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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种种，唯有美食与美景不可辜负。巫山不仅
是山灵水秀，在赏尽美景之余，还能将你味蕾深处
关于美食的记忆唤醒，找到你钟爱的味道。

巫山烤鱼

烤鱼是巫山一绝、尝一口，鱼皮香
酥中带点糯，鱼肉鲜嫩香辣。其独特之
处就在于将腌、烤、炖三种烹饪方法有
机结合，用料方面除了民间秘方外，采
用50多种草药及调料调制出麻辣烤
鱼、酱香烤鱼、泡椒烤鱼、葱香烤鱼、香
辣味烤鱼、鼓汁味烤鱼共10余种口味。

翡翠凉粉

翡翠凉粉在巫山大受追捧，曾被评为中华
名小吃。凉粉来自一种开黄色小花叫臭黄荆的灌
木树叶做成，有清热解毒、养颜解酒等功效，可入药。凉
粉切成条，再加入剁碎泡椒等作料，酸辣开胃，入口爽滑，细
腻如丝，凉凉地沁人心脾，又美味又养生。

巫山雪枣

巫山雪枣外形似枣，其实并不是枣，而是一
种甜品，是源自大昌古镇的名优糕点。表面白
粉穿衣，如霜似雪，内瓤恰似透明的雪花丝，故
名雪枣。以糯米、蜂蜜等为原料，经过30多道
工序加工而成，质地细嫩香脆，入口即化，是县内
款待重要客人的必备糖点。

巫山洋芋

巫山当地有种植马铃薯（俗称洋芋）的优越条件
和悠久历史习惯。农家对洋芋有许多

种吃法，有煎烤洋芋、煮洋芋、洋
芋坨、洋芋丝粑、洋芋干果炖
土鸡等数十种吃法；将鲜
洋芋像打红薯粉一样过
滤成洋芋粉，炒腊肉吃，
细腻浓香。

寻味巫山美食
总有一款让你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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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昌古镇位于巫山县境
内小三峡风景区滴翠峡口北
上 10千米处。古镇始建于
晋，已有1700多年历史，是三
峡地区唯一的保存完整的古
城。古镇占地约10公顷，东
西主街长约350米，南北长约
200米，是一座“四门可通话，
一灯照全城”的“袖珍古城”。
游客游小三峡风景区，除饱览

湖光山色外，还可感受到千年
古镇的遗韵。

游走山水间 移步皆是景
天高气爽宜秋游，寄情山水当无忧。巫山地处重庆市东北部、三峡库区腹心，素有

“万峰磅礴一江通，锁钥荆襄气势雄”的地貌景观和“三峡明珠”、“渝东门户”之称。大
自然对巫山从不吝于赐予：奇峰突兀、峭壁屏列的巫峡；一江碧玉、奇峰耸翠的小三峡，

绮丽如画、姿态万千的巫山十二峰；山中奇峰异景，溪水飞瀑的当阳大峡谷……当你纵
情山水，置身于画廊之中，每一次移步便走进一幅崭新画卷，秋景无边，简直如入仙境，
雄哉！幽哉！

巫山小三峡与长江三峡
风景区毗邻，由龙门峡、巴雾
峡、滴翠峡组成，全长 50公
里，两岸奇峰壁立、竹木葱
茏。小三峡的特色是秀美、神
奇，素有“绝壁画廊”、“中华奇
观”之称。景区景观有龙门
桥、古栈道遗迹、青狮守门、九

龙柱、琵琶洲、仙女抛绣球等
30多个。

小小三峡是大宁河支流马渡
河下流的三撑峡、秦王峡、长滩峡
三段峡谷的总称，全长20公里。
其间奇峰多姿，悬崖对峙，壁立千
仞，山水相映，风光旖旎，犹如一
处玲珑奇巧的峡谷盆景。被誉为

