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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门山：美丽张家界的新传奇

天门山，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距市区仅8公里，海拔1518.6米，是张家界最高山，也是张家界的

文化圣地，被尊为“张家界之魂”，有“湘西第一神山”的美誉。是国家5A级景区，更有着中国

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中国最令人向往的地方、湖南新潇湘八景、中国自驾游百强景区、

中国网民最关注的十大景区等多项荣称。

天门山胜景(图片由网友 @庸人方自扰  提供)

天门山古称嵩梁山（又称云梦山、方壶山），以其山势高绝如梁山嵩岳而得名。在三国吴永安六

年（公元263年），嵩梁山忽然峭壁洞开，玄朗如门，形成迄今罕见的世界奇观——天门洞。吴帝

孙休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于是将嵩梁山改名天门山。山下置天门郡，也就是今天的张家界市。

天门山独特的喀斯特台型地貌举世罕见，为四周绝壁的台形孤山，几公里之内高差达到 1300多米

，从而造就了孤峰高耸、临空独尊的雄伟气势。山顶部分相对平坦，面积达2平方公里，山顶森林

覆盖率达90%，奇石异木繁多，拥有世界罕见的高山珙桐群落，一年四季野趣盎然，宛若绝美的

空中花园。1992年7月，天门山被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张家界的第二个国家森林公园。

天门山的文化底蕴深厚博大，尤其以佛道文化和神秘的民间传说闻名遐迩。三皇之一的神农、雨

师赤松子、纵横家鼻祖鬼谷子均在此山留下了可供后人追访的遗迹。而“天门洞开、鬼谷显影、

独角瑞兽”等六个千百年来的难解之谜，更是为天门山渲染着扑朔迷离、神秘出尘的气氛。

天门山的旅游交通也具有着鲜明的特色。天门山索道虹索龙翔，蜿蜒99弯的通天大道扶摇盘旋，

悬崖绝壁上的鬼谷栈道更是刺激震撼。

奇山、奇洞、奇景，这就是天门山，美丽张家界的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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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景区门票

(图片由网友 @焚心取暖  提供)

景区门票：包含进山门票、大索道往返及景区内环保车费用的套票，具体为：

旺季258元/人（每年3月1日至11月30日）      优惠票价183元/人

淡季225元/人（每年12月1日至次年2月28日）  优惠票价150元/人

备注：

山顶森林观光缆车费用不包含在门票套票中，双程39元/人，单程23元/人。

优惠票：

①对身高不足1.2米的儿童实行免票。

②对身高1.2~1.5米的未成年人，身高1.5米以上24周岁以下的全日制学生（凭身份证和学生证），6

0~70岁的老年人（凭身份证），持有民政部门颁发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的人员

，均凭有效证件可享受优惠票价。

③对持军官证和士兵证的现役军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凭有效证件可享受优惠票价。

④对70周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及烈士家属凭有效证件执行100元/人次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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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景区门票有效期为一天，仅限购票者本人当日使用

   

2、最佳旅游时间

一年四季的天门山(图片由网友 @0点旳暧昧  提供)

天门山景区地处中纬度，属亚热带山原型季风湿润气候，山上气温常年比市区低6至8℃左右。天

门山一年只有春、秋、冬季，每年自5月上旬至10月中旬，天门山景区可维持长达5个月之久的春

秋旅游佳季。每年从12月上旬到次年3月下旬，天门山便进入冰雪季节，积雪日年平均100天左右

。冰雪季节，景区内雾凇冰棱比比皆是，形成难得一见的南方冰雪奇观，成为深受游人喜爱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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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独特的南方踏雪游线。受季风影响，天门山山麓四季分明，冬长夏短，清寒微暖，适合四季游

憩，全年舒适游览天数约260天。

   

3、景区游览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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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游览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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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门山最棒旅游体验

   

1、乘天门山索道—体验虹索龙翔的超凡刺激

天门山索道(图片由网友 @天空浮夸  提供)

天门山索道全长7455米，是世界最长的高山客运索道。整条索道以张家界市中心的城市花园为起

点，直达天门山顶的原始空中花园，犹如一道彩虹飞渡人间天上，又似一条巨龙腾翔素云苍穹，

依山籍壁，恢宏壮观。索道沿途经过现代城市风光，秀美田园风光以及雄奇高山风光，堪称世界

第一空中移动观景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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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挑战东方“天空之路”—天门山玻璃栈道

玻璃栈道(图片由网友 @天空浮夸  提供)

天门山玻璃栈道悬于山顶西线，长60米，最高处海拔1430米，全线为透明玻璃制成。这条看着就

让人腿软的玻璃栈道给人带来的刺激震撼可与举世闻名的美国大峡谷玻璃走廊“天空之路”媲美

。晴天时，蓝天和白云的倒影铺满了整条栈道，让人在对脚下的透明战战兢兢之余，更乐享于踏

云而行的快感；云雾天气，玻璃栈道则在雾中若隐若现，天上人间的美景更是让人惊叹不已。为

了让游客零瑕疵的透过玻璃桥看到美丽的风景，上桥的游客均要求戴上鞋套，以保持玻璃桥的透

明和干净。如果你够胆，一定要挑战天门山顶的东方“天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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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乘山顶森林观光缆车—让双脚踏树巅而行

山顶森林观光缆车(图片由网友 @孤独的根号三  提供)

山顶森林观光缆车从天门山主峰云梦仙顶至天门山寺前樱桃湾广场，总长度800米，单程运行时间

约10分钟，为无遮盖的双人吊椅式，是天门山山顶的一条绝佳空中观景长廊。乘坐缆车缓缓飘行

在林海之上，绝美的原始空中花园风景尽收眼底，白云袅袅，满目碧翠，时有飞鸟在脚下掠过，

时有树梢花朵似探手可及。神仙般的潇洒飘逸和无比的心旷神怡让人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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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踏云鬼谷栈道—享天上人间绝世美景

(图片由网友 @0点旳暧昧  提供)

