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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所念，终迎相见！日前，从
随州自在文旅营运有限公司获悉，在
闭园一个月之久的大洪山风景名胜
区将于 9月 15日恢复对外开放。

随心自在大洪山，相约金秋再出
发。在中秋与国庆即将到来之际，大
洪山景区也将进入醉美金秋季。天

高云淡，秋意渐起，不冷不热的气温
下，在大洪山中轻游慢步，呼吸着天
然氧吧甜润的空气，漫步其中的游客
会感到身心格外的愉悦。

大 洪 山 里 ，景 点 众 多 、风 光 各
异。“九景五绝”的奇异景色频频被游
客们称道。宝珠峰被誉为“楚北天空
第一峰”，在这里你有机会看到云海
翻腾的仙境，可以品味“极目楚天舒”
的意境，在“一览众山小”的心旷神怡
中忘却烦恼。白龙池是一个高山天
池，一池碧水从不干涸。从远处的宝
珠峰、周边的悬钩山，到湖边栈道，这
里最好的风景是如画的倒影，漫步池
边，你我仿佛身处一幅泼墨山水画
中。樵河古道中，近一个小时的徒步
行程，一路水声相伴。尤其入秋以
后，在秋色的浸染下，整条峡谷会逐
步变得多彩起来，古道中的美景主题
也会从夏季的充沛水韵转换到秋季

的满谷红叶上来。千年银杏下，每天
都有游客围绕着它雄伟的身躯啧啧
称奇，感受它蓬勃了几千年的生命气
息，更是期待满树绿叶能够在金秋时
节变成满树金黄。

进入金秋季，一年中最美最绚烂
的时节即将到来，遍山红叶，满树金
黄的盛大秋色，将在大洪山中奏响大
自然的交响乐。大洪山秋游，也将把
大洪山推向一年中最火热的旅游季。

★营业时间★
自 9 月 15 日起，大洪山景区恢复

开放，营业时间为 08：00—16:00。
★门票预订★
景区严格执行限流、预约、错峰

等疫情防控相关要求。游客朋友们
需凭身份证在“游湖北”平台提前预
约，分时段进入景区，景区同时开放
线下购票窗口，方便老年人及特殊人
群进行现场预约。

★游览须知★
1、请游客朋友主动戴好口罩，配

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测，主动出示
“健康码”和“行程卡”查验，相互间保
持一米安全距离，有序入园。

2、景区将对入园人员密度进行
实时控制，严格将日最高承载量瞬时
最大承载量控制在核定值范围内，并
根据实时在园人数做适当调整。

3、景区将全力做好清洁消毒、游
客服务、秩序维护等工作，保障游客
的健康安全。

4、请广大游客积极配合遵守，时
刻保持个人防护意识，共同营造卫
生、安全、有序的游览环境。

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大洪山
景区将以完善严密的疫情防控措施、
无微不至的优质服务欢迎每一位游
客的到来。

咨询电话：0722-4833333

【樵河古道】（线路：白龙池*状元台--灵官垭-古银杏王广场-剑口户外
运动公园；步行时间：1.5小时左右）

樵河是大洪山一条美丽的山溪，上至白龙池，下至剑口瀑布，全长 5 千米，落差
400米，它是大富水的源头，流入京山县，后注入汉江。这里山随水转，水绕山行，瀑、
潭密布，树木参天，怪石嶙峋，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欣赏大洪山古朴宁静的原始美和野
性美，也可以欣赏 7000万年前地壳造山运动留下的杰作。

樵河不但自然风光秀丽，而且还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早在唐代，规模宏大的洪山
寺就建在大洪山主峰宝珠峰上，洪山寺常年香火鼎盛，信徒络绎不绝，樵河（剑口瀑布
至灵官垭段）便是众多香客上山的必经之路。宋代以后，虽然在山下建起了洪山寺下
院，但在下院烧香的香客大多要到山顶的上院进香，还是要走樵河，于是人们就在樵
河建起了 2米宽左右的石板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古道，人们又称之为“神道”。这一
块块被踩踏得光溜溜的石板，承载着上千年的历史足迹。樵河古道又叫千佛古道，沿
路的巨石上刻有不同字体的 999个“佛”字。

