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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400 多年前，中国最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写了一部《徐霞客游记》，游记的开篇写的就是浙江省宁海的风光。宁海的历史文化

十分久远，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周朝，当时周灵王太子王乔自河南缑氏山驾鹤东来，成为台岳主神，掌吴越水旱，宁海县因

称缑城，也即意为神仙居住的地方。晋代大家葛洪隐居松溪洞天修身炼丹，在这里著写《抱朴子》确立了道教神仙理论体系。 

宁海山水灵秀，位于此间的浙东大峡谷自然也汲取了这里的天地灵气，峡谷幽静深长，奇峰怪石林立，以"峰险、谷幽、水绝、

石奇、根玄、雾幻"著称。看两岸“小三峡风光”，游“天水三绝”碧潭，览“天姥峰”壁插青天，一路闲情逸致，倒也是个

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门票 开放时间 
门票类型      票价    同程价 
 
成人票           85 元       78 元 
 
大峡谷+清风寨博物馆  105 元      85 元 
 
>>查看详情   >>立即预订   

我要纠错 

 

开放时间 08:00~17:00 

取票地点 浙东大峡谷售票厅 

发票说明 网络预订景区门票，一起游不提供发票 

温馨提示 浙东大峡谷门票包括景区门票和游船 

白 溪 漂 流 

住 宿 

美
食 

交
通 

行 程 推 荐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叶老师 yyyppp，随风诵经和尚，papa，与花取暖，长河烟柳提供） 

 

峡 谷 探 幽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821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821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8904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104384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9636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922540#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9814303#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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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谷探幽 
浙东大峡谷是“天河生态风景区“的一个重要景点，拥有 6 曲溪、18 雄峰、28 水涧、72 瀑布，是一处以自然山水风光为依

