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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们： 大家好，古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欢迎

大家来到美丽的藤县，在这样美好的季节里，与大家在此相

遇、相识，我感到很高兴！希望藤县美丽的风光能给大家留

下深刻的印象，并留下最美好的记忆。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大家可以叫我小×，今天，大家的石表山景区

休闲之旅将由我来做向导，整个行程约需1天的时间，希望大

家都玩得开心，快乐！ 现在我们的车子正在沿着藤（县）容

（县）公路向景区驶去。石表山休闲旅游景区坐落在藤县象

棋镇道家村，距离县城43公里，车行约50分钟就可以到达；

过了景区，再往前走40公里，就到了容县县城，那里有江南

四大名楼之一的真武阁。相信大家在此之前对藤县还不是很

熟悉吧？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就让我先为大家做个简单的介

绍吧。 藤县历史悠久，1963年广西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来藤县

进行田野考古时，共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10多处，证

明了距今约1万年至4千年前，这里已有人类活动。 在秦朝以

前，藤县属于百越地，即众多部落聚居地。秦始皇三十三年(

公元前214年)，藤县划入秦朝的版图，属南海郡辖地，郡治

番禹（即今广州）。秦末汉初，赵陀在南方建立南越国，藤

县属南越国。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了南越国，并设置南

海、苍梧等九郡，这个苍梧郡其实就是现在的梧州市，而藤

县当时被称为猛陵县，属苍梧郡管辖。三国时代，今藤县属

吴国辖地，区城仍是苍梧郡猛陵县地。后又几经更变，到隋



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开始设立为藤州，明洪武十年（公

元1377年）降州为县，命名为藤县至今，属梧州市管辖。 藤

县的地理位置很优越，处在南北亚热带气候区的过渡带，北

回归线从中部经过，县境内地形以丘陵为主，水资源丰富，

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26条，全国第三长，年流

量第二的珠江主干流——浔江从县境中部流过，古代南方水

上丝绸之路，全国难得一见的向北流的河流——北流河（又

称绣江），在县境蜿蜒流过。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气候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造就了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使藤县

处处都显山青水秀，处处都是入目美景。此外，藤县现在森

林覆盖率达70‰，空气质量非常好，已探明的矿藏有钛铁矿

、黄金、高岭土、花岗岩、铝、锌等共20多种，其中，钛铁

矿藏量大，品位高，全县总储量2000多万吨，堪称“中国钛

白之都”。这里物产丰富，是全国肉桂之乡，八角之乡，大

宗农副产品有茶叶、香芋、粉葛、桂皮、龙眼、荔枝、沙田

柚、无籽西瓜、米粉、大头菜、咸酸菜、三黄鸡等，其中，

无籽西瓜、桂皮、桂油、八角、三黄鸡是国家优质出口产品

，2007年，藤县还被评为了全国科技示范县。 藤县山川钟毓

，物阜民丰，得浔江、绣水之秀，群山之灵，自古文风鼎盛

，人才辈出，是广西较早接受中原文化，经济文化开发较早

的县份，也是广西历史文化积沉深厚的大县之一。历代曾出

状元1名，进士22名，举人233名。人文理想，对藤县文化影

响深远，优良传统文化代代相承，产生了众多历史名人。这

里是古代受万民敬仰的“河神”龙母的故里，龙母至今受人

崇敬，历朝皇帝都有敕封，秦始皇还亲自题写“秦龙母墓”

