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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油菜花似海
  

一、汉中概况

汉中，号称西北小江南，位于中国版图的地理中心，历经秦汉唐宋三筑两迁，却从来都是卧虎藏

龙；那里的每块砖石都记录着历史的沧海桑田，每一个细节都证明着民族的成竹在胸。这么一个

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我们在阅读中国历史的时候很难避开它，在旅游的时候更是不能错过。 

  

拜将台——刘邦封韩信大将军的地方(图片由网友 @心灵散步者 提供)

“我是汉族，我讲汉语，我说汉字，这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王朝—汉朝。而汉朝一个

非常重要的重镇，就是汉中。来到汉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儿的山水全都成了历史，而且这

些历史已经成为我们全民族的故事。所以汉中这样的地方不能不来，不来就非常遗憾了。因此，

我有个建议，让全体中国人都把汉中当作自已的老家，每次来汉中当作回一次老家。”

                                          

                                          

                     ——余秋雨

最佳旅游时间：春季和夏季

汉中百万亩油菜花会在春季盛开，而“五一”前后还可到西乡的樱桃园参加西乡樱桃旅游节。夏

季去汉中则可游山玩水、避暑休闲。但夏季时常有雨，出门最好携带雨具。汉中的冬季较为寒冷

，秋天多阴雨，不是最理想的出游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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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油菜花似海
  

二、在汉中最棒的体验

   

1、看中国最美丽的油菜花海

汉中油菜花海一览(图片由网友 @水上清风 提供)

油菜花海是汉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每年春天，汉中盆地和浅山丘陵的百万亩油菜花同时怒放

，把汉中装扮成一个巨大的山水盆景。在2009年中国最美油菜花海评选活动，汉中油菜花海艳压

群芳，一举成为花魁，成为中国最美丽的油菜花海。

   

2、看棕、白色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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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油菜花似海

大熊猫 (图片由网友 @心灵散步者 提供)

佛坪自然保护区位于秦岭中段南坡，是以保护大熊猫为主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很多游客在四川卧龙看到熊猫后还要到佛坪来，因为佛坪的大熊猫头部更为浑圆可爱、憨态可掬

。且本区大熊猫毛色奇特，不但有黑白色大熊猫，而且多次发现棕白色和白色大熊猫。棕色大熊

猫丹丹就是在佛坪发现的。

   

3、穿越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开凿的隧道——褒斜道

褒斜道(图片由网友 @羚羊清肺 提供)

在秦岭山脉中，有一条贯穿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的山谷，其南口曰褒，北口曰斜，自战国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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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谷中凿石架木，修筑栈道，多次增修，后人就命名为“褒斜道”。这里是我国十大美女之

一褒姒的故乡，也是成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正宗发生地。

   

4、伴着历史品汉中面皮

汉中面皮是汉中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小吃。凡到过汉中的人都要尝尝汉中的面皮。一句话，

来汉中不吃面皮那算白来了。

说起面皮，那可是有历史的。传说刘邦与张良二人到汉中微服出寻，半路饿了，便到农家吃饭,农

家拿出面皮出来给他们吃，刘邦问这是什么，农民不知，刘邦笑曰：“此乃蒸饼也！”

   

5、汉江岸边赏夜景

汉中的汉江夜景跟很多城市的夜景一样，并无奇特之处。只是在汉江的岸边，看着汉江大桥下的

农家乐，看着那么多的人露天打麻将，你可以深刻体会到地处陕川交界处的汉中不仅饮食，连那

份悠闲的情趣也很受四川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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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汉江新桥夜景(图片由网友 @心灵散步者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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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油菜花似海
  

三、汉中——最美油菜花开的地方

陕西南部汉中地区是传统的油菜种植生产基地，每年的3、4月份，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同时开放，

以旺盛的生机点缀着山野的美丽，秀峰、村舍、道路、河流，皆融汇入油菜花海，蔚为壮观。虽

没有云南罗平和青海湖油菜花那种一望无际的大气，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灵秀。 

 (图片由网友 @绿野仙影 提供)

这个时节，登高远眺，但见漫山遍野的油菜花铺天盖地，徜徉在湖泊之中，只觉春风习习，油菜

花清香荡漾，金黄的光泽在水中跳跃，丰收牧歌响彻耳畔，使人的心情、思绪、梦想，都变得金

黄灿烂。置身油菜花的海洋，更忍不住去亲吻这散发着浓郁芳香的花瓣，尽情感受这金色的花海

、金色的世界，真真切切、完完全全地享受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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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油菜花似海

