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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437.htm （一九八八年八月一

日） 国务院同意建设部《关于审定第二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的报告》，现将第二批（四十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名

单公布于后。 风景名胜资源是中华民族珍贵的自然与文化历

史遗产。做好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建设、管理工作，对于保

护祖国壮丽河山与文物古迹，维护生态平衡，开展旅游、带

动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项工作综合性强，涉

及许多方面，各级人民政府都要重视对风景名胜区工作的领

导。当地人民政府要切实搞好统一规划，加强综合管理，组

织协调好有关部门的关系，保持风景名胜区内原有各单位的

业务渠道不变，照顾其隶属关系，维护其合法权益，调动各

方面的积极性，把风景名胜区保护好，建设好，管理好。 关

于审定第二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报告 自一九八二年十一

月国务院审定公布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以来，我国风

景名胜区事业发展很快。各级人民政府普遍加强了风景资源

的保护和风景名胜区的建设管理工作，不少地方还组织力量

进行了风景名胜资源的调查评价和风景名胜区规划的编制工

作。到去年底，各地审定公布了一百处省级风景名胜区和一

批市（县）级风景名胜区。据一九八六年统计，第一批四十

四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全年接待国内外游人一亿五千四百

余万人次，促进了地方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实践表明，

风景名胜区事业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是明显的。但随着我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旅游业的发展，目前风景区数量不足，容量太小，保护

建设和管理工作跟不上等问题日益突出。尤其在旅游旺季，

风景区人满为患的现象普遍存在，急待增加新的景区。更重

要的是我国众多的具有重要科学、文化价值的风景名胜资源

急需保护，并按规划进行合理利用，以使中华民族这批珍贵

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得到科学的系统管理，促进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从一九

