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当山旅游攻略（2013 年版） 

 

简介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谢罗山、参上山、仙室山，古有“太岳”、“玄岳”、“大岳”之称。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十堰市丹江口境内， 

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地之一，是中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同时它也是道教名山和武当拳的发源地。武当山胜景有箭镞林立

的 72 峰、绝壁深悬的 36 岩、激湍飞流的 24 涧、云腾雾蒸的 11 洞、玄妙奇特的 10 石 9 台等。主峰天柱峰，海拔 1612 米，被誉为

“一柱擎天”，四周群峰向主峰倾斜，形成“万山来朝”的奇观。 
 
武当山古建筑群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据统计，唐至清代共建庙宇 500 多处，庙房 20000 余间，明代达到鼎盛，历代皇帝都把武当

山道场作为皇室家庙来修建。明永乐年间，大建武当，史有“北建故宫，南建武当”之说，共建成 9 宫、9 观、36 庵堂、72 岩庙、

39 桥、12 亭等 33 座道教建筑群，面积达 160 万平方米。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 年）又进行扩建，形成“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

瓦望玲珑。楼台隐映金银气，林岫回环画镜中”的建筑奇观，达到“仙山琼阁”的意境。现存较完好的古建筑有 129 处，庙房 1182

间，犹如中国古代建筑成就的展览。金殿、紫霄宫、“治世玄岳”石牌坊、南岩宫、玉虚宫遗址分别于 1961 年、1982 年、1988 年、

1996 年、2001 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古建筑外，武当山尚存珍贵文物 7400 多件，尤以道教文物著称于世，故被誉为

“道教文物宝库”。  
 
武当山被世人尊称为“仙山”、“道山”。《太和山志》记载“武当”的含义源于“非真武不足当之”，意谓武当乃中国道教敬奉的

“玄天真武大帝”（亦称真武帝）的发迹圣地。因此，千百年来，武当山作为道教福地、神仙居所而名扬天下。历朝历代慕名朝山进

香、隐居修道者不计其数，相传东周尹喜，汉时马明生、阴长生，魏晋南北朝陶弘景、谢允，唐朝姚简、孙思邈、吕洞宾，五代时陈

抟，宋时胡道玄，元时叶希真、刘道明、张守清均在此修炼。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鱼笑九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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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当  
武当古建筑群  
武当山古建筑瑰丽辉煌，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著称于世，1994 年 12 月 17

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武当山古建筑大多是根据真

武修真的神话来设计布局的，荟萃了中国古代优秀建筑法式，集皇权至上、神

庭天阙的庄严雄伟之大成，又营造出道教崇尚自然的玄虚超然，集中体现了皇

宫的宏伟壮丽，道教的神奇玄妙，园林的幽静典雅等多种特色，形成了丰富多

彩的传统建筑风格。是古代规划、设计、建筑的典范，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

迹，其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高度和谐统一，令世人叹为观止。 

 
 

南武当 北少林    
武当武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元末明初武当道士张三丰集其大成，被尊为武当

武术的开山祖师。张三丰将《易经》和《道德经》的精髓与武术巧妙融为一体，

创造了具有重要养生健身价值，以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为主体的武当武术。

后经历代武术家不断创新、充实、积累，形成中华武术一大流派，素有“北宗少

林，南尊武当”之称。 
 
据传，武当内家拳的祖师是武当丹士张三丰。他在武当山修炼时曾看到喜鹊和蛇

的一场争斗。“喜鹊上下飞击，而蛇蜿蜒轻身摇首闪击”的姿式给张三丰以极大

启示，就而悟通太极妙理，创造了风格独特的武当拳。武当武功的起源之说，以

蛇在攻防之时采取的姿势非常形象地演示出武当功夫的真谛：“以柔克刚，后发

制人，辩位于尺寸毫厘，制敌于擒扑封闭”。 
 
 
 
 
 
 

一起游小贴士 
① 门票价格包含大门票 140 元（不含金顶、紫宵），观光车费（全

山任意乘坐）100 元，景区内意外旅游保险 3 元。 

② 如需第二次进山应提前通知，另加 35 元/人。 

③ 通过同程网预订的游客需要在游玩当天早上 7 点以后联系相关

人员取票。 
 
特殊人群： 

A.免费政策：1.2 米以下儿童免票，70 岁以上的老人持身份证免票

仅需购买半价车费和保险。 

B.优惠政策：1.2—1.5 米之间的儿童，全日制在校学生，新闻记者，

现役军人，军队退休干部，残疾人（省级以上残联颁发的残疾证）

60 至 69 周岁的老人凭借相关证件购票可享受半价优惠。 

门票 
成人票（含 3 元意外保险） 243 元  同程价 238 元 

                      >> 立即预订 
金顶 20 元 紫霄 15 元 
 
索道价格 旺季：上行 90 元 下行 80 元    

     淡季：上行 70 元 下行 60 元 

 
开放时间：7:30-17:00 

 

取票地点：景区售票处 

 

（图片由景区提供） 

 

（图片由景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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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历代宗师不断的充实和发展，武当武功派生出众多的门派和种类，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括太极、形意、八卦等拳术套路；太极

枪、太极剑等各种械术；轻功、硬功、绝技及各种强身健体的气功等。武当武功也由此走出深山，以其松沉自然、外柔内刚，行功走

架如浮云流水连绵不绝的独特风格在武林中独树一帜，成为中华武术的主要流派。 

 

