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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您游景区——旅游足迹

为您说时事——时事法制

同您聊“旅游+”——全域旅游

刊首语

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

发〔2009〕41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服务业发展“十

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2〕62 号、《国民旅

游休闲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国务院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31 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等政

策文件法律法规的发布，中国旅游业和高职教育事

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

2015 年已然是这项事业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

的一年。值此创刊《辉旅游行业资讯》，以期立足

旅游高职教育平台，引导学生关心、关注旅游行业

发展态势，增强学生抓取行业前沿资讯意识和实际

动手能力，强化学生资料搜集、文本编辑、期刊设

计等技能，调动学生自发、自主、自觉提升自我价

值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至关重要！

本刊主编李辉自 2001 年从事旅游高职教育以

来，处处关注旅游行业与时发展，时时思考旅游高

校教研改革，拟为旅游业、旅游教育事业贡献绵薄

之力......乃成：【辉旅游教育】。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是辉旅游的职业理念！

愿以【辉旅游教育】总体思路为指南，以电子期刊

为平台，拓宽渠道，尽心尽力投入旅游高职教育事

业来服务旅游业健康发展！为学生的职业成长保驾

护航、扶上马送一程！放眼未来，终身学习！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本刊编委均为高职

旅游大类专业在校生，自愿参与，自主设计，每期

责任编辑 1 人，并由执行总编审核，经总编审定后

公开发布，免费传播！

《辉旅游行业资讯》电子半月刊

主 办：辉旅游教育

总 编：李 辉

执行总编：姚雪莹（上半月）、马美琪（下半月）

本期责编：张欣悦

上半月刊编委：李佳文、路 鑫、张欣悦

下半月刊编委：周 涛、侯 雪、王明佳

上半月刊：每月 05日发布

下半月刊：每月 20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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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州景点介绍

郑州景点介绍

苏木山森林公园

平顶山旅游景点

旅游法规—“免责协议”

贵州古镇屯堡文化

河南中岳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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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州是我国优秀旅游城市，有中国太阳城之称，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山东德

州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德州旅游推荐去的五个景点介绍。

一、中国太阳谷（德州市德城区太阳谷大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研

发、检测、生产、教育、旅游基地。整个园区真的很酷，基本全部都是靠太阳能发电。

所以太阳谷也是全球首家低碳主题的旅游公园，远观银光闪闪，气势恢宏，谷内草木

茂盛，廊桥溪水，汲太阳之光芒，予大地之能量。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 2021年 3月 第 5期
总第 141期 《辉旅游行业资讯》电子半月刊

辉旅游教育教研网 http://www.huilvyou.cn- 2 -

二、泉城欧乐堡梦幻世界（德州市齐河县黄河国际生态城旅游路 08 号），很大的

主题乐园 设备也很齐全，葱葱的树木，还有那些让我们欢天喜地的游乐设施，游乐

场大门建得很有气势，高大的门楼很像个古堡，一进门就是小火车，可以带你转一圈

浏览整个游乐场，景观大道会有花车巡游，可以跟许多的卡通人物拍个照。

三、泉城海洋极地世界，目前来说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室内海洋馆呢，里面有很多

的海洋动物表演，极熊、企鹅、各种鱼，太美了，海豚太可爱了，海洋表演真棒，沉

浸在海洋世界里无法自拔，还有美人鱼，逛累了可以吃这家的东西。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 2021年 3月 第 5期
总第 141期 《辉旅游行业资讯》电子半月刊

辉旅游教育教研网 http://www.huilvyou.cn- 3 -

四、夏津黄河故道森林公园（德州市夏津县苏留庄镇），公园包括杏坞园、颐寿

园、千亩槐林等等，绕一圈的一两个小时。上周杏也熟了，桑葚也熟了，路边好多朴

实的买杏大姐，都很慷慨：“随便吃，随便吃。” 园里总共有树三万多株，树王据说

已经上千岁了。

五、海岛金山寺景区（德州市庆云县北环路与中心街交叉口南行 300 米），五福

齐临地，吉祥庆云城。金山寺始建于隋朝，兴盛于唐朝，渊源流淌的佛教文化，免费

大寺庙，建筑宏伟有气势，万佛殿值得一看，感叹那些能工巧匠，四周开阔，给人幽

静舒缓的感觉，殿内还有师傅为大家讲解佛经，可以坐下聆听师傅的教诲，让人胸襟

开阔，处事泰然。

以上是关于山东德州旅游必去的五个景点介绍，欢迎让我们一起打卡山东德州美

丽景点。

【资料转引自：微信公众号 德州全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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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文物古迹众多，有古城、古文化、古墓葬、古建筑、