八五年到现在，全国有二十一个省、自治区人民政府陆续向

国务院报告，要求审定列为第二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有

七十一处，总面积约二万三千八百平方公里。我部收到国务

院批办任务后，对上报材料进行了综合审理，广泛征求了有

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意见，并于一九八七年十月，由全国政

协科技组、文化组在北京邀请了部分政协委员、有关学科专

家以及文物、城建、环保、地质、林业、宗教、财政等部门

代表，讨论评议了各地要求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名单

，提出了一些调整的建议。大家一致认为，国家抓好风景名

胜区工作意义重大，应要求各级政府在指导思想、立法、建

设等方面继续加强这项工作。 根据《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

例》的规定，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现提出四十处

作为第二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名单附后），请予审定。 

第二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名单一、野三坡风景名胜区 位于

河北省涞水县境内，面积四百六十平方公里。风景区内地质

年代地层出露比较齐全，分为金京坨、阳明山、佛经洞、金

华山、野三坡、拒马河等景区，其中突出的是层次多变的群

峰和深邃难测的百里峡谷。“老虎咀”、“不见天”、“观

音回首”、“龙潭映月”等二十余处自然景点，其雄、险、



奇景观为华北地区罕见；白草畔景区植物种类繁多，较好地

保存了原始森林的自然风貌；拒马河、小西河四季不冻不竭

，河岸如意岭下，单体突起的沙丘和百米宽的沙滩与山影水

石融汇一起，构成水浴、沙浴、日光浴三结合的天然浴场。

区内有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野三坡龙门峡摩崖石刻、大龙

门城堡、蔡树庵长城等文物古迹。因地处偏僻，还保留有古

老的风俗民情。二、苍岩山风景名胜区 位于河北省井陉县南

部，面积约一百八十平方公里。这一地区历史悠久，地层古

老，风景名胜资源丰富。苍岩山福庆寺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

浑然一体，有碧涧灵潭、桥殿飞虹、虚阁藏幽、说法危台等

十六景，虎影仙迹、白鹤泉、观日峰、孤石古柏等七十二观

，千姿百态的山景、没皮空心的白檀树、建在断崖危壁间的

桥楼殿等。风景区内有北魏至清代的千佛洞石窟寺，柿庄宋

、金时代墓群壁画，杨庄古长城以及外围景点娘子关和韩信

背水一战的白石岭古战场等古代文化遗址。三、黄河壶口瀑

布风景名胜区 位于山西省吉县和陕西省宜川县之间，面积约

一百平方公里，为省级风景名胜区。黄河壶口瀑布以排山倒

海的独特雄姿著称于世，气势壮观。五百余米宽的黄河洪流

收成一束，从二十余米高的断层石崖飞泻直下，倾入三十余

米宽的石槽之中，听之如万马奔腾，视之如巨龙鼓浪，形成

“雷首雨穴”、“百丈龙槽”、“彩桥通天”等奇观。区内

还有孟门夜月、斗法龟牛等景点及明代码头、同治长城、四

铭寿碑亭龙门飞渡等人文景观；有唐太宗李世民带兵征战的

挂甲山，宋元年间的坤柔圣母殿，其结构与造型为古建筑少

见。四、鸭绿江风景名胜区 位于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下游浑

江口至江海分界处的大东港之间，江段全长二百一十公里，



面积约四百平方公里，包括水丰湖、太平湾、虎山、大桥、

东港等五个景区。风景区内碧绿的江水蜿蜒，江中翠岛棋布

，沿岸群山叠翠，鹤鸟翱翔，浩瀚的水丰湖是我国东北最大

的水库，巍巍虎山是明代长城的起点，鸭绿江大桥是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回国的凯旋门。区内还有一万八

千年前丹东人洞穴遗址、汉代西安平县遗址、万里长城遗址

以及现代桥梁、水丰电站大坝、园林工程等丰富的人文景观

。五、金石滩风景名胜区 位于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海陆面

积约一百一十平方公里，由山、海、滩、礁组成。有完整多

样的沉积岩，典型发育的沉积构造，丰富多采的生物化石，

是我国北方罕见的震旦系、寒武系地质景观。绵延二十余公

里的海岸线，浓缩了古生代距今约五～七亿年的地质历史，

是一个天然地质博物馆，受到国内外地质学界高度评价。区

内有多种奇特海蚀造型地貌，蚀崖、溶沟、石牙、溶洞等形

成一个天然的海滨雕塑公园，可供观赏游览、进行地质科研

活动。金石滩有大型海水浴场和垂钓场，为风景区增添了度

假休息的丰富内容。六、兴城海滨风景名胜区 位于辽宁省兴

城市，依山面海，面积四十二平方公里。景区集山海、古城

、温泉于一地，分为五个景区，有五十多个景点。古城城垣

是国内保留完整的四座古代城池之一 温泉储量丰富，可治疗

多种疾病；海滨浴场绵延十四公里，沙细滩缓，潮稳波清，

亭台楼阁掩映绿树之中；首山平地突起，海拔三百多米，秀

木环绕；还有古烽火台和朝阳寺古刹等。菊花岛山石秀美、

古树参天，南有伥山岛和阎山岛，北有磨盘山，一大三小相

映成趣，岛上还有辽代大龙宫寺、大悲阁、八角硫璃井、唐

卫洞古迹。七、大连海滨－－旅顺口风景名胜区 位于辽宁省



辽东半岛南端，东临黄海，西濒渤海，包括大连海滨与旅顺

口两个景区，由海滨四十五公里公路联成一体，陆域岛屿面

积一百零五平方公里。大连海滨景区海岸线长达三十余公里

，水面浩瀚，碧海蓝天，岛屿、礁石婷立海面，气象万千；

白云山庄莲花状地质构造地貌和由岩溶礁石构成的黑石礁如

同“海上石林”，为世所罕见。旅顺口是我国历史上的海上

门户，地形雄险壮阔，留有众多古迹，景区内有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四十七处，其中有中国近代史上记载中日甲午战争和