鬼谷栈道全长1600米，平均海拔为1400米，栈道全线都立于万丈悬崖的中间，给人以与悬崖共起

伏同屈伸的感觉。站在栈道之上，脚下是成群的飞鸟，眼前是辽阔的山野，天地任我行的豪情和

源自心底的战栗相互交织，融汇出一种终生难忘的悬崖终极体验。因鬼谷栈道悬于峭壁之中，栈

道沿线常出现云海、云瀑等奇观，举目而望，云蒸霞蔚，恍若人间仙境。

   

5、登天门洞—世界最高海拔天然穿山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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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洞(图片由网友 @天空浮夸  提供)

       天门山古称嵩梁山，三国吴永安六年(公元263年)，山体忽然峭壁洞开，玄朗如门，

形成迄今罕见的世界奇观——天门洞。吴帝孙休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易嵩梁山为天门山。

天门洞高131.5米，宽57米，深60米，海拔1300余米，是世界最高海拔的天然穿山溶洞。终年吐云

纳雾，震世撼俗。天门霞光、天门吐雾等奇观更是给天门洞增加了神秘出尘的气氛，元朝著名诗

人张兑曾写诗赞叹“天门洞开云气通，江东峨眉皆下风”。古往今来，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

百姓都把天门洞作为祈福许愿的灵地。天门洞内一年四季总是雨珠满空飘洒，这就是传说中的“

梅花雨”。这雨点清凉甘甜，是吉祥的象征，相传谁要是用口接到四十八滴梅花雨，就能变成神

仙。

   

6、白天登天门，晚上看狐仙－《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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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实景音乐剧 (图片由网友 @焚心取暖  提供)

       山水盛宴，纯美大戏，人狐奇恋，天地动容。中国山水实景演出创始人梅帅元，世

界音乐大师谭盾强强联手，打造全球首台大型高山峡谷山水实景音乐剧《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

》。故事取材于湖南民间故事《刘海砍樵》：狐王选妃，选中修炼千年的白狐仙，向往人间的生

活，爱上贫穷快乐的樵夫刘海，两人在张家界天门山不期而遇，一段感天动地的人狐之恋就此开

始。

该剧汲取世界丰富的音乐文化元素和表现形式，辅之现代高科技的舞台特效技术，是对世界音乐

歌舞剧的一次成功创新，成为中国山水实景演出划时代的巨献。该剧自演出以来获得多方好评，

被谭盾称为“21世纪的梁祝”，被中外游人誉为“中国山水百老汇”。更获得了“国际首批文化

旅游重点项目，湖南省旅游文化名片以及首届中国文化旅游贡献奖唯一金奖”等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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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门山精华景点介绍

   

1、天门山索道—世界最长高山客运索道

天门山索道全长7455米，水平高差1279米，是世界最长的高山客运索道。索道修建耗时2年，耗资

2.5亿人民币，其中一段有着高达38°的爬坡角设计在国内乃至世界都极为罕见。

   

2、天门洞—世界海拔最高天然穿山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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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天门(图片由网友 @天空浮夸  提供)

天门洞南北对开于千寻素壁之上，扶摇而通天，气象变化万千，似明镜似天门镶嵌于蔚蔚天幕之

上，终年吞白云吐紫雾，渲染着神秘莫测的气氛而更显出尘脱俗。1999年，世界特技飞行大师驾

机穿越天门洞，实现了人类首次驾机穿越自然山洞的壮举，全球8亿多观众共同见证了这一激动人

心的时刻，天门洞瞬间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此后，俄罗斯战机，法国蜘蛛人阿兰�罗伯特都

在天门洞创下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传奇。特别是2011年9月24日，美国翼装侠杰布�科里斯穿针引线

般的成功穿越天门洞，更是举世轰动，天门洞由此成为了一个奇迹的诞生地。

   

3、999级上天梯—悬梯浮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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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级上天梯(图片由网友 @晚安前想念  提供)

999级上天梯不但是通达天门的途径，更是许愿祈福的灵地。上天梯共有五缓四陡，扣合九九之意

，揭示了人生之路的起伏跌宕、历经坎坷之后方可成器的道理。上天梯左右两侧共有五个平台，

这五个平台分别被称作“有余”、“琴瑟”、“长生”、“青云”和“如意”，分别代表着财、

喜、寿、禄、福。

每当雨前雨后水汽充沛时，天门洞风云激荡，蒸腾的雾气就象一条白色的巨龙在洞里洞外盘旋翻

飞，会形成独特的奇观“天门吐雾”。此时999级上天梯整个儿都笼罩在云雾缭绕中，仙气十足，

故此上天梯又得名“悬梯浮岚”，是“天门十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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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山：张家界之魂
4、通天大道—天下第一公路奇观

曲道通天(图片由网友 @庸人方自扰  提供)

通天大道，蜿蜒迂回，扶摇直上，因通往有着通天门户之称的天门洞而得名。大道全长11公里，

两侧绝壁千仞，空谷幽深，180°急弯此消彼长，更有着“天路”的美称。通天大道修建八年，是

人类建筑史的一个奇迹。曾有国际友人赞叹：这是一个与长城一样伟大的奇迹，这是一条只有中

国人才能完成的路。2008年，著名影星孙红雷和香港著名特技大师罗礼贤曾驾车挑战通天大道，

由此引发了自驾热潮，通天大道成为了众多自驾车友想要挑战的终极“天路”。2009年，通天大

道被国内首个3D赛车游戏《疯狂飙车》列为终极魔鬼赛车路段，更被广大媒体和网友共同投票评

选为“中国极限道路之王”，凸显了通天大道非同一般的“赛道”魅力。

   

5、天门山寺—全世界安奉有佛祖舍利的五座寺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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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山寺(图片由网友 @天空浮夸  提供)

天门山寺始建于明朝，历经儒、道、佛三教的融会变通，建寺以来就香火鼎盛， 信士遍及辰、永

、澧、常，是湘西地区的佛教中心，天门山也由此得名“湘西第一神山”。复建后的天门山寺占

地两万余平方米，是目前湖南省境内海拔最高的佛教建筑群。寺庙坐落山窝，视野开阔，极目东

南，庄严端丽，尽显天界佛国雄姿。寺内供奉有佛祖释迦牟尼及其两大弟子目犍连和舍利佛的真

身舍利，天门山寺是全世界安奉有佛祖舍利的五座寺庙之一。

   

