留宿的
距今已有 650 多年歷史。龍脊開山造
旅客談好價格就帶客人回家。龍脊村
田的祖先們當初並沒有想到，他們用
婦女身後背著一個竹籃，裡面有她們
血汗和生命開拓出來的梯田，如今竟
的糧食：玉米、地瓜。就與城市女性的
變成了極受歡迎的旅遊勝地，大家都
包包一樣，放一些她們要用的東西。
想要來體驗這個瀟灑、美妙，其線條
如行雲流水，節奏柔暢；其規模非常
我們參觀屯村展示屋，在村民的家也
壯觀，氣勢宏偉的梯田。他們建設家
買了一碗茶喝喝，還不難喝，賣茶的
園的智慧和力量，從龍脊梯田身上得
亞婆和靄可親，笑容滿面的接待大
以充分地體現。
家。老房子裡還有些茶籽油和辣椒醬
出售，老人家賺些零花錢。
龍脊梯田景區內居住著壯、瑤兩種民
族。平安壯族梯田和金坑紅瑤梯田，
分別代表壯族文化和瑤族文化。龍脊
的壯族是北壯的代表，服飾獨特，風
情獨具。在這裏可看到古樸的壯族民
間舞蹈和保護完美的壯族服飾，也可
聽到優美的壯族山歌，並享受傳統的
壯族風情。

義江緣中國最神秘的少數民族—白
褲瑤，男性穿著白色半長褲，千百年
來生活在大山森林之中，白褲瑤的聰
明才智，在惡劣環境下，山民就用溜
索 Zip－line 渡江，現在被用於娛樂
的遊戲了。而年輕女性傳統的民族服
裝，用一大片布料遮掩前面與後面，
腰間繫上腰帶，兩邊露出兩側的胸
部，這就是她們令人想入非非的民族
服裝。他們的西北特有的農家風貌與
文化風情，在這裏我們可以近距離
義江緣景區位於桂林西北旅遊線世
的領略到，大概了解到他們保留至今
界著名景觀"龍脊梯田"景區的必經
的原始農耕文化和田園風光。
之路，臨桂縣五通鎮，有風情長廊的
桂林西北旅遊線聚集了苗、瑤、侗、壯
等十數個少數民族，雄渾的大山中原
始森林、高山瀑布、峽穀激流、梯田壯
景和火熱的民俗風情交織在一起，形
成桂林獨特亮麗的旅遊景觀。

世界岩溶藝術寶庫「銀子岩景區」
，距
離桂林市中心約 85 公里，離陽朔縣
城約 18 公里。銀子岩景區如一個巨
大的天然 盆景，四周群山環抱，奇特
自然的景觀堪稱鬼斧神工。銀子岩溶
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貫穿十二座
山峰，銀子岩集自然、人文景觀於一
體、千畝桃林、錯落其間、忽冷忽暖的
顏色，呈現幻想的空間。銀子岩屬層
樓式岩洞、包含了上洞、大廳、下洞三
部、繪集了不同年代生長的各種類型
的鐘乳石洞、特色景點數十個，佛祖
論經、坐蓮觀音、獨柱擎天、混元珍
珠、音樂石屏、廣寒深宮、雪山飛瀑、
三絕等。「遊了銀子岩，一世不缺錢」
是當地口頭禪。

侗族非常好客，從女孩出生開始，父
親為女兒捕一甕的魚，每年留下一甕
醃製的魚，每增一歲存一甕魚至到出
嫁，數一數家裡有多少甕魚！就知道
姑娘歲數了。出嫁那天，全部醃魚拿
出烹調招待賓客，當然還有其他豐盛
菜肴請客，流水席三天三夜不停的慶
祝。著名 「風雨橋」也是侗族民間建
築藝術的代表， 具有濃厚侗族色彩。

來到「義江緣風景區」
，讓人感受這與
世隔絕 2000 年的民族，風俗奇特，視
為重於生命的民族。景區與少數民族
建築融為一體，形成一幅美麗和諧的
自然圖畫。

當您乘船在灕江之上，享受灕江兩岸
千姿百態風光，全程 426 公里。灣灣
綠水繞青山，重重青山抱綠水，而陶
醉於迷人的灕江，大自然之中。數不
盡的景點，處處都是詩情畫意，被稱
為「百里畫廊」
，是中國旅遊風景線上
一顆燦爛的明珠。依山傍水而轉，兩
岸山峰偉岸挺拔，形態萬千，山峰的
倒影，若隱若現美不勝收。遊覽灕江，

親愛的讀者：為了讓這份社區報紙內容更好更豐富,請您告訴商家,您的資訊來自亞特蘭大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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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營三十年

經驗最豐富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電話﹕
（770）451-1212
傳真﹕
（770）452-8082
外州﹕
1-800-390-2888
bufordtravel@hotmail.com www.bufordtravel.com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340

謝謝您!

哈爾濱冰雕七日遊 $149.00

泉城濟南，東嶽泰山 7 日遊 $99.00

越南 柬埔寨 7 日遊 $199.00

長沙張家界鳳凰 7 天 $99.00

亞洲名城新加坡，鉑金江南 11 日遊 $49.00

奇山秀水桂林 6 天 $99.00

韓國經典 6 日遊 $199.00

奇秀黃山 夢裡江南 8 天遊 $49.00

臺灣環島七日遊 $249.00

舞動北京 5 天 $49.00

神奇印度 世界文化遺產 6 日遊 $449.00

天府之國-傳奇九寨 8 天 $99.00

沙漠奇跡，迪拜超值享受 4 日遊 $299.00
日本關東關西溫泉 6 日風情遊 $299.00
泰國曼谷、芭提雅 6 天精華遊 $99.00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經驗豐富
★價格合理
★熱誠服務
★國內外特廉機票
★代辦各國簽證
★代理各國航空公司機票
★代理美國本土旅遊及外國旅遊

自即日起
機票者
凡在本社購
即附 贈送
行保險
三十萬元旅 國出發
美
(僅限用於從 )
的美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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