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武当山：太极仙山

                                                 1 / 63



�������

武当山：太极仙山
　

武当山：太极仙山
　

武当山，太极，斋菜，道教，太极湖，金顶，南岩，龙头香，紫霄大殿

　

封面 .............................................. 1

一、天下第一仙山——武当山 ............................ 4

二、武当山最棒体验 .................................. 6

1、登山品观，在道观中看一场最地道的道教法事 .............. 6

2、观金顶日出，晴日破晓让心灵在晨曦中洗礼 ................ 7

3、行走南岩，赏武当峻险之奇景 ......................... 7

4、品武当道教斋菜，感受意想不到的精致 ................... 8

5、天下太极出武当，体味太极中的玄妙内涵 .................. 9

三、武当山各景区主要景点 ............................ 11

1、金顶景区 ...................................... 13

2、南岩景区 ...................................... 16

3、紫霄景区 ...................................... 19

4、太子坡景区 ..................................... 23

5、五龙景区 ...................................... 27

6、老营景区 ...................................... 31

四、武当山周边景点 ................................. 35

1、伏龙山 ........................................ 35

2、太极湖 ........................................ 36

3、野人洞 ........................................ 37

4、神农架红坪 ..................................... 38

5、神农顶 ........................................ 39

五、武当山美食 ..................................... 40

                                                 2 / 63



�������

武当山：太极仙山
六、武当山住宿 ..................................... 45

1、景区内住宿  ..................................... 45

2、十堰市区住宿 ................................... 48

七、怎么去武当山 ................................... 50
1、航班 .......................................... 50

2、铁路 .......................................... 50

3、公路 .......................................... 51

4、自驾 .......................................... 51

5、景区内交通 ..................................... 54

八、武当山购物推荐 ................................. 56

九、行程推荐 ...................................... 59

1、武当山内一日游 .................................. 59

2、武当山太极湖两日游 ............................... 59

3、武当山神农架精彩4日游 ............................ 59

十、旅人提示 ...................................... 61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 62

封底 ............................................. 63

                                                 3 / 63



�������

武当山：太极仙山
  

一、天下第一仙山——武当山

武当山是武侠迷心目中的武林圣地，是善男信女的心目中的道教名山，是离人骚客心目中的“天

下第一仙山”，其飞升成仙的传说、宫观密布的奇景、香火缭绕的盛况，实在引人向往。

武当山冬景(图片由网友 @竹骨风铃 提供)

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圣地之一。奇特绚丽的自然景观是它的外在，丰富多彩的

人文景致是它的内涵。箭镞林立的山峰、激湍飞流的山涧让人叹服自然的鬼斧神工；宏大的古建

筑群、玄妙的内家拳又让人感叹武当山厚重的底蕴。钟灵毓秀、自然天成的自然景观和源远流长

的人文景观融为一体这和谐的统一造就来了武当山无与伦比的美。“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

山”这便是对武当山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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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区位图

最佳旅游时间：

武当山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明显；春可武当香俗献香裱，夏可乘凉避暑度消夏，秋可登高远眺

观日出，冬可清幽漫步赏冬雪。逢时有静四季宜游，尤以春秋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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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当山最棒体验

   

1、登山品观，在道观中看一场最地道的道教法事

武当山道教主要宫观场所，每逢朔月、望日，重要节日，祖师圣诞，都要举行祝寿、庆贺等典礼

，每日紫宵宫早晚坛功课是武当道教住观道士每日早晚例行的科仪。目的在于一是修身养性，二

是祈祷吉祥，三是坚定道心，四是超度亡灵，五是体现宫观道风管理，游客可定时参观，领略武

当道家庄严神圣的氛围和博大精深的内涵。

旅人提示：

每年农历“三月三”庙会、九月九祈福法会是传统道教重要节日，届时武当山将会举行非常隆重

的法事。

(图片由网友 @水亦清心  提供)

                                                 6 / 63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305&do=album&picid=35661


�������

武当山：太极仙山

   

2、观金顶日出，晴日破晓让心灵在晨曦中洗礼

破晓时分的武当之巅，金顶如同绘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置身其中仿佛山在自己的脚下，云在自

己的脚下让你不由得感觉太阳也在自己的脚下。伴随着朝阳的一点点升起，刚刚还仿佛在脚下的

云彩，此时已变成了武当群山中无边的云海。晨曦中第一缕阳光照射在面庞之上，仿佛正在经历

一次被阳光照耀下的仪式，让心灵接受一次纯净的洗礼。金顶日出不仅让人体会到那旭日中蕴含

的希望，更多地让人体会到它的壮观，金顶日出定会使您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图片由网友 @老马识途  提供)

   

3、行走南岩，赏武当峻险之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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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岩的景观众多且十分的独特：如峭壁之外的龙头香，下临陡峭的千尺悬岩。从前，众多香客信

士为表虔诚，踏龙背冒险到龙头敬香，坠岩殉命者不计其数。一峰兀起的飞升崖三面绝壁，仅有

一条山脊小径直达峰巅，跃顶眺望，则胜景尽览。危崖峭壁上的石头宫殿“天乙真庆宫”是南岩

最负盛名一座石殿。整座石殿为石砌仿木结构，梁、柱、枋、门窗、斗拱、吻饰均为青石雕制而

成；且整座石殿建于悬崖之上堪称中国古代石建筑中的绝世之作。行走南岩让您感受自然与人文

的奇葩。 

(图片由网友 @竹骨风铃  提供)