武当道教     
相传，道教崇奉的“真武大帝”，曾在武当山修炼四十多年，后得道升天。在宋

代，武当山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道教团体，武当道教建筑也己是“广殿大庭，宫

宇巍峨”。而每年在真武出生和升天的纪念日，来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们像车轮

的辐条一样从四面八方向武当山汇拢。 
 
武当道教鼎盛于明代。明成祖朱棣夺取皇位后，大兴武当道教。这位皇帝从营建

道教宫观的勘测设计，遣功臣贵戚现场督工，到武当道人如何修持等都亲下圣旨。

通往武当金顶的一百四十华里的神道两旁丹墙翠瓦，布满了道教建筑，宫观庙宇、

经堂道房达两万多间。 

 

看点 
金顶景区 
武当山主峰天柱峰顶上的金顶，是武当山的精华和象征，也是武当道教在皇室

扶持下走向鼎盛高峰的标志。  
 
金顶景区包括中观、黄龙洞、朝天宫、古神道上的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和

太和宫的金殿、皇经堂、紫金城、朝拜殿，以及元代古铜殿等古代建筑。这里

保存着大量的各朝代制造的像器、供器、法器等文物珍品。这些都是中国古代

建筑和铸造工艺的灿烂明珠，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古代科技水平的历史见证，是

无价之宝。  
 
在金殿前，极目四方，八百里武当秀丽风光尽收眼底，群峰起伏犹如大海的波

涛奔涌在静止的瞬间，众峰拱拥，八方朝拜的景观神奇地渲染着神权的威严和

皇权的至高无上。同时，还能领略到很多奇异的自然天象奇观和流传着许多神

话故事。  

 

朝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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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金顶紫

金城高大的城墙就在身边，雄伟的天门傲视群山，抬眼望去，威严壮丽的朝圣

门横亘在面前。  
 
古神道上的三座天门和朝圣门均为明永乐十年在元代旧址上敕建，气势恢宏，依次屹立在数千级饰栏石阶之间。天门设置颇具匠心，

可以说是神来之笔。它巧妙运用了环境空间和宗教理义，制造出使人心理发生急剧变化的环境氛围，是古人智慧的具体体现。  

            

朝天宫   
传说，朝天宫是是天庭与人间的分界线，古时朝山进香的人走到这里，就认为是走进了天界，因此，他们都要在这里先礼拜后再继续

登金顶。武当道教认为，这里是神仙云游观视人间的最低界线，也是凡人登临的最高境地。  
 

朝天宫主殿内供奉玉皇、真武等神像。现在，宫内设有“历代皇帝与武当山”的专题展览，再现了武当道教在历代皇室扶持下逐步走

向鼎盛的武当道教历史。游人在此歇息，顺便观赏浏览，可以大概了解武当历史，看出武当山在各个朝代的地位。 此外，朝天宫还有

供奉真武神系中其它神仙的东配殿和西配殿的殿堂，以及朝天宫主要神灵区庙堂的朝天宫道院等。  

 

（图片由景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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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洞   
黄龙洞位于通往武当金顶的古神道上。 在武当山，黄龙洞是和武当道教医药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以黄龙洞眼药、八定紫金锭等药物

而驰名。在黄龙洞亭的上方，有四块匾额，其中两块写着“天下驰名”是在说武当山研制作的药物天下有名；而另外两块则写着驰名

天下的黄龙洞的药如何服用、治什么病等等。  
 
黄龙洞中最大的特色是“洞中有洞”，在洞中有泉水四季常流，清冽甘甜。黄龙洞实面对层林叠嶂的千峰万壑，空气干而不燥，润而

不湿，四季清幽凉爽。经历代修炼之士的修建增补，就有了黄龙殿、真武阁、药王殿、神泉亭等建筑，使之更具有神秘和深幽的色彩。   

 

 

朝拜殿   
朝拜殿建成于明永乐十四年，清康熙以后称为太和宫大殿。在明代，来金顶朝

山进香的普通百姓是不能到金殿的，只能在这里朝拜真武大帝，高高在上的金

殿他们只能在远处望上一眼，由此体现着等级的森严和皇权的神圣。  
 
太和宫大殿在明代称朝圣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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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里悬挂一口明永

乐十三年铸造的巨大铜钟，高 1.57 米，口径 1.435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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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和宫大殿为砖石结构，琉璃瓦屋面，墙体的下部为精美的石雕。大殿内供奉

着真武、金童、玉女等十几尊神像，形象逼真，其中既有明代的也有清代的，

可以说是明清艺术荟萃一堂。  

 

皇经堂   

皇经堂又名诵经堂，是道人诵经习课的场所。皇经堂殿内正中悬挂金匾一块，匾书“生天立地”四个大字，是清代道光皇帝御赐。大

殿的阑额、木制隔扇上浮雕着众多道教人物、故事和珍禽异兽，图案精美，雕刻技艺精湛，反映出清代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和审美

情趣。 皇经堂内设有左右神龛、中神龛和上神龛，分别供奉着真武大帝、三清、玉皇等道教神像。  

 

 

太和宫   

太和宫，全称“大岳太和宫”，俗称金顶。位于武当山最高峰——天柱峰的顶端。天柱峰海拔 1613 米，众峰拱拥、直插云霄，被誉

为“一柱擎天”，是武当山的最高胜境。无论是信士香客，还是游人墨客，只有登上顶峰，走进太和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到了武当

山。 太和宫整体建筑依居天险、随山就势，充分利用其山形的自然起伏，达到了肃穆庄严、大气磅礴的艺术效果，有着神权至高无上

的威严。  

   

