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岩风景名
胜区

再往永康旅
行，素有“人间仙境”之称的方岩风景
名胜区又是一处秋日里登高望远的好
去处。在这里，惊心动魄的险峰绝壁，
鬼斧神工的天然石雕群，星罗棋布的
洞府石室，异彩纷呈的流泉飞瀑，与以
惠泽万民的“胡公”为代表的人文景观
融为一体，吸引了历代的文人墨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有
由祭祀胡公发展起来的方岩文化
庙会，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俗称“迎
案”或“打罗汉”，是规模宏大的民
间体育文艺大会演。每年农历八月
初一到九月重阳节前后，永康及周
边市县的民众以村为单位组成“罗
汉班”，按排定日期到方岩表演。其
中不少优秀传统节目如十八蝴蝶、
九狮图，已走出方岩，走出国门，成
为世界级的民间艺术瑰宝，非常值
得前去一看。

门票：方岩山景区 65 元/人，
石鼓寮景区 65元/人，五峰景区 25
元/人。当前购方岩山门票可游览
方岩山和石鼓寮。

游览咨询：13758982018

横店影视城

如果你对影视文化感兴趣，继
续往东阳前行。这里的横店影视城
有广州街、香港街、秦王宫、清明上
河图、明清宫苑、梦幻谷等 10多个
跨越数千年历史时空、汇聚南北地
域特色的影视拍摄基地（景点）。每
天都有近百个旅游演艺节目精彩上
演，让你充分感受影视旅游特色。

门票：各景区门票详见横店
影视城官网

游览咨询：0579—86908690

圆明新园

同在横店的圆明新园又有着
不同的特色，内有100个花园，万千
种奇花异草，故又名万花园，是一座
集中西方优秀造园艺术、融中华文
化与世界多元文化于一体的辉煌壮

丽的文化乐园，并配有多功能、全方
位的高科技尖端游乐项目。

门票：各景区门票详见横店
圆明新园官网

游览咨询：0579—89600300

花园村

体验完影视特色，到不远的
花园村走走，这里是浙江省首个
单独以村为单位创建成功的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是全国村官
培训基地和全国新农村建设 A 级
学习考察点、浙江省首批特色旅
游村、首批浙江省乡村生态旅游
实验示范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旅游景区。“田园中的城镇，
城镇中的花园”，这是每一个人对
东阳花园村由衷的赞美。

门票：120元
游览咨询：0579—8627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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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头山
国家森林公园

想 再 感 受
更多的山水美
景，往武义继续
前行是不错的
选择。这里的牛
头山国家森林
公园有“江南九
寨沟”的美称，
不仅由仙而名，

更因水而灵。景区三大王牌景点，牛头山
石门峡景区古树断崖相伴的碧湖悬瀑；
峰险崖峭、峡深流急，堪称“浙中第一漂”
的神牛谷漂流；以及以道家文化为底蕴，
由纯玉石打造的梦泉 SPA，是国家森林
公园生态之美的自然馈赠。

门票：石门峡景区 110 元，神牛谷
漂流128元，梦泉228元

游览咨询：0579—87818888

大红岩

游客还可选择另一处山水景观大红
岩，有着近百平方公里的丹霞景观，包括
大红岩、清风寨、刘秀垄三大主要景点。
其中，高 326 米、宽 659 米的丹霞赤壁尤
为壮观。赤壁下，是 40 余亩的花海、草坪
和碧波荡漾的太极池。景区内还分布着
众多丹霞洞穴，大小不一、深浅不同、千
姿百态，堪称天然的丹霞洞穴博物馆。

门票：40元
游览咨询：0579—87770609

俞源

从山上而下，可以前往首批中国历史
文化名村俞源。这里有着按北斗状分布的
七星塘、七星井等建筑，声远堂、俞氏宗
祠，以及一些老宅民居的雕刻更是精美无
比。俞源村口还有着“浙江最美森林”之称
的古树林，秋日里红红翠翠、叠叠依依、浅

浅深深，美得如一场朦胧的梦。
门票：40元
游览咨询：0579—87779045

豪霆·武义赛车场

自然、人文美景体验过后，不妨跟着
我们刺激一把，到豪霆·武义赛车场体验
一把。这里在原有的基础上按照国际汽
车运动联合会(FIA)F3级别改造成了全长
2.7公里的标准型赛道。赛车场还设有卡
丁车区，为锻炼驾驶者的灵敏度和操作
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赛车场后场
还设有多功能休闲娱乐区，汽车电影
院、赛车主题文化广场等都会让赛车爱
好者爱上这里。

