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批转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7302.htm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

８日） 国务院同意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文化部《关于请公

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

请研究执行。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等部门＜关于保护我国历

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的通知》（国发〔１９８２〕２６号）

的要求，切实做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建设和管理工作。 

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报告 一九八二年

二月，国务院批转原国家建委等部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

化名城的请示》，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

对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工作起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几年来，各历史文化名城都积极开展工作，

进行调查研究，编制保护规划，采取保护措施，加强维护管

理，处理好保护与开发建设的关系，取得了较大成绩。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公布，也带动了其他城市在发展建设中

注意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特色。当前，城乡经济十分活

跃，各项建设和旅游事业发展很快，为使保护历史文化名城

的工作进一步深入，适时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

，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切实保护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加

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旅游事业，是十分必要的。 经请示国

务院办公厅同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

关规定，我们于一九八四年四月着手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名单的准备工作。考虑到由国家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对国

内外的影响甚大，为慎重起见，我们采取了自下而上推荐，

广泛征求意见的办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推荐了八

十个城市，我们就这些城市征求了各有关方面和专家的意见

，并重点作了实地调查。全国政协文化组和经济建设组曾专

门召集政协委员和专家对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进

行了讨论，提出了建议。此后，我们邀请全国历史、文物、

考古、革命史、建筑、城市规划、地理等各界的知名专家、

教授开会，对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进行了审议。我

们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推荐的名单基础上，综合各方面

的意见，这次，确定三十八个城市（名单及简介附后）作为

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报请国务院核定公布（台湾省的

历史文化名城待以后公布）。 为了切实保护和管理好历史文

化名城，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一、我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

灿烂文化的国家，值得保护的古城很多，但考虑到作为国家

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国内外均有重要影响，为数不宜过多

，建议根据具体城市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分为两级，即

国务院公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公布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二、关

于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的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应是“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

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在具体审定工作中要掌握

以下几点原则： 第一，不但要看城市的历史，还要着重看当

前是否保存有较为丰富、完好的文物古迹和具有重大的历史

、科学、艺术价值。 第二，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单位是

有区别的。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现状格局和风貌应保留着历



史特色，并具有一定的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 第三，文

物古迹主要分布在城市市区或郊区，保护和合理使用这些历

史文化遗产对该城市的性质、布局、建设方针有重要影响。

三、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要保护文物古迹及具有历

史传统特色的街区，保护城市的传统格局和风貌，保护传统

的文化、艺术、民族风情的精华和著名的传统产品。保护规

划要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按《城市规划条例》规定的程序上

报审批。各历史文化名城要制定保护、管理的地方法规，明

确保护对象及其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分别采取相应的保

护措施。四、对一些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

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

、小镇、村寨等，也应予以保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

市、县人民政府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核定

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对“历史文化保护区

”的保护措施可参照文物保护单位的作法，着重保护整体风

貌、特色。五、继续加强宣传，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保护

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重要意义的认识。开展科学

研究，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建设及其社会、经济、文化

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加强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专门

人才的培养工作。六、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保护区

需要一定的资金，中央有关部门及各级地方政府在财力可能

的条件下，应给予支持；同时可依靠社会力量，开辟多种资

金来源。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区、各部门研究执

行。 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及简介 第二批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名单 （三十八个） 上海 天津市 沈阳 武汉 南昌 重

