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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Y TALE OF THE FIVE RAMS
五羊传说

如同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那样，广州城的历史，也是由一个神话开始。传说在很古的时候，有五位仙人
骑着五只神羊从海上踏浪而来，他们将手持的五色稻穗抛向这片大地，祝福人间从此永无饥荒。这片神奇
的大地就是广州。因此，广州也称之为“羊城”、“穗城”。
Ｌｉｋｅ ｍ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ｎｏｗｎ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ｅｇ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ａ ｆａｉｒｙ ｔａｌｅ． Ｌｅｇｅｎｄ
ｈａｓ ｉｔ ｔｈａｔ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ｆｉｖｅ 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 ｂｅｉｎｇｓ ｄｅｓｃｅｎｄｅｄ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ｗ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ｓ ｏｆ ｆｉｖｅ ｒａｍｓ
ｒｉ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ａ ｗａｖｅｓ． Ｔｈｅｙ ｔｏｓｓｅｄ ｒｉｃｅ ｓｐｉｋｅｓ ｏｎ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ｃｈａ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ｕｎｉｓｏｎ： “Ｌｅｔ ｔｈｉｓ ｌａｎｄ ｂｅ
ｆｒｅ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ｎｅ ｆｏｒ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 ｉｓ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Ｈｅｎｃｅ，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ｉｓ ｎｉｃｋｎａｍｅｄ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Ｒａｍｓ” ｏｒ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Ｒｉｃｅ Ｓｐｉｋ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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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OF GUANGZHOU
广州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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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

Ｔｈｅ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ｉｖｅｄ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ａｓ ｅａｒｌｙ ａｓ ｓｉｘ ｏｒ

期，广州就有先民生活。公元

ｓ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ｎａｍｅ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ｏｎｅ Ａｇｅ． Ｉｎ ２１４ ＢＣ， Ｎａｎｈａｉ

前 ２１４ 年， 南 海 尉 任 嚣 在 这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Ｒｅｎ Ｘｉａｏ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ｎｙｕ Ｔｏｗｎ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ｋｎｏｗｎ ａｓ

里筑番禺城（俗称任嚣城），

“Ｒｅｎ Ｘｉａｏ Ｔｏｗ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ａ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是广州最早的建城时间。秦末

ａｎｎａｌｓ． Ａｔ ｔｈｅ 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 （２２１ＢＣ－２０６ＢＣ） ａｎｄ Ｈａｎ （２０２ＢＣ－２２０）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汉初，赵佗在岭南建南越国，

Ｚｈａｏ Ｔｕｏ ｂｕｉｌｔ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ｎｙｕｅ （ａｌｓｏ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Ｙｕｅ） ｉｎ Ｌｉｎｇｎａｎ

定都番禺（今广州），南汉、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Ｐａｎｙｕ （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Ｐａｎｙｕ

南明两个王朝也在此建都。三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ｎｈ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Ｈ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ｎｍ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国时期的吴国，“划交州东部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２０－２８０），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为广州”，广州之名由此而来。

Ｗｕ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Ｊｉａｏｚｈｏｕ ｔｏ ｓｅｔ ｕｐ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１９２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建广州市。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 ｕｓｅ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２００

至今，广州建城已有 ２２００ 多

ｙｅａｒｓ ｅｖｅｒ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ｏｎ Ｆｅｂ． １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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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ｗｏ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ｈａｄ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ａ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Ｗｕｄｉ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２０２ＢＣ－８ＡＤ），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ｌｅｅｔ ｓｅｔ ｓａｉｌ 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２５－２２０）， ｔｈｅ ｓｅａ ｒｏｕｔｅ ｗａｓ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Ｂｙ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６１８－９０７），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ｈａ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ｌｏｎｇｅｓｔ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ｒｏｕｔｅ，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ｅａ Ｒｏｕ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ｅｖｅｎ ｓ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ｔｏ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ｓ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９６０－１２７９）， Ｓｈｉｂｏｓｉ，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ｗａｓ ｓｅｔ ｕｐ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Ｉｎ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ｈａ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ｏｖｅｒ １４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Ｌａ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１３６８－１６４４）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１６４４－１９１１）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ｗ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ｏｐｅｎｅｄ 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ｆｏｒ 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ｉｍ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ｌｙ 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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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NNIUM-OLD COMMERCIAL CITY
千年商都
２０００ 多年来，广州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汉武帝时期，中国船队从广州出
发，远航至东南亚和南亚诸国通商贸易；东汉时期航线更远达波斯湾。唐代时广州已发展
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也是当时世界最长的海路航线“广州通夷海道”的起点，中央
王朝首先委派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官员市舶使到广州。宋代在广州首设全国第一个管理外
贸的机构市舶司。在 １３ 世纪，广州已与 １４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明清时期，广
州更是特殊开放的口岸，较长一段时间内曾是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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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EROIC CITY
英雄城市
广州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ｉｓ ａ ｈｅｒｏｉｃ ｃ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ｇｌｏｒｉｏｕ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在近代史上，有三元里人民反抗帝国主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ｓ ｐｒｅ－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ｔ Ｓａｎｙｕａｎｌｉ ｒｏｓｅ