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的各种工事、堡垒等战争遗迹多

处，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旅顺口外礁岛棋布，口内

峰峦叠翠，自然风光绮丽多彩。八、松花湖风景名胜区 位于

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湖风景区分为十个景区，面积约七百平

方公里。湖区内水面辽阔，植被繁茂，林相丰富，气候宜人

。骆驼峰、北天门、五虎山、卧龙潭、石龙壁等景区湖光山

色秀美壮丽，适合开展水上，冰上、山上多种游览观光、休

憩活动。冬季沿江十里长堤上的冰雪树挂景观，为国内罕见

，是本风景区一大特色。区内冰雪资源独具优势，青山雪场

景区是我国高山滑雪运动基地。松花湖内有四十八种鱼类和

其他水旅生物，茫茫林海栖息生长着约一百四十种野生动物

和一百六十种野生经济植物，出产“东北三宝”。还有“西

团山文化”、原始公社遗址等历史古迹。九、“八大部”－

－净月潭风景名胜区口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境内，由伪满洲帝

国傀儡皇帝宫殿、伪国务院及其下属“八大部”等历史建筑

与山清水秀的净月潭自然风光组合而成，面积一百五十一平

方公里，１９８６年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这里也是一种类

型的历史纪念地，通过实物使人们了解中国这段灾难历史，



从中得到教益。伪皇宫位于城区东北部，宫殿分内外两庭。

外庭主要有勤民楼、怀远楼、嘉东殿；内庭主要有缉熙楼、

同德殿，还有御花园、书画库、跑马场等附属建筑，为省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净月潭位于市区东南，分为潭北山色、