庆 保定 平遥 呼和浩特 镇江 常熟 徐州 淮安 宁波 歙县 寿县 亳



州 福州 漳州 济南 安阳 南阳 商丘（县） 襄樊 潮州 阆中 宜宾 

自贡 镇远 丽江 日喀则 韩城 榆林 武威 张掖 敦煌 银川 喀什 第

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简介 上海 上海是我国近代科技、文化

的中心和国际港口城市。古代这里为海滨村镇，唐天宝十年

（７５１年）设华亭县，宋设上海镇，元置上海县。上海具

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近、现代许多

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都发生在这里，如小刀会起

义、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松沪抗战等。现存

革命遗址有中共一大会址、孙中山故居、鲁迅墓、宋庆龄墓

、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等。文物古迹有龙华塔、松江方塔、

豫园、秋霞浦、唐经幢等。上海近代的各式外国风格建筑在

建筑史上也具有重要价值。 天津 天津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港口

贸易城市、交通枢纽。从金、元时起，由于漕运兴盛促进商

业繁荣而发展起来。明代在此设卫建城，进一步奠定了古城

的基础。保存的文物古迹有天后宫、文庙、广东会馆等。革

命遗址有大沽口炮台、望海楼遗址、义和团吕祖堂坛口遗址

、觉悟社、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等。传统文化艺术有泥人张

彩塑、杨柳青年画、天津曲艺等。现存的过去各国租界地的

外国式建筑和清末民国初年的别墅式建筑和街道，如同一个

近代“建筑博物馆”，很有特色。 沈阳 位于辽宁省中部，汉

代建侯城，辽、金时为沈州，明代在金、元旧城址上重建沈

阳中卫城，一六二五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扩建城池

，增筑外城，是清入关前的政治中心。沈阳故宫是除北京故

宫外，保存最完整的宫殿建筑群。城北的北陵（昭陵）和城

东北的东陵（福陵）是皇太极和努尔哈赤的陵墓。其它文物

古迹还有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处，以及



永安石桥、塔山山城和一些寺观等。 武汉 位于长江的中游，

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相联，水陆交通便利，号称九省通衢

。武汉历史悠久，自商周、春秋、战国以来即为重要的古城

镇，宋、元、明、清以来就是全国重要名镇之一。武汉还是

革命的城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二七”罢工、“八七”