南天门   

在中国的传说中，南天门是进入天宫的第一重大门，也是帝王宫殿大门，庄严而神圣。武当山金顶的南天门建有三孔门洞，分别为神

门、鬼门、人门。鬼门是象征性的门，自打建造的那天起就是封闭的——祭祀神灵的方不许鬼怪出没；神门则常年关闭，只有皇亲国

戚来时才能打开；而人门是常年开启，供朝拜真武大帝的人们通行。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鼠皇帝首席村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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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   

琼台观的建筑规模是宏大而奇妙的，分为琼台上观、中观和下观三个建筑单元，是武当山 36 观中最大的道观之一。琼台三观各有非

常好听的名字，上观叫“白玉龟台”，中观叫“紫岳琼台”，下观叫“玉乐霄台”。历史上，三观之间借山势起伏修建有 24 座道院，

道院之间由亭桥相联，故有在三观之间走动“出门不见天，下雨不湿鞋”的说法。 现在整个琼台观保存最为完好的就是中观了。有中

观西配殿、中观龙虎殿、中观东配殿、中观大殿和中观道院等。  。 

 

 

金殿   

金殿是武当山的象征，也是武当道教在皇室扶持下走向鼎盛高峰的标志。  
 

金殿是当时中国等级最高的建筑规制，高 5、45 米，殿顶翼角飞举，上饰龙凤、

海马、仙人等吉祥之物，栩栩如生。金殿整体为铜铸，外饰鎏金，结构殿身的

立柱、梁枋以及瓦鳞、窗棂、门槛等诸形毕备。各铸件之间严丝合缝，浑然天

成。金殿历经近 600 年的风雨雷电、严寒酷暑，至今仍然金光夺目、辉煌如初，

是中国古代建筑和铸造工艺的灿烂明珠，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古代科技水平

的历史见证，堪称国宝。  
 
金殿内供奉的真武大帝、金童玉女和水火二将等神像，均为铜铸鎏金，刻画细

腻，性格鲜明，生动传神。 在金殿的前面还有金钟、玉磬两座保存完好的铜铸亭

子，两侧有朝山进香的信士抽签、盖神印的签房和印房，后面是父母殿，供奉着真武大帝的父母。   

 

 

转运殿   

武当山金顶有一山峰，美如莲花，婷婷竞秀，名叫“小莲峰”。 小莲峰顶上坐

落有一元代的铜殿，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座铜殿，铸造于十四世纪初。元代曾

置放在天柱峰顶，当时亦被称为金殿。明永乐大修武当时，明成祖朱棣因其规

模小而另铸了一座金殿，下旨将元代铜殿转运至小莲峰保存，同时建一座砖石

殿加以保护。因为这座铜殿是从天柱峰上转运下来的，所以这座殿房被称为转

运殿。人们沿着砖殿和铜殿之间仅能通过一人的间隙转上一圈，据说能够解除

厄运，转来好运、官运、财运等等人生运气。所以，来武当金顶的人，都愿意

在这里转上一圈。  

 

灵官殿   
进入紫金城南天门拾级而上，是金顶灵官殿长廊。这里幽暗阴森，石冷袭人。

灵官，在道教神系中，是镇守山门、监坛护法之神，司掌天上人间纠察之职。

设置在登临金殿之前的灵官殿，对朝拜者进行最后的精神洗礼，具有特殊意义。 由于山貌地型的限制，灵官殿只是依岩建置的小石殿。

石殿内安放一座明代制造的锡制小殿，这座仿木结构的殿堂式建筑，通体用锡金属制作，是中国十五世纪应用锡金属的见证，是武当

山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件锡制文物，非常珍贵。  

 

妙华岩   

妙华岩位于武当山逍遥峰的山腰间，虽然很少有人到这个地方，但它在武当道教历史上却地位显著。 妙华岩环境十分清幽雅致，林木

荫密，鸟语花香，又称妙花岩。  
 
妙华岩外部建筑早年损毁，岩洞内现存有三座石雕丹床，体量硕大，雕刻别致，据说是道人们修静功的丹床。 妙华岩正中丹床的背后，

有一小门洞，通往里面有人工开凿的方型水池。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鼠皇帝首席村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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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微宫   

清微宫是明大修武当时构建的九宫之一，在武当山古建筑群中居重要地位，位于

武当金顶以西约 1、5 公里处，其地向阳，群峰环列，冬暖夏凉，环境清虚悠静。  
 
清微宫在武当山道教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这里曾经高道云集，是武当道教重要

的讲学传道的场所，也是游方道士和金顶太和宫养老道士清修的地方。在元代，

这里是清微道法向北传播的中心。那时的武当山道士文学素养较高，他们编纂刊

行了清微道法等许多道书和经典，从而扩大了武当道教的影响。  

 

 

 

 

南岩景区 
南岩，又名“紫霄岩”，因为朝向南方，所以又叫南岩。这里峰岭奇峭，林木苍

翠，有武当山 36 岩中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结合得最完美的建筑群。南岩景观多而

独特，变幻无穷，步移景异。有一峰兀起，景色秀美的飞升崖；有伸出绝壁的龙

头香；有建在危崖上的古石殿……是武当山主要的旅游区。 

 

