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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赣州城西北郊6.8公里处，面积为6平方公里，是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风景旅游区。这里岩深谷邃，树木参

天，丹崖绝壁，风景秀丽，是一处发育十分典型的丹霞地貌

景区。因为“石峰环列如屏，巅有一窍通天”而得名通天岩

。自唐代以来，风光旖旎的通天岩就被开创为石窟寺。至北

宋时期，通天岩石窟造像的开创达到了高潮。尽管与我国众

多的石窟比较，通天岩石窟造像的分布范围，石龛的体积、

数量以及造像尺度、规模都不算大，但相对而言，它却是我

国南方最大的一处石窟，同时，它又是我国地理位置最南端

的一处石窟群，因此，被誉为“江南第一石窟”。现保存着

唐宋以来摩崖造像358尊，北宋至民国的题刻128品，是一座

珍贵的石窟艺术宝库。 通天岩风景区包括古代石刻区和现代

休闲区二部分。古代石刻区是景区的核心和精华部分，它主

要是由观心岩、忘归岩、龙虎岩、通天岩、翠微岩等五个岩

洞组成。 进入景区山门，沿着片石铺就的石径，踏汀步、绕

山塘、登石级，穿过一条幽静的山谷，眼前豁然出现一僻静

的洞窟。这里林木茂盛，道路崎岖，这就是明代著名哲学家

王阳明先生讲学之处。此外大洞套小洞。小洞内，阳明先生

正在给其弟子陈九川、邹守益讲授他的“致良知”，要求学

生强调自我修身，并断言“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乎吾心”、“

心明就是天理”，所以后人把他讲学之处叫“观心岩”。王

阳明又名王守仁，是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的理学家。正德



十一年（公元1516年），王阳明在赣州任赣南巡抚，后官至

南京兵部尚书。当时，王阳明在赣南平定“宸濠之乱”。闲

遐之时，曾在观心岩结庐讲学，收邹守益等二十三人为弟子

。他在赣州讲学期间，为其发展宋明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沿石级而行，山腰有一风化剥落形成的丹霞穿洞，盛夏时节

