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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简介：此条生态旅游线路是
沿着秦朝时期修建的秦直古道延安
境内部分路段，可沿路穿行体验秦朝
高速大道的壮阔，也能欣赏古道延安
如今的人文、自然风景的魅力。

黄帝陵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景区简介：黄帝陵古称“桥陵”，

位于延安市黄陵县，以黄帝陵与桥山
为主体，以轩辕庙、秦直道、石空寺和
子午岭等历史文化、森林风光、黄土
风貌为依托的圣地类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第一批国家AAAAA级旅游景
区）。在这里可感受黄帝陵、轩辕庙、
碑碣等丰富的人文风景，也能享受古
柏参天、植被丰富的自然风景。

游玩周边：景区附近有呼延石
刻、黄陵县人口文化园，20 余公里

范围内还有洛川黄土国家地质公
园、李自成纪念馆、薰衣草风情园等
景点。

黄陵国家森林公园
景区简介：黄陵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位于黄土
高原沟壑区，面积 4358.5公顷。园内
有三大游玩区——轩辕养生谷景区、
飞龙岭景区、紫峨寺景区。景点中，

“药谷”中草药资源丰富，相传此处是
黄帝播种百谷草木的地方；谷内的

“降龙峡”传说是轩辕黄帝出生地；万
卷书（内经石）是当年黄帝与岐伯谈
医论道编写落书之处，另有十里松
廊、蝴蝶谷等神奇壮观之景。

游玩周边：景区南谷有千年古
刹、紫峨寺遗址。临近紫峨寺的孟家
台、杨家庄、水担坪、烧锅院等景点与
公园景区交相辉映。

子午岭国家森林公园
景区简介：子午岭国家森林公园

位于陕、甘交界的子午岭陕西一侧，
在富县西部，总面积55500公顷，森林
覆盖率达80%以上。林区是黄土高原
中部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最具
代表性的落叶阔叶天然次生林。林
内空气清新，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
古树名木、奇花异草、珍禽异兽不胜
枚举，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天然物种

“基因库”。
游玩周边：景区附近的子午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川子河石窟、香坊
石窟、盘龙圣境、柏山寺塔都是游玩
的好去处。

劳山国家森林公园
景区简介：劳山国家森林公园面

积之大，森林植被之好，自然景观之
秀，堪称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植物王
国”“天然氧吧”。公园总面积 52万
亩，森林覆盖率 85％以上，有卧虎
石、镜心湖、千尺峡等自然景观，也有
薄姬墓、隋唐古寨、秦直古道等人文
景观。

游玩周边：约30公里外的景点有
下寺湾毛泽东旧居、鄜州太和山名胜
风景区、东村会议旧址、太皇山庙等。

甘泉大峡谷
景区简介：甘泉大峡谷位于延安

市甘泉县雨岔村，由桦树沟、花豹沟、
龙巴沟、牡丹沟、一线天等景点组
成。峡谷为自然形成，有“世界活丹
霞”“中国梦之谷”的名誉。峡壁凹凸
有致、线条优美流畅，吸引了无数摄
影爱好者前往。

游玩周边：附近有雨岔大峡谷、
雨岔水库、山神庙圪垯、玉皇庙岭、九
吾山景区、永宁山古寨、秦直道国家
遗址公园等景点。

3. 秦直道生态旅游线路
线路：黄陵县-富县-甘泉县

甘泉大峡谷甘泉大峡谷。。

编者按

最美的季节最美的季节
遇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最美的风景
————陕西第三批生态旅游特色线路公布陕西第三批生态旅游特色线路公布

金秋十月，在丹桂飘香
的季节徜徉秦岭、俯瞰黄河、
穿梭秦直道、行驶巴山、感悟
红色印记……假期中呼朋唤
友，于自然山林里，于历史古
迹中回味生活，感悟人生，留
下一些画面给岁月珍藏。本
报今日特推出五大生态旅游
特色线路，供读者在“十一”
长假游玩休闲，愿您在美好
的季节里，邂逅最美的风景。

