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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龙潭大峡谷：12亿年的等待

龙潭大峡谷，洛阳第五个国家5A级景区，集地质奇观、自然山水为一体，享有“中国嶂谷第一峡

”、“古海洋天然博物馆”、“峡谷绝品”和“黄河山水画廊”等美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历

尽沧海桑田，漫长的岁月赋予了它无数离奇变幻的奇观胜景。紫红色石英砂岩经流水追踪下切，

形成了这个全长12公里的U型峡谷，从平面图上看，它就像一条东西横卧的巨龙，谷内嶂谷、隘

谷呈串珠状分布，巨型崩塌岩块形成的波痕大绝壁国内外罕见。

龙潭峡包含龙潭水峪景段、高峡瓮谷景段、山崩地裂景段三大景段，这里五步一潭，十步一景，

每一处景观都带给人深深的震撼。十里长峡，步移景换，峡谷内激流、飞瀑、不同时期的流水切

割、旋蚀而成的地质奇观，都向世人展示着独属于这里的绝美礼赞。

地理方位：

龙潭大峡谷位于河南洛阳新安县石井乡西部，秦岭与太行山的过渡地带，黄河小浪底水库上游南

岸，距洛阳市70公里，距省会郑州180公里，310国道、陇海铁路、连霍高速穿越新安，S246省道

从景区旁穿过，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属黛眉山国家地质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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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龙潭大峡谷地理方位图

最佳旅游时间：

龙潭大峡谷静逸闲适，空气清新，山清水秀，每年从4月至11月是景区的旅游旺季。推荐夏季来此

清凉避暑，夏天到龙潭大峡谷，可跳进水里撒欢儿，可做天然泉水足浴，免费欣赏夏季“昆虫交

响乐”，游览七大幽潭瀑布，愉悦身心，乐趣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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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峡谷门票详解

龙潭大峡谷实行淡、旺季门票价格机制，旺季70元/人，淡季50元/人。通过官网的预定系统预定门

票（yd.lyltdxg.com）会有优惠，旺季65元/人，淡季45元/人，预定成功后手机会收到预定短信，凭

短信到景区兑换门票。

旺季：4月1日至10月31日，淡季：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

开放时间：旺季08:00-17:30，淡季08:00-17:00

建议游玩时长：4个小时

旅游咨询电话：0379-67134180

官方网站：www.lyltdxg.com

优惠政策：

A 免费政策：儿童身高1.4米以下、70周岁以上老人、伤残革命军人、记者等凭有效证件免票。

B 优惠政策：60-69周岁老人凭老年证、学生凭学生证可购半价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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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龙潭大峡谷的最棒体验

   

1、幽谷之中寻找“绝世天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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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碑（图片来源于龙潭大峡谷景区）

龙潭峡内共有两处天碑，一为仿造天碑，一为自然奇观。仿造的高大天碑矗立在黛眉山地质博物

馆广场之上，仿若腾飞雄鹰，直刺苍穹；而真正的天碑，则在峡谷内巍然耸峙的崖壁上，它高大

雄伟，气势恢弘，一景多变，俨然一幅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

   

2、佛光罗汉崖 领略圣境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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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罗汉崖

穿过飞龙峡的瓮谷，步入宛若胡同的百米巷谷，抬头仰望便能看到巍峨耸峙的山崖之上，四层整

齐排列的罗汉矗立其上，让人不得不惊叹于大自然无穷的创造力。“佛光罗汉崖”以它恢弘的气

势，让众多赞叹的目光流连于此。天气晴好的傍晚，阳光撒入谷底，就会在崖面上形成一道道光

波，如佛光闪耀，惟妙惟肖，雄浑中不失几分朦胧与神秘。

   

3、看超自然景象 探究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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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往高处流

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是龙潭大峡谷内却有一处水是由低处往高处流，让人

感到颇为新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形成这种现象又是何种原因，其实走进大峡谷，你一定会有

答案。站在观景台上，赏谷内步移景换的美妙景致，看崖下流水蜿蜒而上的绝佳景观，景区的六

大自然谜团、七大幽潭瀑布、八大自然奇观都在等待着游人探秘追寻。

   

4、给身体做一个负氧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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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花

龙潭峡受人类生活干扰比较少，植被覆盖率达90%以上，空气清新，俨然一座天然氧吧。这里主

要植被有野生海棠、鳞毛蕨、蒲扇卷柏、地丁、厚朴、天麻、百合等，林林宗宗，翠色欲滴，在

这里可以找到许多城市之中不曾见过的花花草草，让你在山林之中体味野趣悠然。

   

5、享受老少同游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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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径

龙潭大峡谷的道路平坦、舒适，穿行峡谷中，犹如漫步在南方小巷，没有爬坡爬山的劳累，有的

只是满眼秀丽的风景和一路不断的惊喜。走累了，可以随时随地找块石头坐下来休息，孩子们可

以跳进水里撒欢儿，年轻人可以做个天然泉水足浴，老人们可以泡上一壶野花茶，打牌唠嗑，再

免费欣赏一场“昆虫交响乐”，子孙三代自得其乐，那滋味只有体验后才知道。

   

6、见证海陆变迁 体验末日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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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海洋（图片来源于龙潭大峡谷景区）

洛阳也有“海”！12亿年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曾经鱼翔浅底，鸟眷晴空；曾经椰影摇曳，

