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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朋友： 大家好！欢迎您走进三峡人家风景区。我叫X X X，

是各位的导游，很高兴与大家相遇相识。在此我衷心祝愿峡

江的青山绿水能带给大家一份好心情，也希望三峡人家能给

大家一种别样的风情体验！ 各位朋友，我们的游船现在是航

行在灯影峡中，正在驶向龙进溪码头。借此时间，我先给大

家简单介绍一下三峡人家的自然风光和淳朴风情。 三峡人家

风景区位于长江三峡中最为奇幻壮丽的西陵峡境内，三峡大

坝和葛洲坝之间，跨越秀丽的灯影峡两岸，面积14平方公里

。三峡人家石牌之美，美在“湾急、石奇、谷幽、洞绝、泉

甘”，它包括龙进溪、天下第四泉、野坡岭、灯影洞、抗战

纪念馆、石牌古镇、杨家溪漂流等景区，其旅游内涵可以用

“一二三四”来概括，即：一个馆（石牌抗战纪念馆），两

个特别项目（三峡人家风情项目和杨家溪军事漂流项目），

三个第一（三峡第一湾明月湾、中华第一神牌石令牌、长江

第一石灯影石），天下第四泉蛤蟆泉。其中三峡人家风情项

目又分为水上人家、溪边人家、山上人家、今日人家。古往

今来，历代文人骚客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文，如唐代李白，

北宋欧阳修、苏辙、黄庭坚，南宋陆游，清代张之洞,还有现

代大诗人郭沫若等等。诗人们用他们的灵性之笔，或写三峡

人家,或写橹声帆影,或写蛤蟆甘泉,或写青山飞瀑,或写秀峰奇

石⋯⋯读了这些诗篇，恍若身临其境，饱览了三峡人家石牌

的神奇景色和浓郁风情。 到三峡人家石牌旅游，主要有八大



看点： ●绝版峡江风情三峡人家 传统的峡江吊脚楼点缀于青

山绿水之间，久违的古帆船、乌蓬船静泊于碧波清溪之中，

江面上悠然的渔家在撒网打鱼，溪边少女挥着棒槌在清洗衣

服⋯⋯水上人家、溪边人家、山上人家，今日人家，一幕幕

景致如画，千百年流传不衰的习俗风情更是体现着峡江人民

的质朴好客。 ●三峡宜昌第一漂杨家溪漂流 杨家溪因宋朝杨

家将的后裔曾移居于此而得名。神秘的杨家溪漂流以军事漂

流为主题，充满了浓厚的军训色彩，它分为动水漂流和静水

漂流。在这里漂流，游人坐军车，穿军服，唱军歌，划皮艇

，仿佛水上军训，一路搏激流，过险滩，既可领略冲浪闯滩

的刺激，又可感受平湖荡舟的悠闲。 ●中华第一神牌石令牌 

据《东湖县志》载：江南芯奘崃呤桑缗品ぃ拭钆疲频孛从纱

硕础Ｊ钆聘?2米，顶部宽12米，底部宽13米，厚约4米，重

达4300余吨，远观之雄伟壮观，气势非凡。五代后周时期，

峡州州治一度设于石牌，南宋建炎（公元1127-1130年）年间

，峡州夷陵郡“移治石鼻山，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复旧