线路简介：巴山珍稀植物种类繁
多，有珙桐、红豆杉、巴山榧树、铁尖
油杉、朱枥树、白皮松、红豆树、蜈蚣
草等，珍稀植物与鲜花相互映衬，让
人如同行走在画卷中。

岚皋巴山珍稀植物园
景区简介：岚皋巴山珍稀植物

园地处秦巴山区，占地 500 余亩，园
内拥有兰花园、竹园、杜鹃园、樱花
园、紫薇园、珙桐园、楠木园等专类
园 23个，现有植物 200余种，其中有
珙桐、红豆杉、银杏、红豆、鹅掌楸、
柳杉、铁坚油杉、高山杜鹃等 40余种
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珍稀植物。此
处是林业科普教育示范地，也是市
民、游客休闲游览的绿色生态休憩
景观空间。

游玩周边：从岚皋县城出发，向
东南有宫湖、花里荷塘、南宫山景区、
巴人部落、桂花袈裟古梯田、南山别
院、心海山庄；向西有杨家院子、四季
狩猎场、神田草原景区、千层河景区、
横溪古镇；向北有岚河漂流、蜡烛山、
郦道元广场、金珠岛等景点。

南宫山国家森林公园
景区简介：公园位于安康市岚

皋县东部，是巴山深处罕见的古冰
川及火山遗址。因主峰并排三峰构

成笔架状，又称笔架山。知名景点
有仙女石、莲花盆清泉、千年铁坚杉
古树等，区内有种子植物 1800多种，
野生动物 300多种，其中珍稀濒危植
物有珙桐、红豆杉、麦吊云杉、鹅掌
楸、银杏、延龄草、野大豆等；珍贵野
生动物有金钱豹、苏门羚、灵猫、金
雕、锦鸡、大鲵等。还有武学馆、宝
莲洞、双河古桥和百子洞古文化遗
址等名胜古迹。

游玩周边：周边还有南宫山国家
地质公园、龙王庙、神仙台、洛河广

场、弘 一 大 仙
宫、双龙生态景
区等游玩之地。

千家坪
国家森林公园

景区简介：
千家坪森林公
园位于安康市
平利县南部，总
面积2154公顷，
主峰化龙山海
拔 2917 米 ，有

“巴山屋脊”之
称。公园森林
覆盖率达 85％
以上，共规划青

龙坪、双河口、化龙山、中草药植物
园、动物园、千家坪湿地、高山草甸七
个景区。这里春、夏、秋三季雨量充
沛，冬季积雪深厚，美丽多变的雾景、
雨景、霜景、雪景更丰富了森林旅游
的观赏内容与情趣，更有百瀑峡、天
书峡、双龙飞瀑、玉帘飞瀑、黑龙潭瀑
布等水石峡谷景点。

游玩周边：周边可游玩的有天书
峡景区、兰池、八仙悟真观、正阳大草
甸、化龙山自然保护区、平利县翘翘
水景区及飞渡峡等景区。

4. 巴山珍稀植物生态旅游线路
线路：岚皋县-平利县

南宫山国家森林公园南宫山国家森林公园。。

延川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延川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

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

线路简介：秦岭山势雄浑壮阔，沟峪并联，自然风光秀
美，自然景观独树一帜，是陕西的封面。人文与历史可参观
的景点众多，值得我们去感悟历史，领略大自然的风光。

西安祥峪森林公园
景区简介：祥峪森林公园位于秦岭北麓祥峪沟中，西安

市东大镇观音山下，此处相传为观音的道场，因常现瑞云而
得名。公园松、杨、竹、槐古林绿环翠绕，更有9帘曲叠秀瀑，
6眼神秘洞穴，神州窄天缝，一绝山崩飞石等众多景点。

游玩周边：附近 10公里有九龙潭瀑布、高冠瀑布、高冠
峪河、连珠潭、观音禅院、秦岭欢乐世界等多处景点。

太平国家森林公园
景区简介：公园位于西安鄠邑区太平峪内，景区总面积

6085公顷，有内石门、黄羊坝、月宫潭、秦岭梁、桦林湾等 5
大景区、100多个景点。旅游资源以自然景观为主体，其中
尤以水域风光、地质地貌和植物景观为特色。深山瀑布数
量众多，其中最高的彩虹瀑布最大落差达160余米。此处动
植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有国家保护一、二类动物30多种。