惊涛骇浪。后来由于地球的板块运动，沧海桑田，成就了这里的高山峡谷。走在景区里，海滩沉

积岩所形成的波纹石、波纹岩等古海遗迹随处可见，这些由大海的流水、波浪、潮汐所形成的岩

层和岩石，向人们展示着地球的年轮，诉说着大海的记忆。走在这崖红荫绿的峡谷里，微风吹过

，似乎能够真切地听到海浪欢快的歌声，这是大海亲手雕琢的华丽作品。

   

7、趣味游乐场 等你来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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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娱乐（图片来源于龙潭大峡谷景区）

景区的高空索道桥、勇者之路、攀岩基地、CS战场等游乐项目不仅能够挑战自我、实现突破，又

能愉悦身心、增添乐趣。这里山高林密，紫红色石英砂岩直插云霄，近百米高的悬崖峭壁形成了

天然的攀岩场地。你敢不敢在36米高的高空走钢丝？全长88米高36米的铁索桥对体力、耐力和胆

量都是不小的考验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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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开胜景 地塑奇观

龙潭大峡谷

景区内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六大自然谜团、七大幽潭瀑布、八大自然奇观，这三组引人入胜的美景

。景区内绝壁天成、池水深深，处处皆景，奇石绿荫，共同构成了这个世间罕见的山水画廊。

六大自然谜团：水往高处流、佛光罗汉崖、巨人指纹、石上天书、蝴蝶泉、仙人足迹。

七大幽潭瀑布：五龙潭、龙涎潭、青龙潭、黑龙潭、卧龙潭、阴阳潭、芦苇潭。

八大自然奇观：绝世天碑、石上春秋、阴阳潭瓮谷、五代波纹石、天崩地裂、通灵巷谷、喜鹊迎

宾、银链挂天。

   

1、黛眉山国家地质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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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眉山国家地质公园

08年建成的黛眉山国家地质博物馆，由主题碑广场和主馆共同构成，馆外矗立着国家地质公园标

志碑和世界地质公园标志碑。主题碑广场展示了四十位中外地质学家的生平事迹，让人敬畏；主

馆的展览中心，则能让你了解到这里独特的地质形成与多样的地貌风情。

   

2、水上游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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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桥

龙潭大峡谷水上游乐园，是拦截青河蓄水修建而成的，位于龙潭大峡谷景区入口处。水上游乐园

自南向北依次有三级跳绳、钢丝桥、圆木荡桥、脚环吊桥、方板荡桥、铁索荡桥、双层钢丝桥。

喜欢运动的人们，可以在这些项目之中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与刺激。

   

3、五龙潭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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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龙潭

五龙潭在龙潭峡入口的不远处，因这里的五个水潭好像五只龙在聚会而得名。潭的南侧为高达百

余米，长达150m的赤壁丹崖，龙潭河水在此跌落而下，形成五龙瀑和悬沟。赤壁丹崖之上有两座

孤峰，其造型酷似两只猩猩在俯瞰瀑布，叫做双猩观瀑。潭内可行船，每年阴历五月初五，端午

佳节的时候，还能看到许多人在湖面上划龙舟以示祭奠。 

   

4、龙潭峡无头冤神洞

无头冤神洞在龙潭峡白龙湾北面山崖下，是一个两米见方的石洞。洞中一块巨石，酷似一尊石雕

神像，只是少了神头，人们称它为“无头冤神”，称这个石洞为“无头冤神洞”。

   

5、龙涎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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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崖壁间有泉水涌出，形成连珠不断的滴水景观，如青龙吐涎，其下有潭，为龙之涎水汇聚而成

，谓之龙涎潭。

   

6、蒲草潭

一条东西方向延伸的水潭，因天然生长蒲草，当地人称之为蒲草潭。蒲草，是南方常见的水生植

物。此处日照时间较长，水体较温暖，故适宜蒲草的生长。

   

7、阴阳潭

两个水潭衔接一起，似葫芦，处下游谷口者面积较大，稍有阳光照射，水波潋艳，称阳潭；处上

游者面积较小，且峡谷变窄，得到阳光照射较少，水面幽暗，为阴潭。地貌成因上亦属壶穴。

   

8、飞龙潭和飞龙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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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龙潭和飞龙瀑

飞龙潭呈圆形，直径约25米，深10米。飞龙潭后的飞龙瀑高15米。其潭亦属壶穴，由飞龙瀑巨大

的水能冲蚀、磨蚀而成。飞龙瀑岩崖陡峭、光滑，下有深潭。

   

9、水往高处流

全长12公里的龙潭峡，泉潭飞瀑，溪水丁冬，其中一处景观尤为奇特：50多米长的水流，竟然往

地势高的地方缓缓流去！很多人走到这里，会反复揉自己的眼睛，以为是自己的视力出了什么问

题。而对方向特别敏感的游客，甚至会有头晕、心慌的感觉。这就是水往高处流奇景。

   

10、佛光罗汉崖

它是龙潭大峡谷景区巷谷的标志景点。巷谷中的崖壁是由质地致密的中厚层石英岩状砂岩和质地

松散的薄层状泥质砂岩互层组成的。中厚层的石英岩状砂岩层内柱状节理十分的发育，形成了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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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岩层的一根根石柱；砂岩的球状风化作用，使石柱好像罗汉造型。在光线的折射作用下，使数

百个发出闪闪金光的罗汉分四层整齐地排列在崖壁之上，形成这一处罕见的自然奇观。

   