门票：观看比
赛、表演免费，体
验300元/30分钟

游 览 咨 询 ：
18026954817

秋天的金华，美得令人沉醉。
登高望远，烂漫似火的红枫，落叶
缤纷的银杏，滚滚而来的稻浪，均
带着秋日里独有的韵味，令人目不
暇接。还等什么，背上行囊，带上
家人、朋友，赶紧坐上金华旅游巴
士，跟我一起游金华吧！

仙源湖度假区

从婺城区出发，往仙源湖度
假区一路旅行，到“上干口—四
顾屏”观光区欣赏独特的湖山风
光，在安地镇项村十里桂花长廊
桂 雨 花 海 中 享 受 沁 人 心 脾 的 香
甜，都能让你对这段秋日旅程充
满期待。

游览咨询：
0579—82770003，15105791361

喻斯村

在山间的游玩，少不了对特色山村
和特色民宿的体验，位于安地集镇东南
10公里处的喻斯村便是不错的选择。村
内碧水环绕、古树林立、环境秀美，有廊
桥、水车、水岸戏台等休闲景观。既能带
着家人在古树下感受农耕乐趣，又能探
寻山间古道，乘滑道飞越凤凰山。

觉得还不过瘾？继续前往雅畈
镇，在铜山八保白鹤庙处欣赏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华斗
牛，在汉灶村游览中国婺州窑博物
馆，欣赏婺州窑陶瓷精品，还可亲
手体验婺州窑制作。

门票：喻斯凤凰山滑道40元/位。
婺州窑博物馆免门票参观，制

作体验 128 元/位（含拉胚、釉下彩
绘、陶艺三选一，可烧制一件成品。）

雅畈铜山斗牛免门票参观。

游览咨询：喻斯凤凰山滑道
0579- 82300111； 铜 山 斗 牛 场
13305791717，观赏金华斗牛需提
前询问是否安排表演；婺州窑博物
馆18605890305

金华农耕文化园

如果想体验农耕文化，再到金
华农耕文化园转转。这是一处融合
农旅、体旅等业态的城郊亲子游基
地，园内有耕作体验区、果蔬采摘
区、亲子游乐区等多个区块。游客在
此可体验土灶自烧、果蔬采摘、捉泥
鳅等农事体验项目，更有水上高尔
夫、真人 CS 射击、热气球、卡丁车、
滑草等广受欢迎的特色项目。

游览咨询：0579—82720666

琐园国际研学村

往金东区行去，琐园国际
研学村是不可错过的古村落景
点，这里已有 430 多年历史，
被七口池塘环绕，形成天然的

“七星拱月”星象地理，更是
因文风鼎盛、人杰地灵被称为

“奇村”，现保存有明末清初厅
堂十余座。这里还是首季和第
五季“海外名校学子走进金华
古村落”活动的中心营地，村
内留下许多珍贵的民间外交成
果，非常适合研学之旅。

门票：30元
游览咨询：0579—82161716

大佛寺

继续旅行，对于想朝圣祈

福的游客，国家AAA级景区大
佛寺是值得一游的去处。这里
俗称“石佛寺”，兴建于南朝
梁大同元年，距今已有近 1500
年历史。寺院依千层丹崖而
筑，为金华乃至浙江地区最为
著名的古代名刹之一。古佛院
中供奉的石刻释迦牟尼佛为我
国著名的古代四大石佛之一。

游览咨询：
0579—82598016

上荷塘寨春农场·青蛙乐园

想感受欢乐亲子游的游
客，可以转道上荷塘寨春农

场·青蛙乐园，位于傅村镇的上
荷塘畈，是国家 AAAA 级旅游
景区，更是金东区近年来打造
的以“农业科普、农事体验、采
摘观光、亲子游乐”为特色的浙
中首家“农旅融合”主题乐园。
拥有无公害蔬菜瓜果采摘区、
农业科普长廊、风土农事体验
区、儿童趣味游乐区、大型游乐
区、农耕文化展示区、嘻哈亲水
区、休闲荷塘垂钓区、美食体验
区等多功能休闲游乐场所，能
满足你和孩子多样化的旅游需
求。

门票：60元
游览咨询：
0579—82925559

九峰山

往金华开发区的方向走去，自
然得去爬一爬九峰山。这里因有达
摩峰、葛坞峰、马钟峰等九个各具
特色的奇异山峰而得名，岩洞嶙
峋、丹崖叠翠，更有着足以让人惊
叹的人文积淀。佛教中国禅宗的始
祖菩提达摩、晋代道家重要人物、
炼丹名家葛洪、儒学教育的继承者
龙丘苌以及东晋诗人陶渊明，都为
九峰山留下了“可以震撼世界的生
命踪迹和文化财富”。

门票：门市价20元，网络价15元
游览咨询：0579—82658382

九峰温泉

登完山，带着家人、朋友去山
脚下泡泡温泉，是相当舒爽的体
验。九峰温泉就坐落于九峰山风景
名胜区，水质柔滑细腻，富含镁、
钠、钙、钾、硒、亚铁离子等 27种
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门票：平时 168 元，周末及节
假日188元；网络价148元