游玩周边：太平河、圭峰山、万花山、钟潭瀑布、化羊古
庙、大圆寺、草堂寺、紫阁自然景区、将军山古镇、十寨沟、牡
丹苑和金龙峡风景区分布在公园北向 10公里左右，南向是
朱雀国家森林公园。

秦岭国家植物园
景区简介：秦岭国家植物园位于秦岭中段周至县境内，

兼具物种保育、科学研究、公众教育、生态旅游四项功能。
园区内自然资源丰富，大峡谷、瀑布、古栈道等自然和人文
景观保存完好；地貌单元多样，有高山、中山、低山、丘陵和
平原五个地貌单元；生物多样性丰富，有植物 1641种，动物
154种，昆虫 2000余种，其中含 40多种国家珍稀保护动物，
如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等。

游玩周边：西侧紧邻楼观台国家森林公园，附近 10公
里内还有中冠牡丹园、化女泉、延生观、香山寺、耿峪沟等
景点。

西安田峪河国家湿地公园
景区简介：西安田峪河国家湿地公园地处西安市周至

县终南镇，公园规划面积531公顷，其中湿地面积229公顷，
包括田峪河及其支流野牛河、东河、老鸡河。湿地公园分为
湿地保育区、湿地恢复区、管理服务区、科普宣教区和合理
利用区，是秦岭北麓河谷湿地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示范区。

游玩周边：景区北有中国楼观道文化展示中心、终南山
古楼观，东有秦岭国家植物园、西安曲江农业博览园，西有
化女泉、延生观等景点。

楼观台国家森林公园
景区简介：森林公园位于秦岭西部北麓周至县境内，面

积2.75万公顷，规划为东楼观、西楼观、田峪河、首阳山4个
游园，12个景区，200余处景点。景区怪石嶙峋、景观多样，
动植物资源丰富：有40里峡一线天、野牛河瀑布、旺子沟古
溶洞、首阳山五彩石及仰天池、洞宾泉、龙王潭等自然景观；
也有说经台、炼丹峰、大陵山、吾老洞、红孩洞、龙王潭、首阳
山、观音庙等人文景观。

游玩周边：景区北有中国楼观道文化展示中心、终南山
古楼观，东有西安田峪河国家湿地公园、秦岭国家植物园、
西安曲江农业博览园，西有化女泉、延生观等景点。

红河谷森林公园
景区简介：红河谷森林公园位于宝鸡市眉县境内的太

白山主峰北麓。红河谷原名赤水河、赤峪河，因“太白八景”
之一的红河丹崖而得名。景区内群山环抱，集千石之奇，纳
百溪之丽，形成了幽、奇、峻、秀于一体的景观风格。

游玩周边：景区东连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西部的财神
谷、药王谷风景区也是景色优美的畅游佳境。

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
景区简介：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秦岭主峰太白山

北麓的眉县境内，公园面积 2949公顷，森林覆盖率 94.3%。
景区以森林景观为主体，苍山奇峰为骨架，清溪碧潭为脉
络，文物古迹点缀其间。山顶终年积雪，盛夏季节“太白积
雪六月天”为关中八景之一。景区内有大爷海、天圆地方、
拔仙台（海拔3767米，最高点）、文公庙等多处游玩景点，其
中“天圆地方”是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点之一。