   

4、品武当道教斋菜，感受意想不到的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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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作为我国的本土宗教，道教文化自然博大精深，而道教的素膳也名扬天下。武当山作为著名

的道教圣地，其道教斋菜更是颇具独到之处。

武当道家斋菜与道教文化具有很深的渊源，斋菜以豆制品、面食、菌类为主要的烹制原料；取佛

、道两家素菜烹饪之精髓素菜荤做，色泽艳丽、口味鲜醇、营养丰富。品一道地道的“道家斋菜

”，让道教的哲理融入日常饮食起居，给您意想不到的精致体验。

旅人提示：在紫霄宫和太和宫均可品尝到地道的武当道教斋菜。 

(图片由网友 @叶落秋风  提供)

   

5、天下太极出武当，体味太极中的玄妙内涵

武当武功，是中国武术的一大名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摄养生之精髓，集技击之大成。“北

尊少林，南崇武当”可见武当武功在中国的武术地位。在武当的武功中太极更是其中佼佼者，更

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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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炼气凝神，刚柔相济，内外兼修“四两拨千斤，三寸取一丈”这正是

武当太极功夫以柔克刚雄风的诠释。而在太极闪转腾挪的招式之间更是蕴藏着世间真理“和”字

。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家庭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全都和谐，才能建设和谐世

界。西安是我炎黄子孙的文化之根，那武当太极便是华夏大地魂，讲和谐最早起源道教圣地武当

山。 

(图片由网友 @竹骨风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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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当山各景区主要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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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明细：

�景区门票110元（不含金顶、紫宵宫）

�紫宵宫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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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顶20元

�南岩（免费）

�太子坡（免费）

�玉虚宫（免费）

�景区旅游观光车票70元（停靠各景区各景点）

�武当山索道∶一点设在琼台中观，另一点设在距金殿下100米处的绣球峰和狮子峰之间，单向运

行时间不到半小时，上行50元，下行45元，双乘95元。

�武当山上可以坐滑竿，从南岩到金殿十多公里的石级山路收费80元。

�导游费30元/人/天（散客），15元/人（团队）。

   

1、金顶景区

从武当山古神道攀援而上，经过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的跋涉，雄伟的天门傲视群山，大岳太

和宫跃入眼帘。

大岳太和宫建立在众峰拥簇的武当之巅天柱峰顶。海拔1613米得天柱峰是武当山的最高峰，被誉

为“一柱擎天”，不论香客信士还是游人墨客只有登顶天柱峰才算是真正的到了武当山。

太和宫还有一个别称便是“金顶”其实600与年前的明成祖朱棣下令历经四年营造而成建筑群。

旅人提示：金顶景区需另购门票；票价：2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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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门

在古神道上攀援而上走过三座天门，翘首仰望威严壮丽的朝圣门便月入眼帘。之前的三座天门与

朝圣门均为明永乐十年在元代旧址上敕建，气势恢宏，在数千级饰栏石阶之间依次屹立。香客信

士在陡峭而又崎岖的古神道上艰难攀行中走过天门，猛然发现眼前屹立的朝圣门，使其备受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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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岳太和宫

太和宫大殿在明代称朝圣殿，清康熙以后称为太和宫大殿，匾额上书 “大岳太和宫”。前面建有

无墙阁，梁栋上彩绘各种图案纹饰，精美绚丽。两侧为钟楼和鼓楼，钟楼内悬明永乐十三年铸造

的巨钟一口，是武当山现存体量最大造型最美的一口钟，敲击后发出像雷声一样的钟声，回音不

绝。殿内供奉着明清两代塑造的十几尊神像，形象逼真，可以说是明清艺术荟萃一堂。

(图片由网友 @水亦清心 提供)

金殿

金殿是武当山的象征。岁月与自然更造就了武当金殿另一奇景“雷火炼殿”。每逢雷雨时节便会

出现雷击金殿的奇景！雷击长空，直劈金殿，顿时金光璀璨。金殿在600余年的雷雨、酷暑与严寒

的考验下至今仍金光闪闪，辉煌如初，不亏为中国古代建筑与铸造工艺中的灿烂明珠！

同时这里也是观赏武八百里当山胜景的绝佳之处，极目四方，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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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老马识途  提供)

黄龙洞

历史上以黄龙洞眼药、八定紫金锭等药物而驰名。黄龙洞是和武当道教医药联系在一起的。尤以

在黄龙洞亭的上方悬挂 “天下驰名”指的就是武当山药物天下有名。黄龙洞是一个天然岩洞，而

“洞中有洞”是黄龙洞的另一特色。洞内四季泉水串流，清澈甘冽；空气干而不燥，润而不湿，

四季清幽凉爽。

   

2、南岩景区

南岩景区

南岩，又称“紫霄岩”因其朝向南方，故称南岩。它的全称为“大圣南岩宫”，是武当山"三十六

岩"中最美的一岩也是最为险峻的一处；它是武当山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集合得最美的一处。各建

筑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山崖、峭壁、岩洞等险境，建造一座座宫室、亭台、山门等，与环境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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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令人人叹为观止。

龙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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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岩，一座伸出悬崖的石雕，历来被人们津津乐道。这座石雕叫龙首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龙头香”。龙头香又名龙首石，长2.9米，宽0.55米。下临陡峭的千尺悬岩。从前，众多香客信士

