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老君山：人间仙境

                                                 1 / 31



�������

老君山：人间仙境
　

老君山：人间仙境
　

老君庙，云海，佛光，寨沟，追梦谷，龙吟阁，日出，道教圣地，峰林

，幽谷，君山奇景，雪塑鸳鸯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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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老君山：禅修悟道 戏水追梦 .......................... 4

二、老君山门票详解 .................................. 6

三、老君山最棒体验 .................................. 7

1、老君山中灵索道 ................................... 7

2、云海升腾的壮美 ................................... 8

3、玻璃观景台 ...................................... 9

四、老君山主要景点 ................................. 11

1、龙吟阁听群瀑泉声 ................................ 11

2、避暑胜地太清观 .................................. 11

3、中鼎云涌 ...................................... 11

4、幽林追梦 ...................................... 12

5、玉兰吐香 ...................................... 12

6、峰林烟岚 ...................................... 12

7、幽谷蛙鸣 ...................................... 13

8、“十里画廊”追梦谷 ............................... 13

9、老子骑牛石雕  ................................... 14

10、消夏避暑　寨沟寻幽 .............................. 15

五、老君山美食推荐 ................................. 17

六、老君山购物推荐 ................................. 19

七、老君山住宿推荐 ................................. 20

                                                 2 / 31



�������

老君山：人间仙境
1、龙凤祥酒店 ..................................... 20

2、栾川宾馆 ...................................... 20

3、五龙大酒店 ..................................... 20

4、君山饭店 ...................................... 21

5、追梦谷度假山庄 .................................. 21

八、交通指南 ...................................... 23

1、飞机 .......................................... 23

2、火车 .......................................... 23

3、汽车 .......................................... 24

4、自驾 .......................................... 24

九、行程推荐 ...................................... 26

1、老君山经典一日 .................................. 26

2、君山避暑休闲游 .................................. 26

十、旅人提示 ...................................... 28

十一、悟道老子 ..................................... 29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 30

封底 ............................................. 31

                                                 3 / 31



�������

老君山：人间仙境
  

一、老君山：禅修悟道 戏水追梦

洛阳老君山景区是国家AAAAA级景区，1997年由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伏牛山世

界地质公园，国家地质公园。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城南3公里处，是秦岭余脉八百里伏牛山的

主峰，海拔2200米。原名景室山，后因西周朝“守藏室史”李耳到此归隐修炼，并被道教尊为太

上老君而被唐太宗易名为“老君山”，沿袭至今。老君山原貌保存良好，它记录着十九亿年来华

北古陆块南缘裂解、离散、增生、聚合、碰撞、造山等构造演化过程，被称为地质公园，具极高

科学研究价值。老君山山势险峻，历史悠久，且又有道教圣地之称，是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的最佳

去处。

老君山景区活动节目：

3月8日：“千名佳丽游君山”活动，当天女性免费游览

5月（农历四月初八）：老君山旅游文化节，老子祭拜大典，老子文化论坛

6月1日：“关爱儿童，关爱未来”活动，当天儿童免费乘坐中灵索道

8月（具体时间另定）：“激情啤酒节”，篝火晚会，啤酒免费畅饮

9月（具体时间另定）：“野果采摘节”，猕猴桃、板栗免费采摘

10月10日-11月10日（老年节农历九月初九）：“金秋红叶节”、老年节活动，内容为摄影大赛、

老年人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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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君山观光示意图

最佳游览时间：

洛阳四季分明，最好的旅游季节是秋天，那时秋高气爽，适宜登山游玩。不过去洛阳旅游最多的

时间是每年4月1日至5月10日的洛阳牡丹花会期间，这时洛阳城内牡丹盛放，可以欣赏无数牡丹争

芳斗艳的奇丽景象，吸引无数中外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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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君山门票详解

老君山门票价格：80元/人

老君山钟灵索道票价：

单上（上行）：60元/人/次

单下（下行）：45元/人/次

双程（双向）：100元/人/次

老君山门票优惠政策：

1、身高1.3米以下的儿童免票；

2、年龄70岁以上的老人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免票；

3、年龄60-69岁的老人或栾川本地居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享受门票半价优惠；

4、持《学生证》、《残疾证》的学生、残疾人可享受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5、持《人大代表证》、《政协委员》的游客免票；

6、持《寿星证》、《军残证》、《记者证》、《士兵证》、《军官证》或《专家疗养证》的游客

免票；

7、50人以上的社会团队可享受景区门票九折优惠；

8、中外所有李姓、张姓游客，凭有效身份证件2013年可免费游览景区。

景点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君山路

开放时间：8: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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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君山最棒体验