游玩周边：景区附近有莲花峰瀑布、七女峰、红河谷森
林公园、庵岭古城、唐镇、吕祖殿、张载祠，以及相距 14公
里的西部兰花生态园、板寺云海、石海、梦泉寺等景点。

宝鸡天台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景区简介：宝鸡天台山风景区位于关中盆地南侧的秦

岭山脉北麓，终南山西部北侧，景区由东片区（炎帝景区和
鸡峰山景区组成）和西片区（大散关景区）组成。人文景观
有神农祠、烧香台、伯阳山、炎帝骨台寝殿、老君殿、玄女洞
等；自然景观有天台莲花、天柱峰、磊磊石、鸡峰山等；森林
景观有珍贵树种（连香树、水青树、太白红杉、冷杉）、名花异
草（杜鹃花、朱砂玉兰、紫牡丹等），以及多种野生动物。

游玩周边：景区附近南向有神农谷，东向有燃灯寺，西
向有中岩山，北向景点集中，有炎帝影视基地、三义庙、渭河
生态园、陈仓老街、嗨·熊猫宠物乐园、炎帝陵等。

嘉陵江源国家森林公园
景区简介：嘉陵江源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宝鸡市西南部

秦岭梁，最高点为凉水泉脑（海拔2597.8米），最低点为神沙
河河谷（海拔 1350米），森林覆盖率达 95.2%。景区有七女
峰、济公石、飞来石、飞云瀑、神龙采药石、观日台等自然风
光，也有汉高祖的煎茶坪、诸葛亮的点将台、宋朝抗金的和
尚原古战场等人文古迹。

游玩周边：沿 S212省道向西南有秦岭植物园、岭南公
园、凤县岭南植物公园，向东北有大散关遗址、银洞峡、古渔
公园、秦岭梅园等景点。

线路简介：沿黄
公路连接了陕西 4市
12 县，串联了黄河壶
口瀑布、九曲黄河省
级地质公园等众多景
点。旅游景区星罗棋
布，沿着黄河一路向
北，更可一睹沿黄公
路的地质美景。

宜川壶口瀑布国家地质公园
景区简介：壶口瀑布位于宜川县与山西吉县交界的秦

晋大峡谷，是黄河上唯一的瀑布，也是世界上唯一的金黄
色瀑布。站在壶口岸边可目睹巨浪翻滚，耳闻涛声如雷，
感受“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浩大气势。景区的
天河悬流、冰瀑银川、黄河惊雷、彩虹飞渡、壶低生烟、孟门
月夜、石窝宝镜、旱地行船等景色甚为壮观。

游玩周边：周边有壶口瀑布的睡女峰、孟门山、黄河古
渡口以及周边热门古渡口小镇、朱朝辉民宿文化村、志丹
归来、北京知青旧居、蟒头山国家森林公园等一条沿着黄
河的壮阔旅游线。

延川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
景区简介：延川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面积 86平方

公里，公园 4个地质遗迹景观区中，最为精华的是黄河流
经延川县境形成的“S”形乾坤大转弯，古称河怀湾。相传
远古时，太昊伏羲氏在这里“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
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去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
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得名于天地、日
月、阴阳、刚柔、乾坤之象。

游玩周边：乾坤湾景区、千年古窑、女娲峰、定情岛、乾
坤亭、浮雕墙、巨蛇观岛、黄河栈道、牛尾寨等景点都能带
来不同的游览体验。

清涧无定河曲流群省级地质公园
景区简介：陕西省无定河曲流群地质公园位于榆林市

清涧县东南部。公园内太极圣境景区的核心是黄河太极
湾，曲流群景区以鱼儿峁和王宿里曲流最为典型，北国风
光景区是伟人诗词《沁园春·雪》的原创地。

游玩周边：附近约10公里的景点有鱼儿峁、李家崖鬼
方都城遗址、北国风光景区等；约20公里内的景点有袁家
沟毛泽东旧居、白治民故居、石台寺、白草寺、清涧公园、宽
州阁等。

佳县九曲黄河省级地质公园
景区简介：佳县九曲黄河地质公园位于晋陕峡谷西

岸、佳县螅镇荷叶坪村，面积30.4平方公里，以奇特的地质
遗迹、古生物化石、风蚀地貌为特色，融合了黄河峡谷、黄
土民俗文化和千年枣林农业景观，成为黄土高原新的旅游
景观。