“长江三峡最佳飘流区”的小小三
峡漂流惊而不险、趣味横生，漂流
途中，既可体验艇过浪尖的惊险
感受，又可随波逐流尽情欣赏两

崖一线天风光，还可触摸水中鹅
卵石，低看鱼翔浅底，仰望鹰击长
空，让人尽享乐趣悠悠。

神女峰又叫望霞峰、美人
峰，是巫山十二峰之最，位于巫
山县城东约15公里处的巫峡
大江北岸。一根巨石突兀于青
峰云霞之中，宛若一个亭亭玉
立、美丽动人的少女，故名神女
峰。古人有“峰峦上主云霄，山
脚直插江中，议者谓泰、华、衡、
庐皆无此奇”之说。每当云烟
缭绕峰顶，那人形石柱像披上

薄纱似的，更显脉脉含情，妩媚
动人。每天第一个迎来灿烂的
朝霞，又最后一个送走绚丽的
晚霞，故名“望霞峰”。

当阳大峡谷景区位于巫
山县以北，距县城约70公里，
总占地面积132平方公里。景
区内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
文景区，素有“水的源头、云的
故乡、植物的王国、动物的天
堂”之美誉。山中奇峰异景，溪
水飞瀑，雨雾红叶，林鸟山兽，
让人目不暇接。春看彩林野
桂，夏观草原峡谷，秋赏万紫千

红，冬望雪山冰瀑，是亲近自
然、纳凉避暑、休闲度假、饱览
奇峰异景的首选之地。

神女溪距巫山县城约20公里，位于
长江三峡巫峡南岸，长约15公里，当地
人又称为“美女溪”。景区内以原始古
朴的峡谷风光为主，奇峰、秀水、峭壁、
深潭、飞瀑、清泉、幽洞、奇花异草随处
可见。它时而让你体味到山峦叠翠、壑

谷曲折、峭壁千丈的雄伟，时而波光
潋滟、清流碧潭，让你禁不住忘

情抒怀。
近年来，巫山着手

打造神女溪景区，修建
了索道、观光电梯、体
验住宅、红叶观光长
廊、生态观光长廊、
仿古栈道、观景平
台等。还有黄岩

游客集散中心、柳坪游客服务中心等一
系列设施场所，形成水陆环线。

神女峰：游客可从县城码
头出发（需购票），乘船至神女
峰，然后登山步道全程3500多
步梯道、3公里，游完全程往返
需1天。

文峰观：与文峰观自驾线
路目的地相同，但线路不
同。起点在长江大桥北桥头

附近。
南陵观：与望天坪自驾线

路目的地相同，但线路不同。
起点在长江大桥南桥头。

红叶王：需从县城乘船前
往培石乡码头后再登山，有大
片红叶景区和最大的红叶树
王。

秋染巫山如梦里 一笺红叶入画来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山因水而灵动，
水因山而静美，组成了巫山绝美怡人的山
水美景，在云与湖的青山间探索，绿水间

泛舟，水面辽阔，烟波浩渺，景色层叠，波
光、云影、水鸟、舟船……这云雨之中的山
水画廊，遇见的浪漫足以让你品味许久。

水路：从
重庆、宜昌、万
州都有前往巫
山的客船，客
票 60 元至 100

多元不等。
公路：从重庆主城乘坐汽车前往，

全程高速，5小时左右就能到达。
火车：先坐火车到重庆或者万州、

建始，然后从区县转乘到巫山的班
车。游客可以先从巫山县城乘船到抱
龙镇的青石。青石与神女峰隔江相
望，是观赏神女峰的最佳地点，再坐游
船进入神女溪。

巫山境内有10多万亩野生红叶，素有“红
叶之乡”美誉。金秋时节，漫山红叶连绵一
片，层林尽染，美不胜收。在巫山看红叶，既
可乘车上山，随公路盘旋，一览众山红叶于眼
底；亦可坐船饱览三峡红叶于两岸，还可以徒
步山野红叶林中小道、骡马古道，与红叶亲密
接触。在红叶中摄影，在红叶中寻找诗的灵
感，采集红叶作标本……其乐无穷。