为表虔诚，踏龙背冒险到龙头敬香，坠岩殉命者不计其数。清代时曾设栏门加锁，禁烧龙头香。

  

(图片由网友 @老马识途  提供)

天乙真庆宫

中国古建筑中的一绝世之作。“天乙真庆宫”南岩最负盛名一座石殿。传说，真武大帝修炼升天

后，在天上的住所就叫“天乙真庆宫”。石殿为石砌仿木结构，梁、柱、枋、门窗、斗拱、吻饰

均为青石雕制而成；且整座石殿建于悬崖之上，建造难度不言而喻。天乙真庆宫是中国古代石建

筑中的绝世之作，堪称天下奇观！

飞升崖

一峰突起的飞升崖，三面绝壁，仅有一条山脊小径直达峰巅，跃顶眺望，则胜景尽览；岩壁之上

，千年古松倒挂悬垂，好似巨蟒青蛇横空而出，在飘渺云雾中，时隐时现，时浓时淡，若即若离

，飘渺于有无之间，变幻万千，令人心旷神怡。被古人誉为武当山的第一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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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景区门票

榔梅祠

榔梅祠是当年武当全山十六座祠庙中最大的一处位于乌鸦岭通往金顶的路上，明永乐十年所建。

现存砖石结构正殿和配殿、厢房、山门、宫墙等建筑。相传武当山榔梅果在明代享有盛誉，是武

当山的稀有植物；更是上贡朝廷后受到明成祖朱棣的褒奖封赐之后，建了这座榔梅祠。然而，不

久武当山的榔梅树就完全绝迹，许多人遍访武当寻找榔梅，都是不曾觅得，武当榔梅如今已成待

后人破解的千古之迷。

(图片由网友 @老马识途  提供)

   

3、紫霄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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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紫霄宫是武当山现存最为完整的宫殿之一。宋宣和中（1119年至1125年）

创建，元代名"紫霄元圣宫"。明代将元遗大殿改名为"香火殿"。明永乐十年（1412年）建玄帝大殿

、山门等赐名“紫霄宫”它面对三公、五老、宝珠、照壁、福地诸峰，主建筑群坐落在陡壁纵横

的横向宽敞展旗峰下，依次建龙虎殿、碑亭、十方堂、紫霄大殿、父母殿，且逐次升高。武当紫

霄宫可谓是中国古建筑因地制宜的绝顶典范。

旅人提示：紫霄景区需另购门票；票价：15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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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河桥

剑河桥，又名天津桥，是武当山古神道上重要通道。虽位于深山旷野，但这里古树参天，河水清

幽，加之龙泉观和照壁两处建筑，让人不由得感觉仿佛行走于庭院之中的闲适之感。时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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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行走在剑河水上看着流淌不息的流水，感叹自然美景的同时不得不为古人造物的智慧而赞叹

。

紫霄大殿

武当山上唯一一座重檐歇山式木结构殿堂紫霄大殿是紫霄宫的正殿。大殿内部大殿内部雕梁画栋

，构思巧妙，令人赞不绝口。殿内正中供奉着一尊明代彩绘真武泥塑神像；此外还供奉一尊明末

清初纸糊贴金神像，是我国发现最早保留最为完好的纸糊神像，对研究中国古代纸糊工艺有着很

高的价值。

 (图片由网友 @雄踞五岳  提供)

十方堂

十方堂建于明永乐年十年。殿堂两侧建有八字墙，墙上饰琼花、珍禽图案，墙下为琉璃须弥座。

殿内正中供奉铜铸鎏金真武像。

站在十方堂前，御碑亭、龙虎殿、宝珠峰、赐剑台尽收眼底，古柏、蹬道、流水、青山，更是构

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图画，皇家建筑的气魄和神妙，会使你虔诚之心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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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太极仙山
父母殿

父母殿位于紫霄大殿后的高大崇台上为紫霄宫的最高建筑。据考证，父母殿因原殿早年毁废在清

末重建而成，现存建筑体现了清代建筑风格特点。大殿为三层砖木结构，殿内神龛供奉真武大帝

身后为其生身父母即明真大帝与善胜皇后塑像。这里古树参天、清山如黛，高敞清幽，是武当山

最佳胜境之一。

玉虚岩

位于刀劈一般的万仞绝壁之上玉虚岩，是武当山三十六岩中规模最大也是最险的岩庙。这里随处

可见当年庙房的遗址、摩崖石刻和泥塑彩绘的神像。可见玉虚岩是当年他们隐居修道的极好场所

。而通往玉虚岩的路实则在峡谷之中，行走其间林荫树密，景色怡人让人仿佛回归自然。

(图片由网友 @雄踞五岳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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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太极仙山
4、太子坡景区

太子坡景区位于武当山中段，这里地势深幽平坦。太子坡景区的古建筑群按照真武修炼的故事来

精心设计的，伟大古代建筑大师们巧妙地利用山形地势，更是在近60度坡度的狮子峰上营建复真

观。除此之外武当山景区的道路是以太子坡为起点的环线，景区公交与索道的终点都设在此处。

太子坡这一景区虽然路线较长，但大都紧依上山旅游的公路，所以交通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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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太极仙山

磨针井

磨针井建筑群居高临下，武当道教认为，每天太阳初升，这里首先接纳到纯一的阳气，故又把它

叫做“纯阳宫”。“只要功夫深铁杵磨针”这个美丽的传说，其深刻的哲理赋予了它持久的生命

力，千百年来一直广为传颂；历史的积淀它成为武当文化中的一枝奇葩。来这里一同探访真武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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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太极仙山
道的传说。

