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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1_9F_c34_633779.htm 各位游客，我们现在前往南京

东郊三大景区之一的灵谷寺游览。车行下坡，我们看到一处

面积不大的湖面，水平如镜，山光树影，十分缓丽。湖边一

座临水而建乳白色琉璃瓦覆盖的卷棚歇山顶的开敞建筑叫流

徽榭，是１９３７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捐资建造的，用以纪

念军校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由黄埔一期学员，后成为开国元

勋之一的徐向前元帅题写“流徽榭”楷书匾额。再向前，绕

过灵响亭即到了灵谷寺大门万工池停车场。我在门口广场向

大家介绍一下灵谷寺的历史概况。 明朝初年，钟山西侧的蒋

山寺搬迁至此，改名为灵谷寺。它最早建于南朝梁天监十五

年（５１５年）。梁武帝女儿永定公主在高僧宝志（济公原

型）圆寂后，于此建五层琉璃珠宝塔，第二年武帝扩建造寺

，名开善寺，为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卓有声名的大寺。朱元璋

在南京建立大明王朝，选中寺址为陵寝吉地，并利用皇上权

威迫其二次搬迁，于１３８１年（洪武十四年）在现址复建

。这位和尚出身的太祖皇帝，为避迁寺建陵不敬之口实，亲

自赐名为“灵谷禅寺”，书写“天下第一禅林”匾额悬于寺

门。当初养寺僧千余名，下辖１２座佛寺，包括栖霞寺、定

林寺等大寺庙，占地５００余亩，拥有庙产三万四千多亩土

地山林，可谓盛极一时，名噪佛界。数百年间，屡有修茸，

景况不衰，康熙南巡，游寺题联，韩隆驻辟，作诗赐宝。可

惜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清军镇压太平军，在此几次摆开战场

，巍峨殿宇，付之一炬，仅剩下烧不掉的无梁殿。太平天国



失败后，两江总督曾国藩虽重建少部分建筑，但也绝非前貌

了。 １９２８年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为纪念北伐牺牲

的将士，选定灵谷寺旧址建阵亡将士公墓，在原寺庙布局上

略加改造形成公墓格局，中轴线上为第一公墓，两翼距中轴

３００米分别建第二、第三公墓，建门、树坊，改造无量殿

，兴建纪念馆、纪念塔，成为民国时期一处重要的中山陵园

附属纪念区。这里安葬了数以千计的国民党部队官兵的遗骸

，每逢纪念日都有祭祀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改名灵谷公园

，栽植树木花草，维护旧观，继续开放游览。现第一公墓改

为草坪，第二公墓修建了邓演达烈士墓，第三公墓培育成茂

密的树林。尽管这里是寺庙、公墓、公园的混合体，但人们

还是把这一带称为灵谷寺，可见灵谷二字的魅力。它是朱元

璋亲自命名，来历有多种说法，但都为山有灵气，谷有合水

之意。 各位朋友，我们面前的半圆形面积数亩的水池，叫万

工池，也叫放生池。相传朱元璋见这里有景无水，命一万军

工筑池，栽植白莲。应该说，寺前放生池也是一般寺庙的传

统布局，搬来皇上，实为景点增色吧。池的西端不远有一小

石桥，叫迎驾桥，传说是众僧迎接乾隆圣驾的地方。 广场北

面有一座大门，绿色琉璃瓦虎殿顶，下辟三个拱门，花岗岩

基座。这种门的形式稳重气派，用的是皇家规格。原来门额

上是蒋介石手题“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现改为著名

书画家钱松岩先生书写的“灵谷胜境”。门外一对石狮是建

造公墓时北平军分会所赠。门墙为红色，故名红山门。红墙

左右延伸又辟有二门，方便车辆通行，门额上分别为“松声

”“泉涛”。它虽叫山门但不是原灵谷寺大门，而是原金刚

殿的位置，大家看到的门外柱础的痕迹就是原殿殿基的范围



。 进入山门，步过青石甬道，前方４２层台阶上，原天王殿

旧址，耸立着一座六柱五门十一楼的大牌坊，高１０米，钢

