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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97_E4_B8_AD_E6_c34_246573.htm 神农山风景名胜区

，是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基金组织A级优先保护区、国

家AAAA级风景旅游区 、国家级猕猴自然保护区、省级科普

基地，它位于沁阳市城区西北23公里的太行山麓，共有八大

景区136个景点 ，占地总面积为96平方公里。主峰紫金顶海

拔1028米，矗立中天，气势雄浑；三大天门比泰山早154年。

这里曾是炎帝神农辨百谷，尝百草，登坛祭天的圣地 ；也是

道教创始人老子筑炉炼丹、成道仙升之所 ，古往今来，优美

的自然风光吸引不少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到此游览，唐明皇

李隆基、韩愈、李商隐等历代名家曾在此留下许多传世佳作

。这里有雄奇险峻的紫金坛，更有天下一绝的白松岭。15600

余株白鹤松姿态万千 、风情万种、婀娜多姿地生长于悬崖绝

岭之巅，居世界五大美人松之首。 神农山一年四季景色不同

，春赏桃花烂漫、夏看流泉飞瀑、秋观满山红叶、冬览冰霜

玉龙，游走其间，移步换景，恍若人间仙境，令人魄悸魂动

，陡然升华。其山势之雄险奇绝，树型之屈曲优美，景层之

深奥神秀，当推全国之最。 神农山还素有“天然植物园”的

美称，有珍稀植物1912种 、中草药300余种、名贵中草药近百

种之多，神农谷里至今还留传着“神农谷里走一遭，有病不

治自己消”的俗语；有动物216种，其中仅国家级保护动物太

行猕猴就3000余只，它们在这方乐土攀枝登崖，嬉戏逗玩，

平添无限野趣。神农山景区是休闲渡假、探险揽胜、科学考

察、回归自然的绝好去处。 神农山景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



便捷，焦克公路、焦柳铁路横贯其下，晋洛公路纵行其间，

餐饮游乐服务舒适周到，民风淳朴，民俗特浓，我们热情地

欢迎四海宾朋光临景区，一览太行大观神农山，壮游天下一

绝白松岭！第一景段：云阳寨锣鼓亭 观光游览车 各位游客，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今天的登山旅程了，为了减轻您的登

山强度，景区为您准备了环保型电动观光游览车，您可以选

择乘坐游览车直达神农步道。在此，我提醒大家在登山途中

要注意三件事：一要注意安全，要按照景区规定线路游览，

而且景区内是特级防火区，请将随身携带火种留下；二要注

意环保，请您将废弃物丢到垃圾箱内；三要注意保护动植物

。谢谢大家合作。 云阳寨 各位游客，进入景区首先要经过的

就是云阳寨，它始建于隋唐时期，历代多有整修。寨门用青

石砌成，顶端有石垛和了望孔。古时云阳寨是沟通豫晋两省

的雄关险隘，因此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唐明皇李隆基在

游览神农山的时候，留下了《早登太行山言志》的名篇，他

在诗中写道：“白雾埋阴壑，丹霞助晓光”。这句诗的意境

，给人以“白云”和“朝阳”之恋的无限遐想，于是后人就

把这里命名为“云阳寨”。大书法家王铎在《怀州吊古》中

赞道：“北面峰峦拱孟门，野王形胜沁河混”。这两句诗的

含义是：北面起伏的山峦与巍峨的云阳寨门参拱相向，远眺

怀川大地，就象是沁河水一样处在一片混沌迷蒙之中。其中

“孟门”指的就是云阳寨门。 炎黄子孙祭祖坛 现在我们来到

的是炎黄子孙祭祖坛，端座在中央的高大塑像是我们人类的

始祖炎帝神农。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群山环抱，树木葱茏，

云阳河象一条玉带从祭祖坛左侧穿过，这是一块不可多得的

风水宝地。整个祭祖坛共分三层，寓意天、地、人三界，主



坛有4个登坛步道，寓意一年有四个季节，每个登坛步道之间

分置三块浮雕，寓意每季有三个月，12块浮雕寓意一年有12

个月。祭坛底层的环坛路共24圈，寓意24节气，每圈由365块

青石铺成，寓意一年有365天。登坛步道设九级台阶，“九”