(图片由网友 @心灵散步者 提供)

花海(图片由网友 @水上清风 提供)

门票：无（如果赶在油菜花海汉中旅游文化节期间，进樱桃园、梨花园等均免收门票）

花开时间：3月下旬到4月上旬

花情咨询：0916-2244655汉中市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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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油菜花似海
1、出发去汉中

从西安出发去汉中

航空：西安到汉中每日有两班飞机，固定班和加开班。固定班时间为西安始发14时20分，汉中起

飞15时30分；加开班时间为一、三、五、七西安始发上午10时；二、四、六西安始发12时40分。

全程40分钟，票价500元。 

西安-汉中高速

火车：西安到汉中有两趟直达车，K878、4971，分别运行8-10个小时。

大巴：西安城南客运站和城西客运站都有西汉高速豪华大巴，城西客运站十几分钟一趟，城南客

运站1小时一趟，全程四个小时左右，票价83元。

城南客运站咨询电话：029-85246080 城西客运站咨询电话：029-84630000

自驾：可直接走西汉高速，全程3.5个小时。也可走108国道，全程7个小时左右。

从成都出发去汉中

航空：成都-西安的航班，后转西安-汉中的飞机

火车：成都至汉中有八趟火车，分别是K877、K390、1311、K962、K206、K281、1486、L856，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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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油菜花似海
程8-10个小时。

大巴：成都城北客运中心在成都火车北站附近，每天四班，分别为8：30、10：30、12：30、15：0

0，全程5个小时左右，票价119元，加保险121元。

自驾：成绵高速、绵广高速、西汉高速，行程约440公里。

从北京出发去汉中

航空：北京-西安的航班，后转西安-汉中的飞机 

服务区导游图

火车：K261北京西-汉中，全程26小时20分。（时间比较长，可考虑从西安转乘）

大巴：北京六里桥每天下午15：00有发往汉中的豪华卧铺客车，票价300元左右。咨询电话：1861

1122059  18611122079

自驾：途径城市北京-太原-西安-汉中。路线：京张高速、宣大高速、京大高速、大运高速、侯禹

高速、西禹高速、西汉高速，行程约1500Km，公路收费RMB 615.00，加油RMB 580.00

   

2、最佳拍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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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油菜花似海
在汉中，随便哪里都可以看到一马平川的油菜花，城固、洋县、南郑、汉台⋯⋯但目前所知最佳

的观赏地点应该在南郑县的汉山，汉山顶有农家乐，因此开有上山的便道，但只容一辆车通行，

遇到节假日上山车多人多估计通行比较困难。可徒步上山，沿途上下均有不错的景色，非常适合

摄影取景。 

拍摄油菜花海的“长炮阵”(图片由网友 @绿野仙影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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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油菜花似海

(图片由网友 @羚羊清肺 提供)

旅人提示：

１、选择在油菜花海里拍照有一个先天优势，无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可于艳丽的油菜花搭配

，穿着白色的衣服在金黄色的背景下尤其醒目，姑娘的肤色会显得格外的好看。

2、百姓种地不容易，拍照的时候不要踩坏老乡的油菜。

   

3、赏油菜花海线路

汉中市曾推出一系列的游花海旅游线路供广大游客选择：

A、赏油菜花海自驾之旅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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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油菜花似海
第一条：协税镇张坪村→团堆村→桂花村→红寺湖→南湖→黎坪。

旅人点评：这条线路是经过张坪村的一条新开辟的自驾游花海线路，沿途油菜花错落有致，风光

迷人。但张坪村一马平川，集会是好地方，摄影就很一般了，为摄影的就别跑冤枉路了，时间很

贵的。

第二条：西汉高速→洋县蔡伦墓→城郊朱鹮梨园景区(可赏几万亩梨花)→城固桔园(赏桔子花)→汉

台万亩花卉基地→勉县武侯墓→武侯祠→南郑→石门→紫柏山。

旅人点评：这条线路不但可以尽情领略汉中平原花海美景，还可以游览汉中精品旅游景点，同时

还可以品尝到汉中地道风味小吃。

B、油菜花海摄影线路

南郑县油菜花海线路图

第一条：南郑→阳春桥→柳园村→凤凰村→农丰村→立丰村→但家沟村→合同岩村→高台镇→汉

中。

旅人点评：该线路位于浅山、丘陵地区，油菜种植面积大，油菜花海景观层次强，是花海观光、

摄影的理想场所。但在农丰村→立丰村→但家沟村之间为泥土路。据驴友反映最震撼的两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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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乡山坡林场俯瞰；2、陈家村水库周边，尤其是穿过陈家村后的浩瀚花海。原因是这两