古关隘和古战场在内的遗址遗迹达 1 万余处。二七广场的二七纪念塔是郑州的标志性

建筑，这里有最早的天文建筑登封观星台，有闻名世界少林寺，威震海内外的中国功

夫也是从这里走向世界。

少林寺

少林寺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是中国久负盛名的佛教寺院，也是少林武术的发祥

地。今天的少林寺不仅因其古老的佛教文化名扬天下，更因为其精湛实用的少林武功

而驰名中外。

少林寺建筑群主要包括常住院塔林、初祖庵、达摩洞等，为典型的汉传寺庙风格。

自上世纪 80 年代电影《少林寺》播放起，少林功夫开始名扬世界，在这里可以

了解到少林寺历代高僧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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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这里还包含景点：碑林 大雄宝殿 藏经阁 少林寺演武厅功夫表演团 塔林

立雪亭 达摩院 连天索桥 天王殿 二祖庵 初祖庵大殿达摩洞 观音殿 文殊殿 六祖

堂 三皇寨-普贤殿

嵩山

嵩山通称为中岳，中国五大名山之一，也是道教全真派圣地。

嵩山中部以少林河为界，东为太室山，西为少室山，绵延起伏于黄河南岸。

太室山下的中岳庙，始建于秦朝，是嵩山道家的象征；太室山南麓的嵩阳书院，

是嵩山儒家的象征，也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

少室山中以少林武术闻名于天下的少林寺，是嵩山释家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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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包含景点：中岳庙 卢崖瀑布风景区 太室山 峻极峰 连天峰 大法王寺 郑

州市月季公园 千佛殿 少林古兵器展览馆 会善寺嵩山地质博物馆 嵩山风景名胜区-

峻极峰 少室阙 嵩山滑雪滑草场 嵩阴风景区 石淙会饮

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

黄河游览区是 70 年代才在黄河之滨的荒山上开始建设的游览区，位于河南省会

郑州市西北 20 公里处黄河之滨。

这里是地上“悬河”的起点，也是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线。

景区已建成炎黄二帝、五龙峰、岳山寺、大禹山、星海湖、地质博物馆、黄河碑

林、黄河第一桥等几大景点。

除景点外，这里还有黄河索道、水陆两栖气垫船、万德福滑道等游乐设施可以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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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包含景点：炎黄二帝像 黄河母亲塑像 中国黄河第一铁路桥遗址 炎黄二

帝塑像 黄河碑林

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创建于 1927 年，馆藏丰富，是中国最值得一去的博物馆之一。

它是河南五千年历史脉络的展示区，也是了解河南最好的窗口，馆藏文物多达 14

万多件。

博物馆按时间顺序分布陈列有八大展厅，其中先秦时代的莲鹤方壶、云纹铜禁、

妇好鸮尊等青铜器精品，件件都是不容错过的国宝。

每周二至日，博物馆内会有华夏古乐演出，演出时间分别是 11:00 和 16:00 点，

每场演出约 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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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国家文物之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北 3 公里峻极

峰下。宋代“洛派”理学家程颢、程颐、司马光，范仲淹等都在这里讲学授课；司马

光著的《资治通鉴》有一部分就是在完成的。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时，在这里常同司

马光、范仲淹论证学说。

嵩阳书院面积并不是很大，进入大门后沿着中轴线步行向前游览即可。书院内建

筑布局保持着清代的风格。进入景区后，首先能看到先师祠，供奉与书院有关的各位

先师先贤，之后是讲堂、道统祠，最后是藏书楼。在轴线的两侧是原先的“程朱祠”、

书舍、学斋等。在书院的西偏院，你还能看到清代嵩阳书院教学考场的部分建筑。在

书院的藏书楼中，一定不能错过“武后金简”，据说当年武则天称帝之后，效仿历代

帝王，来嵩山祭天，留下向天帝乞福的手书金笺一封，乞求中岳嵩山神免除武则天

帝一切罪名，使大周江山万万年。如今保存在嵩阳书院的是复制品。

【资料转引自：微信公众号 中华纸业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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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女峰