为至数，代表神农氏至尊至上的始祖地位。炎帝神农同伏羲

、女娲一起被尊为三皇，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受到历代人

民的祭祀、朝拜。下面，我们通过浮雕形象地去了解一下炎

帝神农的生平事迹。 在我们面前的这尊神农塑像，高9.9米，

重29吨，为青铜铸造，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青铜铸造的神农塑

像，堪称中华第一神农塑像。是由我国著名雕塑艺术家、中

央美术学院教授曹春生先生指导设计，北京希象环境艺术设

计公司承揽制作。这尊塑像展现了炎帝神农头生双角，手捧

五谷，表情庄重、威严慈祥，稳如泰山，顶天立地的帝王之

相。 常言道：摸摸神农脚，一辈不吃药；抱抱神农腿，一生

不怕鬼，有兴趣的朋友不防试一试⋯⋯ 站在炎帝神农面前，

让我们一同上柱香吧：一来是对炎帝神农表示崇敬，二来是

对我们华夏民族子孙后代的祝福，同时也祝愿大家工作顺利

，生活安康，心想事成。 各位朋友，在炎黄子孙祭祖坛祭拜

了先祖之后，我们景区极顶还有神农祭天坛，在那里你看到

的将不是浮雕艺术，而是活灵活现的神农祭天表演。下面就

请大家随我一块进行我们的登山之旅吧 云阳寺 各位游客，经

过云阳寨，我们现在来到了体现佛道合流的云阳寺和清静宫

了。为什么说它体现佛道合流呢，因为云阳寺（佛教）和清

静宫（道教）仅一墙之隔，这在我国宗教建筑中相当罕见。

自古名山出名刹，神农山也不例外。云阳寺始建于唐代，原

名叫寿圣寺，元中统元年，也就是公元1260年增建了圣果寺



。云阳寺依山傍水，借助山势逐层而上，四组建筑群依次排

列在高差5米的四级平台上，在鼎盛时期总建筑面积达到

了20000多平方米。可惜的是古老的云阳寺多处已毁于战火，

只留下一些颓垣残壁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不过从遗址上仍

能看出当时规模的庞大，香火的鼎盛。 清静宫 大家看，在云

阳寺东临就是清静宫了，它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内有玉皇阁

、三皇阁、王母殿等。其最特别的地方是在建筑风格上打破

了轴线对称的佛寺道观建筑格局，把窑洞和楼阁结合在一起

，且取材全部为石材，堪称中原古建筑一绝。最珍贵的是，

在目前我国保留下来3处无梁建筑群中，清静宫是唯一一处清

代保留下来的无梁建筑群。 神农步道 各位游客，眼前这条全

部用青石铺就的步道就是神农步道，神农步道从云阳寺过西

贝涧达紫金顶，是专门供游客登山的步道。该步道全长3000

米，总台阶4321个。入口处台阶为99级，这是因为相传炎帝

神农是通过99盘山路来往于天地之间，中华民族自古又深受

道家思想的影响，认为九是最为吉祥的数字。 神农步道

从2000年5月开始修建，计划工期为1年时间，由于沁阳市委

、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通过大力投资和全民动员，整条

步道仅用了5个月时间便已经全部竣工了。神农步道总共用去

了16万块青石，为了不破坏神农山的自然风貌，全部石料都

从外地购买。由于神农山地势比较陡峭，所用的石块等原材

料不能直接用机械设备运输，全部靠人工背扛，所以仅运输

费就比原材料费高出3倍，总投资达800万元人民币。因此，

神农步道不是一条普通的青石道，而是一条由沁阳市44万人

民的希望和汗水铺成的“黄金道”。走在神农步道上面，每

走一级，您都会感受到沁阳人民对你的美好祝愿，那就是高