碑文；藤县还是唐代广西第一名进士李尧臣的故里，唐太宗



赐其门里为“登俊”，现在县城里还有登俊路，古迹犹存；

五代时又有“不为阿世苟合”的隐逸诗人陆蟾；宋代有位列

历史上七十二高僧之中，被仁宗皇帝赐名“明教大师”，并

曾在杭州灵隐寺做住持著名高僧契嵩；有“三元及第”、四

朝重臣冯京；明末有血泣山河的民族英雄袁崇焕；清代有英

风凛然的太平天国四王李秀成、陈玉成、陆顺德、李世贤，

著名诗人苏时学；现代有抗日名将石化龙、革命骁将李振亚

、史志学家莫乃群等等。在现在的北京军事博物馆里，共

有100位在历史上有卓越成就的将军入选其中，而我们藤县就

占了三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家能猜出是谁吗？对，他

们就是袁崇焕、李秀成和陈玉成，他们不但是在我国有很大

的影响力，在国际上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此外，汉代大将军

马援，唐代名将李靖、鉴真和尚、诗人宋之问，北宋大文豪

苏东坡、苏辙、秦少游，南宋吏部尚书李光，明代大学士、

主修《永乐大典》的解缙等文武官员、骚人墨客都曾客寓藤

州，留下不少胜迹和诗词文翰，使得县内很多自然景观都被

烙上历史的痕迹，名人故居遍布，古建筑、古遗迹层出不穷

。藤县曾有光华亭、江月楼、孔庙、李卫公祠、水月阁等亭

、楼、庙、阁30多座。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楼、阁已经在

岁月的洪流中湮没了，但龙母庙、浮金亭，纪念苏东坡的访

苏亭，纪念冯京的三元亭、纪念太平天国四王的四王亭，及

袁崇焕宅基地和纪念碑、太平镇二帝与义学庙、都坡文昌塔

、道家福隆庄、东养民居、授三公祠、朱家宗祠、菊魁亭、

山伯和英台庙等古迹仍保存完好，大家有机会还可以一一看

看。 藤县出土的文物、古遗址也特别多，如战国时的兵器铜

钺、汉代时的四神规矩镜、中国铜鼓八种标准类型之一的国



宝东汉冷水冲型铜鼓、唐代的瑞兽鸾鸟葡萄镜、东汉南北朝

时的古龙窑址、南朝时的古墓、隋时的猛陵墓、唐代的灵济

寺与园雕石佛等。 我们这里还有一座宋代的中和窑址，是自

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基地，生产的青花瓷明快、清新、雅致

、大方，装饰性强，素为国内外人士所珍爱；这类瓷器在世

界制造瓷器的工艺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堪与当时的景德

镇瓷器相蓖美，还远销西亚等国，被列入《广西博物馆馆藏

古陶瓷精粹》一书。众所周知，中国之所以被称为"china"，

就是因为中国陶瓷的实用性、艺术性和高超的制作技艺受到

了外国人高度的赞赏和极度的推崇，因而“陶瓷”也成了“

中国”的代名词。 宋代因辽、金割据，陆上丝路中断，中国

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除了通过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外，很

