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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银河，地上瀛湖

瀛湖碧波万顷，水天一色，是耀

眼的汉水明珠，是陕西“十大美景”

之一，更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

重要水源地，素有“陕西千岛湖”之称。

瀛湖总面积 102.8 平方公里，其中水

域面积 77 平方公里，周长 540 公里，

库容 26 亿立方米，平均水深 100 余米。

景区水质优良，物种丰富，气候温和，

岛屿众多，有水映螺峰、翠屏晚照、

花香鸟语、织女传情等多处优美景观。

瀛湖景区 AAAA

DAY1

 汉滨区瀛湖镇

 8:30-16:30 

 70 元 / 人

 400-176-1766

小贴士
1. 来瀛湖，一定要品尝肉质鲜美、营养丰
富的“瀛湖鱼宴”。
2. 游览过程中请注意不要追打鸟类，保
护自然人人有责。

在瀛湖可尽享独特的“海陆空”体

验，“海”是指坐船游瀛湖，观看水上

飞龙、水上摩托艇等惊险刺激的表演，

“陆”是指电瓶车长距离观光，“空”

是指乘坐水上低空小飞机空中观景和动

力伞飞行。除领略大美自然风光和丰富

多彩的观赏与体验活动外，更可尽享娱

玩乐趣。

瀛湖更是爱情的打卡地：鹊桥的投

影、婚俗博物馆的大花轿、天使之翼、

许愿长廊，都是表达爱意、见证爱情的

理想地点。如果你爱他(她)，就带他(她)

来瀛湖吧！

瀛湖景区面积大、

景点多，如果时

间充裕，倒不妨

在此留宿一夜，

细细赏玩。

推荐景点

巴山画廊环线游
线路说明

DAY1

DAY3

DAY2

DAY4

中心城区

中心城区

瀛湖景区

天书峡景区

飞渡峡·黄

安坝景区

南宫山景区

正阳大草甸

双龙景区

芍药古

琵琶岛

20 公里  30 分钟

21.4 公里  33 分钟
33 公里  60 分钟

71 公里  110 分钟

36 公里  60 分钟

44 公里  70 分钟

20 公里  28 分钟

13 公里  20 分钟

25 公里  38 分钟

91 公里  130 分钟

66 公里  105 分钟

12 公里  22 分钟

26 公里  51 分钟

300 min

180 min

150 min

240 min

120 min

岚皋县城

镇坪县城

八仙镇

巴人部落

平利龙头
旅游村

平利桃花
溪景区

平利马盘
山景区

平利县长

安女娲茶

镇景区

宿

宿

宿

60 min

90 min

180 min

60 min

180 min

12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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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秘境，神奇双龙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图腾，而

在双龙国际生态旅游区，5.6 公里的旅

游环线贯串了龙潭峡、祥龙谷、游龙

瀑布、青龙寨、玉龙宫等景观景点，

可入宫探源、观水探脉、穿丛越林、

品茶沐汤 ; 也可看龙之景观，听龙之

故事，赏龙之演艺，相信您会对中国“龙

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双龙景区 AAAA

 汉滨区双龙镇

 全天

 80 元 / 人

 400-0915-112

小贴士

1. 钟乳石是指碳酸盐岩地区洞穴内在漫
长地质历史中和特定地质条件下形成
的石钟乳、石笋、石柱等不同形态碳酸
钙沉淀物的总称。双龙溶洞是自然造化、
鬼斧神工的钟乳石地质奇景。
2. 钟乳石形成不易，平均每一百年才增
长 1 厘米左右，参观时请勿攀爬、损坏。

游在汉滨

安康素有“秦巴万宝山”的美誉，是连结“西安——三峡——张家界”绿色生态
旅游长廊中的重要驿站，是陕西绿色生态旅游的品牌，是秦巴山地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陕西省水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汉滨区历史悠久，遗迹遍布，庙观
集中，承载着安康灿烂的文化底蕴。

      特色  
安康特产众多，如丝绸、茶叶、瀛湖鱼
等，品质优良而深具地方特色。而其每
年端午前后在汉江举办的龙舟节更是场
面宏大，热闹非凡，众多精彩的水上竞
技项目忠实地记录了安康人民的生产生
活历史，是安康水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典
范和代表。  
      
     汉水文化、龙舟节、汉剧、瀛湖鱼、
     蒸面、三回头米线、魔芋豆腐
荐

      住宿  
      维也纳 3 好酒店 ( 高新技术开发区，0915-3515555)
      OYO 百分百酒店 ( 兴安中路，0915-3028866)

