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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抢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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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亭污
郭亮洞一般为万仙山旅游的第
一个景点，是去郭亮村的必经
之路。郭亮洞又叫绝壁长廊，
全长 1250 米，是一个山间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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烩面
烩面是河南特色美食，它是一
种荤、素、汤、菜、饭聚而有
之的传统风味小吃，通常有羊
肉烩面，牛肉烩面，三鲜烩面，
五鲜烩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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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仙山当地生产野果野菜，纯
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野生蔬菜绝
对健康，野香菇、香芝麻叶、
野芹菜、野木耳等都是当地的
土特产品，当地的一些农家或
特产超市可以买到。

提前早知道

P13：美食攻略
P14：郭亮特产
P14：节庆活动
P15：旅游贴士

适合人群： 所有人群。
适合天数：2—3 天
花费预算：300—500 元
最佳旅游时间：晚春或夏末最佳，冬季可滑雪。

鸣谢

中原在这两个时节的气温最适宜游玩，如果想感受滑雪的刺激，那
就冬天来吧。

本攻略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果版权拥有者或者
作者发现自己作品被使用，请及时向欣欣旅游网提出通

本地人忠告
郭亮春天桃花、夏天云雾、冬天雪景是最美的，建议清明后外
边桃花谢后进山看春景。

知，欣欣旅游网将及时移除相关内容或者添加作者的版
权信息。
在此，本攻略特别鸣谢网友：tangqiang010、

ancle328、梅丽

欣欣百宝箱
品质线路

特价酒店

优惠门票

打折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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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亮的体验

人力一锤一锤在悬崖峭壁上凿成了这条花了五年时间、消耗了 10
多吨钢钎、4000 个铁锤；村民王怀堂等还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
生命，长达 1250 米的人工隧道把天堑变成了通途

红岩峡谷看陡直峭壁

长廊中临近悬崖一侧开了若干“窗户”，接近正午，阳光从侧
窗中投下片片明亮，窗外的大山自信地袒露着他的雄浑；目力所及

观景台就在“崖上人家”东面，几步之遥。站在观景台栏杆前，
“万仙山大峡谷”在这里一览无余，峡谷深 120 米、长达 40 公里、
宽在 20-500 米之间，两旁绝壁如刀劈斧剁，岩石色泽赤红，所以
这里也被称为“红岩绝壁大峡谷”。
“崖上人家”是在峡谷的南侧，而对面郭亮洞的绝壁长廊是在
峡谷北侧，郭亮村在峡谷的西面。抬头看：峡谷对面的崖壁，高耸
似千刀山，红色绝壁陡立如削。千米绝壁长廊的郭亮洞就在绝壁中
间，35 个天窗一线排列，横穿绝壁，分段外露。那条进山公路像
如意玉带，盘旋在绿海中，最终连接进绝壁长廊中。绝壁崖顶上面
是另外一片青山绿世界，被蓝天簇拥着的山头郁郁葱葱，分外秀丽。
探头看：观景台下是万丈深渊，深不见底，令人腿软心慌；观

的远方山头，影影绰绰着几个黑点，像是小屋，感觉，那是一个世
外的桃源，也或者，是一个“隐居”爱情的绝佳之地。
抚着凹凸不平的长廊内壁，踏着有些坑洼的地面，想想当年，
十三条汉子凭钢钎铁锤和坚强的意志，劈山凿石，仅用五年时间，
就打通了这条高 5 米、宽 4 米、全长 1200 米的郭亮洞，实在不能
不令人感佩不已，真是现代版的“愚公移山”啊！
原以为，什么“人定胜天”之类只是特定时代的口号式语言，
可来到这里，才明白，意志的力量竟可以如此强大！置身这洞中，
感受着大山的脉搏，聆听着长廊的心跳，闭上眼睛呼吸，对着窗外
呼喊，似乎胸中的烦闷、积虑都可一扫而光，是啊，面对这样的造
物和情境，一切都变得非常渺小。

景台旁边的崖壁也是有棱有角、层次分明的红砂岩，都呈 90 度刀
削般的陡立着。有好几处已经和崖壁断开了，直耸耸，孤零零的，
摇摇欲坠；
低头看：大峡谷壮阔深幽，赤崖巍巍，千仞赳赳；谷底是茂
密的森林，像绿色的波涛；细看左边谷底石壁褶皱处，不时的喷出
一缕银线玉丝，成飞瀑飘然入碧潭。