会议等都发生在这里。现存的革命遗址、名胜古迹，有武昌

起义军政府旧址，二七罢工旧址，八七会议会址，向警予、

施洋烈士墓及胜象宝塔、洪山宝塔、归元寺、黄鹤楼、东湖

风景名胜区等。 南昌 位于江西省北部，赣江下游，为江西省

的省会，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南昌水陆交通发达

，形势险要，自古有襟三江而带五湖之称。汉代在此设了豫

章郡治，隋为洪州治，唐、五代至明、清一直是历史名城。

南昌还是革命的英雄城市。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周恩来、

朱德、贺龙等在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组织了南昌起义，

打响了反对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

装斗争的创建人民军队的新纪元。现存的革命遗址和名胜古

迹有“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和纪念馆、纪念塔、革

命烈士纪念堂、方志敏烈士墓及青云谱、百花洲等。 重庆 位

于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水陆交通发达。战国时候，重庆为

巴国国都，称江州。其后两千多年一直为重要的城市，留下

的文物古迹有巴蔓子墓、船棺、岩墓、汉阙等。在近代史上

，重庆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辛亥革命时期为同盟会的重要根

据地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南方局

驻在这里。现存有曾家岩、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新华

日报社旧址及白公馆烈士牺牲纪念地等。还有南温泉、北温

泉、缙云山等名胜古迹。 保定 位于河北省中部，西周属燕，



至战国中期为燕国辖地，北魏建县，唐至明为州、路、府治

，清为直隶省省会。今旧城始建于宋、明增筑，尚存部分城

墙。保定不仅是历代军事重镇，还是一座著名的文化古城。

自宋设州学，清末、民国初年曾为北京的文化辅助城市。革

命纪念地有保定师范学校、育德中学、协生印书局、石家花

园等。文物古迹有大慈阁、古莲花池、钟楼、直隶总督署、

慈禧行宫、清真西寺等。 平遥 位于山西省中部，城始建于周

宣王时期。现在保存完整的城池，为明洪武初年重修，城墙

高十二尺公左右，周长六点四公里，有垛口、马面、敌楼、

角楼、瓮城等。城内街道、商店、衙署等比较完整地保持着

传统格局和风貌，楼阁式的沿街建筑、四合院民居以及市楼

、文庙、清虚观等古建筑都很有特色。城北的镇国寺万佛殿

和殿内塑像是五代遗物，雕塑和壁画十分精美。城西南的双

林寺，殿宇规整，寺内彩塑也有很高艺术价值。 呼和浩特 “

呼和浩特”蒙语意为青色的城，自古就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

族经济文化交往地。现老城为明代所建，清初在其东北建新

城。呼和浩特有许多喇嘛寺庙，著名的有大召、席力图召、

乌素图召等。此外，还有金刚宝座塔、清真大寺、将军衙署

旧址、昭君墓、万部华严经塔、清公主府等名胜古迹。 镇江 

春秋时称朱方、谷阳，秦称丹徒，三国时孙权筑京城后称京

口，北宋始称镇江，为府治。沿长江有著名的京口三山，金

山有金山寺、慈寿塔、“天下第一泉”等；焦山有定慧寺和

“瘗鹤铭”等著名碑刻；北固山有甘露寺及宋铸铁塔等，南

朝梁武帝称之为“天下第一江山”。市内文物古迹有元代石

塔，石塔附近还保持着古街道风貌，还有清代的抗英炮台和

纪念辛亥革命先烈的伯先公园，南郊风景区有招隐寺等。 常



熟 商末称勾吴，西晋建海虞县，南朝梁时称常熟，自唐以后

为县治所在。古城布局独特，城内有琴川河，西北隅有虞山

伸入，人称“十里青山半入城”。现虞山上保存有明代城墙

遗迹，城内街道基本保持明、清格局。文物古迹有商代仲雍

墓、春秋言子墓、南朝梁昭明太子读书台、南齐兴福寺、宋

代方塔、元代大画家黄公望墓等。虞山风景秀丽，有剑门奇

石、维摩寺、辛峰亭等名胜。 徐州 尧封彭祖于此，称大彭氏

国，春秋有彭城邑，战国时为宋都，项羽亦曾在此建都，三

国时为徐州州治，清代为府治。自古兵家必争，是有名的军

事战略要地。文物古迹有汉代戏马台遗址、兴化寺、大土岩

、淮海战役烈士陵园，还有汉墓多处，出土有汉画象石、兵

马俑、银镂玉衣等。所辖沛县有元代摹刻刘邦“大风歌”碑

。南郊有云龙山、云龙湖风景区。 淮安 位于江苏省北部，秦

汉设县，隋、唐至清历为州、郡治，元、明以来，漕运、商

业发达，为运河要邑。城池始建于晋，元、明增筑，三城联

立，至今格局未变，尚保留有部分城墙遗迹。文物古迹有周

恩来同志故居、青莲岗古文化遗址、文通塔、金代铜钟、关

于培祠及墓、镇淮楼、韩侯祠、勺湖园、漂母祠、吴承恩故

居、梁红玉祠等。 宁波 位于浙江省东部，早在七千年前已有

相当发达的河姆渡原始文化，秦时设贸县，自唐以后历为州

、路、府治，并为重要港口，近代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