潭南林海、月潭水光和潭东村舍四个景区，水景为主，山村

衬托，植被丰富，有大片森林、山花、药用植物以及脊椎动

物八十二种，鸟类六十多种。山村中有金代古墓两处。十、

云台山风景名胜区 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包括花果山、孔望

山、宿城、海滨四大景区，面积约一百八十平方公里，１９

８４年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山岳地层经长期的海水侵蚀冲

刷和频繁的地质变化，形成有千奇百态的海浪石、海蚀洞及

壮丽的石海胜景。景区内大小山头一百三十四座，峻峰深涧

，奇岩坦坡；玉女峰为江苏省最高峰；云台山为我国古代文

学名著《西游记》花果山的原形，为景区增添了神奇色彩。

孔望山有丰富的古代文化遗迹。宿城景区幽谷深邃，有“世

外桃源”的意境，海滨则宏阔舒朗。风景区植被覆盖率达８

０％以上。十一、蜀岗瘦西湖风景名胜区 位于江苏省扬州市

西北部，由古城遗址、蜀岗名胜、瘦西湖自然风光和古典园

林群等组成，面积六点三五平方公里，１９８４年定为省级

风景名胜区。古城遗址位于风景区北部，为春秋战国吴王夫

差筑的邗城、汉吴王濞筑的广陵城、十里长街的唐城以及后

周的周小城、宋宝佑城遗址，城区遗址保存较好。蜀岗有唐

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前主持的大明寺、北宋欧阳修营建的平

山堂及苏轼建造的谷林堂等古典园林和古建筑，有１９７３

年新建的鉴真纪念堂。瘦西湖景区湖水面积九点七公顷，湖

区利用桥、岛、堤、岸的划分，使狭长湖面形成层次分明、



曲折多变的山水园林景观。十二、天台山风景名胜区 位于浙

江省天台县城北，面积一百零五平方公里，１９８５年定为

省级风景名胜区。天台山属仙霞岭支脉，主峰华顶山海拔一

千一百一十米。区内悬崖峭壁，峰峦连绵，植被繁茂，溪瀑

奔泻。主要景点有华顶山、水珠廉、仙人座、絮云洞等。天

台山植物种类繁多，有黄山松、金钱松、竹柏、银杏、厚朴

、红楠等。天台蜜桔久负盛名，六绵杜鹃遍布高山，盛产雾

茶及多种中药材。天台山开发于东晋，隋智凯大师建寺创佛

教“天台宗”，现有国清、高明、方广等古寺庙，其中国清

寺区范围内有唐一行墓、宋报转恩塔、历代摩崖、碑刻及佛

像等珍贵文物。赤城山洞为道教十大洞天之一。十三、嵊泗

列岛风景名胜区 位于浙江省舟山群岛北部，由钱塘江与长江

入海口会合处的数以百计岛屿群构成，气候宜人，具有滩多

、礁美、石奇的特色，１９８５年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景

观较集中的有泗礁、黄龙、枸杞、嵊山、花鸟等岛。沙细滩

阔，坡度平缓，其中泗礁岛上的基湖沙滩面积约六十万平方

米，南长涂沙滩面积约四十万平方米，是理想的海浴场所。

嵊山东崖、黄龙岛元宝石等众多奇石怪礁耐人观赏，妙趣横

生。岛上有明清以来摩崖石刻多处。花鸟岛有建于１８７０

年的远东第一大灯塔，与渔港景色、渔村风貌等组成了特有

的景观。嵊泗夏季凉爽，海产品丰富，适于避暑度假。十四

、楠溪江风景名胜区 位于浙江省永嘉县境内，１９８５年定

为省级风景名胜区。楠溪江系瓯江下游最大的支流，干流全

长一百四十五公里，江流蜿蜒曲折，两岸绿林葱郁，呈典型

河谷地貌景观。风景区沿江分布，可分为小楠溪至大若岩、

古庙溪至太平岩、花坦溪至水岩、孤山溪至狮子岩、鹤成溪



至石桅岩、张溪至四海山六个景区。景区内有“百丈瀑”、

“含羞瀑”、“莲花瀑”、“梯瀑”等五十多处瀑布。奇岩

林立，石桅岩一峰拔起，三面环溪，相对高差三百多米。有

台湾水青冈、银杏、华西枫杨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珍贵树种

。大若岩山麓江滨村寨风貌独特，保存有宋代以来亭台楼阁

、庙观祠殿牌楼等古建筑。十五、琅琊山风景名胜区 位于安

徽省滁州市西，古称摩陀岭，包括琅琊山、城西湖、姑山湖

、三古等四大景区，面积一百一十五平方公里，１９８７年

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主要山峰有摩陀岭、凤凰山、大丰山

、小丰山、琅琊山等，以茂林、幽洞、碧湖、流泉为主要观