11条巫山红叶精品线路

小三峡、小小三峡：需要
在县城旅游码头购买景区门
票（含船票）游览。全程50公
里，往返需4小时。

神女溪：需要在县城

港务站神女景区游客服务
中心购买景区门票（含船
票）游览。经巫峡口沿长
江而下，距县城东约 15 公
里。

55条条 自驾观光

文峰观景区：位于巫峡西端山
顶，与巫山县城隔江相望，是观赏高
峡出平湖胜景的最佳位置，镇水塔
景点附近的巫山红叶较为集中。从
巫山县城驾车前往文峰观全程约30
公里，约需50分钟。

当阳大峡谷：“渝鄂金三角”旅
游自驾环线游，既可从巫山县城驱
车经大昌、平河进入当阳大峡谷，也
可从湖北大九湖方向到当阳景区赏
红叶。

望天坪：距离县城约40分钟。
从县城出发，途中经过龙门大桥、长
江大桥，抵达望天坪。

红叶坡：从县城出发，途中经过
龙门大桥，长江大桥和十七公里等
地，经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可到达官
渡镇紫阳台，还可探访9万年前的九

个洞官渡人遗址。来去途中还可观
看建平乡黄岩村的红叶。

红叶沟：位于庙宇镇境内，距离
巫山县城约2小时、奉节县城约1小

时。既可看红叶，也可探访204万
年前的龙骨坡巫山人遗址，还可在
来去的途中观看建平乡黄岩村和官
渡镇红叶坡的红叶。

推开秋雨的迷茫，披一

身秋风的清凉，打点行装，

沉醉秋意赏秋光。

是在这里登高寻找最

美的秋色，是在菊香蟹肥时

上山下海品味舌尖美食，是

在无边秋景中静静聆听秋

叶私语……

走进三峡，就走进了画

廊；走进巫山，就走进了天

堂。

你可以尽情看蜿蜒曲折

的大宁河，一路容纳百川清

流，穿过云崖险峰；或徜徉风

光旖旎的小三峡，览“绝壁画

廊”，奇峰突兀秀美神奇，红

叶似火层林尽染；亦或船行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间，观变

幻万千巫山云雨；还可寻访

古风浓郁的大昌古镇，感受

朴实的华美……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

三峡红叶、四季云雨、千年

古镇、万年文明”生动形象

地 道 出 了 巫 山 之 美 的 精

髓。这个季节，让我们走进

中国恋城、神女故乡——巫

山，醉美在山水画廊的动人

风景中，流连忘返。

巫山小三峡 巫山小小三峡 神女峰 当阳大峡谷 大昌古镇

神女溪

22条条 游船观光

44条条 登山观光

线路推荐

美景篇

乐水篇
赏叶篇

寻味篇

自驾线路

1.G42高速抵达巫山县城，至巫山旅游接待中心（九码头）游览巫山小三峡景区 2.G42高速抵达巫山县城，至巫山旅游接待中心(九码头)游览神女溪（或神女峰）景区 3.G42高速抵达巫山，经巫山长江大桥至柳坪游客接待中心游览三峡云巅、神女天路景区

神女景区陆上游线有“三峡云巅·神女天路”
之称，从柳坪游客中心至黄岩游客中心，全长12
公里，沿线建有5个观景平台、2条索道、1部垂直
观光电梯及相关配套设施，总投资3.5亿元。沿
途可俯瞰长江，饱览巫峡，观赏红叶，对望神女，
感受大山深处的静谧，领略深山峡谷的风光，体
验传奇的神女文化。在建设中，巫山坚持山水结
合、文旅结合、水陆并进的发展思路，已投入
2000余万元专门用于生态保护及建设，做到了
旅游与自然的高度融合，也初步形成了春可观
花、夏可纳凉、秋赏红叶、冬看雪景等一系列常态
化四季景观。今年红叶节期间，共接待游客4万
余人，已成为三峡独一无二的陆上最佳精品线
路。

目前，巫山正在抓紧垂直观光电梯及相关配
套设施建设，预计明年暑期神女溪水陆环线将全
面形成，游客数量将达到15万人-20万人。

三峡云巅·神女天路

立体游巫峡 巫山新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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