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巫山县：

峡谷险峻神女柔美

深秋红叶遍山岗

“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重庆

市巫山县和武隆区分别入选。 巫山的

小三峡、 小小三峡是国家 5A 级景区；

巫山神女峰、巫山神女溪是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 重庆五里坡保护区是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巫山地处长江三峡腹心， 长江在

巍峨壮美的群山中穿行， 形成了独特

的峡谷奇观。 巫山小三峡峡谷雄伟险

峻、峻岭奇峰。 第一峡"龙门峡"绝壁高

耸，两山对峙，形若似门，由于山势雄

伟，有“不是夔门胜似夔门”之誉。 巴雾

峡是小三峡的第二峡，峡内奇峰突起、

怪石嶙峋、春秋常有雾气缭绕，秋冬时

节满山遍野的红叶格外耀眼。 巴雾峡

也是小三峡猕猴的最佳观赏区。 第三

峡“滴翠峡”则是小三峡中最幽深、秀

雅，最富有诗意的一个峡。

深秋时节， 正是巫山红叶最佳观

赏期。 在长江三峡库区两岸的山上，生

长着数千亩红叶，每到深秋，起伏的群

山成为红色的世界。 三峡红叶生长面

积大，遍布整个长江三峡流域。 广袤的

群山峡谷中， 几乎 70%的山体上都被

成片的红色覆盖。 在巫山看红叶，既可

乘车上山，随公路盘旋，一览众山红叶

于眼底； 亦可坐船饱览三峡红叶于两

岸；还可以徒步山野红叶林中小道，骡

马古道， 采集红叶作标本……其乐无

穷。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屏列

于巫峡南北两岸的巫山十二峰极为壮

观，而十二峰中又以神女峰最为俏丽。

神女峰位于海拔 912 米的山岗上，因

在峰巅一侧， 兀立着一个人形般的石

柱，像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因此叫她

神女峰。 晨曦初露或夕阳西下时分，山

峰云雾缭绕、霞光辉映、秀丽妩媚。如

果想了解更多巫山和三峡库区文

化，巫山博物馆是一个好去处。巫山

博物馆处是巫山地标建筑， 馆藏文

物 4 万余件， 包括从旧石器时期到

当代的各类文物， 可以了解龙骨坡

文化、大溪文化、巫文化等巫山地域

文化特色。

黑河市五大连池市：火山地貌 秋色正好

黑龙江省本次有两个正式入选

“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分别是

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 黑河市五大连

池市。 其中，五大连池市是黑河市的两

个县级市之一， 五大连池市独特的火

山地貌，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五大连池景区内分布十四座火山

体，构成奇特的火山地貌景观，因火山

喷发导致白河河道堵塞， 形成五个相

互链接的湖泊，取名为五大连池。 现在

正是游览五大连池的最佳时节， 景区

铺满秋天的色彩，秋叶高挂枝头，有黄

色、红色、咖啡色，美不胜收。

老黑山是 14 座火山中最高的一

座，山林多由黑色浮石组成，拥有奇特

的熔岩暗道、 熔岩空中洞和熔岩钟乳

石。 水晶宫和白龙洞是熔岩冰洞，洞内

常年零下五度， 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冬

日的寒冷。

黑河火烧山是由红山、 黑色火渣

块和浮石组成， 景区内拥有大面积的

火山“喷气锥”群，喷气锥是珍贵的火

山喷发遗留景观， 可以近距离观察到

火山地质地貌，感受火山的魅力。 青山

公园、大沾河国家森林公园、二龙山生

态旅游区、 山口湖风景区等景点也值

得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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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霍山县：峡谷瀑布 秋日登高好时节