进入苏木山景区不远的弯道处右边的山峦间仰望而视，两个相向而立依依惜别的人形巨

石，他（她）们仿佛在相互诉说着什么。 这就是依山而立的“神女峰”，背后有一个传说千

年、美丽的古老神话故事。把北魏拓跋鲜卑先祖力微降临人间古老而美丽的动人历史神话传

说故事，定格在塞外北疆苏木山的崇山峻岭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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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情节：相传北魏皇帝先祖拓跋力微（174-277 年）诞生于苏木山一带。史书《魏书

•卷一•帝纪第一》和《北史•卷一•魏本纪第一》均有记载。《北史》卷一《魏本纪一》原文

记载如下：圣武皇帝讳诘汾。尝田于山泽，欻见辎軿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自称天女，

受命相偶。旦日请还，期年周时复会于此。言终而别。及期，帝至先田处，果见天女，以所

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时人谚曰：

“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帝崩，神元皇帝立。文中大意如下：当年，拓跋力

微的父亲圣武帝拓跋诘汾南迁时，曾率领几万骑兵在山泽中打猎，忽见祥云中一驾华丽的彩

车从天而降，一位仙女从车上下来站在请汾面前，洁汾惊喜地问：“你是……”仙女凝眸一

笑，略带羞涩地对他说“我乃天女，奉王母之命许配给你。”洁汾喜出望外，心神摇荡，自

然求之不得。当晚俩人洞房花烛。次日晨，天女欲回天宫。临别时，对洁汾说：“明年此时

此地再相见”。果然，第二年天女与诺汾如约重逢。天女把她怀中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交给

洁汾说：“这是你的儿子。

你要抚养善待，他是将来的帝王。”这个孩子就是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的先祖神元皇帝

拓拔力微。所以当时人有民谣谚语说：“诘汾皇帝没有妇家，力微皇帝没有舅家。”力微长大

后果然成就了一番大业。西王母为了纪念神女送子的功劳，令观音菩萨点化苏木山入口山峦

上的两块巨石成为仙女为洁汾送子的造型，让神女送子的故事流传后世。因为拓拔力微是上

天之子，所以长大后被推为鲜卑首领，居长川（位于兴和小城子遗址）39 年，经过数年征

战，统一了鲜卑，并于公元 258 年迁都盛乐（今和林格尔）。建安二十三年（公元 218 年汉

末晋初）拓跋力微继任鲜卑索头部落首领，迎娶“没鹿回部”大人窦宾之女。率部居住于长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 2021年 3月 第 5期
总第 141期 《辉旅游行业资讯》电子半月刊

辉旅游教育教研网 http://www.huilvyou.cn- 11 -

川（兴和团结乡一带），治理有方，周边部落纷纷归附。正始九年（248 年），岳父窦宾去世

后，吞并没鹿回部，拥兵二十万。甘露三年（258 年），迁都盛乐，成为鲜卑部落联盟首领。

交好魏晋政权，咸宁元年（275 年）派遣太子拓跋沙漠汗进贡入朝为质子，学习中原文化。

西晋咸宁三年（277 年），陷入幽州刺史卫瓘计策，赐死太子拓跋沙漠汗，各部酋长分崩离

散，最终忧愁而死，享年一百零四岁。北魏立国后，道武帝拓跋珪追谥为拓跋力微为神元皇

帝，庙号始祖。《魏书》记载，公元 371 年，魏太祖拓跋珪出生在古参合陂北(今凉城县境内）。

公元 386 年，拓跋珪登代王位，起事牛川（即长川）。为了扼杀刚刚诞生的代国，争夺代国

王位，拓跋珪南巡时被他的叔叔拓拔窟喘包围在苏木山（代谷）、阳高（高柳）一带，史称

“代谷之战”。公元 395 年，拓跋珪与后燕太子慕容宝进行了参合陂大战，拓跋珪以 3万精

兵大胜拓拔窟咄 8万大军，创造了古代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威震北方。公元 398 年，拓跋

珪从和林格尔盛乐迁都平城（今大同）即皇位（道武帝）,国号魏，史称北魏。可以说，苏

木山是拓跋珪先祖的诞生地，北魏的发祥地。

【资料转引自：微信公众号 苏木山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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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平顶山别名鹰城，是我国优秀的旅游城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平顶山有

哪些好玩地方，平顶山著名五个旅游景点介绍。

一、叶县县衙（平顶山市叶县东大街 9），值得一去的地方，保存的最为完整的一座县

衙。首先说说可以吃的东西，景区外边有各种小吃，米线热干面烩面焖面麻辣烫等等各种小

吃，不论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去那里，都有各种各样的小吃。景区内环境真心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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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山风景区（平顶山市鲁山县尧山镇西竹园村），山高景美，空气清新，九曲瀑布、点将台、