个地方都可以登高望远。

第二条：南郑南湖→青树镇→汉山顶→歇马乡→大河坎。

旅人点评：该线路以大汉山为核心。可以观赏方圆近百公里的油菜花海景观，同时大汉山农家乐

也非常有特色。

C、汉中乡村游花海线路：

第一条：西汉高速→朱鹮梨园景区(可赏几万亩梨花、油菜花)→朱鹮生态园→蔡伦墓

旅人点评：这条线可以观赏朱鹮鸟，品洋县土席、枣糕馍特色小吃。 

汉中油菜花海线路所经县镇图

第二条：西汉高速→张骞墓→桔园景区(赏十万亩桔子花海)→董家营油菜花海→南沙湖

旅人点评：此条线路可以参加攀岩体验，登升仙台，品尝正宗城固面皮小吃。

第三条：西汉高速→佛坪县城郊山茱萸花海→大熊猫园→大坪峪

旅人点评：这条线不但可以观茱萸花，还能看大熊猫，品尝佛坪农家山珍美味。但要注意大熊猫

保护区只在每年的6月1日到10月31日开放。

第四条：西汉高速城固出口→西乡樱桃沟(观赏几万亩樱花)→枣园湖观光茶园→观丘陵油菜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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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点评：游客可赏樱花，品尝西乡牛肉干、松花蛋和农家特色菜肴。

D、各都市前往汉中路线：

路线一：西安方向游客线路。从西安出发沿西汉高速--蔡伦墓--菜花节主会场--桔园--南沙湖--牡

丹园--石门--武侯祠--武侯墓--南湖--红寺湖--樱桃沟--午子山--十天高速--西安。

路线二：兰州方向游客线路。兰州--宝鸡--留坝--紫柏山--张良庙--石门--武侯墓--武侯祠--南湖--

洋县主会场--蔡伦墓--张骞墓--汉中市区--牡丹园--回兰州。

路线三：成都方向游客线路。成都--青木川--武侯墓--武侯祠--南湖--主会场--蔡伦墓--张骞墓--汉

中市区--石门--牡丹园--回成都。

路线四：武汉方向游客路线。武汉--十天高速（到安康）--午子山--樱桃沟--主会场--蔡伦墓--张骞

墓--南沙湖--南湖--武侯墓--武侯祠--石门--牡丹园--市区--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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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汉中旅游景点介绍

在赏油菜花之余，也可以顺道参观汉中的其他景点。在这片被巍峨秦岭和苍莽巴山环绕的盆地，

被长江两大支流汉江与嘉陵江滋养的秀土，虽然位于中国西部，但却拥有与江南同样的秀色，是

一处得南北之利、兼南北之美的风水宝地。

   

1、西汉高速——美丽的秦岭高速风景线

之所以将西汉高速做个详细介绍，是因为这条高速公路本身就是一条绝美的风景线；它连接黄河

流域和长江流域，穿越秦岭通往巴山，一路领略着截然不同的地域风光，一条名副其实的山水高

速公路。尤其3、4月份汉中范围内的高速公路就在壮观的油菜花海中穿行，景色更加令人陶醉。

因为高速全程风景优美，建议最好安排往返程中至少一次白天行车，可以好好欣赏沿途风光。沿

途可在秦岭服务区或者宁陕服务区停车休息，还有洋县与城固之间的汉江观景停车区值得停留观

景拍照。秦岭服务区的总长约300米的花岗岩巨型群塑“华夏龙脉”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和文化内

涵。 

美景如画的西汉高速(图片由网友 @羚羊清肺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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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油菜花似海
西汉高速公路收费135元，时程大约4小时。不走西汉高速而走108国道的话需要翻越整座秦岭，时