荐

       购物  
       南方新世纪 ( 金州南路 )
       万乐城购物中心 ( 安康大道 )

荐

      美食  
安康美食融合南北，品类繁多。百里瀛湖水产丰富，桂鱼是瀛湖最佳鱼种之一，其肉
质细嫩肥美，隔水蒸熟后以上等生油调汁，色泽淡雅、香味清新，无疑，瀛湖鱼成为
安康深具代表性的美食。
    
      胡桃里音乐酒馆 ( 大桥南路，0915-6666688)
      江边渔家 ( 大桥路，0915-32366008)

荐

1、2. 安康龙舟节 3. 汉剧

1. 安康羊肉泡 2. 安康米线 3. 魔芋豆腐 4. 瀛
湖桂鱼 5. 安康蒸面 6. 胡桃里酒馆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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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 3 好酒店

OYO 百分百酒店

安康高新小吃城

江边渔家

安康特色小吃街

胡桃里音乐酒馆

秦巴生态文化公园
汉江公园

安康文庙

安康运动公园

万乐城购物中心

南方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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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1. 弘一俗姓张，贵州湄潭县人，生于清乾
隆二十九年（1764）清乾隆晚期来南宫
山研习佛法并任主持，于清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年 ) 圆寂，终年 56 岁。他与我们熟
知的”弘一法师“( 李叔同 ) 并非同一人。
2. 此处如今供奉的，实为与弘一法师相伴
圆寂的法众达鉴，弘一法身已于 1953 年被
火化。
3.“肉身菩萨”指高僧大德圆寂后，其遗
体数十年乃至百年仍保持完好，佛教称为
“全身舍利”。《金梵明经》载：“舍利者，
是戒定慧之所熏修，其难可得，最上福田”。
只有修行到非常高深境界的僧尼，才可以
形成。

小贴士 
1. 在巴人部落，能感受满怀豪情的“摔碗酒”
文化。
2. 巴人部落，有一种独特的烹饪方式叫“吊
罐肉”，它将山中的各种野味放入铁罐中
慢慢炖煮，口感香浓，营养丰富。
3. 若行程宽裕，建议在部落里住上一夜，
傍晚的篝火晚会绝对让你嗨翻天！

远离尘世与喧嚣的世外桃源

来到巴人部落，如同穿越时空到

达一个原生态的世外桃源。独具特色

的吊脚楼、吊罐肉、八仙桌、巴人服

饰与歌舞，都令人忘情于田园乡居生

活，回归生活的本真。

巴人部落

 岚皋县南宫山镇宏大村            

 全天 

 免费                       

 15389501088

 岚皋县南宫山镇         

 3 月 1 日 -11 月 30 日 8:00-16:00

    12 月 1 日 -2 月 29 日 9:00-15:00    

 旺季 90 元 / 人 ，淡季 50 元 / 人， 老  

    人儿童半价                   

 0915-2510007

南宫山景区南线停车场，位于景区南大门外

参考价格：20 元 / 次 ，库位：300 个

南宫山景区北线停车场，位于景区北大门外

参考价格：10 元 / 次，库位：400 个          

DAY2

谒拜高僧真身，探寻火山遗痕

南宫山主峰金顶海拔 2267.4 米，

旁列两峰，三峰并立形如笔架，又称“笔

架山”。南宫山是史前火山多次喷发形

成的石林，峥嵘嵯峨。南坡有冰斗、角峰、

围谷等大巴山第四纪冰川遗迹。

清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年 )，高僧

弘一 ( 又称宏一 ) 大师与法众达鉴在金

顶莲花盆中圆寂，真身百年不腐，更为

南宫山增添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南宫山景区 AAAA

南宫山也是勇气的秀场、爱情的催

化所——在此可挑战海拔高度 2000 米、

长度 61.9 米的悬空玻璃栈道，如果这

还不足以让她尖叫着抱紧你，那再玩一

把飞拉达极限攀岩吧！

飞拉达是意大利文 Via 
Ferrata（意为岩壁探险或铁

道式攀登）的音译。这种沿着

铁索攀爬山脊和岩壁的运动方

式逐渐发展成为广受欢迎的运

动项目。

 平利县正阳乡龙洞河村           

 全天 

 免费                 

云中草原，户外天堂

西北地区最大的高山草甸，素有

“云中草原、户外天堂”的美誉，每

年都吸引着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春季

绿草茵茵，夏季野花芬芳，秋季遍地

流丹，冬季玉树琼花，置身其中，可

以尽情呼吸带有泥土气息的新鲜空气，

可以感受草原般的宽广胸怀，是不可

错过的美丽仙境。

正阳大草甸

每年 8月举办的“生态帐篷节暨草

原公益行活动”汇聚了大型音乐演

出、民俗表演、篝火晚会、互动

游戏等参与性、互动性极强的娱

乐元素，是音乐和旅游爱好者不

过错过的盛会。

推荐景点

推荐景点

推荐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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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字天书，隐匿玄机