景特色。区内动植物种类繁多，乔木树种有三百二十七种。

琅琊山人文景观丰富，有始建于唐代的琅琊寺。醉翁亭为我

国四大名亭之一，它和丰乐亭都因镌有欧阳修文、苏东坡字

而著名。三古景区（古关隘、古驿道、古战场）、卜家墩古

遗址留下了大量的古迹和文物。此外著名碑碣有唐吴道子画

观音像，唐李幼卿等摩崖石刻、元代数百处摩崖石刻等。十

六、清源山风景名胜区 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北郊，包括清源山

、九日山、灵山圣墓和西北洋四大景区，面积五十多平方公

里，１９８７年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清源山是闽中戴云山

余脉，峰峦起伏，石壁参差，望州亭巨石、罗汉峰等象形岩

石遍布全山。山上水景丰富，泉、涧、潭、瀑约有一百三十

五处。区内人文景观数量多且集中，唐以来各个朝代儒、道

、佛三教竞相占地造宇。现有中外驰名的开元寺、紫泽宫道

观等。宋代老君造像是国内尚存的最大道教石雕造像，伊斯

兰教的灵山圣墓被誉为“世界第三麦加圣地”。十七、鼓浪

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 位于福建省厦门岛南部，与金门岛



隔海相望，总面积二百三十多平方公里，有“海上花园”之

称。鼓浪屿面对大海、周围被大陆、半岛、列岛所环抱，形

势壮阔。岛上岗峦起伏，露天岩多呈球块状，日光岩、英雄

山等巨石堆垒，势如涌出。景区内四季如春，林木苍翠，花

草斑斓，建筑多依山而筑，环境幽雅，并有郑成功水操台故

址、郑成功纪念馆等历史遗迹。万石山景区位于市区南部，

巨大孤石万千散布，奇岩怪石构成独特地质景观。万石湖畔

，有热带、亚热带观赏树木四千余种。五老峰下有唐代南普

陀寺，营造精致，为闽南佛地之一。十八、太姥山风景名胜

区 位于福建省福鼎县南部，面积约六十平方公里，１９８７

年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太姥山屹立东海之滨，峰峦交错，

裸露的花岗岩形成狭谷、峭壁、深渊等多种景观，特别是据

有各种民间传说的造型景石三百六十余处。此外，珍珠泉、

七龙泉、九曲泉、兰溪、九鲤溪及溪口、龙庭、赤鲤三大瀑

布等泉、溪、瀑布也富有特色。景区内人文景观丰富，有朱

熹隐居处、郑樵讲学处、明抗倭古战场及历代摩崖石刻数十

处，还有国兴寺、白云寺、瑞云寺等规模较大的寺庙。十九

、三清山风景名胜区 位于江西省玉山、德兴两县境内，包括

西华台、三清宫、玉京峰、三洞口、梯去岭、玉灵观、石鼓

岭等七个景区，面积约二百二十平方公里，主峰玉京峰海拔

一千八百多米，１９８５年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景区以奇

峰异石、泉瀑溶洞、云海佛光、名贵动植物、第四纪冰川遗

迹等构成丰富的自然景观，被誉为“黄山姊姊山”。其中“

巨蟒出山”、“女神峰”和“观音听琵琶”为三大奇景。景

区内植被垂直分布明显，有一千多种植物，其中珍贵稀有植

物有黄山松、华东黄杉、华东铁杉等。人文景观有包括三清



宫道观在内的古建石刻二百二十余处。二十、龙虎山风景名

胜区 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西南，地跨贵溪、余江两县，面积约

二百平方公里，１９８５年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龙虎山属

武夷山余脉，具有典型丹霞地貌特征。区内奇峰竞出，丹崖

碧水，有龙虎山、排衙石、张家山、尘湖山、五湖等一百六

十多处景点。贯通景区的芦溪水，联结各主要景点，既可泛

舟赏景。亦可徒步游赏。龙虎山人文景观十分丰富，是道教

正一派发源地，有著名道观大上清宫。仙水岩至飞马祖岩长

达十华里的山崖洞穴里，有春秋战国时期古越族崖墓群。龙

虎山东部的象山有南宋大理学家陆九渊的“象山书院”等。

二十一、胶东半岛海滨风景名胜区 位于山东省胶东半岛东北

部，包括陆上烟台蓬莱和威海成山头两片区及海上长山岛、

黑山岛、庙岛、刘公岛等岛屿，１９８５年定为省级风景名

胜区。区内海湾岬角曲折多姿，地形起伏，林木繁茂，海蚀

地貌如天然群雕，人文景观十分丰富。蓬莱以“海市蜃楼”