大部分沿北流河走合浦港这条路线。所以，北流河边的中和

窑瓷器无疑在中国陶瓷出国史上划有浓重的一笔，这从中和

窑瓷器带有西亚及海外风格的图案中可见一斑，也可从现在

遗存的像十三座大山一样的窑址中可以想见当年的辉煌，然

而，就是这样鼎盛与辉煌的中和窑却仿佛一夜之间销声匿迹

，在史书中也很难看到对它的记载，这之间究竟隐忍着什么

样的故事与内幕？这确实是个难解之迷，这个迷引起了全国

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但至今仍没有人能破解。 除了刚才

提到的那些，我还要说说诞生在我们这里的著名的“东方狮

王”狮队，这支在简陋环境里训练出的农民狮队，勇敢地走

出国门，以高超的技艺、惊险绝仑的表演赢得了世人的赞叹

，在2004年马来西亚的云顶杯世界狮王比赛中，一举夺魁赢

得了“世界狮王”和“东方狮王”的称号。在此后的各种赛

事中也屡屡夺奖，在海内外都有了极大的声誉，等会我们到



石表山景区时，也可以看到他们精彩的表演。 藤县旅游资源

丰富，县城有古藤八景、东山美景等，吸引了不少名人墨客

到此吟诗赋咏。北面有国家森林公园太平狮山。还有石马山

、小娘山、小九寨沟、罗漫山、州岛及天平新马袁崇焕故里

等。好了，说到这里，大家对藤县应该已经有个大概的了解

了，下面，该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石表山休闲景区了

。 前面我们说过，石表山景区就坐落在象棋镇的道家村， 现

在我们已经来到象棋镇境内了，那么，我就从象棋镇说起吧

。 关于象棋镇，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大家想不想听啊？好，

那我就跟大家说说。据传说，玉皇大帝的文武百官中，不乏

各路天神天将，也有掌管着天仙们娱乐的奇才仙人。一日，

打遍天上无敌手的棋圣，十分苦闷的向玉皇大帝禀告，自己

在天上实在痛苦万分，想下到凡间找一个对手以解心中的郁

闷。玉皇大帝看他确实很难受，便应允道；好吧，那你就快

去快回，不过天上都没有你的对手，人间又怎能找到呢？ 棋

圣谢过玉皇大帝，便一路驾云下凡，遍寻人间对手。凡是棋

圣以为还可以一博的，都尽数败在他的手下，无人能敌。棋

圣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终日以酒解愁⋯⋯。 终于有一天，

棋圣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煎熬，准备回到天上去了，正在向上

行走之时，忽然发现云朵下面一个山头上，有一老人正自己

与自己对棋。老人白发遮面，两鬓银丝一尺有余，如磐石般

稳坐石椅。棋圣有些好奇，轻轻飘至老人对面，老人竟毫无

察觉。棋圣近前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老人所布棋局

竟是一盘残局，而且极其深奥诡异，棋圣心中大喜，庆幸自

己总算找到了对手。棋圣先向老人行了大礼，然后说道；老

人家，我可否加入此局与你对棋？老人眉眼未动，轻轻问道



；怎个对法？棋圣说；我让你一步，只对一局，可否？老人

轻轻一笑说道；我让你三步，只对一局。棋圣不敢相信自己

的耳朵，怔怔的看着老人。老人此时说道；开始吧。棋圣不

敢怠慢，遂与老人下了起来。不到一个时辰，棋圣慢慢起身

道；真是好棋！我输了⋯⋯老人仍然不动，棋圣问道；老人

家请问您的尊姓大名？老人轻轻说道；不送了，好自为之吧

。棋圣羞愧难当，低声问道；那请问老人家，这地方叫什么

名字？老人仍然很轻的声音回答道；象棋镇。棋圣一愣，口

中念道；象棋镇？遂恍然大悟，拜了老人后，匆匆驾云而去

。不久，玉皇大帝闻听此事，遂命人在象棋镇的天空上写下

；天下象棋，唯有此镇。那一日，全天下之人都看到了此句

，从此以后，每年的这个日子，天下所有象棋高手云集此镇

，一搏高低⋯⋯所以，直到现在，这一带人都喜欢下象棋，

而且不乏棋中好手。 好了，刚才我们所以的只是传说，但关

于道家村的由来，历史上是有专门的记载的。 道家的称谓，

最早来源于“窦家”。相传东汉建武18年（公元25年），交

趾郡女子征侧和她的弟弟征贰一起起来造反，光武帝刘秀就

派大将马援率2万多人的军团前去平定，当他们来到道家时，

刚好遇到山洪暴发，江河横溢，被困了一个多月，无法继续

发兵前进。马援见滞留时日太长，恐怕有负皇命，心里很着

急，有一天，当他一个人独自到在河边察看洪水时，不想，

拿在手上的《道德经》竟然失手掉到河里去了，这一掉不要

紧，没想到原来洪波滚滚的江水竟然一下子平息了下来，马

援大喜，马上挥师溯流而上，径往交趾，一举平叛了二征的

叛乱。当马援带着队伍得胜归来又路经道家时，听到山民们

唱的山歌，又感慨先前的伏波际遇，忍不住感慨一声“到家



矣！”刚好又有个渔人将捞得《道德经》赶来奉还给他，马

援更是称奇，于是，就以得道之家赐以道家之名。谁知当地

人会错了意，以为他是感慨当时借窦穴居兵，而且，当地刚

好有“窦”姓人，所以，就错听为“窦家”了，此后， “窦

家”的名称就留传了下来。 到唐初时，土著人窦始在石表山

上自封为王，叫窦家土司，又叫窦家寨。到唐天宝年间，皇