6、山顶森林观光缆车—树尖惊飞鸟，踏云欲成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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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观光缆车(图片由网友 @孤独的根号三  提供)

山顶森林观光缆车从天门山主峰云梦仙顶至天门山寺前樱桃湾广场，总长度800米，单程运行时间

约10分钟，为无遮盖的双人吊椅式，是天门山山顶的一条绝佳空中观景长廊。乘坐缆车缓缓飘行

在林海之上，绝美的原始空中花园风景尽收眼底，白云袅袅，满目碧翠，时有飞鸟在脚下掠过，

时有树梢花朵似探手可及。神仙般的潇洒飘逸和无比的心旷神怡让人流连忘返。

   

7、鬼谷洞——玄壁隐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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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洞(图片由网友 @画子入戏  提供)

在天门山顶西线峭壁上，有一个方形洞口，即为天门山十六洞里最为著名的鬼谷洞。这个洞上距

山顶百米，下临深渊万丈，地势险峻，因鬼谷先师曾经在此隐居修炼而得名。在“天门十景”里

，鬼谷洞以“玄壁隐仙”著称。 

据清朝道光时的《永定县志》记载，鬼谷洞内为幽深的石室，下有清泉流淌，鬼谷子曾经居此修

习《易经》，石壁上还保存着甲子篆文。自1991年起，天门山勇士先后7次从悬崖上方垂绳索下绝

壁，与鬼谷洞进行了“亲密接触”。在这几次探洞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种种难以解释的神奇现

象。特别是第四次，探洞勇士在偶然间用相机拍下了洞内石壁上一个酷似古代老人的头像，面容

清癯，头挽高鬓，下巴微翘，五官清晰，与世间广为流传的鬼谷子头像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后探

洞，有人特意在此处拍摄照片，冲洗出来却是一片空白。这唯一一次“鬼谷显影”是神奇的自然

现象还是无法解释的巧合，成为了天门山千古六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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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鬼谷栈道—将尖叫进行到底

鬼谷栈道(图片由网友 @画子入戏  提供)

鬼谷栈道，位于觅仙奇境景区，因悬于鬼谷洞上侧的峭壁沿线而得名。栈道全长1600米，平均海

拔为1400米，整条栈道既不在悬崖之巅，也不在悬崖之侧，而是全线都立于万丈悬崖的中间，给

人以与悬崖共起伏同屈伸的感觉。站在栈道之上，脚下是成群的飞鸟，眼前是辽阔的山野，天地

任我行的豪情和源自心底的战栗相互交织，融汇出一种终生难忘的悬崖终极体验。据施工人员介

绍，此条栈道是他们所修栈道中施工最难，最险峻的一条。并且，距栈道终点不远处还有一个凌

空伸出的长约5米的玻璃站台和悬于万丈深渊之上的峡谷吊桥，全面挑战每个人的“敢”觉！这里

，没有钢筋水泥的阻碍，只有赤裸裸的透明迎接着每个人的尖叫！

   

9、求儿洞—求子得子，求福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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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儿洞(图片由网友 @孤独的根号三  提供)

天门山十六洞之一，洞口直径约4米，洞底深不可测。《永定县乡土志》上对其有所记载，民间传

说送子观音在此显圣。据说，经过虔诚拜祭之后，往洞中投掷石子，响一声为儿子，两声为女儿

，三声则为双胞胎，有兴趣的新婚夫妇们在此可以掷石一求，求子求福。

   

10、玻璃栈道—挑战胆量极限的东方“天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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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山玻璃栈道 (图片由网友 @晚安前想念  提供)

天门山玻璃栈道悬于山顶西线，长60米，宽1.6米，最高处海拔1430米。是天门山景区继悬于峭壁

之上的鬼谷栈道、凭空伸出的玻璃眺望台、横跨峡谷的木质吊桥后打造的又一试胆力作。如果你

够胆，一定要挑战天门山顶的东方“天空之路”。

   

11、木石之恋—树石神话造就真爱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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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石之恋(图片由网友 @孤独的根号三  提供)

天门山上有一大奇观，是树木跟石头相依相存，树依石而生，石抱树而立，就像一对对相濡以沫

的恋人，由此得名木石之恋，是天门十景之一。木石之恋象征着坚贞不屈的爱情。传说，有情人

只要在此互相道出爱情誓言，定能白头到老，幸福一生。

   

12、南、北俯视天门—在天门洞顶看别样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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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画子入戏  提供)

天门山山顶有两处观看天门洞的最佳角度，一处叫南俯视天门，一处为北俯视天门，在这两个地

方，巨大的天门洞尽收眼底。南、北俯视天门处各刻有一楹联，南俯视天门为上联，“门通南天

，奇峰俯瞰峰十六”。 北俯视天门则为下联“洞擎北斗，神树秀挺界三千”。

   

13、玉壶峰—一览众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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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壶峰 (图片由网友 @庸人方自扰  提供)

玉壶峰是天门山十六峰之一，因为它远观犹如一个装酒用的玉壶而得名。相传，这只玉壶是神话

中的仙女麻姑给西王母献酒祝寿之后遗留在这里的，天门山的另一个名字方壶山，也是因其而得

名。玉壶峰也是天门山的最佳观景点之一，其东、西、南面都是绝壁，奇险异常。放眼远眺，北

边有朝天山，西面是天门山的巍峨绝壁，东南方有四十八座马头山，相传是秦始赶山填海时座下

的四十八匹天马化身而成。

   

14、云梦仙顶—张家界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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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梦仙顶(图片由网友 @0点旳暧昧  提供)

云梦仙顶海拔1518.6米，是天门山最高峰，也是张家界的最高地理坐标。天门山原名云梦山，自

古以来就传说是界于仙凡两界的神山，天门山的最高点自然就成为了离仙界最近的地方，所以称

之为云梦仙顶。云梦仙顶是一座天然的暸望台，在此，奇峰秀岭层层叠峦。环看四周，天门山十

六峰造型各异，天门山寺雄伟壮观。整个暸望台采用的是明清式建筑风格，与天门山寺的建筑风

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15、珙桐湾—在1500米高山赏展翅欲飞“鸽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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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子花 (图片由网友 @焚心取暖  提供)