驰名中外，蓬莱水城是国内保护完好的古代海军基地。水城

西北丹崖山巅的蓬莱阁，面海凌空，气势雄伟，是神话里“

八仙过海”的地方。长岛有“海上仙岛”之称，威海刘公岛

是我国著名海上重镇，北洋水师曾在此建立基地。成山头是

我国东部“天涯海角”，地势险要，秦始皇两次登临，留有

众多古迹，是历代著名的风景名胜地。二十二、大洪山风景

名胜区 位于湖北省，地跨随州市和钟祥、京山两县，主峰海

拔一千多米，面积约三百三十平方公里，１９８７年定为省

级风景名胜区。景区内有成片的楠木等数十种名贵树木和漫

山的兰蕙、杜鹃等数百种奇花异草。古树参天、峰峦叠翠，

成为本景区主要特色。区内有上百个溶洞，海拔八百五十米



的“鄂中瑶池”、白龙池和落差一百余米的柳门口四叠飞瀑

，为华中地区罕见。区内保存有“屈家岭”、“冷坡垭”等

新石器文化遗址，绿林军起义的古战场遗址，随州曾侯乙墓

编钟、明嘉靖皇帝之父墓陵以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旧址等

大量文物古迹。二十三、武陵源风景名胜区 位于湖南省西北

部，包括大庸市张家界、慈利县索溪峪和桑植县天子山三个

景区，总面积约三百六十平方公里。武陵源风景区地层以红

砂岩、石英砂岩为主，经长期地质变化、水流切割、风化剥

蚀，形成罕见的砂岩峰林峡谷地貌，数以千计的石峰危岩平

地拔起，形态各异，婷婷玉立于金鞭溪、索溪等峡谷两侧。

峰上奇松挺拔，灌木丛生，时有云雾萦绕，景色神奇。区内

山奇水秀，湖、潭、溪、瀑比比皆是，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

。此外还家张良墓、马公亭、朝天观、龙凤庵、接风庙等人

文景观。二十四、岳阳楼洞庭湖风景名胜区位于湖南省岳阳

市，包括岳阳楼古城区、君山、南湖、团湖、芭蕉湖、汩罗

江、铁山水库、福寿山、黄盖湖等九个景区，部面积一千三

百多平方公里，１９８７年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雄踞洞庭

湖的岳阳楼，建筑精巧雄伟，为我国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尤

以楼内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宋代匾额著称于世。洞庭湖烟

波浩渺，横无涯际。君山地形独特，古迹众多，为洞庭湖中

最大岛屿。岛上历有三十六亭、四十八庙，舜帝的“二妃墓

”、汉武帝的“射蛟台”等珍贵历史文物。汩罗江畔有屈子

祠、杜甫墓等。此外，附近还有慈氏塔、宋代文庙、鲁肃墓

、黄盖湖三国古战场等名胜古迹。二十五、西樵山风景名胜

区 位于广东省南海县西南部，面积十四平方公里。西樵山是

七、八千万年前由海底火山喷发岩浆、岩块、火山灰后形成



的死火山，山体外陡内平，状若莲衣复合，大秤峰居群峰之

首，九龙岩、冬菇石、石燕石等峰岩形态万千。西樵山岩石

节理发育，裂隙纵横，富有潜水，形成多处水景，有二百三

十二口泉眼，二十八处瀑布。早在新、旧石器时代西樵山就

有人类活动，留下历代地下采石场等许多历史遗迹，史学界

称为“西樵山文化”。明朝中叶成为南国理学名山，保存有

“云泉仙馆”、“白云古寺”、大量摩岩石刻等文物古迹。

二十六、丹霞山风景名胜区位于广东省仁化、曲江两县境内

，包括丹霞山、韶石山、大石山三个景区，面积约一百八十

平方公里，为省级风景名胜区。风景区内红色砂砾岩层形成

的独特地貌，奇峰林立，丹崖赤壁，地学中的“丹霞地貌”