，游人行至此处，但觉清风徐徐，疲惫顿消，令人乐不思归

，故题名为“忘归岩”。 关于此丹霞穿洞，流传着一个优美

而动听的故事。 从古至今，赣州城就是一个山灵水秀的好地

方，但却一直没有出过一个有名的人物，这是为什么呢？按

照风水学的说法，就是因为下游赣江的泄口太大，好风水留

不住，都随滚滚的江水北流而走了，所以赣州城下游的吉安

一带倒出了不少名人。古时曾有一位大仙想保住赣州城的好

风光，他在蓬莱仙境挑选了两座十分漂亮的仙山，想把这两

座山放在储潭西岸和东岸的储山一起锁住水口。当这位大仙

挑山走到通天岩附近时，不料被这里的土地公公发现了，这

位土地公公看见如此漂亮的两座仙山，心想何不把它留在本

地呢？于是这位土地公公便学公鸡叫。神仙是不能在白天做

事的，因为他们怕被凡人看破，回不了仙界。这位大仙正挑

山行走，忽闻公鸡报晓，以为天就要亮了，便慌忙将两座山

撂下就走了，以后，这两座仙山便留在了通天岩。至今，通

天岩景区的忘归岩和礼佛岩，各有一个贯通的山洞，传说就

是当年那位大仙挑山时用竹扛串出来的。 传说归传说，其实

，几十万年前这里是一片海洋，后来随着地壳运动，陆地上

抬，海水下退，又经过风雨侵蚀，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

们往上看，这一层一层的岩层，就是海水冲刷留下的痕迹。

瞧！这里岩深谷邃，石窍玲珑，在红色基岩上发育的沟谷纵



横交错，沟谷的两侧，是高达数十米的丹崖赤壁，沟谷的底

部，生长着茂密的森林，蕴藏着勃勃生机，这是丹霞地貌的

典型代表。 在忘归岩左侧陡峭的山壁上有一品巨大的题刻，

这品题刻高3.5，宽2.3，全文36字，出自南宋李大正之手，气

势磅礴，如日月行空。李大正是南宋福建建瓯人，与辛弃疾

交往甚厚，曾在赣州任提点坑治一职（管铸造钱币的官）。

当时，赣州是全国铸造钱币的一个点，由此可说明，早在八

百多年前，赣州经济就很繁荣，冶金业很发达。大家看看，

这品题刻的侧上方，有尊罗汉雕像，据说是李大正花钱请来

专门看守这品题刻的，他目不转睛，多么尽心尽责，惟妙惟

肖啊！ 在整个忘归岩题刻中，要数明代理学家王阳明先生的

这首五言诗最有价值了。这首诗是这样写的：“青山随地佳

，岂必故圆好，但得此身闲，尘寰亦蓬岛。西林日初暮，明

月来何早，醉卧石床凉，洞云秋未扫”。它即写景也表达了

王阳明先生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其中石床凉就是指这个洞两

边的供游人休憩的石床。这首诗对其后四百余年影响颇大，

一些文人墨客来游，因仰慕阳明先生之名，所作诗篇多为步

阳明先生之韵而唱和。 穿过忘归岩，眼前豁然开朗，满目翠

色扑面而来，抬头仰望，但见峭壁凌空，在悬崖绝壁中，保

存有题刻18品，十八罗汉像保存有6尊。大家看这一尊北宋时

期雕刻的“送子罗汉”，这尊左手支撑头部，右手托麒麟放

于小腹部，左腿盘而右腿屈，是一尊能给人带来欢迎和喜庆

的罗汉。 不知从何年开始，赣州的百姓中出现了这么一习俗

，即已婚的育龄妇女，背向这尊罗汉而立，用小石子向后抛

打，如果打中了这尊罗汉的生殖器部位，就一定会生下胖儿

子。据老辈人说，向这尊罗汉投石求子是十分灵验的。数百



年来，这尊罗汉不仅没有享受到人间烟火，反而不知挨了多

少石子，现在已是遍体鳞伤，面目全非了。有些习俗的东西

是愚昧的。现在人们的观念变了，反正只准生一个，男女都

一样，都是生命的延续，都是掌上明珠。到这里丢石子的人

基本上没有了。保护文物，保护环境的意识大大增强了。我

们的社会应该倡导这种良好的风气，希望大家从今天做起，

从现在做起，共同爱护这里的一草一木，爱护这里的文物！ 

我们边走边欣赏这些工艺精湛、神态各异的罗汉像。这些罗

汉像，有的是被风化、有的是被破坏了。那尊双手合十、胸

前挂着一串佛珠的罗汉是捻珠罗汉，它是十八罗汉中保存最

好的一尊。这得归功于当地百姓。在“文革”期间，他们用

泥巴把整尊罗汉像敷住，这才使这尊罗汉像秋毫无损。 再往

前走，大家看到的这幢建筑，就是蒋经国先生在赣州任国民

党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时建造的赣南最早的一个舞厅

