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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陽朔漂流，我們乘坐該處的專車前往漂流的地方。到達後，我便看到
非常壯觀的景色，真的不禁令人讚嘆！木筏便慢慢地開了，眼前的景色全
部都是連綿不斷的山峰，在這個自然的環境，令我感到十分舒適。既使看
的是一樣的山，但配合着所謂的景色，簡直是優美得令人訝異。在這大概
40分鐘的船程，我亦體驗到「桂林山水甲天下」這美譽的意思。看着不同
形狀的山峰，我覺得每座山都像某一樣東西，如動物等。離開這個景點的
時刻，我帶着一種依依不捨的心情因為如此宏偉的景色並不是到處都能夠
找得到。這個地方亦是我期待而久的，以前經常聽人說陽朔這個地方是十
分漂亮，是一定要去的，現在我親身來到這個地方，便發現隨着時間的流
逝，昔日桂林的風采仍然存在。 

5D 胡家嘉 

陽朔漂流，風景很美，特色就是充滿特別形狀的山，加上水面反射這些山的倒影，就是
這裏最特別的景象，就連中國人民幣的＄20也用了這個景象作背景，可見這個地方和景
象是多麼重要和特別。我們乘坐了觀光的木筏，他的速度很慢，讓我們可以慢慢欣賞當
地的特色景象。坐在木筏上，吹着涼風，靜靜地觀賞着奇形怪狀的山，那個感覺太舒服
了。不像香港那麼嘈吵和焗熱，因為這裏沒有香港的屏風樓，風不會被高樓阻擋。另外，
因為這裏沒有像香港那麼多的污染，因此空氣很清新，因此空氣很清新，令人呼吸得很
舒服。 

5D 黃智謙 

到達桂林後我們就去了灕江上坐船遊玩。都說桂林山水甲天下，我這才領略到了
山清水秀。連綿起伏的小山丘毛茸茸的，繁茂的植被蒼翠欲滴，而在江面上的倒
影，更映出了藍天白雲，抬頭是風景，低頭亦是風景。江邊一株株鳳尾竹低頭垂
向江面，像是在跟我們打招呼。一個個山峰奇形怪狀，令人聯想到許多不同的東
西，真是美不勝收啊！ 

4D 錡婧 





今天總共坐了超過六個小時的車程，手麻腳麻，幸好美麗的景色風光撫平了身
體上的勞累。在理工大學里，參觀了博物館，館內富含豐富的展品，分別有恐
龍時期，太空及岩石等。各種漂亮的展品令人目不暇給，在香港也沒有見過收
納如此之多真正的的恐龍化石。題型龐大壯觀，其中一隻恐龍石骨竟有三層展
廳這麼高大，令人注目。還有寶石等等，漂亮的晶石，閃耀光芒，令人愛不釋
手，怎麼看都不夠。然後我們去了香橋地質公園，觀賞山水，見到了蜘蛛洞等
的奇異山石。還感受到潮濕陰涼的山洞，看見漂亮彩燈照射著的鐘乳石，接著
的沿途風景秀麗，天氣晴朗，時不時微風拂面，看著鬱鬱蔥蔥枝葉繁茂的大樹，
壯觀雄偉，平靜的湖面，偶有瀑布，清澈的水花四濺，好不愜意。 4C 李泳錞 

在參觀熔洞的時候，要先穿過
一個小黑洞，當中的溫度很舒
服，感覺好像開了冷氣空調，
但這是個天然的！十分特別。
香橋岩溶國家地質公園總共有
公園共分四個景區，分別為老
虎岩景區、香橋仙境景區、響
水湧泉景區和中渡古鎮景區。
但由於時間關係只能去其中一
個，當中的景色優美，隨手拿
超相機影也能拍出一張美麗的
照片，有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那兒空氣清新，與香港相比是
兩碼子的事！ 

5D 陳穎悠 

地質公園空氣清新，有不少
動物出沒。當中更見到蛇，
蜘蛛及大型的紅色螞蟻。步
行至天生橋的過程中，我們
到訪一個異常涼快的洞穴，
它內部十分潮濕，更有滴水
的情況出現。到達天生橋後，
我們見識到大自然的魅力，
奇特的岩石，清澈的湖水，
以及潮漲的情況。 