九曲黄河墙

走进复真观的山门，看到在古道上依山势起伏建有71米长的红色夹墙，这就是九曲黄河墙。九曲

黄河墙的墙体厚1.5米，高2.5米，浑圆平整，弧线流畅悦目；配以绿色琉璃瓦顶，犹如两条巨龙盘

旋飞腾，无论从什么角度欣赏，都给人以美感，体现出皇家建筑的气派和豪华。此外九曲黄河墙

可传递声音，与北京天坛回音壁异曲同工的效果，建九曲黄河墙取取曲径通幽之意。 

(图片由网友 @老马识途  提供)

复真观龙虎殿

复真观龙虎殿，是整座建筑群中轴线上布局的第一道大门，由此进入主要神灵区。龙虎殿前有一

座始建于明初的祭坛，是专门为祭神活动而设立的高台。这座祭坛建于明初，至今保存完好且是

全山唯一保存完好的祭坛实物。武当山各重要宫观均设有龙虎殿建筑，供奉青龙、白虎的造像。

它们的造像极富寓意有道家修养的含意，即调养肺、肝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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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太极仙山
复真观大殿

复真观大殿，又名“祖师殿”，是复真观神灵区的主体建筑，也是整个建筑群的高潮部位。通过

曲径通幽的九曲黄河墙、威武肃穆的龙虎殿的铺垫，在第二重院落里高台突起，坐落其上的复真

观大殿映入眼帘。大殿遗存明、清两代的建筑技术和艺术的大殿，殿内的陈设使人感到威武、庄

严、肃穆，顿生虔诚之感。 

(图片由网友 @水亦清心 提供)

老君岩

老君岩是武当山发现的雕凿年代最早也是唯一的一座石窟。石窟正中供奉着老君像。老君俗称太

上老君，本名李耳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其撰写的《道德经》被奉为道教圣典，本人也被道教

尊崇为始祖。在石窟的左侧一座摩崖石刻群虽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洗礼至今仍栩栩如生。此外老君

岩汇集宋、元、明、清四朝宗教祀典文字，历史底蕴尤为厚重。

   

5、五龙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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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太极仙山
五龙宫景区在武当道教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五龙宫坐西朝东，背依五龙峰，环绕清幽，状态

原始，历史上被称为“神仙窟宅”、“地灵之地”。我国古代著名的道教名人尹喜、尹轨、马生

明、陈抟都曾在这里修道。古代山志中“山环水抱而朝大顶，其清静无出其右也”之句，说的就

是五龙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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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太极仙山

华阳岩

华阳岩位于五龙宫的东面，它背依高崖，面临深谷，是一天然岩洞。洞前草木繁茂，飘垂的藤蔓

犹如锦屏翠帘，参差掩映，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据记载，唐代道人杨华阳的曾在这个岩洞里修

行，享年百余岁，后人就称这里为“华阳岩”。

上元

在上元古建筑遗址，有左右两颗雕刻精美的龙头石，高昂着头颅，忠实顽强地展示着上元古建筑

当年的辉煌，展示其建筑的高等级。实际上它只是排水道的出口而已，然而代表着历史和艺术，

它鲜活地告诉人们，就连这不起眼的排水口也精心结构，并创造出赏心悦目的人文景观，由此可

见古代的能工巧匠建造武当时的严谨和技艺。让人们不由得去追忆当年古建筑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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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太极仙山

(图片由网友 @叶落秋风 提供)

灵应岩

武当山内每一个景致都处处透着道教的文化气息，五龙景区的灵应岩更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处。

灵应岩，又称五龙岩，是唐代均州太守奉旨祈雨的地方。据武当山志记载，唐贞观年间，天下大

旱。均州太守姚简就来到这里祈雨，结果天下果然下了一场透雨。唐太宗就此诏令在武当山建五

龙祠，从而揭开了皇室在武当山建庙宇的序幕。因此，灵应岩在武当山道教发展史上实为功不可

没。 

隐仙岩

隐

仙岩是武当山36岩中的一座大型岩洞。明永乐十年敕建砖殿三座，供奉真武、邓天君、吕洞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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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太极仙山
道教神仙。隐仙岩更是高隐之士隐居好去处，相传古代有许多高隐

之士在这里得道。有一位叫房长须的道人，他在武当期间，不避寒暑，终年在山上挖坑栽树，一

日，他睡觉醒来，只见胡须长满胸前，自此不知去向。人们都说他成仙了。可见成仙并不难，只

要你一生做好事，老百姓就认为你是神仙了。

(图片由网友 @雄踞五岳  提供)

   

6、老营景区

初闻老营景区的名字很多人也许会很纳闷？为何如此命名，“老营”的又来实则内涵深远。明朝

大修武当山时，这里既是各类建筑物资的屯集地，也是修建武当的三十万军民工匠的集散地，更

是皇帝派遣重要官员管理武当山的总部，是名副其实的大本营，故由此得名“老营”。现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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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太极仙山
营是武当山风景区的门户，也是国内外客人游武当的起始点。这里风秀优美，民风淳朴，宾馆林

立，交通便利。

玄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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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太极仙山
玄岳门，是登临武当山的第一道神门，被称为仙界第一关，所以在武当山有“进了玄岳门