托，以道家和台岳文化精粹为内涵，以青山绿水、奇峰怪石、溪流飞瀑、原始森林为特色的生态风景区，以其“原始、神秘、

野性、雄奇”征服慕名来访的中外游客。 

其中尤以大松溪峡谷为浙东大峡谷的核心景区，而大松溪峡谷也是观光客意义上的浙东大峡谷。 

大松溪峡谷 
大松溪码头被誉为“浙东第一大峡谷”，发源于天台山脉的望海岗，全长 20 公里，流

域面积 66 平方公里。因为古代此处遍地松树，旁边又有一座大松山，故名大松溪。

浮舟松溪，看两岸"小三峡风光"，游"天水三绝"碧潭，有九寨沟之风情。天姥峰壁插

青天，多迎客松和云雾，如黄山胜景，不愧为天河生态风景区最神奇瑰丽的景区之一。 

大松溪峡谷有"松溪洞天问山水，仙人故里访葛洪"之美誉，东迎大海伴日徐来的紫气，

西承雪山沿脉而下之灵气，是天台山脉最佳的修炼养真之处，实为道家之洞天福地，

堪称人杰地灵之所在。 

峡谷两岸，险峰和奇岩高耸环立，千年古树在悬崖峭壁之上横空而出，清粼粼的山溪

千流百折，如泣如诉。特别是溪流中间形成的很多色泽不同的碧潭——七色潭、翡翠

潭、黄板滩等，它们的美决不亚于四川九寨沟。 

大松溪峡谷两岸山峻岩险，溪中潭深流急，怪石遍布，飞瀑直垂，自古人烟稀少，涉

险攀登者寥寥无几，是一处沉睡千年的生态绿谷，一处原始野性的处女地。该景区主

要包括峡谷观光区、天姥峰游览区和峡谷探险区三大功能，其中峡谷观光区又分为阆

风晨渡、松溪洞天、万石布阵、天水三绝、大千世界、丹崖翠谷六大分景区。 
 

阆风晨渡 

前往大松溪码头的路上，可看见一座山——阆风山。在古代的神话故事中，接近仙境的第一座山往往就叫做阆风山，而大松

溪峡谷里的这座阆风山可谓是大松溪峡谷里第一座雄奇美丽的山，阆风晨渡亦是浙东大峡谷第一景。 

山峰高数百米，陡峭直立的岩壁被葱茏的树木分割环绕成匀称的六个层次，每当阴雨天气或清晨傍晚的时候，山间云雾缭绕，

峰顶忽隐忽现。苏东坡的《赤壁赋》里有一句最能形容它：“飘飘乎，如遗世独立。”阆风山的确是一座超脱于人世间以外的

仙山。 

阆风轩上有一幅对联：“雪山西来灵粹毕集神仙地，台岳东门遗世独立阆风山。”意为天台山的山脉是由喜马拉雅山延伸而来，

此地是最东面，山脉的精华都集中在这里，所以这里出了许多文豪诗人、神仙道人。下联的意思是，望向天台山的东门，就

可以看见超脱世外的仙山阆风山。 

明代传灯法师在《天台山方外志·山源考》中说：“天台山者，东濒大海，界水而止，为东南一大结局，其父于南岳，祖于峨山，

曾于昆仑，高于雪山，自雪山东南而下，不减四五万里……”天河风景区地处东天台山，传灯法师著述中的这句是说天台山以

南岳衡山为父亲、以峨眉山为祖父、以昆仑山为曾祖父，以雪山为高祖，表明了天台山和中国的名山大川血脉相连，有着密

不可分的联系。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随风诵经和尚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1043849#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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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溪洞天 

松溪洞天是浙西大溪谷的标牌景观，有众多与道学大家葛洪相关的景点。回头望稚川亭、峡谷、猴头、阆风山自成一体，这

里水流舒缓、清澈，夏天可濯足玩水。 
 
 乱藤成荫 千钧压顶 

松溪洞天乃松溪十景之二，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大片自由生长的青藤，看上去很乱，却乱中有序、乱中有美，并且在游人行

走的游步道上搭起了一座荫蓬，顾被称为“乱藤成荫”。在它的上面，抬头可见一块巨大的石头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游人压下

来，让人心惊。这块巨石长宽估计约有吨重，悬在空中少说也有几千年了，好在它是不会坠下来的，不过这种感觉犹如“千

钧压顶”，让人心内惴惴。 
 

 伏波台 

伏波台是为了纪念东晋列仙中的奇才、著名的道家葛洪所建的石碑。葛洪自号“抱朴子”，其所著《抱朴子》一书是研究道学

的宝贵材料。他曾在大松溪隐居十年，炼丹著书，所以在整个游览过程中，会看到多处与葛洪有关的景点。 

石碑上刻有《伏波台记》，讲述的是葛洪在松溪得道后，斩了一块石头制住了下面的恶龙，平息了水患的故事，所以这里取名

为伏波台；其次葛洪不仅是一位道家、儒学家、医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军事家，他因战功而被封为伏波将军，葛洪以在道学

上的成就传世，但知道他有武功的人很少，这个伏波台就是为瞻仰他的武德而建。 
 

 稚川亭·仙府巨猿 

稚川是葛洪的字，亭上有一副对联：“松溪洞天问山水，仙人故里访葛洪。”稚川亭所在地是大松溪重要的景点集中之地，也

聚集了很多与葛洪有关的景点。稚川亭下有块好似由天外飞来的巨石，就是仙府巨猿，从游步道下行向前，可以最佳的视角

欣赏这处天然奇观。巨猿下的石头像个老者，再下面的石头则像老人的长须直垂浸在溪水里，胡须浸在水里的老人和状如顽

童的巨猿合称为“童叟无间”。 
 

 冲虚台 

“葛洪修炼峡谷，时登此台。绕台清流，松风十里；夕岚朝雾，如梦似幻。洪怀异志，以观天地，几欲凌空飞升，乃冲虚也。

千古留踪，台应不朽，是为记。癸未丙辰。”《冲虚台记》讲述的是一千多年前的道家奇才葛洪在峡谷修身炼丹其间，登冲虚

台几欲凌空飞升的景象。这里是大松溪的最佳摄影点。 
 

 抱朴洞 

抱朴洞是一个古朴奇拙的古洞，由两个平台组成。这里的藤蔓十分特别，均是斜着往洞外生长。里面还有几块不老石，终年

青翠，相传是因为有丹药的滋润。仙人洞顶上有一些依稀的石刻，是古人留下的。参观抱朴洞时要小心险阶，以免摔跤受伤。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长河烟柳提供） 