11、天碑

两块紫红色板状巨石，凌空鹤立青河之畔，小者高约40米，大者高达50余米，高大雄伟、气势恢

弘，非人力可树，称之天碑。从不同角度仰望天碑，或苍鹰、或飞鸟、或船帆、或刀背、或鲤鱼

，可谓步移景换，令人回味无穷。

   

12、石上天书

石上天书（图片来源于龙潭大峡谷景区）

石上天书是由于差异风化所形成的一种景观。在中厚层石英砂岩的层面上，常常会有薄层状的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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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砂岩或泥质粉砂岩，崩塌暴露地表，在差异风化作用下，一部分风化流失，一部分残留下来形

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图案。“一人一石”是其中最为典型的图案。

   

13、巨人指纹

指纹石（图片来源于龙潭大峡谷景区）

在龙潭大峡谷红石峡谷内，分布了大量的崩塌巨石，在这些巨石的层面上，可以看到上面有各种

不同类型的波痕，有的酷似指纹，是国内罕见的“天然波痕博物馆”。伸出你的手指，也许不经

意就能找到一个酷似你指纹的巨石，由于这些石头上的纹理粗大壮观，所以被冠以“巨人指纹”

的称呼。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上百种不同形状的波痕，这是海浪冲刷留下的痕迹，其中一块波纹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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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如一块天然的搓板，静静地躺在峡谷的山凹中，它可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搓板。

   

14、仙人足迹

处于青河河道中的基岩表面上的几个凹坑，就如人的脚印一般，传说是仙人路过此地后留下的。

实由薄层砂岩经撞击后沿层面、节理面剥蚀形成。仙人足迹周围的几个浅色圆形图案，可能是三

氧化铁向周边均匀扩散，导致紫红色石英砂岩局部退色。

   

15、青龙关和青龙潭

在蒲草潭的西端，两侧崖壁垂立，高约为百米，壁间狭窄，难以通行，人称青龙关。崖壁上附生

海棠，多见青檀、白蜡和三叶槭，绿色植物倒映水中，青光溢满水面，如青龙浮动，潭称青龙潭

。青龙潭的凹岸，水体较深，这是因为水流较强，冲刷凹岸的结果。

   

16、芦苇潭

石龛的上游，峡谷变宽，水流速度变慢，泥砂可在谷底沉积，水生植物随之生长。一尺瀑下的水

潭较浅，芦苇植物占优势，因此称芦苇潭。

   

17、黑龙关和黑龙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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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天（图片来源于龙潭大峡谷景区）

两侧峭壁直立，壁高50米，长20米，谷宽仅1～3米，抬头仅见一线天空。谷内积水成潭，水深4～

5米。因处深谷，很少得到阳光的照射，颜色深遂发暗。谷称黑龙关，潭叫黑龙潭。

   

18、石上春秋

                                               25 / 51



�������

龙潭峡：天开胜境

石上檀（图片来源于龙潭大峡谷景区）

岩石有缝，缝积泥土，泥土长苗，苗大成树，树根逐渐长粗，对岩石的裂隙壁产生极大的作用力

，就像楔子一样会将岩石沿裂隙劈开，引起岩石最终崩解。此为根劈作用，同时根系也会分泌化

学物质分解侵蚀岩石，即为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风化作用。此景点也称“石上檀”，树与石融为

一体，和谐相处。

   

19、蝴蝶泉

此处常年聚集着形态和色彩各异的蝴蝶，翩翩起舞，似乎向过往的人讲述着优美的童话故事。

   

20、瓮谷石龛

龙潭大峡谷的两侧，是高达数十米至百余米的红崖绝壁，绝壁的底部由于水流的冲涮旋蚀，形成

了一系列顶部小、肚子大的石龛，看上去如瓮一般，惟妙惟肖。从地质学上来说，石龛对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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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新构造的特征以及抬升速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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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龙潭大峡谷美食诱惑

洛阳龙潭大峡谷的食物虽然简单，但是味美色佳，尝一尝，也能感受到一种天然淳朴的享受。

吃什么

丸子汤 

丸子汤

丸子汤是荤素搭配的，丸子有牛羊肉丸、猪肉丸、豆腐丸、豆面丸、焦炸丸和鱼丸等等。光豆面

丸还分黄豆芽的、萝卜的、粉条的、香菜的好几种，丸子还分油炸的和水煮的。论个头，大的如

核桃一般，小的就像宁波的汤元一样，光看看都眼花缭乱。待用滚热的骨头汤一浇，香气四溢。

吃起来有荤有素、有焦有软、有脆有绵，别有风味。

黄河鲤鱼

黄河鲤鱼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代就有名气。黄河鲤鱼体态丰满，肉质肥厚，细嫩鲜

美，营养丰富。盘中鲤鱼摆头翘首，状如“鲤鱼跃龙头”，令人心花怒放。在古代医林篡药上也

有记载：“彩而金者，洛鲤最贵，江汉次之，昊会而下”，并有“一登龙门而身价百倍”之美谈

，历史上黄河鲤鱼曾作为贡品上贡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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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鲤鱼

新安烫面角

传统风味小吃新安烫面角创制于民国三年（1914），已有80多年历史。当时开封人任老大与本县

人王金斗于新安县火车站开设餐馆，出售“老任烫面角”。由于配方科学，制作讲究，所制烫面

角软皮紧，晶莹欲滴，状如新月，色如琼玉，鲜香不腻，味美可口，有“名扬陇海三千里，味压

河洛第一家”的美誉。

去哪儿吃

龙潭大峡谷景区内有很多农家，大部分做的都是农家菜。在这里吃，吃的是野味儿，图的是新鲜

。菜品基本上都是就地取材，味道很鲜美。最不容错过的就是各式具有地方特色的菜品及洛阳的

特色面食如糊涂面、浆面条等。推荐大家去龙泉山庄餐厅，想吃当地特色野味儿，这里算是个好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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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龙潭大峡谷，住哪儿？