一。文物古迹有保国寺、天童寺、阿育王寺、天封塔，我国

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天一阁，还有明代的甲第世家、清代

大型民居等。宁波是我国烧制青瓷最早的地方之一，古代造

船及海外贸易发达，宋代已有整套涉外机构，目前尚有遗迹

可寻。 歙县 位于安徽省南部，秦代设县，自唐至清历为州、



府、郡治。城池始建于明，现保存有南、北谯楼及部分城垣

。城内有大量明、清住宅及庭园，一些街巷还基本保持着明

、清时代风格。文物古迹有许国牌坊、李太白楼、长庆寺砖

塔、棠越村牌坊群、新安碑园、明代古桥等。歙县人文荟萃

，有许多名人遗迹，还有歙砚、徽墨等传统工艺品。 寿县 位

于安徽省中部，古称寿春，春秋为蔡侯重邑，后历代多为州

、府治。城墙始建于宋，兼有防洪功能，经明、清修整，至

今保存完好。文物古迹有报恩寺、范公（仲淹）祠、孔庙等

，附近出土许多战国墓葬。城郊有八公山、淝水，是著名的

“淝水之战”的古战场。 亳州 位于安徽省西北部，曾称亳县

。亳，因商汤王立都而得名，以老子之故乡，曹操、华佗之

故里而传闻中外。北周时即名亳州，涡河绕流城东北，古代

水运较发达，商贾云集，会馆林立，曾为商埠，是我国古代

四大药材基地之一。亳州一些老街依然保持着明清建筑的浓

厚风貌。现存的文物古建筑有商汤王陵、曹操家族墓群、华

佗故居、文峰塔、明王台、花戏楼和古地道等。 福州 秦代设

闽中郡，后一直为福建的政治中心，宋末、明末两次做为临

时京都。福州汉代即有海外贸易，宋代为全国造船业中心，

近代是“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城池始于汉代的冶城，晋、

唐、五代、宋几次扩大，奠定了现在市区三山鼎立、两塔对

峙的格局。市区文物古迹有宋代华林寺大殿、崇福寺、乌塔

、白塔、戚公祠、开元寺等，郊区鼓山有涌泉寺及历代摩崖

石刻，还有王审知墓、林则徐祠堂和墓、林祥谦陵园等。市

区三坊七巷保存有大量明、清民居。 漳州 位于福建省东南部

，战国属越，晋设县，自唐以后历为州、郡治所。宋末已有

漳人去台湾，是台湾同胞及海外侨胞的祖居地之一。文物古



迹有唐代咸通经幢、南山寺、文庙、陈元光墓、芝山红楼革

命纪念地等。周围有明建仿宋古城赵家堡、明代铜山古城、

清代军事城堡诒安堡、宋代石桥和云洞岩摩崖石刻等。 济南 

战国时为历下城，自晋以耒历为州、府、郡治所。市区有风

景优美的大明湖和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五龙潭四大泉

群，泉水串流于小巷、民居之间，构成独特的泉城风貌。文

物古迹有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孝堂山汉代郭氏石祠，隋代

四门塔，唐代龙虎塔、九顶塔、灵岩寺，宋代塑像、千佛山

、黄石崖等名胜古迹。 安阳 位于河南省北部，是商代的殷都

，秦筑城，隋至清历为州、郡、路、府治所。市区西北部的

“殷墟”出土有大量甲骨文、青铜器，其中有著名的“司母

戊”大方鼎。旧城基本保持传统格局并有许多传统民居。文

物古迹有文峰塔、高阁寺、小白塔等，城北有袁世凯陵墓，

城西水冶镇有珍珠泉风景区。 南阳 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古称

宛，战国时为楚国重邑，东汉称陪京，后历为府治。文物古

迹有两千年前的冶铁遗址、战国时宛城遗址、汉代画像石刻

，还有玄妙观、武侯祠、医圣祠、张仲景墓、张衡墓等。 商

丘（县） 位于河南省东部，舜封契于商，契后裔汤在此建商

国，北魏、南宋短时做过帝都，秦置睢阳县，自汉代以后历

为郡、州、府治。现县城始建于明，称归德府，城池内方外

圆，城墙及城河、城堤保存较完整，城内棋盘式道路、四合

院民居基本保持传统格局与风貌。文物古迹有阏伯台、三陵

台、文庙、壮悔堂、清凉寺等，还有梁园、文雅台等遗址。 

襄樊 位于湖北省北部，周属樊国，战国时为楚国要邑，三国

时置郡，后历代多为州、郡、府治。襄阳城墙始建于汉，自

唐至清多次修整，现基本完好，樊城保存有两座城门和部分



城墙。文物古迹有邓城、鹿门寺、夫人城、隆中诸葛亮故居

、多宝佛塔、绿影壁、米公（芾）祠、杜甫墓等。 潮州 位于

广东省东部，是著名侨乡。古城始建于宋，现东门城楼及部

分城墙保存完好。城内南门一带有很多明、清民居及祠宇，

反映了潮州建筑的传统风貌。市区有开元寺、葫芦山摩崖石

刻，宋代瓷窑遗址、凤凰塔、文庙、韩文公祠、涵碧楼等文

物古迹。市区西南有以桑浦山为中心的名胜古迹区。传统的

潮州音乐、戏曲及手工艺品对台湾、东南亚均有影响。 阆中 

位于四川省北部，是古代巴蜀军事重镇，汉为巴郡，宋以后

称阆中，历代多为州、郡、府治所，清兵初入川时曾为四川

首府。古城内有许多会馆等古建筑，还保留着主要的历史街

区，传统风貌保存较好。汉、唐为天文研究中心之一，现存

唐代观星台遗址，文物古迹还有张飞庙、桓侯祠、巴巴寺、

观音寺、白塔等，城东大佛山有唐代摩崖大佛及石刻题记。

丝绸是著名的传统产品。 宜宾 位于四川省南部，金沙江、岷

江交汇处，有“万里长江第一城”之称。曾为古西南夷？侯