程约8小时。特别需要提示的就是，108国道秦岭段多陡度大的坡和转弯，对车技和乘客的体质都

非常考验，有晕车体质的人慎选！

西汉高速因为大部分秦岭山区行车，全程不同路段限速不一。值得提醒的是两处区间测速，一个

是西安到汉中方向：宁陕服务区过去第一个隧道入口开始一直到郭家山隧道出口结束。另一个汉

中到西安方向：从秦岭三号隧道入口开始直到二号隧道出口结束。另外一号隧道出来之后常年停

有一辆测速车，这里限速60，很多人不注意，而且下坡路段很容易超速。

旅人提示：西汉高速自从开通以来发生多起车祸，尤其在秦岭两边的下坡路段，车辆容易失控相

撞或侧翻，所以在此路段行车时一方面严格按照限速行驶，另一方面要时刻警惕大车，最好与大

车保持足够距离。

   

2、市内及附近景点

非自驾的游客可以考虑游览汉中市内及附近景点：比如古汉台、拜将台、武侯祠、褒河石门水库(

古栈道遗址)、南郑县的“南湖”、“红寺湖”，城固县的“南沙湖”等，这些地方都有公共汽车

到达，往返方便。

汉中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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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台(图片由网友 @绿野仙影 提供)

景点介绍：汉中博物馆也即汉中古汉台，曾是刘邦汉中封汉王时的行宫。汉中市一座综合性地方

历史博物馆，被列为陕西省十大博物馆之一。园内古树繁茂、修竹参差、亭榭遥相，杂以碧池内

繁盛的荷叶，有江南水乡之感。这里有被喻为“国之瑰宝”、“书法宝库”的汉魏摩崖刻石，它

弥补了史书的缺漏，校正了史书的讹传，堪称是一部重要的石刻文献。

交通：汉中市内乘坐1、21、23路公交车可达

门票：无（讲解费用：每批次50元；语音导览每次20元，如需接收器另加２元)；

开放时间：夏季：上午8：00－下午18:00 冬季：上午8：30－下午17:30

拜将坛

景点介绍：拜将坛亦称拜将台，位于陕西汉中石城南门外。南环中路南侧有南北两座土台组成，

台高3米多，面积为7840平方米。相传刘邦拜韩信为大将之地，也是刘邦重用人才而得天下的明证

。据网友反映，里边其实没有多少东西可看，要不是对历史感兴趣就可以不必来这里了。

交通：5路公交车拜将坛站下

门票：20元（旺季）15元（淡季）

武侯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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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油菜花似海

武侯墓(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景点介绍：武侯墓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的长眠之地。公元234

年，诸葛亮第五次伐魏时，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蜀汉朝廷按其遗命，归葬于定军山下

。诸葛亮生前辅佐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官至丞相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千百年来人们

称其墓地为武侯墓。

交通：勉县汽车站乘坐5路公交车,到武侯墓博物馆下车

门票：淡季：25元  旺季：30元

开放时间：8：00-17：00

武侯祠

景点介绍：武侯祠在勉县城西4公里的川陕公路边上，与武侯墓隔汉江(古沔(念mian，三声)水)遥

遥相峙，自成一体，各具特色。公元236年，即诸葛亮死后第29年，刘禅才下诏立祠。当时因“建

之京师，又逼宗庙”，故选祠址于定军山下的武侯坪，祠靠近墓所。这是全国唯一由皇帝下诏并

拨给银两修建的祠庙，因而有“天下第一武侯祠”之称。

交通：从汉中乘坐汉中——勉县中巴车中途在武侯祠下车即到，车费5元；县城乘3路公交车直达

。

门票：10元 明信片门票11元（售票处有邮筒，可立即寄给亲友）

开放时间：8：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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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油菜花似海
褒斜道

褒斜道(图片由网友 @羚羊清肺 提供)

景点介绍：南起汉中褒城，北至关中斜峪关的褒斜道是古代关中与汉中相连接的最主要的通道。

褒斜道是我国历史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条栈道。自汉末至五代，南北兵争，皆取道褒斜。

楚汉相争，刘邦采韩信之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中的“栈道”即指此；汉武帝时曾发数万

人治褒斜水道，欲使通漕运，未成；三国时，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就是就是由此道出秦岭，分兵屯