”，在石牌设治六、七年。 ●长江第一石灯影石 四块兀立山

巅的奇石，酷似《西游记》中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形象，每

当夕阳西照，晚霞映衬峰顶时，远远望去，它们仿佛灯影戏

幕上的人物造型，惟妙惟肖，“灯影石”即由此得名。当年

郭沫若先生游历灯影峡时，曾题诗赞叹：“唐僧师弟立山头

，灯影联翩猪与猴”。 灯影石中最负盛名的是沙僧石，被誉

为“万里长江第一石”。它矗立在悬崖绝壁之巅，呈蘑菇状

，重达100余吨，底部的承重截面仅200余平方厘米，平均每

平方厘米承载近半吨的重量，堪称世界奇观。 ●三峡第一湾

明月湾 浩浩长江奔涌至石牌河段时，在这里向左急转弯110



度,改向东去，形成一个巨大的月牙形，这就是“长江三峡第

一湾”。 船过明月湾，置身于游船之上，眺望远方江面，便

会发现两岸连绵不绝的山峦仿佛阻塞了滚滚长江，但船进山

退，路转峰回，旋即又豁然开朗。故而当年郭沫若先生在过

石牌远眺第一湾时，发出了“山塞疑无路，湾回别有天”的

感叹。 ●西陵第一洞灯影洞 灯影洞幽深狭长，长约1500米，

洞内岩溶地貌景观奇特，洞道地形多变。洞内的“五色奇音

石”是灯影洞最绝妙的景观，它色彩丰富，呈黑、白、黄、

灰、绿五色交织，色界明晰，用手敲击，可闻鸣锣击鼓之声

，令人叹为观止，洞内一条落差达30米的地下河，水流或缓

缓无声，或状如洪钟，或潺潺悦耳，或悠如琴鸣，行走在这

梦幻般的地下世界，令人心醉神迷。 ●抗战第一馆石牌抗战

纪念馆 公元1943年5月，为保卫陪都重庆，15万中国军队围绕

石牌与10万日寇展开了殊死拼杀，取得了被誉为“中国的斯

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辉煌胜利，粉碎了日寇觊觎重庆的美梦

，成功地阻截了日寇进犯大西南的铁蹄。此战是二战期间中

国抗日战场以弱胜强的一次著名战役。 石牌抗战纪念馆是三

峡地区第一个综合性抗战纪念馆，修建在当年抗战的军事遗

址之上，馆舍面积440平方米，由凭吊缅怀大厅、多媒体展览

厅、图文展览厅、实物展览厅四部分组成，收藏珍贵实物200

余件，珍贵图片近100幅。公元2003年3月，宜昌市人民政府

将石牌抗战纪念馆命名为首批国防教育基地。 ●天下第四泉

蛤蟆泉 灯影峡南岸扇子山下，原有一大石豁然挺立，好似一

只张口吐舌、睁眼鼓腮的蛤蟆，其背后的一股泉水四季长流

不息，水清味甘，是烹茶、酿酒的上好水源，这就是著名的

蛤蟆泉。“茶圣”唐代陆羽品尽天下名泉后，誉之为“天下



第四”，陆游亦有诗赞其为“天下泉中第四泉”。除二陆之

外，苏辙、黄庭坚、王士祯、张之洞等都曾在此留下咏泉诗

文。 神奇的石牌是长江三峡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一幅精彩的

画卷，是两坝之间风景最为奇秀、风情最为淳朴的地方

。2003年6月三峡大坝下闸蓄水，石牌所在的西陵画廊保留了