兴而来，平安而归。来吧，朋友们，加把油，我们开始新的

征程了！ 八仙峰 各位游客，在这个位置上，大家向我手指的

方向看，在云阳河东南山坡，云阳寨门右上方，有八座错落

有致的山峰在暮然回转，呈叩拜状面向东北、其山势独特，

令人遐想不已，它就是“八仙峰”。相传这八座山峰就是传

说中的“八仙”所化。传说“八仙”曾在紫金顶寻访太上老

君李耳，因李耳云游未归不能相见，当他们就要离开云阳河

的时候，发现东山之巅有老君的仙踪，旋即折身回拜，所以

这八座山峰就形成了“八仙拜祖”的景观。尤其日出前后，

东山云雾缭绕，紫气升滕，八仙峰更显道气仙风，活灵活现

。那么，八仙们叩拜的太上老君又在哪里呢？不要着急，让

我们再往前行，锣鼓亭下再见分晓。 锣鼓亭 俗话说：锣鼓亭

下听锣鼓，理所当然。这里就是听锣鼓之声的最佳所在。现

在，我们从这儿往东山崖下看，所看到的山洞就是锣鼓洞，

锣鼓声就是从那个山洞里传出来的。相传每年除夕之夜，随

着鞭炮声声，从这里过往的人们就可以听到从洞中传出锣鼓

的声音，于是人们就把这个山洞称为锣鼓洞。 老君峰 刚才我

们看了“八仙峰”，听了一段“八仙拜祖”的故事，现在从

这里就可以看到老君峰了。东山之下，那座似人非人、似仙

非仙的孤峰， 就是“老君峰”。 虎头山 各位游客，八仙峰的

南侧，云阳寨的右上方，一块巨石酷似一只半蹲姿势的老虎

，威风凛凛，虎视耽耽，好象是云阳寨的天然“守门神”，

又好象一只威猛的“镇山 虎”， 日夜守护着山口道路和云阳

寨门，当地人们把它叫做“虎头山”。第二景段：锣鼓亭伏

羲殿 合婚石 在云阳河拐弯处的河道里，有块特别的石头，当

地的人们叫它“合婚石”。本是一块看似平淡无奇的石头，



却有一段离奇的传说故事：相传在上古时期，世间洪荒遍野

，万户灭绝，天地之间只剩下伏羲和女娲兄妹二人。为繁衍

后代，缔造人类，伏羲提出要和女娲成亲，女娲说什么也不

同意：“哪有兄妹成婚的道理”，但仔细想想，也没有什么

好办法，只好说道 “只要上合天意，下顺地理，咱们就结婚

”。可怎样才算上合天意呢?女娲提出在东西山头上各点燃两

堆山火，若冒起的青烟能结合在一起，就算合了天意。于是

，伏羲上了西山顶，女娲上了东山顶，各自捡了一堆山柴点

了起来，只见两股青烟，袅袅升起，突然刮来一股旋风把两

股烟搅到了一起，在云阳河谷上方互相缠绕，直冲云霄。天

意已明，该轮到下顺地理了。女娲又提出了从山顶往山下滚

石头，若滚下的石头能结合在一起，就算下顺地理。两人又

登上山顶，同时将两块大石往山下推。山石踏坡飞岩，在河

底相撞，发出轰隆隆的巨响，牢牢地合在一起，于是，伏羲

对女娲说： “这次顺了地理，咱们该结合了吧?”伏羲、女娲

便就此结合，拜为夫妻。为纪念这件事，人们就把他们滚下

山谷的那块巨石称为“合婚石”。据当地老人讲，未婚的男

女只要手拉手，肩并肩地登上那块石头，并从上面走过，那

么将来俩人一定会婚姻美满、白头到老。这块石头至今仍保

存在云阳河谷底，中间有一道青纹，一边是龙纹，一边是蛇

纹，分别代表伏羲和女娲。 伏羲峰 走过锣鼓亭之后，展现在

我们面前的这座巍峨挺拔的山峰就是伏羲峰。朋友们看，这

伏羲峰既象一块巨石，又是一座山峰，平地拔起，巍然屹立

，伟岸壮硕，挺拔威武，展现出了一种阳刚之美。相传伏羲

是人类的始祖，因此又称为始祖峰。据史书记载，玄宗皇帝

、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等帝王和李商隐、韩愈、何塘等名人



雅士都曾经来这里拜谒过我们的祖先，并留下诸多千古绝句

。 女娲洞 俗话说：无独有偶，在阳刚威武的伏羲峰旁边果真

有一个阴柔秀美的女娲洞相依相伴。女娲洞是女娲峰半山腰