景区内住宿以农家院为主，价位不贵，且干净卫生，能满足住客的基本需求；如果对住宿环境要

求比较高建议选择景区内的润来酒店，它是一家商务型酒店，设备上相对完善一些；如果你是中

高端游客，且自驾车来景区游玩儿，那么选择景区外的康萌大酒店很是不错，设施上比较先进，

但价格上也贵上许多。

推荐住宿地： 

龙泉山庄

龙泉山庄

这家农家在当地比较受推崇，环境上干净卫生，特色菜品金银菜、炒野猪肉等当地菜品做的都很

不错，环境好，是农家院住宿的代表。这里的价位大致是一个床位30元，共有30余间客房，以标

准间、三人间为主，可满足住客的基本需求。

电话：0379-69721111

地址：龙潭大峡谷景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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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来酒店

润来酒店

酒店共四层，是龙潭大峡谷景区内最大的一家大型商务宾馆。可同时容纳200人就餐，150人住宿

，配备有大、中、小型会议室、棋牌娱乐室，大堂内还有免费无线上网服务。普通消费，却能带

来星级享受。特色菜品有黄河鲤鱼、金银菜等。除此之外，在酒店的三楼专门设有书画展示厅，

里面有很多当地的精致书法作品。

电话：0379-69721339

地址：龙潭大峡谷售票口内300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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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龙潭大峡谷特产

景区内购物的话，买一些山货儿是很不错的选择，这里的野山菌、野果干、山野菜等味道独特、

颇受青睐。而洛阳市内的工艺品和土特产等更是不胜枚举，购物场所相对集中，非常便利。著名

的唐三彩、洛绣等工艺品流传千年，形象逼真，特产的话可以买一些牡丹糕、牡丹花茶、黄河鲤

鱼等，也是非常不错的。

柿子醋

柿子醋红润如玉，和山民买一点，味道比市面上那些醋要好的多了，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山野菜

产于龙潭大峡谷世界地质公园的深山密林之中，无污染、无公害、真正的纯天然绿色食品。由当

地山居人适时采摘，保持其天然风味和营养成份，常食可提供人体必须的维生素、食物纤维和矿

物质，是馈赠亲朋好友的首选土特产。

黄河奇石

天然形成的具有观赏、玩味、陈列和收藏价值的黄河卵石。质硬、色美、形纹俱佳，独树一帜，

令人爱不释手，叹为观止。

澄泥砚

新安县生产的澄泥砚精于雕琢，巧夺天工，泽若美玉，国色天香。贮墨不耗，积墨不腐，冬不冻

，夏不枯，写字作画虫不蛀。置于案头飘逸出淡淡清香，具有清心怡神的妙用。朱砂红，鳝鱼黄

，绿豆青，檀香紫等多种色彩赏心悦目，由于其极高的观赏价值，使用价值、和收藏价值，被书

画界视为珍物。

土鸡蛋

龙潭大峡谷周边的乡村土质肥沃，水质清澈，土鸡味美营养价值高，土鸡蛋更是新鲜正宗，方便

携带的话，可以酌量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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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玩水攀岩High翻天

娱乐项目（图片来源于龙潭大峡谷景区）

龙潭大峡谷相对于其它景区而言，娱乐活动并不算太多。但这毫不影响人们接近自然的乐趣。这

里有广受欢迎的水上娱乐项目，水上竹筏、赛龙舟等让你体验在水中翻腾的畅快。此外，在龙隐

探险乐园还能体验攀岩及高空索道等惊险的项目。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刺激，这里还会有篝火晚

会和古筝表演，让烦躁的心情得以放松。

   

1、户外探险 上演“蜘蛛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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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隐谷娱乐项目分布图

龙隐探险乐园位于龙潭大峡谷尽头，在龙隐谷南侧地势险要之处，近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上形成了

天然的攀岩场地。在这里，景区设计了高级、中级、初级、体验级绳索各两条，让游客充分领略

攀岩活动带来的乐趣。

除了攀岩，建在峭壁上的全长88米、高36米的高空铁索桥，更让游客体验到极限项目的惊险刺激

，对游客的体力、耐力、胆量等都是不小的考验；此外还有平板桥、勇者之路、观景台等种类繁

多、精彩纷呈的游乐项目，从各方面满足游客的运动需求，让各方游客在龙潭大峡谷不仅能欣赏

到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清幽景色，更留下一份挑战极限、征服自然带来的惬意。

   

2、水上娱乐项目多

水上游乐园是景区入口的第一个景点，可以乘坐水上竹筏享受潭水清凉，也可以挑战水上乐园的

脚环吊桥、吊桩桥、独木过网等刺激好玩的项目，峡谷如画的视觉美景，都会让你释放工作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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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忘掉生活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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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到达与离开

区位交通图

龙潭大峡谷景区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距洛阳70公里，济源120公里、三门峡130公里、郑州1

80公里，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龙潭大峡谷没有飞机场，可以先飞到洛阳，再转车至景区。洛阳、

济源、三门峡、郑州都有长途汽车可到达新安县。

   