，性命交给神”的说法。凡人进了这神门仙界后，是生是死，是福是祸，就由不得自己了。

玄岳门

的构造俗称石牌坊，牌坊正中嵌有明朝嘉靖皇帝赐额“治世玄岳”四个大字，笔势刚劲有力！

(图片由网友 @竹骨风铃 提供)

玉虚宫

玉虚宫，全称“玄天玉虚宫”，相传真武神得道升天后曾被玉皇大帝封为“玉虚相师”，故而得

名。当年的玉虚宫是武当山规模最大的一宫，在上百年历史洗礼的过程中，玉虚宫发生多次火灾

和洪涝灾害，大片房屋又在战乱中被毁没。但从现存的云堂、宫门、父母殿、碑亭，仍清晰看出

当年宏大的规模和风采。

冲虚庵

在武当数百年的历史中据记载道教的建筑群中共有庵堂36座，时至今日冲虚庵是目前保存较为完

整的一处，也是历史上武当道教建筑较早的单元之一始建于唐宋时期。冲虚庵前古井旁的古柏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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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太极仙山
到夏季，满树开花，光彩夺目，故称金花树，是武当山著名景观之一。

(图片由网友 @水亦清心 提供)

遇真宫

遇真宫建于明永乐十年至十五年（1412-1417），院落错落有致，环境幽雅。遇真宫是皇帝专为一

名武当道士修建的，这名道士叫张三丰。至高无上的皇帝为武当山的一名道士建造宫观，并塑像

祀奉，派官员洒扫，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遇真宫也因此成为武当道教浓重的一笔。

                                               34 / 63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305&do=album&picid=35657


�������

武当山：太极仙山
  

四、武当山周边景点

   

1、伏龙山

伏龙山又名赛武当，地处十堰市茅箭区境内，与中国道教名山武当山遥相呼应，距市区近在咫尺

，名冠古今。主峰海拔1723米。曾是真武大帝修行的道教名山，山中祖师庙，玉皇殿，地母殿，

白龙洞，民俗馆等传统道教文化景点造型别致，玲珑典雅。雨后云海气势磅礴，清晨日出雄伟壮

观，古木粗壮挺拔，山崖险峻幽深，野生动物蹦岩穿林，名贵药材常年繁生；春天花香怡人，蝶

飞蜂舞，夏季凉爽幽静，风和日丽，仲秋野果满枝，色鲜味美，寒冬银装披挂，雪皑晶莹；它融

张家界之奇，神农架之幽、九寨沟之秀、华山之险为一体，是观日出、看云海、浏览自然风景的

最佳点。 

(图片由网友 @水亦清心  提供)

门票：1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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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太极仙山
地址：十堰市茅箭区境内

电话：0719-6980019

开放时间：8:00-18:00

公交：乘2、9、10、59路公交至马家河站，后乘专线车可直达

   

2、太极湖

俯瞰泱泱太极湖千里碧波，仰望巍巍武当千年圣山，一个武当版的“未来水世界”正在成为现实

这就是太极湖。荡舟碧波间，在湖中岛屿枕水听涛，悠然见山，怡然戏水，体验自由逍遥的过海

神仙意趣，更可以冲浪飞逝，纵情山水。

仙山圣水，天地和谐。山之厚重尊严，孕育了太极湖以无穷的内涵魅力，而水之灵秀生动，传承

了武当山的千年文脉，拓展了这座神奇、神秘、神圣的大山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一叶轻舟，人

绕水转，山随人移，人如画中行，山似水上飘，山水间的大仁大智，似真似幻，让您乐不思蜀。 

(图片由网友 @叶落秋风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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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太极仙山
门票：免费

地址：湖北十堰丹江口水库

电话：022-23342111

开放时间：8：00-17：00

官方网站：http://www.taichilake.com/

   

3、野人洞

在中国，提及起野人，人们都会不约而同的想到神农架。房县野人洞与神农架紧邻，位于房县桥

上乡209国道旁，距县城45公里，这里山雄水美、谷幽峡险、古老的原始森林，成为自然博物馆。

峡谷内有换彩峡、野浴滩、躲军洞、龙胆崖、瀑布群、野人睽谷、天绳攀崖、龙门顿开、绝壁城

堡多处景点。洞外有寿桃峰、五行山、龙头岩、玉带山，峰峰相连，险峻雄奇，新建的听雨山庄

，飞檐翘角，古朴典雅。这里是阳春赏花，盛夏避暑，深秋观景，严冬咏雪的旅游胜地。 

(图片由网友 @竹骨风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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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太极仙山
门票：45元/人

地址：十堰市房县城南25公里处

电话：0719-5316242

开放时间：8:00-18:00

   

4、神农架红坪

红坪画廊位于神农架天门垭南麓，是一小块峡谷盆地，绵亘15公里。红坪峡峡谷盆地两边，奇峰

林立，嶙峋峻峭。阳春三月，山花烂漫，艳秋时节，层林尽染，一年四季，溪泉流淌。漫步坪中

，可欣赏持于清溪两旁的如泼墨国画般的奇丽景观，且四时景色各异，故被画家誉为“红坪画廊

”。 

(图片由网友 @叶落秋风  提供)

门票：40元/人

地址：湖北省神农架东北约27公里的天门垭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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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太极仙山
电话：0719-3335631 8675399 87232223

开放时间：8：00-17：00

公交：武汉办事处每天5：00有发往景区的班车

   