帝敕封窦圣为司官叫窦家司，窦家的名声就更加响亮了。对

于窦圣封司，里面还有一段传奇故事，至于故事是怎样的，

在这我先卖个关子。后来到了明朝的时候，窦家司又经曾、

梁、谢各姓人继署司官、巡司，但仍称窦家司。到清光绪年

间，窦家人杨道留学日本，又参加孙中山同盟会后，接受了

新思想，于民初任融安县县长时，认为窦家的“窦”已失去

意义，“窦家”已成为历史，应改称“道”家，并报请当时

政府备案，自此，“道家”便沿用至今。 道家因为正处思罗

河与北流河交汇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所以，从隋唐起，

历代窦家均设驿站，传递皇帝政令，接待来往官员。当时，

从京都到南方交趾、雷州、廉州、高琼等边远地方赴任或贬

谪的官员，都经长江入湘江，过漓水，到苍梧，溯浔江，到

藤县，入绣江，经窦家至北流。正因为那里环境优美，资源

丰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特别是得益于北流河这条“水上

丝绸之路”，使得窦家占尽天机，曾一度非常辉煌。那里帆

桨往来如梭，船歌响遏云天，人文荟萃，货物奇居，成为商

品集散地，也成为中原文化南移的一个交融点。明清时期，

粤东客商在此经商者多达二三十家，街上店铺林立，还有司

衙、学堂、旅店、酒楼、会馆、作坊等，一派繁荣。就在解

放前，这里还有100多条船停靠在码头沿岸，附近镇、村的人



都羡慕地称这里为“小南洋”。 道家村历史悠久，物产也很

丰富。 著名的产品有软枝沙田柚、尚书柚、沙糖桔、野生红

菌、米酒等土特产。 软枝沙田柚主要采用无公害、有机生态

栽培技术管理，以果形端正，品质优良，果肉爽脆，味蜜而

著称，多次荣获全国柚类评比金杯奖和优质柚类称号，20多

年来每年均为国家指定的特供国宾果品。 尚书柚是优质早熟

蜜柚，品种名称以藤县藉明末民族英雄、兵部尚书袁崇焕命

名。一般在每年的9 月中下旬成熟，供应中秋、国庆两节。

果肉爽脆，甜酸适中可口，品质在福建溪蜜柚之上，在第四

、第五届全国柚类评比中荣获金杯奖和优质柚类称号。 沙糖

桔则心果实皮薄核少、汁多渣少，清甜爽口，著称，每年 11 

月至次年 2 月为采收期，产品多销往国内大中城市、港澳及

东南亚地区等。 红菌属野生珍贵的食用真菌，因菌丝不能分

离，故至今无法进行人工栽培,日见珍贵。据说，全国只有两

个地方能产这种菌，一个是武夷山，一个就是道家村一带了

。红菌内含高蛋白及丰富的维生素B、D、E，碳水化合物，

氨基酸，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铁、锌、硒、锰等）等。红

菌有补血健体，祛湿防癌、抗血脂、防心脏病和软化脑脉、

降低血压、减少胆固醇，治疗腰腿酸痛、手足麻木、筋骨不

适、四肢抽搐、清凉解毒及治疗贫血、水肿、营养不良和产

妇出血过多等疾病，还具有增加机体免疫力和抗癌等作用，

经常食用，可使人皮肤细润，对防治产妇贫血有独到的效果

，是具有特殊食疗价值的纯天然绿色食品。都说送礼送健康

，大家回去的时候，别忘了给你的亲朋戚友们带些回去哦。 

道家的米酒是用道家村最好的糯米来煮成酒饼，然后放在 度

的酒窑里 ，发酵，再用石表山上的泉水来酿就的，这样酿出



的米酒味道纯正，满口飘香，跟市场上卖的勾兑酒完全不一

样，绿色、健康，本地人都爱喝，我们县政府用来招待客人

用的都是这种酒，很多领导、客人来了，也都点名要喝，说

这种“土茅台”比市面上卖的茅台好喝多了。不信，大家到

景区吃饭时就可以一品为鉴啦。 好了，说了这么多，还没真

正说到我们石表山景区呢。石表山的名称也是有来历的，是

因其北端两座形如华表的山峰叫“华表双峰”而得名。景区

总面积约16平方公里，是集休闲、度假、揽胜、礼佛于一体

的综合性山水诗画景区，包括思罗河漂流景区、石表山寨景

区、道家古村和道家沙滩公园等景区。明澈的河水，洁净的

沙滩，深幽的峡谷，青葱的竹林，神秘的山寨，鬼斧神工的

丹霞景观，古朴天成的村落，融合了自然的钟秀、文化的气

韵和历史的沧桑，使得整个景区独具特色，魅力无穷，构成

了天人合一、山水互依的诗画美景。 特别是思罗河漂流，是

最让人心旷神怡的。思罗河河水清澈，环境清幽，满目所及

，都是青山绿水，妙不可言。思罗河的河面不太大也不太小

，最窄处约30多米宽，最宽处也就百十多米，既不显得空旷

也不显得逼窄，水也不特别深，最浅处竹排几乎可以擦着底

下的沙子滑过，伸伸手，就可以掬起一捧水，捧起一捧沙。

悠长的河面会因远近深浅和天色的不同，幻化出不同的色彩

，或浅蓝，或深翠，或鹅黄⋯⋯像一位身着旗袍的端庄女子

，韵致生动，沉美淑静。如果是夏天的早上，河边的竹林里

各色各样的鸟儿便齐声歌唱，有如天籁之音，婉转动听，扣

人心弦，还有一种鸟儿，叫声清脆，细听来很像是在叫“思

罗河，思罗河”，让人惊奇不已。若是5月份，在沙滩边上，

还能看到野百合，若是9、10月份，还会有很多白鹭在这里停



留。总之，不管是怎样的季节，来到这里，思罗河带给大家

的都是永远难忘的惊喜。而这样的惊喜，我们等会很快就能

感受到了。 当然，石表山景区的美景是各不相同，各有特色

的，对于石表山寨，沙滩公园的无穷魅力，我在这里先卖个