。1939年蒋经国先生来到赣南，他提倡新生活运动。通天岩

离赣州不远，风景又秀丽，他在这里建一座舞厅，每逢周末

，他就带着属下官员到这里跳舞，这也是他的新生活的一项

内容，前面还有一处他的避暑山房。舞厅边上这块碑上，书

写“江南第一石窟”六个大字，是蒋经国先生当年的秘书袁

清夷先生题写的，他没有去台湾，解放后他是齿轮箱厂的职

工，现在还健在，常教小孩子们学学书法。 沿着林荫小道前

行，步入龙虎岩。龙虎岩是一处丹霞洞穴，长约一百米，因

有金龙和双虎石雕而得名。这尊造像叫龙树王，他是大乘佛

教中观学派的创始人，金龙和双虎是其护卫神。在他的左边

刻着一条金龙，金龙的后身掩在石岩之中，前爪张开象在悠

闲行走的样子。右边是两只白虎石雕，它们好象在龙树王身



边玩耍嬉戏。整座雕像构成了一幅生动的《龙虎闲情嬉戏图

》。在这组造像的旁边岩石上，刻着“同心岩”三个字，这

是明代刘昭文题写的。当时他游通天岩，看到这组雕像后颇

有感触，慨然题下了“同心岩”三字于岩石上，以表达自己

忧国忧民的思想，希望朝廷上下官员不要“龙虎相斗”、“

龙虎相争”，要友好相处，同心协力，把国家治理好。另外

山岩上这两尊降龙、伏虎罗汉像，同属于沿忘归岩一线的十

八罗汉系更，都是宋代造像。 龙虎岩也是通天岩景区中保存

摩崖题刻最多的岩穴。共有历代名人题刻39品。其文体形式

有题名、题记、诗词、造像记、吉祥文字等，其内容涉及政

治、历史、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是研究我国书法石刻艺

术和地方历史的宝贵资料。其中有一篇游记是通天岩文字最

多的刻，全文406字。在这众多的题刻中，宋代陈世雄的题刻

，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这篇游记作于南宋绍兴期间。其时

，赣南山区多次发生农民起义，而这篇游记的前半部分，记

述的就是朝廷派兵镇压发生在大余县境内的一次农民起义，

其时间、地点、人物都确凿可信。这对于农民战争史和赣南

地方史的研究，都是一份难得的史料。 明朝万历年间的唐邦

佐，在通天岩留下了三品诗文，其书法艺术具有极高的造诣

。他的手迹，是通天岩摩崖题刻中的艺术精品，其书法笔力

沉雄刚健，气势飘逸洒脱，融诸家之长，无论是运笔、结构

还是章法，都有独到之处。唐邦佐是浙江兰溪人，进士出身

，因得罪权贵，被贬到赣州任通判，相当于幕僚顾问这类职

务，是个闲职。此公虽才华横溢，但有一个坏毛病，就是自

以为怀才不遇而目空一切，他在镌刻自己的作品时，往往是

刻在比他官职大的人旁边，并将前人的题刻凿去，以发泄他



的不满。这一点，自然要受到后人的指责。 再往前走，就是

石窟的中心景区通天岩了，这是一处天然环形山壁。 在通天

岩的悬崖峭壁上，雕凿着8尊唐代的造像，是通天岩石窟最早

的作品。你看这尊双手合十的观音造像，她头戴宝冠，面像

丰圆，披垂肩，佩项圈臂钏，短璎珍，裙带穿环从腰际垂下

，足踏莲台，虽经千年风雨剥蚀，仍栩栩如生，沈从文先生

称其为价值连城。中科院专家宿白于1991年对通天岩石龛造

像考察后曾作诗：“早刊菩萨像，晚补罗汉群，创始云晚唐

，千古映赣江”。 在悬崖峭壁中，有一组石龛造像，佛主毗

卢遮那（即大日如来）作禅定状，左边是骑狮的文殊菩萨，

右边是骑象的普贤菩萨，他们面相方圆，神态庄严。由这组

造像向两侧延伸的是悬崖上刻有层层排列的浮雕五百罗汉像

，体态自然，表情各异形成拱卫格局，气势恢宏，是北宋中

期的作品。这里，集中了佛国世界的精华，是佛教信徒们顶

礼膜拜的场所. 南宋工部尚书明榘（时任赣州知军） 在《游

通天岩》一诗中写道“万龛石佛坐观空，安用悬崖架梵宫；

纵使风雷窒岩窦，此心元自与天通。”说明通天岩早在唐、

宋时期就佛龛遍布，香客不断。 关于这万龛石佛的壮观图景

，有这样一个故事：通天岩广福禅林的僧尼在这块远离红尘

的宝刹，禅坐念佛。天长日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就是希望能亲眼见到佛祖，聆听佛祖说法。于是，他们在每

