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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全港青少年中國文化和旅遊知識競賽

評選活動資料

一、我最嚮往的中國最佳生態旅遊目的地（排名不分先後）

1. 白河灣濕地公園（北京市）

白河灣濕地公園位於北京市，是當地知名的生態公園，以展示濕地文化、民俗風情和科普宣教功

能為主，開展濕地科學研究和發揮濕地公園宣傳教育功能，滿足人們認知濕地的需求；保護濕地現有

歷史文化價值，展示濕地在人類文明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發揮濕地休閒體驗功能，滿足人們親近

自然的需求。

2. 七里海國家濕地公園（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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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海國家濕地公園地處天津市東北部，位於天津市寧河區境內

七里海濕地大面積的葦海、水域可以說是自然天成，原生狀態，別具一番清純、清新、清麗的姿

容，給人一種恬靜之美，秀麗之美，朦朧之美。

七里海是鳥類的天堂，也是候鳥遷徙的中轉站。在濃密的蘆蕩中、廣闊的水面上，棲息、繁衍着

200多種鳥類。七里海具有典型的古海岸特徵。牡蠣灘、貝殼堤和古瀉河濕地，構成七里海特有的三大

自然景觀。貝殼堤是世界三大著名貝殼堤之一，天津貝殼堤的重要組成部分。七里海自然資源非常豐

富，是不可多得的風水寶地。七里海盛產的銀魚、紫蟹，明清時曾是宮廷貢品。

3. 白洋澱風景區（河北省）

白洋澱是中國海河平原上最大的湖泊，位於河北省中部，舊稱白洋澱，又稱西澱，是在太行山前

的永定河和滹沱河沖積扇交匯處的扇緣窪地上匯水形成。

白洋澱現有大小澱泊 143 個，其中以白洋澱、燒車澱、羊角澱、池魚澱、後塘澱等較大，總稱白

洋澱，面積 336 平方千米。從北、西、南三面接納瀑河、唐河、漕河、瀦龍河等河流，平均蓄水量 13.2

億立方米。

白洋澱水產資源豐富，淡水魚有 50多種，並以大面積的蘆葦蕩和千畝連片的荷花澱而聞名，素有

華北明珠之稱。

2007年 5月 8日，保定市安新白洋澱景區經國家旅遊局正式批准為國家 5A級旅遊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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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壺口瀑布景區（山西省）

壺口瀑布是黃河流域的一大奇觀，是我國第二大瀑布。它位於山西省吉縣城西南 25公里的黃河壺

口處。

壺口瀑布值得人們驚訝的是其流量卻相當可觀。在冬季枯水期河面冰封，細流涓涓，給人以俊美

之感；四月初冰河解凍，巨流夾着大量冰塊衝擊而下，如獅吼虎嘯，震天動地；到夏季由於下游水位

下降，落差加大，巨瀑破空而下，激起的水柱像箭一樣直射蒼穹，刹那間，一支支水柱又化作細小的

水珠，遂又形成迷蒙的白霧，偶又顯七色彩虹；金秋雨季，千溪萬壑之水彙聚，河水流量劇增全部瀑

布連成一片，這時洪波怒號，激湍翻騰，聲如奔雷，景象極為壯觀。

5. 呼倫貝爾大草原（內蒙古自治區）

呼倫貝爾草原位於內蒙古自治區東北部，是世界著名的天然牧場，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被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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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好的草原，亦是全國旅遊二十勝景之一。在呼倫貝爾草原，3000多條河流縱橫交錯，500多個

湖泊星羅棋布，地勢東高西低，海拔在 650～700米之間，由東向西呈規律性分布，地跨森林草原、草

甸草原和乾旱草原三個地帶。除東部地區約占本區面積的 10.5%為森林草原過渡地帶外，其餘多為天然

草場。多年生草本植物是組成呼倫貝爾草原植物群落的基本生態性特徵，草原植物資源約 1000餘種，

隸屬 100個科 450屬。每年的 6-9月是呼倫貝爾大草原的最佳旅遊季，尤其 7、8月間大草原牧草茂盛，

遊客適合在大草原腹地騎馬、垂釣，或在西部的呼倫湖上泛舟。

6. 大梨樹生態旅遊區（遼寧省）

大梨樹國家 4A級旅遊景區位於遼寧省鳳城市西南郊 10公里處，距丹阜高速公路鳳城出口 5公里，

是全國首批農業旅遊示範點、全國休閒農業與鄉村旅遊示範點、中國美麗鄉村。

景區由休閒農業體驗區、民族村落觀光區、旅遊綜合服務區三大功能區組成。

休閒農業體驗區緊緊依託 2.6萬畝花果山，幾百萬株果樹，精心打造出聞名省內外的賞花摘果體驗

遊，每年四月到十月，是遼寧省跨時最長、品種最多、參與性最好的休閒農業遊目的地。花果山上，

「幹」字文化廣場宏偉壯觀，遼寧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大梨樹村史館是遼寧省規模最大的村史館。

藥王谷供奉着十三位神醫藥聖，可謂一步一景，一步一重天，流傳着許多美麗的故事與傳說。特別是

陰陽泉水，一涼一熱，號稱一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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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泉灣生態旅遊度假區（廣東省）

清泉灣生態旅遊度假區位於中國第一個旅遊強縣——廣東省清遠市清新縣駱坑，是馳名中外的「駱

坑筍」原產地，地理位置優越，交通方便，距清新縣僅 5公里。景區占地面積達十多平方公里，項目

分三期完成，首期投資近 8千萬元，旨在為粵北打造「山水風光娛樂遊玩」旅遊旗艦。景區內環境優

美，設有度假酒店、動感山泉水城、竹林極速滑水漂流、大型水陸拓展訓練基地、特色餐廳、會議中

心等項目和服務功能，是一個集觀光度假、休閒療養、商務會議、特色美食、運動健身、生態旅遊與

享受體驗為一體的大型生態旅遊度假區。

清泉灣生態旅遊度假區景區獨家設計推出山地越野自行車的挑戰障礙線路，線路長達 6公里，在

爬陡坡、沙地、髮夾彎、亂石、溝紋、跳車轍等複雜多變的路況時，可感受清泉灣青山、綠水、翠竹、

古村的優美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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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象鼻山景區（廣西壯族自治區）

象鼻山原名漓山，位於桂林市內桃花江與灕江匯流處，山因酷似一只站在江邊伸鼻豪飲灕江甘泉

的巨象而得名，被人們稱為桂林山水的象徵。

象鼻山主要景點有水月洞、象眼岩、普賢塔、雲峰寺及寺內的太平天國革命遺址陳列館等。附近

還有隋唐開元寺僅存的舍利塔。水月洞緊靠江邊, 漓水流貫其間, 如水中浮月，山石垂入水中如象鼻飲

水灕江,，景致極佳,，唐宋以來即為遊覽勝地。

在地理和地質方面，大約 3億年前，桂林是一片廣闊的海洋，有著熔岩地貌。後來，由於地殼的

運動，海底的石灰岩熔岩沉積物上升形成大陸，另一方面，通過風化、溶解和侵蝕的過程，形成了土

壤充足的土地。仙境般的河流、湖泊、洞穴吸引了許多旅遊者的心，尤其是桂林象鼻山。

9. 亞龍灣度假旅遊區 (海南省）

素有「天下第一灣」或「東方夏威夷」之美譽，屬國家級度假旅遊區，是三亞最有名氣的一個沙

灘及景點。在總長度達 7 公里，軟綿綿的沙灘上，遊客可以全年保持在溫暖陽光、清水如徹的海中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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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暢泳。海底的世界也百花齊放，潛下水底觀賞珊瑚礁、熱帶魚及貝殼種類等，絕對令人眼界大開。

除潛水外，尚有水底玻璃船及不同的水上活動供遊客參與。海灘一帶有不少經精心設計的度假酒

店，就算不住亦可在附近的酒店漫遊。亞龍灣廣場上，有一條高 27 米的圖騰柱，反映中國古代神話

傳說及文化；四個尖頂帳蓬，白色風帆的設計亦是拍照的好地方。

10. 長江三峽·巫峽口景區（重慶市）

長江三峽·巫峽口景區位於長江三峽巫峽東端出口，是第四套人民幣伍圓幣背景圖案所在地，這裏

是長江第一拐，以壯美、曲折聞名。這裏群山疊嶂、峽谷幽深；這裏春有漫山羅錢花開，夏有縹緲雲

海升騰，秋有巴山紅葉絢爛，冬有千山銀裝素裹。

長江三峽·巫峽口景區重點區域面積 24.6平方公里，主要包括巫峽口、大面山、鏈子溪、火焰石及

周邊可開發景點，項目打造以巫峽文化為主要內涵的神話巫峽，以獨特生態地理景觀為主要內涵的雲

巔巫峽，以山地戶外運動為主要內涵的激情巫峽，以生態保護優化為主要內涵的絢麗巫峽和以夜景亮

化為主要內涵的盈彩巫峽，讓這裏成為三峽旅遊線上一道靚麗的名片。

巫峽口景區有一個巨大的觀景台，既可以俯瞰巴東江城，也可以遠眺巫峽勝景：遠山神女靜，巫

峽帆影低；大河通江海，孤雁追風急。讓人有一種氣壯山河，豪氣沖天的感覺。藍天白雲下，被薄霧

輕掩的巫峽帶著幾分朦朧感，陽光把天上的雲影投放在橙色的江面，遠遠看去仿佛印花彩帶平鋪在峽

谷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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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九寨溝景區（四川省）

九寨溝位於四川省西北部岷山山脈南段的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溝縣漳扎鎮境內，地處岷山南

段弓杆嶺的東北側。距離成都市 400多千米，系長江水系嘉陵江上游白水江源頭的一條大支溝。九寨

溝自然保護區地勢南高北低，山谷深切，高差懸殊。北緣九寨溝口海拔僅 2000米，中部峰嶺均在 4000

米以上，南緣達 4500米以上，主溝長 30多公里。

九寨溝是世界自然遺產、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國家 5A級旅遊景區、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國家地

質公園、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網絡，也是中國第一個以保護自然風景為主要目的的自然保護區。

遊覽區氣候宜人，冬無寒風，夏季涼爽，四季美麗，是世界上旅遊環境最佳的景區之一。 九寨溝

原始秀麗的風景主要分布在樹正主溝和則查窪、日則兩條支溝。自然景色以高山湖泊和瀑布群為主要

特點，集湖泊、瀑布、河灘、溪流、雪峰、森林及藏族風情為一體。

12. 長白山景區（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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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白山景區是國家 5A級旅遊景區，是中華十大名山。長白山是我國東北地區最高山系，覆蓋吉林、

大部分地區，黑龍江、遼寧一部分地區，主體山峰在省屬池北區。長白山是聞名中外的美景，一望無

際的林海，以及棲息其間的珍禽異獸，使它獨具有神奇的自然魅力。

長白山是一座休眠火山，歷史有過數次噴發。因此形成的獨特的地貌景觀神奇秀麗、巍峨壯觀、

原始自然，風光無限！風光秀麗、景色迷人是關東第一山。因其主峰白頭山多白色浮石與積雪而得名，

素有「千年積雪萬年松，直上人間第一峰」的美譽。

13. 鳳凰山國家森林公園（黑龍江省）

鳳凰山國家森林公園坐落於黑龍江省五常市山河屯林業局施業區內，是國內首家通過中國森林生

態環境認證，集中國國家森林公園、國家地質公園、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於一身的 4A級景區，以其大森

林、大冰雪、大濕地、大石海、空中花園、大峽谷、大瀑布著稱。

鳳凰山國家森林公園是目前國內首家通過了國際森林認證的景區，也是「中國最具魅力景區」。

更是黑龍江省首個也是唯一一個原生態的四季遊景區。來到可景區「春賞松鵑品石韻，夏看奇樺望殘

冰，秋覽紅葉觀雲海，冬眺萬仞嬉雪情」。目前，鳳凰山國家森林公園可謂是自然資源最完整、最原

始的國家生態森林公園，並有地球同緯度上的「綠色明珠」美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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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西沙濕地公園（上海市）

西沙濕地公園位於崇明島西南端，是上海目前唯一具有自然潮汐現象和成片灘塗林地的自然濕地。

這裏也是崇明島國家地質公園紀念碑所在地，它被設計成阿拉伯數字「17」的形狀，意思是保存着兩

大類十七種典型的地質遺跡。沿着 6800米長的木棧橋一路走去，人們可以一邊享受習習涼風，一邊領

略濕地的潮溝、沙波等地質地貌和生態景觀，感受大自然的偉大。

15. 太湖風景名勝區（江蘇省）

太湖又名五湖、笠澤，是中國五大淡水湖之一，太湖風景名勝區位於長江三角洲中部，是以太湖、

沿湖山丘、島嶼的山水景觀為特色，具有悠久文化歷史的天然湖泊風景區。太湖風景名勝區的包含的

區域分別為蘇州市的木瀆、石湖、光福、東山、西山、甪直、同裏景區；無錫市的梅梁湖、蠡湖、錫

惠、馬山景區；常熟市的虞山景區；宜興市的陽羨景區等 13個景區和無錫市的泰伯廟、泰伯墓 2個獨

立景點組成。1982年，被評為國家級風景名勝區，2013年被評為 5A級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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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千島湖風景區（浙江省）

千島湖位於浙江省杭州市淳安縣內的新安江上，距離杭州、黃山各 150公里，處在長江三角洲的

腹地，為 1959年為建造新安江水電站所蓄水形成的人工湖，是中國風景旅遊城市杭州的後花園；千島

湖湖水晶瑩透澈，平均水深 34公尺、透明度約 7公尺，屬於國家一級水體，因水域內有大大小小島嶼

約 1000多個，故名千島湖。現在的千島湖 573平方公里的湖水屬國家一級地表水體，水的能見度可達

七至九米；湖中一千零八十七個島嶼和湖四周森林覆蓋率達百分之九十三，綠視率近百分之百，淳安

縣千島湖森林公園成為全國最大的國家級森林公湖；在湖區生長着一千八百零七種高等植物，生息着

五十種野生獸類動物和上百種鳥類，湖水中遊動着八十七種魚類，還有昆蟲類一千八百種。

碧水和青山，因而有「千島湖綠色之旅」，讓遊客徜徉在八十萬畝的綠色森林中，欣賞百年以上

甚至千年以上的古樹，感受植被之美。有豐富的魚類資源，因而有千島湖魚樂休閒之旅，遊人可以參

加「做一天漁民」活動，參與各種漁事，垂釣、放蝦籠、捕銀魚等，還有鮮魚深加工勞動，醃魚、烘

魚幹，在其中品味漁家風情。有四季瓜果，因而有「千島湖果園採摘之旅」，人們可在楊梅、水蜜桃、

枇杷、無核柿、葡萄果園中現采現摘，體驗收穫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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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天柱山風景名勝區（安徽省）

天柱山位於安徽省潛山市境內，因其主峰天柱峰似「擎天一柱」而得名。天柱山是國家首批重點

風景名勝區、國家 5A級旅遊區、國家森林公園、國家地質公園、國家自然與文化雙遺產地，是中國「最

具潛力的十大風景名勝區」之一。景區面積 102.72 平方公里，保護區面積 304平方公里，分大龍窩、

佛光寺、龍潭河、西關寨等八大景區。天柱山在春秋時為皖國封地，山名皖山，水名皖水，安徽省簡

稱「皖」即源於此，因此天柱山又名皖山，是安徽的源頭山。

天柱山是以花崗岩峰叢地貌為主的山嶽型景區，既具北山之雄，又具南嶺之秀，奇峰、怪石、密

洞、幽瀑星羅密布。天柱山因為擁有目前世界裸露面積最大最深超高壓變質帶，日前已順利通過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專家實地驗收，於 2011年被評為世界地質公園。

18. 赤水丹霞旅遊區（貴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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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丹霞旅遊區位於貴州省遵義市赤水市南部，由赤水大瀑布、佛光岩、燕子岩三大景區組成，

區內瀑布成群、丹霞奇麗、竹林似海、桫欏繁茂、森林壯闊，是一個集山、谷、瀑、河、珍稀動植物

為一體的丹霞地貌旅遊區。赤水丹霞旅遊區是世界自然遺產赤水丹霞的核心景區、赤水國家重點風景

名勝區的王牌景區，同時也是國家地質公園、國家森林公園、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赤水丹霞不只是單一丹霞地貌，而是結合了瀑布、濕地、翠林等其他大自然的美景，以丹霞地貌、

瀑布群、竹海、桫欏、原始森林為主要特色，是山—水—林配置最好的丹霞地貌區，是世界上最典型、

最優美、生態環境多樣、景觀配置最佳的丹霞景觀代表。丹霞地貌與大面積古植被和 2359種動植物、

珍稀瀕危動植物共存，是赤水丹霞最獨特的特徵。點綴在原始森林、竹海、桫欏之間，猶如紅寶石鑲

嵌在綠洲之中，是世界罕見的綠色丹霞景觀。

赤水丹霞是青年早期丹霞地貌的代表，其面積達 1300多平方公里，是全國面積最大、發育最美麗

壯觀的丹霞地貌，有「赤水丹霞冠華夏」之美譽。赤水丹霞核心區面積 273.64 平方公里，也是中國丹

霞項目中面積最大的丹霞景觀。2010年 8月 2日，赤水丹霞與湖南崀山、廣東丹霞山、福建泰寧、江

西龍虎山、浙江江郎山等六大著名丹霞地貌組合成為「中國丹霞」，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是我國