安徽省有两个正式入选“首批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分别是黄山市黟

县、六安市霍山县。 六安市霍山县，位

于安徽西部、大别山腹地、淮河一级支

流淠河上游。 为弘扬红色文化，霍山依

托安徽红色区域中心纪念园、 西镇暴

动纪念馆等十余处红色文化园、馆、遗

址遗迹构成了 4 条红色旅游精品线

路，重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之路成为新时尚。

霍山县的大别主峰景区峡谷纵

横、山高水长、地形丰富、古木参天，原

始生态保存完好， 是国家 4A 级景区、

国家地质公园和全国十大红色旅游基

地之一。 著名的景点有白马尖、 多云

尖、奇松走廊等。 地处大别山腹地的铜

锣寨，奇松、怪石、云海、温泉、飞瀑、古

庙、珍禽异兽应有尽有，素有“江北黄

山”的美誉。 秋高气爽，凉风习习，秋

季是这里登高的好时机， 连绵的群

山换上了秋天的衣裳， 铜锣寨山下

的马槽河峡谷瀑布众多，水流湍急，

植被物种丰富，秋季景观更是不得错

过。

云南腾冲：火山地热并存 古村银杏摇曳

云南省有 2 个正式入选“首批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分别是保山市腾

冲市和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 腾冲

位于云南省保山市西南部， 西部与缅

甸毗邻， 是中国大陆唯一的火山地热

并存地区。 腾冲地热资源丰富，温泉、

泉眼众多。 腾冲城不大，但历史悠久。

火山公园、热海、国殇墓园都是不容错

过的景点。

腾冲的各个景点， 基本上是以市

区为中心向四周发散。 市区内的景点，

大家常去的是国殇墓园和叠水河瀑

布。 这两处都在市区西南角腾冲空港

观光酒店旁边，相隔很近，步行不过 10

分钟。 两处都很值得去，国殇墓园长眠

着无数英魂，叠水河瀑布甚为壮观。

如果秋天来腾冲， 银杏村是一定

要去的。 银杏村是云南省腾冲的一个

原始村庄，这里有 3000 多株银杏点缀

在农家小院的内外， 已成为腾冲秋末

最受欢迎的目的地。 这里的皮影文化

已有 600 多年历史，其荥阳纸伞、江东

刺绣享誉全国。 此外，这里还曾是电影

《武侠》的拍摄地之一。 银杏的最佳观

赏期为 11 月中旬-12 月初。 这里有很

多农家乐， 每个农家乐都可以进去参

观， 即使只是拍照， 主人家也习以为

常。

秋天也是感受腾冲温泉的好时

候。 腾冲热海有气泉、温泉群 80 余处，

其中 10 个温泉群的水温达 90℃以上。

热海中最典型的是大滚锅， 另外还有

眼镜泉、美女池等，每个泉眼都有自己

的名字和故事。 在这里，你还能看到云

南十八怪中的“鸡蛋串着卖”。 另外，热

海还建有多家疗养院、浴室等，洗澡、

泡温泉，都是不错的体验。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公示的首批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名单

北京市：

延庆区、怀柔区、平谷区

天津市：

蓟州区

河北省：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邯郸市涉县、保定市易县

山西省：

临汾市洪洞县、晋城市阳城县、晋中市平遥县

内蒙古自治区：

满洲里市

辽宁省：

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

吉林省：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池北区、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敦化市

黑龙江省：

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县、黑河市五大连池市

上海市：

黄浦区、松江区

江苏省

：

南京市秦淮区、南京市江宁区、徐州市贾汪区

浙江省：

湖州市安吉县、衢州市江山市、宁波市宁海县

安徽省：

黄山市黟县、六安市霍山县

福建省：

福州市永泰县、南平市武夷山市、龙岩市武平

县

江西省：

吉安市井冈山市、上饶市婺源县、抚州市资溪

县

山东省

：

潍坊市青州市、青岛市崂山区、济宁市曲阜市

河南省

：

焦作市修武县、信阳市新县、济源市

湖北省：

武汉市黄陂区、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

市、宜昌市夷陵区

湖南省：

衡阳市南岳区、湘潭市韶山市、张家界市武陵

源区

广东省：

广州市番禺区、江门市台山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阳朔县、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

海南省：

三亚市吉阳区、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重庆市：

巫山县、武隆区

四川省：

成都市都江堰市、峨眉山市、广元市青川县

贵州省：

贵阳市花溪区、遵义市赤水市、六盘水市盘州

市

云南省

：

保山市腾冲市、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城关区、林芝市鲁朗景区管理委员会

陕西省：

西安市临潼区、渭南市华阴市

甘肃省：

酒泉市敦煌市

青海省

：

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西夏区、中卫市沙坡头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博湖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师 185 团

腾冲银杏村

巫山长江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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