 

http://www.17u.com/blog/9814303#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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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石布阵 

走过峡谷猿猴关，算是真正进了葛洪门，这时你才会感觉到现在确实是在一个幽长的峡谷里游览。以猿猴关为分界线，关外

面是美山美水，山高、林密、水深，山秀、林美、水奇。猿猴关里面却是溪水淙淙，万石布阵，共有莲花阵、石蛙阵、四象

阵（葛洪布道讲经台）、碧湖丹石、玄玄关、灵曲双瀑和天书丹卷石七个主要景点。 

在莲花阵里，站在一朵硕大的莲花石中间，看周边三块巨石，就像三片巨大的莲花

花瓣。莲花阵的巨石颜色洁白，线条圆润，恰似朵朵莲花盛开在清清的溪水之上。 

松溪峡谷中巨石林立，其中最大的巨石阵叫“四象阵”，由四块巨石组成，这也是松

溪峡谷的特色景观。在这个峡谷内发现有大大小小的四象阵，而峡谷内的石头为什

么通常由四块作为一组，有人以太极八卦作答： 

道学中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说，四象在我国古代表示天

空，东、南、西、北四大区星象的四组动物即青龙、朱雀、白虎、玄武。据《抱朴

子》记载，葛洪炼丹对周围的环境要求非常严格，大松溪峡谷是葛洪炼丹之处，不

能有外人及野兽、鬼怪等来捣乱，所以葛洪运用了军事原理布了阵，以防止别人来

捣乱。 

四象阵中还有一道瀑布，隐藏在石头之间，平时它的落差不大，瀑面也不宽，每逢

春夏之际，瀑布冲下来后撞在游布道的外侧，再借助风势溅在游布道上，扑面而来

的阴凉水气让游客一扫疲劳之感，真是太凉爽了。 

 

 象牛阵 

这块石头不同的角度看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乍一看像卧在水边的牛，但换个角度看，又像一头饮水的大象，故又叫卧牛化

象饮。 

这里有段传说，天台山原是道教名山，老子正是骑着一头青牛来到这里授葛玄灵宝经，使得葛玄得到成仙。后来天台山佛教

兴盛起来，超过了道教，佛教的普贤菩萨是骑着大象的，所以青牛化为了大象。 

 

 情结轩 

情结轩里有几个小园艺作品，游客可以在此休息并欣赏这些作品。“根深蒂固见情结，道骨仙风出天台。”从字面看，是说情

感的持久就会升华为一种情结，而道骨仙风般的气质则出自天台山的涵养。有两样小景观可以作为这副对联的注释——轩旁

游道内侧的，百年树根长成奇观，极像一个中国结；另有一棵树桩，长得骨骼清奇，颇有几分道骨仙风之姿。 

 

 玄关阵 

玄关阵是大松溪里最有趣味的景点之一，是由巨石构成的迷宫。"玄之又玄，巨石锁关。"正是对巨石挡道的景象的描述。"歧

路三分"，是指从起点处有三条路可进入阵中。当多条歧路摆在面前时，最稳妥最习惯的选择就是"中庸之道"，故而走通玄关

阵的真正道路就是中间一条路——即"中庸之道"。从这条路过去，就出了"众妙之门"，顺利向前。这里的"玄之又玄，众妙之

门"都出自老子的著作。 

 