第八個世界自然遺產項目。

19. 香格里拉普達措國家公園（雲南省）

1933年，英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在《消失的地平線》一書中，為世人描繪了一方世外桃源：日照

金山的雪峰、巧奪天工的峽谷、茂密的原始森林與繁花似錦的草甸，以及明鏡一般的高原湖泊。在這

裏，多民族並存，人與自然和諧相生，代表「遙遠而迷人」的「香格里拉」成為無數人心中嚮往的地

方。

這樣的場景，正真實地存在於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境內海拔 3800米的高山密林中。碧塔海

與屬都湖相伴而臥，「杜鵑醉魚」和「熊撈醉魚」奇觀為人樂道，湖岸邊牧場炊煙嫋嫋、牛鈴悠揚，

豐富的珍稀動植物種類和濃郁的藏鄉遊牧風情繪就美麗圖景，定格於香格里拉普達措國家公園中。

普達措在藏語中是「普度眾生到達彼岸之舟湖」的意思，普達措國家公園以此為名，目的正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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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通過國家公園建設，為公眾提供普惠的民生福祉。普達措國家公園堅持共建共用，廣泛吸納企業、

社區、科研機構、社會組織共同參與國家公園保護、建設與管理，積極探索全民參與生態保護，實現

全民參與、全民共用的可持續發展新格局。

20. 巴松措景區（西藏自治區）

巴松措位於距林芝地區工布江達縣 50多千米的巴河上游的高峽深谷裏，雖然深藏在交通閉塞、遠

離城鎮的山溝裏，但它卻以其林木繁茂和群山聳立中的那一池碧水而廣為外界所知，成為林芝地區最

早為人所知的風景區之一。

不同於西藏其他的神湖，巴松措（又名措高湖，藏語意為「三岩三湖」)完全被鬱鬱蔥蔥的原始森

林所包圍。湖水清澈得可以看見兩三米下成群遊動的魚兒。四周青山如黛，頂峰是終年不化的積雪。岸

邊不遠處，一些樹遒勁而柔韌地在水中挺立着、搖擺着、舒展着。午後的花園靜悄悄的，陽光暖暖的。

漫步在林中小道，有如置身世外桃源，道兩旁四五米高的、紅豔豔的、鈴鐺似的杜鵑花開得正盛。趕

上野草莓的季節，摘幾顆，蜜汁浸齒，香溢舌間……你也可以把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發呆上：坐在開

滿紫紅色鮮花的餐廳院子裏，要一壺奶茶，抱上一本書，在太陽下打個盹，輕鬆地度過一個下午，直

到眼前的雪山被夕陽點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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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秦嶺主峰-太白山國家森林公園 (陝西省）

陝西太白山國家森林公園位於陝西寶雞，秦嶺北麓、眉縣、太白縣、周至縣三縣境內。是我國著

名的秦嶺山脈的主峰，也是我國大陸東部的第一高峰，海拔 3771.2 米。秦嶺山脈是我國南方與北方的

天然屏障，也是長江、黃河兩大水系的分水嶺。太白山作為秦嶺山脈的主峰，其自然地理條件就更為

獨特，它那高聳入雲的雄偉氣勢，瞬息萬變的氣候神姿，自古以來就給人們披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更為中外科學家和文人學士所嚮往。

太白山以其高、寒、險、奇、秀富饒和神秘的特點聞名於世，稱雄於華夏。「太白積雪六月天」

是著名的關中八景之一。太白山由於地質地貌、山嶽冰川、源泉秀水、森林群落、天象景觀、奇花異

草、人文歷史構成了完美的景觀體系，是最佳的生態旅遊景區。

太白山是秦嶺山脈主峰，秦嶺是我國南，北氣候分界線，也是長江、黃河兩大水系的分水嶺。它

像一道高大寬厚的巨壁，阻擋着南來北往的氣流，使南北氣候有了產生明顯的差異。太白山以其巨大

的高山落差，形成了太白山獨有的氣候特點根據氣候和植被的特點，由下向上分為：暖溫帶、溫帶、

寒溫帶、寒帶、高山寒帶五個明顯氣候帶。。

太白山獨特的自然環境孕育了多種多樣的生物種群，其種類繁多，起源古老，是天然的物種基因

庫，有動物 302多種，鳥類 230多種，植物 1900多種素有「亞洲天然植物園」「中國天然動物園」之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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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張掖七彩丹霞旅遊景區（甘肅省）

張掖七彩丹霞旅遊景區位於祁連山北麓臨澤、肅南縣境內，景區東距張掖市區 40公里，北距臨澤

縣城 20公里，景區總面積 50平方公里，遊客活動面積 4平方公里，現為世界地質公園和國家 5A級旅

遊景區。景區內有七彩雲海、七彩仙緣、七彩錦繡、七彩虹霞、臥虎峽、七彩敖河和萬象土林谷等觀

景點，有神龍戲火、靈猴觀海、眾僧拜佛、神龜問天、金蟾問道、大扇貝、七彩屏、睡美人、臥虎等

景觀 30餘處，是中國唯一一處彩色丘陵與丹霞地貌的高度複合區。

彩色丘陵以色彩豔麗、層理交錯、氣勢磅礴、場面壯觀而稱奇，被中國丹霞地貌旅遊開發研究會

終身名譽會長、著名的地理學家中山大學黃進教授譽為「張掖彩色丘陵中國第一」。萬象土林谷丹霞

地貌景觀區，群峰如林、疏密相生、錯落有致、造型奇絕、鬼斧神工，集雄、險、奇、秀、幽於一身，

享有「中國最美的七大丹霞」「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觀」「全球最刻骨銘心的二十二處風景之一」「全

球最美外景拍攝地」「中國品牌旅遊景區 TOP20」等美譽。

晉升國家 5A級旅遊景區和世界地質公園後，張掖七彩丹霞景區以打造國際旅遊目的地為目標，通

過深入挖掘和優化組合地域文化資源，以景區獨特旅遊資源和文化底蘊，將七彩丹霞景區打造成為西

部度假科考型國際旅遊景區；以彩色丘陵和丹霞地貌為核心吸引物、體現地質資源美學價值和科考價

值、以地質風景資源保護及開發為目的，地質觀光遊憩為主，文化體驗、民俗感受、休閒度假為輔的

複合型旅遊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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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武夷山景區（福建省）

武夷山景區位於福建省北部，景區規劃範圍 79平方公里(其中主景區 64平方公里、度假區 10.5平

方公里、城村景區 4.5平方公里)，劃分為九曲溪、武夷宮、溪南、雲窩—天遊—桃源洞、山北五個景

區，屬典型的丹霞地貌，區內獨特稀有的自然景觀與底蘊深厚的人文景觀相互溶合，是人類與自然環

境和諧統一的代表，1982年被列為國家首批重點風景名勝區，1999年 12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

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地，1999年以來中央文明辦、住建部、國家旅遊局、授予的全國首批十大文明風景

旅遊區、國家首批 5A級旅遊景區、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全國文明風景名勝區，被世界旅遊聯合會授

予「中國最佳綠色生態景區」，成為福建省對外展示的重要視窗。

24. 鷹潭龍虎山風景區（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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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虎山，位於江西省鷹潭市西南 20公里處。東漢中葉，正一道創始人張道陵曾在此煉丹，傳說丹

成而龍虎現，山因此得名。龍虎山是中國第八處世界自然遺產，世界地質公園、國家自然文化雙遺產

地、國家 5A級旅遊景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龍虎山有「丹霞仙境」之稱，主要風景區有上清宮

景區、天師府景區、龍虎山景區、仙岩水岩景區、岩墓群景區、象鼻山排衙石景區、獨峰馬祖岩景區。

龍虎山屬於發育到老年期的丹霞地貌，山塊離散，呈峰林狀，地形高差相對較小，最大只有 240米左

右，因此總體顯得秀美多姿。

龍虎山風景區植物區系屬中國東南部濕潤森林區，中亞熱帶常綠闊葉林亞帶，武夷山西麓常綠栲

楠林松杉林區。優越的自然條件孕育著豐富的植物資源。據統計，區域內植物達 100科、250屬、460

種以上。龍虎山森林覆蓋面積 62%，雨量充沛，氣候溫潤，龍虎山景區的空氣負離子含量超過正常值

15倍，中國國內景點中名列前茅的天然氧吧。

龍虎山風景區據調查統計有獸類 40多種，佔江西省 106種的 40%左右。公園上清播箕灣段的瀘溪

河畔中華秋沙鴨，屬國家一級保護動物。中華秋沙鴨是世界瀕危動物、屬國家一級重點保護動物，被

稱為「鳥類中的大熊貓」。它們是冰河時代「倖存者」，距今已有 1000多萬年，目前全球僅存不到 1000

隻。中華秋沙鴨之所以在龍虎山越冬，與當地良好的生態環境有關。

25. 嶗山風景名勝區（山東省）

嶗山，位於青島市東部的嶗山區，距市中心 40餘公里。它聳立於黃海之濱，氣勢雄偉，山海緊錯，

嵐光變幻，雲氣離合，是聞名遐邇的海上名山，國務院確定的第一批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之一。

嶗山，歷史悠久，文化燦爛，遍布山區的許多古遺址和古廟宇，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中華民族的文

明史。元、明、清三代刻石滿山，宮觀寺院碑碣林立，高山古洞摩崖連壁，蔚為大觀。嶗山山區現有

27處文物保護單位，其中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3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14處、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10處。

嶗山是道教名山。自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就有方士、巫師在嶗山餐霞修煉，唐、宋兩代嶗山道

教肇興，元、明兩代達到鼎盛，至清代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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嶗山在山海結合部，岬角、岩礁、灘灣交錯分布。花崗岩地貌景觀獨具特色，山體呈垂直節理發

育，球狀風化明顯，峰頂聳立，層巒疊嶂，深澗幽谷，壁立千仞；象形石千姿百態，比比皆是；山海

結合部，岬角、岩礁、灘灣交錯分佈，形成瑰麗的山海奇觀。

今日之嶗山，以其優美的山海風光和博大的文化內涵，成為青島市建設國際化大城市的組成部分。

嶗山將成為欣賞風景、度假休養、遊覽觀光和開展科學文化活動的國家重點名勝區域，屹立於黃海之

濱，為中華大地增添風采。

26. 西峽伏牛山老界嶺·恐龍遺址園（河南省）

河南西峽伏牛山老界嶺·恐龍遺跡園旅遊區位於河南省南陽市西峽縣，主要有老界嶺和恐龍遺跡園

兩大景區組成，是中國南陽伏牛山世界地質公園的精髓和核心，具有極高的觀賞休憩價值，是一個融

科普、科考、觀光、休閒、體驗等多種功能於一體的綜合性旅遊目的地。

老界嶺景區位於河南省南陽市西峽縣境內，是伏牛山世界地質公園的核心和精髓，是國家 5A級旅

遊景區、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是中國南北氣候的分界線，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分水嶺，是一個集觀

光體驗、科普科考、休閒度假於一體的綜合性旅遊目的地。

老界嶺是中國南北地理的分界線，在這裏，既能觀賞到北方山峰的雄偉挺拔，又能領略到南方山

巒的俊美靈秀，可謂一腳踏南北，一日覽華夏。「長江黃河分水嶺，八百里伏牛淩絕頂」的伏牛山主

峰—犄角尖鶴立群山，堪稱人間仙境。伏牛山神，祈福平安；分水嶺，體驗時光的變遷，聆聽長江黃

河的澎湃；鋸齒峰、駱駝峰，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人跡罕至的原始森林，造化神奇，令人歎為觀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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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神農架世界地質公園（湖北省）

神農架因華夏始祖炎帝神農氏在此架木為梯，采嘗百草而得名。神農架世界地質公園古老神秘，

記載着 20億年以來地殼滄海桑田變遷的歷史，保存有中元古代十分完整的層序地層——神農架群；有

代表着羅迪尼亞超大陸裂解事件的輝綠岩牆；有新元古代早期冰期事件的見證——南沱冰磧岩；有分

布廣泛的疊層石化石群；有在長期地質作用下雕琢形成的山體地貌、構造地貌、流水地貌、岩溶地貌、

冰川地貌等地質景觀近 200處，是天然的地質博物館。

神農架世界地質公園地勢總體西南高東北低，山脈近東西向橫垣於公園西南部，山峰多在海拔 1500

米以上，華中地區 6座海拔 3000米以上的山峰均出露公園內，其中，最高點為海拔 3106.2m的神農頂，

為華中第一峰。神農架屬於北亞熱帶季風氣候區，為亞熱帶氣候向溫帶氣候過渡區域。氣候垂直分帶

與水準分帶明顯。公園山勢高峻，河谷深切，水系發育，為湖北省境內長江和漢江的分水嶺。

神農架世界地質公園所在的神農架林區，1990年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和生物圈計畫」世界

生物圈保護區網，公園生物多樣性豐富。公園內高等植物 3239種，森林植被茂密，植物資源豐富，植

被覆蓋率高達 96%。神農架世界地質公園有脊椎動物 493種，其中，哺乳類 75種，鳥類 308種，爬行

類 40種，兩栖類 23種，魚類 47種。神農架重點保護珍稀瀕危種類動物有川金絲猴、金錢豹、黑熊、

獼猴等獸類；金雕、白鸛、紅腹角雉、白冠長尾雉、紅角鴞等鳥類。神農架在全球 193個生物地理省

中，代表了中緯度地區最具典型意義的、保存完好的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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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張家界風景區（湖南省）

張家界風景區位於武陵源風景名勝區南部，公園管理處駐鑼鼓塌，距張家界市城區 32公里，距武

陵源區人民政府駐地約 28公里，均有公路通達。張家界地域古屬朝天山，因明崇禎邑人張再弘「蒙恩

賜團官」設衙署於此而得名。也曾稱張家界為馬鬃嶺。1958年建立國營張家界林場。1982年經國務院

批准為中國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1992年，《世界自然遺產》；2004年，首批《世界地質公園》；2007

年，首批 5A級風景區。

張家界風景區是我國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也是湖南省張家界市新開闢的旅遊熱點。這裏的異峰

巧石、山泉飛瀑、深林奇樹及珍禽異獸共同組成了一幅幅相映成趣、嫵媚動人的自然絕景。張家界現

已開闢了六個旅遊景區，它們分別是：黃石寨、金鞭溪、天子山、楊家界、鷂子寨、袁家界。

峰林奇異，是張家界景觀的一大特點。既形態各異，又相互對立，觀之毫無呆板之意，仿佛一切

都是經過藝術大師的着意安排。張家界不僅山奇、而且水秀。位於砂刀溝猴兒洞下的瀑布，從 200多

米高的石壁頂上飛瀉而下，聲如雷鳴，勢若奔馬，蜿蜒於山巒深谷間的金鞭、琵琶溪、花溪、礦洞溪、

砂刀溝等 5條溪水，汩汩流淌，與天上的白雲、兩岸的綠樹相映成趣，置身其間，飄飄然如入仙境。

山奇、水秀，構成了張家界奇幻美麗的風貌和神韻。 索溪峪自然保護區 索溪峪，原屬常德地區慈利

縣，1988年 8月武陵源區政府成立後劃歸武陵源管轄。索溪峪的景觀，以山水為依託。不僅山奇、水

秀，而且橋險、洞幽。有十裡畫廊、西海、百丈峽、寶峰湖、黃龍洞等遊覽點 200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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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青海湖國家自然保護區（青海省）

青海湖地處青海高原的東北部，這裏地域遼闊，草原廣袤，河流眾多，水草豐美，環境幽靜。湖

的四周被四座巍巍高山所環抱：北面是崇宏壯麗的大通山，東面是巍峨雄偉的日月山，南面是逶迤綿

綿的青海南山，西面是崢嶸嵯峨的橡皮山。這四座大山海拔都在 3600米至 5000米之間。舉目環顧，猶

如四幅高高的天然屏障，將青海湖緊緊環抱其中。

青海湖是我國面積最大的內陸湖泊，是國際重要濕地，是維繫青藏高原及我國西部大環境生態平

衡的重要水體。湖面海拔 3196米，湖岸線長 360公里，面積 4583平方公里，湖水冰冷且鹽份很高。 湖

中有海心山，四周高山環繞：北面是大通山，東面為日月山，南面是青海南山，西面為橡皮山。 湖區

盛夏時節平均氣溫僅 15℃，為天然避暑勝地。

青海湖流域是維護青藏高原東北部生態安全和中國西北部大環境生態平衡的重要水體；是控制西

部荒漠化向東蔓延、保障東部農業區生態安全的天然屏障；是高原生物基因庫，國際候鳥遷徙通道重

要節點；是中國內流區完整水循環水生態過程的典型區域，形成了特有的「草—河—湖—魚—鳥」共

生生態鏈，極具國家代表性。

截至目前，青海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有鳥類 227 種，鳥類組成以濕地、荒漠草原、草甸草原生活

的水禽、鳴禽和猛禽為主。青海湖目前水鳥種類有 97種。每年在青海湖繁殖的斑頭雁、棕頭鷗、漁鷗、

普通鸕鷀繁殖種群達到全球繁殖種群的 30%。2015年至 2019年青海湖鳥類種類不斷刷新，其中，水鳥

的總體種群數量在 25萬隻至 37萬隻之間，物種豐富度明顯提升，成為中國境內候鳥繁殖數量最多、

種群最為集中的繁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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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沙湖風景區（寧夏回族自治區）