穿行于绝壁长廊
“绝壁长廊”位于太行山大峡谷河南省辉县市万仙山景区境
内，又称“郭亮洞”。
“绝壁长廊”是一条横穿在 110 米高悬崖绝壁
横面上的人工隧道，隧道长 1250 米，高 5 米，宽 4 米。
郭亮村位于这太行绝壁之上的群山环抱之中，要去郭亮村必经
这条千余米的“绝壁长廊”。很难想象 40 年前的郭亮村与山外的通
道只有在绝壁上开凿出的几乎是直上直下的被称为“天梯”的 720
个台阶。台阶最窄处只有 40 公分，说是“梯”
，旁边根本就没有扶
手，有的石阶踩上去还有点摇晃，看着下面的百丈深渊，令人胆战。
长期以来，交通的不便使得郭亮村不被外人所知晓。
为了让村子能够与外界沟通、摆脱贫穷落后的生活，1972 年，
13 位村民在村支书申明信的带领下，用卖掉山羊、山药的钱购买
了铁锤钢钎，在没有任何电力、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情况下。全凭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tangqiang010

吃住在崖上人家
说到崖上人家就会想到郭亮村那些居住在崖边的村民。其实，
现在崖上人家已经成为家庭客栈，旅馆的集中地。而真正的崖上人
家（老屋）已经不多了。由于地处崖上，缺少土地资源。村民就利
用山崖的平台作为晒菜干果干的场地，成为这里的一个特色。
在河南省新乡市郊，有一海拔 1297 米石缝孤独另立，与绝壁
隔离 10 多米，名为另山。明清时，有人家在此筑屋，现存四个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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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十二座房屋，均为木石建造。门外绝壁高 100 多米，被称为另山村，又称崖上人家。民谣：千仞绝壁立太行，高阔雄险在郭亮。崖上
耕织农家乐，清风白云拂石房。

景点分布图

万仙山景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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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亮景区导游示意图

郭亮概况
郭亮村位于河南省辉县西北 60 公里的太行山深处，海拔 1700 米的高高悬崖上，以秀美的山岭、独特的石舍而闻名，和南坪同属于万
仙山景区，是万仙山景区的一部分。郭亮山势独特，峰峦叠嶂，山清水秀，洞奇瀑美，潭深溪长，质朴的石舍，淳朴的山民，有石磨石碾
石头墙，石桌石凳石头炕，浑石到顶的农家庄院，一幢幢，一排排，依山顺势地坐落在千仞壁立的山崖上，有“太行明珠”的美誉。

影视基地
郭亮村是著名的影视基地，该村有八十多户人家，共三百多人，
山民淳朴热情，治安优良。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吸引了不少影视剧
组前来取景。
现在的郭亮村被誉为“中国第一影视村”，谢晋执导的《清凉寺的
钟声》、于本正的《走出地平线》曾在这里取景，还有《倒霉大叔的婚
事》、
《战争角落》、
《举起手来》等 40 多部影视剧在这里拍摄外景。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ancle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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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明珠
郭亮村距离河南省辉县西北 60 公里的太行山深处，海拔 1700 米的高高悬崖上，有一个以其独特的山势，峰峦叠嶂，山清水秀，洞奇
瀑美，潭深溪长，质朴的石舍，淳朴的山民，有石磨石碾石头墙，石桌石凳石头炕，浑石到顶的农家庄院，一幢幢，一排排，依山顺势地
坐落在千仞壁立的山崖上，以其特有的魅力，招来了大批中外游客，也受到了影视厂家、艺术家们的厚爱。它就是太行明珠———郭亮村 。

浓郁的民间风情
新乡民歌大致可分为革命历史民歌、新民歌、号子、山歌、田歌、小调等几类；新乡民舞在八十年代普查时，共有 80 余个舞种，120
多个演出形式， 400 多个传统节目， 3350 多个演出班社，占全省的舞蹈演出班社 1/3 以上。

著名的新乡民歌有《八月桂花遍地开》、
《送郎当红军》、
《花轿到门前》、
《车水歌》等。 1989 年河南电视台又以新乡民间歌舞为内容
拍摄了电视艺术片《情满大别山》并在中央台多次播出。

著名的新乡民舞有花挑、花扇、花伞、火绫子、狮子舞、春牛舞、竹马舞、旱船、龙灯等。其代表作品《丰收乐》、
《一把伞》、
《山乡
渔歌》、
《锣鼓闹秧》等曾在全国汇演、调演比赛中获奖。
同时，新乡传统文化中还有一部分音乐演奏形式、节目；如“潢川锣鼓”、
“ 商城丝弦”等。大弦戏更是流行在豫北、黄河两岸及山
东西部地区的一个古老剧种，是新乡人民传统娱乐方式之一。