一词源出于此。丹霞山多茂密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树林，红

岩绿树，景色绚丽。区内锦江蜿蜒穿行于峰峦之间，岩穴古

洞、流泉飞瀑时时可见，有岭南名刹别传寺、锦石岩庵堂及

金龟岩、五仙岩、燕岩等多处寺庙古迹，还有舜帝南巡秦韶

乐胜迹及丰富的摩岩石刻等人文景观。风景区外围地区有金

鸡岭、九泷十八滩、南阜寺，古佛寺马坝人出土遗址等自然

历史遗迹。二十七、桂平西山风景名胜区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

区桂平县境内，以西山为中心，包括金田村、金田营盘、浔

州古城、白石洞天、大滕峡、罗丛岩、紫荆山、大平山原始

森林等，总面积约二千平方公里。桂平西山以“石奇、树秀

、泉甘、茶香”著名。峰峦嵯峨，数十乃至百余立方米的巨

石叠阵，加之绿荫遍地、古树参天，形成壮丽景色。西山历

史悠久，保留有较为完整的广西佛教建筑、庙宇，历代文人

墨客赞赏西山诗词对联四千余首，周围有太平天国革命遗址

金田村等历史文化遗存。二十八、花山风景名胜区 位于广西



壮族自治区宁明、龙洲两县境内，以古代壮族的大量山崖壁

画为主要特色，分布于二千八百多平方公里范围之内，大壁

画有六十四处，最集中的是花山和棉江两处。宁明花山高约

二百五十米，形似鹰嘴，峭壁临江，钟乳凝结。崖壁画面巨

大，高约四十米，长约二百米，有各种人、物图像三千一百

余幅，人像最大高达三米，最小的只有三十厘米，并有各种

鸟兽和圆形图案，岩画用赤红色单线条勾勒，线条粗犷，形

象生动，是研究壮族历史文化及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的

珍贵史料。风景区内峰峦耸秀、碧水萦回，风光秀丽，有酒

壶山、白鹤山、神仙板、宝剑山、紫霞洞、响水瀑等景点，

自然景观和其它人文景观丰富。二十九、贡嘎山风景名胜区 

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以贡嘎山为中心，包括泸

定县海螺沟、九龙县伍须海和康定县木格错，面积一万余平

方公里，１９８６年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贡嘎山海拔七千

五百多米，主峰周围六千米以上的高峰四十五座，现代冰川

一百五十九条。海螺沟内有我国最高最大的冰瀑布及决川弧

、冰川断层、冰川消融等景观。九龙伍须海和康定木格错以

高山湖泊、原始森林、草原、瀑布、温泉为景观特色。区内

高原植物野生动物种类丰富。贡嘎山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

，有泸定铁索桥等许多革命史迹、遗址。三十、金佛山风景

名胜区 位于四川省南川县境内，山体海拔八百～二千二百多

米，面积约二百六十平方公里，１９８６年定为省级风景名

胜区。金佛山古称九递山，素为巴蜀四大名山胜景之一，古

称“南方第一屏障”，以原始奇特的自然山峦、林壑为特色

。植物群落随地势高差呈垂直带分布。奇特的方竹和实心竹

漫山遍野。区内岗岭崖壁、沟涧洞石兼有，瀑、溪、泉众多



。“三泉映辉”以在同一断面有三眼不同温度的热泉水而著

名。还有一日三涨的潮水泉和常年恒量的一碗水泉等。因特

定自然条件形成的气象景观有金佛晚霞、白云朝晖等。三十

一、蜀南竹海风景名胜区 位于四川省长安、江安两县境内，

面积约一百二十平方公里，以竹林景观为主要特色，兼有许

多文物古迹，１９８６年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景区内峰峦

二十八座，山山皆竹，郁郁葱葱，以楠竹为主，有人面竹、

花竹、算盘竹、绵竹、黄竹、罗汉竹、香妃竹等三十余种。

数十条飞瀑流泉不竭，三叠飞瀑高约二百米，宽约十五米，

十分壮观。山岭有洞穴二十余处，仙寓洞长五百米，半面敝

亮，洞内雕像石刻神态逼真。天宝洞长一千五百米，高二十

米，为半边山洞，上为形似刀削的红色石壁，下面深谷万丈

，春夏红岩绿树，繁花似锦。三十二、织金洞风景名胜区 位

于贵州省织金县境内，面积约四百五十平方公里，１９８７

年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分为织金古城、织金洞、裸结河峡

谷、洪家渡等四大景区。织金城始建于１３８２年，古城三

面环山，一水贯城，城内有清泉七十一处、庵、堂、庙、寺

五十余处，其中财神庙以结构奇特著称，保安寺与山洞地势

巧妙结合。织金洞属高位旱溶洞，是我国大型溶洞之一，全

长十多公里，面积三十多万平方米，两壁最宽处一百七十三

米，垂直高度大多在五十至六十米，最高达一百五十米。洞

内空间开阔，岩质复杂、渗漏多变，分为“迎宾厅”、“万

寿宫”等十个景点，拥有四十多种岩溶堆积形态，各具特色

被称为“岩溶博物馆”。洞外有地面岩溶、峡谷、溪流、瀑

布等自然景观。这里有布依、苗、彝等少数民族，许多民族

风情颇受人们喜爱。三十三、沅阳河风景名胜区 位于贵州省



镇远、施秉、黄平三县境内，面积四百平方公里，１９８７

年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沅阳河谷分西峡、龙王峡、诸葛峡

及高碑湖。峡内奇峰碧水，岩溶钟乳，景点四十多处。云台

山位于＊阳河上游，地形起伏大，众多孤峰高达三百余米，

组成千山万壑的岩溶景观。铁溪为沅阳河支流，两岸原生植