寧夏沙湖，國家 5A級景區和中國十大魅力濕地、寧夏新十景之一，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石嘴山市

平羅縣境內，賀蘭山下、黃河沿岸，總面積 80.1平方公里，是國家首批 5A級景區、十大魅力濕地等，

有山、有沙、有湖、有蘆葦、有飛鳥、有游魚、有彩荷等七大資源。景區總面積為 80.10平方公里，22.52

平方公里的沙漠與 45平方公里的水域毗鄰而居，融合江南水鄉之靈秀與塞北大漠之雄渾為一體，被譽

為「絲路驛站」上的旅遊明珠。

如今，遊覽沙湖除了乘船穿梭蘆葦叢、觀賞水鳥、騎乘駱駝外，還開發出了快艇等水上活動，增

設花海、彩荷區，以及萌寵樂園、天鵝島、海獅表演，並結合自然生態和創新科技，打造了飛鳥奇幻

館和《飛越沙湖》飛行體驗館，還有在文旅方面，推出奇趣蛋屋、地球倉、星玥居、沙漠帳篷營地等

為代表的生態旅居體驗民宿。沙湖還是觀鳥的好去處，湖區繁殖的斑嘴鴨、赤嘴鴨和蒼鷺。此外還有

數量眾多的候鳥，時間主要集中在每年的 4-5月和 9-10月兩個時期。

31. 喀納斯國家自然保護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喀納斯國家級風景區的核心精華系冰川強烈刨蝕，冰石表物陰塞山谷，形成終表壟而成湖泊。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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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海拔 1375米。湖形如彎月，長 24.5公里，平均寬 1.9公里,平均水深 90米，最大深 188.4米，面積 6.9

萬畝，蓄水量 40億立方米，為中國深水湖之一。湖泊兩側崖岩林立，斷層痕跡清晰；湖泊平面上北側

呈北東向，南部形態呈北東南西相互交織的鋸齒狀，與區域北東南西向兩組構造線一致，是第四紀冰

川和構造斷陷共同作用的結果。

喀納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分為科學試驗區、緩衝區、核心區三個區域。本區地處阿爾泰山的西段

山區，受第四紀冰川和北冰洋氣候的影響，形成特殊的自然景觀和植被類型。區內森林、草原、草甸

相間交錯呈垂直分布，頂峰保存有完整的第四紀冰川，喀納斯湖碧波盪漾、神秘誘人。區內的森林植

被基本處於原始狀態，其優勢樹種為西伯利亞勒特有種，是我國唯一的泰加林景觀。本區的物種資源

也非常豐富，列入國家重點保護的物種的雪豹、盤羊、猞猁、紫貂、黑琴雞、松雞等。保護區自然生

態系統保存完整，是我國唯一的歐洲——西伯利亞生物區系的代表，具重要的保護價值和科研價值。

32. 大帽山郊野公園（香港特別行政區）

大帽山是香港最高的山峰，又作大霧山，海拔 957米。史藉「新安縣志」中記載此山形如大帽子，

故名。此外，大帽山上又有石塔。縣志中雖沒有說明石塔是人為建築物還是天然磐石，然而大帽山山

上確有許多奇岩群集，旅行界人士將其概分七組，稱為七重岩。

大帽山有環山古村八條，甲龍為其中之一，位於大帽山北部山腰，已經有二百多年歷史，旁有一

石砌山徑，連接甲龍與荃錦坳。甲龍林徑長約四公里，林徑比古道迂迴，但比較平坦易行。此徑穿越

之樹林以前是人工植林，因大欖郊野公園一帶土壤貧瘠鬆散，政府便特意植林，以保護水土與水利設

施。經過多年自然物種交替，此樹林物種漸豐，也成了雀鳥天堂，許多本地鳥類品種也居於此，例如

相思、紅耳鵯、棕背伯勞，某些鳥兒之樣貌更可見於零六至一四年之香港通用郵票。

此外，植物品種交替之過程可盡覽於此：一棵老樹倒下後，真菌生於腐木上，接着變成蕨叢與灌

木叢，最後由本地品種喬木填充老樹位置，本地品種之松樹最有霸氣。走畢林徑後，可到雷公田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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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態園一覽，園內有說明牌，介紹樹林中之食物鏈。在夏秋季，遊人若在上午到此小花園，更可觀

賞大蝴蝶與蜻蜓，例如美鳳蝶、黃粉蝶、網脈蜻蜓。這些昆蟲品種多居於郊野，在市區公園即使偶爾

看到，其體型也細小得多。

33. 望德聖母灣濕地生態觀賞區（澳門特別行政區）

望德聖母灣濕地公園大約有 4500平方米，是澳門最大、最重要的濕地公園之一。民政總署於 2010

年 11月發現此蘆葦田靠近馬路一側遭外來入侵植物「薇甘菊」為害，它是全球百大最危險入侵物種之

一，為了徹底地整治受薇甘菊為害的區域，避免其侵襲及影響到整個龍環葡韻的生態結構，以致更好

地優化該區的景觀及提升其生態和旅遊價值，民政總署於同年 12月將入侵的薇甘菊連根拔起，還在望

德聖母灣大馬路旁開挖了大小相連的五個生態水池，並種植了各式各樣的植物，包括有澳門代表性的

植物-荷花，同時亦種植了睡蓮、劍葉梭魚草、畦畔莎草、風車草、三白草等水生植物，以及桂花、紫

薇、黃蟬等灌木作修飾，形成了現時生態觀賞區的雛型，亦于生態觀賞區內增設了各樣休憩設施，如

原木座椅、以錦屏藤及勒杜鵑製成的遮蔭傘、以竹類製作了竹屏風等，讓民眾可以欣賞和感受大自然

鳥語花香的同時，能使用具有自然風格的設施，享受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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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最嚮往的中國最佳文旅景點（排名不分先後）

1. 北京故宮博物院（北京市）

故宮位於北京市中心，也稱紫禁城。這裏曾居住過 24個皇帝，是明清兩代（公元 1368～1911年）

的皇宮，現辟為故宮博物院。故宮的整個建築金碧輝煌，莊嚴絢麗，被譽為世界五大宮之一（北京故

宮、法國凡爾賽宮、英國白金漢宮、美國白宮、俄羅斯克里姆林宮），並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為「世

界文化遺產」。故宮的宮殿建築是中國現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築群，總面積達 72萬多平方米，傳說

有殿宇宮室 9999間半，被稱為「殿宇之海」，氣魄宏偉，極為壯觀。無論是平面布局，立體效果，還

是形式上的雄偉堂皇，都堪稱無與倫比的傑作。 一條中軸貫通着整個故宮，這條中軸又在北京城的中

軸線上。三大殿、後三宮、御花園都位於這條中軸線上。在中軸宮殿兩旁，還對稱分布着許多殿宇，

也都宏偉華麗。這些宮殿可分為外朝和內廷兩大部分。外朝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為中心，文華、

武英殿為兩翼。內廷以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為中心，東西六宮為兩翼，布局嚴謹有序。故宮的四

個城角都有精巧玲瓏的角樓，建造精巧美觀。宮城周圍環繞着高 10米，長 3400米的宮牆，牆外有 52

米寬的護城河。 現在，故宮的一些宮殿中設立了綜合性的歷史藝術館、繪畫館、分類的陶瓷館、青銅

器館、明清工藝美術館、銘刻館、玩具館、文房四寶館、玩物館、珍寶館、鐘錶館和清代宮廷典章文

物展覽等，收藏有大量古代藝術珍品，據統計共達 1052653件，佔中國文物總數的六分之一，是中國收

藏文物最豐富的博物館，也是世界著名的古代文化藝術博物館，其中很多文物是絕無僅有的無價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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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津意式風情區（天津市）

天津意式風情區，又稱「新·意街」，前身為義大利在境外唯一的租界，是天津市河北區的一處具

有義大利風情的旅遊風景區，亦是亞洲唯一一處具有義大利風格的大型建築群。在其作為商業地產項

目推廣期間，被稱作新·意街、義大利風情區或海河意式風情區。

1902年 6月 7日，天津海關道唐紹儀與新任義大利駐華公使嗄裏納簽訂了《天津意國租界章程合

同》，劃定天津意租界的範圍。位置介於天津奧租界與天津俄租界之間，南臨海河，北到津山鐵路，

與天津法租界和天津日租界隔河相望，面積 771畝。1902年，義大利首任駐天津領事費洛梯上尉在進

行認真勘測和規劃之後，利用海河清淤的廢土墊平沼澤窪地，修建排水系統，興建義大利風格的花園

住宅並完善相關的服務設施，包括俱樂部、意國花園、菜市和警察局。1946年，天津意租界被中華民

國政府收回。1949年，解放後，名人故居被作為政府辦公或分給國營企業和普通居民。

2002年，天津市政府和天津市海河風貌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對原天津意租界所在地域進行保護性開

發，命名為「天津新·意街」，又稱「天津意式風情區」。新意街於 2005年完成修繕並招商引資，2008

年對外接待遊客，現已成為天津具有特色與吸引力的旅遊景區。目前，天津意式風情區已經是國家 4A

級旅遊風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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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山海關景區（河北省）

山海關，始建於明洪武十四年（公元 1381年），北倚燕山，南連渤海，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是

保衛北京的重要屏障。修建工程歷經明代六朝：洪武、成化、嘉靖、萬曆、天啟、崇禎，歷時 262年，

建成七城連環，是萬里長城首道重要軍事防禦系統。

山海關城周長約四公里，與長城相連，以城為關，城高 14米，厚 7米，有四座主要城門，防禦工

事完整。由於東門鎮東樓氣勢雄偉，位處要隘，形勢險要，又是長城東起第一關，故稱「天下第一關」，

距離北京約 280公里，路途以平原為主，無險可守，故有「山海關亡，則北京危」的說法。

明代末年北方滿洲人興起，時刻窺伺北京，但面對山海關亦無可奈何。直至後期民變四起，其中

李自成一部攻陷北京，崇幀帝自殺。原本鎮守山海關的總兵吳三桂有意向李自成投降，但得悉愛妻陳

圓圓被李自成部下擄走，一怒之下，引清兵入關，開啟了滿清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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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雲岡石窟（山西省）

雲岡石窟，原名靈岩寺、石佛寺。位於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南麓，武州川北岸。武州山最高

處稱雲岡，故名雲岡石窟。北魏統治者崇尚佛教，廣建寺宇，大開石窟。此石窟群的主要部分皆完成

於北魏遷都洛陽之前，約自和平元年至太和十八年(460-494)。石窟依山開鑿，東西綿延 1千米。現存主

要洞窟 45個，大小造像 59000餘尊，附屬洞窟 209個，雕刻面積達 18000餘平方米。造像最高 17米，

最小為 2釐米，佛龕約計 1100多個，大小造像 59000餘尊。新中國成立後，設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今

雲岡石窟研究院）。196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 12月 14日被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2007年 5月 8日被國家旅遊局評為首批國家 5A級旅遊景區。

雲岡石窟的造像氣勢宏偉，內容豐富多彩，堪稱公元 5世紀中國石刻藝術之冠，被譽為中國古代

雕刻藝術的寶庫。按照開鑿的時間可分為早、中、晚三期，不同時期的石窟造像風格也各有特色。早

期的「曇曜五窟」氣勢磅礴，具有渾厚、純樸的西域情調。中期石窟則以精雕細琢，裝飾華麗着稱於

世，顯示出複雜多變、富麗堂皇的北魏時期藝術風格。晚期窟室規模雖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

例適中，是中國北方石窟藝術的榜樣和「瘦骨清像」的源起。此外，石窟中留下的樂舞和百戲雜技雕

刻，也是當時佛教思想流行的體現和北魏社會生活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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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吉思汗陵景區（內蒙古自治區）

成吉思汗陵旅遊景區，是以成吉思汗文化為主題的大型文化旅遊景區，是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

國家 5A級旅遊景區。游客来此，可以參觀體現成吉思汗浩大聲勢的蒙古族村落，展現成吉思汗傑出政

治思想和軍事智慧的亞歐廣場，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蘊的蒙古族歷史文化博物館。

陵宮是祭祀成吉思汗的聖地，其建築保留了成吉思汗八白宮的形狀特點，成為蒙古民族代表性建

築。 成吉思汗陵宮由正殿、後殿、東西殿、東西過廳組成。 陵宮建築面積 2000平方米，正殿高 24.18

米，東西殿高 18米。 陵宮內供奉着成吉思汗八白宮（室），並有巨幅壁畫。

6. 瀋陽故宮博物院（遼寧省）

瀋陽故宮是我國現存兩座古代宮殿建築群之一，是全國現存唯一一座由少數民族——滿族建立的

皇家宮殿，始建於後金天命十年（公元 1625年），清崇德元年（公元 1636年）基本建成，是清太祖努

爾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極建造及使用的宮殿，至今已有三百八十多年的歷史。整體佔地面積 6萬多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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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共 114座建築，600餘間。

作為清代早期皇宮，瀋陽故宮建築具有鮮明的滿族文化特點。與北京故宮「宮低殿高」的建築格

局截然相反，瀋陽故宮為「宮高殿低」的形制，鳳凰樓前的崇政殿高 11.85米，樓後的清甯宮高 16.33

米，5座寢宮均建於高台上，四周圍以 2.4米高的院牆。

7. 陳家祠-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廣東省）

陳家祠，又名陳氏書院，始建於清光緒年間，為廣東 72 縣陳姓合族宗祠，是廣東省現存規模最

大、保存最完整、裝飾最為精美的古代藝術建築群，現為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陳家祠佔地 1.5 萬平

方米，由三進五間九堂六院 19 座建築組成，是典型的南方祠堂建築，集嶺南民間建築裝飾藝術之大

成，造工精緻，以「三雕」「三塑」「一鑄鐵」聞名，多姿多彩的花脊，是陳家祠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陳家祠是中國現存少數家族祠堂之一，嶺南建築與園林相結合，是廣東民俗文化的代表性建築，

於 2002 年以「古祠留芳」入選新世紀的「羊城八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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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左江花山岩畫文化景觀（廣西壯族自治區）

花山，位於廣西明江之濱，壯語稱為 pay laiz(岜萊)，即畫得花花綠綠的山，是一座峰巒起伏的斷

岩山，高 270米，南北長 350 餘米，臨江西壁陡峭，向江邊傾斜。岩畫以赤鐵礦和動物膠、血混合調

製的顏料繪製，呈紅色。畫面寬 170餘米，高 40餘米，面積約 8000多平方米，除模糊不清的外，可數

的圖像尚有 1800餘個，大約可分為 110組圖像。畫面從山腳 2米開始繪製，以 5—20米高的中間部分

的畫像最多;岩畫以人像構成主體，人像一般作正面、側身兩種姿式，皆裸體跣足，作舉手曲膝的半蹲

姿勢，輔以馬、狗、銅鼓、刀、劍、鐘、船、道路、太陽等圖像;每一組正中或上方位置者多為腰掛刀

劍、頭上有獸形裝飾，配有坐騎的數米高巨人，威風凜凜的居高俯視着擊鼓弄樂、縱舞狂歡的人群，

應為部族首領或活動的指揮者。這些岩畫構圖與人物造型勾畫出一幅幅內容豐富，意境深沉的畫面，

真實地反映了己經消逝久遠的駱越社會活動情景。

9. 南山文化旅遊區（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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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文化旅遊區是建國以來經國務院批准興建的具有「像寺合一」特質的佛教主題景區，國家首

批 5A級景區。南山文化旅遊區位於海南省三亞市西南 40公里處，是中國最南端的山，是一座展示中

國佛教傳統文化的大型園區。南山主要景點有南山寺、海上觀音、不二法門、觀音文化苑、天竺聖跡、

佛名勝景觀苑、十方塔林與歸根園、佛教文化交流中心、素齋購物一條街等。其中，108米海上觀音是

當之無愧的亮點之一，是世界首尊金玉觀世音菩薩塑像，聞名全海南的鎮島之寶。

10. 洪崖洞民俗風貌區（重慶市）

洪崖洞民俗風貌區，常簡稱為洪崖洞，是位於中國重慶市渝中區的商業景區，於 2006年正式開放。

其主體建築仿照重慶傳統吊腳樓的風格，依山而建，高 11層，商業面積 5.3萬平方米，目前是國家 4A

級旅遊景區。

2016年後，洪崖洞民俗風貌區的夜景憑藉抖音等短視頻平台於中國內地社交網絡走紅，遊客人數

連年增多，被重慶官方譽為「城市名片」和「重慶宴客廳」。

洪崖洞建築特色 吊腳樓屬於欄式建築，依山就勢，沿江而建，房屋構架簡單，開間靈活、形無定

式，讓解放碑直達江濱。隨坡就勢的吊腳樓群，形成線性道路空間，吊腳樓的下部架空成虛，上部圍

成實體。洪崖洞是重慶歷史文化的見證和重慶城市精神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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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樂山大佛景區（四川省）

樂山大佛，全名嘉州淩雲寺大彌勒石像（別稱：淩雲大佛），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川省樂山市

市中區的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交匯之處，是世界上高度最高的石佛像。樂山大佛開鑿於唐代開

元元年（713年），完成於貞元十九年（803年），先後歷經 3位負責人，歷時約九十年。大佛整體開

山而建，而髮髻等部分結構則為後期添加。大佛在建成時，外側曾有木閣加以保護，但後來完全損毀。

樂山大佛歷史上曾有過多次維修，在民國時期曾被楊森所屬士兵在軍事訓練中部分擊毀，但隨後又由

他人集資修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樂山大佛得到妥善保護和維修，1956年 8月 16日公布為四川