 灵曲双瀑 天书丹卷 

穿过巨石阵，迎面就是一挂两截的灵曲双瀑。灵曲双瀑原本是一道水流下山，但在中途因为山势的变化，折为两段，所以叫

双瀑。赭色的石壁像极了书页翻卷的大书，所以被命名为“天书丹卷”。古代的哲人说：大音稀声，大象无形，这里的天书丹

卷千百年在水边沉思，虽说不见一字，是本“无字天书”，其实也启示了人们对天地万物的想像和思索。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papa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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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三绝 

行到天水三绝，整个大松溪峡谷的游程算是走了一半，走完全程方能体会到后半程更有一种峡谷幽深的美丽。“天水三绝”景

观指的是一滩两潭，其三绝中，一绝为水之金碧辉煌；二绝为水之碧绿澄清；三绝为水之七彩梦幻。 
 

 游仙亭 

经过游仙亭即进入天水三绝。这座风格淡雅的游仙亭上有一幅对联，写道：“入天水三绝濯足，出万石布阵稍息。”游仙指的

是游客进入松溪后即得道成仙了。对联的意思是提醒游人莫要忘记在大松溪洗洗脚，然后在此处歇息一番，享受大自然的乐

趣。从游仙亭处开始便是峡谷中的开阔地带，长达近千米的溪床平坦而开阔，溪水流速平缓而从容。溪中的石头数量变少，

形状开始趋于平常。 
 

 黄板滩 

天水三绝之一的黄板滩，其溪床是一面巨大的石板，透过水流，这块巨大的石板呈现金黄色，形成平铺清流的壮美景观。传

说是因为葛洪在此炼丹洗丹药将石块染成了金黄色，其实它的真正成因有三个：一是溪床石板本身具有黄色的物质；二是水

流到这里逐渐平缓，钙质沉积；三是因为水流平缓使得一些石面上长出了黄色的水藻。因此每当阳光照在水面上，就会呈现

出一片金碧辉煌。更令人惊奇的是，由于这里的溪床位置较高，因此（大部分时期）溪水被分割成一个一个（平静）的小水

潭，几乎每一个潭里的水与其他水都不相同，越往里面走，溪水的色彩就越是七彩斑斓。游人可以在此脱掉鞋袜，手牵手做

做蹚水的游戏。 
 

 翡翠潭 

在葛洪像前，有一个美丽的小石潭，名叫翡翠潭，天水三绝之一。峡谷

的溪水流经葛洪像前，水色就变得七彩斑斓，每个潭里的水都不一样。

这个潭的上游溪床高而平缓，却突然垂直跌落成一个深潭，水流到潭中，

其它色彩变淡，绿色成份变浓，整个潭水象一块绿宝石，因此起名叫翡

翠潭。 

因为这里的泉水色彩丰富、变化无穷，仿若天边的彩霞飞落在溪中，和

着泉水在低呤浅唱，所以这一带的景点总体名称叫“流霞呤泉”。游人可

以在这里停留约 30 分钟仔细品味翡翠潭的美景，随意寻访山水，和葛

洪一起体验炼丹的辛苦和悟道的快乐。 
 

 七色潭 

七色潭，松溪峡谷最神奇的特色景点，天水三绝之一。它位于葛洪坐像的左侧，潭水呈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之色，但各种颜

色的比例一年四季不同，一天的不同时间里也不同，同一时间里气候稍有变化，潭水的色彩也会出现不同变化。总之，这是

一潭色彩绚丽、变化无穷的神奇之水。水面上长年笼罩着一片金光，这使得湖水在七彩之中又显得金碧辉煌。 

七色潭位于峡谷的山口转弯处，终年不断的山风将水面荡漾出均匀细密的网状涟漪，撩动人的心弦。欣赏七色潭的最好时间

是春末秋初中午时分，山风和熙，太阳当空，溪水丰而不滥，水流畅而不急，此时一潭看似凝固的闪金烁银、七彩斑斓的潭

水明艳不可方物。 

从地质学上来说，因为潭底部地质构造特殊，经溪水长年冲刷，溪底形成了各种颜色，在阳光的折射下水潭显得七彩斑斓。

从访道的角度上看，传说葛洪把炼丹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药丸，叫神丹，俗称丹药，共分九种（即丹华、神丹、神符、还