国，汉为？道，北宋始称宜宾，历为州、郡、府治所。文物

古迹有翠屏山、流杯池、旧州塔、汉代墓葬、唐代花台寺、

大佛沱石刻以及赵一曼纪念馆等。 自贡 位于四川省南部，生

产井盐已有两千年历史，为著名“盐都”。现存南北朝时的

大公井遗址。有的清代盐井至今仍在生产，杉木井架高达百

米，蔚为壮观。自贡还以“恐龙之乡”著称，在大山铺出土

大量恐龙化石，建有恐龙博物馆。此外还有西秦会馆、王爷

庙、桓侯馆、镇南塔等文物古迹。 镇远 位于贵州省西部，汉

设无阳县，宋置镇远州，后历为州、府、道治，是古代东南

亚入京城的主要通道。？阳河穿城而过，北为府城，南为卫



城，皆明代建，现保留有部分城墙。城内基本保持着传统风

貌，四合院民居及沿河建筑富有地方特色。文物古迹有青龙

洞古建筑群、四官殿、文笔塔、天后宫、谭家公馆、祝圣桥

等。城西十六公里处有？阳河风景区。 丽江 位于云南省西北

部，是纳西族聚居地，战国时属秦国蜀郡，南北朝时纳西族

先民羌人迁此，南宋时建城，元至清初为纳西族土司府所在

地，后为丽江府治。现老城区仍保存传统格局与风貌，具有

浓郁的地方特色，新建民居亦就地取材，采用传统形式。文

物古迹有木氏土司府邸、明代创建五凤楼、保存有纳西族古

代壁画的大宝积宫琉璃殿、玉峰寺、普济寺，还有纳西族古

代象形文字的“东巴经”、纳西古乐等。附近有玉龙雪山、

长江第一湾、虎跳峡等风景名胜。 日喀则 位于西藏中南部，

古称“年曲麦”，很早就是藏族聚居地，交通方便，环境优

美，是后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该地建城已有五

百余年历史，十四世纪初，大司徒绛曲坚赞建立帕竹王朝，

得到元、明中央政府的支持，当时日喀则为十三个大宗？（

行政机构名称）之一。噶玛王朝时期，西藏首府设此。现基

本保存藏式传统建筑风貌。有西藏三大宗之一扎什伦布寺，

雄伟壮丽，为历世班禅驻锡之地。城东南有珍贵的宋、元建

筑夏鲁寺等。 韩城 位于陕西省东部，西周时为韩侯封地，春

秋秋韩源，秦、汉为夏阳县，隋代称韩城县。旧城内保存大

量具有传统风貌的街道及四合院民居，还有文庙、城隍庙等

古建筑群，城效有旧石器洞穴遗址、战国魏长城、司马迁祠

墓、汉墓群、法王庙、普照寺、金代砖塔等名胜古迹。 榆林 

位于陕西省北部，古长城边，著名的沙漠城市，是古代军事

重镇的蒙汉贸易交往地。古城建于明代，现城墙大部分尚存



，城内古建筑很多，有新明楼、万佛楼、戴兴寺、关岳庙以

及牌坊等。城北有古长城、镇北台、易马城、红石峡雄山寺

，还有凌霄塔、青云寺、永济桥等。榆林传统手工业发达，

民间音乐“榆林小曲”脍炙人口。 武威 位于甘肃省中部，古

称凉州，六朝时的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唐初的大凉都

曾在此建都，以后历为郡、州、府治。是古代中原与西域经

济、文化交流的重镇，是“丝绸之路”的要隘，一度曾为北

方的佛教中心。著名的凉州词、曲、西凉乐，西凉伎都在这

里形成和发展。文物古迹有皇娘娘台新石器文化遗址，唐大

云寺铜钟、海藏寺、罗什塔、文庙、钟楼、雷台观及碑刻等

。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为国家文物珍品。 张掖 张掖位于甘

肃河西走廊的中部，水草丰茂，物产富饶，因有“金张掖”

之称。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开设河西四郡

以来，张掖一直为通往西域欧亚各国的“丝绸之路”的重要

城市。现存的文物古迹丰富，有大佛寺、木塔、西来寺、鼓

楼、大土塔、黑水国汉墓群等。大佛寺内的大卧佛身长３４

．５米，为全国最大的卧佛。市内还保存有不少明、清时期

的民居，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 敦煌 位于甘肃省西部，周以

前为戎地，秦为大月氏地，汉武帝时设置敦煌郡，为古代“

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自宋至清雍正年间称沙州，乾隆年间

改名敦煌县。文物古迹有莫高窟千佛洞，是中外闻名的艺术

宝库；城南月牙泉，在茫茫沙漠中泉水澄碧，有“沙漠第一

泉”之称。还有敦煌古城遗址和白马塔、古阳关遗址、汉代

烽燧遗址、玉门关等。县境内有汉代长城遗址三百华里、烽

火台七十余座，还有寿昌城、河仓城等古城遗址。 银川 秦为

北地郡所辖，南北朝时屯田建北典农城。自古引黄灌溉，有



“塞上江南”之称。现银川旧城为唐始建，新城前身为清代

建的满城。西夏时名兴州，在此建都达一百九十年。保存有

承天寺塔、拜寺口双塔、西夏王陵等。其它文物古迹还有海

宝塔、玉皇阁、鼓楼、南门楼、清真寺以及阿文古兰经、古

代岩画等。 喀什 位于新疆西部，古称疏勒、喀什噶尔，汉为

疏勒属国都城，自汉至清均为历代中央政府管辖，是古代“

丝绸之路”的重镇。文物古迹有艾提尕尔清真寺、阿巴克和

卓陵墓、经教学院、艾日斯拉罕陵墓、斯坎德尔陵墓、玉素

甫哈斯哈吉甫麻扎儿及佛教石窟三仙洞等。喀什是维吾尔族

聚居地，街道、民居、集市以及音乐、舞蹈、手工艺品都有

浓郁的民族特色。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