5D 張綺文 





我們今天有幸能夠到苗寨觀光。我們到了當地觀看苗族的傳統舞蹈表演。我們能看
到他們的傳統服飾、樂器及古老的工具等。我們同學都融入其中，當中有三項活動
是我們能參加的，分別是苗王的深情告白、與苗族女人結婚的三大挑戰及人人參與
的狂歡時刻。這三項活動使我們能夠以快樂有趣而富有創意的方式去感受苗族風格
和他們的生活習慣。帶給我們許多的歡樂。我認為這是十分有意義的。只可惜當地
道地十分崎嶇，要經一番抖顫才能到達。但當我看到這場表演後便感覺值得了，有
一種一番風兩見彩虹的感覺。 

4C 譚陽楷 

我們坐了三個多的小時達了雨卜苗寨，由於前往雨卜的高架橋還末興建，我們需
要經過一些「爛路」才能抵達，要到達雨卜苗寨可說是幾經波折。我們吃過特色
的苗族飯菜後，去了欣賞一場由苗族姑娘和小伙子精彩的歌唱及舞蹈表演。他們
的歌聲美妙嚮亮，唱法及聲線與現代歌手不一樣，令我十分驚嘆.小時候曾在中
國舞班有小嘗苗族舞，所以在欣賞他們精彩的舞蹈表演時，勾起了不少小時候回
憶。 

5D 霍芷瑩 

身穿苗族特色服裝的主持人熱情地歡迎我們並為我們介紹表演，苗族人民以富有
節奏感的樂器，如盧笙，作為歌舞的音樂，在他們的舞步中我感受到來自苗族的
民族风情和他們對生活的熱愛。另外，表演者還為我們展示了苗族較原始的農耕
器具和製布，加深了我對苗族農業及紡織的了解。最後，我們還與苗族人民一起
載歌載舞，他們的熱情奔放深深感染了我，心靈感到釋放及快樂，想必這段經歷
會永遠刻在我的腦海。 4D 尤尚盈 





我非常喜歡程陽八寨，那裏的建築非常高大宏偉，建築風格古色古香，建築物使用
的技巧非常精準和深奧，在哪裏的建築物是沒有一根釘的，全部以入榫結構方式建
設，其中看到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風雨橋，真的令我非常驚喜，原來橋中有非常
多玄機，例如在橋頭的牌中，要打側看才可以看到牌中中祝福語或含意，另外橋裏
的入榫結構出神入化，令橋的歷史價值提高雖然今日非常勞碌，坐旅遊巴的時間很
長，上山的路程非常遙遠，但是看到程陽八寨的景色令人讚嘆，而且非常美麗，所
以在路途中的一切疲勞，看到這個美景後也立即治癒。 

4B 陳源峰 

首先，在程陽八寨裏，我能體會到不少少數民族的特色以及文化，我能
深入了解他們的衣著他們更由8個村组成，而且當地人熱情好客。以風雨
橋和鼓樓為代表。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侗族的樓，它具特色，而是
走在整個程陽八寨景區，除了美麗的風景外，八個村寨保留的建築之完
整，令我可以觀察到的民族風情。而這在香港是難以看見這些現象，因
為香港經濟的發展，有著不少的發展，大多的東西也不能保持原貌。另
外，也有不少的人口增長，令不少有文化的建築也不能保存。 

5D 陳卓汶 

當我們到達程陽八寨參觀了風雨橋。整座橋的建築都是使用榫卯結構，不使用一
顆鐵釘，這令我對古代工匠高超的技藝感到佩服。當我們完結參觀程陽八寨之後，
我們上了山上的最高點觀賞程陽八寨的遠景。旅程中，我體會到友情的可貴之處。
雖然上山的過程非常辛苦，但最後拍出來的照片非常美麗，因此我覺得十分值得。
最後，我在程陽八寨之中發現了中港一些差異。香港的居住環境比較狹窄而且鄰
里之間有很大的隔膜。但我發現，國內鄰里之間的關係比較密切。例如在今天為
我們講解的講解員，她住在其中一個寨內，她說她幾乎認識所有住在同一個寨內
的人，即使不認識也會在遇見的時候打招呼問候。這讓我發現了中港兩地在鄰里
關係之間的差異。 