的一个天然洞穴，洞体为蛇形，从外到里，越来越小，越来

越细，婉蜒深入山体，其洞深无人可测。如果说伏羲峰展现

的是一种男性之美，那么女娲洞展现给人们的恰似一种女性

之美。阴阳之形，天然成趣，象征着人类的生命之源，激起

人们无限遐想。女娲洞还有一个传说，据说神话中人首蛇身

的女娲就是诞生和居住在这里。源于人们对生命延续的崇敬

和怀想，当地一些多年不孕男女常来这里求拜起子，心诚则

灵、多有应验。 分身石 平台下面这块长、宽、高约1米见方

的石头，表面上比较光滑平整，却又纵横分布着无数道条状

裂纹，就象是用刀剁过的痕迹，当地人叫它“分身石”。相

传伏羲和女娲好不容易成婚之后，满指望生儿育女，繁衍人

类，可曾想女娲怀胎十月，一朝分娩，竟生下一个肉蛋。女

娲伤心至极，把肉蛋扔到这块石头上，抡起石刀将其剁成了

肉沫，随后，把刀一撂转身回洞大哭起来。这时候，从远处

突然飞来了两只金凤凰，把那些肉沫一一叨走。这两只金凤

凰飞到东，将肉沫丢下一些，然后在飞到西再丢下一些⋯⋯

就这样，过了整整九九八十一天，这些肉沫聚天地之灵气，

纳日月之精华，一下子都变成了人。自此，天下人丁兴旺，

处处充满了生机。原来，这一凤一凰是老天爷派下来的，那

只雄凤凰撒下的肉沫都变成了男人，个个长的高大健壮，顶

天立地；那只雌凤凰撒下的肉沫都变成了女人，个个长得美

丽、秀美，心灵手巧。女娲看后非常高兴。后来，人们就把

女娲剁肉蛋的用的这块石头取名叫“分身石”。 娃娃场 朋友



们，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娃娃场”。关于它的来历，这里

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传说伏羲和女娲成婚后一心想让人类

成为万物的主宰，可光凭女娲一个人能生多少孩子呢？俩人

陷入了深深的忧愁之中。忽然，有一天夜里，女娲做了个梦

，梦见老天爷对她说：“你不用发愁，你可以挖些黄土，用

云阳河水和成泥，捏土造人。”第二天，女娲就叫伏羲在山

前整了一块平地，挖了些黄土，舀了些云阳河水和成泥，动

手捏泥人。女娲按照自己和伏羲的样子捏了许多泥人，她把

捏好的泥人放到伏羲整好的土地上晾晒。过了七七四十九，

所有的泥人居然都活了，于是，女娲将男女分开，还按照各

自的模样，俏丽配英俊，高个配高个，为他们配双结对。老

天爷得知女娲将人按俊丑配对，急派风雨雷电诸神下凡找女

娲论理，没想到他们把“论理”听成“淋雨”，就一路电闪

雷鸣，带着狂风暴雨一路奔来。女娲见天气骤变，就赶紧往

洞里收泥人，慌乱中把俊丑、高矮、胖瘦不一的泥人混到了

一起，还有的泥人被碰断了胳膊，跌坏了腿，弄歪了鼻，自

此世上便有了先天残疾之人，世上的婚姻也从此改变了以貌

结缘的习惯。为纪念女娲捏土造人之功，于是人们便把这里

称为娃娃场。 中华母亲石 大家看，伏羲峰下的平台上有一块

五彩斑澜的巨石，上面形成的图案是人类始祖伏羲和女娲怀

抱着中国区域图，因此人们都称它为中华母亲石。关于它的

来历，也有一段美丽的传说。传说，女蜗造人后，人类慢慢

地繁衍开来，他们采摘野果，追猎猛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

活。忽然有一天，一道晴天霹雳闪过，接着一声惊天动地的

巨响，天空突然裂开一道大口子，大雨倾盆而下、淹没了田

野和村庄，转眼间地上变成了一片汪洋。女娲看到人们哭喊



着四处逃命，就决心要把天空的裂缝补起来。女蜗背着砍山

斧，从东山采来红砂石，从西山采来白玉石，又从南山、北

山，中山采来其他三种颜色的石头，把他们一起放进熔炉里