丹、饵丹、炼丹、柔丹、付丹、寒丹）；第二类是液体，叫金液，“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不减九丹矣”；第三类叫黄金，“为

神丹既成，不但生长，又可以做黄金。”各种丹药、金液、黄金的色泽又多不一样，这样就导致了这个峡谷溪水的颜色极其丰

富多彩。 

这座七色潭，传说是葛洪悟道最精妙之处，他失手将一颗刚刚炼成的小金丹掉在了潭里，而这颗金丹恰恰是能让人吃了长生

不老的唯一金丹。所以在这一片葛洪炼丹悟道的地方，唯这里的溪水在七彩之中又显得特别流金溢彩。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随风诵经和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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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 

松溪十景之五的大千世界，一片溪滩上布满形态各异的石头，有的像天上的飞鸟，有的像水里的游鱼，还有的像人等，仿佛

大千世界中的芸芸丛生，故名“大千世界”。 

 

 百兽阵 

在大千世界的百兽阵，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生肖石；水中蛟龙、泅水的羊、林中的奔马、戏水的狗……除了十二生肖，

这里还有一些体型庞大、模样丑陋、叫不出名字的各种怪兽。除了十二生肖和怪兽，还可以看到豚臀、左勾拳、睡鳄、荷花、

乌龟等，但要仔细地观察、品赏，发挥想象力。 

 

 在水一方 

一片清碧的溪中之池，对岸岩壁上刻着一个偌大的"羞"字，此地就叫“羞池”，一个传说千年的美丽故事就从这里开始。相传

葛洪的弟子因为取丹砂由溪水下游逆水而上，恰好碰到了龙女在洗澡，发愣间便失足跌倒在水里。龙女来不及也无法遮掩羞

容，只好蹲下身子潜进水里，但还是露出了一部分身体。横在水中的石头，好像一个倒卧水中骨胳肌肉都很分明的男子，这

就是葛洪弟子。 

从羞池往前走，看见的铁索桥名唤“银河渡”。据说，葛洪弟子和龙女在羞池相遇之后，相互产生了爱慕之情，遂偷偷跑到这

里来约会，由邂逅相遇到相识相思，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于是就有了相思岩和横过流水的溪桥——银河渡。游人在流连天

然美丽的峡谷风光，品味象山水一样美丽的传说的时候，能够得到得到心灵上的感应，有约者百年恩爱，邂逅者终成眷属。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星韵小华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812728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浙东大峡谷 
 

丹岩翠谷 

 思远亭 

思远是天台道教的重要传人郑隐的字。亭上对联曰：继孝先以授丹鼎大道，启抱朴而传灵宝正宗。孝先是葛洪从祖（就是叔

祖伯祖）葛玄的字，葛玄直接由老子授灵宝经，传给弟子郑隐，接着是葛洪、葛望、葛巢甫，这中间就创立了丹鼎派，也启

明了葛洪，就是抱朴子的志向，后来又创立了灵宝派。思远亭旁边的上山路，沿途可经过一系列天台道教文化的历史踪迹，

直上仙人峰，和天姥峰近在咫尺。 

 

 朝天阙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飞的《满江红》词里，就有"朝天阙"。阙是宫殿，天阙指天子的宫殿，朝天阙就是朝拜

皇宫，向皇帝作汇报。从河滩边向西南方望去，可见耸立着的高高的山崖，左边一座是老子授葛玄灵宝经的拜经台，这是天

台道教历史上的至圣之地，所以就称为天阙，从河滩向上仰望，就叫做朝天阙。右边的高峰就是李白梦游过的天姥峰，河滩

正是仰望天姥峰的最佳位置。远看天姥峰雄姿挺拔，大有李白笔下“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的气势。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随风诵经和尚提供） 