珙桐是中国的特产，同时也是世界上极其珍贵的树种，被誉为植物中的大熊猫。它的花最有特色

，是由多数雄花和一朵两性花合成的头状花序，看上去酷似一只雪白的展翅欲飞的鸽子，所以又

名“鸽子花”。天门山珙桐湾有珙桐100多株，在海拔1500余米的高山顶上形成如此大的珙桐群落

实属世界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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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门山交通

天门山景区距离张家界市区仅8公里，登天门山不需爬山，天门山索道直达山顶。天门山索道下站

位于市区官黎坪，距荷花机场4公里，距火车站、汽车站1.5公里，距常张高速公路入口8公里，市

区4路、5路、10路等多路公交车可直接抵达。通体透明的玻璃建筑加上两扇蓝色羽翼的造型，整

个索道下站就如一只展翅欲飞的鸽子，是喧哗闹市中一道别致的风景线。景区周围另有张罗、张

清、张桑等公路通往省内各个方向。进城公路和市内主要道路均安装了景区交通指引标示，宽畅

的道路和清晰的指引路牌使得游客抵达天门山特别方便顺畅。

火车：

从火车站步行至天门山索道站的时间为10分钟左右，也可搭乘5路公交车（时间为5分钟，票价1元

）抵达。

飞机：从飞机场可搭乘4路公交车（时间5-10分钟，票价1元）抵达天门山索道站。

自驾车：从高速公路出口按指示牌进入市区，时间15-20分钟即到天门山索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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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门山住宿

天门山索道站位于张家界市区，游人可选择市区内任一酒店或客栈。距天门山索道下站较近的星

级酒店有大成山水国际大酒店、纬地酒店、鸽子花大酒店。同时索道下站周围也有各种家庭式旅

馆及客栈，大家可以根据喜好自行选择。

   

1、大成山水国际大酒店

地址：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大庸西路

电话：0744-8889999

网址：http://www.zjjdc.com/

价格：单人和双人间568元

旅人点评：离机场非常近，号称全国最大的饭店，房间宽敞舒适，设施可称作是豪华，整体物有

所值。酒店还有条美食街，又便宜又好吃，有湘菜有粤菜，吃不惯辣的可以喝粥吃点心，至于湘

菜则名不虚传，随便一家饭馆都做得有滋有味。

   

2、纬地酒店

地址：张家界市永定区大庸中路9号

电话：0744-8868888

网址：http://www.zjjvide.com/

价格：标单和双328元

旅人点评：交通方便，离火车站10分钟路程，且对面就是天门山。卫生情况不错，房间也很舒服

，设施齐全，有吹风机，衣柜，免费上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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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庸人方自扰  提供)

   

3、鸽子花大酒店

地址：张家界市迎宾南路1号（新火车站广场对面）

电话：0744-8358888

网址：http://www.zjjgzh.com/

价格：单人和双人间468元

旅人点评：地理位置坐电车过道比较近，去爬山比较方便，走路二分钟就能到。出行交通还行，

只是周边吃饭、购物、休闲少一些。提供不错的早餐。另外房间设施不错，隔音效果也挺好，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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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人静的时候也没什么噪音。

   

4、家庭旅馆

张家界QQ客栈 

(图片由网友 @晚安前想念  提供)

地址：张家界市火车站及中心汽车站旁

电话：0744-8228907、13974456987

价格：标准间98元，大床间108元，三人间148元

旅人点评：房间干净整洁，24小时热水，达到星级旅店的标准。店家提供免费寄存服务交通方便

。离火车站及新中心汽车站很近，但也因此有点吵，可要求安排安静点的房间。

张家界中联宾馆

地址：张家界市永定区大庸中路20号（天门山索道公司旁）

价格：单人间50元，大床房69元，标准双人间79元，标准三人间99元

旅人点评：距离天门山索道下站步行仅3分钟，提供接站服务，有宽带可上网，热水空调。整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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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个不错的家庭旅馆。

张家界天门山客栈

地址：张家界市大庸中路天门山索道斜对面

电话：0744-8203998、8228513、18974497097

价格：大床房138元，豪华双人间138元，三人间168元

旅人点评：员工非常热情，客栈特别干净，有家的感觉，晚上睡觉也特别安静。地理位置不错，

门口打车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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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门山美食

1、餐厅：

天门山景区内有三大餐厅，分别为山顶樱桃湾餐厅，天门山寺素斋楼以及天门洞特色餐饮区。樱

桃湾餐厅主要提供炒菜、套餐；素斋楼提供特色素斋；天门洞处则有土家凉面、黄金烙饼、新鲜

水果、韩式寿司等各式花样小吃。天门洞处还有天门山的土特产及工艺品特卖场“天门工坊”，

让您把天门山的独特带回家！

2、山珍:

在天门山风景区内，可谓是“遍地是野果，月月有山珍”。正月有“酒冰凉果”，二月吃“棒奶

果”，三月吃草莓(当地俗称“泡”)，四月吃琵琶，五月吃樱桃，六月吃山桃，七月吃野梨，八

月吃阳桃(野生猕猴桃)，九月吃板栗和野荔枝，十月吃腊八瓜，冬月吃丁香柿子，腊月吃救兵粮

果(俗称“木瓜子”)等。 

野生猕猴桃

3、茶:“

高山出好水，云雾育佳茶”。天门山海拔1518.6米，一年至少有260天山上都是云雾缭绕，日照时

间长，昼夜温差大。在此条件下，生长出了清香馥郁、味醇回甘、汤色绿明、叶底均匀的高山云

雾茶—天门山毛峰，天门山银毫等精品茶叶，喜欢品茶的朋友一定别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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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吃：

土家人喜食酸辣，在天门山山下也有很多卖酸辣小吃的的小摊。摊上几个大瓶瓶罐罐，里面装的

有红红的萝卜(分为甜和酸两种)、嫩白的山笋、薄薄的海带、清亮的海蛰丝、脆脆的莴笋条等等,

价位3元~5元/斤不等。想体验地方特色小吃的你一定要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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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门山土家特产