【祈福古道】（线路：灵官垭-宝珠峰金顶；步行时间：40分钟左右）
祈福古道自灵官垭至宝珠峰金顶，全长 2千米左右，是一条古时供香客登宝珠峰

祈福礼佛的步行道。在这里，你可以以步步登高之势，直至大洪山宝珠峰金顶，一览
大洪山的美景。这里，大洪山迎客松、千年野樱桃、野核桃、金银花、菩提树、葡萄树等
原始树落渐次展现，沿途随处可见树缠藤、藤缠树及灵石与古树相依偎的奇特景观。

祈福古道古时与樵河古道的剑口瀑布至灵官垭段相连接，共同组成了一条连接
洪山寺上下两院通道，并成为广大信众上山祈福的通道。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此
条道路逐渐荒芜。古道上，除能看到巨石上刀凿斧锯的痕迹外，用石头垒起的三道古
寨门格外引人注目。在第二道寨门旁的一块“碑路”，斑驳的字迹中可辨认出古道动
工于雍正六年，建成于雍正七年，178人为修此路捐款，其中刘姓居多，总共花费文银
320两。据《大洪山志》记载，大洪山宝珠峰寺庙在清代雍正年间香火旺盛，清道光皇
帝专门下达五道禁令，规范香客敬香秩序。

【绿林古道】（筱泉湾度假村-两王洞；步行时间：1小时左右）
绿林古道因汉代绿林起义军曾在此活动而得名，自筱泉湾度假村至两王洞，全长

约 3 千米。整条游步道集险、俊、奇、秀于一体，是一处具有原始美、野性美的景点。
这里古木参天，老藤攀缘，磐石横卧，流水飞瀑，显得十分幽深，是探秘原始森林、放松
心情的好去处。这里，独石成峰，独木成林，峰林交错，任由大自然鬼斧神工，天地之
造化。这里，每一块石，都显示着沧桑；每一棵树，都展示顽强。树茎的坚韧、苍老，已
被深深地镂刻在石缝间隙。

游绿林古道，显英雄本色。因势而异，这里，既有用石板铺就的平坦开阔场地，也
有用石墩搭就的跨步小桥，还有穿行陡峭山势密林中的木质栈道，自下而上，犹如一
幅景色各异、连绵不断的画卷。更值一提的是，到达终点两王洞，更可进入绿林起义
第一洞，欣赏美轮美奂的溶洞奇观。

醉美金秋季，最在大洪山。
秋季的大洪山，天高云淡，山果飘香，连

空气中也蕴含着成熟的气息。这时候，我们
在一睹大洪山“九景五绝”的同时，最过惬意
的是用徒步的方式，放飞心情，穿越景区的
丛林古道，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健康行。

大洪山的宁静与灵动，大洪山的激情与
速度，在城市和书本中是感受不到的，有一
种美景只有徒步才能抵达。用徒步丈量大
地，在日出日落之中，找到人类感悟世界的
能力，用体验触摸最真切的大洪山“动自
在”“静自在”“观自在”“心自在”。

金秋徒步大洪山，与爱同行走健康。我
们可以定制专属自己、家人、好友的“健康之
路”，去原生态森林里深呼吸，在负氧离子里
跳起来、唱起来、吃起来。我们可以一个人
走起来，享受属于一个人的“孤独”；也可以
带着家人，相邀三五好友，结伴而行；还可以
组团，策划好各种拓展活动。在徒步方式
上，我们可以快走，也可以慢跑，还可以两者
结合。当然，也可以确定一个小目标，来一
个小竞赛，在一定时间内，看谁先到目的
地。喜欢摄影的朋友们，就不要参加小竞赛
了，因为做到与大自然的同框深度交融，是
需要点时间的。哪怕误了餐点，当看到自己
的“臭美”图，也绝对是值了。总之，属于自
己的路，要做到用随心随愿的心情，达到自
由自在的境界就好。