4D 鄧敏儀 





我在這次旅程中最期待的是龍脊梯田。我們是坐車上到山頂再行落山的，轉了幾次車後，
我們終於到達山頂。去到山頂後一望果然不負所望，那裹的景色是何等壯觀，一級級的
梯田，亂中有序，從梯田中可以見識到在古代人的智慧，因為桂林山多平地少，所以他
們會依山而建，利用空間去耕田及種植。香港可能因為身為國際大都會，身為已發展城
市，人們的生活節奏急速，對身邊的事物已沒有時間去理會，所以已經漸漸失去少數民
族的人情味。少數民族的人因生活樸素，每天可能只是過著耕作的生活，和身邊的人有
交流。 

4C 關岳 

在前往龍脊梯田的旅途中，我們先是坐旅遊大巴，之後轉換成小車上山，這個過程
讓我十分享受，望著沿途的風景，清風飄飄，讓我心曠神怡。在山上俯視，我能看
到下面壯觀無比且有規律又有層次的梯田，它就像天與地之間的一副抽象畫。聽著
導遊的介紹我瞭解到了龍脊梯田居住著壯族，瑤族兩種民族，但主要還是壯族為主。
我們步行下山，這讓我更清楚的發現梯田裡種的都是稻穀，此外我觀察到了有些山
像螺，有的像塔。下山行走在風味獨特的巷子裡，幾乎每戶人家都會擺攤位，據說
這裡的特產“羅漢果＂口感十分清甜，我就買了一大包，這能泡水喝也能夠煲湯，
對身體十分有益。 

4A 鄭思婷 

在走龍脊梯田時，我覺得很驚險，因為梯田是建在很高的山破上，而
且每一個梯級都很細所以我在行下山時都是步步驚心，不過在行下山
的過程看到很多優美的景色，令我覺得即使要咬牙切齒、擔驚受怕地
下山也是值得的，而在行的過程我反思到其實他們真的很聰明，因為
他們可以想到把山的一部分鏟平然後用作耕種，即使他們的居住環境
不理想或不利於耕作但只要有這技術他們就可以克服地理上的劣勢，
使他們可以耕種，這令我感受到中國文化思想的深遠。 

5D 錢綽君 



4A 鄭思婷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每個民族所遺傳下來的獨具特色的習俗，都是世間最寶貴的精髓。 

4B 陳源峰 在參觀少數民族的村寨中，令我更加認識中國少數民族，在他們的表演中和他們互動，他們會邀請遊客嘗試他
們的傳統習俗，令我印象深刻。 

4C 李泳錞 
我們這次旅程盛載了滿足。享受過族民的熱情好客，風俗人情。見識到真正的書本裡學不到的知識。五十六個
民族，五十六個家，可不希望少了任何一個家族，更應該讓更多人瞭解和知道其特色和傳統文化。讓更多古人
的智慧禮傳文化，傳承下去。 

4C 譚陽楷 這旅程真的是隨時隨地都能學習到中國歷史文化，有時候只因為嚮導的一句話而明白建設運河的作用，使我豁免
開朗。同時因為博物館讓我能更深入瞭解，讓我獲益良多。 

4C 關　岳 

4D 尤尚盈 

4D 吳翠怡 

此行令我瞭解到中國地大物博，天然景觀十分宏偉，就如象鼻山，龍脊梯田等的自然景觀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4D 鄧敏儀 這次的旅程非常有意義，改變了我一直以來對中國的固有印象，亦讓我欣賞到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景色。 

4D 鄧曉筠 我本以為族群與族群間的文化習俗，傳統宗教各有不同，會容易引起爭執，但實際上，少數民族間互相尊重
及照顧，相處和諧，實屬難得。 

4D 錡　婧 我對桂林的歷史及中國歷史有了更多的認識，亦不得不令我們佩服前人的智慧與辛勞。在旅途中，我更感受到
團體合作的魅力。 

我對中國少數民族的認識加深，能夠認識苗、壯族、侗族的生活方式，傳統舞蹈等。希望以後亦有類似的交流。

參觀桂林博物館令我對中國歷史和人們從前的生活多了更多的認識。旅程中我們去了很多廣西著名名的風景名
勝，讓我對中國農業及大好江水多了一份認識。

5D 胡家嘉 是次認識少數民族之旅，加深我對苗族、壯族以及侗族的認識，也看到桂林優美的風景，山明水秀。正所謂
「桂林山水甲天下」，這裏的景色令我忘記中國差的一面，留下的就只有中國景色優美的一面。 