5、神农顶

神农顶风景区为国家级自然核心保护区，区内华中第一峰神农顶海拔3105.4米，区内以原始洪荒

特点著称，高山草甸绵延千里，箭竹林遮天蔽日，高山石林突兀阴森，冷杉刺破苍天，杜鵑争艳

夺目，更有众多珍禽猛兽出没其间，自然造化之地形迷宫，光怪陆离，给这一方天空披上浓厚的

神秘之纱。 

(图片由网友 @叶落秋风  提供)

门票：140元/人

地址：湖北神农顶风景区内

电话：0719-3452143

开放时间：8：00-16：30

官方网站：http://www.sn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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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太极仙山
  

五、武当山美食

武当斋菜

武当道教斋饭形成特点主要是素菜荤做，皆以素菜为原料，如面筋、豆干、蕨菜等各类野菜等做

成鱼、兔、牛肉、猪肉等荤菜造型并冠以荤菜之名，故曰素菜荤做。特色道家斋菜如：

1、冷拼：孔雀开屏

2、凉菜：香卤素牛肉、甜蜜圣果、翡翠瓜条、风味素肠

3、热菜：菜胆素鲍汤、如意蔬菜卷、乌龙戏珠、太极豆腐盒、香煎素对虾、道家素合炒、线烧素

昌鱼、仙山四宝素、玄门扣肉、溜素三鲜、糖醋素猪排、蜜汁八宝银耳羹

4、点心：宫庭面窝、香煎玉米饼、山芋糕、道家烙饼

武当山冻豆腐

武当山冻豆腐，武当山特有风味，到武当山览胜的人，不可不尝尝武当山特有的冻豆腐。武当山

冻豆腐是纯正的绿色食品，黄豆原料来自于武当山，利用武当山的山泉水加工成豆腐块，将每块

豆腐放在室外零下20~C的环境下自然冷冻3～5小时即成。

冻豆腐在冬天制作，不仅当季食用，还可撕成薄片自然风干，长期食用。它洁白细嫩，吃起来像

牛肉，但比牛肉经嚼昧长；也可和猪肉媲美。如用冻豆腐炖蹄膀，味道醇厚，营养丰富；如用冻

豆腐煮鸡子，味道更悠长，如用冻豆腐炒瘦肉，脆嫩又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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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鱼宴

汉江位于武当山下，水质优良，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汉江鱼

宴”采用汉江上等甲鱼、鳜鱼、白鱼、白鳝、鳗鱼、银鱼等精选原料通过煎、炸、蒸、熘、烧等

工艺精心烹饪而成的全鱼盛宴。其特点是造型各异、口味独特、营养丰富。

1、冷拼：鱼跃龙门

2、凉菜：风干香鱼、茄汁鱼片、珠光三色、脆炸鲜虾

3、热菜：汉江情、汉江米香鱼、黄金鱼卷、太子煲鱼头、太极蟹黄鱿、蒜香汉江白鱼、茄汁松鼠

桂鱼、银鱼扒菜心、食府龙舟、红扒鱼肚档、兰花药鳝甲鱼、香辣汉江鲜

4、点心：黄金鱼籽饼、美味鱼绞、汉江鱼形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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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五香豆腐干

官渡五香豆腐干具有独特风味，甘甜爽口，香味醇厚，无论零食佐酒，或入菜烹调，都是上品佳

味。

自光绪元年始，竹山官渡豆腐干一直被官渡人列为珍贵佳肴。官渡人待客，如果席间少了五香豆

腐干，视为对客不敬。席间宁可无荤，也不可没有五香豆腐干。河南、陕西、四川、黄州等地客

商，来官渡做生意，返回时也要买四五千克的五香豆腐干，回去馈赠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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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溪碗糕

竹溪碗糕是地道的武当小吃，精选优质白米、黄豆而制。碗糕是竹溪县当地所著名的一种民间特

色风味小吃，拥有悠久的历史，据可靠资料考证结果表明，竹溪碗糕时至今日，已经有着500多年

的历史。碗糕有热吃、冷吃两种。热吃用薄竹片将碗糕切成小块，根据个人爱好不同，蘸蜂蜜或

辣酱同吃。冷吃，则用薄竹片于碗边旋转一周，米糕可整块取出，取出后，放凉即可食用。

郧阳三合汤

三合汤经营最红火的是冬春两季。特别是立冬以后，三合汤店铺便会有应接不暇的食客，座无虚

席，人们吃着、品着，还不时发出阵阵唏嘘声。男人吃得满头大汗，女人吃得泪垂唇边，一碗三

合汤下肚，浑身暖和，具有解疲乏、治哮喘、疗风湿的食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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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来武当山旅游如果要吃武当山当地的小吃，也可以去武当山老营景区玉虚宫一带的“

永乐盛世仿古街”，那里的小吃店鳞次栉比，很具有当地土家菜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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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武当山住宿

 

   

1、景区内住宿 

武当山瑞丰商务宾馆

地址：武当山进山大门旁150米

电话：4006-161616

价格：标准间150元起

推荐理由：紧邻武当山景区入口处，环境优雅。酒店至武当山景区的接送专车，则为宾客的出行

提供更温馨、静谥、方便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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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顶贵宾楼

地址：武当山金顶景区太和宫

电话：0719-5687155 5687156

价格：标间400元

推荐理由：金顶景区唯一一家旅游接待场所，环境优美，游客在此下榻，朝看日出，晚看暮霞，

夜赏“月敲山门”的奇景；香客、信士住此，早上烧金顶头柱香，以达心愿。

武当大酒店

地址：武当山乌鸦岭停车场(南岩停车场)