。过了九九八十一天，终于炼成了与天空颜色一模一样的五

彩石，女蜗就用这些五彩石补住了天空的裂缝。大雨停歇，

洪水消退，人们又过上了自在的生活。相传这块色彩奇异的

巨石就是当年女娲补天后剩下的一块五彩石。 伏羲殿 伏羲峰

下的这座殿宇是专门供奉人类始祖伏羲和女娲的，叫做“伏

羲殿”。原伏羲殿始建于元朝，为全石材构造。2002年，景

区投资100余万元建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规模宏大的伏羲

大殿，将原来的伏羲殿包容在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殿中殿

。关于这伏羲殿的来历，这里还有一段故事。传说伏羲峰下

原有伏羲洞，伏羲和女娲在洞中结合，才有了人类息息相传

。据说没有子嗣的夫妻，只要到伏羲洞里住上一段时间，就

会感地气而怀孕。元朝至正年间，有一对夫妇结婚二十多年

还没有子女，就从老家河阳搬到伏羲洞旁居住，一年之后他

们真的生了一个胖小子。为感恩还愿，他们就凿岩开洞，建

造了全石材结构的伏羲殿，以表纪念。 清歌台 朋友们，在女

娲洞的旁边有三间廊台，相传女娲曾在此放声高歌，故得名

：清歌台。站在清歌台上引吭歌唱，锣鼓洞里会传出伴奏的

锣鼓声声，四面青山发出阵阵和鸣，歌声在山谷间回旋，久

久不绝。有兴趣地朋友可以一展歌喉，试试有没有这种效果

。猕猴苑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猴子在伏羲峰旁追逐打闹，

这就是太行猕猴居住的猕猴苑。神农山景区是河南省国家级

猕猴自然保护区，猕猴是我国二类珍稀野生保护动物，在我

们神农山景区一共生活着2000余只猕猴，分属9个猕猴群，它



们就像是大山里的9个原始部落一样，在断崖石壁间腾挪跳跃

，在树林里采摘野果，过着悠然自乐的生活。由于它们是生

长在地球最北界的猕猴群落，所以更加显得珍贵。并且，关

于它们还有许多动人的故事。 猴王的故事 俗话说：不是猴王

，不翘尾巴。在这群猴子中间，有一只翘尾巴的猴子非常引

人注目，其身材魁梧，体格健壮，威风凛凛，霸气十足。他

就是这个猴群里的首领猴王。猴王不是推选的，也不是自封

的，而是靠力量打出来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动物

界的规则就是优胜劣汰。某一只猴子如果打败了所有想要同

他争王的猴子，他就当上了猴王。猴王对外号召带领猴群抵

抗侵略，划地为营，对内维持群体长幼尊卑次序，保护幼弱

母猴利益。由于猴王劳苦功高，所以它也享有三妻四妾的特

殊待遇。大家可以看到，猴王觅食时，只有它的爱妃才能与

之嬉戏争抢，其他猴子是不敢近前的。 孤猴的故事 几乎所有

的孤猴都是前任的猴王。铁笼子里圈的这只孤猴，就是先前

的猴王。他被猴王打败之后，在猴群中已经没有立足之地，

只得离群索居。望着先前属于自己的爱妃和臣民现在全部背

叛自己，投到了新猴王的门下，它愤愤然又无可奈何，于是

一有机会就搞破坏，经常干些诸如从高处往下面扔石块，偷

袭小猴子等勾当，自然激起公愤，招致群起而攻之。为了避

免打斗，伤害游人，看猴人才把它圈在笼里。 神农山客运索

道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神农山客运索道。在沁

阳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全市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该索