唯一一段原汁原味的三峡风光，这颗明珠放射出更加夺目的

光彩。今天，各位朋友离开城市的喧嚣，忘却工作的烦恼，

一头扎进三峡石牌的神奇山水之间，到天然氧吧里作一次绿

色深呼吸，去三峡人家里感受一段厚重的峡江风情，您会真

切地感受生命与自然贴近的意义，体味感悟自然、关爱生命

的无穷乐趣。 各位朋友，我们航行的这段峡谷叫灯影峡，又

叫明月峡，北宋时期称作石牌峡。船行江中，两岸的岩石色

彩斑斓，黄、灰、褚等颜色兼有，不少地方呈银白色，明净

可人，如天工细心打磨而出，这明净的峡壁被明净的天宇映

射，酷似一幅水墨国画，崖壁映入江水之中，静影澄碧，江

水瑟瑟，更添明丽之趣。若晚间过此，月落西山，月光之下

的山光水色形成的那种“净界”，难以言喻。唐宋以来的诗

人，对此多有吟咏，李白的“春水月峡来”，欧阳修的“江

上挂帆明月峡”等，都是对它极为生动而特有的描绘。 各位

朋友，我们的游船已到龙进溪码头了，请大家带好自己的行

李，准备下船。 ［龙进溪景区］ 朋友们，我们的游船靠岸了

，咚咚的鼓声敲响了三峡人家的热情和豪放，清幽的溪谷向

我们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请大家先按捺一下自己急切的心情

，注意下船安全。 各位朋友，我们眼前的这条清溪叫龙进溪

，她是三峡人家风景区最具风情的景区之一。溪口一座青瓦

长廊石桥，掩映在摇曳的枝叶中，衬托出一种古朴幽深的意



境。桥下一湾清水，清澈见底，波平纹静，目之所视，温顺

如处。正对溪口的江北山崖上，一条带状石岭从山顶蜿蜒而

下，快临江时向上高高翘起，活象一条巨龙，而看那龙头所

向，似要跳进南岸的清溪，回巢歇息去了。龙进溪因此而得

名。 龙进溪里，溪水碧绿，波光粼粼，林木苍翠，枝繁叶茂

。小路纵横交错，鸡鸣狗叫相闻；古帆船静泊水中，吊脚楼

掩映竹林，水车“咿咿呀呀”在水中转动，山民们怡然自得

，自由自在，与世无争，过着原始古朴的生活，唱着心中想

唱的情歌，吹一段古朴的下里巴人曲，喊一支高亢的峡江号

子。舞蹈还是那么野性，菜肴还是那么地道，山民的热情还

是那么如酒般浓烈醇厚。走进这条清幽的溪谷，真有一种“

步入桃源不知归”的醉意。 ●水上人家 在龙进溪水与长江的

交汇处，几只古帆船迎风而立，小渔船撒开了渔网，初峡亭

精巧别致，在近溪的一边，一道水坝已筑起，截住了清幽的

龙溪水，使溪水抬高了1-2米，溪水碧绿，林木苍翠，斑驳沧

桑的龙溪桥横跨其上，几只小渔船静静地泊在桥下，“龙溪

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如梦似幻，令人如痴如醉

。世世代代生息于峡江的人们，以一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的执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和劳动习惯，这其中最

