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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是全人類共同繼承和擁有的寶

貴財富，是人們認識歷史文化的教科書。截至

2019 年 7 月，中華大地上共有世界遺產 55 項，

其中自然與文化雙遺產 4 項、文化遺產 37 項、

自然遺產 14 項，數量居世界第一。

自然文化雙遺產泰山、黃山、峨眉山—樂

山大佛以及武夷山，燦爛的文化和自然交織，

散發出無與倫比的魅力。

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萬里長城，金碧輝

煌的明清故宮，富麗堂皇的頤和園，規模宏大

的明清皇家陵寢，氣勢磅礴的秦始皇陵及兵馬

俑坑，小巧寫意的蘇州古典園林，古樸清新的

西遞、宏村，風情濃厚的澳門歷史城區，古樸

幽靜的麗江古城等文化遺產，穿越千年時空，

靜靜地記錄着中華文明發展的足跡。

人間仙境、童話世界九寨溝，五彩繽紛的

黃龍，道教發源地龍虎山，奇峰秀水的武陵源，

以「四絕」著稱的三清山，色若丹渥、燦若明

霞的中國丹霞以及「江水並流而不交匯」的三

江並流等眾多雄奇秀美的自然遺產，無不展示

出一種令人震撼的自然之美。

中華大地上的世界遺產，或是智慧的中華

民族創造的輝煌人文經典，或是大自然造就的

視覺盛宴，是價值無可估量的瑰寶。歡迎您走

進神州大地，走進世界遺產，發現世遺奧妙，

領略古老文明和神奇風光。

N

序言

別行政
港 別行政

別行政

港 別行政

世界遺產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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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一覽眾山小

入選年份：1987 年

入選理由
莊嚴神聖的泰山，兩千年來一直是帝王朝拜的對象，其山中

的人文傑作與自然景觀完美和諧地融合在一起。泰山一直是藝術

家和學者的精神源泉，是古代中華文明和信仰的象徵。

簡介
泰山位於山東省泰安市，是國家 AAAAA 級旅遊景區。以海

拔 1545 米的主峰玉皇頂為中心，呈放射形分佈，自然景觀雄偉高

大，有拔地連天之勢，加上深厚、悠久、獨特的歷史文化內涵，

泰山自古有「五嶽之首」的美稱。

自古以來，中國人就崇拜泰山，有「泰山安， 四海皆安」的

說法。古代歷朝歷代不斷在泰山封禪和祭祀，並且在泰山上下建

廟塑神，刻石題字。古代的文人雅士更對泰山仰慕備至，紛紛前

來遊歷，作詩記文。泰山宏大的山體上留下了 20 餘處古建築群，

2200 餘處碑碣石刻。

地址：山東省泰安市紅門路

世界自然與
文化雙遺產

遊覽綫路

1. 經典中路遊覽綫：岱宗坊—關帝廟—

中天門—五大夫松—十八盤—南天門

2. 便捷西路遊覽綫：天外村—龍潭水庫—

龍角峰—傲徠峰—黃溪河水庫—中天門

美食

泰安煎餅、清氽赤鱗魚、東平「霸王別

姬」、州城糟魚、豆腐宴

購物

泰山核桃、泰山綠茶、泰山板栗

演出節慶

《中華泰山．封禪大典》實景演出

地址：泰安市大津口艾窪村天燭峰景區

電話：0538-8580000

泰山登山節

時間：每年 9 月

地點：泰山景區

▎▎黃山：天下第一奇山

入選年份：1990 年

入選理由
黃山，在中華歷史上文學藝術的鼎盛時期曾受到廣泛的讚譽，

以「震旦國中第一奇山」而聞名。對於從四面八方來到這個風景

勝地的遊客、詩人、畫家和攝影家而言，黃山具有永恆的魅力。

簡介
黃山位於安徽省南部黃山市，是國家 AAAAA 級旅遊景區，

以「奇松、怪石、雲海、溫泉」四絕享譽天下，自古有「黃山歸

來不看嶽」之說。黃山總面積約 1200 平方公里，以溫泉、雲谷、

松谷、北海、玉屏、釣橋六大景區為主。

溫泉景區山清水秀，石巧泉奇；雲谷景區是一片地勢較低、

略顯開闊的谷地，以林景聞名；松谷景區以池潭取勝；北海景區

是一片海拔在 1600 米左右的高山開闊區域，集峰、石、松、雲等

奇景於一身，被稱為黃山的風景窗；玉屏景區是黃山的中心景區，

包括蓮花、天都兩大主峰；釣橋景區以峰奇石巧、壑深谷幽、晚

霞壯麗、松美泉靈見勝。

地址：安徽省黃山市黃山區

遊覽綫路

黃山二日遊

D1 雲谷寺—小夢幻—石筍矼—蘑菇亭—

豎琴松—始信峰—黑虎松—夢筆生花—

曙光亭—清涼台—猴子觀海

D2 清涼台—北海—西海—排雲樓—飛來

石—光明頂—天海—鼇魚峰—鼇魚洞或

一綫天—百步雲梯—蓮花峰南坡腳—蓮

花北坡腳—玉屏樓—迎客松—慈光閣

美食

臭鱖魚、毛豆腐、石雞、刀板香

購物

黃山毛峰、貢菊、石耳、太平猴魁

演出節慶

 《徽韻》

時間：20:00-21:10

地點：黃山市屯溪區香茗劇院

泰山

泰山

黃山

黃山

黃山

WORLD NATURAL 
AND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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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樂山大佛：峨眉天下秀