省第一批歷史及革命文物保護單位，即嘉定大佛。1980年 7月 7日公布為四川省重新公布的第一批文

物保護單位，即樂山大佛。1982年 2月 24日列為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 12月 6日，

峨眉山—樂山大佛作為一項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樂山大佛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古佛彌勒。樂山大佛整個形體超凡脫俗，頭上的髮髻、闊大的雙肩、

高而長的眉毛，圓直的鼻孔都是按照佛教典籍的規定修建的印度佛像的寬肩細腰，在大佛身上蕩然無

存，取而代之的是壯實的雙肩，飽滿的胸脯，體現了唐代崇尚肥胖美的時尚。樂山大佛坐立的姿式是

雙腳自然下垂，這與印度佛像的結跏趺式也不一樣，因為大佛是修來鎮水的，這種平穩、安定的坐式

可以帶給行船的人戰勝激流險灘的勇氣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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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偽滿皇宮博物院（吉林省）

偽滿皇宮博物院，位於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吉林省長春市寬城區光復北路 5號，是在滿洲國帝宮（即

皇宮）舊址上設立的宮廷遺址型博物館。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建立滿洲國，以此控制中國東北。當

時的中華民國不承認滿洲國，所以稱其爲「偽滿洲國」或「偽滿」。1932年 3月 9日溥儀就任滿洲國

執政，4月 3日執政府遷入原吉黑榷運局官署（民國時期管理吉林、黑龍江兩省鹽務）舊址。1934年 3

月 1日溥儀稱帝，執政府機關改為宮內府。因日本天皇的宮廷叫皇宮，溥儀的這個宮廷就只能對外稱

為「帝宮」。至 1945年 8月日本投降前，滿洲國帝宮一直作為溥儀辦公和生活的地方，其宮廷區域分

為用於政務辦公的外廷和帝室生活的內廷兩個部分，建築風格東西合璧。1945年滿洲國解體以後，帝

宮建築毀損嚴重。

1962年在滿洲國帝宮舊址上成立偽皇宮陳列館，1964年與吉林省博物館合署辦公，1982年恢復建

制，1984年正式對外開放。2000年 7月 1日劃歸長春市管理，2001年 2月 8日改名為偽滿皇宮博物院；

現已全面整修，基本恢復舊貌。201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將之以偽滿皇宮及日偽軍政機構舊址

之名列入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

2017年，偽滿皇宮博物院被中國博物館協會評為第三批國家一級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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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哈爾濱中央大街（黑龍江省）

中央大街始建於 1898年，是亞洲最長、中國最早的步行街，國家 4A級旅遊景區，是哈爾濱的突

出代表和顯著標誌。1997改造成為全國第一條步行街，先後榮獲「中國人居環境範例獎」、全國首批

「中國歷史文化名街」等稱號。

中央大街全長 1450米，寬 21.34米，馬路方石路寬 10.8米。由花崗岩方石鋪成的麵包形狀的路面，

當時一塊花崗岩方石價值 1塊銀元，整條街路共有 87萬塊方石，被稱為「黃金鋪路」。

中央大街街區內現有歐式、仿歐式歷史保護建築 71棟，其中主街 25棟。建築彙集了歐洲 15至 19

世紀的文藝復興、巴洛克、折衷主義、新藝術運動等在西方建築史上最具影響力「四大建築藝術流派」。

這些流派集中涵蓋了西方建築藝術的百年精華，從歷史和發展的角度看，在西方也需數百年才能形成

的建築風格，在中央大街卻僅僅用了二、三十年的時間，堪稱世界建築史上的奇跡

中央大街百年積澱的文化底蘊、獨具特色的歐陸風情、經久不衰的傳奇故事、流光溢彩的迷人夜

色，構成人們心中浪漫、時尚、典雅、高貴的中央大街，也成了哈爾濱人心中永遠迷戀的情結。目前

的中央大街已經成為享譽海外的，全國一流的，獨具文化魅力的，集商業、旅遊、休閒、娛樂為一體

的步行街，為素有「東方小巴黎」「東方莫斯科」美譽的哈爾濱增添了一抹新的神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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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上海外灘（上海市）

外灘是上海市中心的一個區域，由一段沿黃浦江的馬路和沿路的建築和設施構成，為上海重要的

地標之一。全長 1.5公里，南起延安東路，北至蘇州河上的外白渡橋，東面即黃浦江，西面是舊上海金

融、外貿機構的集中地。民國時期，外灘曾是上海以及中國乃至遠東地區的金融中心，號稱「東方的

華爾街」，是上海近代一百多年發展與繁榮的象徵，濃縮了中國近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變

遷。外灘歷史文化風貌區的建築造型、體量和輪廓線與建材的質感、色彩等呈現高度和諧，代表了上

海中西合璧的獨特建築文化背景，尤其是外灘沿線風格多樣、鱗次櫛比的各式建築沿江林立，久享「萬

國建築博覽會」美譽，成為上海城市地標和歷史象徵。

15. 南京夫子廟秦淮風光帶（江蘇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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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廟秦淮風光帶位於江蘇省南京市秦淮區中部，以夫子廟古建築群為中心、十里內秦淮河為軸

線、明城牆為紐帶，串聯起眾多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文物古跡，是中國第一個開放式 5A級景區。

夫子廟秦淮風光帶以儒家思想與科舉文化、民俗文化等為內涵，集自然風光、山水園林、廟宇學

堂、街市民居、鄉土人情、美食購物、科普教育、節慶文化於一體，不僅是南京歷史文化薈萃之地，

也是中國最大的傳統古街市。夫子廟是中國第一所國家最高學府，秦淮河是中國第一歷史文化名河，

明城牆是世界規模最大的古代城垣，三者交織串聯起大量景點，形成獨具南京特色的文化風光帶景區。

16. 靈隱景區（浙江省）

靈隱景區位於浙江省杭州西湖風景名勝區西部的山峰之間，人文景觀豐富，名勝古跡眾多，是著

名的佛教勝地。靈隱景區包括靈隱寺和飛來峰。

靈隱寺位於杭州 西湖西北北高峰山麓飛來峰前，是中國佛教著名的「十刹」之一。相傳 1600多

年前印度僧人慧理來杭州，看到這裡山峰奇秀，以為是「仙靈所隱」，就在這里建寺，取名靈隱。

靈隱寺旁的飛來峰，也是杭州的名勝，是靈隱地區的主要風景點。飛來峰不僅風景美，而且是我

國南方古代古窟藝術重要地區之一。在青林洞、玉乳洞、龍泓洞、射陽洞以及沿溪澗的懸崖峭壁上，

有五代至宋、元年間的石刻造像 330餘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數那喜笑顏開、袒腹露胸的彌勒佛。

這是飛來峰石窟中最大的造像，為宋代造像藝術的代表作，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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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九華山風景區（安徽省）

九華山，原號九子山。唐天寶年間，大詩人李白「由金陵上秋浦，更九子山名為九華」。早在李

白為九華山冠名前的西漢元封年間，本土道教就捷足先登，傳教於山中。此後，佛教接踵而至，與道

教相繼折服於九華奇秀的自然環境，住錫潛真，孕育出絢爛多彩的宗教文化和山水文化。自唐以降，

九華乃成「為國祝厘，為民祈福之所」。千載以來，宗教朝聖者與旅遊觀光者絡繹不絕於途。

九華山現為國家自然與文化雙遺產地、國家 5A 旅遊景區、國家地質公園和森林公園、國家文明

風景旅遊區、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世界著名的地藏菩薩應化道場，是以佛教文化和自然與人文聖

境為特色的山嶽型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

神奇的大自然賦予九華奇異的神采和誘人的魅力，向為名賢青睞。唐天寶十三年（754）冬，李白

應友人邀請，聚會於九子山下，睹奇峰而互相吟唱，寫下《改九子山為九華山聯句》。「妙有分二氣，

靈山開九華」成為九華山的「定名篇」。此後，「依依向人」的九華山為慕名而來的文人名士眷戀不

已。他們用審美的眼光，藝術的妙筆，多角度地體察山情，描繪風光，為九華勝景傳奇添彩，為九華

山川增輝生色。

18. 梵淨山風景區（貴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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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淨山，得名於「梵天淨土」，位於貴州省銅仁市的印江、江口、松桃（西南部）3縣交界，系武

陵山脈主峰，是中國的佛教道場和自然保護區，是一座具有 2000多年歷史的文化名山，早在春秋戰國

時期，梵淨山就屬楚國「黔中地」，秦朝屬「黔中郡」，漢代屬「武陵郡」，以後一直是「武陵蠻」

崇拜的神山、聖山。

梵淨山於 2018年 10月 17日被評為國家 5A級旅遊景區，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於 2008年 6月 30

日被評為中國十大避暑名山，中國著名的彌勒菩薩道場， 國際「人與生物圈保護網」（MAB）成員，

同時也是第 42屆世界遺產大會認定的世界自然遺產。2018年 7月 2日，中國貴州省梵淨山在巴林麥納

麥舉行的世界遺產大會上獲准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

19. 大理古城（雲南省）

大理古城是國務院首批公布的全國 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始建于秦漢時期，史稱葉榆城，元明

時期歷經多次戰火而毀廢。今天的大理古城為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原址上新建，是一座棋盤式

格局的古城，氣候溫潤，閒靜恬適，讓中外遊客流連忘返。大理市堅持推進旅遊業轉型升級，歷經一

年多的努力，大理古城成功創建為國家 4A級景區，開始向創建國家 5A級景區邁進。大理古城在唐、

宋 500多年的歷史間是雲南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在古城內分布了 14處市級以上的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承載着大理歷史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是大理旅遊核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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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布達拉宮（西藏自治區）

布達拉宮（西藏自治區布達拉宮管理處）座落在海拔 3700米的西藏自治區拉薩市中心的紅山上，

因其建造的悠久歷史，建築所表現出來的民族審美特徵，以及對研究藏民族社會歷史、文化、宗教所

具有的特殊價值，而成為舉世聞名的名勝古跡。

它由白宮和紅宮及其附屬建築組成。布達拉宮自西元七世紀起就成為達賴喇嘛的冬宮，象徵着西

藏佛教和歷代行政統治的中心。優美而又獨具匠心的建築、華美絢麗的裝飾、與天然美景間的和諧融

洽，使布達拉宮在歷史和宗教特色之外平添幾分丰采。

宮內珍藏 8座達賴喇嘛金質靈塔，5座精美絕倫的立體壇城以及瓷器、金銀銅器、佛像、佛塔、唐

卡、服飾等各類文物約 7萬餘件，典籍 6萬餘函卷（部），成為名副其實的文物瑰寶，受到世界各國

人民的關注，被譽為世界屋脊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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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秦始皇兵馬俑（陝西省）

秦始皇兵馬俑，世界文化遺產，世界八大奇跡之一，國家 5A級旅遊景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位於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城東。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共有一、二、三號 3個兵馬

俑坑。一號坑是一個以戰車和步兵相間的主力軍陣，總面積 14260 平方米，約有 6000個真人大小的陶

俑。二號坑是秦俑坑中的精華，面積 6000平方米，由四個單元組成，四個方陣由戰車、騎兵、弩兵混

合編組，嚴整有序，無懈可擊。三號坑是軍陣的指揮系統，面積 524平方米。

秦兵馬俑坑發現於 1974—1976年，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 1979年向國內外公開開放。兵馬俑的發現

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二十世紀考古史上的偉大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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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敦煌莫高窟（甘肅省）

敦煌莫高窟是甘肅省敦煌市境內的莫高窟、西千佛洞的總稱，是我國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

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藝術寶庫。

莫高窟位於敦煌市東南 25公里處，開鑿在鳴沙山東麓斷崖上。南北長約 1600多米, 上下排列五層、

高低錯落有致、鱗次櫛比，形如蜂房鴿舍，壯觀異常。它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古典文

化藝術寶庫，也是舉世聞名的佛教藝術中心。1987年 12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23. 福建土樓（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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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土樓是指以土、木、石、竹等作為主要建築材料，利用未經燒焙的土，按一定比例的沙質黏

土和黏質沙土拌合，用夾牆板夯築而成的兩層以上房屋。福建土樓依山就勢，就地取材，適合聚族而

居和防禦外敵，被稱為中國傳統民居的瑰寶。據統計，福建土樓主要分布在閩西南的龍岩市和漳州市，

而現存土樓則多數是在明清時代興建。

福建土樓主要有圓形、方形兩種。圓形土樓多用於防衞，面積最大者可達 72開間以上，通常底層

為餐室廚房、第二層為倉庫，第三層以上為臥房。方形土樓是土樓之中最常見的建築形式，先夯築一

正方形或接近正方形的高大圍牆，然後再逐步擴建，最高甚至可達六層樓。一座土樓通常可供數十甚

至上百人居住，不同家庭和睦共處地生活，形成了獨有的土樓文化。數百年來，福建土樓的聚居者多

為客家人，所以土樓亦可以反映客家人的生活特色。

福建土樓歷史悠久，建築與周圍環境協調而為世人稱道。200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福建土樓

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24. 滕王閣（江西省）

江西南昌滕王閣，始建於唐永徽四年（653年），由唐高祖李淵之子李元嬰任洪州都督時創建的，

素有「西江第一樓」之美譽，江西南昌滕王閣坐落於贛江與撫河故道交匯處。依城臨江，瑰偉絕特，

滕王閣與湖北黃鶴樓、湖南岳陽樓為並稱為江南三大名樓。一首《滕王閣序》而讓滕王閣名揚天下，

王勃的《滕王閣序》，膾炙人口，傳誦千秋。文以閣名，閣以文傳，歷千載滄桑而經久不衰。

滕王閣，建於唐永徽四年（653年），後來重建高達 29次，滕王閣是唐高祖李淵之子李元嬰任洪

州都督時創建的。李元嬰出生早帝王之家，受到宮廷生活薰陶，「工書畫，妙音律，喜蝴蝶，選芳渚

遊，乘青雀舸，極亭榭歌舞之盛。」據史書記載，永徽三年（652年），李元嬰遷蘇州刺史，調任洪州

都督時，從蘇州帶來一班歌舞樂伎，終日在都督府裏盛宴歌舞。後來又臨江建此樓閣為別居，實乃歌

舞之地。因李元嬰在貞觀年間曾被封為滕王，故閣以「滕王」一名冠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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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孔廟、孔林、孔府（山東省）

有着 5000多年悠久歷史的「東方聖城」——曲阜是孔子的故鄉，孔夫子生前在此開壇授學，首創

儒家文化，而其子孫後代也在此生活繁衍，傳承着孔子的文化思想。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為曲

阜留下了輝煌的文化遺產。而在曲阜浩瀚的文物古跡中，最為人們所熟知的還是孔廟、孔府、孔林，

並稱「三孔」。

孔廟位於曲阜市中心鼓樓西側 300米處，是祭祀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祠廟。始建

於魯哀公十七年(公元前 478年)，歷代增修擴建。它是一組具有東方建築特色、規模宏大、氣勢雄偉的

古代建築群。孔廟是歷代王朝祭祀孔子的廟宇。世界上現有大大小小數以千計的孔廟，曲阜孔廟是立

廟最早、歷時最久、規模最大的廟宇。它緊挨着孔子當年居住的茅草住宅。1994年列入《世界文化遺

產名錄》。

號稱「天下第一家」的孔府又稱「衍聖公府」，位於孔廟東側，是孔子嫡長孫世襲衍聖公的衙署

和府第，中國封建社會典型的官衙與內宅合一的龐大建築群。「與國咸休安富尊榮公府第，同天並老

文章道德聖人家」，懸掛在孔府大門兩側的藍底金字楹聯，形象地說明了孔府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的顯

赫地位。現存孔府是至清代才形成的規模格局，占地 240畝，古建築 463間，呈三路布局，九進院落，

所有建築以中軸對稱排列，主次分明，秩序井然。

孔林位於曲阜城北，又稱「至聖林」，是孔子及其家族後裔的墓地。公元前 479年，孔子葬於此

地後，兩千多年來其後裔接塚而葬，至今林內已約有十萬餘座墳塚。孔林是我國規模龐大、持續年代

久遠、保存完整的一處氏族墓葬群和人工園林。孔林也是世界上延時最久的家族墓地，墓葬數量之多，

規模之大，保存之完好，在世界上絕無僅有。孔林占地 3000多畝，林牆周長 5591米，墳塚 10萬餘座，

墓碑 4003座，古建築 116間，歷代石像、石儀 85對。孔林內有柏、檜、柞、榆、槐、楷等各類古樹名

木 10萬多株，各類藥用植物和其他野生植物數百種。墓地內林立的墓碑、石人石獸、亭殿牌坊，都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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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在一片蒼翠之中。孔林沒有墓地的陰森，倒像是一處幽靜的園林。