混结构，顶覆绿琉璃瓦，柱石是二道四方须弥座，梁枋仿彩

画浅刻纹样，斗拱挑檐，气派不凡。这是仿北京十三陵入口

大牌楼的形式修造的。五间坊门的上端石坊上都嵌有瓷质国

民党党徽，中间夹枋上刻有四朵梅花图案，正面梅花中间写

有“大仁大义”四字，背面是“救国救民”，都是国民党中

常委主席张静江书写。大家细看，上面的瓦当都是国民党党

徽图案，体现了设计者的良苦用心。 坊前石台上立有一对高

档汉白玉雕刻的貔貅。神话传说貔貅是黄帝作战阵前冲锋陷

阵的凶猛神兽，每至阵前，一往无前，所向披靡，此物放在

这里象征阵亡将士的忠勇威武，是陆军第十七军所赠。这对

石刻肌肉横暴，矫健奋进，从雕刻艺术手法看，是一件精美

独特的作品。 各位游客，前方有一古老面庞大的建筑，请哪

一位朋友猜一猜它是什么样的结构。好的，几位朋友都抢先

说是无梁殿，非常正确，好眼力。它通体是砖石拱券结构，

不用一寸梁木，叫无梁殿，用其谐音，又叫无量殿，原来供

奉无量寿佛。正因为无梁所以它才得以在战火中幸存，但仅

残留拱券，在造公墓时加修重檐屋顶。它是我国最古老，规

模最大的一座拱券结构建筑，比苏州开元寺、宝华隆昌寺、

山西显通寺、峨嵋山万年寺的的无梁殿大得多。现殿东西长

５４米，宽３８米，高２２米，重檐九脊，正脊上置有三座

复体式喇嘛塔。外观面阔五间三门。室内进深三间，实际是

三排筒子券，中券最高大，宽１１．４米，高１４米，前后

券宽４．８米，高７米，侧面为纵连三间的大简卷，两侧山

墙用砖垛出挑，逐层弧形上伸１米多。施工过程中木模架券



，砌成凝固拆模。中券正中三个券龛内，原供奉无量寿佛居

中的西方三圣，顶上直至屋脊有一亮孔，据说是升天孔。其

实可能一方面是造成顶上佛光的效果，一方面是用于通风采

光。造公墓时，请走佛像，代以石碑。中碑由张静江书写“

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之灵位”，左碑刻蒋介石所书北伐誓师

词，右碑刻陈果夫所写国民党中执委祭文。建国后碑文被磨

去。１９８１年辛亥革命７０周年重修改刻，中为“国民革

命烈士之灵位”，左碑为民国国歌，右碑为“国父遗嘱”。

祭堂四周嵌有１１０块青石碑，刻有按战役地点、军阶职务

分类的阵亡将士姓名３３２２４人，共十六万五千字。殿内

前二券还布置有辛亥革命名人蜡象馆，展出了以孙中山为首

的当时名人５７位，组成２２组场景，再现了辛亥革命的重

要人物和历史事件。 无梁殿后有一片半圆形的大草坪。各位

朋友，能看出这块地是干什么用的吗？好，这位游客反应快

，已看出是一座墓。这就是位于中轴线上的第一公墓。它就

是灵谷寺五方殿遗址，供奉五方五智大佛。作为公墓，主要

安葬北伐战争及１９３２年上海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和第五

军的阵亡将士，按编制军阶抽签实行“代表葬”，共有大小

墓穴１６２４个。在公墓北侧东西两头各立纪念碑柱，纪念

这二支抗日部队的牺牲官兵。现这两座碑成为南京抗日战争

纪念地之一，用来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现在墓地已

成草坪，请大家仔细看，还可见按放射形划块的分格，有似

国民党徽。背向数百米长的半圆形墓墙，弧形起伏，这是设

计者美国工程师茂菲为益求古典庄重的效果，模仿文艺复兴

时期的巴洛克弧形卷波的手法而采用的形式，这种形式在闽

南广东沿海也经常能看到。 各位游客，在高大栎树的浓荫覆



盖下，绕过墓墙，我们看到陡阶高台之上，有一宽阔恢宏的

殿宇，现在叫松风阁。原是明初律堂的位置，清代复建为观

音殿，重檐庑殿，绿色琉璃瓦，面阔连廊共１１开间，红柱

列绕，雕梁画栋，是古典建筑中最高规格形式，按帝王陵墓

中供奉灵位的主体建筑享殿的形式设计，反映出其当时受推

崇的地位。民国时建成“阵亡将士纪念馆”，由蒋介石题写

馆名。内部布局作了一些变化，改单层为二层，是走马楼式

串廊，中间为单层穿堂，宽敞明亮。梁架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仿古装修。原内设许多陈列橱架，展出阵亡将士遗物，举