天功课完毕后，都要面向西方，默默地诉说自己的心愿。俗

话说，心诚则为，通天岩僧尼的虔诚，感动了如来佛祖，这

一天，佛祖率诸位菩萨，还有十八罗汉、五百比丘，降临通

天岩，亲自为这里的僧尼讲述佛法。亲眼见到佛祖，这是僧

尼一生中最幸福的事，为了永远记住这难忘的一天，通天岩



僧尼便外出苦行，广募善缘，筹集了大量的资金，请来了最

好的工匠，将佛祖亲临通天岩的场景雕刻下来，如来佛祖命

令文殊和普贤两位菩萨的坐骑神狮和神象守护在通天岩进山

的山口。千百年来，这两只神兽一直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

责，天长日久，终于化成了两座大山。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

到的东岩狮形山和西岩的象鼻山。 在通天岩这一中心景区，

还有依山而建的“广福禅林”、蒋介石打算关押张学良将军

的“双桂堂”苏东坡与阳孝本会谈的遗址“阳公祠”、“蒋

经国避暑山房”等。 在广福寺内岩顶有一天然漏米洞。相传

，古时候这个洞每天都会漏出一些白米来，漏出的白米不多

也不少，正好够住持和尚及香客一天食用，香客多就多漏一

点，香客少则少漏一些，有一天，一个在厨房烧火的和尚想

，如果把洞凿大一些，一定会漏下更多的米，米多了就可以

换钱，以后就不用再劈柴种地了。于是，这个贪心的和尚就

真动手把洞凿大了许多，可是，从这以后，白米一粒也不漏

了，倒是漏了三天三夜的砻糠，就什么也不漏了。这就是赣

州民间至今流传的一句俗话，叫做“和尚贪心吃砻糠”，告

诫人们切切不可贪婪。瞧！当年和尚留下的斧凿之印，仍历

历在目。 如今，广福禅林香客云集，前来祈福求愿的人络绎

不绝。 在广福禅林的西侧，有一“阳公祠”，原为“广福寺

”禅房，为祭祀本地名人阳孝本而立为祠。 北宋时期，博学

高行的名士阳孝本，因不愿为官，归隐通天岩二十余年。绍

圣元年（公元1094年）苏东坡路过赣州时，还专程前往通天

岩拜访阳孝本，两人一见如故，相处甚欢，日间游览，夜则

长谈，遂成至交，并诗赠阳孝本曰：“室内唯法喜，心定有

天游，摩洁原无病，须洹不入流，若嫌寻直枉，坐待寸田秋



。虽未麒麟阁，已逃鹦鹉洲。酒醒风动竹，梦断月窥楼。众

谓元德秀，自称阳道洲。拨葵终相鲁，飘然不系舟”。现在

这阳公祠就是为了纪念苏阳会晤这段佳话所建。阳公祠亦成

为后代文人墨客相聚唱和泼墨所在。位于通天岩石窟翠微岩

附近的山坡上，有一石穴墓。阳孝本葬后曾迁葬黄金村，南

宋淳熙年间复葬通天岩旧穴，阳孝本墓是通天岩石窟最重要

的遗迹之一。 广福禅林东侧这幢房，叫双杜堂，原来是方丈

室。1946年，蒋经国联员蒋介石游览了通天岩。当时，蒋介

石发现这里三面环山，地势非常险要，且不被外人注意，于

是密令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将原来方丈室的双桂堂改建成

一幢二层的小洋房，准备将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转囚于此。

该建筑分张学良及赵四小姐卧室、警卫室、卫生间、更衣室

四个部分，上下楼均要经过寺内的山洞，警卫室设在山洞口

。然而，小洋楼竣工时，解放大军已进逼江南，张学良将军

也就没有到此居住，所以，这是一幢“没有住过将军的将军

楼”。 寺庙后面有好几个洞穴，当年就是寺庙的藏经洞。现

在装上了路灯，大家可以进去看看。洞口出来，我们看到的

这个水池，是广福寺的放生池，在这山崖下有几间依崖而建

的房，就是蒋经国先生当年的避暑山房了。 紧邻通天岩，是

翠微岩，这里有宋代李大正所题“通天岩”三字。岩窟下，

相传为宋代隐士阳孝本的隐居处。岩壁之上，刻有宋代虔州

（赣州）知州林颜、丞相薄宗孟和阳孝本三人唱和的诗词。

这里还有通天岩年代最早的一品题刻，它雕刻于熙宁六年（

即1073年），距今已有九百余年历史了。 位于翠微岩的大肚

弥勒佛造像，其题材特异，完成于南宋，是通天岩摩崖造像

的终曲。 到这里，古代石刻就游完了，我们可以一起对这些



古代石窟艺术作一归纳。通天岩石窟的摩崖造像一共可分为

四组，第一组是唐代末年的8尊菩萨造像，位于通天岩与翠微

岩相交处，这是开通天岩摩崖造像之先河。第二组是北宋中

期在通天岩山岩上部开凿的五百罗汉拱卫毗卢遮那组群造像

，规模宏大，气势恢宏，可惜现在只能隐约见其影子了。第

三组是北宋后期以明鉴和尚为主施造的单龛十八罗汉像，洞