关子，不多赘述。总之，这方山水在此已守候了千万年，只

等着您的到来，所以，大家等会就可尽情地投入到山、水的

怀抱中，去享受大自然最温情的拥抱！ （思罗河漂流） 大家

看到左边竖起的标识牌了吧？对，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将从

思罗河漂流开始，这里就是我们要漂流的起始地岭景镇佛子

洲的漂流码头。 可以下车了，请大家带好自己的物品。思罗

河的河水虽然很平缓，但为了安全起见，等会上竹排时，工

作人员会发给我们每人一件救生衣穿在身上，请大家到时要

系好。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登上竹排了，大家坐好罗！ 现在

，在我们身边潺潺而流、伸手可触的这条河流就是著名的思

罗河了，这里河水清澈，空气清新，翠竹葱郁，藤蔓如帐，

远山如叠，环境清幽，活脱一幅唐宋时代的山水画卷。不用

我多说，大家先静静地感受一下思罗河的美吧！ （船工已开

始撑排，竹排在水面上慢慢滑行。几分钟后继续介绍） 看到

大家陶醉的神色，我知道大家已经被思罗河深深地打动，并

已融入思罗河的静美当中了。现在，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思

罗河吧。思罗河发源于距此月40公里的容县大容山，经无数

山峦、村庄，一路蜿蜒，最后在道家村注入北流河。我们刚

才起漂的地方叫佛子洲，很有禅意的一个名字。有一位精通

易经和佛道的作家第一次来这里时，就说过，石表山景区是

一个很有祥气的景区，坐落在象棋镇，又在道家村，而这里

又恰好称做佛子洲，名字起得很巧，很有意思，也很有深意



，似乎把“儒、释、道”全都包在其中了，所以，这石表山

之旅，必是一次清爽、吉祥之旅。作家说的话很有道理，所

以，我们今天的石表山之旅，也必定是一次欢乐的吉祥之旅

。 思罗河漂流属于自然、生态游，整个漂流游程约7公里，

漂流时间约1个多小时。思罗河漂流很有特色，河水清澈、舒

缓，河道迂回、曲折，在拐弯处，又常有沙滩显露，而较大

的沙滩有三处之多，所以，素有三滩九洲十八弯之称。而且

，思罗河前半段主要是河流与田园风光的结合，后半段则是

河流与丹霞地貌的结合，所以，我们既可以细细地感受思罗

河的温柔和宁静，也可尽情地欣赏沿途美丽的风光，把自己

的身心完全地晾晒在大自然中。 思罗河最早时并不叫思罗河

，它是叫泗罗河的，后来为什么又改叫思罗河了呢？说起来

，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大家还记得我前面说过的明朝主修《

永乐大典》的翰林学士解缙吧？１４０７年，解缙被官贬广

西任布政使参议期间，因惊诧古藤州美景，便与藤州好友傅

惟宗沿绣江（即北流河）往南一路上溯，至窦家寨（也就是

现在的道家村），见这方村落虽一片翠叠，却又骑楼排布，

热闹非凡，可谓是风景别样，于是决定上岸走走。 这位有金

榜神童美誉的大明才子，颖敏绝伦，学富五车，但酒足饭饱

之后，觉得此处虽美，村庄杨梅果熟，然而心底却又缺少点

什么似的，所以对眼前景致并不多加留恋，只想快点回程。

本来，傅惟宗此次陪伴，一来是想让仕途坎坷的朋友散散心

，二来是希望解缙能为藤州多留些诗篇，这时见解缙如此这

般，也只好作罢，便跟随走下船去。不料，就在两人到码头

跨过船只之时，解缙眼前突然一亮，见到泗罗河口正在上行

的家船上，立着一俏丽女子，粉红的脸蛋，新月的眉，猛然



勾起解缙的心伤。他觉得这女子简直就是在京城曾经暗恋自

己，不满父母包办而以死抗婚的曹姑娘。这时，那位俏丽的

家女似乎也看到了张口呆立的解缙，掩面一笑，正是这勾魂

的一笑，引得解缙决定跟踪而去。 一路上，解缙顾不上欣赏

两岸的旖旎风光和阵阵鸟声，至思罗河中段的仙女把水口处

，终于追了上来，可是又碍于自己的身份不便开口，好友傅

惟宗一切看在眼里，便以有要事须与船工商量为由来到那女

子的船上。傅惟宗从那船回来后，便在解缙耳边如此这般地

耳语了一番，说得解缙不断摇头，不胜感慨。原来，这名正

处在豆蔻年华的女子姓罗，在江口处见到眉目清秀的解缙时

，也不由芳心一动，只是自己早已有了婚约，虽也倾慕公子

，却是身不由己了。老船工说请公子省了这份心思吧。 事至

如此，加上天色已晚，解缙只得带着落寞的心情和傅惟宗回

到窦家寨投宿。仕途、爱情均不如意的他，一夜碾转难眠。

次日一早，便冒着山雨匆匆走上开往藤州的船只。船至绣水

江心之际，却说山雨骤停，阳光明媚，使得窦家寨处在一片

云蒸霞蔚之中。向来放歌山水美景的解缙，也被眼前仙景般

的画图吸引住了，再看村寨边的泗罗河，正是春潮涌动，新

水初生之时，与山寨交映相辉，阳光下，象是新绿中的片片

桃花盛开。那不是昨夜使自己魂牵梦萦的地方么？寨子、朝

雨、阳光、春潮、村内的杨梅、江中的鸟声、豆蔻年华的罗

姑娘、昨夜的碾转难眠⋯⋯一切一切，全在心头翻滚，激荡

。傅惟宗站在一旁，惊喜地听着解缙一字一句地咏叹：“窦

家寨前朝雨晴，思罗江内水初生；杨梅果熟春将暮，豆蔻花

开鸠乱鸣。”傅惟宗也清清楚楚地听到，“泗罗河”此时在

解缙的嘴里，已变成“思罗河”了。后来，这首诗留了下来