欣欣小贴士：

线路推荐

1、恐高症患者慎游天梯。

观景一日游：自然风光

老屋民居 人工隧道

2、走路较多，还要走天梯，所以选择舒服的鞋子、穿
合身的装束很重要哦。

天梯—>崖上人家—>天池—>绝壁长廊
把天梯作为第一站是因为无数攻略提到这里可以逃票。不过现在来看，天梯入口处一般会有景点工作人员把守，早上八点之前逃票还
是有可能成功的。天梯很险，耸直陡峭，象快斧整劈过一样，天梯实际上是在绝壁上凿的“之”字型道路，游客过天梯的时候不可大意。
天梯南面是炮楼，这里的炮楼和战争没有关系，这是为了拍摄电视剧建造的，从炮楼的观景台能一瞰山下美景。
在炮楼观完景，沿着山路先向西北再向西南方向走，就到了下一个景点，崖上人家。现在的崖上人家已经成为家庭客栈的集中地，真
正的崖上人家（老屋）已经不多了。由于地处崖上，缺少土地资源。村民就利用山崖的平台作为晒菜干果干的场地，也是这里的一个特色。
看完崖上人家，再向北返回，就到了天池。天池是郭亮人用自己的智慧建造的景点，当地人在大峡谷的高处筑坝拦截泉水形成了这一汪碧
水，并排的两个瀑布吸引了很多写生的学生。
从天池出来继续向南走就到了绝壁长廊。绝壁长廊也叫郭亮洞，是一个山间隧道，它是郭亮人愚公精神不朽的象征。走在长廊中，你
会发现郭亮洞的外侧凿有的 35 个不同形状的天窗，郭亮人当时是为了清排石渣，如今这已变成通风透光的观景台。这里吸引了很多外国
游客，他们为民间的智慧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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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崖上人家有餐饮提供，炖柴鸡是很多游客青睐的，还有一些家常菜比如山韭菜炒鸡蛋、农家大烩菜、野山菌炖豆腐等，米饭 3 元左
右一碗、白面条 5 元一碗，菜品价格从 15 元到上百元不等。
住宿：可以在崖上人家住农家乐，也可以自己找家庭旅馆。这里住宿很多，完全不用担心。

深入三日游 ：

自然风光 老屋民居 人工隧道 溶洞

第一天：鸳鸯石—>喊泉—>红龙洞—>白龙洞
从郭亮村出发到“鸳鸯石”，一个小小的石头支撑着两块巨石，巨石相互依偎，如同鸳鸯，情侣们可以在这里拍照留念。如向西北走
就到了喊泉，喊泉名副其实，游人们如果在这里高喊，会惊喜地发现泉水流量有所增加，令人拍手称快。从喊泉经过老谭，可以到达红龙
洞和白龙洞，郭亮的溶洞不同于南方溶洞的大气宽敞，这里的溶洞大多狭窄、但小巧中别有一番风味，激起游客们入洞探寻的心理。

餐饮：崖上人家有餐饮提供，炖柴鸡是很多游客青睐的，还有一些家常菜比如山韭菜炒鸡蛋、农家大烩菜、野山菌炖豆腐等，米饭 3 元左
右一碗、白面条 5 元一碗，菜品价格从 15 元到上百元不等。

住宿：可以在崖上人家住农家乐，也可以自己找家庭旅馆。这里住宿很多，完全不用担心。

第二天：郭亮—>炮楼—>天梯—>崖上人家
先去炮楼，这里的炮楼和战争没有关系，这是为了拍摄电视剧建造的，从炮楼的观景台能一瞰山下美景。在炮楼观完景，天游客们北
上就能到达天梯。天梯很险，耸直陡峭，象快斧整劈过一样，天梯实际上是在绝壁上凿的“之”字型道路，游客过天梯的时候不可大意。

看完天梯折回原路，再向西南走，就到了下一个景点，崖上人家。现在的崖上人家已经成为家庭客栈的集中地，真正的崖上人家（老
屋）已经不多了。由于地处崖上，缺少土地资源。村民就利用山崖的平台作为晒菜干果干的场地，也是这里的一个特色。

餐饮：崖上人家有餐饮提供，炖柴鸡是很多游客青睐的，还有一些家常菜比如山韭菜炒鸡蛋、农家大烩菜、野山菌炖豆腐等，米饭 3 元左
右一碗、白面条 5 元一碗，菜品价格从 15 元到上百元不等。