田于斜水。

交通：汉中市汉台区乘21路公共汽车终点站河东店站下车。102路公共汽车也能到达。到终点站河

东店后，还有四公里才能到达石门，这四公里的路只能乘蹦蹦车了。

门票：淡季（12月1日至2月底）:30元   旺季:50元

南湖风景区

景点介绍：“青山碧水，松涛竹海，鸟语花香”是南湖独特的自然美景，南湖有陕西第一湖之赞

誉，是汉中灵山秀水的集中体现者。初听南湖名字，以为就是一个湖，其实南湖并不是湖，只是

用了湖作名字而已。南湖其实是一个水库，一个别有洞天的水库。能把水库叫成湖，可见水库的

博大美丽了。从水库到湖的变迁，尤如草鸡变凤凰一样，让人惊喜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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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油菜花似海
交通：从汉中市有旅游车直达景区

门票：15元/人

开放时间：8：00-18：00

红寺湖风景区

红寺湖(图片由网友 @水上清风 提供)

景点介绍：美丽的红寺湖，犹如一个天然硕大的盆景，镶嵌在南郑县西南的绿水青山之中。景区

面积约35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88.2%，距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汉中市25公里，是汉中最具魅力的

生态风景旅游区之一。

交通：汉运司车站内乘坐汉中-黄官中巴车，约90分钟可到达。

门票：35元/人（含大船票15元/人）

开放时间：8：30—17：30

南沙湖风景区

景点介绍：南沙湖风景区位于城固县西南汉江以南，巴山北麓浅山谷口，距汉中市17公里，城固

县城15公里。由于它具有“高水是湖，低水是河”独特的自然地理景观，每年汛期，河洪水流入

湖，湖水漫滩，湖面广阔，形成了独特的亚热带湿润季风区湿地生态系统。典型的湖区湿地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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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油菜花似海
是鹤类、鹳类、天鹅等珍禽的主要越冬栖息地，也是鹭类、燕类等夏季候鸟的栖息地。巨大的数

量、繁多的种类候鸟成为陕西生态旅游的亮丽景观。

交通：固城县5路公交车前往，车费3元

门票：10元

开放时间：8：00-18：00

   

3、周边景点

如果是喜欢户外徒步、露营、探险或自驾游游客可以考虑以下景点：

张良庙景区

景点介绍：张良庙又叫留侯祠，坐落于秦岭南麓的紫柏山中。庙台子是山中的一片小谷地，北倚

紫关岭，西北靠紫柏山。庙的前后各有两条小河，并在庙东南500米处汇成紫柏河。山顶上有一个

亭子叫「授书楼」，取黄石公向张良授书之意。这座重檐飞角的亭子是用大理石和南阳玉砌筑而

成，高离地面100米，显得高雅别致。下图就是授书楼。据说此楼很早就被德、美等游客拍摄并发

表过，在国外相当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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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油菜花似海

张良庙(图片由网友 @绿野仙影 提供)

交通：在汉中北环路长途站,乘坐汉中至留坝的长途汽车，2小时路程，车费10元；也可乘坐从西

安发往留坝、汉中的长途汽车，约5小时路程。

门票：30元/人

开放时间：8：00-16：00

佛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

景点介绍：佛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内有130多只熊猫，平均每2.3平方公里就有一只，幸运的话进

入保护区当天就可以看到熊猫。很多国外游客在四川卧龙看到熊猫后还要到佛坪来，因为佛坪的

大熊猫头部更为浑圆可爱、憨态可掬，而且保护区内熊猫都为自然繁殖。棕色大熊猫丹丹就是在

佛坪发现的。

交通：西安、汉中乘108国道班车至佛坪换乘保护区管理局旅游专线车。

门票：15元/人

开放时间：每年的6月1日到10月31日开放

旅人提示：进入保护区最好提前和保护区管理局联系，保护区会安排专人陪同进入，或给出指导

，保证游客安全地、尽快地看到大熊猫，也方便游客在各观察站宿营地过夜。联系电话0916-8913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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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油菜花似海

汉中旅游景点分布图

长青国家自然保护区

景点介绍：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秦岭南坡洋县北部，蕴集秦岭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景观之精

华，为独具特色的秦岭生态旅游胜地，已通过国际“绿色环球21”旅游认证注册。四大国宝探秘

和原始森林的神韵另中外游人心驰神往。

交通：汉中至洋县高速中巴，约1小时即达县城（票价11元）；也可从西安到洋县可直接乘高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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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巴，全程仅需3小时，票价55元左右

门票：100元/人，区内景点不再另行收费；若人数稍多，可讲价打折。保护区内可提供越野吉普

代步游览，180元/天。自驾车的话，购买门票进入保护区景区内，停车不再收费。

旅人提示：进入保护区千万不要穿红色的衣服，红色容易引起“独牛”（失恋的羚牛）的攻击。

洋县接待站联系电话：0916-8219069 

保护区中的朱鹮(图片由网友 @绿野仙影 提供)