电话：0719-5689608

价格：标准间160元

推荐理由：位于武当山山上乌鸦岭停车场，毗邻南岩景区，方便观景。 

武当山九龙山庄

地址：武当山乌鸦岭停车场(南岩停车场)

电话：0719-5662211 5666520

价格：2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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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山庄为园林式仿古建筑，整个建筑依山就势、高低错落、碧瓦朱檐、曲榭回廊、古朴

典雅。

武当山宾馆

地址：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永乐路33号

电话：0719-5665548

价格：标准间260元

推荐理由：武当山宾馆宾馆拥有大、中、小型多功能的会议室8个，大、中、小型宴会厅及豪华包

厢13间是休闲旅游商务旅游的佳选。 

武当山玄武大酒店

地址：武当山太和大道汽车站对面

电话：0719-5663366

价格：标准间260元

推荐理由：玄武大酒店地处武当山特区中心地段，交通便利，典雅舒适；名厨荟萃，餐饮丰富，

可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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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电力宾馆

地址：武当山特区太和路

电话：0719-5665524

价格：标准间180元

推荐理由：武当山电力宾馆坐落在武当山下，内设豪华套房、标准间、三人间等高、中档房间。

客房宽敞明亮，配置现代新颖家具是您休憩好去处。

   

2、十堰市区住宿

十堰世纪百强武当雅阁国际大酒店

地址：十堰市茅箭区北京北路78号

电话：0719-8608888

价格：标准间498元

推荐理由：酒店三面郁树青山环绕，空气清新，景色怡人，是行政会议接待、商务洽谈、旅游度

假、亲友聚会的首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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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东风车城宾馆

地址：十堰张湾区青年广场巷4号

电话：400-081-0050

价格：标准间228元

推荐理由：酒店环境幽雅，服务态度较好。

锦江之星（十堰北京中路店）

地址：十堰 茅箭区 北京中路76号

电话：0719-8602088

价格：标准间159元

推荐理由：酒店风格清新淡雅、简约别致，设施齐全舒适。

十堰琳琅轩大酒店

地址：湖北省十堰市白浪高新区广州路3号

电话：0719-8303000

价格：标准间188元

推荐理由：酒店环境优雅，交通便利，位于高新技术开发区汽配城繁华地段，与道教圣地武当山

翘首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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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怎么去武当山

 

   

1、航班

武当山最近的机场为襄樊，机场距市中心18公里。到达襄樊机场后可乘机场大巴到达襄樊火车站

；从火车站成火车前往武当山。火车站西北大概500M的襄樊市长途汽车客运中心站到武当山的客

运汽车也非常多。 襄樊机场咨询电话：0710-3250430 3229516

3821055；襄樊汽车客运中心0710-3224872 0710-3957009(夜)。 

   

2、铁路

武当山位于汉渝铁路沿线，武当山附近的火车站有武当山站与十堰站。火车班次直达北京、上海

、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成都、郑州、福州等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大中城市。

武当山下原本本有火车站属于小站，因2009年铁路建设取消该站，原六里坪火车站更名为武当山

火车站；此站位于十堰与武当山之间，也是小站，停靠车次不多。现武当山火车站距武当山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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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程约15分钟。

打算乘火车前往武当山的游客也可选择十堰火车站作为中转站；从十堰乘坐旅游巴士，半小时即

可到达武当山景区。也可到十堰汽车南站乘长途车到武当山咨询电话：0719-8888517。

车次信息可参考：http://huoche.lvren.cn/

   

3、公路

十堰----武当山

十堰汽车南站：票价15元/人，耗时约30分钟。

襄樊----武当山

襄樊汽车客运中心站：868次长途，票价64元/人，06:40-12:40

滚动发班；896次长途，票价64元/人，13:10-19:00 滚动发班。

   

4、自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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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景区位置

北京方向：

六里桥上京石高速（京珠）南行----郑州东----许昌南转南阳高速方向----南阳----襄樊转汉十高速

十堰方向----武当山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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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方向：

香王桥银武高速（沪陕）----商洛---十堰---武当山出口 

荆州方向：

荆东高速（二广）北行----襄樊转汉十高速十堰方向----武当山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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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方向：

东西湖上京珠高速北行----孝感转汉十高速西行----经随州 襄樊----武当山出口 

上海方向：

沪杭高速----杭金衢高速----赣粤高速----下G105/龙南/全南出口----105国道----武当山

重庆方向：

渝宜高速----达渝高速公路----G210----G316----汉十高速公路----武当山

   

5、景区内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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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观光大巴线路图

武当山景区内已经实现了“一票管全山”的公交化交通运行，所有的游客来到武当山景区，可统

一乘坐环保观光大巴游览，凭票在景区内的各停靠点自由伤心车，安全、舒适、卫生、方便、环

保。

旅人提示：景区旅游观光车票7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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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武当山购物推荐

土特产：

1.武当山珍-白花蒿子。白花蒿子,又名一年蓬、千层塔,为菊科一年或二年生草本植物。十堰山区

普遍分布,常见于林缘、林下、田边。白花蒿子的嫩苗可食,清香味美,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脂肪

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常食能促进消化,增强肠胃功能。其性味苦凉,具清热解毒、健脾之功效。