传说八仙在此修炼时，曾汇集天上

奇书万卷，修成正果后，这些天书便化

成了奇石堆放在山谷中，一层层无字天

书隐藏着玄妙天机，故名“天书峡”。

而实际上，这些石头是历经岁月形成的

层积岩。天书峡构景元素极多，视觉美

感极佳，最大看点是峡中有峡，天书满

峡，一步一胜景，一景一传说；景色雄

奇壮观，空气清新，环境安静，素有陕

南“九寨沟”的美誉。

天书峡景区 AAAA

DAY3

大巴山最后的秘境

由飞渡峡山水自然旅游区与黄安坝

高山牧场度假区组成。飞渡峡以自然山

水示优，黄安坝以草原康乐为要。绿树、

红叶、飞瀑、深潭，共同构成了飞渡峡

的山水梦幻之境；而黄安坝绿草如茵，

山花遍野，在此观景、露营，将会是人

生难忘的体验。

飞渡峡·黄安坝景区 AAAA

 平利县八仙镇                                      4 月 1 日 -10 月 31 日期间 8:00-16:30 开放 

 110 元 / 人（含景区往返车票）          0915-8715678

小贴士

1. 景区海拔 2000 米至 2600 米之间， 初到
景区宜保持轻松快乐心情，多喝水，避免
剧烈运动。
2. 景区紫外线较强，建议准备防晒霜、太
阳镜、围巾等遮阳物品。
3. 景区昼夜温差较大，应注意防寒保暖。
4. 可品尝吊锅腊肉、斑鸠豆腐等巴山特色
美食。
5. 可行风镇坪腊肉、竹笋、土蜂蜜、野生
猕猴桃、高山富硒土豆等地方特产。

 镇坪县曙坪镇              8:00-18:00

 60 元 / 人                   0915-8826288

山出叠翠色，甘泉润琴声

漫游溪谷内，步移景异，奇花怒放，

异果满枝，飞瀑轰鸣，怪石嶙峋，两侧

山峰刀削斧劈，山、水、林、石浑然天成，

俨然是一座天然动植物资源“基因库”，

风光极为秀丽独特。在此漫步，既可观

赏自然之幽绝奇险，更可体验盎然野趣。  

平利桃花溪景区 AAA

 平利县广佛镇                 

  9:00-17:00

 旺季 40 元 / 人，淡季 30 元 / 人                  

 0915-8826288

DAY4

推荐景点

推荐景点
推荐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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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农耕文明，游美丽乡村

“碧水蓝天马头墙，翠竹绿树映山

庄”，龙头村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优

美的田园风光，更是国内 7 个光照时间

最长的地方之一。村内有垂钓休闲中心、

秦楚农耕文化园、登山旅游步道、水

上乐园、花卉盆景园、七彩山鸡园、民

间婚俗乐园等景点，村中一条融古典建

筑与现代商贸于一体的步行街上店铺林

立，乡村客栈、传统手工作坊、特色旅

游产品展销店应有尽有。2014 年，龙

头村被国家农业部评为“中国最美休闲

乡村”和“中国美丽田园”。

平利龙头旅游村 AAA

 平利县龙头村            全天

 免费                            0915-8411796

小贴士
村内复原了一批传统手工作坊。在这里，
大家能够品味小甑佳酿、香甜米酒、豆
腐乳、干菜，体验和欣赏精美的木工和
竹艺，细细体味和回忆现代文明与传统
文明的和谐与默契。

安康明珠 茶乡长安

平利植茶历史早在唐代便已形成，

明清时已成为知名的茶叶产区，其中尤

以“三里垭毛尖”、“八仙云雾”、“女

娲银峰”三款茶叶最为上乘，跻入中国

名茶之列，盛誉不衰。长安古镇又有“女

娲茶镇”之称，是平利县最大的茶叶基

平利县长安女娲茶镇景区 AAA

小贴士

这里还是陕西古老而久负盛名的茶乡，始
于唐，兴与清，女娲山下的“三里垭毛尖茶”
在清乾隆年间被列为贡茶。
平利民间沿袭“宁可一日无米，不可一日
无茶”的传统礼俗，当贵宾莅临时，如花
似玉的茶姑娘唱起茶歌，跳起茶舞，在
古老的民乐声中，敬上佳茗香露，这所谓
的“女娲茶韵”是平利人待客的最高礼节。

