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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地处神奇的
北纬30°，位于重庆东
部，长江南岸，东邻湖
北利川市，距重庆主城
160千米，是重庆的“东
大门”。

得天独厚的地理
位置，赋予了石柱非比
寻常的康养资源。这
里空气清新，常年优良
空气质量天数超过300
天，达到环境空气功能
区一类区标准；水体自
然，境内地表水达到 I
类水体水质要求，溶洞
水达到天然饮用矿泉
水要求；环境静谧，森
林盖率达到 59.04％，
特别适宜游客养生度
假。

这里自然人文美
景云集。重庆黄水民
俗生态服游度假区、国
家4A级旅游景区大风
堡和千野草场、中国首
批历史文化名镇西沱
古镇、高原生态明珠太
阳湖等众多景区风光
旖旎，美不胜收。石柱
（黄水）获评重庆市首
批十大市级旅游度假
区，成功入选“美丽中
国”十佳度假区、中国
避暑养生休闲旅游最
佳目的地、新三峡十大
旅游新景观。

这里土家风情浓
郁。以“啰儿调”、吊脚
楼、摆手舞等为代表的
土家文化千年传承，是
世界经典民歌《大阳出
来喜洋洋》的诞生地。

这里美食齿颊留
香。作为“中国黄连之
乡”、“中国辣椒之乡”、
全国最大莼菜基地，黄
连花、莼菜、野山菌、土
家腊排酸肉等众多极
富地方特色的美食，让
人流连忘返。

近日，石柱精心策
划，全新推出的四条旅
游新线路，将带你领略
这里的风情风景之美。

万寿山：
万寿山位于石柱县城东部10公里，是以明代巾帼英

雄秦良玉筑寨御敌古战场为主的历史文化和自然奇观景
区。万寿山最高海拔1530米，山顶平阔，四周险峻，奇峰
突兀。万寿山南北各有一个酷似男女的石柱耸立，称为

“男石柱”“女石柱”，石柱县得名于此。寨上有保存完好
的官厅（帅府）、白杆兵营、练兵场、点将台、烽火台、缺门、
驻马关、歇马台、忠贞台、前中后三道寨门和寨墙遗址
等。寨顶”官井”，清泉甘冽，常年不涸。

揭秘石柱·文化溯源
石柱县城——大歇镇——沿溪镇——西沱镇

——河嘴乡——临溪镇——王家乡——石家乡
——鱼池镇——悦崃镇——龙沙镇——石柱县城

推荐游览：万寿山 万寿古寨 西沱古镇 银
杏堂 姚家院子 千野草场 枫香坪 十里荷
塘 佛莲洞

文化祈福线

土家三名·亲孝康养
石柱县城——六塘乡——沙子镇——黄水镇

——冷水镇——枫木镇——黄水镇——中益乡
——三益乡——桥头镇——三河镇——石柱县城

推荐游览：万寿山 万寿古寨 莼菜观光园
毕兹卡绿宫 薰衣草庄园 太阳湖 月亮湖 油
草河 中国一号水杉母树 云中花都 let’s go
游乐世界 白天池滑雪场 G50冷水服务区生态
自驾营地 大风堡

自然生态线

乐游巴山·耕读武陵
石柱县城——六塘乡——黄鹤镇——马

武镇——龙潭乡——六塘乡——石柱县城

推荐游览：万寿山 万寿古寨 马盘溪峡
谷 羊子岩 来佛山 大风门 石岩瀑布 猕猴
桃基地 中药康养院

农耕体验线

探索世界·感受奇迹
石柱县城——下路镇——三星乡——六

塘乡——沙子镇——金竹乡——金铃乡——
新乐乡——洗新乡

推荐游览：万寿山 万寿古寨 观音洞
七曜山风电群 獐子岩 白果古树 黄草
坪 齐运动养公园

山地探险线

万寿古寨：
万寿古寨位于石柱县城边宝鼎山下，这座石柱最大的

仿古建筑群高低纵横交错、疏密有度，表现出质朴的“土”味
和“古”味。万寿古寨以它独特的表现方式聚合土司文化和
土家民俗，生动集中地展现了石柱风情。古朴建筑的静态
之美，结合摔碗酒、民俗表演、土家美食等动态之美，使得万
寿古寨美名远播。