1、飞机

龙潭大峡谷没有民航机场，要想乘飞机去龙潭大峡谷可以先取道洛阳北郊机场，然后换乘其它交

通方式前往龙潭大峡谷。

洛阳北郊机场

位于十三朝古都河南省洛阳市北郊邙山，距市中心10公里。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

都、重庆、杭州、呼和浩特、天津、海口、沈阳、昆明、大连、厦门14个城市，每周飞行90班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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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到洛阳市区：

1）公交：可乘坐83路公交车开往火车站方向；或乘坐27路开往涧西方向。

2）机场大巴：到达北郊机场后，可以乘坐机场班车，08:00-20:00，车程30-40分钟，票价为10元。

牡丹广场下车后乘坐11、14、50路公交在洛阳站下车。洛阳市中心返回北郊机场的班车每天四班

，分别是08:30，09:30，13:30和19:30，发车地点在牡丹广场的八大航空售票处。

洛阳至龙潭大峡谷：

火车站对面的第一客运站有发往龙潭峡景区的直达车；也可乘坐火车前往新安县。

旅人提示：如果坐直达车的话，建议早上7点前买票，不然可能买不到票。

   

2、火车

龙潭大峡谷没有火车站，乘火车可坐到新安县的火车站。郑州、洛阳、三门峡等城市都有发往新

安县的火车。从其它地方乘火车去景区可先到洛阳或郑州然后换乘去往新安的火车，也可在洛阳

对面的长途汽车站换乘直达景区的长途汽车。

   

3、汽车

洛阳有三个长途汽车客运站，分别是一运汽车站、二运汽车站和锦远汽车站。这三家汽车站每天

都有发往新安县的长途汽车，其中一运汽车站每天还有两班直达龙潭大峡谷的旅游车。

旅游直达车

洛阳一运汽车站每天有两班对开直达龙潭大峡谷的旅行客车，开车时间分别为：08:00和09:00，车

程大概两个小时，票价20元/人。从龙潭大峡谷返回时间为15:30和16:30。联系电话：15516385181

        新安县每天有1班旅游直达车到景区，开车时间为09:30，车程大概1.5小时，票价1

5元。联系电话：13838818596

洛阳到新安县长途汽车

洛阳的一运、二运和锦远汽车站每天有多趟开往新安县城的汽车大巴，票价为8元。到达新安县汽

长途汽车站后可换乘开往市井镇的车，在前口桥下车，票价10元。

洛阳一运客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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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洛阳市中州中路52号

电话：0379-63953406；63993558

洛阳二运客运总站

地址：丹城路

电话：0379-63230604

锦远汽车站

电话：0379-63195333

   

4、自驾

自驾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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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龙潭大峡谷

A、洛阳→走310国道→到新安县北京路口（30分钟）右转→走246省道前行48公里至景区（1小时

左右）

B、洛阳→连霍高速（15分钟）→到新安县出站口50米右转→走246省道前行48公里至景区（1小时

左右）

郑州—龙潭大峡谷

郑州至连霍高速再到新安再到景区

北京—龙潭大峡谷

北京到京珠高速到达郑州上连霍高速到新安县城开往景区

石家庄—龙潭大峡谷

石家庄到京珠高速到达郑州上连霍高速到新安县城开往景区

太原—龙潭大峡谷

自太原上二广高速到达洛阳经连霍高速到达新安然后开往景区

武汉—龙潭大峡谷

武汉上京珠高速经郑州上连霍高速到新安然后开往景区

西安—龙潭大峡谷

西安上连霍高速到新安然后开往景区

徐州—龙潭大峡谷

徐州上连霍高速到新安然后开往景区

济南—龙潭大峡谷

济南上京沪高速经徐州上连霍高速到新安然后开往景区

旅人提示：

在新安县下高速后右拐沿S246省道（路中间有一条黄线标示）前行45公里即可到达景区，沿途有

明显的路标指示。

   

5、景区内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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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外

景区外的前口桥有前往景区的汽车，票价10元。

景区内

景区内有电瓶游览车，此为自费项目，通票2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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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行程推荐

   

1、龙潭大峡谷精华游

线路设计：

水上游乐园→黛眉山国家地质博物馆→五龙潭瀑布→蒲草潭→阴阳潭→黑龙潭→飞龙潭瀑布→水

往高处流→佛国罗汉崖→指纹石→五代波纹石→天碑→龙隐谷

行程安排：

走进龙潭大峡谷只需一天时间即可领略“六大自然谜团”、“七大幽潭瀑布”、“八大自然奇观

”的山水美景，在黄河画廊中惊叹流连。抵达景区后先前往水上游乐园，游乐园有三级跳绳、钢

丝桥等多样的娱乐活动，喜爱运动话可以多玩会儿。继续往前走就是黛眉山国家地质博物馆，在

这里可以了解龙潭峡独特的地质特征是如何形成的。从博物馆里出来沿着峡谷继续前行五龙潭瀑

布、蒲草潭、阴阳潭、黑龙潭、飞龙潭瀑布等一处处自然奇观接踵而至，激流飞溅，红岩绿荫，

悬崖绝壁好不壮观。沿着栈道继续前行，不久便会看到一处奇特的景观“水往高处流”50多米长

的水流，竟然往地势高的地方缓缓流去！继续前行佛国罗汉崖、指纹石、五代波纹石、天碑等地

质奇观又将给予你不小的震撼。龙隐谷在大峡谷的最深处，近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上形成了天然的