具特色的便是渔民的家了。许多三峡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船上

，常年以打鱼为生，在水上流动，和风浪搏击，与渔船为伴

，形成了“水上人家”。现在渔民生活虽然改善了，但这种

古老的习俗却长久地保存了下来，年轻一代仍然撒网捕鱼，

风里来雨里去，延续着这种古老的渔文化。 大家请看前面的

几艘古帆船，过去它是峡江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三峡地

区古老沧桑的历史见证。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每条帆船上



都装有两个乌蓬，比较矮的那个乌蓬里面是卧室，供主人睡

觉休息之用，立于船头比较高的另一个乌蓬是为主人推桡、

摇橹时遮风挡雨之用。过去，峡江一带滩多水险，暗礁密布

，航道险恶，加之没有现代化的动力设备，在江上行船则极

其艰难。为此三峡人充分利用聪明才智，设计了风帆，巧借

自然之力，利用风力推动船只前行。顺水顺风时，升起风帆

，利用风力鼓动风帆带动船只前进，则可安全顺利到达目的

地，成语“一帆风顺”即由此而来；逆水行船时则要降下风

帆，利用人力拉动船只前进。一边用人在船上推桡，一边用

人在江边拉纤，两方齐心协力，才能让船只前进。由此船工

拉纤便应运而生，成为三峡地区独具特色的风景线。留意一

下峡江两岸的峭壁，和江滩的礁石，你就会发现那上面一道

道深邃而光滑的石糟，那是纤夫们拉纤时的纤索勒刻下来的

，那是一代一代峡江人留下来的生活的痕迹。“可怜牵船人

，水湿半头裤，一步千滴汗，双手攀石路。”“三尺白布四

两麻，脚蹬石头手扒沙。一步一滴辛酸泪，恨得要把天地砸

。”这是流传在三峡地区的歌谣，是峡江纤夫自己的呐喊。

长长的纤绳勒在纤夫赤裸的背，拉动着飘摇在波涛中的木船

，江帆拉断了桅杆，船工手中的橹也折断了，船却依旧在滩

前的急流中徘徊，有时乘船的旅人不得不舍舟登岸，踏上遥

远而坎坷的纤道，伸出手去拉一把纤绳⋯⋯没有人考究这历

史有多长，有了长江，有了舟楫，拉纤也许就相伴而生了，

这劳动的习俗就沿袭下来。峡江人那执着顽强的抗争精神足

可与高山峡谷媲美。 船工们在拉纤时，为协调用力和减轻疲

劳，便喊起了船工号子，高亢激昂的峡江号子，回荡在高山

峡谷之间，时而雄浑高昂，时而苍凉悲壮，仿佛生命的呐喊



，显示了船工与大自然抗争的伟力，更是船工悲苦生活的真

实写照。船工们在拉纤时，凄苦而悲凉，偏偏两岸又时时传

来啾啾不住，哀啭不绝的青猿啼叫，犹如重伤口上撒把盐，

越发激起纤夫们的无限凄苦哀愁，使纤夫们禁不住摧肝裂胆

，泪湿衣襟。北魏郦道元《巴东渔者歌》写道：“巴东三峡

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宋代欧阳修任夷陵县令时也留

下：“万树苍烟山峡暗，满江明月一猿哀”的诗句，表达了

同样的感受。 ●峡江渔船 刚才大家对帆船有了一定的了解，

如果说古帆船勾起了大家的沧桑回忆，那么，峡江渔船则会

带您找回至真至淳的渔家之乐。峡江渔船，风情独具。它既

是渔民的“家”，又是古老三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历数千

年而不衰，有如活跃在峡江一带的黑精灵。峡江渔船形如绍

兴乌逢船，大者可载一二十人，小者可载三四人。构造分为

上下两部，下为木舟，上为竹篷，篷有若干扇，形呈半圆，

由竹丝夹竹箸编成，外表涂以煤烟和桐油，成黑色。每扇皆

可随意移动，合拢，可挡日晒雨侵，推开可采光透气。篷内

为舱，大者舱内人可直立，备有客座，小者人虽不可直立，

但舱底铺席，可枕席坐靠或卧躺。其动力装置，大船为橹，