忘归岩、龙虎岩、通天岩、翠微岩一张分布，是通天岩摩崖

造像的精华。第四组是南宋妆年赣州城内居民朱氏施造的这

尊大肚弥勒佛造像。而摩崖题刻，上起北宋，下至民国，900

余年从未间断，最早的就是翠微岩上部正中这幅，时间

为1073年，“菁阳陈进之率温陵林安节、杨子堂、肖如晦、

曾宝臣，熙宁癸丑孟春二十六日同来”。年代最晚就是忘归

岩正面的“可归”两字，时间为1948年。 从这里往前走，有

两条路，一条是上山顶往东，到望江亭。另一条是一直往西

，到现代休闲区。山巅的望江亭，明代叫“元武殿”（俗称

“雷公殿”）。1963年重建时，改成仿天坛形式的三层楼阁

。1964年，我国著名戏剧家田汉视察赣州市，题为“群玉阁

”，游人登阁远眺，但见“赣江如带、群山若瓜、瓠蔓引烟

、气迥薄隐”，一派山川秀色，尽收眼底。等会回到忘归岩

时如有兴趣还可以从那里上山，现在我们去看看现代休闲区

。 翠微岩往西数百米，沿着绿荫小道前行，可见红色丹岩

上23.66米的卧佛，神情静谥，一副安详休闲的睡姿，使人看

了忍不住羡慕佛家的超凡脱俗，这尊佛是继南宋以来通天岩

的又一巨型造像，是1998年雕刻的。 从卧佛景点往前行是通

天岩新开辟的现代名人造像区。这些名人造像取材为在赣州

历史上作出杰出贡献或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上起西汉，下至



清代。从汉代灌婴筑城、晋代高琰迁场面，到唐代卢光稠扩

城，有唐代佛教禅宗高僧马祖、中国风水术的祖师杨筠松、

历史上唯一到过赣州的皇室要人隆礻右 太后、北宋大文学家

苏东坡、隐居通天岩二十余载的北宋名士阳孝本、散文名篇

《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南宋搞金名将岳飞、赣州籍状元

池梦鲤、明代理学大师王守仁、《菩萨蛮》的作者辛弃疾、

《过零丁洋》作者文天祥⋯⋯众多栩栩如生的造像映入你的

眼帘，仿佛向你讲述着一部赣州的历史沿革，更加深了你热

爱家乡的情感！ 这一路往前走，大家还可以看到千佛洞、地

藏殿、财神庙等人造景观，在地藏殿还可以品尝到用八仙泉

做出的客家擂茶。 人间真情之兄弟情、夫妻情、同志情、恋

情、爱情，情感交融，让我们步入下一个景点“情苑”。你

看，这风动石的门楼，从风动、石动到心动、行动，将人间

各种情在通天岩的情苑里演绎出来。相伴着蓝天、白云和芳

草，仰卧在草地上，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丽。“鸳鸯戏水”

、“心心相印”、“丘比特神箭”、“情窦初开”等一组组

生机勃勃的植物艺术造型带给您星星点点的回味任您陶醉、

任你释怀和遐想。此外，在情苑绿草地上，9.99米高的滴水观

音正接受天下众生的祈盼。 与情苑相连的景点是龙凤苑，这

是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工作者曾在此采集过石斧、石锛、

石镞和较多的料石及打制石坯后抛弃的石料残片，还有篮纹

、绳纹等纹饰的印纹陶片。证明早在四千多年前，通天岩就

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 龙凤苑高坡处，座落着高12.99米高的

如意塔，塔上雕刻着“风调雨顺”四大开王。随着旅游事业

的发展，通天岩景区又建了生态迷品、喷水叠泉、嬉水旱泉

、人生荟萃园、通天桂、百米长廊、十二生肖园等一批游乐



休闲景点。 当您将结束一日行程，重返忘归岩时，您一定会

体会到忘归的感觉。清风阵阵，拂走您一路的辛劳，留给您

忘归的心境，让您感慨古代历史的神奇与现代园林建设的完

美组合。 现在，通天岩正以她优美的山水田园风光，奇特的

丹霞地貌景观，以及自身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内涵，吸引着

来自五湖四海的游览观光者。 游哉于斯，无论你是参祥拜佛

，还是品读古代题刻；也无论是在沟谷掩映中的通天湖泛舟

赏景，还是登上峰顶的群玉阁远眺赣江，你都可以领略到通

天岩这座江南石窟的卓约风姿，感受到浓郁的宋城文化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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