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風情畫

趙一雄

阿爾泰山

天山

崑崙山

準噶爾盆地
古爾班通古特沙漠

塔里木盆地
塔克拉瑪干沙漠

新疆是中國最大的省级
行政區, 占全國土地面積
的 1/6, 邊境線長達5600
公里, 週邊與蒙古,俄羅
斯, 哈薩克斯坦, 吉爾吉
斯坦, 塔吉克斯坦,阿富
汗,巴基斯坦,, 印度, 八國
接壤



‧

新疆首都 - 烏魯木齊 (迪化)

位於新疆中部, 天山北麓, 準噶爾盆地
南缘
蒙古語 “優美的牧場” 之意
是世界上最內陸, 距離海洋和海岸最
遠的大型城市 (2500公里) 

國際大巴扎 (烏魯木齊地標之一)
曾是2009年七五暴力事件的核心區
(漢人與維人衝突造成數百人傷亡)
目前刀具的维安措施
所有刀具必須刻上身份字號或二维
條碼



北疆行

可可托海

喀纳斯

魔鬼城

克拉瑪依

賽里木湖

巴音布魯克



可可托海
位於阿爾泰山南麓額爾濟斯河峽谷

可可蘇里湖蘆葦和眾鳥栖息, 有
北國江南之稱

神鐘山,花崗岩孤峰傲立額爾濟斯大峽谷, 河兩岸一座座
突兀絕妙的花崗石峰夾峙

可可圫海三號礦坑
• 全世界最大和最典型含稀有金屬礦的花崗岩脈的礦坑, 深143公尺, 

長240公尺, 宽240公尺, 擁有86種礦物, 其中鈹儲量占全國之首.
• 1960年7月中蘇交惡,蘇聯逼迫中國在 1965年以前必需償還52億人

民幣外債, 中方即决定以蘇聯急需的三號礦坑生產的稀有礦產來
抵債, 到 1964 年遂還清了欠蘇聯的全部債務

• 中國發展” 两彈一星” (原子彈, 氢彈, 人造衛星) 所用的稀有金屬都
是來自可可圫海三號礦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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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納湖 (美麗而神秘的湖)
位於阿爾泰深山密林中的高山淡水湖泊

魔鬼城 (烏爾禾風城)
位於準噶爾盆地西北, 是大風環境形成的風蝕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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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瑪依
地處準噶爾盆地西部, 歐亞大陸的中心區域

• 鄰近魔鬼城

• 1949年以後, 中國勘探開發的第一個大油田, 原油和天然
氣的蘊藏量分別是86億噸和2.1億立方公尺, 目前探明率只
有20% 和 3.4% 左右

• 大油田最初發現是起源於克拉瑪依東北角的黑油山 (一群
天然的瀝清丘)

• 克拉瑪依是嚴重缺水乾旱地區, 1997年開始北水南調 “引
額劑克” 的大型引水工程, 將額爾齊思河上游幹流引水至
克拉瑪依市阿依庫勒水庫, 全長 400 公里, 這項引水工程造
就了克拉瑪依市今日經濟的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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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里木湖
位於天山西段,準噶爾盆地西南端

新疆海抜最高 (2071米), 面積最
大(453方公里) 的高山湖泊, 風光
秀麗,是冷水魚白鮭的生產基地

從賽里木湖經全長56公里的高架賽
果高速公路(賽里木湖至果子溝) 前
往伊寧, 首先經過貫穿天山全長
1800米的賽里木隧道, 接著是全長
700米的果子溝大橋, 它是新疆第一
高橋, 橋面距谷底淨高達200米, 是
首座双塔双索鋼桁樑公路斜拉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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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音布魯克大草原
位於天山山脈中段的高山盆地, 海抜2500米
中國第二大草原, 次於內蒙古鄂爾多斯草原