，思罗河的名称也因此改留了下来。现在，让我们循着这条

与解缙有着不解之缘的河流慢慢地一路漂流吧，与山水对话

，与心灵对话，与明朝的大学子对话，一起来感受一份宁静

，一种心境吧！ （群象过河） 大家看，在我们右边的这几面

丹崖连起来看像什么呢？对，这里就是群象过河一景了。大

象是世界上最大的陆栖动物，仅有2属2种，即亚洲象和非洲

象。亚洲象历史上曾广布于中国长江以南的南亚和东南亚地

区，现分布范围已缩小，主要产于印度、泰国、柬埔寨、越

南等国。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也有小的野生种群。非洲象

则广泛分布于整个非洲大陆。大象多为群居，不同的是非洲

象的领头象都是雄象，亚洲象的领头象则是雌象。大象以植

物为食，寿命约80年，象牙则是名贵的雕刻材料。现在，大

象已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加以保护。传说

，因为思罗河的河水清澈甜美，这群大象不远万里，从印度

那边赶过来这里喝水呢，因为留恋这里的美景，竟然化成化

石一直守在这里了。 （华留洲） 现在我们准备经过的河滩就

是华留洲了，这里也是整个思罗河漂流中水流最急的地方，

但是大家别担心，有惊无险，在平缓中带点刺激，会是另一

番感受。 华留洲在当地又叫“马骝洲”，“马骝”是猴子的

俗称，平常大家说到急性子的人都喜欢形容为“猴急”，现

在，村民们把水流湍急的地方形象地称为“马骝洲”，可见

中国的文化很多都是雅俗共赏，无处不在的。 (简介道家的山

歌) 有水的地方往往比较有灵气，因为道家这带地方水特别好

，所以，这里的水文化、民俗文化也特别丰富。现在不是流

行原生态吗？大家想不想听一段出自我们道家村的原生态歌

曲？好，船家，那就为大家唱一段吧，让大家伙感受一下我



们道家原汁原味的山歌。 (船家唱)：“阿妹你生来白漂漂，

好象石灰刚出窑．．．．．．” 大家能听懂这句歌词吗？这

就是我们本地的山歌，意思是妹子你长得很白，白得就像刚

出窑的石灰一样。这些歌谣都很有意思，它的一个很大的特

点就是大量运用比喻，而且，用的都是生活中很常见的，很

生动贴切，又显浅易懂的比喻。 除了这种山歌，这里还有年

宵歌、唱春牛、船家水路歌、十二月采茶歌、撑笛、嫁娘词

、家谣等，还有已经被列为广西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牛

歌戏等。牛歌戏是我们的地方戏，不但深受我们当地群众的

喜欢，在周边县、市也很受欢迎，那些牛歌戏碟在当地的发

行量绝对不会少于那些天王巨星的流行歌碟。至于它的唱法

是怎样的，在这里，我要先吊吊大家的胃口了，到了主景区

时，我再给大家揭晓吧。 好了，说了这么多，就请我们船家

再为我们唱几句家谣好吗？ (船家唱： 亚爹又亚嫂呀! 船头有

风唔打横里呀， 就将钱两打扮你娇莲咧。 亚爹又亚嫂呀! 紧

水抛锚船会流落湾呀， 个条钱债等爹还咧。 亚爹又亚嫂呀! 

珍竹共头落硬贴呀， 贴干贴净为你娇莲咧。 亚爹又亚嫂呀! 

出世三朝我嫂看成宝呀， 上包背带下包裙咧， 亚爹又亚嫂

呀! 人家坐月食姜又食醋呀， 我嫂捱无油头菜捱到娇成人咧

。 亚爹又亚嫂呀! 你怀养养娇又舌本呀， 养猪活狗仲会赚手

花银咧。 大兄又大嫂呀! 你睇戏就睇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呀

， 我嫂照书看落花会待老爷安人咧。 大兄又大嫂呀! 我嫂是

罗裙你姑亦是带呀!兄嫂 你姑风吹裙带入了九层云咧。 《新

娘过礼船歌》) （河马饮水） 大家看前面这个景又象什么呢

？对了，这里就是“河马饮水”一景了，很神似吧？ 河马主

要居住在非洲热带的河流间，它们喜欢栖息在河流附近沼泽



地和有芦苇的地方。生活中的觅食、交配、产仔、哺乳也均

在水中进行，是世界上嘴巴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河马素好

群居。善游泳，怕冷，喜温暖的气候。河马的潜水本领极高

，能泡在水中数小时或数日，常常潜伏在水中，每隔3－5分

钟到水面呼吸一次，最长能潜伏半小时。 河马身肥样丑，肥

胖的身躯没有一根毛，也没有汗腺，却会分泌出一种红色的

黏性液体，保护皮肤免受脱水干裂。 河马在非洲是公认的高

度危险动物。河马脾气暴躁，很讲究地盘势力，会对入侵领

土的河马展开大厮杀，打得兴起时就连附近的小河马也无暇

理会，被咬死踩死并不为奇。但是，河马又是一种很聪明的

动物，河马妈妈带着孩子来到陆地上，且要它们呆在她的身

边。如果谁不听话，她就用头撞它。在动物世界里，像这样

有意识的教育是很罕见的。 （凤凰石） 大家看前方的峭壁上

，那些绿色的藻类排构成一个什么字呢？对，很像繁体的“

凤”字，这块峭壁就是“凤凰石”了。所以说，我们思罗河

就是个好地方，不但非洲的大象，河马都被吸引来了，来天

上的凤凰也吸引来了。 （鲤跃龙门）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很

像一条鱼的石头就是鲤跃龙门了，据说这条鲤鱼已在此修炼

了1800多年，再过1200多年，即满3000年，就能跃过“龙门”