 丹崖 神龟吐纳 

丹崖为葛洪主要炼丹的地方丹崖，崖下向里掘进的痕迹像新的一样，当年葛洪就在下面安放炼丹的炉子，炼的是以朱砂为主

要成份的外丹，道家认为服用外丹能够延年益寿。 

丹崖洞是一座天然崖洞，洞不深，呈半月形，但崖壁上明显留有开采岩石的痕迹，而且这一带岩石的色彩很丰富，从洞口到

崖壁的岩石断裂面上还可以发现不同的颜色。长达十年之久的炼丹工作，这个崖洞也许就是葛洪当年采石炼丹的一个遗址。 

葛洪是一位道教大师，道家历来非常重视风水地理。在丹崖洞的右侧，元宝石上有一头威风凛凛的白虎和一只卧着的硕大乌

龟，葛洪选取这块崖壁开采矿石，恐怕与这白虎和乌龟有着很大的关系。道家非常讲究调息养生，葛洪一直提倡“龟吸法”，

通过减慢呼吸节奏，增强体内呼吸循环即“内呼吸”，金庸《射雕英雄传》中全真教道长丘处机教郭靖的“吐纳法”就是属于

龟吸法一类。它能否帮助郭靖练成绝世神功无人知晓，但龟吸法确实能够帮助人们调理身体各项机能，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 

 

 月亮谷 

月亮谷的景点很别致，是一处清幽迷人的地方。从正面看去，两山相对而立，形成一道狭窄的山沟，湍急的溪水好不容易流

到这山谷口子上，却被右边山崖拖出的余脉死死地挡住。溪水就这样终年不断地回旋冲刷，将两边山崖冲刷成两个相对环扣

的山洞。这两个被溪水冲刷而成的山洞都呈半月形，更奇的是每个洞壁上各有两个对称的小山洞，圆圆的像两只眼睛。 

湾中水碧如玉，若到了晚上，空中圆月朗照，湾中圆湖对圆月、圆洞对圆眼，这情景十分别致而有趣。月亮象征着爱情，道

家提倡男女相爱，这样才能使天地阴阳互补。在这里情人不妨留个影，让天上的月老做个见证，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http://www.17u.com/blog/1043849#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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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溪漂流 

白溪水库是进入浙东大峡谷的主要通道，这里水质良好，为宁波市区重要水源地之一。游客可以乘舟游览，宽广的水域、扑

面的清风、眺望两岸青山绿谷，使人心旷神怡，暂时忘却了城市中的喧嚣。 

白溪水库为下游的白溪漂流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具有水流清澈见底，溪流宽阔、溪道曲折、水量充沛等特点和优势，

集皮筏漂流、竹筏漂流、山村休闲、养生度假诸功能于一体，是久居都市的现代人体验山水、回归自然的绝佳去处。 

这里山水交融，空气清新，溪中游鱼可数，林间飞鸟相呼，溪谷、峭壁、奇岩、幽潭浑然天成，整个漂流过程约 1 小时。飞

舟浪尖的跌宕，左冲右突的刺激，在这云山雾霭之间，堪称“浙东第一漂流”。 

 

门票 成人票 100 元，白溪漂流售票厅取票。 

 

漂流游玩须知 

① 漂流时不要站立，不要坐船舷上。遇急流时双手抓住皮筏艇两舷的安全带，切勿将手脚伸出舷外。 

② 游客在漂流过程中，请自觉保管好自己乘坐皮筏艇上所配备的船桨、救生衣、安全帽等。 

③ 手机、相机、现金、证件等贵重物品不能带上船，应存放在储物柜或妥善保管。 

④ 孕妇，有精神病、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以及过量饮酒的游客，均不能漂流。 

⑤ 65 岁以上的老人与 1.1 米以下的儿童不能漂流，12 岁以下的儿童必须在大人的监护下才能漂流。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papa 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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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到达浙东大峡谷 