小船为桨，现在大多已装有发动机，行船已十分容易了，但

龙进溪的渔船仍需摇橹划桨，保持着古老的样式。坐渔船则

更是一种至乐。推开半扇船篷，江上清风，泠然而来，凭眩

远眺，明月山水，帧帧丹青，联翩而至，令人目不暇接。仰

靠船舱、闭目养神，身心俱随船体轻摇，飘然悠悠，如登太

虚之境，胸中了无世情；平卧舱板上，船底流水潺，汩汩有

声，如琴如筝，至于在舱内围桌把盏，品茗谈笑，更是其乐

融融，走遍世界，没有比这更美的氛围了。 “桥如虹，水如



空，一叶飘然烟雨中”，“拈棹舞，拥蓑眠，不作天仙作水

仙”，这是古人对渔船的讴歌和向往。而今，我们也禁不住

它的诱惑了。有机会的话朋友们可登上乌蓬船，亲自摇橹划

桨，体验渔家之乐。 ●峡谷幽幽 各位朋友，今年是猴年，在

龙进溪就生活着成群的猴子。两岸山坡林木葱笼，藤蔓交杂

，两百多只猿猴，分成几个部落，它们往来嬉戏，猿声阵阵

，欢迎我们这些稀客的到来，给清幽的溪谷增添了几分生机

。桥下碧波荡漾，溪水清澈见底，登上原始古朴的豌豆角或

竹排筏，四面无遮无拦，抬头可见山景，俯首能赏水色，侧

耳可听溪声，伸手能触清流，好似在画中游。几只小渔船安

静的泊在溪边，船头晾晒着破衣服、旧渔网，船尾飘起了袅

袅炊烟，一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乡风情不觉恍入梦

中，祥和而又宁静。 摇橹荡舟间，渔船就轻轻的拐了个弯，

穿过了古朴的石拱桥。清幽的溪边撑开了一张大渔网，斑驳

的渔船，陈旧的木杆，破旧的渔网，令人不禁生出几许沧桑

感来。原来这是峡江一带捕鱼用的大渔网，俗名“扳罾”。

它别具风情，是三峡人不可缺少的劳作用具，凝聚着三峡人

的勤劳和智慧，现已难觅其踪影了。 ●七叠泉 沿着小路向溪

谷深处前进，“曲径通幽处，溪边草木深”，两岸植被繁茂

，郁郁葱葱，花香扑鼻，溪流碧波荡漾，清澈见底，妩媚多

情，不时传来清脆的鸟鸣声，似乎在欢呼远道而来的客人。

久居繁华的都市，忽然身处“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深山幽谷

中，感受着“鸟鸣山更幽”的清闲，仿佛来到了桃源仙境一

般。前面的溪谷中，几块巨石横卧溪水中，一左一右，正好

守住了溪谷，在龙门之前的一块岩石上，有一条形似鲤鱼的

天然小鱼，头朝溪里，奋力跳跃，好象要跳过龙门，到三峡



人家去作客，故叫“鲤鱼跳龙门”。 眼前的溪流，从整块岩

石形成的河床上流过，水流在坚硬的岩石上冲刷流动，天长

日久，就形成了七个小水槽，好像七个欢快的音符在向我们

演奏一曲美妙的乐章，这就是“七叠泉”。过“七叠泉”，

溪中的河床上，布满圆润光滑的鹅卵石，卵石之上长满翠绿

的草，草上盛开着洁白的花，好似溪中盆景园，奇妙无穷，

情趣盎然。 走在溪中，一路泉水叮咚，林木葱笼，花香阵阵

，您可“品氧润肺”，吐故纳新，净化心灵，洗去尘世的喧

哗，忘却城市的烦恼；您可俯下身来，赏赏花草，闻闻花香

，分辩植物的种类，了解植物的神奇作用，作一次科普之旅

；也可静坐在溪中石上，听溪读水，看泉水跳动，听天籁之

音，体味山魂，感受水魄，涤荡心胸，化却忧愁，彻底放松

自己⋯⋯ ●猴年观猴 在三峡人家，猴子是游客最为喜爱的动

物。那些活泼可爱的猴哥猴妹们，让中外游人津津乐道，并

留下了许多美妙的回忆，许多人“千里奔波只为猴”。2004

年是猴年，猴年说猴，大家观猴戏猴的同时，我给大家介绍

一点猴知识。 俗话说，“深山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以前

，三峡人家的猴子占山为王，以凶狠、刁蛮而出名。自从这

里成为旅游胜地之后，它们习性大为改变，成为“猴居士”