26. 龍門石窟（河南省）

龍門石窟位於河南省洛陽市城南 13公里的伊水兩岸東、西山之上，與山西雲岡石窟、敦煌石窟和

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合稱中國四大石窟。

龍門石窟南北長約一公里，主要開鑿於北魏至北宋年間。其中北魏窟龕約佔三分之一，唐代窟龕

約佔三分之二，代表性洞窟有北魏古陽洞、賓陽洞、蓮花洞和唐代潛溪寺、奉先寺、看經寺等。兩山

現存窟龕 2100多個，造像十萬餘尊，碑刻題記 3600多品，佛塔 40餘座，數量之多乃是中國各大石窟

之首。

龍門石窟規模宏大，窟內造像雕刻精湛，內容題材豐富。風格遠承印度石窟之藝術，近繼雲岡石窟之

風範，並與魏晉南北朝時期深厚的漢族文化相互融合開鑿而成，所以龍門石窟的佛教造像藝術呈現出

中國化和世俗化的趨勢，堪稱展現中國石窟藝術變革的里程碑。龍門石窟歷史悠久，無論在規模及雕

功上皆無可取代。2000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龍門石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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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黃鶴樓（湖北省）

黃鶴樓是蜚聲中外的歷史名勝，與湖南岳陽樓、江西滕王閣、山東蓬萊閣合稱中國四大名樓，號

稱「天下江山第一樓」。它雄踞長江之濱，蛇山之首，背倚萬戶林立的武昌城，面臨洶湧浩蕩的揚子

江，相對古雅清俊晴川閣，剛好位於長江和京廣線的交叉處，即東西水路與南北陸路的交匯點上。歷

代名士，崔顥、李白、白居易、賈島、陸遊、楊慎、張居正等都先後到這裏遊樂，吟詩作賦。留下不

少膾炙人口的詩篇。唐代詩人崔顥一首「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更使黃鶴樓名聲大噪。

黃鶴樓相傳始建於三國時期，歷代屢毀屢建，現樓為 1981年重建，以清代同治樓為原型設計。樓

址仍在蛇山頭。主樓高 49米，共五層，攢尖頂，層層飛簷，四望如一。從樓的縱向看各層排簷與樓名

直接有關，形如黃鶴，展翅欲飛。整座樓的雄渾之中又不失精巧，富於變化的韻味和美感。底層外簷

柱對徑為 30米，中部大廳正面牆上設大片浮雕，表現歷代有關黃鶴樓的神話傳說；三層設夾層回廊，

陳列有關詩詞書畫；二、三、四層外有四面回廊，可供遊人遠眺；五層為瞭望廳，可在此觀賞大江景

色。樓外鑄銅黃鶴造型、勝像寶塔、牌坊、軒廊、亭閣等一批輔助建築，將主樓烘托得更加壯麗。登

上黃鶴樓武漢三鎮的旖旎風光歷歷在目，遼闊神州的錦繡山河也遙遙在望。由於這獨特的地理位置，

以及前人流傳至今的詩詞、文賦、楹聯、匾額、摩岩石刻和民間故事，使黃鶴樓成為山川與人文景觀

相互倚重的文化名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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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岳陽樓（湖南省）

「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乃湘楚文化的傑出代表。一座古樓，何以絕冠天下？莫過於杜少陵

五言絕唱，範希文兩字關情，滕子京百廢俱興，呂純陽三過必醉，清代名士竇垿的一幅長聯歷數了它

千年的風流。三國時期，東吳大將魯肅在此建閱兵樓，操練水兵，開創了岳陽樓的歷史。唐開元四年，

中書令張說再次擴建，取名南樓，又名岳陽樓。詩仙、詩聖捷足先登，岳陽樓聲名鵲起。宋慶曆五年，

滕子京修樓、範仲淹作記，岳陽樓更是譽滿九州。她不僅是儒家文化的殿堂，還飄溢着玄學文化的仙

氣。「詩酒神仙」呂洞賓三醉岳陽樓的神話，廣為流傳，呂仙祠前，雲霧嫋嫋升騰，純陽大仙乘風而

去，往來於煙波浩渺之端。

岳陽樓之美是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的和諧美。洞庭湖南極瀟湘，揚子江北通巫峽，巴陵山西來爽

氣，嶽州城東道岩疆。山、水、樓台相映成景。它與湖北黃鶴樓、江西滕王閣，並稱為我國江南三大

名樓，是江南三大名樓原址原貌的唯一。盛載了名聯、名詩、名文，陳設着古今墨寶，建築中庸對稱，

純木、飛簷、盔頂，自上而下，祥雲繚繞、龍鳳呈祥、四梁貫頂，體現了天、地、人合而為一。

2007年 9月，岳陽樓景區擴建竣工，新景區建成開放，景區面積由 73畝擴至 670畝，分為文物保

護封閉式管理區和公益性開放式休閒區，新建瞻嶽門、仿古城牆、角樓、洞庭風韻詩廊、汴河街、南

大門、雙公祠、五朝樓觀、碑廊、呂仙祠等景點。新舊景區完美地結合在一起，是一個融人文景觀與

自然景觀高度和諧統一的精品旅遊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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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塔爾寺（青海省）

塔爾寺是青海省最著名的旅遊景區之一，這裏有着藏漢建築藝術相結合的佛教園林建築群。此外，

「塔爾寺三絕」同樣令人歎為觀止。塔爾寺位於西寧市東南方向 25公里處的湟中縣魯沙爾鎮，始建於

明嘉靖 39年。最先建成時，這裏是一座大銀塔，後來擴建為寺，因而得名塔爾寺。

塔爾寺是我國藏傳佛教喇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的誕生地，是西北地方藏傳佛教的活動中心，

在全國及東南亞享有盛名。1961年，該寺成為國務院第一批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佔地

面積 45萬平方米的塔爾寺依山勢起伏，以大金瓦寺為中心，主要建築有 9300餘間(座)，形成了龐大的

建築群。寺內藏有豐富的文物，包括各種法器、千姿百態的佛像和浩如煙海的藏文、蒙文和滿文佛經

及碑刻，是一座佛教藝術寶庫。

30. 水洞溝文化遺址（寧夏回族自治區）

水洞溝是大陸最早發掘舊石器時代遺址的地方，整個水洞溝遺址甚至結合了明代長城、城堡、藏

兵洞、大峽谷等軍事防禦，最後還有北疆天歌的表演，因為佔地相當遼闊，絕對需要花上至少半天的

時間在裏面，目前是內地唯一保存最為完整的長城軍事防禦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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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洞溝是中國最早發掘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被譽為「中國史前考古的發祥地」中西方文化交

流的歷史見證」。 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 5A級旅遊景區，國家地質公園。 被國家列為全國

文物保護的 100處大遺址之一。

31. 塔克拉瑪干·三五九旅文化旅遊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塔克拉瑪干·三五九旅文化旅遊區位於阿拉爾市，包括三五九旅屯墾紀念館、沙漠之門景區等，融

合了紅色旅遊、大農業觀光、沙漠體育休閒等資源，是兵團重要的紅色旅遊基地。

三五九旅屯墾紀念館展示了三五九旅「生在井岡山，長在南泥灣，轉戰數萬裏，屯墾在天山」的

輝煌史跡。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改編自三五九旅的第一野戰軍第二軍步兵第五師，隨王震將軍「凱

歌進新疆」，帶着「南泥灣」的屯墾經驗，本着「不與民爭利」原則，奔赴蒼茫的塔克拉瑪幹沙漠北

緣，在這片鹽鹼地上開展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英雄的部隊，就此扎根大漠，整編為新疆生產建設

兵團農一師（後更名為第一師）。首批兵團軍墾戰士紡出了新疆第一縷紗，織出了第一匹布，榨出了

第一塊方糖，從無到有建起一個個農牧團場。他們在這片「死亡之海」奏響了生命的樂章，在亘古荒

原上描繪了綠色的奇跡。

随着一師阿拉爾市旅遊產業不斷發展，十一團沙漠之門景區依託沙漠資源，開發沙漠越野、自駕

營地、沙漠療養、沙漠戲水等項目。近年來，該景區舉辦多場越野賽事，吸引了全國各地車手來此競

技，景區現已成為集觀光、探險、攝影、沙地運動、沙漠文化深度體驗於一體的旅遊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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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香港黃大仙祠（香港特別行政區）

黃大仙祠，全稱赤松黃大仙祠或嗇色園黃大仙祠，是香港的一座著名廟宇，位於九龍東黃大仙，

佔地約 18000平方米，由非牟利宗教慈善團體嗇色園管理。除主殿外，黃大仙祠還有三聖堂、從心苑、

九龍壁等，各具建築特色，祠內的牌坊亦充分表現中國傳統文化。除個別建築物顯現中國傳統寺廟建

築特色外，祠內建築又按左龍右鳳、五行屬性而興建，令整座建築群組更見特色。廟宇主要供奉東晉

時南中國道教著名神祇黃初平，另亦有供奉儒、佛兩教的神祇如孔子、觀音等，故三教融合為香港黃

大仙祠一大特色。該建築現列作香港一級歷史建築。

33. 聖保羅大教堂遺址(大三巴牌坊)（澳門特別行政區）

大三巴牌坊是澳門天主之母教堂（即聖保祿教堂）正面前壁的遺址，屬於「聖保祿學院天主之母

教堂遺址（大三巴牌坊、前地及石階）」的組成部分之一，亦是澳門的標誌性建築物之一。聖保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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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是中國第一座巴洛克式建築，教堂前壁在建造時將東方的裝飾圖飾如中國傳統造型的石獅子、漢字

和象徵日本的菊花與歐洲的古典元素相結合，屬於東西方藝術交融的結晶，代表了天主教藝術在遠東

的成就，也反映了澳門在歷史上的東西文化交融及其獨特性。1992年，大三巴牌坊被當選為「澳門八

景」之一，並獲得「三巴聖蹟」這一雅號。2005年，大三巴牌坊作為澳門歷史城區的組成部分被列入

《世界遺產名錄》。

三、我最嚮往的中國最美小鎮（排名不分先後）

1. 古北水鎮（北京市）

古北水鎮位於北京市密雲區古北口鎮坐落在司馬台長城腳下，自古以雄險著稱，有着優越的軍事

地理位置，《密雲縣誌》上描述古北口「京師北控邊塞，順天所屬以松亭、古北口、居庸三關為總要，

而古北為尤沖」。古北口以其獨特的軍事文化吸引了無數文人雅士，蘇轍·、劉敞、納蘭性德等文詞大

家在此留下了許多名文佳句，更有康熙、乾隆皇帝多次讚頌，以「地扼襟喉趨溯漠，天留鎖鑰枕雄關」

來稱頌它地勢的險峻與重要。

而今，古北水鎮依託司馬台遺留的歷史文化，進行深度發掘，將 9平方公里的度假區整體規劃為

「六區三谷」，分別為老營區、民國街區、水街風情區、臥龍堡民俗文化區、湯河古寨區、民宿餐飲

區與後川禪谷、伊甸谷、雲峰翠谷。古北水鎮是集觀光遊覽、休閒度假、商務會展、創意文化等旅遊

業態為一體，服務與設施一流、參與性和體驗性極高的綜合性特色休閒國際旅遊度假目的地。度假區

內擁有 43萬平方米精美的明清及民國風格的山地合院建築，包含 7家主題酒店、10家精品酒店、28

家民宿客棧、30餘家獨立餐廳、50餘處商鋪和 10多個文化展示體驗區及完善的配套服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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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楊柳青鎮（天津市）

楊柳青鎮，位於天津市西青區，依傍京杭大運河，是中國北方歷史名鎮，也是中國四大名鎮之一。

2005年中央電視台首屆「中國魅力名鎮」評選中，楊柳青鎮榮獲「中國魅力文化傳承名鎮」稱號。2009

年，被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文物局命名為「中國歷史文化名鎮」，2019年被評為中國文化百

強鎮。杨柳青誕生于大运河、子牙河二水之间，因水而兴，因水而盛。隨着京杭大運河的南北貫通，

彼時的楊柳青十裏長堤，楊柳依依，碧草茵茵，一派江南水鄉的景象。明清時期，楊柳青是運河漕運

的重要樞紐，中國北方商貿流通和文化交流的集散地。如今，徜徉楊柳青古鎮景區，建築精美，雕樑

畫棟，鎮內畫莊林立，字型大小滿街。最令人賞心悅目的就是運河的碧波和岸邊的綠柳。

3. 龍泉古鎮（河北省）

龍泉古鎮景區位於河北省石家莊市鹿泉區，地處華北平原腹地，被評為 2020年度河北省十大文化

產業項目，總面積為 948畝。古鎮建築材料採用花 30多年時間在全國陸續收集的有着百餘年歷史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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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老房子、老門、老橋、老石刻等老物件異地重組復建而成的一座大型明清、民國古建築集群。對於

研究明清—民國期間建築、民俗、婚俗、具有極高的社會價值。對於文化的傳承、保護和發揚起到了

積極的作用。

4. 平遙古城（山西省）

平遙古城是我國保存較為完好的古城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遺產。平遙古城曾經是晚清時期中國的

金融中心，如今古城內的街道、店鋪和民居依舊保持着傳統的布局和風貌，走進這座曾經繁華的古城，

處處可以感受到當年晉商文化的氣息。平遙古城的牛肉非常有名，清末慈禧太后曾途經平遙，享用了

平遙牛肉後非常喜愛。

5. 柴河月亮小鎮（內蒙古自治區）

柴河月亮小鎮位於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扎蘭屯，該小鎮在呼倫貝爾、阿爾山、黑龍江這三個景區的

交界處，是扎蘭屯國家級的風景區，也是內蒙古阿爾山-柴河景區很重要的組成部分。這裏被森林懷抱，

從扎蘭屯到景區一路上都是迷人的森林景觀。沿柴河步行，景色十分優美。小鎮以西的月亮湖被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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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嶺包圍，如一輪滿月平臥，發出幽幽的藍光。月亮小鎮四季變換分明，呈現出「春紅、夏翠、秋彩、

冬銀」的四季色調，春季百花吐豔、姹紫嫣紅，夏季蒼山霧海、群峰滴翠，秋季層林盡染，霜葉飛紅，

冬季林海雪原、千裏冰封，集中展現了中國北方四季變換輪回的獨特景致。

6. 漫谷度假小鎮（遼寧省）

漫谷度假小鎮位於遼寧省本溪市桓仁縣向陽鄉和平村，毗鄰桓仁楓林谷景區，天然環境優越，森

林資源豐富。小鎮依據自然條件和現代理念，成就四大特色功能區：綜合服務區、親子遊樂區、休閒

健身區和森林度假區。在小鎮的楓情街區域，通過將水系引入其中，沿街形成特色景觀水系，既有利

於小氣候的調節，又裝扮街區的生態環境。同時室內外景觀結合，通過特色文化鋪裝、水景、雕塑等

景觀元素，營造出一條不一樣的楓情街。景區內以丹麥城市歷史建築為原形，採用塔樓、方柱與鐵藝

大門結合的形式的入口處瞬間靈動起來，蘸滿北歐文化的方柱，與鏽銅色雄獅正配，彰顯尊貴和威嚴。

城堡酒店以森林木屋特色住宿為主，蜿蜒的登山步道，沿着路旁茂密的雲杉、油松、落葉喬木，伸到

森林木屋的柵欄前，穿梭其中，惘若身處童年時的林中秘境，浪漫又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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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沙灣古鎮（廣東省）

沙灣鎮是一個有着 800多年歷史的嶺南文化古鎮，歷史文化資源豐富，民間藝術飲譽南國。沙灣

文化是以傳統歷史文化和民間文化為主體的水鄉文化，具有豐富的物質文化資源和非物質文化資源，

是「中國民間藝術之鄉」。

8. 陽朔興坪古鎮（廣西壯族自治區）

興坪古鎮位於廣西陽朔北部灕江江畔，是一座擁有一千七百多年歷史的古鎮。興坪古鎮雖然規模

不大，但仍然保存有古街、古橋、古戲台、古廟等建築。興坪古鎮的江邊有漂流碼頭，可以坐船前往

二十元人民幣背面圖案的取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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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博鰲鎮 （海南省）

博鼇鎮位於瓊海市東部海濱，萬泉河入海口。東臨南海、南與萬寧市交界，西與瓊海市朝陽鄉、

上甬鄉相鄰，北與潭門鎮接壤。博鼇是海南十大文化名鎮之一，是國際會議組織——博鼇亞洲論壇永

久性會址所在地。博鳌镇位于海南省琼海市东部沿海，万泉河、九曲江、龙滚河三水在此交汇，奔流

入海。據當地史料記載，「博鼇」意為魚多魚肥，自宋代起，博鼇就有疍家人居住，在此處建廟建港，

靠漁業繁衍生息。熟悉過去的人都說，論壇選擇博鼇，得益於天生麗質的自然條件。三江交匯，奔流

入海，玉帶灘內外，一邊是煙波浩瀚的南海，一邊是平靜如鏡的河水，地形地貌獨特，亞洲僅此一處。

10. 磁器口古鎮（重慶市）

磁器口古鎮，原名龍隱鎮，位於沙坪壩區嘉陵江畔，面積 1.18平方千米，擁有「一江兩溪三山四

街」的獨特地貌，形成天然良港，是嘉陵江邊重要的水陸碼頭。磁器口古鎮始建於宋代，蘊含豐富的

巴渝文化、宗教文化、沙磁文化、紅岩文化和民間文化，開發有榨油、抽絲、制糖、捏面人、川戲等

傳統表演項目和各種傳統小吃、茶館等，每年春節舉辦的磁器口廟會是最具特色的傳統活動，吸引數

萬市民前往參與，被譽為中國歷史文化名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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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丹巴山寨（四川省）