火车 
上海——浙东大峡谷 

K835 次火车 22:47 上海站出发，次日 04:20 到达宁波，

硬座 31 元；出站直行 200 米到中巴站，立即乘坐宁海的

车，20 元，70 分钟左右到宁海总站；坐公交 108 路或出

租车到西站，就有到天河风景区码头的中巴，路程约 40 分

钟左右。 

宁波——浙东大峡谷 

宁波东站有去往到宁海的动车，票价 21 元，22 分钟即可

到达宁海火车站；出站坐公交车到西站，有到天河风景区

码头的中巴， 40 分钟左右可到景区和码头(08:30 开门)。 

 

 

 

自驾车 
温州——浙东大峡谷 

从温州东(龙湾)上高速到宁海岔路下(约 200 公里，2 小时

车程)，沿途有路牌标识，行 8 公里(10 分钟车程)到浙东大

峡谷景区入口停车场 

杭州——浙东大峡谷 

杭甬高速，转甬台温高速公路，宁海出口下，往临海方向，

走甬临线，到黄坛镇向西，往双峰乡即可到达浙东大峡谷

景区 

上海——浙东大峡谷 

从上海上沪杭高速，转到杭州绕城东线，转到杭甬高速，

转甬台温高速公路，宁海出口下，往临海方向，走甬临线，

到黄坛镇向西，往双峰乡即可到达景区。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汽车 
上海——浙东大峡谷 

上海—宁海有直达高速大巴，上午 09:00 从上海恒丰路开

出，下午两点多到；宁海是 15:30 从总站发车，20:00 左

右到上海，经停松江、莘庄。  

建议从上海去往浙东大峡谷的时候乘坐火车，回来时坐高

速大巴，时间上可以充分利用。 

宁波火车站——浙东大峡谷 

出宁波火车站直行 200 米到中巴站，立即上到宁海的车，

70 分钟左右到宁海总站；坐公交 108 路或出租车到西站，

就有到天河风景区码头的中巴，开 40 分钟左右，正好赶

上景区和码头 08:30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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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一日游 

A 线 浙东大峡谷、前童古镇一日游 

上午游玩前童古镇，看江南丽江风情，午餐后，游玩有“浙东香格里拉”之称的浙东大峡谷风景区（飞龙湖、松溪洞天、黄

板滩、七色潭等）。 

 

B 线 浙东大峡谷、南溪温泉 

上午游玩浙东大峡谷风景区，午餐后，泡华东三大温泉之一——南溪温泉。 

 

二日游 

A 线 宁波浙东大峡谷、溪口蒋氏故里 

D1 游览有“浙东香格里拉”之称的浙东大峡谷风景区（飞龙湖、松溪洞天、黄板滩、七色潭等）。 

D2 游国家 4A 级风景区——奉化溪口，（游妙高台、张学良将军第一幽禁地、蒋母陵园、玉泰盐蒲等）。 

 

B 线 浙东大峡谷、琼台仙谷二日游 

D1 游览有“浙东香格里拉”之称的浙东大峡谷风景区（飞龙湖、松溪洞天、黄板滩、七色潭等）。 
D2 游天台琼台仙谷风景区（“李白题诗岩”、“仙人聚会”、“双女峰”、“元宝石”、“佛手峰”等）。 

 

海滨线 ：浙东大峡谷、象山 

D1 游海上仙子国------象山松兰山、中国渔村，晚上住宁海。 

D2 游有“浙东香格里拉”之称的浙东大峡谷风景区（飞龙湖、松溪洞天、黄板滩、七色潭等）。 

  

海滨线 ：浙东大峡谷、蓝色宁海湾  

D1 游玩有“浙东香格里拉”之称的浙东大峡谷风景区（飞龙湖、松溪洞天、黄板滩、七色潭等）。 

D2 赴蓝色宁海湾，游玩中国的普吉岛——强蛟群岛。 

  