游玩周边：除了景区附近的柳青文化园、冯家大院、保
宁寺外，周边景点还有毛主席东渡纪念公园、凤凰山、黄河
二碛、木头峪古镇、白云山庙等。

线路简介：延安红色教育基地众多，自然生态空间资
源丰富，为广大人民提供了良好红色资源，使红色革命文
化教育与生态空间治理发挥双重的教育作用。

文安驿古镇文化园
景区简介：文安驿古镇位于延安市延川县，西魏大统

三年（公元537年）设文安郡和文安县，距今已有1400多年
历史。文安驿古镇以原生村民社区为延伸，着力表现古镇
驿站文化、道情文化、窑居文化、知青文化等陕北风情文
化。悠久的历史为文安驿留下了古县城墙、文州书院、古
道驿站、烽火台等众多文化遗址。

游玩周边：景区附近有梁家河、知青故居、路遥故居、
山花文化园、民俗文化村，再远的景点有陕西省工农民主
政府银行旧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清涧公园、乾坤
湾、千年古窑等。

延安革命纪念馆
景区简介：延安革命纪念馆位于宝塔区西北延河东

岸，始建于1950年1月，原馆址在南关交际处，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革命纪念馆之一。1954年迁往
杨家岭原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定名为“延安博物馆”。1955
年迁至城内凤凰山麓革命旧址院内，改名为“延安革命纪
念馆”，1973年 6月迁往王家坪现址。展馆正门上方悬挂
着红色匾牌，上有郭沫若 1971年来延安参观时题写的馆
名。纪念馆建筑面积 5000平方米，馆区由馆前广场和纪
念馆组成。馆内分 6个展厅，展出大量珍贵革命文物，再
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当年在延安的光辉
业绩。

游玩周边：周边景区参照“延安国家森林公园”板块。
延安国家森林公园

景区简介：延安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延安市，面积
5446.67公顷，森林覆盖率 55.6%，是国家唯一的城郊生
态型森林公园。名胜古迹大都分布在公园内，宝塔山、
清凉山、万花山、凤凰山、摩崖石刻、杜公祠等著名景观
坐落于此。

游玩周边：周边有延安革命纪念馆、枣园革命旧址、
八路军军事学院旧址、杨家岭革命旧址、陕甘宁边区政
府旧址、中央党校旧址、凤凰山革命旧址、延安大礼堂
等多处红色旅游胜地。

南泥湾国家湿地公园
景区简介：南泥湾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延安市宝塔区

南泥湾镇境内，总面积 1043.98公顷。公园内湿地类型分
为河流湿地、沼泽湿地和人工湿地 3类 6型，保存有相对
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在陕北干旱、半干旱区中，这样
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尤为珍贵，是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与
湿地生态修复的示范案例。

游玩周边：南泥湾境内有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旧居、
三五九旅旅部旧址、七一八团烈士纪念碑、七一九团烈
士纪念碑、中央管理局干部休养所旧址、南泥湾垦区政
府旧址、八路军炮兵学校旧址、九龙泉和南泥湾大生产
展览室等景点。

线路：长安区-鄠邑区-周至县-眉县-宝鸡市

1. 大美秦岭生态旅游线路

5. 红色教育生态旅游线路
线路：延川县-延安市-南泥湾

2. 黄河地质遗迹生态旅游线路
线路：宜川县-延川县-清涧县-佳县

在“十一”长假即将来临之际，陕西省林业局公布了第
三批生态旅游特色线路，确定了大美秦岭、黄河地质遗迹、
秦直道、巴山珍稀植物、红色教育等5条生态旅游特色线路，
其中涵盖了秦岭国家植物园、宜川壶口瀑布国家地质公园、
甘泉大峡谷、南泥湾国家湿地公园等25个生态景点，丰富森
林旅游、自然体验、研学旅游等生态服务产品，不断提升生
态旅游新动能。截至目前，陕西已经公布了 16条高质量生
态旅游特色线路，覆盖了全省66个生态旅游景点。

西安田峪河国家湿地公园西安田峪河国家湿地公园。。

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

宜川壶口瀑布宜川壶口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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