，蜕化成龙，现在我们大家跃过“龙门”，各位将来在工作

上、事业上一定会大展宏图。 （铜钟） 我们看，右边的这座

山峰像什么？对了，这就是著名的铜钟石，跟庙宇里和尚们

每天都敲的铜钟非常神似，听附近的村民们说，每到涨水时

，水流湍急，它便会发出“咚咚”的声响，似乎是在警醒世

人要有一颗向佛的慈悲之心，又似在警醒世人不能藐视自然

的力量。 （直面丹崖） 大家看右边这块暗红色的峭壁，这就



是“直面丹崖”一景了。在这里很值得一提的是，整个思罗

河及石表山一带的景区都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丹霞地貌属

于红层地貌，它是红色砂岩经长期风化剥离和流水侵蚀而形

成的孤立的山峰和陡峭的奇岩怪石，是巨厚红色砂、砾岩层

中沿垂直节理发育的各种丹霞奇峰的总称，主要发育于侏罗

纪至第三纪的水平或缓倾的红色地层中。细看这面裸露的丹

崖，我们还可以看到粗细相间的沉积层理，壁上还发育有沿

层面的岩洞，没有翠绿的植物覆盖在上面，乍看起来很光秃

，可是，若再仔细看，就会发现上面还贴附有很多土褐色或

黄褐色的微生物。 （解晋亭） 大家看到前面在树木的掩映中

，半露着身影的亭子了吗？那就是道家人为了纪念明朝大学

士解缙到此客寓而建的解缙亭。解缙，字大坤，是永乐年间

的大才子，自幼聪慧过人，被誉为“神童”。由于他知识渊

博，回答皇帝的问题准确得体，受到皇帝激赏，从此青云直

上。后来成为内阁大学士，入职文渊阁，主持纂修了《永乐

大典》，为世人所瞩目。 解缙不仅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而

且为人耿直，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他屡次上疏，针贬弊政

，弹劝奸馁小人，由此导致他一生坎坷，时而得宠，时而失

宠，时而升迁，时而贬滴，直至最后被没当上太子的朱高煦

密令狱卒用酒把解缙灌醉，将他赤身裸体移到雪地里，活活

冻死了。当时，他年仅47岁！可叹这位盖世英才，竟落得如

此凄惨的下场。解缙死后，他的家产被没收，他的妻子儿女

都发配到了北方。 直到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明宪宗才

完全为解缙平反，恢复了他生前的官职，并加赠朝议大夫。 

解缙到藤州，正是他被远谪交趾，贬广西参议之时。离开京

城后，他一路从漕运越长江，泛洞庭，入湘江，过漓水，至



苍梧，游藤州，溯绣江，到道家。沿途驻驿站，俯察民情，

与民同乐，抒怀畅咏。在藤州时，他曾在水月阁上讲学一个

月之久，溯绣江一路而上时，受沿途美景所染，还吟下《藤

州即事》、《金鸡岩》、《双竞驿》、《窦家寨》等诗作，

并留传至今。我们刚才讲过的有关他到道家的一段故事，便

是他行踪里的一段插曲。 解缙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也是

他最杰出的贡献就是主修编篡了世人皆知、影响深远的《永

乐大典》一书。 《永乐大典》可以说是我国一部大型类书，

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明成祖时敕命解缙主篡而成

的。全书于永乐元年（1430）开始编篡，至永乐六年（1436

）编成，参与官员3000余人，正文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

，装成11095册，每册高1尺6寸，宽9寸5分，总字数约3.7亿字

，黄绢硬面，全为宣纸书写，每页8行，每行大字15字，小

字30字，十分规范工整，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宋元以后的

佚文秘典，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8000余种，除了著名

的经史子集，还有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宗教、医卜等

各类著作，包罗万象。初时才有一份，后又抄录成正副两套

，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比著名的《不列颠百

科全书》成书年代早了300多年，极为珍贵。可惜，《永乐大

典》正本在明末李自成入京火烧“文渊阁”时被毁，副本散

于清咸丰年八国联军入京之时，大部分被焚烧毁灭，部分被

掳走，让人痛心。中华书局经多年在民间、海外征集，辑

成730集，于1960年影印保存，但还不到全书的百分之一。 所

以，为了纪念这位旷世奇才，也为了纪念他对道家的眷爱