住宿：可以在崖上人家住农家乐，也可以自己找家庭旅馆。这里住宿很多，完全不用担心。建议住在崖上人家，方便第三天的行程。

第三天：崖上人家—>天池—>绝壁长廊
从崖上人家出发，很块就能到天池，天池是郭亮人用自己的智慧建造的景点，当地人在大峡谷的高处筑坝拦截泉水形成了这一汪碧水，
并排的两个瀑布吸引了很多写生的学生。从天池出来继续向南走就到了绝壁长廊。绝壁长廊也叫郭亮洞，是一个山间隧道，它是郭亮人愚
公精神不朽的象征。

餐饮：崖上人家有餐饮提供，炖柴鸡是很多游客青睐的，还有一些家常菜比如山韭菜炒鸡蛋、农家大烩菜、野山菌炖豆腐等，米饭 3 元左
右一碗、白面条 5 元一碗，菜品价格从 15 元到上百元不等。也可以自己带点吃的，随时补充能量。

住宿：可以在崖上人家住农家乐，或者自己找家庭旅馆。郭亮能住宿的地方很多，完全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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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线路推荐

郑州出发：万仙山二日游|郭亮万仙山旅游|

郑州出发：郑州到新乡辉县郭亮万仙山两日

郑州出发：郑州到新乡旅游 郑州到【万仙山

郑州到万仙山二日游多少钱

游

郭亮村】两日游（天天发）

门市价：248 元

门市价：250 元

门市价：268 元

欣欣价：220 元

>>立即预定

欣欣价：248 元

欣欣价：220 元

>>立即预定

>>立即预定

>>更多线路推荐

交通攻略
火车

>>更多火车时刻信息

到郭亮，首先要先坐车到新乡，再由新乡转车前往郭亮，新乡
现有新乡火车站和火车东站两个车站。

新乡火车站

新乡火车东站
主要是高铁车辆的抵达和离开。北京有直达新乡的高铁 G569，
每天一班，发车时间 11:55，历时 3 小时左右，票价 281 元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平原路东侧
到达交通：新乡市内乘坐 66 路公交车至荣校路 107 国道站下车，

每天有开往汉口、北京西、郑州等地的火车。火车站的站前广
场设有市区公交车停车点，火车站向南 200 米就是新乡中心客运汽

在坐出租车前往。或做坐 16 路甲公交车至孙庄站下车后，坐出租
车前往

车总站。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
到达交通：新乡市内乘坐 2、6、7、11、16 路甲、17、24、55 路区
间、66、126、182、183、186、k801 路空调至火车站下车即到

汽车

>>更多汽车时刻信息

出新乡火车站前行 200 米左右，第一个十字路口右拐，150 米
处就是新乡长途汽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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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郭亮
新乡长途汽车站有直达南坪（都是一条线，只不过进景区之后
南坪向左郭亮向右）的大巴车，可以直达郭亮，但班车较少。

新乡长途汽车站

——过新乡——过高架桥——过十字路口（左辉县，右濮阳）—
—下一个十字路口（左侧有一加油站）左转走新乡北环路——约
走 11 公里——新辉立交右转——上新辉公路向辉县方向——抵辉
县市区的第一个转盘左转——辉县市南环路——辉县市西环路—
—小屯转盘直走（向山西方向）——岳村收费站（已撤销） 15 公

地址：自由街 155 号（近人民路口)

里愚公洞——南村转盘向左转 15 公里 南寨镇丁字路口左转（有路

电话：0373-2021240

标）——走 12 公里抵达万仙山景区

包车
在新乡火车站或自由路的长途客运站（距离火车站 1km）包车前往

安阳——万仙山

万仙山，小面的价格一般在 90-130 元，用时 1.5-2 小时。

自驾车

距离：约 125 公里
车程：大车最多 2.5 小时，小车最多 2 小时。

辉县——万仙山

路线：安阳——林州——合间——孔裕转盘右转——李家寨前的
加油站右转——（去山西的路）北寨——万仙山景区。

距离：约 50 公里（省道）
车程：约 1 小时
线路：辉县——北寨——万仙山

新乡——万仙山

濮阳——万仙山
距离：约 200 公里
车程：约 3.5 小时
线路：濮阳——濮鹤高速--转京珠高速——淇县出口下——卫辉—

距离：约 70 公里
车程：约 1.2 小时

—辉县——南村转盘左转——南寨——万仙山景区。

邯郸——万仙山

线路：新乡北环路——约走 11 公里——新辉立交右转——上新辉
公路向辉县方向——抵辉县市区的第一个转盘左转——辉县市南
环路——辉县市西环路——小屯转盘直走（向山西方向）——岳
村收费站（已撤销）15 公里愚公洞——南村转盘向左转 15 公里 南
寨镇丁字路口左转（有路标）——走 12 公里抵达万仙山景区