温泉线: 浙东大峡谷、南溪温泉 

D1 游览“浙东香格里拉”之称的浙东大峡谷风景区（阆风晨渡、松溪洞天、天水三绝、丹崖翠谷等）。 

D2 上午游览江南丽江古城——前童古镇，寻觅陈逸飞大师足迹。下午去宁海南溪温泉，泡南溪温泉，赏南溪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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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查看更多宁海县内酒店 
宁海太平洋国际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标准间               298 元 
商务房                32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景区附近酒店 

[18921tmabtk] 酒店周边环境安静、舒适，

空气清新。早上、晚上散散步很惬意。酒店旁

边有海鲜一条街，吃海鲜比较方便。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宁海金海开元名都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豪华商务双床房         630 元 
豪华商务大床房        71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景区附近酒店 

[高小猫] 不错的酒店，很可能是宁海最好的。 

[18917pmpusw] 酒 店 给 人 的 感 觉 很 有 档

次，酒店周围环境也不错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宁海瑞丰商务宾馆 

 

房型                 同程价 

普通大床房             188 元 
普通标准间            208 元 

商务大床房            21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景区附近酒店 

[13812vutccz] 不错 ，挺 卫生 干净 的一 个房

间，挺适合一家子出游住宿的，经济实惠！ 

[cbing4512] 环境不错 ，服务 周到，周 边商

业 众多。 对于 临时换 房要求 也给 予了及 时满

足，非常满意。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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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宁海背靠天台山，面临象山港、三门湾，既有山珍田谷、果品药物，又有海洋鱼虾、港湾贝类。馍糍、粽、汤包、糊辣羹、

菁馍糍、乌饭馍糍、冬至圆等风味主食流传久远；凫溪香鱼、西店牡蛎、长街泥螺、宁海青蟹等佳肴美食闻名远近。 

近年又开发了大佳何对虾、宁海望海茶、望府银毫（绿茶）、“宁海白”枇杷、宁海高山蔬菜、宁海土鸡等山珍土特名品。 

岔路麦饼 

麦饼主要分布于浙江宁海及台州地区，以其味道飘香、回味无穷而受顾客喜爱。 

据史料记载，中国古代旅游家徐霞客游山玩水间就带着许多麦饼，尤其对宁海麦饼赞不绝口，后来又有人将麦饼称之为“霞

客饼”。 

 

长街铁板蛏 

主料选用宁海长街蛏，又称“西施舌”，是海鲜佳肴中的佼佼者，获得“中国浙江国际农业博览会优质农产品金奖”。香气十

足，鲜嫩可口，具有浓郁地方特色。 

 

前童三味宝 

前童豆腐、前童香干、前童空心腐，简称为前童“三宝”。

前童豆腐白嫩细腻，前童香干喷香柔韧，前童空心腐又香

又脆。前童三宝肉质滑嫩，口感特好，深受男女老少的喜

爱。长期食用豆制品，可降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长街泥螺 

长街泥螺肉质脆嫩不含泥筋(肠泥)，个体肥大，味鲜美，民间多腌吃。腌制泥螺，以五月抱黄泥螺和八月桂花泥螺为佳。 

 

凫溪香鱼 

清光绪《宁海县志》载，香鱼产溪中，出浮(凫)溪者佳。缘溪集雨面积大，营养盐类丰富，水清流急，砾石底，多深潭，适宜

生长。凫溪所产香鱼，鳞细眼白，脂肪多，清香无腥，营养丰富，誉称“淡水鱼之王”。烘制成干，体色金黄，香气扑鼻，肉

质松脆，口味鲜美。清代曾是进贡的贡品。 

 

宁海土鸡 

宁海土鸡系在纯天然环境下放养，其体型紧凑、大小适中、尾羽高跷、颈细，胴体表皮呈淡黄包，丰满，切面光亮，有弹性。

宁海土鸡风味独特，食用肉质细嫩，鲜香味浓郁，味美可口，汤汁透明无混浊，营养价值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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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纳木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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