义侵略的抗英斗争，１９１１ 年孙中山领导

ｕｐ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ｎｖａｄｅｒｓ ｗｈｉｌｅ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ｅｄ

的反对封建统治的“三 • 二九”起义，

ｔｈｅ Ｍａｒｃｈ ２９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ｒｕｌｅ ｉｎ １９１１， ａｎｄ ｔｈｅ

１９２７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所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 ｉｎ

以，广州既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１９２７． Ｉｎ ａ ｗｏｒｄ，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ｃｒａ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策源地，又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ｈｅｒｏｉｃ ｃｉｔｙ ｗｈｅｒｅ

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英雄城市。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ｎ ｐａｒｔ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ｓｔａｇｅ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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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ａ ｒｅｎｏｗｎ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ｉｔｙ ｂｏａｓｔｉｎｇ ｏｖｅｒ ２，２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ａｓ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 Ｎａｎｙｕｅ （２０３ＢＣ－
１１１ＢＣ）， Ｎａｎｈａｎ （９１７－９７１） ａｎｄ Ｎａｎｍｉｎｇ （１６４４－
１６６２）．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ｉｔ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ｖｉｖｉｄ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ｓ ｈｏｍｅ ｔｏ ４２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Ｔｈｅ
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ｎｙｕｅ 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ｘｉａｏ Ｔｅ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ｌｅ ｏｆ
Ｓｉｘ Ｂａｎｙａｎ Ｔｒｅ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ａｉｓｈｅｎｇ Ｍｏｓｑｕｅ ａｒｅ
ａｌｌ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ａｊ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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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Ｎａｎｈａｉ Ｇｏｄ （Ｓｏｕｔｈ Ｓｅａ

HISTORICAL SITES

Ｇｏｄ） Ｔｅｍｐｌ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ｕｉｌ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５８１－

历史古迹

Ｔ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ｔｕｓ Ｐａｇｏｄ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ｓ

６１８）， ｔｈｅ Ｔａｏｉｓｔ Ｔｅｍｐｌｅ ｏｆ Ｆｉｖｅ 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ｓ， Ｚｈｅｎｈａｉ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Ｃｈｅｎ Ｃｌ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ａｎｄ Ｙｕ Ｙａｍ Ｖｉｌｌ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Ｍａ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ｉｔｅｓ

广州是一个有 ２２００ 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是南越、南汉、南明三朝古都所在地。历代留下的许多历史文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ｂｙ

化古迹，生动地反映了广州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ｔｈｅ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ｇａｎｇ 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 ｏｆ

全市已公布的国家、省、市三级文物保护单位共 ４２４ 处，西汉南越王墓、光孝寺、六榕寺、怀圣寺等都

７２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ｔｈｅ Ｓ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Ｈｕａｎｇｐｕ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有 １０００ 多年的历史。此外还有始建于隋朝的南海神庙 ， 明朝的五仙观、镇海楼、莲花塔 ， 清朝的陈家祠、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ａｌｓｏ Ｗｈａｍｐｏ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Ｓｕｎ Ｙａｔ－

余荫山房等。近代革命历史纪念地有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黄花岗

ｓｅｎ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Ｈａ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ｏｎｇ

七十二烈士墓、黄埔军校旧址、中山纪念堂、洪秀全故居等。

Ｘｉｕｑｕａｎ， ｅ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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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