飞升崖 
飞升崖一峰突起，三面绝壁，山脊上一条小径直达峰巅，跃顶眺望，胜景尽收眼

底，被古人誉为武当山的第一仙境。 
 

飞升崖是真武大帝升天的地方。相传，真武大帝年轻时就在此修炼，他面壁数十

年，静如古井，坐如盘松，三月初三的那一天，真武大帝大道将成，他师傅紫气

元君下凡来考验他，化作一位美女为真武梳妆，真武逃避到绝壁的一块岩石上，

美女羞愧情急，跳下万丈深渊，真武见状也纵身跳下救人。这时，峡谷中五条龙

腾空而起，捧拥着真武升天而去…… 
 
升崖上的梳妆台，是依据真武大帝在此修炼和飞升的传说而修建的。站在梳妆台

上，眺望南岩美丽的风光，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在梳妆台围栏外，有一块伸出岩

壁的巨石，叫“试心石”，相传真武就是从这块巨石上跳下而升天的。巨石下临

万丈深渊，十分危险，如果到此游玩，勿请注意，不要涉足在这块巨石上。 

 

榔梅祠 
榔梅祠位于乌鸦岭通往金顶的路上，明永乐十年敕建，是当年全山十六座祠庙中最大的一处，现存砖石结构正殿和配殿、厢房、山门、

宫墙等。榔梅祠殿内供奉着武当拳的创始人真武、玉皇大帝、文武灵官等神像。 

 

雷神洞 
雷神洞是武当山唯一单独供奉雷神的地方，石殿里供奉的雷神为明代泥塑，彩绘饰金，人们称之为邓天君，是武当山最大的雷神像。

这尊雷神造型奇特，相貌十分威严，人身鸟面，鹰嘴鹞眼，三目园睁，人足鹰爪，栩栩生动的形象，给我们展示出十五世纪中国雷神

的风采。 
 
雷神洞石殿内还有击恶、司查、香案等像器。石殿后面有一天然水池，泉水四季长流，冬暖夏凉，甘甜可口，被称为灵池。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鼠皇帝首席村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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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仪殿 
在南岩，古代建筑设计者巧妙结构，侧筑山门，建了这座父母殿。在这里，“两仪”的主要意思是指“父母”，也可延伸为“天地”、

“阴阳”等。武当道教一个鲜明的特征是要求出家人忠孝信诚。在武当各宫观主殿的后面都建有父母殿，虽说里面供奉的是真武的生

身父母，但也是在教诫每位信徒香客，孝敬父母是修行人生的一大要义，也是武当道教最基本的信仰和行为准则之一。 
 
两仪殿内供奉有圣父、圣母像。圣父、圣母是道教对真武神父母的尊称。武当道教崇奉圣父、圣母，体现着中国的忠孝伦理观，已融

合于武当道教的教义之中。两仪殿内还供奉众多的道教神仙像，其造型之美，工艺之精，可谓神工鬼斧，精美绝伦，很多被列为国家

一级文物、艺术精品。 

 

 

龙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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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香面对金顶，若朝拜之状，长 3 米，宽 0.55

米，是古代工匠采用圆雕、镂雕、影雕等多种手法凿刻的浑为一体的两条龙。

龙头上置有一小香炉，下临陡峭的绝壁。 
 
正因为龙头香的神秘和其地位，从前，许多信士香客为表虔诚，每次来朝武当，

都要冒险烧“龙头香”。由于下临万丈深渊，烧龙头香的人要跪着从窄窄的龙

身上爬到龙头点燃香火，然后再跪着退回来，稍有不慎，就会坠崖殉命，粉身

碎骨。龙头香自打明朝建成以来，从上面摔下去的人不计其数，以致到清康熙

年间不得不设栏加锁，明令禁止烧龙头香。 

 

南天门 
嵌入连绵起伏的峰峦上的南天门，是武当山古建筑巧妙运用空间环境的杰作之一。这座南天门是单檐歇山顶式建筑，饰以红墙绿瓦，

建于明永乐十一年，是进入南岩宫的必经之路，同时连接着祈雨台、泰常观和雷神洞等庙宇。 

 

南岩宫大殿 
沿绿荫蔽日的神道进入龙虎殿，两扇高大厚实的木门开合有声，悦耳动听，宛如金鸡凤凰的鸣叫声，这是南岩闻名的一景。 

穿过龙虎殿，是一个方石铺就的院落，这就是南岩宫道院。院中有一口六角饰栏的水井，叫甘露井，深不可测，井水清凉甘洌。据说，

从古至今，从未干涸，被道教视为圣水。相传，饮此水可以祛病御疾。从院落登上层层台阶，是南岩宫大殿遗址，36 座精雕石柱上有

石雕流云琼花图案，仍然可见当年宏伟规模。 

 

 

泰常观 
泰常观所处的位置经常是霞雾环绕，历史上也曾被叫做“云霞观”。泰常观就是祭祀天神的地方，所以泰常观里供奉着道教尊神——

太上老君的圣像。泰常观内还供奉斗姆神像。这尊造像造型为三目、四首、左右各有四臂，手持日、月、弓、箭等器械，通体纸胎丝

编彩绘而成，十分珍贵。 

 

天乙真庆宫 
在南岩，最负盛名的建筑是一座石殿，叫“天乙真庆宫”。传说，真武大帝修炼升天后，在天上的住所就叫“天乙真庆宫”。显然，

这座石殿就是信徒们在人间为真武大帝而建造的。天乙真庆宫是中国古建筑中的绝世之作，是中国古代石建筑的代表。 

天乙真庆宫为石砌仿木结构，殿梁、柱、枋、门窗、斗拱、吻饰等等，全部是用青石雕凿成构件，然后榫卯拼装而成。整个石殿设计

精确，结构精巧，刻工精细，是中国的大型石雕艺术珍品。并建于悬崖之上，其工程之大，难度之高，超乎人们的想象。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美炉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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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霄宫景区 
紫霄宫的主要景点有龙虎殿、十方堂、紫霄殿、佳音杉、父母殿、太子岩等。