老君山山势险峻，历史悠久，且又有道教圣地之称，是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的最佳去处。

自然景观：

        石林是老君山自然景观之首。她瑰丽壮观、奇妙无比，被誉为”缩小了的仙景”

。其间仙人云集，惟妙惟肖，令人叹为观止。

人文看点：

        山顶太清观始建于北魏，历代重修，唐代尉迟敬德曾监工重修，明朝最为鼎盛，

铁椽、铁瓦、金碧辉煌，千百年来，一直是豫、陕、皖、鄂等地众香客朝拜的中原道教圣地。

历史遗迹：

北魏至今，老君山从山门七里坪入口处起，太清宫、十方院、灵官殿、淋醋殿、牧羊圈、救苦殿

、传经楼、观音殿、三清殿、老君庙等庙宇16处之多。历代毁毁修修现存6处，以顶峰老君庙最为

壮观，在中原众多庙宇中屈指可数。

   

1、老君山中灵索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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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灵索道（图片来源于老君山景区）

老君山中灵索道因上站至中天门，下站位于灵官殿东侧而得名“中灵”，从奥地利引进目前世界

上最先进，速度最快的多贝玛亚索道。索道单线全长2713.5米，高差875米，14个支架，35个吊箱

，每个吊箱可以同时乘坐8位游客，最大运行速度为6米/秒，每小时最大运量可达1200人，上山需

要8-10分钟。中灵索道票价100元上下山，如果不坐索道，上山4小时盘山公路，下山3小时盘山公

路。

进入景区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追梦谷，另一条是到老君山，这两条路最终能汇合到一起，但需

要毅力和时间。乘坐进口奥地利高速缆车至中天门，还能参观伏牛金顶、千年古刹——老君庙、

亮宝台、玉皇顶、南天门、马鬃岭、世界范围内面积最大的花岗岩枫林等景点。

   

2、云海升腾的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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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顶

老君山最高峰的两个山头紧挨着，一个求财庙，一个求官庙。老君山山顶较冷。云海，是老君山

的一大奇观，近在咫尺的云雾轻轻漫卷，清晰的山峰顿时成为如梦幻般的云海。高空缆车穿行在

云海里，身边到处是满眼的云雾，云海铺天盖地，弥漫不尽，巍峨峥嵘的山峦尽情挥洒着造化的

神奇。此时站在伏牛峰上犹如站在碧波万顷的汪洋大海之中，秀美的山峦顿时出现另外一份壮观

之美。

   

3、玻璃观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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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观景台

老君山玻璃观景台为河南省第一个悬空玻璃观景台。站在观景台上向西边看，可以看到海拔2052

米的中鼎山，山峰并排站立，气势非凡。伏牛三鼎，雄伟不失其秀丽，端庄逾显其婀娜。脚下柱

状石峰林立，有高有低，苍松叠翠，透过清晰的玻璃，让人体会到如履薄冰的险境与刺激，有极

高的观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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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君山主要景点

   

1、龙吟阁听群瀑泉声

龙吟阁是个观景亭，它坐落在老龙窝栈道之上。由于龙吟阁坐落位置独特，所以，在这儿听群瀑

泉声是游人的一大享受。清澈的溪流从珍珠滩缓缓走来，到了龙吟阁下，被山岩拘成湍流飞速直

泻，又跌入深潭，经过了一系列的缓急冲撞之后，留下了大小十几个瀑布。游人心底留天籁，吟

出非诗即是歌。

   

2、避暑胜地太清观

山顶太清观始建于北魏，历代重修，金碧辉煌。千百年来，一直是豫、陕、皖、鄂等地众香客朝

拜的中原道教圣地。老君山气势雄浑，历代文人骚客对老君山多所推崇，明代诗人谢榛曾慨叹老

君山之美“兼泰山之雄伟、华山之险峻、庐山之朦胧、黄山奇峰七十二，君山奇景知多少”如今

的老君山已成为理想的旅游、避暑胜地。

   

3、中鼎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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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云涌（图片来源于老君山景区）

云海，是老君山的一大奇观，而中鼎云海当为老君山云海之首。云海出现时，放眼望去，云遮千

里，雾锁万峰，犹如站在碧波万顷的汪洋大海之中。在上晴下阴的云海奇观出现时，“海到天涯

天为岸，山至极顶人为峰。

   