   

1、葛根粉

与蕨粉(野生)，岩耳一起统称张家界的三宝，是由一种生长在大山深处的植物葛的根部研磨而成

，呈粉末状。吃的时候先兑少许冷开水，再在锅中兑水煮沸、搅拌、配白糖，顿呈晶莹糊壮，尝

之丝滑入喉。因为葛难寻，葛根粉便成为了土家人平日用来招待贵客的小吃，它不仅味独特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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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褪火清肠的功效，是纯绿色食品的典型代表。

   

2、山苍子

当地人称“辣姜子”和“山胡椒”，是诸多食品的佐料。山苍子可以食鲜子，也可以炸油。当地

人喜欢在吃水饺、米粉或面条时滴上一两滴，便又香又带微辣。吃鲜鱼、鳝鱼、泥鳅类有腥味的

食物时，滴上几滴便有一种特有的芳香。不过山苍子特殊的味道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就算喜欢也

切记滴的时候别太多，因为纯正的山苍子油浓度非常大，味也非常浓，一般是米粉1~2滴足够，

火锅5~6滴足够。

   

3、团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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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馓俗称“糯米馓子”，是苗族、土家族、白族和汉族都爱吃的一种土特产。是将地道的土家糯

米蒸熟，倒入一种由特制的木板做底，围篾做圆圈的模子内，将熟糯米压平并用一种农家栽种的

紫果水或食色素在上面画“喜”字等吉祥图案，等冷却后取出来，晒干、储藏。逢年过节时送亲

友或是招待贵客，吃时用食物油炸酥，膨胀后比原来的面积大2~3倍，味道香脆可口。

   

4、其它

还有其他的一些特产小吃，是大家在当地品尝的珍品，给亲朋好友送礼的佳品：

野菜类(一般为干菜):野蕨菜、银笋丝、山竹笋、香椿、龙筋菜等

鱼类:土家腊鱼、火炕鱼、土家柴火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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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味类(一般为腊制品):野猪、野兔、土家腊羊肉、天门牛肉、飞狸猫、竹根猪等

小吃类:葛根条、猕猴桃片、土家炒米、芝麻棒糖等

糕点类:葛根糕、蕨根糕、莲子糕、百合糕、湘连糕、板栗糕、桂花糕等

茶叶类:杜仲茶、莓茶、天门云雾茶、苦丁茶、苦瓜露等

酒类:

天门山湘西酒、毕兹卡圣酒、纯米酒、张家界包谷烧、葛根王酒、灯笼果酒、鬼谷酒、土家醇、

湘莲子酒等

旅人提示：

这些特色产品在张家界各街各巷的土特产卖场及各大超市土特产专柜均有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

的爱好爽购一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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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天门山行程线路

天门山分碧野瑶台、觅仙奇境、天界佛国、天门洞开四大景区。其中，碧野瑶台、觅仙奇境、天

界佛国三大景区均位于天门山山顶，乘坐天门山索道可抵达；天门洞开景区位于山体中部，需乘

坐环保车抵达。

贯穿山顶三大景区的有东、西、中三条游线。其中东线长3.7公里，全线贯穿碧野瑶台景区，沿途

以原始森林风光为主，一路郁郁葱葱，鸟语花香，清新的空气让人神清气爽。东线代表性景点有

珙桐湾、玉壶峰、醉云亭、木石之恋等。西线全长2.7公里，全线贯穿觅仙奇境景区，沿途可观览

奇绝高山风光，还可以感受鬼谷子玄壁隐仙、野拂藏宝、赤松子炼丹等众多千古传说的神奇。西

线代表性景点有玻璃栈道、凌霄台、鬼谷栈道、捭阖等。中线全长0.85公里，由索道上站直达天

界佛国景区，主要功能为交通线，方便游客快捷往返于樱桃湾和索道上站之间，沿途景点相对较

少，主要景点有云梦仙顶、野拂藏宝、神仙坐等。

东、西、中线的起点均在索道上站周围，三条游线的终点交汇处名为樱桃湾，抵达樱桃湾后，可

参观天界佛国景区代表性景点天门山寺。

游完山顶三大景区后，需返回索道上站乘天门山索道至索道中站，再乘坐环保车至天门洞开景区

，沿途可观览99弯通天大道的奇绝风景。

特别提示：

从樱桃湾返回索道上站，大家可选择从东、西、中线步行返回，也可以乘坐山顶森林观光缆车（

观光缆车费用不包含在大门票中）至云梦仙顶，沿途感受“树尖惊飞鸟，踏云欲成仙”的快感。

到云梦仙顶后再步行至索道上站。

   

1、东线推荐游程

天门山索道上站→吊索神峪→天门翻水→北俯视天门→灵泉→玉壶峰→醉云亭→扣云关→仙源→

南俯视天门→木石之恋→樱桃湾→天门山寺

   

2、西线推荐游程

天门山索道上站→凌霄台→玻璃栈道→倚虹关→鬼谷栈道→野拂藏宝→鬼谷栈道→峡谷吊桥→观

鬼谷洞→求儿洞→樱桃湾→天门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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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线推荐游程

天门山索道上站→云梦仙顶→野拂藏宝→神仙坐→天门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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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门山周边景点

距天门山景区车程在15分钟以内的景点有土家风情园、军声画院、老院子等；车程在60分钟以内

的景点有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宝峰湖、黄龙洞等；车程在90分钟以内的景点有张家界大峡谷、

江垭温泉等。很多朋友会选择游完张家界后去凤凰，特别提示，张家界距凤凰乘车约4小时，张家

界汽车站每日都有往返两地的班车。也可选择乘火车至吉首，再从吉首乘汽车至凤凰。张家界至

凤凰沿途还有芙蓉镇、猛洞河等景区。

   

1、土家风情园

土家风情园(图片由网友 @庸人方自扰  提供)

土家风情园是一座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融合，集旅游观光、集文艺表演、住宿、餐饮、娱乐、

购物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旅游服务企业。主要项目有土司城和毕兹卡圣火堂。土家风情园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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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土家建筑群落、民风民俗展示、文艺演出、客房、餐饮等功能区构成。

