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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旅遊 (上)
久仰大名的中國山西【五臺山】
，今年決
定參訪旅遊。經廈門轉山西省太原市，平
安到達太原機場，由年輕、專業、熱誠的
導遊小候接機。
我們一行從美國出發的 8 位旅客，乘坐十
九人座巴士，加上行李滿滿的一車，大家
開始一個星期的旅遊。

我們參觀第 5、6 及 17、18 四窟的摩崖石
窖，每次參觀人數只容納 20 多人，佛像高
聳，約一層樓高，慈悲俯視眾生，有些是
白色的，有些是彩色的，其中還有很多小
尊佛像，參觀過的也許有千尊，有摩耶夫
人、南無本師釋加摩尼佛、各大天王、眷
屬等等，俯拜諸佛，感念天地、虔敬感恩，
充滿心中。
【雲岡石窟】
，「巧奪天工」
，非
筆墨所能形容。
繼而參觀【九龍壁】
，它是現存最享盛譽
的三座九龍壁中，建築年代最早體積最
大、最富藝術魅力的一座。
古意盎然【平遙古城】——平遙被稱為
「保存最為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而且
展示了明清非同尋常的文化、社會、經濟
及宗教發展。

【五

臺山】顯通寺觀音殿 進入寺內，蒼松古
柏如傘似塔，香煙裊裊中，古韻猶存的殿
堂氣宇軒昂。寬敞的殿院裡由南向北排
列著七座大殿：觀音殿、大文殊殿、大雄
寶殿、無量殿、千缽文殊殿、銅殿和藏經
殿。很有氣勢。殿宇布局和建築形制帶有
宮廷建築的色彩，可謂是明清時代廟宇
建築的典型。

顯 通 寺 銅 殿 是 顯 通 寺 主 要 建 築 —— 銅
殿。據說，這座精美絕倫、價值連城的銅
殿 監 製 於 荊 州，明 萬 曆 三 十 三 年 ( 公 元
1605 年)春運回五臺山。因萬曆皇帝於萬
曆三十四年(公元 1606 年) 五月興工重修
顯通寺而沒有安置，到萬曆三十七年顯
通寺竣工後，銅殿才被安置在這個地方。
這座銅殿是按照萬曆皇帝的意圖建造
的。
清朝康熙第二次朝五臺山時，懷疑這銅
殿不是真材實料，毫不猶豫地抽出腰間
寶劍狠勁劈向銅殿西北角那 根鋼柱上，
結果證明徹里徹外貨真價實。也因此銅
顯通寺大文殊殿。大文殊殿是顯通寺的 殿從此在那根銅柱上留下一道裂紋。
第二重大殿。重建於 1746 年(清乾隆 11 此次旅程看到的都是一些特別景點，非
年)，系木結構建築。五臺山是文殊菩薩的 常值得推薦：如「懸空寺」
，懸空寺顧名思
道場，各寺廟均以供奉文殊菩薩為主。顯 義是離地而建造，建於崖壁之上，海拔
通寺的大文殊殿內，供著七尊文殊菩薩 2017 米，陡峭的北坡遍佈莽莽蒼蒼的松
像：正中的為大智文殊；前面的五位，從 樹林，南坡則有眾多的古代帝王祭祀北
左至右，依次為西臺獅子文殊，南臺智慧 嶽時修建的廟宇道觀。懸空寺為恆山十
文殊，中臺孺者文殊，北臺無垢文殊，東 八景之首，創建於北魏晚期，依山而建，
臺聰明文殊；大智文殊後面是甘露文殊。 鬼斧神工騰空欲飛，徐霞客譽為「天下巨
文殊全稱文殊師利菩薩，是佛祖釋迦牟 觀 」
，被 譽 為 恆 山 第 一 奇 觀，距 今 已 有
尼的左脅侍，他專司「智慧」
，在四大菩薩 1400 多年的歷史。
中地位最高。

崖下有詩仙李白題字「壯觀」
，亦是天下
一絕。多數不能上去的民眾就只能遠觀
和拍攝了！
前往大同，參觀位於大同市西郊，中國
「石窟三聖」之一，與敦煌莫高窟、洛陽龍
門石窟齊名的【雲岡石窟】它始建於 1500
年前，依山而鑿，共有洞窖 45 個，石雕造
像 51000 餘尊，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在世
界文明寶庫中佔有重要地位，被譽為「東
方石窟藝術寶庫」
。

五萬多尊石雕造像，我們參觀二十五石
窖，其中一尊石雕是幾十年前，周恩來總
理陪同法國總統參觀一尊穿著領帶的佛
像，說：「看看我們幾千年前就有戴領帶
了！」法國總統看得目瞪口呆！的確如此，
大家來此參觀時千萬別錯過！

雲岡石窟位大同市武周山，依山開鑿，東
西綿延 1 公里。到達「雲岡石窟」
，是日天
朗氣清，遊客不多，正是參訪的好時候。
甫進門，兩旁石雕高矗聳立，石象列隊歡
迎，別具一格。步行約五百呎，走到旅客
免費乘坐電動車處，上車後，乘坐約十分
鐘，到達「雲岡石窟」的入口處，雙腳一
跨，踏入了北魏孝文帝於西元 12 世紀時，
在遷都洛陽之前所建的世界文化遺產之
瑰寶。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水中古塔，周圍
李花處處，花蕊迎風，古意盎然。
一窖到四窖的作品，因風化嚴重影響，看
不出整體的造型，到了第五窟突然發現
巨大的變化，門不大，約二人可進，行約
二十呎，突然發現巨大石像，約一層樓
高，有一尊佛，有兩尊佛的巨石雕刻，諸
佛目光有平視、有俯視兩手有平放、有執
物等，巧奪天工，目不暇給。旁邊還有一
些中小雕像襯托之下，更讓人感到驚嘆
連連！一尊尊石雕，攝人心魄的作品令人
感到相當驚訝！是中國規模最大的古代
石窟群之一，是中國石窟藝術的一座寶
庫。也是我看到過新疆、敦煌等石窖壁畫 另外有一尊室外的本尊釋迦牟尼佛白色
石雕，莊嚴肅穆，接受眾生禮拜，香雲裊
藝術保存算是完好的。
繞，附近還有數攤小販。

懸空寺現存殿宇、樓閣 40 餘間，建在恆山
天險金龍峽口的懸崖峭壁上，面對天峰
嶺，背依翠屏峰，上接雲端，下探深谷，大
有淩空欲飛之勢。面對青山，崖屏障，修
行悟道，千古一絕。樓梯只容一人上下，
也因此每次只允許五十人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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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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天臻品江南豪華美食遊 $49.00
6 天北京超值豪華團
$49.00
華東，山東 , 廣東，廣西, 福建, 海南, 雲南, 四川, 湖南 $99 起
泰国风情曼谷芭堤雅 6 日游 $99.00
越南柬埔寨 7 日 $199.00
浪漫韩国 6 日遊 $199.00
台湾环岛经典 7 日 $249.00
6 天晶鑽 日本、關東、關西 $4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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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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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