4、幽林追梦

油松林，一种曲经通幽之感。林下便是珍珠滩，鹅卵石在水光的映衬下，犹如珍珠散盘。清澈的

溪水在珍珠间浅吟低唱，与轻烟似的松韵一起荡涤，憧憬着人生的五彩之梦。

   

5、玉兰吐香

古玉兰在追梦谷的清凉桥和君山天瀑之间的旅游步道上，据专家鉴定，这棵白玉兰已有千年以上

的树龄。古树根植于悬崖之上，树围三人难以合抱。树干两米处，分为五枝，人称“五子登科”

，因而也叫“一树成林”。每到阳春季节，满树玉兰，一片花香。

   

6、峰林烟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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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君山圣境（图片来源于老君山景区）

在近千亩的范围内有大小石峰三千多座，形态各异，惟妙惟肖。在这些奇石奇峰中，最著名的就

是老君悟道峰，在天然石壁的夹缝中生长着百年苍松，青翠欲滴。

   

7、幽谷蛙鸣

老子李耳在此大彻大悟，一步登天跨上了伏牛之巅。悟道桥下河谷涧奇石好像都有生命，老子行

至此地，坐下歇息，刚眨蒙眼与众天神相会，声声蛙鸣此起彼伏，搅得人心烦，老子用手一指，

以静制动，点化为石。

   

8、“十里画廊”追梦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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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谷

追梦谷位于老君山西峰峡谷中，在伏牛山顶应该就可以直接接入追梦谷。如果遇到山中细雨朦朦

，而继续探寻追梦谷也是一件浪漫的事。追梦谷内水沛草丰，茂林修竹，原始森林遮天蔽日，真

可谓三步一潭，五步一瀑，移步换景。“十里画廊”的风景让人想到了山西的绵山，但追梦谷相

比绵山，几乎更少斧凿之痕，是老君山的著名景区。此刻山雨淅淅沥沥，景色朦胧，确有人间仙

境之感。

   

9、老子骑牛石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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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骑牛石雕

老子骑牛石雕是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老子的描述，在被汉武帝誉为“雕刻之乡”的河北曲

阳用青石雕刻而成。整个像高3.8米，长4.5米，重18吨，因为老子得道成仙了，所以他骑的青牛也

是神牛，是有灵性的，因此在这里流传着一句话：“摸摸青牛头，一辈子不发愁，摸摸青牛颈，

一辈子不生病，从头摸到尾一辈子无后悔。”另外大家可以绕着老子坐骑转圈，传说“正转三圈

升官，倒转三圈发财”。

   

10、消夏避暑 寨沟寻幽

寨沟风景区位于栾川县城东3公里处，景区内有水上乐园、樊梨花寨、象鼻山、情人谷等景点20余

处。区内山清水秀，景观美妙绝伦，更为独特的“七潭八瀑”落差680余米，泉水如缕如线，依次

跌落而下，一级一潭，堪称瀑中奇观。最奇异的“过风洞”，深幽莫测，身近洞口可听“轰呜”

风声，冬日风暖，夏日风凉，妙不可言。近万平方米的人工湖，青山绿水相映成辉，荡舟湖中，

心旷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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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共分四大区域，无不体现深谷狭峪的灵气神韵。山、水、洞兼而有之，高、险、峻、奇无所

不精，竹林、森林、乔灌木鳞栉次。满目景光，四季风情，是休闲度假、旅游观光、消夏避暑、

寻幽探险的良好去处。

                                               16 / 31



�������

老君山：人间仙境
  

五、老君山美食推荐

老君山景区有老君山大酒店宾馆餐厅。餐厅有雅间75个，大厅一个，可同时容纳300人就餐。栾川

豆腐是最负盛名的地方小吃，产于洛阳栾川县，栾川豆腐选料严格，豆腐质地细腻嫩滑，筋而松

软，味道鲜美，佐以青红辣椒，色香俱全，历来为人们所喜食。 

栾川豆腐

栾川豆腐

在河南说到吃豆腐，还是到栾川吃最好，而栾川豆腐中当属三川豆腐口感最优。栾川豆腐是最负

盛名的地方小吃，产于洛阳栾川县，选料严格，加工精细，配以当地自然酸浆点成，因而质地细

腻嫩滑，筋而松软，味道鲜美，佐以青红辣椒，色香俱全，历来为人们所喜食。

栾川肉丝面

说到栾川这边的特色美食，除了说到豆腐，就是栾川肉丝面了，看着很简单的家常食物，为什么

这么受人青睐，其实全都源自这面里面淳朴的家常味道，包菜切丝，红萝卜切丝，肉切丝，烧锅

放猪油炒制，猪油让这碗面吃起来格外香。

栾川糁子

来栾川玩儿的人要是没吃过这个，是会很遗憾的。这是栾川传统的饮食品种之一，因栾川玉米多

生长于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以生长期长、籽粒饱满而著称。玉米糁汤用文火熬成，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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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香味独特，评价甚高。栾川玉米糁汤又以三川镇的最为出名，三川海拨最高，玉米生长缓