办专题展览。抗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室内物品损失一空。现

在开设了小商店，各位可以在舒适的大堂中小饮休憩，也可

选购一些你所喜爱的纪念品。 阁后广场中央，立一石鼎，上

刻六角重檐亭式鼎盖，四面鼎身刻有狻猊兽头，乃龙之九子

之一，中刻“垂勋铭鼎”，是当时安徽省主席刘镇华献给公

墓的纪念物，它是众多赠品中存世不多的遗物。大家可在鼎

前以塔为背景留影，效果绝佳。 各位朋友，欲穷千里目，更

上一层楼，要想领略灵谷深松、涛声依旧的风光，不登九层

塔，是不能如愿的。前方１００米，巨塔巍然，就是公墓中

轴的终点灵谷塔，即阵亡将士纪念塔。它建成于１９３３年

，塔基正面有丹陛石阶，中间的日照山河图，长５．２米，

宽２．８米，象征气壮山河，与日月同辉，用的是白色花岗

岩石料。上面是直径３０．４米的花岗岩平台。四周是云头

雕花石栏。塔高６０米，九层八面，钢混及花岗岩结构，外

形是楼阁式塔样式。底层直径１４米，向上逐层收分，顶层

宽９米，每层挑出绿瓦披檐，上置回廊护以石栏，供游人凭

栏远眺。塔顶绿瓦攒尖，中竖塔刹，运用佛家的台座、覆钵



、宝匣相轮的形式，金光熠熠，直刺青天。整座塔造型优美

，坚固稳重，雕栏玉砌，绿白相间，真是第一流的纪念塔。 

底层外壁刻有蒋介石手题“精忠报国”，前门横楣上书“灵

谷塔”，后门是“有志竟成”，侧门分别是“成功”、“成

仁”，塔内中立巨柱，螺旋扶梯，盘旋而上，共２５２级。

从二层至四层，各位可以看到内壁上刻有洒脱如泻，奔腾似

龙的草书，是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长于右任所书的孙中山先

生在黄埔军校的北上告别辞。于右任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

，才华横溢，精于诗书，魏、草有名，更擅草书，时称“一

代草圣”，又因长须飘髯，人呼“于大胡子”，晚年居台，

其思乡盼归之情溢于言表。五层至八层是另一元老吴雅晖篆

书孙先生黄埔开学训词。吴为篆书大家，其字谨严精妙，端

庄秀丽。原在塔身外壁刻有当时要人手迹，现用水泥覆盖，

尚未恢复旧貌。 登临九层，极目四野，爽风万里。远方山峦

起伏，近依钟山屏障，环顾林海松涛，脚下诸景环抱，春日

嫩绿如绒，夏季苍翠欲滴，秋色金黄交映，冬景莽莽似烟，

西望遥见中山陵堂，下俯历数门坊殿阁。各位朋友，游览至

此，岂不快哉！ 灵谷塔西南侧林中，有一覆钵式塔，上置相

轮宝瓶和须弥座，人们称为宝公塔，是南朝高僧宝志和尚的

舍利塔。最初在现今明孝陵的位置，民国改建公墓时，原想

保留不动，但在阵亡将士中掺进一个老和尚，很不相宜，也