攀岩场地，不论是高手还是菜鸟都可以在此一试身手，领略攀岩的乐趣。此外，峭壁上高空铁索

桥勇敢的你也可以挑战一下。在龙隐谷游玩完毕之后，不妨选择乘坐景区观光车下山，沿着山路

盘旋而下在秀美山景间一路而下，尽情领略青山绿水带来的视觉享受。

   

2、消暑避夏峡谷游

线路设计：

D1：龙潭大峡谷（夜宿景区）

D2：黄河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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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

夏季避暑少不了玩水，那这个线路可最适合不过，同样都是玩水胜地，却各有特点，真正的避暑

游玩两不误。

这是一个两日的线路，不管你是自驾还是背包自助，都建议当天晚上入住景区内的润来酒店，价

格并不贵。这样可以在景区内好好的玩，门口的水上乐园持票都是免费玩的，夏季景区到19:00才

开始清人。龙潭大峡谷和黄河三峡之间是水路，因此需要第二天返回到洛阳，在洛阳驾车或搭车

前往黄河三峡。也可以先黄河三峡，后龙潭大峡谷的顺序。其中洛阳至龙潭大峡谷全程1.5-2个小

时，洛阳至黄河三峡2个半小时左右。

   

3、赏牡丹游龙潭两日自由行

线路设计：

D1：白马寺→神州牡丹园→丽景门

D2：龙潭大峡谷

行程安排：

四五月份去龙潭大峡谷的话一定不要忘记在洛阳城里赏赏牡丹。此时的洛阳全城牡丹争相怒放，

宛如花的海洋。

D1：

早上先前往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一览佛教圣庭的神圣，祈福纳祥，探索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

之后去对面的神州牡丹园，欣赏富贵妖娆的牡丹国花，细细品味花香、花色、花情。晚上可前往

丽景门，游览洛阳古香古色的仿古一条街，走走古街，逛逛小店，买一些洛阳土特产带回家。夜

宿洛阳。

D2：

早上前往洛阳一客运站，乘旅游直达车前往龙潭大峡谷，领略“六大自然迷团，七大幽峡瀑布，

八大自然奇观”的神奇美景。具体行程同龙潭大峡谷精华游。

   

4、游龙门逛龙潭访少林经典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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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设计：

D1：洛阳→龙潭大峡谷（夜宿景区）

D2：龙门石窟

D3：洛阳→少林寺

行程安排：

龙潭大峡谷凭借独特的自然风貌，入选CNN“中国最美40个景区”的同时，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人前往一睹风貌。但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前往龙潭大峡谷你多半需要从洛阳中转。而来到洛阳

，不得不去龙门石窟看一看那尊据传依照武则天相貌雕凿的卢舍那大佛，她永恒的微笑足以媲美

蒙娜丽莎；此外，从洛阳到嵩山也很便利，可顺路去看看以少林功夫和少林武僧闻名于世的嵩山

少林寺，领略禅宗文化。

D1：先从洛阳乘车前往龙潭大峡谷，晚上入住景区内的润来酒店，价格并不贵。这样可以在景区

内好好的玩，领略六大自然迷团，七大幽峡瀑布，八大自然奇观的美景。门口的水上乐园持票都

是免费玩的，夏季景区到19:00才开始清人。

D2：乘车返回到洛阳市区，游览龙门石窟。如果对佛家文化了解不深，建议花50元请西山石窟的

讲解员或租一个语音导游机以便更好了解石窟文化。

D3：从洛阳乘车前往嵩山，参观游览有着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寺的嵩山。这里儒、释、道三教荟集

，拥有众多的历史遗迹，是少林武术的发源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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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1、峡谷内是单行线路，请勿逆行；

2、请勿食用野果；

3、请勿到密林草丛中游玩，以免被虫兽咬伤；

4、河流两岸湿滑，请勿岸边嬉戏；

5、如遇山体滑坡、暴雨、山洪等紧急情况，请走安全通道寻求或等待救援；

6、未开发区域请勿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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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龙潭大峡谷的那些传说

   

1、五龙的传说

传说上古时代，茫茫宇宙本是混沌一团。自盘古开天辟地之后，清淡为气者冉冉升腾，慢慢聚成

蓝天、白云、日月星辰；浑浊为物者沉沉下落，慢慢凝成大地，丛生万物。时有黑、白、青、黄

、赤五龙，在大地形成之初，因布设山河功业卓著，被玉皇大帝封于黄河岸边、荆紫山下一处极

其幽静的山间休养。天长日久，它们化作五条山脉，围清潭而卧，于是这里便有了五龙潭、五龙

庙、五龙洞之说。龙潭峡谷的第一道景观是由赤壁丹岩和龙潭、瀑布组成的山水画。赤壁丹崖为

第四纪深切峡谷，位于峡谷口，高过百米，长达150米。峡谷崖墙下，是经人工堵截而形成的水潭

，潭面长300米，宽50～150米，潭内碧水潋滟，可以荡舟行船；潭周围有五条山脉，犹如五条巨

龙环抱着这清水一泓，人们按山脉水系，给它命名为“五龙潭”。关于五龙的神话传说就是由此

附会而来的。

   

2、龙潭峡谷的来历

五龙庙内黑、白、青、黄、赤五位龙爷中，惟有赤龙（就是人们常说的火龙）脾气最为暴躁，一

天兄弟间因点小事发生口角，赤龙一赌气，腾身跃起，一直飞到青要山南畛河上游择地另居，独

自生活去了。现在那里还有座火龙庙，就是它的家。赤龙腾身飞走后，在它原来卧伏的身下，留

下了一条蜿蜒曲折的深沟，就是－－龙潭峡谷。

   