丹巴藏寨指的是居住在丹巴縣的居民形成的藏族村落，丹巴的山寨，舊稱碉樓寨房。碉樓和寨房，

原本是兩類不同性質的風格建築，在時光的流逝中，二者已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丹巴在 2005年時，被

中國國家地理評選為「中國最美的鄉村」，2006年當選「中國最美的六大鄉村古鎮」之首。這裏既有

群山峻嶺的巍峨，也有小橋流水的溫柔。這裏不僅僅留存着美麗的風景，更有質樸的當地人歡迎你的

到來。這裏有連綿起伏的群山，有川流不息的泉水，還有氣人心脾的新鮮空氣。

12. 長白朝鮮族民俗村（吉林省）

長白朝鮮族民俗村位於馬鹿溝鎮原果園村,長白朝鮮族民俗村距縣城以東 3.5 公里。長白朝鮮族民

俗村地處長白山南麓，鴨綠江源頭，長白朝鮮族民俗村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兩江道惠山市隔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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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望，長白朝鮮族民俗村是沿江旅遊公路通往長白山天池的必經之地。

長白朝鮮族民俗村其建築主體充分體現了朝鮮族的傳統習俗和風格，使朝鮮族文化、長白山文化、

鴨綠江文化與鄉村環境、田園風光和城鎮生活有機結合；在產業發展上，長白朝鮮族民俗村以旅遊開

發為主、生態特色農業為輔。長白朝鮮族民俗村建築工程包括民居工程、農村社會福利中心、民俗陳

列館、高麗館等；園藝工程包括牌樓、景壁、奇石園、水系、廣場、文化牆、雕塑小品等。長白朝鮮

族民俗村共設六個分區，即：民俗展覽區、康體娛樂區、人文景觀區、餐飲購物區、民居服務區、綠

色生態區，是集休閒、觀展、娛樂、餐飲、購物和度假於一體的綜合民俗旅遊場所。

13. 漠河北極村（黑龍江省）

北極村位於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地區漠河市漠河鄉, 素有「金雞之冠」「神州北極」和「不夜城」之

美譽，是全國觀賞北極光的最佳觀測點，是中國「北方第一哨」所在地，也是中國最北的城鎮。北極

村憑藉中國最北、神奇天象、極地冰雪等國內獨特的資源景觀，與三亞的天涯海角共列最具魅力旅遊

景點景區榜單前十名。

北極村民風純樸，靜溢清新，鄉土氣息濃郁，植被和生態環境保存完好。每年夏至前後，一天 24

小時幾乎都是白晝，午夜向北眺望，天空泛白，像傍晚又像黎明。夏至前後以及深秋朗月夜常常萬裏

晴空，是觀賞北極光的最佳時節。北極村不僅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古鎮，它逐漸成了一種象徵、一個座

標，每年都有很多從世界各地到這裏的遊客，來體會那份最北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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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楓涇鎮（上海市）

楓涇鎮是上海市金山區下轄的一個鎮，位於上海市西南端與浙江省交界處，面積 91.67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約 8.25萬人。楓涇是著名的江南古鎮之一，2005年列入中國歷史文化名鎮。

楓涇古鎮具有典型的江南水鄉風貌，是上海保存較好的少數古鎮之一，素有「三步兩座橋，一望

十條港」之稱。古鎮內外河道縱橫，鎮區內有 52座橋樑，現存最古老的為始建於元代的致和橋。古建

築物可分為和平街、生產街、北大街、友好街四處，總面積達 48750 平方米，總體保存完好。當地最

着名的特產為「楓涇四寶」，即黃酒、楓涇丁蹄、狀元糕和豆腐乾。以楓涇為發源地的金山農民畫在

海內外有很高的聲譽。

旅遊景區主要包括楓涇古鎮景區和農民畫村景區兩個區域。楓涇古鎮景區內有程十髮祖居、農民

畫世家展廳、人民公社舊址、呂吉人畫館、三百園（百籃館、百燈館、百行館）、丁聰漫畫陳列館、

丁蹄手工作坊等景點。

15. 周莊鎮（江蘇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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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氣候中國江南水鄉古鎮——周莊，地處昆山市西南，東距上海市 60多公里，西鄰蘇州城 40

公里。周莊歷史悠久、人文薈萃、環境優美、生態資源豐富，有澄湖、天花蕩、太史澱、肖甸湖、白

蜆湖和南湖等眾多湖泊濕地，是名副其實的魚米之鄉。周莊古鎮 60%以上的民居仍為明清建築，僅 0.47

平方公里的古鎮有近百座古典宅院和 60多個磚雕門樓，周莊民居古風猶存，還保存了 14座各具特色

的古橋，是全國首批歷史文化名鎮和國家 5A級旅遊景區，曾獲得全球優秀生態旅遊景區、全球最美麗

的十個小鎮、國家衛生鎮、全國環境優美鄉鎮等 10餘項國際國內榮譽。著名畫家吳冠中稱周莊「集中

國水鄉之美」。

16. 南潯古鎮（浙江省）

南潯古鎮位於湖州市南潯區，地處江浙兩省交界處。明清時期為江南蠶絲名鎮，是一個人文資源

充足、中西建築合璧的江南古鎮。

南潯古鎮景區佔地面積 34.27平方公里，古鎮保護範圍東界至宜園遺址東側起，西界至永安街起，

南界自嘉業堂藏書樓及小蓮莊起，北界至百間樓，保護面積約 168公頃，其中重點保護區面積 88公頃。

旅遊景區共分三大區塊。第一塊是南潯旅遊景點富集區，張石銘故居、劉氏梯號等景點分布其中。第

二塊是由小蓮莊、嘉業堂、文園等景點組成的中心景區。第三塊是以東大街以東的張靜江故居和百間

樓為主的東北區塊。

南潯古鎮素有「文化之邦」和「詩書之鄉」之稱，出現過許多著名人物，如民國奇人張靜江，「西

泠印社」發起人之一張石銘，著名詩人、散文家徐遲等。2001年 6月南潯張氏舊宅建築群被評為第五

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5年，南潯古鎮獲評第二批中國歷史文化名鎮、國家 5A級旅遊景區等榮

譽稱號，成為湖州市首個國家 5A級旅遊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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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皖南古村落（西遞·宏村）（安徽省）

位於安徽黟縣黃山風景區內的西遞、宏村，始建於宋代，是皖南民居中最具代表性的兩座古村落。

背倚秀美青山，清流抱村穿戶，數百幢明清時期的民居建築靜靜佇立，西遞、宏村以世外桃源般的田

園風光、保存完好的村落形態、工藝精湛的徽派民居和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內涵而聞名天下。1999年，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皖南古村落西遞、宏村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世界遺產委員會評價：西遞、宏村這兩個傳統的古村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那些在上個世紀

已經消失或改變了的鄉村的面貌。其街道的風格，古建築和裝飾物，以及供水系統完備的民居都是非

常獨特的文化遺存。

西遞距黟縣縣城 8公里，始建於北宋皇祐年間（公元 1049～1054年），距今已有近千年的歷史。

整個村落呈船形，保存有完整的古民居 122幢，現有居民 300餘戶，人口 1000餘人，被譽為「中國傳

統文化的縮影」「中國明清民居博物館」。

宏村位於黟縣縣城東北 10公里處，始建於南宋紹興元年（公元 1131年），村落面積約 19公頃，

現存明清（公元 1368～1911年）時期古建築 137幢，由於這裏地勢較高，因此常常被雲霧籠罩，被譽

為「中國畫裏的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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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青岩古鎮（貴州省）

青岩古鎮，位於貴州省貴陽市花溪區南部，距貴陽市中心城區 29千米，距花溪城區 12千米，為明

清兩代軍事重鎮。青岩古鎮城內面積 3平方千米，景區規劃總面積約 5.8平方千米，街巷用石鋪砌，民

居也是石砌的圍牆、櫃檯、庭院。鎮容布局沿襲明、清格局，保存完好的朝門、腰門以及瓦屋面、重

簷懸山、花木門，體現了明清時期的建築風格。

青岩古鎮 4條正街、26條小街和巷道遍布樓、台、亭、閣、寺、廟、宮、祠、塔、院等眾多古跡。

2005年 9月，青岩古鎮被建設部、國家文物局公布為第二批中國歷史文化名鎮。 2010年，青岩古鎮被

評為國家 5A級旅遊景區。

19. 麗江古城（雲南省）

麗江古城，又名「大研古鎮」，世界文化遺產，國家 5A級旅遊景區，全國文明風景旅遊區示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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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為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四川閬中、山西平遙、安徽歙縣並稱為「保存最為完好的四大古城」。

以玉龍雪山為屏，伴龍潭清泉而居，因馬幫文化而名，借發展旅遊而興。麗江古城布局錯落有致，既

具有山城風貌，又富於水鄉韻味。走在這座沒有城牆的古城裏，幽深的院落、潺潺的溪流、光滑的石

板路、古老的石橋……這裏的草木、磚瓦、屋巷都散發着濃厚的文化韻味。位於古城中心的四方街是

麗江古街的代表。流動的城市空間、充滿生命力的水系、風格統一的建築群體、尺度適宜的居住建築、

親切宜人的空間環境以及獨具風格的民族藝術內容等，使其有別於中國其他歷史文化名城。

20. 來古村（西藏自治區）

來古村坐落於延綿雪山之間，被六座冰川環繞，與有着「西南瑤池」美譽的然烏湖相伴左右。《中

國國家地理》曾讚美它為「最富有美景的村莊」。這裏，就是深藏在來古冰川腳下的來古村。

來古村位於八宿縣然烏鎮東南部，雖然距川藏公路只有 20多公里，但由於交通不便一直未曾被世

人所熟知。沿然烏湖畔新建成的公路，一路飽覽森林、湖泊、濕地和冰川等醉人景色，就抵達了來古

村。「來古」藏語意為「隱藏着的」，或許是因為這世外桃源般的村落掩映於連綿起伏的群山之中，

故而得名。來古冰川地貌保持完整，堪稱世界級旅遊資源，冰川觀光、生態旅遊、民俗村寨旅遊、攝

影旅遊等各種旅遊類型都具有較高的開發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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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華陽古鎮（陝西省）

華陽古鎮是位於陝西省漢中市華陽鎮的旅遊景區，始於秦晉，是歷史上有名的古道驛站（儻駱古

道），古軍事要衝，古經濟政治重鎮。古鎮內明清建築保存較為完好，古華陽縣縣城牆殘垣輪廓尚在。

宋元時期的華陽鎮古塔和古戲樓風格獨特，文武官員衙門，客棧，當鋪，酒樓，茶樓等鋪板門一條街

600多米 300餘間為主體的明清建築群保存完好，是深山中罕見的明清時期古鎮風貌。

22. 河口古镇（甘肅省）

河口古鎮位於甘肅省省會蘭州市以西，距離蘭州市中心 47公里。河口素有「金城西大門」之稱，

是古「絲綢之路」和「唐蕃古道」交匯延伸的要衝之地。現在則為蘭州通往青海、西藏、新疆等地的

交通要道。

漫步河口古鎮，可以看到主街以老式商埠建設模式為主，沿街多為前店後宅格局，後宅多為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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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均是明清式樣的木板雕飾。古鎮不僅有保存較為完好的「古民宅」37處 200餘間，遺存有大量辛

店文化、秦漢文化、唐宋文化等痕跡，還有「長最堡」「沙都城」「古烽燧」「明長城」等多處甘肅

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為了完善提升古鎮的文化旅遊品質、文化內涵及核心吸引力，作為西固區重點打造的區域性文旅

專案，華夏文化展示中心項目落戶河口古鎮，有全球頂級大型現代化多媒體夜間鐳射「水舞秀」—《記

憶·盤古》，通過現代聲光電技術，講述盤古開天闢地的古老傳說。

23. 下梅村（福建省）

下梅村系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市武夷街道歷史最悠久、村落規模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個行政村。

由於該村在梅溪下游，因此得名。清康熙、乾隆年間，下梅村曾是武夷山的茶市，興盛一時，現仍保

留具有清代建築特色的古民居 30多幢。這些集磚雕、石雕、木雕藝術於一體的古民居建築群，清代茶

市風貌街，是下梅村最具代表性的一道風景，是武夷山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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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婺源古村落群（江西省）

江西婺源地處贛東北，與皖南、浙西毗鄰，被國內外譽為「中國最美麗的鄉村」，以山、水、竹、

石、樹、木、橋、亭、澗、灘、岩洞、飛瀑、舟渡、古民居為組合的自然景觀。婺源古村落的建築，

是當今中國古建築保存最多、最完好的地方之一。全縣仍完好地保存着明清時代的古祠堂 113座、古

府第 28棟、古民宅 36幢和古橋 187座。長着青苔的黛瓦，飛簷鬥角的精巧雕刻，剝落的雕樑畫棟和門

楣。古村落的民居建築群，依山而建，面河而立，戶連戶，屋連屋，鱗次櫛比，灰瓦疊疊，白牆片片，

黑白相間，布局緊湊而典雅。門前聽水響，窗外聞鳥啼。許多古村落被影視導演看中，成了影視拍攝

的鏡頭。

25. 青州古城（山東省）

青州古城旅遊區位於今山東濰坊青州市境內，包括青州古城、雲門山、博物館三大板塊，是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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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景觀、人文景觀於一體、城景合一的文化旅遊區，擁有國內罕見，至今保存完好、融山水城於一體

的明清特色古城景點。

26. 賒店古鎮（河南省）

賒店古鎮，曾是全國四大名鎮之一。古鎮在明清時期達到鼎盛，全鎮 72條街道按行業劃分，各自

經營。36條胡同里，雲集全國各地 500多家商號，有「天下店，數賒店」「金漢口，銀賒店」的美譽，

人稱「中原第一古鎮」。能見證賒旗店之富庶的，還有瓷器街。瓷器街形成于清順治康熙初年，距今

已有三百多年歷史。古街僅有 300多米長，雲集着厘金局、票號、鏢局等見證晚清金融業發展的機構。

它保存了完整的明清時代的城基、碼頭和街道，因商而興、因商而榮，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建築藝術博

物館。



- 69 -

27. 唐崖土司城（湖北省）

唐崖土司城位於湖北恩施鹹豐縣的唐崖村，唐崖土司城遺址規模宏大，擁有 3街、18巷、36院，

建有衙署、書院、萬獸園等設施，部分建築尚保存完好，是湘、鄂、川、黔邊少數民族地區大規模比

較典型的保存相對完整的一處唐崖土司城遺址。司城內外，遍布人文景觀，有石人、石馬、石牌坊等

大型石雕，土王墓葬及古墓葬群、夫妻杉、妃子泉等數十處景點。

28. 鳳凰古城（湖南省）

鳳凰古城，位於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西南部，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國家 4A級景區、

中國十大古城之一、湖南十大文化遺產之一。因背依的青山酷似一隻展翅欲飛的鳳凰由而得名，是一

個以苗族、土家族為主的少數民族聚集地。

古城風景秀麗、歷史悠久名勝古跡甚多。城內紫紅沙石砌成的城樓、沿沱江而建的吊腳樓、古色

古香的明清古院，積油綠的沱江靜靜地流淌；城外有南華山國家森林公園、城下藝術宮殿奇梁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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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唐代的黃絲橋古城、舉世矚目的苗疆長城等風景區。這裏不僅風景優美，有着少數民族的濃郁風情，

而且人傑地靈、賢達輩出。它與雲南麗江古城、山西平遙古城媲美，還享有「北平遙，南鳳凰」的美

譽。

29. 丹噶爾古城（青海省）

被譽為「海藏咽喉、茶馬商都」的青海湟源丹噶爾古城，即藏語「東科爾」的蒙語音譯，意為「白

海螺」，地處黃河北岸，西海之濱，湟水源頭，距西寧市 40公里。黃土高原與青藏高原在這裏結合，

農耕文化與草原文化在這裏相交，唐蕃古道與絲綢南路在這裏穿越，眾多民族在這裏集聚，素有「小

北京」之美稱。

自西漢以來，丹噶爾便成為商貿要地，唐王朝與吐蕃在今日月山下設立了青藏高原上的第一個「茶

馬互市」的商衢之地，至 1924年，商業貿易達到高峰，城內商賈雲集，貿易興盛。丹噶爾古城還是宗

教聖地。以後隨着商業貿易的發展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古城內又修建了城隍廟、金佛寺、火祖閣、

玉皇廟、關帝廟、財神廟、北極山群廟、清真寺等，這些寺院廟宇建築宏偉，壁畫精美，同時也把儒、

道為核心的漢文化，以藏傳佛教為核心的藏文化和伊斯蘭教為核心的回族文化展現得淋漓盡致。丹噶

爾古城又是一座文化之城，各個民族在這裏交匯融合，各種文化在這裏相生相長，形成獨具特色的地

域文化。一片瓦、一塊磚、一扇門、一合窗，院落街巷無不包含着古老而燦爛的文化資訊。而且古城

中留下了眾多名人詩詞、神話傳說和排燈、剪紙、曲藝、羊皮繡等民間藝術，以及「花兒」會、朝山

會、廟會、法會、祭孔、祭海等傳統民俗文化活動，為古城增添了豐厚的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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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青銅古鎮（寧夏回族自治區）

青銅古鎮位於寧夏吳忠市（地級市）青銅峽市（縣級市）青銅峽鎮，坐落於寧夏引黃古灌區的分

支——古秦渠旁。青銅古鎮以黃河文化和古秦渠文化為核心，結合「保護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及「建