距离：约 195 公里
车程：约 3.5 小时。
自驾/行车路线：邯郸——安阳——林州——合间——孔裕转盘右
转——李家寨前的加油站右转——（去山西的路）北寨——万仙

3、郑州——万仙山

山景区。

距离：约 150（160）公里

鹤壁——万仙山

车程：约 2.5 小时
线路：郑州走花园路（或走 107）——向北直走——过黄河桥——
走 107 郑（郑州）新（新乡）快速道——新原收费站（已撤销）

距离：约 130 公里

车程：约 2.5 小时

线路：鹤壁——新乡——辉县——万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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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万仙山
距离：约 480 公里

焦作——万仙山
车程：约 8 小时

自驾/行车线路：太原——长治——壶关——合涧镇（辉林公路）
——南村——万仙山

距离：约 140 公里
车程：约 2.5 小时
自驾/行车线路： 焦作——焦辉路——薄壁——辉县——山西方
向——南村转盘左转——南寨——北寨——万仙山

石家庄——万仙山
距离：380 公里

济宁——万仙山

车程：旅游大巴 5 个多小时，自驾车 4 个多小时

距离：约 380 公里

自驾/行车线路：石家庄——京珠高速——过安阳后右转上南林高

车程：约 6 小时

速，林州下高速——林州（第一个十字路口左转，林州外环，丁字
路口左转）——合涧镇——孔裕转盘右转——李家寨前的加油站
右转（有路标，山西方向）——北寨（加油站左转）——南寨（丁
字路口右转，有路标）——万仙山景区。

自驾/行车线路：济宁——荷泽——卫辉——辉县——万仙山

徐州——万仙山
距离：直线距离 380 公里，全程高速路程 500 公里，半程高速路程
470 公里

邢台——万仙山

车程：约 6.5 小时

距离：约 260 公里

自驾/行车线路：

车程：约 4.5 小时

（1）经济行车路线为：徐州(上连霍高速) ——开封东（下高速）

自驾/行车线路：邢台——安阳——林州——合间——孔裕转盘右
转——李家寨前的加油站右转——（去山西的路）北寨——景区。

——封丘——延津——新乡——辉县——南寨——万仙山景区。
全程 470 公里，一半高速，一半省道（国道）,其中所有省道收费
站均已撤销，所以营运成本最低，时间约需 6.5 个小时，时间上较
为合适，但缺点是需要穿越 2 个县城 5 个沿路乡镇，人流车流较多，
影响行车速度，也影响安全。

商丘——万仙山
距离：约 370 公里

（2）便捷行车路线为徐州（上连霍高速）——开封东（转大广高
速向大庆方向）——封丘（转长济高速向济源方向）——新乡西
（下高速）——辉县——南寨——景区。全程高速，行车路况较

车程：约 6 小时

好，方便快捷，缺点是高速过路费用较高。

自驾/行车线路：商丘——开封——郑州——新乡——万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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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万仙山
距离：约 260 公里

下高速—林州市区方向——东环转盘左转——直行到头右转直行
——路口左转——转入 228 省道直走——途径李家寨村、李家寨
桥——见景区标识右转——过大全地、朱会坪——见景区标识左
转——南寨——景区。

车程：约 3.5——4 小时
自驾/行车线路：
（1）洛阳——焦作——新乡——辉县——万仙山
（2）洛阳——二广高速——济源（转）长济高速——新乡西下高
速辉县——万仙山

荷泽——万仙山
距离：约 280 公里
车程：约 4 小时
自驾/行车线路：菏泽——东明——过黄河大桥——濮阳南 307 省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tangqiang010

道——滑县——大广高速——新乡西——辉县——万仙山

许昌——万仙山
距离：约 90 公里

景点介绍

车程：约 1.5 小时
自驾/行车线路：许昌——京珠高速——107 国道——辉县——山
西方向——南村转盘左转——南寨——北寨——万仙山

郭亮洞（绝壁长廊）
郭亮洞一般为万仙山旅游的第一个景点，是去郭亮村的必经之
路。郭亮洞又叫绝壁长廊，全长 1250 米，是一个山间遂道。它经
典之处在于开凿它的人工精神。郭亮洞又称“绝壁长廊”（暨万仙