雾凇、玉皇顶等等美景数不胜数，奇松怪石美不胜收，好像一幅雄伟壮观、气势磅礴的画卷，山峰奇特，

瀑布众多，森林茂密，温泉优良，人文景观辉煌，集雄、险、秀、奇、幽于一体。

三、画眉谷（平顶山市鲁山县尧山镇四道河村），景区内奇山怪石、清溪碧潭、

山花野果、珍禽走兽无处不在，含盘龙谷休闲区、红石峡区、原始森林区三大区域，

既有以元宝潭、画眉湖、杜鹃湖为代表的水文景观，又有以红石瀑、六叠瀑、静水湖

瀑布为代表的瀑布景观，还有以鹰嘴石、金龟出浴、神手净水、哼哈二将为代表的奇

石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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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郎山（平顶山市舞钢市石漫滩水库南岸），空气清新，像是天然的净化器。绿植

丰富，动物有水鹿，小熊猫，猴子特别多，来这里要注意猴子，凶的很，抢人们手中的吃的，

稍微起伏的山峦被绿植覆盖，是登山爱好者和健步走的好去处。

五、风穴寺（平顶山市汝州市风烟线附近），一个千年古寺，古老的存在，李连杰主演少林寺，电

影拍摄取景的地方，现有的建筑有金元时期的，更多的是明清时期的，景色清幽，虽然不是很大，胜在

淳朴自然。

【资料转引自：微信公众号 潇洒人生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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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短途旅游，自驾游是出游的主要方式之一。利用周末，带着家人和孩子，去周边来

个短途自驾游，既方便，又惬意。随着自驾游的日益流行，小规模组团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游客可能是号召亲朋好友同行，或者会报名参加自发组团的自驾游行程（往往是“驴友群”

或是“车友群”的负责人来组织），今天就来与大家分享下此中的风险。

拼"团"自驾游并签“免责协议”

小王（化名）参加了一次 3天的自驾游团，此团由旅游爱好者自发组织。部分团员驾驶

私家车出行，还有多位团员“拼车”出游。出发前，组织者召集大家一起签订了一份“免责

协议”，其主要内容是组织者只负责安排行程中的吃、住、行等事项，出现的其他问题由参

与者自行承担责任。小王虽然对这种“生死全由自己负责”的协议有所怀疑，但看大家都签

了，便也跟着签了字。

几天的行程使大家略显疲惫，上车后，除车主李某和另一位坐在副驾驶座上的“驴友”

外，小王和后排座上的另两位女士很快便昏昏欲睡。车行途中，因车主李某疲劳驾驶，车辆

冲出高速公路右侧路基发生侧翻。车上 5人均受伤，而坐在后排右侧的小王伤势最为严重。

伤员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小王胸脊 10 至 11 粉碎性骨折，造成下肢瘫痪。医生告诉

小王的家人，如果没有奇迹发生，小王的后半生将在轮椅上度过。

车祸发生后，交警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车主李某负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小

王将肇事车主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残疾赔偿金等共计 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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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协议”难以真正免责

无论是法律本身的规定还是司法实践，这种免责协议其实都是难以免责的。朋友间的自

助旅游，组织者对参加者负有一定安全保障义务，如果队员出险，团队负责人要担法律责任

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陌生人拼游一旦引

发民事纠纷，个案的各种细节的确认以及随之而来的索赔，都没有那么简单。由于自助游目

前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适用的法律有《合同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等。本案例中，小王是乘坐自驾车主李某的车出的事故，而事故是由于李某

操作不慎造成的，因此李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几乎所有类似此次“组团自驾游”形式的自助游，组织者都会在免责协议附上一个免责

声明，表明团员是自愿参与，责任自负，以此来免除“后顾之忧”，这就是“驴友”们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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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死状”。由于组织者提供的大多是无偿服务，所以参与者也不会过多计较，对这样的

条款一般都会欣然接受。而实际上，这样的条款并不能真的完全免责。在自发召集的 AA 制

出游方式中，由于组织形式决定了成员对组织者不具有接受服务和依附关系，事前的免责条

款具有一定的警示效力。但成员之间约定实施的是一项危险活动，彼此间设定了互助的义务，

当活动过程中成员间违背互助义务的宗旨时，免责条款就不管用了。而且根据《合同法》的

规定，涉及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不受法律保护。由此可见，即使签订了“生死状”，组织者