门票：98元

地址：湖南张家界武陵源区

开放时间：旺季 7：00-18：00；淡季7：30-17：00

   

2、军声画院

军声画院(图片由网友 @孤独的根号三  提供)

被外界称为“砂石画艺术宫殿”，是展示新型绘画种类——砂石画的专题展馆。画家李军声凭籍

扎实的美术功底，对绘画艺术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回归性探索，以砂石、植物等自然材料为绘画创

作原材料，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绘画种类——砂石画。砂石画具有中国画的神韵，水彩画的清新，

油画的凝重，工艺画的精巧，又有半浮雕的立体感，因其取材于自然而享有“绿色画种”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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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画种”的美誉。馆内主要展示了砂石画的创作流程和其创始人李军声先生几十年来潜心研究与

探索的砂石画艺术珍品，展览馆融合了画家的思想智慧和民族情感，与其自然、纯朴的“砂石画

”合二为一。

门票：免费

地址：湖南省张家界市子午路2号

电话：0744-8301239

官方网站：http://www.junshenghuayuan.com/

公交：乘10路到人民银行下车步行50米

   

3、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图片由网友 @0点旳暧昧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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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集神奇、钟秀、雄浑、原始、清新于一体。

它以岩称奇。园内连绵重叠着数以千计的石峰，奇峰陡峭嵯峨，千姿百态，或孤峰独秀，或群峰

相依。其造型完美，形神兼备。它以水显幽。石缝间的山泉，幽谷里的潜流，悬崖处的飞瀑，与

红岩绿树相映竞辉，珠联溢彩。它以林见秀。园内古稀珍木，苍劲繁茂；奇花异卉，生机盎然。

烟雨雾中的森林公园是那么神奇飘逸，景象万千。每当雨过初霁，但见云翻雾涌，峰峦隐现；骄

阳丽日下，天高云淡，远山空蒙如黛，近处山林一尘不染，宛若一幅新成的丹青水墨画。冥冥中

有如指纱玉女跚跚乍现，亦真亦幻，使人顿生“山色无定资，如烟复如虹”之感。

门票：248元

地址：湖南张家界市市辖区

电话：0744-5718114

开放时间：7：00-18：00

官方网站：http://www.zjjpark.com/

公交：先到武陵源，后换乘到张家界的中巴车

   

4、宝峰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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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峰湖(图片由网友 @晚安前想念  提供)

宝峰湖是自然与人共同创作的风景艺术绝作。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地村民筑坝发电，无意间造就

了一个风景秀丽的湖泊，因湖背依宝峰山，故此得名。湖犹如一面宝镜，四面青山，一泓碧水，

荡桨温游，格外惬意。坐在船上，环顾四周，千山耸翠，俯视水中，倒影慢移，碧水照相馆得群

峰绿，人面桃花水映红。真是静极了，美极了！在湖中漫游，还可以见到湖心岛上的一些佳景，

如“玉瓶开花”、“十女梳妆”、“金鱼戏水”、“青娃闹春”等等，也各有特色。

通票：76元/人

地址：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风景名胜区

电话：0744-5629888

开放时间：7：00—18：00旺季 7：30—17：00淡季

官方网站：http://www.baofenghu.com/

公交：乘中巴至武陵源区，后乘出租车

   

5、黄龙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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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洞(图片由网友 @焚心取暖  提供)

张家界黄龙洞是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中著名的溶洞景点，因享有“世界溶洞奇观”“世界溶洞

全 能冠军”“中国最美旅游溶洞”等顶级荣誉而名震憾全球。现已探明洞底总面积10万平方米；

洞体共分四层，洞中有洞、洞中有山、山中有洞、洞中有河。经中外地质专家考察，游银河认为

：黄龙洞规模之大、内容之全、景色之美，包含了溶洞学的所有内容。黄龙洞以其庞大的立体结

构洞穴空间、丰富的溶洞景观、水陆兼备的游览观光线路独步天下。

门票：80元

地址：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风景名胜区黄龙洞景区

电话：01744-2188777 5612132

开放时间：8：00-16：00

官方网站：http://www.hnh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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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家界大峡谷

张家界大峡谷(图片由网友 @0点旳暧昧  提供)

张家界大峡谷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是张家界地貌的极品景区之一集山、水、洞于一身，是张家

界地貌的博物馆，在这里可观赏到北温带喀斯特地形的全部风景！谷中猴群欢跃，百鸟争鸣，湖

水清澈、群山倒蘸，鸳鸯戏水、空气清新、绝无仅有。形态各异的瀑布群，把生命之源倾泻得淋

漓尽致；随海拔变化的植物带，将四季更替演绎得如诗如歌；数条彩虹，百米梭板，千年风情，

万米长廊，把峡谷内装扮得如画似锦。峡谷内的栈道绵延数里，其上漫步，体会沧海桑田、领悟

平淡人生、怡然自得。

门票：118元

地址：张家界市慈利县三官寺大峡谷景区

电话：0744-8363888

开放时间：7：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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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http://www.zjjdaxiagu.com/

   

7、江垭温泉

(图片由网友 @焚心取暖  提供)

江垭温泉泉水清澈碧透，泉水出口温度常年54℃左右，据专家检测，江垭温泉水中富含多种对人

体健康有益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对神经性骨痛、风湿病等多种疾病具有特殊疗效，起到舒筋活络

、强身健体、润肤养颜、安神定惊、延缓衰老等保健作用。江垭温泉以其丰厚的温泉沐浴文化，

加上热情、周到、温馨、细腻的"御"式服务，尽显江垭温泉神奇魅力，吸引了众多追求健康、钟

情美丽的高尚人士，构成了悠闲舒适、安全健康的休闲、度假、旅游新天地。

门票：118元

地址：湖南省张家界市江垭镇

电话：0744-3355888 3355623

                                               51 / 62

http://www.zjjdaxiagu.com/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815&do=album&picid=39505


�������

天门山：张家界之魂
开放时间：9:00-22:00,节假日至22:30

官方网站：http://www.zjjwq.com/

   

8、凤凰古城

凤凰古城(图片由网友 @画子入戏  提供)