游览咨询：13575918992

寺平古村

泡完温泉走走附近的古村落，
寺平古村名声在外，距今已有 700
多年历史。全村以七星伴月构建，
独特的徽派古建筑镶嵌着数以万计
的精美砖雕。寺平古村也是银娘故
里，中国十大美女之乡。

门票：20元
游览咨询：0579—82681228

上境古村

就在旁边的上境古村同样值得
一去，村内东圳、西圳两条小溪环
绕，古巷、古民居、古厅堂、古井
点缀其中。建筑粉墙黛瓦、飞檐马
头、高门洞窗，具有典型的婺派建
筑风格。而古建筑细处的木雕、砖
雕、石雕形象生动、寓意深刻，集
中展示了中国古建筑的精髓，具有
极高的历史、艺术及欣赏价值。

门票：免费
游览咨询：0579—82683095

兰湖旅游度假区

来到兰溪，可以邀约朋友带
着家人来兰湖，这里自然风光秀
丽，拥有 3000 多亩形态优美的静
水湖面，4000 多亩清新优质的茶
园，纯净自然的湿地，潺潺灵动的
溪流，肥沃秀美的生态农田，郁郁
葱葱的天然林木。在这里或骑车
慢游，或品茶赏绿，或草地野炊，
沐清风，浴茶香，尽情享受茶旅融
合的生态之美。

门票：50元
游览咨询：
0579—88271106

杨溪绿道

如果你还赏不够生态之美，
那就到杨溪绿道走走。该绿道全
长 11.7公里，起点是南门大桥，终
点位于洞源村。沿途山清水秀，处
处风景，经过地下长河、赵四小姐

故居、栖真寺、郭仙洞等景点，最
终到达号称“九溪十八涧”的洞源
村茶山水库。而地处洞源村的六
洞山森林公园地还是一个“有故
事”的森林公园，金兰黄大仙古道
贯穿而过，也是国家级 AAAA 景
区六洞山风景区所在地，一年四
季游客络绎不绝。

门票：免费
游览咨询：0579—88927926

三江绿道

三江绿道同样是不错的生态
体验之选。该绿道从中洲路横山
大桥三江口南门大桥兰江路金角
大桥铁路大桥止，全长约 7.2 公
里，是兰溪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两
边防洪坝的文化墙更是充分彰显
了兰溪独有的自然山水、人文历
史、古韵风情。

门票：免费
游览咨询：0579—88927926

游埠古镇

喜欢摄影的游客，再往游埠
古镇走去。这里是浙江省四大古

镇之一，传统文化活动久负盛名，
文物古迹颇多。龙灯、花灯、舞狮
等村村都有，宗祠、庙宇、牌坊、鼓
楼等多数保存完好。横贯镇内的
游埠溪上有清代所建的“太平桥”

“永安桥”“永济桥”“永福桥”“潦
溪桥”，总称“五马归槽”，堪称一
绝。

门票：免费
游览咨询：0579—88662022

白露山省级风景名胜区

游完古镇爬高健身，白露山
是不错的选择。山下有清冽可鉴
的镜潭泉，山间有古色古香的乘
仙殿，山腰有酷似玉带的白岩，
山巅有古朴幽雅的江南古刹慧教
禅寺，一路向上，山花烂漫、竞
相争艳，到高处极目远眺，就如
身处世外桃源。当地百姓文化活
动也是丰富多彩、热闹纷呈，民
间迎銮驾、女子腰鼓队踩街、百
子灯等，可以让你充分感受到民
间文化的深厚底蕴。

门票：免费
游览咨询：0579—88927925

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

逛完了景点，想买点礼物
带给亲朋好友，那么就去“义乌
中国进口商品城”逛逛，来自亚
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
大洋洲的101个国家和地区5万
余种特色商品汇聚于此。特别是
这里的非洲产品展销中心，目前
已引进 20多个非洲国家的 2000
多种商品，能让你充分感受到不
同的非洲风情。

游览咨询：
0579—85091883

赤岸·西海

对于情侣们来说，逛完街
当然想去走走浪漫的地方。位
于千年古镇赤岸镇境内的赤岸·
西海就是上佳选择。由九个自然
村落组成，区域内满目青翠，山
水相依，自然天成，充满野趣，一
条长达 3000多米的骑行道贯穿