也要履行自己的风险提示义务，在危难时，全体“驴友”间也要履行力所能及的相互救助义

务。否则，一旦出现意外，就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顺应趋势，重视风险防范

我们必须看到，自发组团出游未来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参加者自由结合、自愿参

加，由一个或数个组织者负责安排路线、行程等事宜，组织者也是活动的参加者，对其他参

加者没有绝对的管理权，活动费用由参加者平均负担，活动不具有营利性质。该类活动的组

织者应当承担的责任不同于商业性营利活动的组织者。但组织者对参加者管理越多，决定的

事项越多，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就越重，反之亦然。

参与自驾游活动，车主和拼车人都需要具备法律意识，拼车人首先要为自己办理保险，

这种保障范围包括旅行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急性疾病、医疗费用、行李损坏丢失、车辆救

助费用以及个人综合责任等，之后还需要确认车主是否办理了乘客座位责任险，这主要是指

投保了这个险的机动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保险车辆所载货物遭受直接损

毁或车上人员的人身伤亡，乘客可获得来自保险公司的理赔，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车主的风

险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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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热心的组织者，其能力、经验应当让参加者知晓，以便参加者做出判断、选

择。其次，组织者应当谨慎、负责地安排活动。审慎选择路线，并充分考虑风险的存在。应

预先考虑相应风险出现时的应对措施，并掌握一定的救助手段，在危险发生时，积极救助。

而对于参与者而言，应当诚信地公布自身的情况，参与的活动一定要量力而行，时刻把

安全放在首位，尽量把风险控制到最小。

最后还要建议发布此类自助游信息的媒介机构，须加强对自助游风险的宣传说明，并对

活动的组织者进行一定的能力、经验、信用评估，便于参加者进行判断、选择。

【资料转引自：微信公众号 海外行国旅自贡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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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这座古镇 有奇特屯堡文化 被誉“明朝历史活化石”却少有人知。

贵州省安顺市，是滇黔古驿道的必经之地，因其地处中国华南喀斯特地貌中心，境内

100 多处瀑布构成一幅幅绚丽的立体画卷，素有“中国瀑乡”之称。来到安顺旅游，除了闻

名于世的黄果树瀑布，还有格凸河、天龙屯堡等众多隐藏在秀美山水中的景点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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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安顺市大山深处的天龙屯堡，早在元代就是顺元古驿道上的重要驿站，由于战略地

位十分重要，明朝初年，朱元璋采取“屯田戍边”政策，将军士及其眷属屯戍于此，生息繁

衍，其后裔被称为“屯堡人”，天龙屯堡也由此得名。古镇门前的一副对联：“滇喉屯甲源出

洪武十四年，黔中寓兵流长华夏千秋史”，道出了古镇的历史由来。

“屯”是指军屯，是军队驻扎修建的防御性寨子，“堡”是指普通百姓居住的地方。天

龙屯堡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直到清代依然是军事驿站和屯兵重地。古城墙上的垛口、炮台、

瞭望哨等军事设施至今残垣尚存，展示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功能和屯堡人的军事防

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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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古镇里，随处可见江南水乡风韵的石头建筑和身穿大襟宽袖、蓝色长袍的屯堡人。

数百年来，更朝迭代，世事变换，这里的屯堡人却一直沿袭着 600 年前江浙汉人的习俗，语

音、服饰、建筑及娱乐方式与周围村寨迥然相异，有着“明代历史活化石”之称。

古镇的每条街巷都由石板铺制，其中一条名为“九道坎”的窄巷，虽仅够两人擦肩而过，

却是古镇里石巷保留最完整的地方，行走其中，给人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在当地流传着一

段顺口溜：“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石头的街面石头的墙，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石头的碓

窝石头的缸”，可谓将石头的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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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堡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地戏”，这项由明军从江南带过来的军队祭祀活动，经过数

百年的民间演化，现已成为祭祀驱邪的娱乐表演。地戏表演者首先用青纱长筒套头将头包住，

然后将面具放在额头上，手执兵器在台上表演，所演剧目大多为《说岳》、《三国》等英雄报

国杀敌的故事。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8 年）年，云贵总督范承勋上报朝廷取消屯军，将军民军户改为

庶民，从此屯堡人可以不受军制约束，各自开荒谋生。但身为外乡入黔的屯堡人依然相互提

携，守望相助，由于屯堡里信佛、道、儒的人都有，便修建了一座供奉三教始祖的庙宇，命

名为“三教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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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屯堡自古有重儒崇文的传统，历史上曾出过多个状元，举人、进士更是层出不穷。