洋县朱鹮自然保护区

景点介绍：洋县朱鹮保护区位于洋县的姚家沟、金家河、三岔河等地，是全球极危鸟类朱鹮的最

后栖息地。目前唯一能看到野生朱鹮种群的保护区。保护区内共有野生朱鹮155只，人工种群145

只。朱鹮救护饲养中心附近的草坝村是野生朱鹮的夜宿地，每天晚上有60多只朱鹮及其他伴生鸟

类千余只在此夜宿，鸟语花香，十分壮观。

交通：乘至洋县的大巴可到山脚下，步行5公里，可至保护站，或者出租车大约就20元，经洋华路

向北，从县城出发大约不到20分钟就到了。

门票：20元

开放时间：8：30-18：00

旅人提示：早七点之前和下午五点之后到达朱鹮园附近有可能看到飞回宿息地的野生朱鹮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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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油菜花似海
鸟类拍摄比动物拍摄更为困难，因为鸟很怕人，人一接近就会飞跳，很难在近距离内拍摄。有条

件时可以使用变焦镜头。人距离远一些，或者隐藏起来只露出照相机镜头，把照相机装在三角架

上耐心的等待，或者在一定范围内撤下一些鸟爱吃的饲料，当鸟来吃食时，抓住适当时机进行拍

摄，拍鸟落地、飞翔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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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荐行程

两汉三国之2日游

第一天  汉中—勉县（定军山武侯祠、武侯墓）—汉中（古汉台）

上午：在北环路长途汽车站乘坐汉中—勉县、汉中—宁强的中巴车前往勉县，单程乘费5元。50分

钟左右可到达勉县。武侯祠就在所经公路边上，武侯墓距武侯祠5公里左右，马超祠距武侯祠1公

里左右。

午饭：勉县武侯祠附近参观用餐，特色食品是腊肉和黄酒

下午：返回汉中参观古汉台、拜将坛。

晚上可在汉中体育馆旁的文体街吃汉中夜市——热面皮（2.5元）、粉皮（1.5元）、豆浆稀饭（0.5

元）。同时参观水韵江南的夜景。

第二天 汉中——石门栈道——张良庙

上午：参观石门水库和褒斜栈道。汉中北环路长途汽车站乘坐汉中——留坝的中巴车，每小时一

趟，车费10元，途中会经过石门栈道及石门水库。张良庙距汉中120多公里，行车需要2个多小时

。

中午：美餐一顿闻名遐迩的褒河黄辣丁

下午：参观张良庙

晚上：返回

野生动物观赏3日游

第一天 从西安出发乘108国道班车到达佛坪，在景区专人陪同下进入自然保护区，徒步至三官庙

保护区（大熊猫活动区），观察野生动植物，晚上可在三官庙宿营地住宿

第二天

从三官庙步行至三仙峰（羚牛、金丝猴活动区），观察高山动植物，晚上可在三仙峰宿营地住宿

第三天 从三仙峰返回佛坪，乘车前往洋县，在朱鹮保护区观朱鹮，晚上乘坐k763次火车返回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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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两汉时期的汉中

作为一个中国人，回到“老家”— 汉中，不了解一下汉中的历史，实在是说不过去。

西汉

汉高祖元年，刘邦受项羽之封，就“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今汉中市）”。后采用韩

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以汉中和巴蜀为根据地北定三秦，和项羽“逐鹿中原”，打了

四年的楚汉战争，赢得天下，逐以“汉”为国号。因汉中属高祖“龙兴之地，封王之所”，汉初

实行“分封”时，未封于任何诸侯；西汉继秦实行“郡县制”，汉中郡治设于西城（今安康市）

。汉中郡属“益州刺史部”。武帝时，国力强盛，大败匈奴，四海臣服。于是，周边民族皆称华

夏民族为“汉人”。斯时也，“汉中－汉人－汉民族－汉字－汉文化”，就一脉相承了。

东汉

东汉初年，汉中郡治迁回南郑，管辖同西汉，隶“益州刺史部”。东汉中后期，原13州刺史部演

变为行政区。东汉末年，张鲁割据汉中20余年，实行“五斗米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