就委屈迁移至现在位置。十年动乱中，塔中灵骨石棺均遭毁

坏无存，后又重修，仅是象征之物了。塔前嵌有一黑色石碑

，刻有吴道子所画宝公像，李白所作画像赞词，颜真卿所书

赞词，三人皆为唐代顶级大师，人称“三绝碑”，被视为国

宝。此碑也四毁四刻，在第三次复刻时。乾隆皇帝也来凑热



闹，在碑首题了“净土指南”四字。 各位朋友，观碑怀古，

我不得不介绍宝志和尚其人其事。在１４００多年之前的南

朝，他是一个赫赫有名无人不知的人物。他七岁出家，成年

得道，行为灵异。所作预言，皆有应验，还戏弄皇帝，被请

入宫中上座。他手持的法器是禅枝上挂着刀、尺、拂尘，暗

喻南朝刘宋之后的王朝，即齐（刀）、梁（尺）、陈（拂尘

）。所以李白赞词“水中之日，了不可取，灵空其心，寥廓

无主，锦蒙鸟爪，独行绝侣，刀齐尺梁，扇迷陈语，丹青圣

容，何往何所”，就是这位大和尚的写照。梁代开善寺直至

明代灵谷寺都是为纪念他而造，连贵为开国太祖的朱元璋，

迁他的灵塔，还要上香祈祷赔礼，许愿在自己的陵墓禁区内

再造更大的寺塔来补偿，地位真是不一般。也许应了“何往

何所”，他的墓塔三迁四建，颠沛流离，最后灵骨无存，真

是“水中之日，廖廓无主”了。 塔基正前方，有一三开间小

殿，硬山顶接一架廊庑，叫志公殿，是造公墓时为保存一些

宝志遗迹特地建造的。原内供志公及侍者弟子之像，两侧有

历次迁葬的碑文，记述转迁经过。 各位游客，我又要出一道

问题，请大家回答，殿前的叉形铸铁件是什么名称？干什么

用？大家讨论很热闹，但都没说准。请看旁边景点说明碑文

。这叫“飞来剪”，民间传说是孙权用来剪蟒镇妖的，其实

它是明代造寺用的起重机械的部件，就像今天的吊车。旁边

还有一块巨石，二条巨龙盘绕，人称蟠龙石，高２．４米，

有传说飞来剪拿住蛟龙，此石镇住二龙。实际上这块巨石是

碑帽。大家知道，我国古碑都有帽、身、座三部分，现在是

身、座不知何处去，此地空余碑帽头，给我们留下了不解的

话题。 各位朋友，向西南看去有一小石桥，叫玉带桥。传说



朱元璋在此封大银杏树为树王并赐以玉带。山坡上有一方亭

叫进思亭，亭西为第三公墓址，原有墓穴２２６８个。１９

４６年军统头子戴笠空难摔死，蒋介石亲选第三公墓为戴入

葬。１９５０年被炸成废墟，仅有园路成了痕迹。 灵谷寺公

园我们游了一大圈，灵谷寺内不见寺，寺在哪里呢？请跟我

从无梁殿后穿过，就会看到一座黄墙碧瓦的寺庙，这就是现

在的灵谷寺。庙前迎面立有大照壁，上有“普济圣师应化真

身道场”十字，点出该寺与宝志大师的缘脉关系。大门门楣

上有于右任写的“灵谷寺”三字。各位朋友，此灵谷寺非彼

灵谷寺，彼寺已毁，此寺乃重建物。这里是清代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年），曾国藩在“八功德水”处焚香祈雨，求有灵