5D 張綺文 我一直以為國內地區環境較差，經過這五天行程後，才發現這只是我個人偏見。這裡環境清幽，空氣清新，與
香港比較，我更喜歡這裡，希望我有機會能與家人，朋友再次在這旅遊。 



5D 陳卓汶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裡路」這次的旅程令我學會最多的是在博物館內的墨畫的部份，這有不少關於以前文字
的組成以及其不同的字形，真能令我瞭解到古人的文化。 

5D 陳穎悠 我這次參觀了苗族和侗族的居往地方，兩個的位置偏僻，苗族和侗族風俗的特點是女性的裝扮極其複雜靚
麗，首飾繁多。 

5D 黃智謙 我以前認為廣西是個很偏僻的地方，是個不重要的地方，但去過博物館後，我才發現原來很多歷史的大事也是
在當地發生或者與當地有關，反而是中國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5D 黃樂瑤 中國有56個民族，我們屬漢族，是中國主體民族，因而會忽略了其他少數的民族。於學校中史科的常規課程
只概括了中國整體上的歷史進程，若非這次旅程，我們根本難有機會去瞭解更多不同的民俗，習俗。 

5D 黎雅詩 什麼是傳承呢？大概就是看到自己的文化，有一種想要保護它的衝動吧。歷史長河漫漫，在中華文化被沖淡
前，我們應盡力將它留住。 

5D 錢綽君 
我之前對於少數民族的印象是他們不願接受其他的文化和科技，只沉浸在自己民族獨有的文化。後來卻得知
了其實他們也非常先進，在山區也有冷氣和電話信號，令我對於少數民族有一個新的概念。 

5D 霍芷瑩 這次的認識少數民族之旅增加了不少我對中國、中國歷史、桂林及中國少數民族的認識。桂林較中國東面落
後，人民收入也較低。但可見到中國投放不少資源以振與廣西經濟。這次的旅程讓我穫益良多！ 

5D 羅卓怡 在這次廣西少數民族認識之旅中，能夠瞭解當地的少數民族如苗族，並體驗少數民族的日常生活。另外透過
參觀桂林各種著名景點如灕江、龍脊梯田，一睹桂林歷史文物昔日的風彩。 



第一天：學校集合→深圳北站→高鐵往桂林→船游桂林灕江風景區 

第二天：參訪桂林理工大學(地質博物館)→廣西香橋溶岩國家公園 

→雨卜苗寨→觀賞苗寨歌舞

第三天：融水→程陽八寨→世外桃園 

第四天：龍脊梯田→平安壯寨→桂林博物館→西街→印象劉三姐 

第五天：陽朔灕江漂流→興坪古鎮→高鐵往深圳北站→學校解散 

    2018年6月26-30日，本校20名中四及中
五同學在老師帶領下，到了廣西壯族自治區
進行交流，希望藉參訪不同的少數民族，能
夠深入認識我國少數民族的生活情況及風俗
習慣，從而增廣見聞，擴闊同學的視野，反
思自我的修行。  



      根據史冊記錄，廣西最早被稱作百越， 
又稱百粵。壯族至古已在廣西居住，其祖 
先最遠可追溯至上古史黃帝時代，相傳 
蚩尤為九黎族首領，其族民包括三苗族，後來蚩尤被黃帝擊敗，族人四
散，不少更深入崇山峻嶺，逃避追捕，近代有學者如王桐齡、梁啟超、
聞一多、胡適等認為，現代的苗族就是三苗的後裔，但能肯定在遠古時
期，廣西一帶已有不少部落在此生活。及至嬴秦一統天下，置桂林郡，
西晉時，廣西分由蒼梧郡、鬱林郡、桂林郡管轄，唐太宗設貞觀十道，
今廣西大部分地區隸屬嶺南道。到了宋朝，政府設廣南東路和廣南西路，
廣南西路包括今日廣西全境，廣西得名於此。元朝末年，設「廣西等處
行中書省」，是廣西建制「省」開始，以後一直設「廣西省」。新中國
成立後，於1958年建立「廣西僮族自治區」。1965年，經國務院批准，
改名為「廣西壯族自治區」。 