此地周围岗峦天然形成一把二龙戏珠的宝椅，故明代永乐皇帝封之为“紫霄福

地”。 整个建筑依山而筑，雄伟壮观，是武当山八宫二观建筑群的主体，也是

山上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建筑之一。宫庭内外，四时花卉，长开不败。宫内有龙

虎殿、十方堂、紫霄殿、父母殿、碑亭、东西配殿等，清雅幽静。 

 

紫霄大殿   
紫霄大殿为紫霄宫的正殿，是武当山保存下的唯一的一座重檐歇山式木结构殿

堂。最让人眼花缭乱和赞不绝口的是大殿内部，整座大殿雕梁画栋，富丽堂皇，

构思巧妙，造型舒展大方。大殿内设神龛五座，供有数以百计的珍贵文物，大

多为元、明、清三代塑造的各种神像和供器。 
 

正中神龛供奉真武神像，为明代泥塑彩绘贴金，高 4.8 米，是武当山尚存最大的

泥塑像。这里还供奉着一尊明末清初纸糊贴金神像，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保

存最完好的纸糊神像。 

 

父母殿   
紫霄大殿后的高大崇台上，建有父母殿。这里古树参天、清山如黛，高敞清幽，是武当山最佳胜境之一。紫霄宫父母殿为三层砖木结

构。殿内设有三座神龛，正中神龛上供奉真武大帝生身父母明真大帝和善胜皇后的造像，道士信徒尊称为圣父圣母。  
 

剑河桥   
剑河桥，又名天津桥，是武当山古神道上重要通道。剑河桥虽位于深山旷野，但这里古树参天，河水清幽，加上龙泉观和照壁两处建

筑，让人有身在庭院的感觉。相传，真武年轻时入武当山修炼，他的母亲善胜皇后带五百官兵追到这里，劝他回宫。见真武无心归返，

母亲就抓住他的衣袍不放，真武抽出宝剑，割断衣袍，又顺手用剑在地上一划，立即涌出一条剑河，将母子隔在两岸。母子俩流泪分

手，真武朝山上走十八步，成为武当山的上十八盘，母亲一步一回头地朝回走了十八步，成为蜿延曲折的下十八盘。  

  

龙虎殿   

穿过金水桥，沿石阶而上，便是龙虎殿。紫霄宫龙虎殿建在高大台基上，悬山

顶砖木结构，绿色玻璃瓦屋面。殿外为八字墙，墙上饰以琉璃琼花、孔雀等图

案。殿内阴森恐怖，正中供奉王灵官，披甲执鞭，面容威严，两侧分别是青龙

和白虎泥塑神像，高大威武，形象生动传神，使人望而生畏。  

  

山门   

在武当山古建筑群中，高等级宫观的山门建筑，都采用八字墙布局，并使用琉

璃作法标志皇家建筑的等级。紫霄宫山门八字墙由三部分组成，即须弥座、墙

体和瓦顶。墙中央及边框四角镶嵌有浮雕图案的琉璃构件，形象逼真的琼花和

祥瑞珍禽。 

  

十方堂   

登上紫霄宫第三级阶地，到达第二座殿堂——朝拜殿。这里原是十方丛林，是云游道士挂单的地方。紫霄宫朝拜殿还有一个重要的用

途，就是道教内部十方丛林道士挂单的地方，所以又叫十方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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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美炉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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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洞 
紫霄宫后的展旗峰，松杉翠柏挺拔，景致怡人。沿着丛林中的古神道的石级上攀，

一座山门掩映在绿荫中，这就是太子岩。太子岩始建于元代初期。进太子岩山门，

拾级而上，经过太子亭遗址，便到达太子洞。太子洞是一天然洞穴，洞口处有元

代建的仿木结构的石殿，结构精巧，玲珑雅致。殿房还置有元代至元二十七年（公

元 1290 年）的“太子岩”石刻一方，是考察洞室开凿年代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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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之上，这一巨大的岩洞，最高处 18 米，最宽处 11.5 米，分上下两层，总面

积约 2000 平方米。建有山门、斋房、道房和大殿。进入岩洞，随处可见当年庙

房的遗址、摩崖石刻和泥塑彩绘的神像，姿态各异，造型生动传神。  
 

通往玉虚岩的路实际上是在条峡谷之中，行走其间需穿溪流、过吊桥、走栈道、攀石阶。峡谷中林荫浓密，景致怡人，美不胜收。穿

行其间，大有“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之感。   

  

御碑亭   
紫霄宫中对称耸立着两座御碑亭，为明永乐十年敕建，坐落在高大石台之上。亭呈方形，四方各开拱门。亭内置巨龟驮御碑，都是用

整块青石雕凿而成。御碑亭，是武当山各大宫观必不可少的建筑之一，两座碑亭分别置放两通御碑，一是圣旨碑，颁布明成祖对武当

山的管理规章；一是纪成碑，记述着永乐皇帝为什么要修武当山及其过程。  

  

 

 