。它们对于来这里旅游的游客非常友善，从不主动攻击游人

，从未捕食过鸟类等动物。 在三峡人家，猴子栖息于山地阔

叶林区有岩石的生境中，喜欢在地面活动，在崖壁缝隙、陡

崖或大树上过夜。以多种植物的叶、芽、果、枝及竹笋为食

。寿命一般在30岁左右，5岁性成熟，发情期多在秋季，孕期

半年，春末夏初产仔，一般每2年1胎，每胎1仔。 猴子长期过

着群居生活。猴群的组合，一般由15只成年雄猴、数只雌猴



和小猴组成，自成部落，划疆而治，互相礼让。每群猴有1只

成年雄猴为首领，即猴王，遇敌时猴王在队尾护卫。猴群过

着典型的母系氏族的生活。猴王的产生，主要靠众多雌猴的

“推举”而来。因此，猴王一般都是年轻标致、体格强健、

骁勇善战的。在争夺猴王的过程中，往往是通过残酷的拼搏

、打斗，只有胜者才能成为猴王。猴王统一指挥社群所有活

动，成员之间分工明确，互相协作、保护，内部不准以强凌

弱，不准擅自离群活动。 猴王任期一般为4-5年。猴王在位期

间很是威风，众猴必须绝对服从猴王的调派。猴王不仅多吃

多占，不可一世，而且享有“一夫多妻”制的特权，所有成

年的母猴都是它的“王妃”，所以猴王都是“妻妾成群”。

但猴群内部除猴王外，绝不允许偷情，更是明令禁止“包二

奶”现象发生。猴王从不主动退位，当其年老体衰、不能胜

任繁衍和管理猴群的任务时，就会在新一轮猴王争夺占中被

打败而被迫“退居二线”。猴王退位后的命运往往很凄惨，

新猴王总是要把它们逐出部落，令其“孤家寡人”，独自流

落他乡，客死异地。 三峡人家的猴子具有猴群多不怕人的优

点。它们与人相亲，和谐相处，成为景区独具一格的活风景

。它们居住在溪谷两岸，在蓝天、白云、溪涧、森林中悠然

地生活着。渴了喝山泉水、热了到潭中洗澡、饿了吃树叶。

在懒散的阳光下，常见母猴抱着小猴嬉戏，在宛若沙发的卵

石上，躺着进行阳光浴，互相享受着清理毛皮和按摩的美好

时光。 现在，三峡人家的猴子见多识广，一眼就能分辨出哪

些是游客，哪些是本地人，对于携带吃食的游客，总能抢先

一步迎上前去，索讨食物。当管理人员发放猴粮时，猴子们

排列得整整齐齐，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乖巧。猴子在吃食



上是很挑剔的。它们最喜爱的食物是香蕉、黄瓜、花生、夹

心饼干等，一般的干粮是不受猴们欢迎的。猴子习惯于“有

奶便是娘”的思维，只要您给食物吃，它们就会积极主动配

合，竭力好好表现一番。猴子还能区分矿泉水和果汁饮料，

特别喜欢喝可口可乐、鲜橙多等饮料，一些聪颖的猴子已能

像小孩子一样，将瓶扭开后，把瓶口放着嘴里喝水了。猴子

也是十分爱美的哟。猴妃猴妹常对着水面照镜子，看仪容。

猴哥们则很喜欢穿裙子的女性，特别是红裙子，总爱凑上去

亲热、撒娇，更有甚者，要撩起裙子看个究竟。●绿色氧吧 

朋友们，长期生活在城市，车水马龙的喧器，都市污浊的空

气，工作、生活的压力，使得人们身心日益疲惫。对于日日

生活在钢筋水泥丛中的人们来说，最大的企盼就是远离都市

污浊的空气，找一片山青水秀的净土，一头扎进山野林泉间

，在大自然中放松自己，让绿色驱散心头的忧愁和烦恼，让

快乐相伴左右。行走在清幽的龙进溪谷，绿色扑面而来，花

香扑鼻而至，空气特别新鲜、芬芳，让人赏心悦目、爽朗陶

醉。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森林，森林是个天然的过滤器，能过

滤空气中的有毒气体，还可阻挡空气中放射性物质的辐射和

传播，能改善水质和净化水源。森林还具有很强的杀菌作用

，很多植物能分泌出杀菌素，杀死周围的病菌，可把空气中

的球菌、杆菌、丝状菌等多种细菌杀死，对原生动物和真菌

具有很强的杀伤力，空气中的含菌量只有非森林区的1%。森

林中的花草、植物散发的气味对人的心理和生理也有奇妙的

作用，天竹蓝的香味能产生镇静作用，可治疗失眠症；樟树

的薄荷气味能兴奋中枢神经，清醒大脑；桂花可令人心醉。

森林中植被繁茂葱郁，其释放出的空气“负氧离子”，能促



进新陈代谢，增强细胞活力，增强肌体抗病能力。身处“绿