济南——万仙山（郭亮、南坪）

山绝壁长廊），于 1972 年 3 月 9 日开工，1977 年 5 月 1 日通车，
宽 6 米，高 4 米，是在 110 米高、1250 米长的绝壁横面上，以 25

距离：直线距离：350 公里；高速距离：全程 435 公里，

度斜面凿出的，是郭亮村人用生命和热血让天堑变成了通途。没有
用任何机械，全凭人力一锤一钎凿成，可以说郭亮洞是郭亮人发扬

车程：运行 5 小时到 5.5 小时，济南——林州全程高速，林州到景

愚公挖山不止精神的产物。

区为 1.5 小时省道。
在郭亮洞的建设过程中，共投工 6 万个，清理石渣 2.4 万立方
自驾/行车路线：
济南——京福高速（北京方向）——经齐河转盘转青兰高速（聊
城、馆陶方向）——过馆陶——转北京开封方向——大广高速（开
封方向）——过南乐——转安阳林州方向——南林高速——林州

米，消耗钢钎 12 吨，铁锤 2000 个。当时，郭亮村投资 8 万元，2001
年又投资 40 万元进行了扩修。作为南太行第一个横穿绝壁的隧道，
郭亮洞号称“太行隧道之父”。从郭亮洞出来，即可看到郭亮景区
的天池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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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梯
高达百米，720 级台阶，梯势险峻，蜿蜒曲折，宽处 1.2 米，
窄处 0.4 米，稍不留神，有坠崖之险，故称天梯、始建于明代，清
道光年间扩修，1977 年前，是郭亮村通向山外的必经之道。天梯
之险可见一斑，天梯就是在绝壁上凿出的“之”字型道路。
天梯的上方是郭亮村，下方是西梯坡村。红岩绝壁约有 200 米
高，耸直陡峭，象快斧整劈过一样，格调雄浑，令人生畏。头顶密
布的的乌云使峡谷更显磅礴大气，走在云梯上仰望山体无不被险峰
所震慑，壁缝填满双眼。向上只能看到上一层的石梯底面，向下只
见峡谷中水浪翻滚，涛声回荡，煞有不上不下之感。

黑龙潭瀑布虽然落差不太高，但它具有太行瀑布的鲜明特点，
瀑布的壑口有 2 米多深，上宽下窄，呈梯形口，这是经过多少万年
的冲刷而成，瀑布的中间那一片红色的岩石光滑亮丽，光洁度可与
最好的花岗岩石材比美，这是年复一年冲磨的结果，是名符其实的
水磨石。

天池
一般，来郭亮的游人走完绝壁长廊，便可来到天池。天池是郭

五峰山林海

亮人在赤红岩壁对峙的大峡谷的高处筑坝拦截泉水形成的一汪碧
水，碧水漫过坝上的桥洞跌宕下去，形成并排的两个瀑布，红崖、

最高山峰海拔 1561 米，由五个山峰组成，面积 1600 公顷。1962

绿树、碧水、银瀑，风景美的是那么的多彩秀丽，有人在此作画写

年，南坪人在崔电亮同志的带领下，开始在五峰山上造林，抡撅刨

生。

坑，点播松籽，苦干 20 年，五峰山全部绿化，荒山秃岭变为郁郁
成林，五峰山成为南太行最有名的人工林，南坪人植树造林的经验

黑龙潭瀑布
黑龙潭瀑布的水是从双龙泉流过来，瀑布落差 60 多米，水量
随季节变化，历经岁月，瀑布在石板上冲击出一个深潭，水面 40
平方米。

曾向全国推广，南坪人曾多次接待国外贵宾和朋友。
现在五峰山木材积蓄达上百万立方米，林内空气湿润，被誉为
“太行天然氧巴”，茂密的树林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豹子、野猪、
黄羊、獾、角雉、山鸡、画眉、山雀等珍稀动物时有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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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楼
炮楼并不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是为了拍摄《举起手来》而建
成的。炮楼建在悬崖边上，在炮楼附近有一个观景台。此处是俯视
山门，水磨的最佳地点，山下村庄的房屋清晰可见。山下的风景是
春季山花烂漫，秋季丰姿多彩，十分怡人。在炮楼旁边有租二战戏
服的，游客可以穿上服装过一把戏瘾。

黄龙洞
黄龙洞位于南坪，洞口经常向外吞云吐雾，充满神秘色彩。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tangqiang010