教合一的政权，当时已经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地步。此时，正当天下大乱，生灵涂

炭——唯汉中一片太平盛世，人民安居乐业。故流民奔汉者渐多。汉中成为当时中国大地的一片

“王道乐土”！后，曹操赶走张鲁，占据汉中，曹操一次就从汉中“迁徒8万余户实洛阳”。按《

隋书－地理志》的人口资料计算，8万户即为40——50万人！曹刘“定军山之战”后，刘备打败曹

操占据汉中。公元221年，刘备于沔阳（今勉县旧州铺）就“汉中王”，次年在成都继“汉”称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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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汉中美食

汉中面皮

汉中的面皮也叫米皮，有悠久的历史。在汉中，城固面皮、勉县热面皮、宗营面皮分别代表了汉

中面皮的不同流派。汉中的米皮香在两点，一个是纯大米浆蒸的，其次辣椒油做法独特，味道很

香，四川的辣椒都没法比。原因在哪呢，偷偷的告诉你，汉中辣椒在被碾碎之前先上锅里干煸一

会，所以做出来的辣椒油特别香。汉中知名面皮店指南：

首推东大街古汉台斜对面的--张明富面皮，营业时间最晚的面皮店，另有花生稀饭浆水拌汤粉皮

冰峰 卤鸡蛋等。

东大街东门桥头上的夜市--一品飘香面皮店，经营的品种很多（面皮粉皮，麻辣粉豆腐脑藕粉等

。就是地方小了点，夏天过路你看门口冒蒸气外边小桌子一片就知道在那了）

天汉大道上北大街小学巷子里边--蒋家面皮，味道偏重调料水干一点。

宗营坝巷面皮店--周家大辣椒面皮也是家喻户晓的，现在的店在中山街小学新大门对面，不过新

的总店地址会搬迁，西大街汉四中新大门北面4个门面。

民主街与西环路交叉路口--老城墙面皮，在汉中美食视频《美食走四方》里有此店的视频。

菜豆腐 

又称菜豆腐粥，制作历史悠久，是汉中的名小吃，原在汉中是招待宾客的佳肴。现在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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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的食品。其制作的主要原料是黄豆，经过浸泡、打磨成浆，用细箩或纱布滤去豆渣，煮沸

，然后加入浆水菜酸汤点清待形成豆腐时，再滤出豆腐压成块。初来汉中，一碗面皮就着一碗采

豆腐，那真是----山珍海味油腻腻，不如汉中菜豆腐。

汉中梆梆面   

汉中风味食品，将很薄的面片切成1-3厘米宽的面条。汤里加酱油、醋、盐、辣椒油、胡椒粉、葱

花，最后加少许猪油。因多在夜晚挑担上市敲梆叫卖而得名。其特点是：酸辣鲜香，利湿暖胃，

是一种高碳化合物，又有一定脂肪、维生素B和钙、磷、铁等的面食小吃。

地址：莲湖路和团结路的街边小店。

石门麻辣豆瓣鱼  

被誉为陕南一绝的石门麻辣豆瓣鱼，见长于活鱼快做，鱼鲜肉嫩入味爽口，红油漫浸柔辣不腻，

麻中透香回味悠长。它是饶胜利先生开创的褒河第一家鱼餐馆的品牌佳肴，曾被中央电视台、陕

西电视台报道。该馆不断创新，推出有口味各异的鱼宴系列佳肴，“去石门旅游，到褒河吃鱼”

已成为汉中人饱眼福、享口福的一道风景线。

饶记石门鱼餐馆

地址：石门国家水利风景区所在地褒河街褒姒路口 

陈三娃泡姜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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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姜鸡

这个菜发明人自喻陕西一绝。生姜，小辣椒腌制白鸡，上火炖煮，肉里汤里都是一个辣，吃的人

汗如雨下。陈三娃泡姜鸡的吃法：

品汤：酸辣鲜香的鸡汤，据说可以开胃。我们先撇去上面漂浮的油花，每个人舀了几勺品尝了一

下，鲜得很，也咸得很，南方人可能吃不消，不过有句俗话叫“不咸不香”嘛！

吃鸡：嚼劲十足，越吃越香，才是真正的土鸡！一边辣的你直吐舌头，一边让你筷子不停，怎一

个过瘾了得！

涮菜：越吃越香，盆底还有预埋的白菜、木耳、蘑菇等辅菜，不用另外点涮菜了。

主食：陈三娃的汤锅下面据说美女也要多吃它几根！

地址：南郑县大河坎（虽然在南郑县，但距离汉中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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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汉中住宿