太子坡景区 
八仙观   

八仙观，位于去武当山中观的路上，这里地势深幽平整，聚气藏风，冬暖夏凉。

相传因吕洞宾等八仙在这里相聚，因而后人在此建庙并得名。 武当山的八仙观、

财神庙、关帝庙、泰山庙等建筑，形成武当山皇家庙观的兼容性和全局性特征。

明朝，皇家在开辟武当山真武道场的同时，也为历史上在道教和民间影响较大的

神仙建筑庙观，使善男信女的各种祈求心愿得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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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九曲黄河墙、照壁、龙虎殿等建筑物的铺垫渲染，在第二重院落

突起一高台，高台上就是复真观大殿，富丽堂皇的大殿使人感到威武、庄严、肃

穆，顿生虔诚之感。  
 
复真观大殿敕建于明永乐十年，嘉靖年间扩建，明未毁坏严重，清康熙二十五年

重修。因清代维修为地方官吏和民间信士捐资，虽难以保持原有建筑的皇家等级，

反而增加了许多民间建筑做法。故通过大殿，可以同时看到明、清两代的建筑技

术和艺术的遗存。大殿内供奉真武神像和侍从金童玉女。更值得一说的是，这一

组巨大的塑像为武当山全山最大的彩绘木雕像，历 600 年，仍灿美如新。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鼠皇帝首席村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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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经堂   
皇经堂，是住庙道士诵经拜神的场所。皇经堂神龛中供奉荡魔天尊造像，这是

真武大帝的另一种型像，寄托着人们惩恶扬善，荡涤天下恶魔的愿望和企盼。  
 

在皇经堂前，生长着一棵桂花树，已有 400 年树龄，每年仲秋桂花盛开，一片

金黄，清香四溢，荡满山谷，数里外就能闻到桂花的幽香，被称为“十里桂花

香”，是复真观独特的自然景观。   

  

回龙观   

回龙观位于武当山浩瀚坡上，这里地势较高，山上有井水泉流，冬夏不竭。回

龙观是依据真武传说故事中一个情节修建的。传说中，真武来武当山修炼之初，

因意志动摇而返回，路上遇紫气元君化做一老太婆用铁杵磨针点化。真武起初

不解其意，走到这里则大彻大悟，毅然返回继续修炼，终成大道。   

 

太子读书殿   
在复真观建筑群的最高处，耸立着明代建造的太子殿，小巧精致，又不失皇家建筑的气魄。太子读书殿里，布置得独具匠心，少年真

武读书的壁画、石案、笔墨、古籍等，所营造的刻苦读书的氛围，让人联想到当年幼年太子生活学习的艰辛、信心和恒心。殿内供奉

有铜铸太子读书像，是武当山唯一求学祈福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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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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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正中凿刻老君

像一尊。老君像座姿端庄，呈天盘修炼状。老君岩现存遗址面积约两千平方米，

它当年所营造的是道教最高尊神居住的环境，在老君岩石窟的左边有一摩崖石

刻群，上面有“太子初入武当”、“蓬莱九仙”等石刻，均为浅浮雕造像。蓬

莱九仙都腾云驾雾，飘飘欲落，他们脚下是一条四爪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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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殿前有一祭坛，是专门为祭神活动而设立的高台。武当道教鼎盛时期，

官府道教及民间长年都有祭祀活动。这座祭坛建于明初，至今保存完好。祭坛

通体用石料雕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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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复真观龙虎殿前还有焚香炉、

龟碑、玉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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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针井是武当古建筑群中典型的小品建筑，

布局紧凑、小巧灵珑，其建筑主体依据的是真武在武当山修真的故事。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猪事如意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鱼笑九天提供） 

 

http://www.17u.com/blog/1238536#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8026625#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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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磨针井大门，一组小巧精致的清代建筑映入眼帘，这组建筑虽然没有传统的

中轴线布局，但也错落有致、主次分明、别具匠心。 在磨针井大殿内的山墙上，

现还存留着八幅壁画，画风古朴典雅，颇具民间风格，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是武当山不可多得的文物品类。 

 

五云楼   

复真观的五云楼，也叫五层楼，高 15.8 米，是现存武当山最高的木构建筑。五云

楼采用了民族传统的营造工艺，墙体、隔间、门窗均为木构，各层内部厅堂房间

因地制宜，各有变化。五云楼最有名之处就是它最顶层的“一柱十二梁”，也就

是说，在一根主体立柱上，有十二根梁枋穿凿在上，交叉迭搁，计算周密。 

 

 

 

五龙景区 
华阳岩   

华阳岩位于五龙宫的东面，它背负高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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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叫杨华阳的道人曾在这个岩洞里修行，享年百余岁，后人就称这里为“华阳

岩”。  

华阳岩保存有元代著名道士李明良（道号浩然子）的自画像石刻，是迄今发现的

唯一的道人自画像。碑上刻有他的自题诗。李明良为元代中晚期武当山著名道士，

特别是对五龙宫的修建具有重大贡献。此碑立于元后至正五年（公元 1345 年），

图文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中元   

自五龙宫通往南岩宫的古神道上，元明时建有上元、中元、下元三处道教建筑。

现在岩洞前大片的殿宇道房早已荒废，找寻它们更多的只能靠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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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元   

自五龙宫通往南岩宫的古神道上，元明时建有上元、中元、下元三处道教建筑。现在岩洞前大片的殿宇道房早已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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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洞宾等道教神仙。 隐仙岩正中石殿内，

存有石刻造像，其造型粗犷、服饰独特。经考证，初步认为是道教信奉的太阳和月亮二神的造像。 

  