西沱古镇：
西沱古镇位于石柱县北端长江边，是一座因古代

商业发展而兴起的古镇。古镇中的云梯街是当年“川
盐济楚”巴盐古道的起点。街道垂直于长江，沿山脊
走向由长江岸边直达山顶。晴天隔江相望云梯街，石
阶层层叠叠，石板光耀刺眼，状如云梯，直上云霄。

银杏堂：
银杏堂始建于唐朝，因寺前有三棵银杏古树

而得名。景区汇集文物古迹、宗教文化、休闲度
假于一体，与梁平双桂堂齐名，有“川东二堂”之
美誉。银杏堂坐北朝南，有四重大殿和若干间僧
舍组成，形成“殿殿相接、道道相通”的建筑格
局。寺内各式神像图案精美，神态逼真。各类碑
刻林立，书法极佳。此外，这里更有明朝“皇家寺
庙”藏宝的神秘传说等待揭秘。

姚家大院：
姚家大院是隐藏在渝鄂交界深山中的豪

华地主庄园，建于19世纪中叶。尽管历经百
年沧桑，但其建筑主体仍保存完好。围绕主
楼的50多间木屋、木楼，仍保持着清晚期土家
山寨的建筑风格。

千野草场：
千野草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巴渝新十二

景”黄水林海的重点景区之一。景区集山、林、草、石、畜
于一体，万亩草场、万亩火棘、万亩石芽、万亩森林四大
特色旅游资源镶嵌其中。游客可以穿越火棘大道看群
羊下山，可摘火棘子坐森林秋千，可骑马、射箭、驾驶卡
丁车。

枫香坪：
枫香坪位于悦崃镇，主要景观包括枫香坪民俗风情园、

土司古城遗址、新场古街道、悦崃枫香峡谷、碉楼群、土蛮古
峒寨遗址等，是集土家民俗风情、土司文化展示、峡谷探险等
于一体的文化旅游景区。

十里荷塘：
十里荷塘位于鱼池镇，与有400多年历史的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万家店子和佛莲洞景区相融合。散步于荷花掩映的小
道，宛如置身画卷。每年八月，当地还会举办荷花节，选出当
年的“荷花仙子”并举办盛大的“全藕宴”。

佛莲洞：
佛莲洞可供游览的线路长1.5公里，洞厅开

阔、气势恢宏，洞壁墙面纹路清晰、独具韵味。可
以观赏到历经千年沉淀形成的“因果石”，品味大
地自然形成的象征母亲乳房的“生命之源”，可以
诵读古人修行的“戒苔遗训”，感受有峡谷天梯的

“菩提之路”，体验“时空隧道”。

七曜山风电群：
七曜山风电群位于七曜山地质公园内，地处海拔1600多米，拥有大小景点80余处，

是中国第二级台阶边缘向第三级台阶的过渡带、贵州高原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带、分割隔
挡式和隔槽式褶皱的分界线，是研究侏罗山式构造的地质教科书。

莼菜观光园：
莼菜观光园是全球最大最优质的莼菜基地，消夏避暑、康体养生的理想场

所。在这里，高原水乡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绿树掩映的生态环境让人心旷
神怡，森林、湿地、田园步移景异。园中，游客还可以亲手采摘晶莹剔透的莼菜。
附近村民90%以上为土家族，近百家土家吊脚楼及农家小院散布其间，莼菜羹、都
粑块、野生菌等土家美食渊源久远，美味养生。

中国一号水杉母树：
水杉是世界上珍稀的孑遗植物之一，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中国一号水杉