除了黄金周，平时汉中市的住宿不会太紧张，汉中一些四星标准的酒店平时房价大约200多到300

多元，其他一些条件不错的三星标准的酒店房价大约100多到200多元，还有众多的快捷、商务、

招待所等，房价100元左右。 

汉中红叶大酒店（四星级）

电话：0916-2383838

价格：标准间 248元/间

地址：汉中市劳动东路33号

旅人点评：就在市中心，交通很方便，离火车站也近。二楼的西餐厅是汉中最新建立的一座高档

酒店，性价比很高，值得体验！

汉中金江大酒店（三星级）

电话：0916-2110661 

价格：标准间  200元/间

地址：汉中市汉台区人民路 

旅人点评：在汉中市来讲，能代表陕南和汉中风味的饮食独此一家，位置也很好，靠近火车站和

汽车站。

汉园宾馆（二星级）

电话：0916-2114542

价格：130元/间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汉中路20号

旅人点评：很有历史背景的一家宾馆，是当时刘邦住过的驿站，性价比很高。

汉中白天鹅宾馆

电话：0916—2225888  2225999

价格：标准间  130元/间

地址：汉中市汉台区中心广场北侧

旅人点评：间很大，很明亮，有专门准备的电脑房，在房间里就有电脑，宽度也是免费的，而且

网速还很快，很方便。

南湖宾馆

电话：0916-5696739

价格：标准间  180元/间

地址：汉中市南郑县南湖风景区

旅人点评：离南湖非常近，也可以到邻近的红寺湖玩。

汉山龙泉农家乐

                                               34 / 40



�������

汉中：油菜花似海
电话：13484995880  13468646893

价格：一个房间 30～40元/间，能住5～6人，农家饭另算。

地址：汉中市南郑县城关镇团山村

旅人点评：大汉山中段，油菜花最佳观赏地。从种子公司（新华巷子）出去到大汉山，只有五公

里路，步行走路半个小时，开车10分钟，晚饭后散步转转，看看山上风景，鸟语花香，山间流水

，野花、野菜遍地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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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汉中交通

航空

：汉中机场属支线机场，目前只开辟有至西安的航线。机场到市中心仅1公里，可以坐民航大巴和

出租车。陕西汉中机场问询电话：0916－2246699

铁路：汉中有直达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南阳、西安等各个方向开的列车。

从市内乘9路、16路、24路等公交车均可到达火车站，票价1－1.5元。

旅人提示：为配合西成高客专建设，汉中火车站于2011年1月12日17时起停用，乘客购票、候车改

在道北临时站房，原址上将建新站房，年底启用。 

汉中行政区划简图

公路

：汉中公路有108国道，316国道、210国道比邻，有3条国道干线通过。特别是西汉高速公路的建

设，使陕南实现高速公路零的突破。从西安去汉中自驾可走西汉高速，总里程260多公里，三个半

小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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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大巴：汉中有两个客运站，高速客运站和汉运司站。

汉中到西安的大巴在汉中新桥的汉中高速客运站乘坐，大约每半小时一班车，末班19点，可以预

订票，电话0916—2131301。可以在汉中市内坐102路、101路等公交车直接到新桥下车。

汉运司站在汉中汉白路。电话0916-2113163，市内3、8路公交车可以到达。

出租车

：汉中的出租车打表起步价是5元，三公里以外每公里收费1．4元，出租车监督投诉电话2218657

。

公交车

：汉中有16趟公交线路。一般早上6:00至晚上9:00营运。古汉台、拜将坛都有公交经过，不必打的

。公交投诉电话2218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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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汉中旅游小贴士

1、汉中的出租车基本不打表，市内“公价”是5元钱。从机场、火车站到宾馆饭店以及市政府等

地，大多没有超过三公里，都是5元钱。晚间火车站出租收费稍微高些，也就是10元钱。据网友反

映，在汉中打的是件顶郁闷的事，所以上车之前一定要和司机议好价。

2、汉中常用电话：

汉中旅游咨询电话：16800268  2222500

汉中旅游投诉电话：2222504

民航订票：2212233

火车查询：2863222

长途汽车：2113163

高速客运：2255949

出租车服务站：2592068  2255949

汽车修理急救：2617222（24小时）

汽车租赁：2510788

消费者投诉：222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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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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