被丰富，石柱峰等奇峰异石耸立于河谷之中。镇远历史文化

名城，有青龙洞、中元洞、和平村、中共镇远地下党支部旧

址等人文景观，以青龙洞为代表的古建筑群，依山傍水，布

局和设计别具特色。三十四、红枫湖风景名胜区 位于贵州省

清镇、平坝县境内，湖水面积五十七平方公里，湖中岛屿一

百多个，以岩溶地貌和湖光山色为特色，１９８７年定为省

级风景名胜区。湖区分为北湖、中湖、南湖和后湖。北湖碧

波万顷，中湖水狭山奇，南湖山重水复，后湖群峰环水。南

湖将军湾溶洞群中的将军洞，长达六百多米，有三个洞中湖

，白而透明的各种钟乳石倒映水面，似水晶宫殿，形成山里

有湖，湖里有岛、岛上有洞、洞中有湖、洞湖相通的奇特景

色。三十五、龙宫风景名胜区 位于贵州省安顺县境内，面积

二十四平方公里，１９８７年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龙宫风

景区以壮观瑰丽的水溶洞、洞穴瀑布和旱溶洞独特的岩溶地

貌为特色，并有田园山寨、山野峰峦、嶙峋石林及丰富多采

的民族风情作衬托。地下暗河全长十五公里。穿越大小二十

多座山，串连九十余个洞穴。三十六、三江并流风景名胜区 

位于云南省西北横断山脉纵谷地区，金沙江、澜沧江、怒江

三条大江在云南省境内并靠奔流四百多公里，最近处直线距

离仅六十六公里，这种景象世所罕见，加之无际山野峡谷，

形成地貌奇观。风景区分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独龙江三



个片区。景区内高山雪峰横亘，梅里雪山连绵数百里，太子

雪山海拔六千七百四十米，是云南第一高峰。有澜沧江石登

至中排峡谷、怒江双腊瓦底嶂谷等高山峡谷相间并行的大峡

谷，在澜沧江沿途有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碰撞的地质现象。

中甸县大小雪山丫口有秀丽的林海雪原景观。该风景区臧族

、纳西、傈僳等少数民族聚居地民风民俗丰富多姿。三十七

、昆明滇池风景名胜区 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滇池为滇中高原

的陷落湖，水面海拔一千八百多米，面积约三百平方公里。

西山为滇中名山，有”睡美人”之称誉，登山揽湖，“五百

里滇池，奔来眼底”，令人心旷神怡；山上林木苍翠，有元

代华亭、太华西佛寺建筑群，有嵌缀峭壁之上的三清阁建筑

群。西岸片区有大观楼、海埂、西园、曹溪寺以及城西北筇

竹寺等重点景区、景点。东岸片区为滇文化发祥地，有呈贡

龙潭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石寨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天子庙战

国“滇墓”、晋城古镇等。三十八、丽江玉龙雪山风景名胜

区 位于云南省丽江、宁蒗、中甸三县境内，由四个景区组成

，总面积七百七十多平方公里。玉龙雪山有终年积雪的雪峰

十三座，南端主峰扇子陡，海拔五千五百多米。位于玉龙雪

山与哈巴雪山之间的虎跳峡，峡谷迂回约二十公里，江面最

窄处仅三十米，江滩至两岸峰顶高差约三千九百米，为世界

最深峡谷。长江第一湾，历来兵家必争地，以山峦、奇岩、

溶洞为特色，泸沽湖景区内深林幽湖与少数民族古风民俗融

为一体。丽江古城民居独具风格，在我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

地位。风景区内纳西族千余年前创造的东巴文、纳西古乐、

白砂壁画等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三十九 雅砻河风景名胜区 

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南部，是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这



里雪山冰川、田园牧场、河滩谷地、古老文化遗址和民风民

俗等构成一幅幅神秘、古朴而又壮丽的画面。区内植物种类

丰富，植被随海拔变化呈垂直带分布。人文景物有西藏最早

的宫殿雍布拉康、西藏第一座寺庙桑鸢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昌珠寺和藏王墓群等。保留着中世纪建筑特色的民居

以及民风习俗、宗教活动等，都具有鲜明的地区特点。四十

、西夏王陵风景名胜区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平原西部。

风景区由滚钟口、西夏王陵、拜寺口和三关古长城四个景区

组成，１９８３年被定为自治区级风景名胜区。西夏（公元

１０３８～１２２７年）王朝建都银川，贺兰山当时即被当

作皇家林苑。山上建有“离宫”、“避署宫”等皇家宫殿和

皇家寺院。贺兰山绝壁千仞，松林如海，极目东望，银川平

原黄河如带，阡陌纵横，沟渠如网，稻谷飘香，一派“塞上

江南”景色。规模宏伟的西夏王陵古墓群为代表的西夏文物

古迹是研究西夏文化历史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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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