   平利县长安镇      全天       免费                  

小贴士

芍药谷八大景点：黑虎山、三龙潭、大龟
观瀑布、红石岩、蟒蛇吐箭、太山庙、百
步梯、五岭寨。

   平利县千王乡      全天       免费                  

芍药谷

植被丰茂的“崩裂岩地貌博物馆”

芍药谷原名芍药沟，是一处集自然、

山景、水景于一体的袖珍式景观群落，

谷中多奇石幽潭。传说雷公劈山供女娲

补天时，将剩下的石头扔在了芍药谷，

于是，如今此地被称为“崩裂岩地貌博

物馆”。在众多美景中，千亩芍药现代

农业园区格外引人注目，它依托芍药谷

的自然风光资源优势，通过芍药种植园

的装点，不但彰显出芍药的生态价值，

也体现了平利独的乡村魅力。

可选景点

地。种植着菊花春、龙井、迎霜等多个

品种的茶树，绿海般的茶林既是中国农

耕文化的体现，亦是中国茶文化的结晶。

探寻古马遗迹

马盘山，因古时为兵马牧场而得名。

如今，这里则是集马术体验、休闲观光、

特色度假、健康养老为一体的陕南第一

家房车木屋露营地特色小镇。农业观光

园就坐落在半山腰，远离城市的喧嚣，

常年空气清新，在此策马扬鞭，随心徜

徉，也是人生至乐。

平利马盘山景区 AAA

小贴士
1. 就餐环境以蒙古包为主，品味美食的同
时还提供点歌服务，有专业的蒙古歌手唱
歌助兴。
2. 房车和小木屋住宿是马盘山生态观光园
的又一特色，房车内部设施齐全，合适情
侣或家庭出游住宿。

 平利县城关镇陈家坝         

 8:30-18:00  

 免费                  

 0915-8561888

推荐景点

推荐景点

推荐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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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岛

仙境瑶池，人间西湖

因其地貌形似古乐器琵琶而得名，

面积 300 余亩，其中水域面积约 200

余亩。四周环水，青山环抱，景色宜人。

每年 6 月至 9 月期间，岛上的百亩荷花

如约绽放，不妨来此赏荷花、采莲蓬、

剥莲子，体验农趣，享受美丽乡村的别

样生活。

 平利县县城向西 9 公里西河路口         

 0915-8427666                 
 景区内有数株古药树，

其中一棵据说祈祷灵验，
被远近百姓尊称为“药

树老爷”，香火极旺。

可选景点

游在平利

平利县被称为“女娲故里”，境内大巴山横亘，山地、丘陵、川坝纵横交错，生
物资源丰富。其天书峡景区属自然封闭的原始森林区，独特的冰川及喀斯特地
貌造就了众多奇特的自然景观，优美的传说赋予景区深厚的文化内涵，是陕南
地区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优势品牌景区。

      特色  
女娲文化与秦巴文化交融之地，内蕴深厚，地貌丰富。 
      
      喀斯特地貌、绞股蓝、平利茶、八仙腊肉荐

      住宿  
      东兴大酒店 ( 新正街，0915-8278888)
      女娲商务酒店 ( 新正街，0915-8565777)

荐

       购物  
       民威商厦 ( 中兴路 )
       喜盈门购物广场 ( 新正街 )

荐

      美食  
多样的地理风貌造就了美食发展的多样性，使得平利饮食进化为一种文化和礼仪
的象征。平利传统宴席中的诸多美食都是就地取材，如鱼腥草、蕨菜、青辣子等。
    
      尚膳房食府 ( 西直街，0915-8424998)
      乡村土灶一锅炖 ( 新正街，0915-8410123)
荐

1. 酒米丸子 2. 鲜四季豆炖腊排骨 3. 渣辣子炒肉 4. 绞股蓝 5. 平利特产 - 女娲茶

1

2

4

3

5

女娲商务酒店

东兴大酒店

女娲文化广场

喜盈门购物广场

民威商厦

乡村土灶一锅炖

平利县游客服务中心         县城河滨路近政务中心         8425953

新

新

中

正

正

兴

街

街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