設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先行區」的發展思路，將總建築面積 28694.19平方米的古鎮規劃為

四大商業組團，分別為徠·湯泉、阿寶的萌寵樂園、古渠市集、圈子藝術酒店。

31. 禾木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禾木鄉 2005年被《中國國家地理雜誌》評選為中國最美的六大鄉村之一。雲霧飄渺中的聚落、迷

人的木屋群，一幅幅美照吸引無數攝影愛好者。在北疆美麗的哈納斯湖旁，有一個小巧的山村-禾木村，

素有「中國第一村」的美稱。「禾木喀納斯鄉」，位於新疆北部布林津縣境內，與蒙古、俄羅斯、哈

薩克三國接壤。禾木鄉中所有的房屋都是樸素的小木屋，散亂的分佈在山間的谷地裏，當地少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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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在院子裏勞作着，顯得古樸安靜。禾木河在鄉旁流過，河水是淺藍色，非常的清澈。村子周圍還

有草原、白樺林等，風光優美。

32. 長洲島（香港特別行政區）

呈啞鈴狀的長洲面積約 3平方公里，以獨特的海岸景致聞名。島上的北帝廟建於清朝乾隆年間，

是舉辦年度盛事太平清醮的場地。沿岸隨處可見的漁船及海鮮酒家，水清沙幼的沙灘和風景優美的家

樂徑，吸引很多希望遠離煩囂的人前往度假。近年更有不少年輕人移居長洲，開設適合打卡的特色小

店，為小島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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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澳門歷史城區（澳門特別行政區）

澳門歷史城區是由 22座位於澳門半島區域的建築物和相鄰的 8塊前地所組成、以舊城區為核心的

歷史街區。在第 29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2005年 7月 15日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獲得 21個成員國

全體一致通過，正式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為中國第 31處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是中國境

內現存最古老、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的東西方風格共存建築群，當中包括中國最古老的教

堂遺址和修道院、最古老的基督教墳場、最古老的西式炮台建築群、第一座西式劇院、第一座現代化

燈塔和第一所西式大學等。作為歐洲國家在東亞建立的第一個永久基地，城區見證了澳門四百多年來

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互相交流、多元共存的歷史。正因為中西文化共融的緣故，城區當中的大部分建

築都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城區內的建築大部分至今仍完好地保存或保持着原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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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最嚮往的中國最佳度假勝地（排名不分先後）

1. 頤和園（北京市）

頤和園主景區由萬壽山、昆明湖組成，全園佔地 3.009 平方公里(其中頤和園世界文化遺產區面積

是 2.97平方公里)，水面約占四分之三。園內現存各式宮殿、園林古建 7萬平方米，並以珍貴的文物藏

品聞名於世，是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頤和園前身為清漪園，始建於清朝乾隆十五年（1750），咸豐十年（1860）被英法聯軍燒毀。光緒

十二年（1886），清廷挪用海軍經費等款項開始重建，並於兩年後取用今名，作為慈禧太后的頤養之

所。1900年又遭八國聯軍破壞，1902年修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幾經修繕，頤和園陸續複建了

四大部洲、蘇州街、景明樓、澹寧堂、頤和園博物館、耕織圖等重要景區。

頤和園集傳統造園藝術之大成，借景周圍的山水環境，既有皇家園林恢弘富麗的氣勢，又充滿了

自然之趣，高度體現了中國園林「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造園準則。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頤和園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並予以如下評價：1）北京的頤和園是對中國風景園林造園

藝術的一種傑出的展現，將人造景觀與大自然和諧地融為一體；2）頤和園是中國的造園思想和實踐的

集中體現，而這種思想和實踐對整個東方園林藝術文化形式的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3）以頤和園為

代表的中國皇家園林是世界幾大文明之一的有力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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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盤山風景區（天津市）

位於天津市薊州區西北 15公里處，有「京東第一山」之譽。景點包括：三盤暮雨、入勝等。 盤

山是國家 5A級風景名勝區，是自然山水與名勝古跡並著、佛教寺院與皇家園林共稱的旅遊勝地。地址

位於天津市薊州區境內，西距北京 60公里，東距唐山 120公里，南距天津 110公里，津薊高速、京平

高速可直達景區停車場，京沈高速、102國道直通景區。盤山始記於漢，興於唐，極盛於清。歷史上建

有 72座寺廟和 13座玲瓏寶塔，一座皇家園林──靜寄山莊，早在唐代就以「東五台山」着稱佛界，

清康熙年間以「京東第一山」馳名中外，民國初年同泰山、西湖、故宮等並列為中國十五大名勝之一。

盤山為歷代帝王將相文人墨客競遊之地，魏武帝、唐太宗、遼太宗、金世宗、康熙、乾隆、嘉慶、

道光等，都曾巡遊盤山，並留下了大量的詩文、石刻、碑記。乾隆皇帝一生 32次登臨盤山，留下盛讚

盤山的詩作 1702首，第一次巡幸盤山時，就發出了「早知有盤山，何必下江南」的感歎。盤山素有「泰

山之雄、華山之險、峨嵋之秀、雁蕩之幽」的美譽。主峰名掛月峰，前有紫蓋峰，後依自來峰，東連

九華峰，西傍舞劍峰，五峰攢簇，天然形成了上盤松樹奇，中盤岩石怪，下盤響流泉，十裏聞澎湃的

美妙畫卷。現已開放了五大景區，三百餘處景點，建設開通了入勝、雲松、掛月三條客運索道和景區

環保觀光車。106平方公里的盤山風景名勝區，正以它那秀麗清幽的景色，古老迷人的傳說，熱情文明

的服務，歡迎四海賓朋光臨！



- 76 -

3. 北戴河景區（河北省）

澄碧無涯的大海，噴薄而出的朝陽，蜿蜓如帶的金海灘，碧波蕩漾的河流，茂密繁盛的叢林，恬

靜秀美的濕地，峰巒疊翠，海鳥啁啾，紅頂素牆——這就是北戴河。

北戴河景區是中國近代旅遊業的發端和縮影，1898年清政府將其正式辟為旅遊避暑區，著名的海

濱二十四景被譽為「蓬萊仙境」。新中國成立後，北戴河又成為中央領導暑期辦公的場所和各界人士

療養休息之地。1954年，毛澤東主席在北戴河寫下不朽詩篇《浪淘沙·北戴河》，1979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決定北戴河對外開放並確定為國家級風景區，1991年被評為「中國旅遊勝地四十佳之一」，秦

皇行宮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北戴河是四季皆宜的海濱旅遊休閒勝地，年平均氣溫 12℃，暑期平均氣溫 24℃。十五公里的海岸

線沙軟潮平，是海水浴、沙浴和日光浴理想的天然場所。森林茂密，建成區綠化覆蓋率達 57%。良好

的生態環境使北戴河成為鳥類的樂園，已發現分屬 20目 61科的鳥類達 409種，其中不乏世界珍稀品種，

因而成為「世界四大觀鳥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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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太行龍泉旅遊景區（山西省）

太行龍泉旅遊景區是國家 4A級旅遊景區、國家森林公園、全國第一批國家森林康養基地、山西省

風景名勝區、山西省品質旅遊景區、山西省休閒農業和鄉村旅遊示範點，景區佔地 240平方公里,位於

太行山中段、左權縣境內，距 207國道 3公里。

溶洞古刹舉世稀，龍泉飛瀑天下奇，景區資源稟賦好、森林資源優、業態豐富，實現了消夏避暑、

休閒度假、森林康養、商務會議、研學教育、山地運動、文化體味等多重功能。

5. 響沙灣國際沙漠度假村（內蒙古自治區）

中國沙漠休閒度假地——響沙灣是集觀光與休閒度假為一體的綜合型的沙漠休閒景區，地處中國

著名的庫布其沙漠最東端，是中國境內距離內地及北京非常近的沙漠旅遊勝地，是國家 5A級旅遊景區，

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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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沙的世界裏，隱現着似超現實卻又現實的世外桃源——蓮沙度假島——福沙度假島——一

粒沙度假村——悅沙休閒島——仙沙休閒島。

6. 團山國家海洋公園（遼寧省）

遼寧團山國家海洋公園以自然、人文景觀為主線，精心規劃設計了「一帶、七區、二十九景」，

其景觀內容豐富、領域廣、純天然。山海相連，林泉簇擁，十步一畫，百步一景，吸引着全國幾十個

省、市的遊客。遼寧團山國家級海洋公園地處遼寧省營口北海新區，其特有的海蝕地貌是形成於 18億

年前的早元古界變質岩系，其脈岩、析離體、捕虜體以及縱橫交錯的節理造就了本區獨特的海蝕風光

近百個，地質遺跡真實記錄了集中分布在高、低潮灘間帶上的距今 18億年以來的古地理、古氣候、古

生物、古構造歷史，尤其對研究海洋地質歷史演化階段和地質景觀成因有着重要價值，是我國北方沿

海少有的地質遺跡，在地學科學上具有重大的典型意義、極高的科學價值和國際影響。園區內岩石類

型豐富，由於岩性差異，導致他們的抗風化能力、抵海蝕能力的不同，形成有海蝕崖、海蝕台、海蝕

穴等多種海蝕地貌和海積作用形成的海灘和形式多異的沿岸沙壩等。團山海蝕地貌造就了該區獨特的

海蝕自然景觀近百個，是全國罕見、長江以北僅有的地質遺跡和珍貴的海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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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廣州長隆旅遊度假區（廣東省）

廣州長隆旅遊度假區，中國首批國家 5A級旅遊景區，擁有四大頂尖主題樂園：長隆歡樂世界、長

隆水上樂園、長隆野生動物世界和長隆飛鳥樂園及四大主題酒店：長隆酒店、長隆熊貓酒店、長隆香

江酒店和番禹香江大酒店。是中國擁有主題公園數量最多，規格最高的綜合性主題旅遊度假區。2014

年，廣州長隆旅遊度假區作為亞洲唯一代表勇奪全球主題娛樂協會 TEA的全球最佳主題樂園獎三甲。

8. 潿洲島旅遊景區（廣西壯族自治區）

位於北海南部的潿洲島，是我國面積較大的死火山島，鱷魚山景區的火山岩，滴水丹屏的海蝕景

觀，風情各異的海灘，歷史悠久的人文景點，絕美的日出日落，都是潿洲島的魅力所在。對於美食愛

好者，價廉味美的海鮮也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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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天涯海角風景區（海南省）

天涯海角風景區內現在建有一座座結合現代建築與仿傳統園林藝術建築風格的天涯畫廊、天涯漫

遊區、天涯民族風情園、天涯購物寨與天涯歷史名人雕像，傳統建築與現代建築相映成趣、各具特色，

在天涯海角美景的襯托下更令人流連忘返；天涯海角附近還有點火台、懷蘇亭、望海閣等不同風格的

遊覽勝地。

10. 仙女山國家級旅遊度假區（重慶市）

仙女山旅遊度假區位於重慶市武隆區仙女山脈核心位置，緊鄰世界自然遺產天生三橋和國家

AAAAA旅遊景區仙女山森林公園。仙女山海拔在 1100米—1700米之間，年均氣溫 17.4℃，年均降雨

量 1214毫米，森林覆蓋率達 80%以上，負氧離子含量十分豐富，景色絕佳、氣候宜人，是全國首批國

家級旅遊度假區。度假區規劃範圍 68平方公里，規劃建設面積 16.36平方公里，建成區已達 15平方公

里。累計引進 40家企業，引資協定總投資達 500億元，實現投資 210億元；並建成商業及酒店等旅遊

度假配套設施 200萬平方米，建成西南地區規模最大的酒店集群。建成天衢公園、嫦娥公園、鸞姵公

園、嬋娟公園、百卉公園等 15 個市政及社區公園以及標準體育場、民俗賽馬場、室內體育館、運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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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籃球場、網球場、羽毛球場、登山步道等大批戶外運動設施。

11. 七里坪旅遊風景區（四川省）

七里坪旅遊風景區地處四川省眉山洪雅縣高廟鎮，位於洪雅縣城西南、峨眉山西麓，距縣城 65公

里，距峨眉山 3.5公里，距國家森林公園瓦屋山 58公里。平均海撥 1300米，三山環線通達，旅遊可進

入性良好。由於交通地理位置重要，加之環境優美，森林覆蓋率高(95%)，氣候宜人，年均溫度 12度；

且水質純淨，適合休閒度假，被譽為生態氧吧。

12. 吉林神農溫泉度假村（吉林省）

神農溫泉度假村坐落於美麗的北國江城吉林市，與長春交界。度假村以溫泉休閒養生為主題，搭

配着生態農業觀光和濃厚的滿族風情，這裏有着美麗時尚的溫泉養生環境，溫馨和諧的家庭式親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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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是放鬆休閒的首選度假勝地。

13. 亞布力滑雪旅遊度假區（黑龍江省）

亞布力滑雪旅遊度假區位於中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尚志市南的滑雪旅遊度假區，也是中國境內規

模最大的滑雪旅遊度假區及綜合性滑雪訓練中心。

「亞布力」得名於俄語「亞布洛尼」。區內的亞布力滑雪場是中國最大的天然滑雪場。度假區加

上滑雪訓練中心總占面積約 255公頃，最高處海拔 1374.8 米，基本海拔 397米。無論從雪道的數量、

長度、落差還是其他各項滑雪設施及綜合服務水平來看，亞布力滑雪場都遠遠勝於國內其他的滑雪場。

這裏是開展競技滑雪和旅遊滑雪的最佳場地，曾於 1996年成功舉行了第三屆亞冬會的全部雪上項目，

這裏還是中國企業家論壇年會的永久會址，被譽為「中國的達沃斯」。

14. 上海迪士尼樂園（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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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迪士尼樂園是一座神奇王國型經典迪士尼樂園，位於上海市浦東新區川沙新鎮，也是上海迪

士尼度假區中最重要的組成部份。樂園在 2011年 4月 8日動工興建，2016年 5月 7日開始試營運，並

於 2016年 6月 16日 12時正式開幕。樂園現有七大主題園區，30餘個遊樂項目，20多項娛樂演出，2017

年客流量共達 1100萬人。

迪士尼創意團隊為上海迪士尼樂園設計了「米奇大街」作為迎賓入口，由此取代了迪士尼近 60年

的以美國小鎮為主題的設計傳統。不只是迎賓大道，在上海迪士尼的各個景點設計中，處處可見中國

元素。標誌性的景點「奇幻童話城堡」高處尖頂綴有傳統中國祥雲、牡丹、蓮花及上海市花白玉蘭等

元素；中式餐廳漫月軒更是繼承了傳統中式建築風格，向遊歷中國大地、充滿藝術創作情懷的文人墨

客致敬，選擇了高山、海洋、沙漠、森林和河流五大元素為主題；而在「奇想花園」，迪士尼標誌性

的旋轉木馬全由中國手工藝匠精心打造，72種絢爛顏色美妙地交織。

15. 天目湖旅遊度假區（江蘇省）

天目湖旅遊度假區，位於溧陽市區南部 8公里，區內座落著沙河、大溪兩座國家級大型水庫因屬

天目山餘脈，故名「天目湖」。天目湖的周圍，現存許多歷史文化遺址：以春秋時代楚人伍子胥名「員」

命名的伍員山，東漢大文學家蔡邕讀書台，太白樓，報恩禪寺，唐代名刹龍興寺舊址，「天下第一石

拱壩」等。天目湖旅遊度假區，是融觀光、旅遊、度假、會議等活動為一體和具有「行、遊、住、食、

購、娛」一條龍服務的省級旅遊度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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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西湖風景名勝區（浙江省）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西湖，位於浙江省杭州市西面，是中國大陸首批國家重

點風景名勝區和中國十大風景名勝之一。它是中國大陸主要的觀賞性淡水湖泊之一，也是現今《世界

遺產名錄》中少數幾個和中國唯一一個湖泊類文化遺產。 有着「一山、二塔、三島、三堤、五湖」的

基本格局。著名的「西湖十景」是指浙江省杭州市著名旅遊景點西湖及其周邊的十處特色風景。最著

名的以南宋蘇堤春曉、斷橋殘雪、曲院風荷、花港觀魚、柳浪聞鶯、雷峰夕照、三潭印月、平湖秋月、

雙峰插雲、南屏晚鐘聞名。

17. 黃山風景區（安徽省）

黃山風景區，位於安徽省南部黃山市境內，南北長約 40公里，東西寬約 30公里，地跨市內歙縣、

休寧、黟縣和黃山區、徽州區。1985年入選全國十大風景名勝區，1990年 12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

入《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名錄》，2004年 2月入選世界地質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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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山風景區森植被覆蓋率高達 93.6%，景區內空氣清新，水質優良，環境優美，生態系統平衡穩定，

各項生態環境指標均達或好於國家標準，成為名副其實的「天然氧吧」「華東動植物寶庫」和「人間

仙境」。人們之所以喜歡黃山，並不單單它是一座山峰，也並不單單它的自然風光，而是黃山獨有的

「五絕」，讓黃山無時不刻都充滿着神秘的魅力。這「五絕」就是：奇松、怪石、雲海、溫泉和冬雪。

黃山之奇松，天下無人不曉，黃山的迎客松，也幾乎成為一種迎接貴賓的象徵。

據地質資料分析，黃山在四億年前元古代震旦紀是古揚子海，兩億年前中生代三迭紀「印支地殼

運動」變為陸地。此後，又歷經多次造山運動的磨礪和第四次冰川的洗禮，才逐漸形成今天這樣雄奇

險幻的景色，被世人譽為「天下第一奇山」。

18. 黃果樹景區（貴州省）

黃果樹景區是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位於貴州省西南距省會貴陽市 128公里，距旅遊中心安順市