色氧吧”、“森林浴场”，呼吸次数明显减少，血流也会缓

慢，各处的神经会变的松驰，听觉、思维活动、灵敏度都会

明显提高。因此人们都渴望回归大自然，尽情呼吸新鲜空气

，清洗五脏六腑，吐故纳新，愉悦精神，彻底洗去因久居闹

市而沉积在你体内的尘埃，消除疲惫的身心，恢复生命的本

色。 今天，各位朋友身处绿色氧吧，可在这里尽情呼吸新鲜

空气，清洗自己的五脏六腑，吐故纳新，愉悦精神，彻底洗

去因久居闹市而沉积在你体内的尘埃，消除疲惫的身心，恢

复生命的本色。 ●情侣瀑 各位朋友，龙进溪是一条多情的溪

谷，山水豪情、吊楼风情、瀑的多情交相融合,在此体现的淋

漓尽致，让人心醉神迷。 走过精巧别致的“甘液亭”，黄龙

瀑的呐喊已如雷贯耳了。跳水桥前的深潭之上，一股瀑流如

水帘般从洞口上方倾泻而下，似洞天福地一般。过水帘洞，

立于平台之上，黄龙瀑的雄壮气势就呈现在眼前了，水流从

对面山崖中的一个山洞流出，呈扇形展开，倾泻而下，一路

高歌猛进，坠入崖下的深潭，声如洪雷，响彻山谷，恰似一

名奔放豪迈的峡江汉子。有人说黄龙瀑是被禁锢了数千年的

峡江男儿的呐喊，而我以为“情到浓时可破山”，黄龙瀑是

对爱情义无反顾的追求，哪怕拼尽生命的最后，纵使被摔的

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相传有一条惩凶除恶的黄龙居住在此

洞，故名黄龙瀑。黄龙洞深不可测，目前还没有探测出这股

水流从何而来，据化验，这股水长年不断，四季恒温，水中

含有锌、钡、铝、锶等对人体有益的元素，口感甜润，适宜

发展矿泉饮品。站在瀑边，阵阵凉风扑面而来，顿觉空气清

新，精神振奋。有瀑布的地方，负氧离子含量特别高，每立



方厘米达4万多个，而城市里仅为每立方厘米200300个，吸入

负氧离子含量高的空气，能使人精神振奋，增强躯体康复能

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身体健康。“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追寻健康是现代人外出旅游的根本目的之一，因此大家在

这里不妨放松身心，在这里多呆上一会儿，多呼吸新鲜空气

，作一次全新的“瀑布浴”。 古话说，“精诚所致，金石为

开”，或许是黄龙瀑的执着感动了上天吧，在溪谷对岸的山

凹里，温柔多情的“琴瀑”在风中轻诉，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她如“养在深山人未识”的小女子一般，自山顶飘落而下

，倾诉着一身的温柔。泉水自崖顶飞落时，被那凸凹嶙峋的

岩石撕扯成无数细小如帘的水珠，飘飘洒洒，好似丝丝琴弦

垂挂九天，自天际漫舞而下，微风吹来，琴弦拂动，好似在

演绎一段似水柔情般的爱情故事，故名“琴瀑”。从山崖的

走势来看，瀑布中间的岩石与两面山崖连成一体，似一只展

翅欲飞的雄鹰，故又叫“琴鹰瀑”。 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

事，一段埋藏许久的心语倾诉，在黄龙瀑的奔流呐喊声中和

琴瀑的温柔飘洒中化为忠贞不渝、长相厮守。黄龙瀑和琴瀑

隔溪相望，一个宽大雄壮，一个温柔缠绵，一边龙吟虎啸，

一边鹰飞琴语，演绎着不尽的相思，也似在召唤着天下有情

人终成眷属。故被美称为“情侣瀑”。 龙进溪全长约15公里

，其尽头与三峡第一岩黄牛岩山脉相连，规划在溪尾建索道

登黄牛岩顶。自黄龙洞往里走，峡谷越来越窄，两岸峰崖越

来越陡，溪中怪石林立，百鸟争鸣，在这里静听野语，体味

山魂，给人以忘忧忘情、无悲无愁的感受，是登山、探险、

戏水、玩石的天然公园。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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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