慢，做出的玉米糁汤最为好。

橡子凉粉

栾川的特有美食，与我们常吃的绿豆凉粉和红薯凉粉区别就在于原料。橡子凉粉是用青冈栎的种

子做的淀粉而加工成的，与其它凉粉相比，别有一番风味。橡子凉粉较其他凉粉色泽较黑，但口

感绝对好。

合峪烩菜

主要成分包括粉条、胡萝卜、油炸豆腐、红烧肉，其独特之处是烩菜中烹制的红烧肉，据称添加

了豆腐乳等配料，吃起来松软可口，肥而不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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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老君山购物推荐

唐三彩

        唐代艺术精华所在，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唐三彩一般以马、骆驼、人物为

主要题材，造型圆润、色泽光亮、图案生动、线条流畅、古朴大方，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在国

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是极好的旅游纪念品。 

洛阳宫灯

        洛阳宫灯品种繁多，常见的有白帽方灯、红纱圆灯、六色龙头灯、走马灯、蝴蝶

灯、二龙戏珠灯、罗汉灯等，其中尤以红纱灯最为有名，其造型优美，宜书宜画，撑合自如，易

于保存，极具地方特色。

洛绣

        洛绣是洛阳传统的工艺品，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以纻麻布等纺织品为主要

原料，在有关药物的配合下，用特殊的技术织成。主要图案包括人物、花卉、飞禽、走兽、山水

、园林等，色彩鲜明、工艺精巧。 

猕猴桃

        猕猴桃属高级营养水果，我国有几十个猕猴桃品种，以洛阳豫酒山区盛产的“中

华猕猴桃”最佳。猕猴桃号称“果中之王”，含多种维生素及脂肪、蛋白质、解元酸和钙、磷、

铁、镁、果胶等，其中维生素C含量比苹果高20到80倍，比柑桔高5到10倍，维生素C可阻断致癌

性亚硫基化合物的合成。猕猴桃的根、茎、叶、花、果皆可入药，有滋补强身、清热利水、生津

利燥等功效。 

杜康酒

        杜康酒是洛阳的传统名酒，自古就是酒中名品。曹操的《短歌行》中曾有“何以

解忧，唯有杜康”之说，在此后的千百年间，“杜康”一直作为琼浆美液的代称。清澈透明、芳

香醇正。 

洛阳樱桃

        洛阳樱桃是洛阳的特产之一，以个大肉多、色泽红润而著称。樱桃树自秦汉以来

一直是皇宫御花园中常见的植物，花开时节景致极佳。在洛阳北邙樱桃沟中有众多的优异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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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老君山住宿推荐

老君山景区现有农家宾馆25家，老君山交通便利，景区配套设施完善，可以满足游客的吃、住、

行、游、购、娱各种要求。

   

1、龙凤祥酒店

龙凤祥酒店是按三星级配置的旅游渡假酒店，拥有资产总额918万元，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拥有

客房楼三层，中式套房、情侣套房、标准客房共50间套，餐饮面积600平方米，可供280人同时就

餐，大小会议室可同时接待30-80人的会议，购物中心、美容美发、棋牌室、洗衣房等服务齐全。

酒店环境优美，是您旅游渡假、商务会议、宴会接待的理想场所。

地址：河南省栾川县君山东路

电话：0379-66873866

   

2、栾川宾馆

栾川宾馆（县委招待所）系县委、政府专业接待服务机构、国家二星级饭店、栾川县旅游行业重

要保护单位。地处县城中心，与县委、政府相邻、是全县对外开放的“窗口”之一。栾川宾馆始

建于1958年4月，占地面积9208平方米，拥有北楼、西楼、宴宾楼，东方神韵商务会馆等，营业面

积达9188平方米。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兴华路0630号（靠近栾川汽车站）

酒店预订电话：400-833-6699

   

3、五龙大酒店

栾川县五龙大酒店是按照三星级涉外饭店建造的现代化大酒店。占地面积2077平方米，建筑面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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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平方米。位于县城繁华地段君山路中段，东距道教圣地老君山3公里，西距北国第一洞鸡冠洞4