• 巴音布魯克草原碧綠草場, 水草豐盛遍佈河流湖泊, 九曲十八彎更是此景
只应天上有的美景

• 放牧於巴音布魯克草原的牧人多數是信奉藏傳佛教的蒙古人

• 東歸事件: 17 世纪原放牧於新疆信奉藏傳佛教的蒙古土爾扈特部落首領
率眾西走至烏拉爾河下游, 建立自已的汗國, 18世紀俄帝凱薩琳女皇積
極擴張土地, 高压削弱土爾扈特的自主權, 並强迫改信奉東正教. 1771年
土爾扈特首領渥巴斯汗決定带領族人回到祖先放牧的北疆, 遂帶領17 萬
族人和浩浩蕩蕩的牛羊駱駝選擇冬天越過冰涷的烏拉爾河, 大隊人馬在
帝俄的追兵, 生病, 飢餓和嚴寒惡烈的氣候抗爭, 经歷7 個月终於到達新
疆的邊界, 只剩下不到7 萬人. 乾隆皇帝采安撫政策, 命令妥善安置这些
東歸的土爾扈特人於巴音布魯克草原放牧, 並賞以白銀和牛羊等



南疆行

• 庫車
(龟兹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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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什

• 中巴公路
(帕米爾公路)



庫車
以维吾爾人為主體, 位於天山南麓, 塔里木盆地北緣, 

自古是絲路和西域軍事的重鎮

龟兹古國: 龟兹曾是古印度, 希腊, 羅馬, 波斯和漢唐文化唯一交匯的地方, 早在公元前3世紀, 佛教就經由印度傳入龟玆, 然
後再傳入中國, 公元3世纪, 龟兹佛教進入全盛時期, 玄奘到印度取經曾在龟玆講經, 時有僧徒達5仟多人, 11世
纪末, 龟兹臣服於信奉穆斯林的回鶻王朝

克孜爾千佛洞: 千佛洞始建於公元3-4世纪或更早, 比敦煌壁畫早300年, 至公元8-9世纪 (唐末) 逐漸停建; 石窟的壁畫歷經
風化地震的自然破壞, 又有穆斯林蓄意對偶像的摧殘, 壁畫的佛像和金飾幾乎全被挖走, 至19-20世纪, 西方
探險家大肆將壁畫整片剝下運回, 目前石窟處處满目瘡痍

鳩摩羅什: 適逢東晋十六國時期出生於龟兹, 7歲出家, 9 歲隨母到北天笠學習佛經, 12歲返國講法, 後秦弘始八年 (公元406
年) 抵長安, 以國師之禮待之, 信眾數千人, 展開譯經弘法事業, 是漢傳佛教著名的譯師之一, 譯著包括 “金剛般
若波羅密經”, “妙法蓮華經”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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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爾市至和田的阿和沙漠公路

全長426公里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 (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

阿和沙漠公路 蘆葦方格 蘆葦柵欄 滴灌種植和綠化

流動沙漠沙丘高100-200米, 風沙活動十分頻繁劇烈, 沿線流動沙丘佔 80% 以上

固沙工程

• 蘆葦方格: 在沙丘上劃好施工方格的網線, 再將剪修均匀的蘆葦橫放在方格線上, 用板鍬之類的工具置於所铺蘆
葦中間, 插入沙層內约 15公分, 使蘆葦兩端翹起直立在沙面上, 露出地面高度约20-25公分, 再用工具將
方格的根基固定, 方格的大小為 1米正方形

• 蘆葦栅欄: 在蘆葦方格前, 垂直主風的方向構築蘆葦栅爛, 用以削減風力
• 滴灌種植和绿化: 沿公路建有供水管道, 定時澆灌固沙植被 (胡楊, 紅柳, 梭草)



和田
位於塔克拉瑪干沙漠南側的綠洲, 古絲路重鎮

和田三寶之一: 和田玉 (崑崙玉) 分籽料和山料
籽料是從崑崙風化脫落的玉料, 經河水長年冲刷磨蚀, 形成鵝卵狀的玉石, 僅產於和田
河庫中, 質地细膩富光澤; 
山料是從雪山的原生礦石開採出來, 形狀不規則, 質地較粗

和田三寶之一: 和田綢
(艾提萊斯)
和田是新疆最大繅絲生
產中心, 佔全新疆 70%, 
絲绸質軟韌性强, 是作降
落傘最佳材料

和田三寶之一: 和田毯
用當地產的和田半粗羊毛採用森纳结扣法編織而成, 這種編
織法反面看到編織的毛结, 雖然地毯局部破損, 不會影響地毯
的使用, 可鋪作地毯, 也可作觀賞用的掛毯