凤凰城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凤凰县的县城，它紧邻沱江而建，吊脚木楼布满山坡。这里是

文学大师沈从文的故乡，他曾在《边城》中描绘过它素朴而迷人的风情。原汁原味的楚巫文化、

韵味独特的凤凰土话、别具一格的苗族服饰、苦辣咸酸的饮食习惯，还有原始戏剧活化石傩堂戏

、地方风味十足的阳戏、散发着泥土清香的文茶灯，以及玻璃吹画、蜡染、纸扎、苗族银饰等格

调清新高古的民间工艺，构成凤凰独具特点的民族民俗风情。

门票：168元

地址：湖南省凤凰县凤凰路地税局院内

电话：0743-322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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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http://www.hnphoenix.com/

公交：吉首火车站有直达凤凰的中巴车

更多凤凰古城信息可参见旅人网凤凰攻略：http://d.lvren.cn/gonglue/fenghuanggu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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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提示

天气：

天门山为张家界最高山，山上气温比市区会低6至8℃左右，请注意在不同的季节适度增减衣物，

天门山索道上站商亭长年有羽绒服出租。

游玩

：天门山为喀斯特岩溶地貌，山上有很多深不见底的天眼，大家游玩时需遵照游线标志的方向，

特别在浓雾及阴雨天气时，要注意防滑。冰雪天气的时候建议将鞋子上再套一双防冰鞋，所有的

防雨防滑衣物山顶各商亭均有卖。登天门洞处的999级上天梯时请务必注意安全，上下的时候不要

嬉戏，请扶好两旁的护栏，要特别照顾好老人跟小孩，谨防摔伤。

环保车：景区内环保车从索道中站到天门洞的上下行时间为25~30分钟，请按先后顺序排队乘车。

门票

：门票卡在景区内索道上、下站需使用两次，请保管好，且只限本人使用，门票有效期为一天。

佛舍利：天门山寺中安奉有一枚珍贵释迦牟尼佛祖舍利，在此不要错过瞻仰的机会。

特色演出

：白天登天门，晚上看狐仙。被著名音乐人谭盾誉为“21世纪的梁祝”的世界首台大型高山峡谷

实景音乐剧《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每晚20:15在天门山峡谷剧场震撼上演，不容错过。天门山

索道下站设有演出售票处。

售票时间：景区售票时间为上午08:00—下午16:30。

其他：景区的官方网站是www.tianmenshan.com.cn

，可登陆查询更多信息。景区客服中心电话为0744-8366666，大家有什么问题可随时电话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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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天门山关键词

   

1、天门山传奇活动

中国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拔地擎天、凌空独尊。巍巍天门，吐纳风云，仙山圣境，造化神奇，激

起天下英雄万丈豪情，无畏勇者不断在此谱写惊天传奇。 

(图片由网友 @晚安前想念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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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世界特技飞行大师以超凡的勇气成功驾驶飞机穿越天门洞，创造出人类首次驾机穿

越自然山洞的飞行奇迹，“穿越天门”的壮举一时轰动天下，神奇的天门洞也因此声名远扬。

2006年3月，俄罗斯空军“勇士”特技飞行表演队，驾驶苏27重型战斗机飞临天门山，欲完成一次

不可思议的特技飞行表演，想创造出重型战斗机穿越天门的挑战奇迹。尽管因巨大的风险和舆论

压力最终放弃“穿越天门”的挑战，但俄罗斯空军在天门山上空进行的精彩飞行表演仍然令人震

撼。

2007年11月18日，世界著名冒险家法国蜘蛛人阿兰�罗伯特无保护徒手攀爬天门洞百米岩壁成功

，上演出一场令人惊叹的“绝壁芭蕾”。 

(图片由网友 @画子入戏  提供)

2008年10月，新疆达瓦孜绝技第七代传人赛买提�艾山在天门山进行了空前难度的极限坡度高空

走钢丝行走挑战。钢丝架设在天门山奇峰绝岭间，长700米，倾斜度达39°。此次挑战的难度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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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想象，被众人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赛买提最终功亏一篑，在离终点约60米处跌倒，但其

勇气和绝技令众人折服。2009年4月，赛买提英雄归来，再次挑战这条钢绳并终于成功，在天门山

创造出世界高空钢丝行走最具难度和风险的一次极限征服。

2010年3月20日，世界最优秀的高空王子瑞士人弗雷迪�诺克与赛买提�艾山在坡度超过40度且极

其光滑的天门山高山索道钢绳上展开了一次惊天对决，两位旷世高手联袂上演出一次空前难度和

惊险的高山索道钢绳行走挑战。

2011年1月3日，来自黑龙江的耐寒奇人金松浩和陈可财，在海拔1518.6米的天门山主峰云梦仙顶进

行“冰冻活人”极限耐受力大比拼，两人在冰天雪地的高山户外被冰块埋置颈部比拼耐冻的持久

能力。最终，金松浩坚持时间长达120分钟，成为世界第一“冰人”，陈可财也坚持到118分钟，

两人双双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2011年9月24日，“2011翼装飞行穿越天门”极限挑战活动在天门山震撼上演。来自美国、意大利

、芬兰等6个国家的9名翼装飞行高手分别以天门山索道轿厢、山顶悬崖为起跳点，进行了精彩绝

伦的翼装飞行表演。当天，全球最顶尖的“翼装飞侠”，来自美国的杰布·科里斯还成功挑战人

类首次无动力翼装飞行穿越天门洞。1999，世界特技飞行大师驾机穿越天门，实现了人类首次驾

机穿越自然山洞的奇迹。2011，“穿越天门”挑战12年后再次呈现，举世震撼！

传奇永不止步，精彩持续升级，美丽张家界的新传奇——天门山

   

2、天门山六大古谜

“天门洞开”天地神话？

天门山古称嵩梁山，三国吴永安六年(公元263年) ，山体忽然峭壁洞开，玄朗如门，形成迄今罕见

的世界奇观——天门洞。吴帝孙休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易嵩梁山为天门山。

天门洞门高131.5米，宽57米，深60米，南北对开于千寻素壁之上，扶摇而通天，气象变化万千，

似明镜似天门镶嵌于蔚蔚天幕之上，终年吞白云吐紫雾，渲染着神秘莫测的气氛而更显出尘脱俗

，正所谓夺尽天地之造化，藏尽天地之神机。至于它的形成，地质学家从它的地理位置、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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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方面去判断、推理，但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天门洞开”也因此成为了天门山千古