，19？ 年，道家人文景观研究会成立后，道家村民便自发捐

款，自己设计，建了这座解缙亭。等会大家上了岸就可以那



里参观参观。 （街口排桥） 大家看到前面横跨思罗河的那条

木排桥了吧？不要小看它哦，它被称作“街口排桥”，又叫

“街排桥”，这样的横跨已有千年历史，是古代驿站所创设

。古时是在十几条大竹筏上横铺木板架设，宽四尺，用铁链

连结成桥，方便两岸乡民行走，及行旅、驿马飞驰。由于这

里几乎每年都有洪水上涨，迅猛时，洪水常把木桥冲跨，但

每次村民都是过后用木排重修，除了不再用铁链连结外，几

乎都保持着千年来的风貌。别看这座桥看起来有点单薄，但

是，村民们都胆大心细，每天过桥，摩托车也照开不误。大

家等会也尽可到上面走走，遥想一下千年前，古人在此行走

时的情景。 （道家驿站） 上了道家村码头，我们的漂流就算

结束了，我们的双脚也正式走在了道家这个千年古驿站。我

们前面提过，道家村是历史名村，自隋唐窦圣封司设窦家司

，历朝均在此设立驿站，传递皇帝政令，接待来往官员。只

是非常可惜，很多古时的建筑都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毁了，现

在，道家村只尚存多处古建筑遗址，如司署衙门、驿站、观

音阁、敕封大王庙、窦家司牌坊、粤东会馆、围龙王殿等。

庆幸的是，隋唐时的护城河仍环绕整个道家自然村，清时建

筑福隆庄仍保存完好，等会，我将带大家一一去看。 (古码

头) 现在，我首先带大家看看当年水上丝绸之路的古码头，这

条用长长的青石板铺成的码头，虽已长出了青苔，但是，走

在上面，我们仍能感受到当年道家的辉煌与历史的沧桑，曾

经，多少官员、商客、文人都在这里进进出出，上上下下啊

，可是，一切都已经烟销云散了，散在了历史的长河里。大

家走在上面，有没有一种发古之幽思呢？ (蟋蟀墓) 大家再往

前走，这座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解缙亭了，大家先到里面参



观一下吧。 解缙亭旁边有一座蟋蟀墓。为蟋蟀立墓，这是很

少见的，有什么典故呢？大家请看一下墓碑。 (鸡母社) 大家

现在看到的这座神社就是道家村的鸡母社。 上古人类时，因

为生产力低下，所以，都以氏族为体，以母为本聚居，各氏

族、部落又有自己崇拜的图腾，而且各部落“立社尊一体，

集会鼓同心”，即成社会。由此，华夏聚居村寨不拘大小，

必立社推崇一物而祭祀之，这大概就是我们中国农村，村村

都有社的来由了。 鸡母就是母鸡，道家村的社名取为“鸡母

社”是有讲究的。老子《道德经》里说：“天下有始，以为

天下母”，而且，《天演论》里也有这样的著述：鸡母乃物

种之原，“鸡生蛋，蛋生鸡”，元原繁衍，与天地永恒，吉

祥之极也。而道家人也认为“鸡有五德”，所以，以鸡母为

图腾，立社而拜之。 现在，我想考考大家，你能说出鸡母有

哪五德呢？ 大家都说得不错，都挺有意思。鸡母的五德在道

家村其实有三种说法。 一种是：鸡头戴冠惟文，足长距惟武

，敢斗敌惟勇，食相呼惟仁，夜守时为信，有文有武，有勇

，有仁，有信，故而为五德。 另一种是因为鸡有五色纹：首

纹红色曰德，翼纹蓝色曰义，背纹紫色曰礼，膺纹绿色曰仁

，腹纹黄色曰信，有德，有义，有礼，有仁，有信，故而为

五德。 还有一种说法是：鸡母守道、多嗣、勤劳、爱儿、护

食，所以有五德。 不管是哪种说法，都表达了道家人对仁、

义、礼、智、信的尊崇。 相传，道家的“鸡母社”初建于隋

朝，当时的土著人窦始在石表山上立窦家寨，敬奉鸡母，祈

求昌盛繁荣。后从山上迁于两河之岸，开垦田园，耕种养畜

，鸡母社也跟着迁到牛鼻石社塘山。到明朝，社坛上的鸡母

石像，展翅飞于思罗河边窦家司北面临江石壁上，村民无不



惊异，认为是大吉大利之兆，而且看到那里确实环境清幽，

榕树婆娑，十分灵气，村民们就把鸡母石像移到此，置坛立

社祀之，并正式取名“鸡母社”。自此，每年立春后五戊的

春社，村民都要到此祈求风调雨顺，社会清平；立秋后五戊

的秋社，村民又在这里，祈求五谷丰登，人畜兴旺。每逢农

历二月二的社日，就由村中值年会首召集各户坊丁到社山这

里开会，议论当年农事、要事，决议执行，并举行祭祀活动

，活动结束后，就开社宴，吃社粥，分社肉，唱山歌，场面

是非常热闹与欢庆的。 大家看到现在鸡母社两边的长板条，

就是村民举行祭祀活动，开社宴时用的。"#F8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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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