45公里。 黃果樹景區包括大瀑布、天星橋、陡坡塘三個遊覽區，景區內以黃果樹大瀑布（高 77.8米，

寬 101米 ）為中心，分布着雄、奇、險、秀風格各異的 18個瀑布，形成一個龐大的瀑布「家族」。

黃果樹大瀑布景區是黃果樹景區的核心景區，佔地約 8.5平方公里，內有黃果樹大瀑布、盆景園、

水簾洞、犀牛灘、馬蹄灘等景點。黃果樹大瀑布古稱白水河瀑布，因本地廣泛分布着「黃葛榕」而得

名，為黃果樹瀑布群中規模最大的一級瀑布，是世界著名大瀑布之一，以水勢浩大著稱。瀑布高度為

77.8米，寬 101米，屬喀斯特地貌中的侵蝕裂典型瀑布。黃果樹瀑布號稱「亞洲第一大瀑布」。

黃果樹風景區是中國第一批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和首批獲得國家評定的 5A 級風景名勝區之一。

1999年11月被中國科協定為全國科普教育基地。2017年被評為第一批全國中小學生研學實踐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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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西雙版納風景名勝區（雲南省）

西雙版納風景名勝區位於雲南南部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境內，景區包括景洪縣風景片區、猛海縣

風景片區、猛臘縣風景片區三大塊，總面積 1202.13平方公里。景觀以豐富迷人的熱帶、亞熱帶雨林、

季雨林、溝谷雨林風光、珍稀動物和絢麗多彩的民族文化、民族風情為主體。該區景觀獨特，1982年

經國務院批准定為第一批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居住着傣、哈尼、布朗、基諾、

拉祜、佤、瑤等十幾個民族，其中傣族占 1/3，漢族占 1/3，其他民族占 1/3。

西雙版納是國家 44處重點風景名勝區之一，有着 20多萬公頃自然保護區，其中 4.67 萬公頃是保

護完好的大原始森林，森林佔全州總面積近 60%，到處青山綠樹，鬱鬱蔥蔥。西雙版納境內共有植物

兩萬多種，其中屬熱帶植物 5000多種，有食用植物 1萬多種，野生水果 50多種，速生珍貴用材樹 40

多種。茂密的森林，給野生動物提供了理想的棲息場所，目前已知有鳥類 429種，佔全國鳥類總數 2/3，

獸類 67種，佔全國獸類總數的 16%。

西雙版納盛產橡膠、是全國第二大膠區、橡膠單產居全國之首。另外還盛產大米、多種熱帶水果

和砂仁等珍貴藥材，是名副其實的「植物王國」「動物王國」「綠色王國」「南藥王國」。傣曆新年

在每年 4月中旬，又稱為「潑水節」，是西雙版納最熱鬧的節日。屆時人們浴佛、堆沙、賽龍舟、放

高升，互相潑水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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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雅魯藏布大峽谷景區（西藏自治區）

雅魯藏布大峽谷景區地處西藏自治區林芝市米林縣境內，位於雅魯藏布江下游。峽谷全長 504.6公

里，最深 6009米，被公認為世界上長度最長、深度最深的大峽谷。景區擁有直白大拐彎、中國最美的

雪山南迦巴瓦峰、尼洋河風光帶、大渡卡古堡、加拉白壘峰等高原極致美景。

觀賞桃花、感受工布文化，傾聽雅魯藏布江的雄渾壯闊……憑藉著壯美的自然風光和多彩的人文

景致，雅魯藏布大峽谷景區吸引著國內外遊客紛至遝來。

21. 華山風景名勝區（陝西省）

華山位於陝西省渭南市華陰市，為國家 5A級旅遊景區、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是中國著名的五嶽之一，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中華」和「華夏」之「華」就源於華山，自古

以來就有「奇險天下第一山」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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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南接秦嶺，北瞰黃渭，景域面積約 148平方千米。華山還是道教主流全真派聖地，「為第四

洞天」，共有 72個半懸空洞，道觀 20餘座，其中玉泉院、都龍廟、東道院、鎮嶽宮被列為全國重點

道教宮觀。

22. 鳴沙山月牙泉風景名勝區（甘肅省）

鳴沙山月牙泉風景名勝區，位於敦煌城南五公里，沙泉共處，妙造天成，古往今來以「沙漠奇觀」

著稱於世。

鳴沙山以沙動成響而得名。東漢稱沙角山，俗名神沙山，晉代始稱鳴沙山，其山東西長 40餘公里，

南北寬約 20公里，主峰海拔 1715米。峰戀危峭，山脊如刃，經縮複初；人乘沙流，有鼓角之聲，輕

若絲竹，重若雷鳴，此即「沙嶺晴鳴」。

月牙泉處於鳴沙山環抱之中，其形酷似一彎新月而得名。古稱沙井，又名藥泉，一度訛傳渥窪池，

清代始稱月牙泉。水質甘冽，澄清如鏡，綿曆古今，沙不進泉，水不濁涸。鐵魚鼓浪，星草含芒，水

靜印月，薈萃一方，故稱「月泉曉澈」。沙嶺晴鳴，月泉曉澈均為敦煌八景之一。

近年來，景區管理處在不斷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開發了遊覽鳴沙山月牙泉十大景觀和十種遊

覽項目，使景區步入了科學化、規範化、制度化的管理軌道，建成了集旅遊觀光、度假休閒、滑沙健

身、文化交流和地質科研於一體的國內外知名風景旅遊區，是國家 5A級旅遊景區，是國務院命名的國

家級風景名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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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鼓浪嶼度假區（福建省）

鼓浪嶼，海上明珠，島上四季鮮花競開，海岸曲折逶迤，岩石起伏有致，各式建築錯落點綴，深

巷琴音隱約，享有「海上花園」「鋼琴之島」「萬國建築博覽」「中國最美城區」等諸多美譽。鄭成

功、弘一法師、魯迅、馬約翰、林語堂、林巧稚等眾多名人在此留下身影。時間的風雨錘洗，賦予了

鼓浪嶼中西文化交匯、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交融的深厚內涵。日光岩、菽莊花園、晧月園以及風琴博

物館、國際刻字藝術館、鼓浪嶼管風琴藝術中心是島上國有核心景點。

24. 廬山風景名勝區（江西省）

1996年 12月江西廬山風景名勝區作為自然文化遺產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廬山位於長江中游

南岸江西省九江市南，中國第一大淡水湖鄱陽湖濱，是座地壘式斷塊山。相傳在周朝時有匡氏七兄弟

上山修道，結廬為舍，由此而得名。自古享有「匡廬奇秀甲天下」之盛譽。 大山、大江、大湖渾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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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險峻與柔麗相濟，素以「雄、奇、險、秀」聞名於世。是中國名山之一，有雄奇挺秀的山峰，變

幻莫測的雲海，神奇多姿的流泉瀑布，文明悠久的歷史古跡。

廬山區長約 25公里，寬約 20公里，最高峰漢陽峰海拔 1474米，牯嶺街 1167米，巍巍的廬山，遠看有

如一山飛峙大江邊，近看千峰攜手緊相連，橫看鐵壁鋼牆立湖岸，側看擎天一柱聳雲間，正如宋代大

文豪蘇東坡詩雲：「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25. 泰山風景名勝區（山東省）

泰山 198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列為世界文化、自然雙重遺產。泰山古稱岱山，

又名岱宗，春秋時改稱泰山。自然景觀雄偉絕奇，有數千年精神文化的滲透渲染和人文景觀的烘托，

被譽為中華民族精神文化的縮影。

泰山是一座天然的歷史、藝術博物館，僅在泰山的中軸線上就現存有各種石刻 1800餘處。泰山岱

廟天殿同北京的太和殿、曲阜大成殿並稱為中國三大宮殿。在靈岩寺還有 40尊宋代的羅漢塑像，造型

突出個性，充分顯示了中國古代精湛的雕塑技藝和藝術表現力。

泰山位於山東省中部，主峰玉皇頂在泰安市北，海拔 1545 米。泰山風景名勝以泰山主峰為中心,

呈放射狀分布，由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融合而成。泰山山體高大，形象雄偉。尤其是南坡，山勢陡峻，

主峰突兀，山巒疊起，氣勢非凡，蘊藏着奇、險、秀、幽、奧、曠等自然景觀特點。人文景觀，其布

局重點從泰城西南祭地的社首山、蒿裏山至告天的玉皇頂，形成「地府」「人間」「天堂」三重空間。

岱廟是山下泰城中軸線上的主體建築，前連通天街，後接盤道，形成山城一體。由此步步登高，漸入

佳境，而由「人間」進入「天庭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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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嵩山少林寺風景區（河南省）

《詩經·大雅·嵩高》雲：嵩高維嶽，峻極於天。嵩山自古就被認為是神靈出沒，仙人得道的聖地。

漢晉以來，佛教、道教已在這裏傳播。東漢道士張道陵、劉根，三國時道士郗元節，西晉時道士鮑靚

等都曾修煉於嵩山。建於東漢時期的洛陽白馬寺和嵩山法王寺、慈雲寺，建於北魏時期的嵩山少林寺、

洛陽永寧寺和嵩山閒居寺（隋改為嵩嶽寺，今名）都是舉世聞名的佛教寺院。相傳僅嵩山一地就興建

有佛寺 72座。

少林寺位於河南省登封市西北部，其東北 74公里為省會鄭州市，正北過鄂嶺口即為偃師市，自偃

師西北行可達九朝古都洛陽市。少林寺坐北向南，面對少室山陰，背依五乳奇峰。少林寺像嵩山的一

顆璀璨明珠，鑲嵌在太室山與少室山相接的山口中間，盡覽二室之勝，氣魄之大，山林之幽，令人歎

止。

少林功夫是中國武術中體系最龐大的門派，武功套路高達七百種以上，又因以禪入武，習武修禪，

又有「武術禪」之稱。「少林」一詞成為中國傳統武術的象徵。少林功夫包含少林七十二絕技、少林

拳術、少林派棍術、少林派槍術、少林派刀術、少林派劍術。少林功夫的要旨是禅武合一。少林寺是

佛教禅宗的祖庭，禅宗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为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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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武當山風景名勝區（湖北省）

武當山又名太和山，位於湖北省西北部的十堰市，有“亙古無雙勝境，天下第一仙山”美譽。武

當山古建築從唐代開始興建，明代達到鼎盛，規模之大，規制之高，構造之嚴謹，裝飾之精美，在中

國建築中實屬罕見，尤其是建築與周圍環境的有機結合，達到與自然的高度和諧與統一，創造了自然

美和人文美高度融合的名山景觀，被譽為「中國古代建築成就博物館」。1994年，武當山古建築群成

為世界文化遺產。

武當山也是中國著名的道教聖地之一。景區面積古稱「方圓八百里」，現有 312平方千米。東接

歷史名城襄陽市，西靠車城十堰市城區，南依原始森林神農架林區，北臨大型人工淡水湖丹江口水庫。

武當武術，是中華武術的重要流派。元末明初，道士張三豐集其大成，開創武當派，並影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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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衡山風景名勝區（湖南省）

南嶽衡山為我國五嶽名山之一，主峰祝融峰在湖南省衡陽市南嶽區境內，七十二峰，群峰逶迤，

其勢如飛。現為首批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首批國家 5A級旅遊景區、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全國文明風

景旅遊區和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提名地。

南嶽衡山自然風光秀美。這裏群峰疊翠，萬木爭榮，流泉飛瀑，風景綺麗。四時景色各異，春賞

奇花，夏觀雲海，秋望日出，冬賞雪景。祝融峰之高，藏經殿之秀，方廣寺之深，水簾洞之奇，自古

讚譽為南嶽「四絕」。

南嶽衡山歷史源遠流長。五嶽自古就是江山社稷的象徵，炎帝、祝融曾在南嶽棲息，堯、舜、禹

均登臨祭拜，歷代帝王或遣使或親臨祭祀。南嶽衡山文化底蘊深厚，是中國南方唯一最古老的人文始

祖的祭祀山。特別是道佛兩教共存一山，共融一廟，共值一殿，共尊一神可稱為中國乃至世界宗教文

化一絕。南嶽衡山不僅風光旖旎，歷史悠久，文化璀璨，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是一座風雲際

會、萬眾仰止的抗戰名山，為中華民族同仇敵愾、團結禦侮樹起了一座萬古流芳的歷史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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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卓爾山·阿咪東索景區（青海省）

卓爾山·阿咪東索旅遊區位於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連縣境內，旅遊區地處祁連山中段，這裏是

中國西部最美的觀景平台，可欣賞到祁連山完整的垂直自然景觀帶、卓爾山的赤壁丹崖、藏區神山阿

咪東索的雪域風光、祁連山下好牧場的中國最美草原以及聖水繞城的祁連生態和諧之美。

該旅遊區由卓爾山景區和阿咪東索景區組成，其中，卓爾山景區距離祁連縣城約 6公里，佔地面

積 7.58平方公里，核心面積 0.31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2930米，整個景區是一個天然的觀景台，主要由

民族團結祥和塔、天橋神殿、西夏烽燧、倫布夏果、情人崖、天境之眼、千兵崖、丹碧花海等景點組

成；阿咪東索景區距離祁連縣城約 9公里，佔地面積 112.97平方公里，核心面積 12.47平方公里，海拔

高度在 2800米到 3500米之間，整個景區位於東西走向的巨大山谷，山谷全長 14公里，谷間流水潺潺，

雲蒸霧蔚，野生植物眾多，原始生態保存完整，主要由高原花海、草原營地、露營基地、盆景灣、萬

佛崖、經幡祈願台等景點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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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沙坡頭國家自然保護區（寧夏回族自治區）

浩瀚無垠的騰格里大沙漠、蘊靈孕秀的黃河、橫亘南岸的香山與世界文化遺產戰國秦長城、秦始

皇長城、秦代陶窯遺址、新舊石器遺址、黃河兩岸的史前岩畫，以及滴翠流紅的河灣園林在這裏交匯，

譜寫了一曲大自然瑰麗的交響曲，形成了沙坡頭獨特的 S 形地理風貌，極似中國陰陽太極圖。這一景

色也曾被美國著名的《國家地理》雜誌作為世界奇觀向全球推出。

30. 天山天池風景名勝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天山天池，是新疆著名的旅遊勝地。天池湖面海拔 1910米，最深處達 105米。天池周圍雲杉環擁，

湖面倒映着柏格達峰，風景猶如仙境。

景區內囊括了高山湖泊、濕地草甸、森林峽谷等自然景觀。除主湖外，東、西兩側還有兩處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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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側是「東小天池」，又名黑龍潭，位於天池以東 500米處。潭下為百丈懸崖，有瀑布飛流直下，像

一道長虹而降，這便是著名的「懸泉瑤虹」。西側是「西小天池」，又稱玉女潭，位於天池西北約兩

公里處。因池狀如圓月，池周圍塔松環抱，如遇到皓月當空時，靜影沉壁，所以得名「龍潭碧月」。

31. 香港海洋公園（香港特別行政區）

海洋公園是香港本土獨特的主題公園，建基於教育、保育、及娛樂，銳意成為世界級最佳度假勝

地及主題樂園，締造最佳遊樂體驗予遊人，啟發精彩探索，並將人與大自然緊密連繫起來。

公園分為「海濱樂園」及「高峰樂園」兩個景區。進入公園後，你將置身「海濱樂園」，這裏有

海洋主題園區「夢幻水都」、互動式展覽「亞洲動物天地」和遊樂設施豐富的「威威天地」。「威威

天地」提供多種適合孩子玩的遊戲設施，如「彈彈屋」「蛙蛙跳」「幻彩旋轉馬」及「砵砵火車頭」

等。前往「高峰樂園」，你可選擇乘坐纜車，腳下的山海美景一覽無遺，非常壯觀。如果你想節省排

隊等候纜車的時間，可選乘「海洋列車」，只需短短四分鐘，模擬潛水艇會帶著你展開水下冒險！

香港海洋公園萬豪酒店位處海洋公園，位置絕佳。酒店設計結合自然風格，四周布滿綠蔭，生機

盎然，擁有三種主題家庭客房 ── 「威威潛艇」「小紅熊森林」及「包包天地」，全都舒適愜意。

毗鄰香港海洋公園水上樂園，亦有香港富麗敦海洋公園酒店，全部客房經過精心設計，能飽覽南中國

海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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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澳門旅遊塔會展娛樂中心（澳門特別行政區）

澳門旅遊塔會展娛樂中心座落於南灣新填海區，塔高 338 米的旅遊塔，是一個集旅遊、觀光、表

演、會議、展覽、購物、餐飲、娛樂及通訊於一體的綜合設施。塔樓離地面 223米，樓高達四層，包

括兩層高的觀光主層，內有玻璃地面，可從觀光層鳥瞰澳門；還有一個可容納 250人的旋轉餐廳，視

野 55公里，讓人盡覽澳門地區、珠江三角洲和部份香港離島的景致。旅遊塔設有玻璃升降機，由地面

至觀光主層約 45秒左右，乘客感受景物迅速離開自己的腳底，有一飛衝天的感覺。愛刺激的人士，可

試試「笨豬跳」「高飛跳」「空中漫步X版」及「百步登天」等冒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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