灵应岩   

灵应岩，又称五龙岩，是唐代均州太守奉旨祈雨的地方。据传，自此以后至宋元明清，在这里祈雨都很灵验，每求必应。至今，岩中

有保存完好的石殿一座，殿后岩壁有泉水长年滴涌。在这里祈雨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叫“文祈”，一种叫“武祈”。文祈就是用祷告

许愿的方式，这样下的雨，则细雨霏霏，比较温和；武祈就是朝洞内放枪或泼洒脏东西，这样下的雨就非常暴烈，常常是大雨倾盆。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鱼笑九天提供） 

 

 

http://www.17u.com/blog/8026625#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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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虚岩   
凌虚岩是武当山 36 岩中非常有名的岩洞，位于五龙宫西边的桃源峰。从凌虚岩朝外看，满目葱绿，遮天敝日；悬崖底下的泉水声在

山谷中回荡，像海浪又像雷声。这里清丽幽深，与世隔绝，是一个悟道修行的绝佳之处。凌虚岩内有一座仿木石殿。石殿内有元始天

尊、玄真武大帝，天官等塑像。  

 

 

 

老营景区 
冲虚庵   

冲虚庵位于玄岳门以北约 1 公里，座落在由山环绕而成的盆地中，背依终南山，

面对丹江口水库，坐北朝南，地势向阳避风，环境常年清净幽雅。历史上，武当

道教的建筑群中有庵堂 36 座，冲虚庵是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处。现存祖师殿、

皇经楼、吕祖楼、三官阁等建筑和部分明清碑刻。冲虚庵前有一口古井，井旁有

棵古柏，相传为八仙之一吕洞宾所植，高大参天，枝叶茂盛。传说古时候有个疯

道人将一碗米饭泼洒在树上，变为金花，从此每到夏季，满树开花，光彩夺目，

所以叫作金花树，是武当山著名景观之一。  

  

玄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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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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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岳门在中国又称为石牌坊，建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高 20 米，宽 12.8

米，是三间四柱五楼式仿木石构建筑。全部是用巨型青石雕凿成构件后榫卯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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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

用武当道教和真武神来治理国家，反映了当朝皇帝对武当山和真武神极高的政治

企望，也是当时武当山显赫地位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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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虚宫建于明永乐十一年（公元 1413 年），明嘉靖年间又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建。当年的玉虚宫共有三城，即外乐城、里乐城和紫金

城，城中有城，规模与中国北京故宫不相上下。各种建筑多达 2200 多间，富丽堂皇，有帝宫威武庄严肃穆的气势，且规模宏大，放

眼望去，了无边际。历史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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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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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真武祖师的圣诞日，武当山都要在这里举行盛大的“三月三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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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至后有琉璃八字宫门、东西配殿、左右廊庑、龙虎

殿、真仙殿等古建筑。  

 

元和观   

元和观是走进武当山玄岳门后古神道上的第一座道观。元和观是道教处罚违犯清规戒律的道人的司法机构。元和观的建筑布局紧凑，

院落迭进深重，窗高墙厚，处处体现出神权的威严和监狱的于世隔绝的森严。元和观的大殿建在高台之上，显得庄严肃穆。大殿内，

两侧端立着六甲神像，他们都是真武大帝的护法灵官。正面坐着的是身着铠甲，手执金鞭的王灵官。王灵官赤面三目，相貌峥狞，被

人们视为天上、人间的纠察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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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到达武当山 
 

 

 

 

 

 

 

 

 

 

 

 

 

 

 

 

 

 

 

 

 

 

 

 

 

 

 

 

 

 

 

 

 

 

 

 

 

 

 

 

 

 

 

机场 

武当山地区目前没有民航飞机场。但距武当山较近的机场有两

处，一是襄樊老河口军民航合用机场，距武当山 90 公里；二是

襄樊民航机场，距武当山约 140 公里。开通了北京、广州、深

圳等大中城市航班。 

 

火车站 

武当山北麓有襄渝铁路经过，从武汉去只要乘火车到武当山站

（六里坪）下车即可，武昌至十堰铁路间的“武当号”旅游列

车，其服务设施和服务水平比普通列车要好。此外，通过武当

山车站到北京、上海、广州、厦门、重庆、成都、西安、郑州

等大中城市的列车有 40 多列。 
 
下火车出来就是六里坪，到武当山要乘坐“武当山—十堰”的

大巴，大巴在火车站附近的路边招手停，5 元前送到山门。当然

也有很多私人面包车，一般 4 个人拼车的话，到山门 10 元/人。 

 

长途客运 

如果乘汽车的话一般都是先到十堰市，武汉到十堰车程约四五

个小时；从十堰到武当山镇有高速公路，全程只需 1 个小时。

316 国道（汉十公路）、209 国道横贯武当山城区。汉十高速

公路十堰至襄樊段开通，在武当山特区设有出入口。 
 

武当山至十堰、武当山至丹江班车每十分钟一班；武当山至襄

樊每半个小时一班。营运车有依维客、豪华大巴、轿车等。此

外武当山还有发往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长途班线。 

 

其他交通 

从武当山镇上武当山的车辆很多，都是经过有关部门核准运行

的，司机有跑山路的经验，票价也是统一的，可以放心乘坐。

武当山城区至乌鸦岭 25 公里旅游公路，老君堂至琼台中观 15

公里的索道公路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武当山城区至乌鸦岭票价

为 10 元，至琼台中观票价为 15 元。 
 

一起游小贴士 
今后，每逢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重大节假日的

小长假，小型客车可以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 

免费通行的具体时段：从节假日第一天零时开始，到节假日最

后一天 24 时结束（普通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

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免费通行的车辆范围：7 座以下（含 7 座）载客车辆，包括允许