建于 1907 年的天龙学堂，由清末武举人陈日瞻创办，从这里曾走出了参加过“松沪会战”、

“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大战”的抗战将领陈蕴瑜，被当地人称为屯堡的“三味书屋”。

有着“中华财神”之称的元末明初江南第一富豪沈万三，因得罪朱元璋被发配到天龙屯

堡，据《沈氏族谱》记载，沈万三在贵州平越福泉山拜张三丰为师学习道教，88 岁时辞别

人世，葬于福泉山。当年的沈万三故居、沈万三祠至今仍保存完好，而沈姓也成为天龙屯堡

的四大姓之一。

【资料转引自：公众号 乱码的旅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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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登封，是华夏早期文明的核心发祥地之一和夏王朝最早的都城所在地，悠久的历史

和灿烂的文化，孕育了登封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然而说起登封，很多人只知道“天下第一

名刹”少林寺，其实在登封境内还拥有多座“国宝级”的古迹景点，其中最值得一看的，是

坐落在嵩山南麓的中岳庙。

据记载，中岳庙始建于秦代（公元前 221 年），初名太室祠，是祭祀嵩山太室山神的祠

庙。南北朝时期，道教在中国形成，太室祠也易名为嵩岳庙，成为道教主流全真道的圣地。

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岳庙，背倚黄盖峰，面对玉案山，总面积近 11 万平方米，是清朝乾隆皇

帝依照北京紫禁城的制式和布局重建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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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岳庙作为历代帝王祭祀山神的场所，至今仍保留着皇家规制的布局以及众多文物古

迹。庙内建筑共分为 7进 11 层，在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中华门，遥参亭、天中阁、峻极殿、

寝殿、御书楼等建筑，中轴线两侧还分布着古神库、四岳殿、东西廊房等院落，现存殿宇、

楼阁等建筑 39 座近 400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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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庙内还栽种有汉代至宋代的古柏 335 株，汉翁仲、魏碑、唐碑、明代五岳真形图

碑等古代碑刻 73 品，是五岳中现存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古建筑群，也是河南省规模最

巨、最完整的古代建筑群，素有“小故宫”之称。2010 年，包括中岳庙在内的天地之中历

史建筑群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创建于北宋的古神库，是放置旧神像的仓库，按照道教的传统，旧的神像要集中埋入神

库以示对神灵的敬意。在古神库周围还矗立着四尊高大的“守库铁人”，据介绍，这四尊铁

人铸造于北宋治平元年(公元 1064 年)，每尊高 3.5 米、重约 3吨，怒目挺胸，栩栩如生，

是我国现存铁人中保存最好、体量最大、造型最美的艺术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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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神库西北角一尊铁人衣服上的铭文显示：铁人由主持鼓铸事务的有忠武军匠人董

瞻、登封县押司刘琰、押司张简以及吕荣、莫时因、李诚、秦士安等人于北宋治平元年（1064

年），在阳城（现告成镇冶上村）铸造。近年来，考古专家在冶上村发现了大量古代冶铁遗

址，而当地人打铁、铸造的技艺也从宋代一直延续至今。

这 4尊“守库铁人”全身的铸缝多达 13 层，冶铸工艺相当复杂，生动展示了北宋时期

嵩山地区高度发达的冶铁和铸造水平，被誉为铁器时代黄河文明的巅峰之作。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铁人历经千年风雨却几乎没有锈迹，表面仍锃光发亮，坚固异常，十分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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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封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四尊铁人的神秘传说，当地百姓也将它们奉为中岳嵩山的

“镇山之宝”，不但每年来给铁人烧香，甚至身体疼痛不适也会来庙里摸摸铁人身上相同的

部位。据专家分析，正是一代又一代游客的抚摸，使铁人得到人体油脂的浸润，成为其千年

不生锈的原因。

到达方式：中岳庙距河南省登封市城东 4公里，游客可在登封市乘坐出租车或 2路公交

车，在“中岳庙”站下车即到。景区开放时间 8:00——18:00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假如有机会的话，不妨来中岳庙一游，这座道教圣地一定会让你不虚此行。

【资料转引自：公众号 乱码的旅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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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改变世界，行走改变命运！

未来，为旅游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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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这座古镇 有奇特屯堡文化 被誉“明朝历史活化石”却少有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