公里，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酒店客房部拥有豪华套房、商务套房、标准间、单人间共80间

（套）。餐饮部设有16个各具特色的雅间和一个豪华中餐厅，可供300人同时就餐。酒店内部设有

洗浴中心、棋牌室、美容美发、多功能厅、商务中心等完备的服务设施，拥有大型停车场，为宾

客提供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服务。

地址：河南省栾川县君山路中段

电话：0379-66833988

   

4、君山饭店

君山饭店位于古老而美丽的耕莘古地——山城栾川，是一家集餐饮、住宿、商务会议、娱乐保健

为一体的四星级旅游涉外饭店。饭店院内晾亭喷泉、草坪嘉木、繁花修竹，园林风格浓郁。设备

设施一应俱全，装有中央空调、背景音乐系统、自动报警消防系统、24小时监控系统等，可为宾

客提供国际国内长途电话、传真文印、电子商务服务。饭店与国家级4A景区龙峪湾、白云山国家

森林公园以及道教圣地老君山、国家级4A景区鸡冠洞、北国水乡重渡沟等景区为邻，是您休闲、

旅游、商务、会议的理想下榻之地。    

地址：洛阳市栾川县君山东路3号

电话：400-699-4606

   

5、追梦谷度假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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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谷度假山庄

追梦谷度假山庄位于老君山景区，追梦谷景点入口处，是一家集餐饮、住宿、停车、休闲娱乐于

一体的三星级饭店。有标准客房40余间，一次可接待90余名客人。餐厅设有雅间及餐厅，可同时

容纳150余人就餐，是广大游客停车、住宿的理想选择。

预约电话：0379-6667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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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通指南

   

1、飞机

老君山景区所在的栾川县没有民航机场，要想乘飞机去老君山景区可以先去洛阳北郊机场或南阳

姜营机场，然后换乘其它交通方式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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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通航的有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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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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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至鸡冠洞：在洛阳锦远汽车站乘大巴前往，详见汽车部分。

南阳机场

南阳市区东南，距市区12公里。目前已开通有南阳至广州、北京、郑州、上海、深圳、杭州、成

都等7条航线。

机场到南阳市区：

1）公交：可乘28路公交或4路前往市区火车站（汽车站）。

2）机场大巴：到达北郊机场后，可以乘坐机场班车，每架航班着陆后发一班，车程20分钟，票价

为10元，终点机场南航大厦。下车后可乘5、30路公交车在火车下（汽车站）。

   

2、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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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君山景区所在的栾川县没有火车站，乘火车前往老君山可先前往洛阳站或南阳站，两地的客运

站均有前往栾川县的大巴，抵达栾川县后换乘公交车前往。

   

3、汽车

乘大巴前往老君山最方便的是在洛阳锦远汽车站乘车，此外，在南阳市也有直接发往栾川县的大

巴，抵达栾川汽车站后换乘公交前往老君山。

洛阳锦远汽车站

电话：0379-63195333

发车时间：04:30-19:30；25分/班

票价：快车38元，车程约3小时；慢车33.5元，车程约4小时

南阳汽车站

电话：0377-63131661

发车时间：07:20、08:50、15:45

票价：51元，车程约4个小时

   

4、自驾

洛阳方向：

S252→洛栾高速→S248→G311→S249→S328→栾川老君山，全程约160公里

郑州方向：

郑州绕城高速公路→郑少洛高速公路→二广高速公路→S323→洛栾高速→S248→G311→S249→S328

→栾川老君山，全程约280公里

平顶山方向：

郑尧高速公路→G311→S328→栾川老君山，全程约200公里

南阳方向：

S249→G311→S249→S328→栾川老君山，全程约210公里

西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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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连霍高速→洛阳西南绕城高速→伊川北站下→洛栾快速通道→栾川老君山，沿途经西安、三