难解之迷，也因此，1700多年来，这一道奇绝天下的胜景吸引着无数的探访者趋之若鹜。

“天门转向”暗藏玄机？

跟“天门洞开”有关联的六大古迷之一是“天门转向”。

据当地老人说，七八十年前，站在张家界市区河边的南码头可以清晰地看见雄奇壮观的天门洞，

而今天，在原地观瞻竟然只能举目见山而不见洞了，欲观望这一胜景则要到举步四公里之外的大

庸桥。难道天门洞悄悄地转动角度是在暗藏天地玄机吗？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天门洞所对的方

位总能风水相宜，兴旺发达，七八十年前的南码头好比是上海的南京路，曾是张家界最繁荣的地

段，而今天天门洞所对的大庸桥也正是一块商家必争的黄金宝地。难怪有人说“天门洞开”也诠

释着风水轮流转的大自然之迷。

 “天门翻水” 天机预警？

天门山六谜之一 的“天门翻水”可以算得上是难得一见的奇景。

天门洞的左侧绝壁，平时即便是滂沱大雨过后，也不会发生水流垂挂的现象，然而有时却在干旱

的季节里，忽然间一股洪水凭空狂涌，从万丈绝壁怒泄而下，啸声如雷，极为壮观，这就是“天

门翻水”奇观。但这样的奇景十几年、几十年才发生一次，而且每次的时间只持续15至45分钟。

“天门翻水”之所以被称为“谜”，在于它的三个离奇之处：一、是瀑布就有源头，但是天门翻

水的瀑布找不到源头，每次翻水都是凭空从地下冒出一股水来。二、是洪水就要发生在雨季，但

是天门翻水每每发生在大旱季节。第三点，也是最难解释的地方，“天门翻水”每次的发生都与

中国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常常是翻水不久，中国大地就会发生社会变革或者自

然灾害。如1949年，“翻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65年，“翻水”规模最大的一次，第

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76年，“翻水”不久，唐山大地震发生。

“鬼谷显影” 空前绝后？

鬼谷子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诸子百家”之一，是纵横家的鼻祖，也是位卓有成就的教育

家。我们大家熟知的苏秦、张仪、孙膑、庞涓都是他的门生。鬼谷子既有政治家的六韬三略，又

擅长于外交家的纵横之术，更兼有阴阳家的祖宗衣钵，预言家的江湖神算，所以世人称鬼谷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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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奇才、全才。他著有《鬼谷子》一书，又叫做《捭阖策》。

这位了不起的鬼谷先师，曾经在天门山鬼谷洞内隐居修炼。《永定县志》、《永定县乡土志》等

，都对此有着详细而又神奇的描述。

天门山有探洞勇士自1991年至2004年，先后7次从悬崖的上方垂绳索下绝壁，与鬼谷洞进行了“亲

密接触”。在这几次探洞的过程中，探洞勇士们遇到了种种难以解释的神奇现象。特别是第四次

，有人在偶然间用相机拍下了洞内石壁上一个酷似古代老人的头像，面容清癯，头挽高鬓，下巴

微翘，五官清晰，与世间广为流传的鬼谷子头像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后探洞，再特意在此处拍摄

照片，冲洗出来却是一片空白。这一次“鬼谷显影”，是偶然还是巧合，或者上天有意的安排，

成为了天门山的六谜之一。

 “野拂藏宝”确有其事？

野拂，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手下的大将李过，出家后法号“野拂”。他曾经追随李自成

南征北讨，战功显赫。据说，抗清失败后，李自成与野拂一同隐居在湖南石门的夹山寺。李自成

圆寂以后，野拂带领100多人，雇了九艘大木船，逆澧水秘密潜入大庸（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张家界

市），悄悄登上了天门山。上山之后，野拂就在天门山寺出了家。但是他的出家并非是“立地成

佛”，而是枕戈待旦，时刻准备着伺机而起，恢复中原。他在天门山寺做和尚期间，清朝政府多

次令当地官府派出暗探缉捕。为了提高自己的武艺，野拂夜探鬼谷洞，他从洞内石壁上刻画的痕

迹、以及鬼谷子对纵横捭阖的阐述上，领悟出一套硬气功，凭着这身功夫，他多次击败了朝廷派

来追杀他的武功高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野拂发现形势江河日下，终于忧患成疾，一病不起。大家都知道，李自成败退

出京城的时候，曾经将国库中的金银财宝掠夺一空，意图日后东山再起。野拂始终追随着李自成

，直到他圆寂才转投到天门山寺，而且用了九艘大船来转移家当，可想而知，被他秘密运到天门

山的，必定是国库里被掠空的大量金银财宝。眼看着东山再起的计划落空，野拂干脆在临死前，

将这些宝藏分散埋藏在了天门山上几个隐秘的地点。数百年来，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不知有多

少人进山寻宝，但都空手而归。这些财宝究竟被藏在哪里，成了天门山的难解之谜。

“天门瑞兽”只是传说？

据记载，曾有人偶然在天门山的原始森林看到独角兽出没，这种动物长得非常接近中国古代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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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的瑞兽图形，身形与老虎类似，带着红彤彤的颜色，头顶的正中间有一只弯弯的独角。这头

独角兽警觉的很，发现有人看到它，立刻掉转身体钻入树林深处去了。发现它的人没带相机，也

不敢追进森林搜寻踪迹，于是这次没有结果的奇遇就变成了天门山的难解之谜。据传，天门瑞兽

是瑞兽的其中一种，它刚健有力，威猛无比，昂首挺胸，似乎目空一切，威仪天下，福赐四方，

而它尤以头脑上长有一只弯弯独角为主要体貌特征。它流传于武陵永定一带，是武陵邑人心中的

守护祥物。

 旅人提示：本攻略中提到景点门票及其它费用价格仅为参考价，请以当地的实际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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