3、小白龙的故事

五龙庙五位龙爷中数白龙最小，大家都叫它小白龙。它生性活泼，喜欢异想天开，弄奇作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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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它在五龙潭戏耍，突发奇想，一跃而跳上悬崖，摇身化作一个英俊少年，自称“龙娃”，连

蹦带跳地走进龙潭峡谷里。他左瞅瞅，右看看，突然发现：满沟的海棠花鲜艳夺目，而峡谷两边

的石壁上却是光溜溜的，没有一丝绿意。于是他就把地上的海棠轻轻拔下，趁着根上带的那一点

点泥土，一棵一棵地沾在峡谷的石壁上。不知是他龙的神力，还是峡谷里石头有灵气，这海棠一

沾上石壁就活了，而且活得那么旺盛，那么有精神，原来光溜溜的石峡，一下变成了锦峡绣谷，

充满了生气。龙娃一看，觉得自己为人间办了一桩好事，心里非常高兴。

龙娃在峡谷内一路走过青龙峡、黑龙峡和飞龙峡，如同身在画中游，心里好不自在。当它走进一

段窄若胡同，长约百米，宽不过10米，岩壁陡峭，谷底平直的巷谷之中，忽然碰到一群游方和尚

，就急忙上前打话，问：“各位师傅不在佛堂念经，来到这深山峡谷干什么？”

和尚答道：“我们周游四方，是为了广布佛事，圆满功德。”

龙娃说：“既然这样，这里风景多好，你们为什么不在这里打坐，为百姓做点功德呢？”

和尚指指峡谷上方道：“那里一片佛光，我们正打算呢。”

龙娃仰脸看看，窄窄的胡同，暗淡无光，便说：“黑洞洞的，哪来的佛光？”

和尚道：“诚心佛事的人，往那里一站，佛光就显现了。”

龙娃摇摇头不信。和尚看他小孩子好玩儿，便逗趣说：“敢打赌么？”

龙娃一想，顺手指指脚下的河水说：“你能在这胡同里发出佛光，我就叫这河水往高处流！”

谁料龙娃的话音刚落，只见这群和尚一跃而上，整整齐齐地站在了高崖上，霎那间金光闪闪，一

片辉煌。龙娃愣了一下，拔腿就跑。他顺着巷谷往里跑了好一阵，刚要停下来喘口气，就听到后

面远远传来和尚的声音：“小孩童，你跑什么？”

龙娃说：“师傅，是我一时唐突，我哪能叫水往高处流呢！”

那和尚的声音又道：“你不是也在这里做好事么，凡事只要诚心，说出去的话就一定能变成现实

。你现在就往你的脚下看看⋯⋯”

龙娃往脚下一看，果然河水涌涌，却是从低处往高处流的⋯⋯。

于是这巷谷之内便有了佛光罗汉像和水往高处流的离奇景观。

龙娃走出巷谷，见林茂草盛，阳光明媚，心里特别高兴，就随手折下一些树枝插在石头上。令人

称奇的是，像移栽“幽谷海棠”那样，那些树枝霎那间就变成了一丛绿树，而且枝叶繁茂，青翠

欲滴；尤其是那棵高高的青檀树，傲然生长在光亮亮的巨石上，潇洒临风，卓然不群。龙娃有意

无意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青檀盆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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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头冤神洞的传说，当年龙娃在龙潭峡谷，任兴致所至，随手创造了幽谷海棠红、佛光罗汉崖、

水往高处流、青檀盆景园等离奇景观，受到事事成功的鼓舞，最后竟然冒险到天上为人间偷来了

“天书”，因此触怒了玉皇大帝，惹下大祸。玉皇大帝派二郎神来抓他归案，他手拿“天书”和

二郎神奋力相争，把天书抖落了一地。二郎神一怒之下杀了小白龙，弃刀于地，把散落的天书收

拾起来，提着小白龙的头回天庭复命去了。这块天书石，是二郎神疏忽大意，遗落在人间的。

后来，造人圣母娲皇到各地视察她的子民，来到龙潭峡谷，听说小白龙冒死为她的子民殉难，大

为感动。于是，就收了龙娃的无头冤尸，唤回他的冤魂，封它为“无头冤神”，把他安放在山崖

下的石洞中。从此，不忘小白龙恩德的人们，常来为他烧香上供，深情怀念地称这个石洞为无头

冤神洞。

圣母娲皇为了给小白龙净身洗冤，特意从黄河岸边引来一脉地水，从高崖上泄下，如一条飘逸的

飞练，人们叫它洗冤一线瀑。

圣母娲皇在安置了小白龙神位之后，又把二郎神杀害小白龙后丢下的大刀竖在无头冤神洞的对面

，刀背对着无头冤神洞，成为纪念小白龙的无字碑，人们称其为擎天天碑石。

小白龙的故事未必真有，但多少年来人们一直颂扬的小白龙精神却是难能可贵的。

   