核桃王
樹齡約 560年, 樹高15米, 樹圍
6.6米, 覆蓋地面约半畝地, 年
產核桃约 5-6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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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

中國最西端的歷史文化名城

艾緹朵爾清真寺

香妃墓

清真寺旁的市集

喀什老城



中巴公路 (喀喇昆侖公路)

• 自新疆喀什穿越喀啦昆侖山脈,
興都庫什山脈, 帕米爾高原,喜
馬拉雅山脈西端到達巴基斯坦

• 全長1224公里, 中國境內415公
里, 巴基斯坦境內809公里

• 全線海抜最低點600米, 最高點
4693米

• 沿線地質複雜, 雪崩, 山體滑坡, 
落石, 塌方, 積雪, 積冰經常發
生

• 沿途迄立世界第二高峯戈里峯
(8611米), 和100多座超過 7000
米的高峯, 還有 5條超過 50米
的大冰川

• 是世界十大最險峻的公路之一



中巴公路上的高山平湖

喀克拉克湖 (白沙湖)

歷經萬年風化的白沙山在帕米爾高原潔淨的
陽光照射下, 閃耀著金屬般銀色的光澤, 大風
刮過不但沒有把白沙山的白沙吹跑, 反而把
河床的白沙到山上, 形成聚沙成山的奇景, 與
碧藍的喀克拉克湖 (白沙湖) 相互呼應

卡拉庫里湖

位於冰山之父-慕士搭格冰山脚下, 湖的四周
有冰峰雪岭環抱, 特別是公格爾九別峰和撘
格峰更為湖增添了神奇而美麗的色彩, 正逢
天氣晴朗, 湖面風平浪靜, 皑皑銀峰, 綠色草
原湖邊畜牧倒映湖中, 湖光山色渾為一體



吃在新疆

烤包子 炸麻花 串羊肉

手抓羊肉 架子肉 羊肉抓飯 拌麵



色彩繽紛的物產 :  紅色

新疆枸杞子產量占全國第三位
(12%)

新疆辣椒,用作工業用顏料 (口红)

新疆番茄年產200萬噸, 占全球1/4, 
多用作番茄醬

新疆紅棗年產數十萬噸
(阿克蘇, 和田)



色彩繽紛的物產 :  白色

新疆棉花總產量達 450餘萬噸, 佔全國
60%以上, 約佔世界總產量 18%

色彩繽紛的物產 :  紫色

新疆薰衣草佔全國產量 97%, 僅次於
法國普羅旺斯居世界第二
(伊犁河谷)



新疆豐富的礦產資源
已發現的礦源多達143 種

能源礦產
石油: 石油資源量 300億噸, 约全國資源量的 ¼, 現有儲存量占全國第三位, 未動用之儲存量居全國之首
天然氣: 天然氣資源量 10.8萬億立方米, 约全國資源量的 34%
煤炭: 煤炭資源量 2.19萬億噸, 约全國資源量的 40%, 居全國之首
油頁岩:
鈾:

金屬礦產
黑色金屬: 鉄(5), 錳(8), 鉻(8), 釩, 鈦
有色金屬:銅, 鎳, 鉛, 鋅, 鋁
貴金屬: 金, 銀, 鉑, 鈀
稀有金屬: 鈹, 鋰, 鈮, 鉭

非金屬礦產
已探明的非金屬礦產有 43種
菱鎂礦, 納硝石, 鉀鹽, 鎂鹽, 芒硝, 自然硫, 雲母, 陶瓷土, 水晶, 玉石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開發新疆的生力軍

1950年新疆政權逐漸穩定後, 鑒於大批軍人復員
轉業和新疆地區漢人分佈稀少, 經濟落後和大片
農荒問題, 於是將當時大多數的駐軍, 約 17.5萬人, 
就地轉業, 在新疆安家落戶從事工農業生產, 组成
建設兵團, 一方面開發新疆, 發展農經, 同時機動
式填補地區的防衛功能, 現有14個兵團, 總人口達
260萬人



北疆看風景, 南疆看風情

雪山峻嶺, 碧綠草原, 高山湖泊, 浩瀚沙漠,
歐亞文化的交流, 蘊藏豐富的資源, 色彩繽纷的農產

新疆真是一個貴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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