黄龙洞由三庭三潭组成，总深度 1500 米，洞龄约 1.2 亿年，
进洞百米，便是水潭，水深 2－3 米，长约 30 米，乘上游船，在漆
黑的洞里漫游，水声叮咚响，真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在两边伸手
可摸到层层棱棱湿漉漉的石壁，这里的石壁特别硬，而且还有棱角，
是硅质灰岩。

峡谷的北侧是绝壁长廊郭亮洞，从洞口向南观望，可看到雄峻
壮观的绝壁，可看到崖上人家的瓦舍炊烟及崖边粗壮的黄榆树。
从峡谷南侧可看到绝壁长廊的 35 个天窗及郭亮洞横穿绝壁的
雄姿。大峡谷的底部是雪山潭瀑布，瀑布上方是一道 100 多米深的

下船后，上行一个 2 米高滑石坡，便来到湿漉漉、光滑、凹凸

峰涧。冬天，潭水和瀑布连在一起成为一座冰山，开春的时候。冰

不平足有 2000 平方米的前庭。前庭再向前进是陡峭的石瀑，约有

雪消融，巨大的冰块开裂坠落，声震如雷，轰鸣之声在峡谷内久久

20 米高，安装有钢梯。爬上钢梯便是中庭有天然形成的黄龙把门

回荡，气势磅礴，惊心动魄。

的龙宫溶洞，有两个岔道，一个长 600 米，一个长 400 米。洞底布
满直径为 40－60 厘米的溶穴，深 1.5－2 米，山民形象的称为“水

喊泉

缸”。
郭亮村的“喊泉”是独一无二的。两个泉眼高悬于百米之上，
这是由于洞穴上边长期滴水而形成，这就是群众说的滴水穿

似两个龙头在喷云吐雾，瀑布从绝壁顶上一空心圆洞中垂直落下，

石。在洞内行走，要沿缸沿前进，需千万小心谨慎，踩稳缸沿。据

远看恰似“龙须”
，又称“龙涎”瀑布。游人站在其下，一声高喊，

说有位姑娘就曾跌入齐胸深的缸内，幸有水缓冲，没有跌伤。洞中

泉水流量便有所增加，似乎在欢迎游人的到来，其情其景，不能不

的钟乳石琳琅满目，或象麒麟或象牛马，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瀑

令人叫绝。

布飞流，景色清幽。据说最长的一条溶洞有 20 里长，电灯尚未接
好，游人只好到此止步。

万仙山郭亮滑雪场
滑雪场位于辉县万仙山风景区内郭亮村，这里自然条件得天独

红岩绝壁大峡谷
峡谷宽 5-500 米，两旁绝壁深 130 多米，长 40 公里，如刀劈斧剁，

厚，文化品位高，四面环山，雪道的坡度不大，非常适合初学滑雪
者和掌握基本滑雪技术者，场地宽阔，坡度适中，安全措施到位，
是大众滑雪的好去处，滑雪从郭亮滑雪场开始！

岩石色泽赤红，被称为“红色绝壁大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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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推荐
这里有数不尽的家庭旅馆,也有民风淳朴的农家小院,当地人的热情好客让这里“家家户户皆可宿”。随着景区的不断成熟,内部服务设施
也日渐趋于完善。农家院内不仅提供食宿,还可淋浴,一般都配有电话、卫星电视。农家院的价格多集中于每人每晚 15-50 元。

美食攻略
景区内就餐一般就跟随住宿一起解决。村里物质供应倒是丰富，可不必自带干粮。但是，餐饮的价格比较高。在景区内能吃到太行山
农家特色风味，如山野菜糊涂面、炒米汤、红豆捞饭、捞饼，山韭菜炒土鸡蛋、野木耳等各种山野风味饭菜。

红焖羊肉
红焖羊肉的来历是把闷罐羊肉和南方的火锅巧妙的结合在一
起而成的。又能大块吃肉又能喝汤涮菜，堪称"新乡一绝"，红焖羊
肉，以肉嫩、味鲜、汤醇、价廉，上口筋，筋而酥，酥而烂，为特
点。去玩的朋友们不能不吃啊！

烩面
烩面是河南特色美食，它是一种荤、素、汤、菜、饭聚而有之
的传统风味小吃，通常有羊肉烩面，牛肉烩面，三鲜烩面，五鲜烩
面等。

罗锅酱肉

牛忠喜烧饼
牛忠喜烧饼是国家级烧饼大师牛忠喜积多年的经验做出来的

酱肉色泽鲜艳，五香可口，肥而不腻，熟透而不烂。
1944 年，有一个叫熊明月的师傅在新乡市新荣街 151 号开设
了一个酱肉铺，他制作的酱肉，选料讲究，做工精细，味道鲜美，
颇受远近食者欢迎。
因肉铺有字号，又因业主熊明月驼背弓腰，人们便称其为“罗
锅酱肉”。