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 

但各地的机场高速公路是否实行免费通行，由各省（区、市）

人民政府决定。 
 

 

 

景区内交通 
景区观光大巴 

景区内已经实现“一票管全山”的公交化交通运行，游客乘坐

环保观光大巴游览，凭票在景区内各停靠点自由上下车。景区

山门口的生态停车场可同时容纳 1000 多辆大小车辆停放。武当

山景区内平坦的优质路面与崎岖的山势、巨大的海拔落差组合

在一起，形成舒适安全又妙趣横生的乘坐体验。 

 

景区缆车 

武当山自琼台景区至金顶，有直达观光缆车双向运行，既节省

体力又饱览美景。若您体力充沛又想体验登山乐趣，也可从南

岩步行 2 小时上金顶，沿途诸多景点，都能一睹为快。 

 

 

游览路线 
东线 
武当山城区 → 磨针井 → 八仙观  → 琼台  → 金顶。  

 

中线 
武当山城区 → 磨针井 → 太子坡 → 剑河桥 → 逍遥谷 → 

紫霄宫 → 乌鸦岭 → 榔梅祠 → 七星树 → 黄龙洞 → 朝天

宫 → 一、二、三天门 → 朝圣门 → 金顶。 

 

西线 
武当山城区 → 蒿口 → 仁威观 → 伊喜岩 → 隐仙岩 → 五

龙宫 → 五龙顶。 

 

 

武当功夫 
武当演艺厅   

武当演艺厅位于武当山特区太和路最繁华地段，距武当山风景

区大门一公里。表演团体中国武当功夫艺术团，主要表演内容

有：神鞭、拂尘玄天剑、武当乐舞、武当太极拳、武当绝技、

（神鞭、开棍、梅花针）国风、（武术舞蹈）八卦掌、武当玄

功、武当七星秘阵、太和茶道、笑傲江湖、赵保太极、八卦刀

等武当武术节目。 

表演时间：每周三、四、五、六，晚上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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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贴士 
 

 

 

 

 

 

 

 

 

 

 

 

 

 

 

 

 

 

 

 

 

 

 

 

 

 

 

 

 

银街假日酒店 
 

    标准间        160 元 

    三人间        260 元 

 立即预定  

 

 

丽景商务宾馆 
 

    标准间        150 元 

    三人间        200 元 

 立即预定  

 

 

武当大酒店 
 

    标准间        160 元 

    三人间        260 元 

 立即预定  

 

游览武当山注意事项  

① 游客每到一处，都要自觉爱护文物古迹和景区内的花草树

木；不能在文物古迹上乱涂乱刻，不能污损和毁坏花草树木和

旅游设施，不能伤害野生动物。  

② 根据文物法有关规定，不在要殿堂内拍照。  

③ 风景区内严格控制火种，请勿在非吸烟区吸烟。  

 

游览道教宫观时注意事项   

④ 武当山是道教名山。道教组织有自己的信仰和习俗忌讳，

因此，游客在游览武当山道教宫观时须尊重道众的传统习俗和

生活中的禁忌，切不可忽视礼俗或由于行动上的不慎伤害他

们，引起争执和不快。  

② 注意称呼：对道人的称呼，都应尊称为“道长”、“师父”

等，忌直称为“出家人”、“道士”等，甚至有污辱性的称呼。

对年长坤道，不能称为“大妈”、“奶奶”等，同样称为“道

长”、“师父”。  

③ 注意礼节：与道人见面常见的行礼方式为两手相抱，左手

抱住右手举至胸前，微微低头（即拱手礼），表示恭敬，忌握

手、拥抱、摸道人的头等不当礼节。  

④ 注意谈吐：与道人交谈，不应提及年龄和生辰，也不应提

及婚配之事，和腥荤之言，以免引起道人的反感。  

⑤ 注意习俗：道人在吃斋（吃饭）、诵经、静坐时，游人不

要打扰，作为道人也不得应声而起，因为道教有“三不起”的

禁忌。  

⑥ 注意举止：不可高声喧哗、指点讨论、妄加嘲讽或乱动宫

观的供器、神像等，尤其禁止乱摸和指点神像等。如遇道教活

动，应静立默视或悄然离开。  

 

徒步登山时的注意事项   

① 登山时，不宜穿皮鞋、新鞋、高根鞋和凉鞋，宜穿较轻便

的运动鞋、旅游鞋和胶底布鞋。  

② 登山要匀速，保持良好心态；不要三步并作两步或蹦蹦跳

跳，这样会加重膝踝负担，易劳累和受伤。  

③ 上山时，尽量走石阶，少走山面斜坡，中途休息的次数可

多些，一次要控制在 10 分钟以内。  

④ 登山时，不要东张西望，以免不慎跌倒。 

⑤ 山上的气温变化大，风也大，天气变化无常，应带好衣服

和雨具。不要在风口处撑伞。  

⑥ 中老年人登山时，可买一根武当拐杖，走路时会有帮助，

既实惠又实用。  

⑦ 多开口问路避免走冤枉路，切勿“摸着石头过河”。 

⑧ 体质较弱的游客登山时，要注意避免体力消耗过大的活动，

注意休息节奏，保持体力，同时，应多喝一些含有盐份的水或

饮料。   

 

瑞丰商务宾馆 
 

    标准间        150 元 

    三人间        180 元 

 立即预定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708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708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68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68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739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739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591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5910.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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