廣西壯族自治區，簡稱桂，是
我國的五個自治區之一，區內聚居大量
的少數民族，亦是我校是次交流的主題，
讓學生親身接觸及實地觀察去了解這些
少數民族的生活特色及文化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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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是：「七山一水二分田」，廣西位處雲貴高原東南邊緣，接鄰
兩廣丘陵，全省屬喀斯特地貌，主要為石灰岩地質，另稱作岩溶地貌，
故在廣西境內不難發現有不少溶洞，加上廣西四周多山地與高原，適合
農耕生產的平地很少，這裏的居民為了生活 
就發明了嶄新的耕作方法──梯田耕作， 
據記錄這種耕作方法可追溯至秦漢時期， 
已有先民在廣西龍勝(今稱作龍脊)一帶 
進行大規模梯田耕作生產，今次行程參觀的平安壯寨梯田，同學能觀賞
到梯田猶如一條騰飛巨龍，在群山當中傲 
翔。其中著名的「九龍五虎」更是一絕， 
從高處向下俯視，九條小山道蜿蜒曲折，再 
遠眺附近的五座山嶺，合成這個名勝。參觀期 
間正值夏季，梯田內插滿象徵居民心血的一株株水稻，綠油油一大片，
在煙霞裊裊中，看到從山頂流下的是清澈的流水，可見當地民眾很重視
環境保育，特別是水資源，相較不少發展蓬勃的大都會，水污染問題日
獗，甚至水源匱乏，這都令同學有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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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廣西少數民族仍保留不少傳統文化演出，其中今次有幸能欣賞
到程陽八寨侗族大歌，這侗族大歌早前更被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另外又在融水雨卜苗寨觀賞苗族歌舞，兩項表演可謂令同學大開眼
界，增廣見聞。侗族大歌裏多人合唱聲律和諧，而且很多時利用蘆笙伴
奏，配合一眾女表演者精彩的舞蹈表演，充分顯示侗族族人喜愛熱鬧及
音律豐富的特質。雨卜苗族歌舞種類更多，由熱鬧的踩堂舞開始，到親
切迎賓的敬酒舞，當中更邀請觀眾登台親身經歷一眾苗族年青男女「踩
腳示愛」及背新娘等傳統習俗，有助大家深入了解少數民族特有的生活
面貌及風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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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都認為廣西一帶民風彪悍，特別是少數民族聚居地仍然保
留昔日那種好勇鬥狠的風俗，例如在清中葉時發生的太平天國事件，洪
秀全在廣西金錢村聚集群眾，向清政府武裝起義，當時只有三萬廣西人
的太平軍，卻能將清軍擊敗，且節節敗退，最終太平軍攻下南京，與清
政府南北對峙，曾國藩亦曾對廣西軍的戰鬥力有很高的評價，之前更有
「廣西狼兵雄於天下」之美譽。中華民國時期，李宗仁的桂系軍團戰鬥
力非常強悍，在北伐期間，戰績彪炳，及至中原大戰亦多次大敗敵軍，
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對對桂軍和廣西民團的評價也相當高。中共開國元
帥朱德也曾說過嗎：「湖南人最霸氣，廣西人最蠻橫」。凡此種種都說
明廣西人都是勇武豪邁，遇上困難從不畏懼，反而會迎難而上，努力克
服一切。由先民退入群山，生活在窮山惡水之中，煉就了廣西少數民族
這種獨有的民族性，而且歷千年不變的是他們沒有怨天地無情，反而用
盡自己的精神心智，創做活用四周環境特點的生活模式，他們這股精神
正正值得現今年青人學習效法，深信在這次五天的行程中，交流團裏的
同學定能身心均得到一次的啟發，將所見所聞所感成為日後成長的重要
營養素。 



       有謂「六經皆史」，耳聞目睹皆學問。廣西，在中國正統歷史上
，不是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它就像少數民族對於中原漢族般存在。我
們未必會積極去認識這個偏陲之地，我們未必會對少數民族有深刻的了
解，但是，認識中國，缺漏了這一片，就不是一個完整。 
    感謝勵進教育中心的「同齡同心學歷史」計劃資助，是次活動得以
順利推行，師生能夠有一個深入了解認識廣西、認識少數民族、認識中
國歷史、認識中華民族的機會。 
　　教育，是春風化雨的工作，今天，學生踏足祖國、感受山河壯
麗、與民眾溝通、目睹祖國發展、文明與傳統的衝突與融和……凡此
種種，己在學生心田種下一顆種籽， 期待茁莊成長，開花結果。 


	Blank 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