对消化不良、肠炎腹泻、症疾、血尿有疗效。

2.扫帚菜，又名地肤，别名扫帚苗、铁扫帚、野菠菜，是藜科一年生草本植物。经常食用能减肥

、降脂、降血压，因其富含钾元素，能够抑制心肌兴奋，减慢心率而保护心脏，对心血管病患者

有明显的保健作用。其种子内含有皂甙，对膀胱炎、尿道炎有一定疗效。用扫帚菜熬水熏洗，可

治皮肤病，十堰地区群众有端午节买铁扫帚洗浴的习俗。

道教用品：

每到一地旅游大家总忘不了带点当地的土特产品，武当山为我国道教名山，到了这里你怎能空手

而归？置办几件道教用品感道教博大文化镇宅之宝、护身符、八卦铜铃、老子像、镇宅龟蛇裱轴

、本命神金银卡等道教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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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剑：

武林素有“少林棍，武当剑”之说。到武当山旅游的首选纪念品，应该是武当剑。武当剑是用优

质铁合金铸成，剑身两边有“龙凤图案”，剑鞘用木质镶嵌铜花纹图案，刻有“武当剑”三个字

，剑的护手用黄铜缕花镶嵌，手柄用优质冬青木制成。

万寿藤拐杖：

万寿藤拐杖产于武当金顶相对的赛武当，这种藤木质好，韧性强，粗细适度，根茎形状千姿百态

，品种有金顶，寿星，龙头，凤头，猴头，鸟头等几十种。是旅游登山和馈赠老人的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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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药：

武当山人杰地灵，集天地之灵气，采万物之精华使得武当山药草资源极为丰富，七叶一枝花、江

边一碗水、头顶一颗珠、天麻、五灵脂、金钗等名贵药材在武当山均有出产。购几副“灵丹妙药

”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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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程推荐

   

1、武当山内一日游

武当山门—琼台（缆车）—天柱峰—金顶—朝天宫/金殿—南岩—龙头香—紫霄宫—太子坡

将武当精华之处一网打尽结束愉快旅程

旅人提示：

若想一日玩转武当山一定要尽早上山，从山下开往上山的游览车一般6点首发，约15分钟一辆（早

上间隔时间相对会延长至15-25分钟）

   

2、武当山太极湖两日游

第一天

上午：乘索道或徒步攀登金顶（太和宫，灵官殿，进紫金城，来到武当山之巅金顶，观天下第一

金殿）

下午，参观南岩宫，紫霄宫，太子坡（保存最完整，建筑最宏伟，道教协会所在地）

晚上：宿武当山景区

第二天

上午：参观太子读书地太子坡。下山驱车前往太极湖（约2小时）

下午：参观太极湖，瞭望水域浩淼，水天一色的“小太平洋”太极湖，感受“仁者乐山，智者乐

水”的至高境界

武当山+太极湖二日山水游感受神山圣水千里宏缘，结束愉快旅程

   

3、武当山神农架精彩4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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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上午：攀登距十堰市区近在咫尺俗称“赛武当”的伏龙山。感受这座与中国道教名山武当山遥相

呼应，名冠古今山峰

下午：下山沿途观赏美景。到达山脚驱车前往武当山

晚上：宿武当山景区

第二天

上午：乘索道或徒步攀登金顶（太和宫，灵官殿，进紫金城，来到武当山之巅金顶，观天下第一

金殿）

下午，参观南岩宫，紫霄宫，太子坡（保存最完整，建筑最宏伟，道教协会所在地）参观太子读

书地太子坡

晚上：宿武当山景区

第三天

上午：一早起床驱车前往野人洞，游览山雄水美、谷幽峡险拥有古老的原始森林的野人洞。午后

驱车前往神农架红坪

下午：游览红坪欣赏持于清溪两旁的如泼墨国画般的奇丽景观

晚上：宿红坪

第四天

上午：一早驱车前往神农顶。游览神农顶神奇自然造化的地形迷宫，给您一份光怪陆离感受

下午：游览神农顶景区小龙潭，体味神农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生态资源

武当山神农架精彩4日游，感受我华夏大地的自然造物与文化底蕴，结束结束愉快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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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提示

1.武当山海拔较高、温差较大，出游时要带好雨具及外套。

2.登山者不宜穿皮鞋、新鞋、高跟鞋和凉鞋，宜穿较轻便的运动鞋和胶底布鞋。

3.武当山景区地处山区，很多地段人迹罕至，若对地形不够熟悉，切记贸然进去。

4.进入道观后不要以手指点神像，无论其造型多么令人惊叹，也不可背对神像，进殿不可踩门坎

，不能在殿内大声喧哗。

5.尊重道家习俗，对道人统一称呼“道长”、“师父”，见面招呼行“拱手礼”，切忌拥抱、握

手、摸道人的头等不当礼节。

6.尊重“道不问寿”道教习惯，道人修炼是为长寿，所以最好不要问道人的年龄。入道门的原因

很多，如果没有深交，也不要问其身世。

7.进山朝贡步入武当神道后，就要静默清心，不说污秽不净的话。供品中不能有石榴、李子、红

艳花及鸡、犬等，不吃雁、鳗、龟、鳖、牛、犬、猪肉及生葱、韭、蒜、姜等荤腥刺激食物，不

饮酒。这些都是武当主神真武大帝所忌讳的。

8.游览时带好相关证件与个人财务以备不时之需。

9.相关电话

旅游咨询百事通：12301

武当山官方门户网：http://www.chinawudang.com 

中国武当山旅游网：http://www.wudangtravel.com 

十堰市旅游局：0719-867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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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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