母树生长在黄水镇万胜坝村，树龄约300年，树干通直挺拔，枝叶茂盛。1972年，我
国从该树上采集了约1公斤树种赠送给朝鲜。从此，从石柱走出水杉开始在东南亚
地区开枝散叶，“中国一号水杉母树”因此驰名。

大风堡景区：
大风堡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黄水国家森林公园的核心景区之一，有峡谷景观悬

空玻璃廊桥、十二花园姊妹峰、燕子岩、三神树、玉泉寺、玉泉楼等20多个景观。大风堡有
“森林的海洋，繁花的世界，动物的王国，飞鸟的天堂”之美誉。曾被推评为“重庆市最美森
林”。

云中花都：
云中花都位于冷水镇八龙村半仙花果山，地处武陵山脉，园区依托花、

果、山、水、林、菜六大产业元素，巧妙利用山峦起伏、泉水蜿蜒地貌，以二十
四节气主题环线串接，形成五行格局。白天，游客可看百花争艳、瓜果飘
香，体验空中花卉长廊、洛阳花梯、云中栈道，领略“空中漂流”别样刺激。
夜晚，可到“星空屋”或帐篷外享新鲜空气，赏漫天繁星。

G50冷水服务区生态自驾营地：
该营地集生态旅游、露营、摄影、运动、篝火、烧烤等休闲项目于一

体，配套木屋、房车、钢架幻影球客房、集装箱房、北欧式膜结构帐篷等
住宿设施和专业服务团队。营地周边旅游资源丰富，是黄水国家森林
公园、云中花都、高山滑雪场和土家生态民俗旅游线的重要导入口，毗
邻大风堡和千野草场、太阳湖、油草河、悦崃土家山寨、万寿古寨、莼菜
田园等精品景区。

冷水Let's go游乐世界：
Let's go游乐世界位于冷水镇，以“森林康养，四季游乐”为主题，精

心打造山地运动欢乐谷、生态体验服务区、森林休闲康养园和原真森林探
秘境。景区绿化率高达85%以上，夏季可体验七彩速滑、跑跑卡丁车、山地
汽车等惊险项目，冬季则是冰雪运动的天堂。

薰衣草庄园：
薰衣草庄园位于黄水，占地面积500亩，其中薰衣草种植面积300

亩，野果林面积200亩。风起时，薰衣草庄园宛如深紫色的波浪层层叠
叠，上下起伏。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游客还可以体验采摘野果的乐
趣，是情侣、朋友、家人放松身心，拍照留恋的绝佳去处。

太阳湖：
太阳湖位于黄水镇万胜坝村，是西南地区海拔最高、水质最好、植

被最丰富的人工湖。景区平均海拔1450米，湖面面积3390多亩这里
曾是巴盐古道上繁华的小镇，历史人文厚重，是游客度假疗养、水上游
乐、游览避暑的最佳去处。

月亮湖：
月亮湖位于黄水镇北部，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座以高原人

工湖泊为主要景观的景区。湖岸林木繁茂，湖水清澈见底，是游客泛
舟、垂钓、放松身心的理想之所。

毕兹卡绿宫：
毕兹卡绿宫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海拔

1560米。区内森林茂密、苍挺葱绿、瀑飞溪
碧、沟壑纵横。主要有森林迷宫、土家乐园、
山路十八弯、摆手堂、树屋、旱冰场、弹琴蛙
池、森林拓展训练等景点，有“绿色氧吧、天然
空调、土家乐园”美誉。

油草河：
油草河发源于黄水镇，向东北流经石柱、湖北利川、万州、云阳，

全长170公里，在石柱县境内有42.9公里流程。最高海拔为1569
米，最低为1230米，高差约330米。河水在峡谷中蜿蜒流过，清亮碧
绿，经冬不涸，形成山水相依的自然美景。

云中花都 薰衣草庄园石家荷田 高山花海佛莲洞 摄/廖禾

万寿古寨万寿古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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