验就造龙王庙还愿，后来又有增修。民国时，把无梁殿中佛

像归并龙王庙，改名灵谷寺，所以前后二寺不可相提并论。 

进了山门是一般佛寺的格式，迎门是笑口常开、袒胸露腹的

弥勒佛，是按五代奉化的契此和尚（布袋和尚）的形象塑就

，相传是弥勒在东土的显身。佛经所说，弥勒要在五十六亿

七千万年后的华林园继承佛位，又称未来佛。背后是身披甲

胄，手执降麾杵的护法神韦驮，在警视四众，惩戒犯禁。山

门内壁东侧有“灵谷寺龙王庙碑记”。西侧有“祈雨碑”。

前庭中立１９８３年铸万年宝鼎。正面主体是近年重建的大

雄宝殿，重檐歇山，楼阁相依，殿内幡幢悬垂，华灯长明．

黑花岗石铺地，深沉明亮。中间高台座上一尊主供释迦牟尼

佛，鎏金装彩，阿难、迦叶侍奉左右。东西两侧贴壁而立的

是二列像设，一列为十八罗汉，一列为二十诸天，把二种常

见而又极易混淆的供像集中在一起，兼收并蓄，统而有之。

主台背面是大悲菩萨海岛观音，脚踏鳖头，手持净瓶杨枝，



左右为善财童子和龙女。后壁东为大智文殊菩萨，座骑青狮

，西壁为身跨六牙白象的大行普贤菩萨。殿后为宏大高敞的

观音堂。底层供奉开山祖师宝志铜像，上供观音铜像。１９

９４年，观音阁落成，举行了真慈法师升座仪式，这是自太

平天国以来的首次升座。 东首院落现为“大遍觉堂”，是玄

奘法师的纪念堂。中供法师译经坐像，前有十三层木质密檐

式塔，塔内供奉法师顶骨舍利。讲到这里，有的游客肯定产

生疑问，玄类法师在西安住锡、圆寂，灵骨怎么会转到这里

呢？各位，说来话长，这其中又有一段曲折而又与国运共兴

衰的故事。 唐高僧玄奘，就是小说《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

，俗名陈。他１３岁出家，21岁受戒，精通经论，公元６２

８年历经艰辛，西行天竺１７年，带回经卷６５７部，创唯

识宗，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著名使者。６６４年圆寂于长

安慈恩寺，初葬白鹿原，继改樊川兴教寺，又因黄巢义军起

事迁葬终南紫阁寺。至宋金陵天禧寺可政法师在终南见塔毁

寺废，就迎奉至天禧寺，在东岗造塔安葬。明初迁南京名扬

中外的大报恩寺。太平天国时期战火纷飞，寺塔又湮没无存

。抗日战争期间，日寇扩建军工厂，施工挖出石函及珍贵器

皿，还有迁葬碑文。日军妄图封锁消息盗走诸物，后迫于国

人压力和出于粉饰汪伪政权的政治需要，除在九华山造塔安

葬一部分，其余瓜分存于多方佛寺。这里供奉的是当初存于

博物院的一部分，几经周折，辗转至灵谷寺供奉。１９９８

年８月，台湾玄奘大学法师了中住持向大陆申请分供舍利，

经批准，取出２. ８８６３克一粒分供，由两岸僧众护送至台

，成为两岸交往，促进统一的盛事。 纪念堂前存一座三圣殿

，中供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及胁侍观音



和大势至菩萨，是属净土宗的特色。 寺的最东侧为素菜馆，

供应素食斋饭，选料素淡，做工精细，口味鲜美，各位不妨

一尝。 各位朋友，钟山之麓，还有一些民国要人之墓，从前

面“八功德水”开始就是谭墓的墓道了。“八功德水”现用

石栏围护，清泉从二龙头中流出，自古相传此水对人体有八

种有益功能，是优质矿泉水。泉后路中有一汉白玉，上驮一

碑，现刻“灵谷深松”，原为谭延的墓碑。可能在场的朋友

们大多不了解这个人，他出身清代大官僚家庭，父官至巡抚

（省长），本人为光绪进士，点了翰林，宣统元年任湖南咨

议局长，此公精明圆滑，审时度势。辛亥革命爆发趋附革命

，又杀害革命党人，夺任湖南都督，又追随孙中山和蒋介石

，历任内政部长、国民党中政委主席、党部主席、国民政府

主席，他纵横捭阖，官运亨通，１９３２年病故，享年５２

岁。国民政府下令国葬，蒋介石亲选墓地。谭墓依山带水，

曲折幽深，具浓厚的江南山水园林风格。第一段墓道３５０