黄河鲤鱼
新乡市是中国黄河鲤鱼的主要产区之一。原阳、封丘、长垣三
县沿黄河岸有 67 公里。这里河面宽，水流缓，饵料多，水质肥，
是鲤鱼栖息繁殖的良好场所。

风味食品。其烧饼松酥起层，香而不腻，无硬核，冬季可存放一个
多月仍香酥不变味。

新乡烧鸡
新乡烧鸡由滑县道口镇传入。道口烧鸡距今已有板有 200 余年
的历史，是全国文明的风味食品，传入新乡市也有 60 余年了。
1966 年正式改名“新乡烧鸡”，可与道口烧鸡媲美，成为新乡
市特产之一。新乡烧鸡清洁卫生，色泽鲜艳，味香肉嫩，酥烂脱骨，
肥而不腻。
目前市美林食品厂已将新乡烧鸡进行铝箔袋真空软包装，可保
鲜 6 个月，深受广大顾客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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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特产
郭亮本地的特产很少，在景区多是一些哪里都有的旅游纪念
品，买不到特色。不过因为地处新乡，游客们可以在郭亮可以买到
具有新乡特色的特产。

金银花

节庆活动
郭亮滑雪节
郭亮村有个滑雪场，这里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四面环山，雪道
的坡度不大，非常适合初学滑雪者和掌握基本滑雪技术者，场地宽
阔，坡度适中，安全措施到位。喜欢滑雪的朋友冬天可以去玩一下。

金银花（又名忍冬花，二花）是国家二类贵重药，材，花，蕾，
叶均能入药。具有清热解毒消热止痛之功效。全国金银花属河南，
河南金银花又属原阳所产之质量最佳，数量最大，原阳金银花种植

攀岩场

已有数百年的历史。1983 年被列为全国生产基地县。
“原阳一号”
等优质花已走出国门，远销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县农副产品
出口创汇的一项“拳头”产品。

郭亮村原有一个攀岩场的，因为阻碍交通，结果攀岩场移到了
南坪乡。不过村子周围可攀岩的地方实在太多，喜好攀岩的人到这
里大可过一把攀岩旅游的瘾。

香酥鸡
香酥鸡在新乡市颇负盛名，深受各地食客青睐。由于经过特殊
材料的腌制，香酥鸡纤维比较细，嚼起来口感很好，色香味皆具，
值得一尝。

野果
万仙山当地还生产一些野果，柿子、山杏、山楂、核桃、刘秀
果、柿饼、山桃等都是当地特产，当地人还会将这些果子采摘下来
后，经过加工制成野山楂汁、山楂醋、柿饼、南瓜汤、红枣汁等，
一些超市可以买到这些东西。

野菜
万仙山当地生产野果野菜，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野生蔬菜绝对
健康，野香菇、香芝麻叶、野芹菜、野木耳等都是当地的土特产品，
当地的一些农家或特产超市可以买到。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ancle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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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贴士

注意事项
1．去看溶洞（红龙洞、白龙洞等）的话，最好带上防水手电

实用信息

或者头灯。
2．郭亮村里物质供应丰富，价格公道，可不必自带干粮。

语言
在郭亮地区一带游玩，当地人都会讲普通话，不用担心沟通问题。

银行

3．住农家乐的话，可以让老板带着上山，运气好的话能免门
票。

攻略制作者

离景区最近的辉县沙窑乡里有中国信合，可以取款。

本攻略由欣欣旅游网打造，并将定期更新，最
邮局
景区设有自己的邮政电信支局，功能齐全，服务周到。

网络/通讯

新版本请关注欣欣旅游网郭亮攻略！如有批评建
议，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周边攻略推荐

景区开通了手机（移动、联通）、有线电话服务，精品景点区有公
共电话和 IC 卡电话。另外，景区内的观日台，是观看太行山日出
的好地方，由于地处山西河南两省交界，当登至山顶时，手机用户
会收到来自山西的短信问候。

医院
景区有一个医院，三个医疗室，配有专职医务人员、常用医疗
设备和药品，有救护意外伤害和突发病的能力。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欣欣旅游网旅游攻
略。

景区救护电话：0373-6718120（卫生院），6710303（郭亮），
6710239（南坪）
辉县市急救中心：0373-120

旅行安全
下雨天气出行，行走尽量离开路边，咫尺悬崖，失足成恨。攀
爬天梯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玩笑打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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