4、碧瑶仙池

相传天宫中的玉皇大帝，原名张百忍，在人间是张氏庄园的庄主，是个大富豪。此人非常善良，

虽然是个富贾，却经常救济贫苦，与人和善，人称“大善人”。膝下有七个女儿，个个才华横溢

，美貌出众。在当地很受人们的爱戴。

当时天宫仙界事物繁忙，缺乏主事之人。如来佛主便命令太上老君和太白金星下凡度化此人，上

天宫主事。一夜间，张氏庄园便在地面上消失了，连同家中饲养的鸡、狗都上了天。这就有了“

玉帝”。后来在人间就流传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传说。

在下说到的玉帝的七个女儿，便是传说中的七仙女。姐妹几个感情很好，和睦相处，在天庭中经

常舒展广袖，戏闹、玩耍。每当人们在雨后看到天空中的彩虹，传说就是七仙女跳舞时飘动的彩

带。

一日，七姐妹在天空中游玩，看到了大峡谷美丽的自然风景，谷内地貌景观千姿百态，步移景异

。有的像动物、有的像静物雕塑、有的高大耸立、有的小巧玲珑。看上去或动或静、或愠或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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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具神态、令人目不暇接。峡谷两壁呈土黄、银灰、灰黑色、斑澜深沉，凝重古朴。岩层嶙峋，

堪称鬼斧神工。两岸森林茂密，古树参天，松树、桦树、榛子树、枫树等植物群落形成白、绿、

黄、红等不同区域和层次的景观。谷底龙潭之水湍流而过，轰隆作响。岩层嶙峋，在谷底水清彻

底，细流从石缝中流淌，水声就象一曲美妙的轻音乐，汇集到一起，便形成了一个泳池，七个仙

女惊叹，落下云头，到水池中游起泳来。欢声、笑语、戏耍、玩闹、水花四溅，消遥自在。水池

边有一块平展的大石头，仙女们将湿衣服晒在石头上，晒干后才反回天庭，后来她们经常来这里

游玩，恋恋不舍，乐不思蜀。这就在水池边形成了“仙女石”。晒衣服的石头就形成了“晒衣石

”。水池也就成了“碧瑶仙池”。这里就成了龙潭大峡谷最著名的景点之一了。当你游玩大峡谷

时，静静的坐在哪里，凝视着“仙女石”，充满想象，没准你真的可以一睹七仙女的芳容喽。

   

5、水上石林

西游记中记载，在黑风山中有个黑风洞，洞内住着一个修行千年的精怪黑熊精，已修成人形，有

几分法力，使用一柄黑缨长枪，善于变化，手段也很历害。平日喜欢听经、参道。由于起了贪念

，用法力收了唐僧的宝贝袈裟，与孙悟空大战几日后，被观音菩萨收为弟子，皈依佛门，摩顶受

戒，在菩萨的落伽山当了一名守山大仙，也算是功德园满。

在南海的普陀山的后山叫落伽山，巍峨横亘，冈峦连绵，巨岩层现，远山隐隐。在此山东测岩石

为紫色，山脚高低起伏，吞吐曲折。有坡麓紫竹林，秀林葱郁，林木茂密森森，林中小鸟欢快的

鸣叫，山坡上满山遍野的白色小花，落英缤纷，奇花织绵。紫色、白色、绿色交相辉映，真是个

世外桃园。

观音菩萨的弟子善财童子红孩儿，原是圣婴大王，手持一杆霸王火尖枪，在火焰山修炼三百年，

口吐三味真火，鼻子喷烟，被观音菩萨收为善财童子，红孩儿性格顽劣，俏皮捣蛋，爱促弄人，

时常到紫竹林中促弄黑熊怪，叫他一声“卖碳的”，黑熊怪就会和红孩儿一起打斗、玩耍。

一日，观音菩萨身着白色纱衣，左手拿着一个插着杨柳枝的乳白色净瓶，她双眼微闭，美丽和善

的面庞让人观后感觉特别温暖。她带着护法慧岸尊者木吒到后山巡视，走到紫竹林看见二人正在

打斗到兴致。无论是腾云驾雾，还是真枪对打，都没有杀伤气。菩萨心中欣慰，也就没做声响。

在说红孩儿人小鬼精，一眼看见了菩萨到此，就一个闪身便躲藏到了菩萨身后，那笨重的黑熊怪

紧紧追来，一个不留神，便撞到了菩萨左手托着的净瓶，从瓶口喷出了一滴水珠。这净瓶是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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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器，是白色均瓷宝瓶，法力无边，能装下五湖三江之水，一滴水能形成倾盆大雨，下个三天

三夜不停。倾刻间，紫竹林便水流成河，水深丈余。观音菩萨立即用杨柳枝，口念咒语收了这滴

水。无奈何，水已将紫竹林淹没了一半，菩萨又使用了移动大法，将其移至下界，落到了峡谷中

，也就是现在的龙潭大峡谷。紫竹林也就化成了屹立在水上的石林。经过千百年的烈日灼烤和雨

水冲蚀、风化，奇石生得千姿百态，鬼斧神工。远远望去，一支支、一座座、一丛丛巨大石柱，

昂首苍穹，直指青天，有的显示出了灵性和生命，有的像象生石，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唯妙唯

肖，在水面映出翠绿倒影，如绝妙的山水相连的图画，又如幽美的古诗。水上乏舟，才能看到近

景，峰回路转，曲径通幽。如同进入迷宫仙境。

话又说回来，黑熊精因守山失职，菩萨命他下界守山千年，功德圆满后真身重返落伽山。峡谷中

留下了石黑熊，永远的守卫在哪里，后来，这个地方被人们发现，叹其神奇。现已开发成了旅游

景点，当人们到“水上石林”游玩时，就能看到石黑熊忠心耿耿守卫在入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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