道共计投资1200余万元，于2002年5月1日正式建成通车。它的

建成，开辟了从伏羲殿到一天门的空中通道，拓展了游览空

间。它不仅是建设者们智慧的结晶，更是打造山水旅游品牌



、强力开发旅游资源的又一成果。 神农山客运索道的上站位

于一天门南侧的山坡处，下站位于伏羲殿右侧的山腰上，两

站间线路总长度为1028米，高差为528米。在直径为46mm的

钢丝绳上，抱挂着80个封闭式双人吊厢。该索道正常运行速

度为1.05米／秒，采用了变频调速系统，速度可实现1－1.19

米／秒的无级调速，双人吊厢，造型美观，乘坐安全，视野

开阔，便于观览。该索道由全国权威设计单位中国有色工程

设计研究总院负责设计，由具有数十年施工经验的辽宁省葫

芦岛索道安装制造总公司负责具体施工。在安全配套设施上

，遵循“科学规范，安全施工”的原则，索道系统装备了近

二十种安全措施，驱动机设有主驱动机和备用驱动机，配备

有两套独立的供电电源，安装了越位保护和双制动装置，并

在全国首家采用了触摸屏故障显示监控系统；另外，还配备

了先进的通讯设施和无线电广播系统，使上、下站及线路间

的运行情况均能获得完整的信息反馈，确保了索道的安全运

营。因设计工艺复杂，设备科技含量高，施工难度大，该索

道被专家们誉为“中华第一索”。现在就让我们去感受一下

吧！第三景段：伏羲殿一天门(桃花溪) 桃花溪 朋友们，从伏

羲峰到一天门之间的一条长约1.5公里的峡谷名叫桃花溪，又

名西贝涧。每逢阳春三月，满溪桃花盛开，就象是天然的长

轴画卷。阴雨季节，桃花溪流水滴瀑，雾气茫茫，登山之行

犹如仙境。唐朝著名文学家韩愈当年经此登紫金顶探险揽胜

，就被这里的优美风光所吸引，挥毫赋诗《题西贝涧》一首

，诗中写到“千峰万壑不可数，异草幽花几曾见。幽泉间复

逗石侧，喷珠漱玉相交喧”，对桃花溪的风光作了精彩的描

写。 风雨石 各位游客，大家一看就知道，在我们眼前的是一



块饱经风雨、历经沧桑的孤石，石头上布满了横竖条纹，就

象是被风吹裂的皮肤一样，石头上的斑斑点点又像是凝固了

的雨点，或是冰雹砸出的痕迹，朋友们，这就是风雨石。据

当地老人讲这是一块知风知雨、预报天气的奇石。据说，如

果风雨石表面干燥，神农山就是晴好天气；如果石头表面光

滑湿润，则必是大雾或阴雨天气。因此，当地还流传这样一

个谚语：“上山不上山，摸摸湿和干，它干就敢上，它湿往

回转。”吻兽石 站在桃花溪旁边的石阶上向南面望去，有一

个窄窄的山崖把巨石和山峰从中分开，有人说像是一只独角

兽吻别它的恋人，所以，人们就把这块石头叫做“吻兽石”