米长，尽头是一圆形广场，中间有一圆形花坛，上植松竹梅

岁寒三友。坡道入口有一回柱三门汉白玉石坊，清代式样。

柱头有石狮云板，三门横枋上有佛焰背屏立于须弥座上，柱

基夹有抱柱鼓石。东南有一石碑，原为国葬令碑；南面有一

方石碑，原刻谭的生平，现碑坊上文字都已不存。牌坊内坡

道有石马一对，是第二段２００米水泥墓道的起点。右转上

坡即为祭堂，歇山重檐。面阔五间，梁柱藻井饰以描金彩绘

，原门窗镂花金钉。堂前为花岗石祭台，台二例有方形经幢

两柱，仿佛教之物。祭堂内原有许多珍稀祭器祭台，抗战期

间流失殆尽。台东有一汉白玉牡丹花坛，刻有三圈飞龙图样

。顺坡上行，右下方是曲水流觞出自景区。曲水流觞东晋时



海西公宴请群僚的流杯渠，又取王羲之兰亭序中临溪饮酒作

诗之趣。流瀑阁上有千秋坊、水亭、心亭、香竹芳亭，流水

跌宕，层台错落，小桥越溪，林路盘折，完全是山水园林的

文人写意，幽雅至极，在墓园中独树一帜。 再向西行一段，

到了二侧休息亭，便是墓地。主轴南向通直，缓坡开阔，绿

草如茵，绿树屏绕，入口平台是汉白玉圆壁的睡莲池，素白

莲花照水开放，殊显清幽。坡上有清式云纹华表一对、石狮

一对、花缸一对。墓前平台陛石刻有五福捧寿和八面玲珑的

图样。墓茔半圆高３．５米，直径９．５米，十年动乱中墓

被炸毁夷平，１９８３年以骨灰罐重葬。墓前祭台刻有西洋

古典花纹，原为圆明园遗物，法国人进贡，尤其珍贵。墓后

有十几米高的山茶花树，是金陵之首。春天红花满树。 谭墓

石刻，似是宫廷之物，牌坊一组还来自咸丰顾命大臣肃顺的

墓园，用料上乘，刻工高超，非其他民国墓可比。说是来自

圆明园，无法使人不信。再和中山陵的豪放气势对照，谭墓

的婉约幽深，不能不令人叹服。游览这样的墓园真是一种精

湛的园林艺术和雕刻艺术的审美享受。 从谭墓墓道起点向东

上坡，是民国著名人物邓演达烈士墓。邓１４岁加入同盟会

，是颇有名望的左派领袖，其短暂一生充满悲壮奇事。他追

随孙中山筹办军校，任黄埔教育长，后历任北伐军政治部主

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国民党中央执委。蒋介石４．

１２政变后，他开始从事倒蒋革命活动，被迫流亡莫斯科，

又因反对斯大林干预中国革命，差点被秘密处死，连夜逃出

苏联，前往柏林，历访欧亚十余国。１９３０年回国在上海

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

身，是该党创始人。因策划军事倒蒋，不幸于１９３１年因



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戴笠密捕，蒋介石诱降不成，并置宋庆龄

、何应钦等众多要人营救而不顾，下令秘密杀害于麒麟门外

沙子岗，年仅３６岁。遇害后家属寻获遗体由好友时任京沪

卫戍司令的陈铭枢为他具棺入殡。建国后两迁葬址定在第二

公墓。１９５５年墓建成，举行了安祭安葬仪式。 邓墓开阔

宽宏，肃穆幽静。墓道入口有圆形花坛，十字形通道柏树成

行，芳草鲜花铺满墓地，两侧是花架亭廊，紫藤覆盖，很是

幽雅。平台中央圆顶墓高４．５米，直径９．５米，墓圈饰

有月桂叶图案，墓碑花岗石高达４．８米，宽１．２米，正

面为何香凝书写“邓演达烈士之墓”，背面是农工民主党中

央委员会的铭文，记述了邓生平事迹。碑前小平台上横卧一

西式桂叶花圈，寓长青留香之意，以寄托对烈士的哀思。平

台上还摆有花缸八只，可装点盆花。 各位朋友，灵谷寺景区

游览到此即将结束，希望各位能在此次游览后得到许多的回

味。 相关链接：2009年江苏省导游现场考试景点讲解：中山

陵导游词2009年江苏省导游现场考试景点讲解：明孝陵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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