整个赤岸·西海，拥有四季可赏
的花海景观，是义乌最浪漫的乡
村旅游目的地。

游览咨询：
0579—85776222

马畈农业奇幻乐园

亲子游的游客，则可以到
马畈农业奇幻乐园逛逛。这里
是一个以赏花草、亲子游为主
题的乡村旅游景区，种满各种
奇异花卉植物。浪漫迷人的马
鞭草、楚楚动人的波斯菊、灿
烂如霞的百日草……四季的花
草如约而至，在秋日里赶赴着
一场又一场盛大的花事。还有
花田间的观光小火车，更让人
重拾起一段旧时光。

门票：日常门票为 20 元/
人，1.4 米以下的儿童和 70 岁
以上的老人免票，退役军人、
残疾人可凭证件免费进入。

游览咨询：15967942329

双龙景区

继续前行，秋日登高望远，
金华山是绝佳的选择。位于此处
的双龙风景名胜区，更是一处融
自然山水、溶洞群景观、科普探
险、康体休闲、避暑度假、观光朝
圣于一体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也是与西湖、普陀、雁荡并称的
浙江旅游胜地。著名教育家叶圣
陶笔下的《记金华的双龙洞》自
被收入全国语文教材以来，影响
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今年11月至12月，景区将
举行黄大仙文化节，将以金华山
黄大仙文化为媒，联合各地黄大
仙文化旅游景点，促进海内外黄
大仙社团、宫观、信众间沟通与
交流，共同保护、传承、弘扬中华
黄大仙文化，进一步扩大金华山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门票：90元/人
游览咨询：
0579-82598016

百杖潭景区

百杖潭景区为浙江省第一批“生
态旅游区”、AAAA 级景区，以山险、石
奇、水清、洞幽、溪曲而闻名，“秀瀑孕深
潭，绝峰育奇石，龙溪十八渡，石上四重
天”是其景观的真实写照。主要景点中的
百杖三叠瀑为国内罕见的冰臼瀑布，堪
称江南一绝，其所在地势险峻，上下三瀑
相连，峡谷中水声轰鸣、水雾弥漫，背日
而站，但见彩虹横空，似入人间仙境。

门票：60元
游览咨询：0579—84758299

榉溪孔氏家庙

榉溪村始建于南宋建炎年间，是婺州
南孔的文化中心、孔子第三圣地。这里的“榉
溪孔氏家庙”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特别要向诸位推介的，是榉溪的婺州
南宗祭孔大典（今年为9月28日），在传承了
曲阜的礼仪外，还融合了榉溪本地的一些风
俗文化。五年一大祭，三年一小祭，每年举行
家祭。同时还有演戏、“翻九楼”“十八罗汉”

“高跷”“三十六行”“莲花落”等文艺节目。
门票：30元
游览咨询：0579—84619009

云山旅游度假区

想拍摄秋日落叶美景的游客，可以到
云山转转，这里的千亩银杏林每到深秋，树
叶转绿为黄，尤其在灿烂的阳光下呈现出它
一年中最美的色彩，片片落叶像黄色的蝴蝶
翩翩起舞，满树和满地的金黄煞是美丽。

游览咨询：0579—84699166

仙华山风景区

到了浦江，登上仙华山最适合远眺秋日美
景。仙华山以“奇、险、旷、幽”享誉江南，有奇峰
24座，大小景点 120多处，在海拔 600米以上的
仙华山巅，石峰耸峙，“如旌旗，如宝莲花，如铁
马临关”。最高峰少女峰，海拔 720.8米，山上奇
峰皆灵秀动人，色彩斑斓，或突兀耸立，或直插
云霄，时有云雾缭绕，缥缈若仙境，明代大文豪
宋濂称其为“天地间秀绝之区”。

门票：70元
游览咨询：0579—84228005

茜溪悠谷轻度假区

爬山的剧烈运动过后，到浦江享受一下慢
生活。这里的茜溪悠谷轻度假区东起候树岭脚，
西至富春野马岭，诗意茜溪、最美省道 210穿境
而过，有富春野马岭、美女峰、红岩顶等原生态

景观。还有“野马岭中国村”民宿、中国乡村旅游
创客示范基地廿玖间里、“江南乔家大院”新光
村灵岩古庄园、茜溪自驾车度假营地、房车花园
等已开发的旅游项目，深受游客喜爱。

游览咨询：0579—84351365

环通济湖慢生活区

位于浦江县城西 3公里外前吴乡内的环通
济湖慢生活区，同样可以感受到独特的慢生活
体验。这里湖光山色旖旎，人文底蕴深厚，环绕

“百岛湖”之称的通济湖，建有民生梯田花海、前
王山宋代窑址、AAA景区 3D罗源、吴莱和茀之
公园、休闲茶座、亲水漫步平台、特色民宿等景
观及其配套设施，是远近闻名的摄影写生基地。

游览咨询：13758917596

撰文 吴骞

金华旅游巴士,跟我一起游金华

胡肖飞 摄

图片由金华市旅游局提供（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