徒步在深幽的游步栈道，与山为伴，与
水同行，层层叠叠的斑斓之中，你一定会不
经意地发现秋的收获：野猕猴桃、野核桃、野
葡萄、八月炸等数不尽的野山果。能摘的，
可以一显身手，亲自体验。实在摘不到，山
里人家处，早已为你备好！地道的山里菜，
纯正的自酿小酒，加上备好的野山货，除了
丰富了你的味觉，临行时，别忘了为家人和
朋友捎上一份儿！

走进秋日的大洪山，去感受一种心旷神
怡，来一次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去体会“孤
鹜与落霞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何
等美妙。

约行大洪山，同走健康路。还等什么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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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洪山游步道推荐
大洪山风景名胜区位于湖北省中

北部,在秦岭、大巴山、大别山之间,是湖
北省唯一的一座独立内山，自然资源丰
富，文化底蕴深厚，是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 AAAA 级景区、
省级地质公园。景区森林覆盖率达
90%以上，景区内动植物与非生物形成
天然的生态美，落叶树和常绿林融为一
体，形成四季常青的异色风光，素有“鄂
中绿宝石”“武汉后花园”的美誉。境内
99峰 61岩巍峨挺拔，竞相争雄，42湖 99
泉星落棋布，尽显妩媚，形成了优美、静
谧、诱人的湖光山色。大洪山是一个扩
大了的天然盆景，是一处缩小了的人间
仙境。其主峰一宝珠峰海拔 1055 米，
为“楚北天空第一峰”。位于海拔 850
米的白龙池被称为“空中悬湖”“人间瑶
池”。该景区毗邻福银高速，交通便捷，
距武汉约 190公里，距襄阳约 130公里，
是休闲、度假、避暑、康养的首选之地。
2019 年以来，大洪山景区以“自在大洪
山”“大洪山好自在”为主题打造品牌形
象，聚焦“自在’意境。针对不同旅游群
体，景区以“自在大洪山”为核心，衍生
出“动自在”“静自在”“观自在”“心自

在”等四大子主题品牌，倾心打造一系
列休闲旅游产品，深度满足旅游消费者

“快行慢游”的需求。

【大洪山九景】
宝珠峰云海、状元台星空、白龙池

倒影、凭籣居晚霞、山里自在牛、剑口一
线天、奇幻两王洞、自在帝王杏、樵河古
森林。

【大洪山五绝】
第一绝：楚北天空第一峰
山高人为峰。大洪山主峰宝珠峰，

海拔高度 1055 米，被誉为“楚北天空第
一峰”。在这里，可以一览众山，任思绪
飞扬；可以临风而立，任衣衫飘飘；可以
登临金顶，梦回千年唐宋。

第二绝：高山悬湖白龙池
“苍松翠柏长生地，绿水青山古洞

天”。隐匿于宝珠峰的旁的白龙池，海
拔 840 米，犹如一面碧绿的明镜悬挂
于山峦之间。这里一面是蓝蓝的湖
水，一面是碧绿的丛林和栈道。阳光
照耀下，树影婆……在漫步中，寻找光
影中的你。

第三绝：观星摄影状元台
状元台作为大洪山最佳观星点，吸

引了无数的摄影爱好者，饱览绚丽的星
河美景。尤其是在这里眺望与之遥相
对应的宝珠峰，古色古香的唐宋风格寺
院建筑群尽收眼底，犹如欣赏一幅巨大
的山水画卷，气势巍峨。

第四绝：传承千年古银杏
大洪山古银杏王，相传由光武帝刘

秀和他的皇后阴丽华亲手栽种 （一说
为唐代大洪山慈忍大师所栽），见证了
千年的岁月变迁和斗转星移。这棵古
银杏树为雄性，在它的周围，还有五
棵数百年以上的雌性银杏树，人称

“五女拜寿”“五妃侍君”，可谓一大奇
观。

第五绝：无拘无束自在牛
大洪山自在牛，一年只回一次家。

这些牛常年徜徉于景区各大景点，还常
常与游客进行“互动”：它们可悠然卧于
路中，不理你的鸣笛声。也可以睁开大
大的牛眼，看稀奇似的瞪着你；还可以
贴身而近，感受彼此的感觉……大洪山
自在牛，就一个“牛”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