。还因为这块石头的上方有一座神母峰，故此还有人把这块

石头叫做“海豹认母”。 神雕峰 勾状的嘴，静立在岩石之上

，似乎伺机要捕猎什么，人们把他叫做“神雕峰”。猿人峰 

在神雕峰的身旁，屹立着一形似猿人的山峰，凝目远方，好

象在回想什么，形象逼真，人们都叫它“猿人峰”。 天狗望

月 那坐孤立的山峰，形似二郎神的啸天犬，由于其张着大嘴

，且双目直望西天，于是人们把他叫做天狗望月，又叫“吠

天石”。 神母峰 这是桃花溪南侧的一座神奇山峰，它似人非

人，似仙非仙，呈仰卧姿势，头部朝向东北，面部轮廓隐约

可见，最为醒目的是突兀的乳峰。她安详而卧，面天呢喃，

犹如梦中还在为幼儿唱着摇篮曲的母亲。于是这里的人们就

把它叫做“神母峰”。 神农峰 朋友们，这就是神农峰，你看

，它就象一尊站立的古人雕塑，高大伟岸，笔直挺立，髻发

长须，神态泰然，据说这便是传说中的神农形象。相传神农

在此采药，不小心误服了断肠草，从此化为山峰，留在了人

间。 尾萁峰 请大家顺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到了吗？那座孤立



的山峰就是尾萁峰。相传尾箕是一位龙头鸟身的山神。唐代

诗人姚合在《紫金坛》诗中写道：“壁立三千仞，坛高接尾

箕”，这里的“尾箕”指的就是尾箕峰。 桃花亭 朋友们，前

面有座亭子，那就是桃花亭，是专为游人修建的观景亭。怎

么样，咱们加把油到桃花亭中边休息，边观景。好了，朋友

们，我们所在的桃花亭还是观赏桃花溪美景的最佳之处，而

阳春三月又是桃花溪景色最美的时节。各位游客，咱们从这

里可以回望一下桃花溪。大家看，崎岖的山径没入林间，奇

峰异石尽收眼底，但闻足音不见路，只听笑语不见人，被游

人称为桃花溪一绝。阳春三月，满溪桃花盛开，一簇簇，一

团团，溢香流彩，蝶恋蜂舞，如织如绣，如诗如画，难怪唐

代大文豪韩愈经过这里诗兴大发，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

去年桃花盛开的时候，北京一位旅游界专家来此考察，看到

这里琼树玉立，花枝招展，也即兴出口成章，发出了“三千

粉黛桃花溪，疑是皇家后花园”的感慨。 三仙洞 三仙洞分别

指的是王母洞、水母洞和灵官洞，这三个石洞都是天然洞穴

。王母洞传说是王母娘娘的行宫，洞内原有明代琉璃造像，

民国时期被盗；水母洞供桌下有池，池中有暗泉，耳贴石壁

，可闻山泉如琴瑟之声；灵宫洞是道徒清心修炼达上界仙宫

的地方，洞口上方有石刻“灵官洞”和“宣明宗室”字样，

是明代书法珍品。第四景段：一天门南天门 一天门 各位游客

朋友们，你们知道“天门”的含义吗？原来，这“天门”指

的是通往天宫之门。自古天下名山都要建造天门，而天门最

多只能有一、中、南三重。这里的三重天门分别是明代万历

皇帝和清代乾隆皇帝等敕建的。可见早在明清时期，神农坛

就已名扬天下了。一天门位于99盘之颠，是登临紫金顶的咽



喉要道。此门建造于明嘉靖42年，比泰山的一天门还要早154

年。 仙神河景区 各位游客，从一天门向西这条长3500米的步

道是通往仙神河景区的，包括二仙庙、真谷寺、沐涧寺等 几

个景点。仙神河景区山丽水秀，猕猴成群，古老的庙宇建筑

气势庞大，神话传奇，典故著述，将人化、美化、神化融为

一体。每年三月庙会，山西、陕西、湖北、湖南及山东、河

北等地的商贩、香客蜂拥而至，从古到今都是热点，是集中

体现道教文化的景区，在这里您可以逛庙会、避暑休养，也

可作生态探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此体会一下。 临川寺景

区 各位游客，从一天门向南这条步道全长2000米，是通向临

川寺的，该景区内寺庙洞观密布，佛释道三教合，山奇路险

，泉涌川绕，有“崖奇、石怪、寺幽、泉清”四绝之称。喜

好探险的朋友不妨去挑战一回。 拜客松 站在步道上向山顶仰

望，中天门西边悬崖上的一棵松树格外引人注目，这是游人

登山途中见到的第一棵白皮松。这棵松树告诉我们已经越过

了700米的海拔高度，而且距紫金顶已经近在咫足了。这棵松

树的躯干是前倾姿势，树冠伸向游人，仿佛热情的东道主正

向游人行揖拜之礼，向游人表示欢迎、问候辛苦和庆贺到达

顶峰。正是因为松树的灵性，同时也有别于黄山的迎客松，

我们称这棵松为“拜客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