门峡、洛阳等地市，全程大约600公里。

2、上连霍高速→灵宝站下→209国道→卢氏→栾川老君山，沿途经西安、灵宝、三门峡等地市，

全程大约450公里。

3、上沪陕高速→西峡站下→311国道→栾川庙子→栾川老君山，全程大约600公里。

武汉、襄阳方向：

1、上汉十高速→襄阳转二广高速→南阳转沪陕高速→内乡→西峡二郎坪→庙子→洛栾快速通道→

栾川老君山，沿途经武汉、襄阳、南阳等地市，全程大约600公里。

2、襄阳→邓州→内乡灌张→西峡二郎坪→庙子→洛栾快速通道→栾川老君山，沿途经襄阳、邓州

等地市，全程大约350公里。

十堰、荆门方向：

1、十堰沿209国道→淅川→西峡二郎坪→庙子→洛栾快速通道→栾川老君山，沿途经十堰、淅川

、西峡等地市，全程大约300公里。

2、荆门上二广高速→南阳转沪陕高速→内乡→西峡二郎坪→庙子→洛栾快速通道→栾川老君山，

沿途经荆门、南阳、内乡等地市，全程大约5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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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程推荐

   

1、老君山经典一日

线路设计：

        中灵索道—中天门—生财道—救苦殿—传经楼—观音殿—穿云栈道—石林景区—

玻璃观景台—老君山主峰马鬃岭—老君庙—乘索道或徒步下山—救苦殿—舍身崖景区—中灵索道

—老子铜像—老子文化苑。

行程安排：

        十里长峡、遮天蔽日，大小瀑布近百，碧水绿潭无数，更有转椅、秋千、荡桥增

加旅途游玩乐趣。依次观赏老龙窝、龙吟听泉、翠崖红叶、幽林追梦、野趣苑。后游览老君山的

老子文化苑，观古色古香道教庙宇和天下第一高度老子铜像（高48米、纯铜300多吨打造）。乘坐

老君山中灵索道到达中天门，登518级生财道或者林荫步道，依次观鹰嘴石、洞天福地、悬崖栈道

、高空玻璃观景台、峰林、舍身崖、救苦殿、锁链台阶后下山。

   

2、君山避暑休闲游

线路设计：

D1：（缆车）中天门—老君庙—亮宝台—玉皇顶—南天门—马鬃岭—老子文化苑—钟鼓楼

D2：追梦谷—老龙窝—独尊石—老君天瀑

行程安排：

D1：抵达道教文化圣地老君山，乘坐进口奥地利高速缆车至中天门，参观伏牛金顶、千年古刹—

—老君庙、亮宝台、玉皇顶、南天门、马鬃岭，世界范围内面积最大的花岗岩枫林等景点（游览

约3小时）。后游览老子文化苑，参观通高59米的老子铜像，游览平洋广场、老君山照壁、上善池

、钟鼓楼、老子生平故事墙等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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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早餐后游览追梦谷景区（约3小时），观老龙窝九曲碧水、独尊石，赏千年玉兰，逛休闲野

趣苑，看原始森林，仰望老君天瀑等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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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提示

1、旅游中注意安全。山道虽好，但不比平路，宜穿胶底鞋、布鞋，方便安全，不宜穿皮鞋；

2、游览切记：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大景不放过，小景不留连，拍照不用慌；

3、请自觉遵守景区规定，不到无标志的地方游览，除规定的吸烟点外，请勿在路上抽烟；

4、外出旅游保持愉快的心态，建议准备点休闲小食品、湿巾等；

5、请自备晕车药、创可贴等日常或习惯性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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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悟道老子

老子像（图片来源于老君山景区）

因了老子的修行与出没，老君山这片恢宏的山脉更加充满神奇与魅力，每一座峰峦似乎都显露着

其独有的灵性。老君山与秦岭、昆仑山、并称中国龙脊。 

善，是老子《道德经》伦理学说中的核心内容。它包括无私奉献、舍身取义、知足寡欲、淡薄名

利、节俭素朴、公平公正、诚实守信、谦虚卑下、礼让不争等道德理念。我们讴歌善，崇尚善，

善，成为中华民族最大最美的品质，也成为人类最具理想的普世理念。无论儒家、道家还是佛家

，一直就尊崇舍生取义，这大概也是人类文明最美的一面。

老子博览群书，通晓历史，熟悉礼制，关于纵观历史祸福成败，精研各种学问和思想，形成了常

人无法达到的深奥、玄妙的思想。老子超越了人类狭隘偏执的自大心，以最广阔最深邃最高远的

视野去审视人间的一切，以挫锐解纷、和光同尘的态度面对人生。

老子一生的智慧，却并没有著书立说，国运衰败，老子最终选定了出走，在出关时由关令尹喜阻

拦请求老子留下了宝贵的《道德经》。老子虽不像孔子一样由学生为其整理其思想成书，但老子

的智慧却光耀千秋，彪炳世界。大道行天下，问道老君山。厚重的道教文化积淀，丰富的自然资

源，他用那些近乎碎片式的语言诠释了这个世界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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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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