入選年份：1996 年

入選理由
公元 1 世紀，在峨眉山景色秀麗的山巔上，落成了中華最

早的佛教寺院之一，此處逐漸成為佛教的主要聖地之一。樂山

大佛是人們 8 世紀時在一座山岩上雕鑿出來的，仿佛俯瞰着三

江交匯之所。佛像身高 71 米，堪稱世界之最。

簡介
峨眉山位於樂山眉山市境內，保存了從前寒武紀（距今約

6 億年）以來比較完整的沉積地層，地質地貌典型、獨特。峨眉

山風景以「雄、秀、神、奇」著稱，主峰金頂上可欣賞到雲海、

日出、佛光、聖燈四大奇觀。峨眉山還是中華佛教四大名山之

一，山上現有寺廟數十處，珍藏有許多精美的佛教文物。

樂山大佛位於樂山市區東南，地處東岷江、大渡河、青衣

江三江匯流處。佛像依山而鑿，始建于唐代開元元年（公元 713

年），前後歷時 90 年終於完工。大佛通高 71 米，是世界上現

存最高的石刻大佛像，真正形成了「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座佛」

的壯觀景象。

地址：四川省樂山市峨眉山市和市中區

▎▎武夷山：碧水丹山▎秀甲東南

入選年份：1999 年、2017 年

入選理由
武夷山脈是華東南部最負盛名的生物保護區，也是許多古

代孑遺植物的避難所。自 11 世紀以來，發源于此的理學對華

東南地區的文化產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

簡介
武夷山集山嶽、河川風景於一身，兼具「奇、秀、美、古」

等特徵，有三十六峰、九十九岩、九曲溪、桃源洞等名勝和

武夷宮、紫陽書院（武夷精舍）舊址及歷代摩崖題刻。其中，

九曲溪被譽為武夷山的靈魂，因有三彎九曲之勝而得名。此

外，朱熹（1130—1200 年）本人在武夷山從學、著述、授徒

共計 50 餘年之久，以他為代表的朱子理學正是從這裡逐漸對

外傳播開來，成為官方的正統哲學思想。其在武夷山創辦的

武夷精舍等書院是當時最有影響的書院。

地址：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市、江西省上饒市鉛山縣

遊覽綫路

峨眉山二日遊

D1 五顯崗—清音閣—白龍洞—萬年寺—息心

所—初殿—華嚴頂—洗象池—雷洞坪—接引

殿—金頂

D2 洗象池—遇仙寺—仙峰寺—九老洞—洪椿

坪—黑龍江棧道—清音閣—廣福寺—中峰寺—

神水閣—純陽殿—雷音寺—伏虎寺—報國寺

樂山大佛一日遊

淩雲寺—樂山大佛—麻浩岩墓—烏尤寺—遊船

（夜遊三江）

美食

葉兒粑、萬年寺素齋宴、樂山酥肉豆腐腦、 

蹺腳牛肉

購物

峨眉雪芽、峨眉糕、樂山甜皮鴨、蘇稽米花糖

演出節慶

《只有峨眉山》

時間：每晚 19:30-21:10

地點：峨眉山市川主鎮峨川路 99 號

《聖象峨眉》

時間：每晚 19:30-21:00

地點：峨眉山市大光明路 6 號象城大劇院

遊覽綫路

一日遊

上午：天遊峰、雲窩、茶洞、接筍峰、桃源洞等

下午：漂流九曲溪、古街、朱熹紀念館、三清殿、 

         武夷宮

經典二日遊

D1 上午：天遊雲窩景區；

     下午：大紅袍、水簾洞景區

D2 上午：遊覽九曲溪漂流，武夷宮景區；

     下午：一綫天、虎嘯岩景區

美食

蘭花蛇絲、荔枝肉、嵐谷熏鵝、文公菜

購物

武夷岩茶、大紅袍、五夫白蓮、武夷板栗

演出節慶

《印象大紅袍》

時間：每晚 20:00-21:15

地點：武夷茶博園

武夷山龍舟賽

時間：每年端午節（五月初五）

地點：武夷山九曲溪

峨眉山—樂山大佛 武夷山

《茶紋》─武夷山峨眉山金頂

樂山大佛峨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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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胡羊燜餅、敦煌黃麵、敦煌釀皮子

購物

敦煌文創產品致力於把敦煌傳統的文化元

素植入時尚新潮的當代工藝品中，出品了

一大批廣受歡迎的文創產品。

特色文創：

文藝演出

《又見敦煌》

以史詩的筆法傳承絲路文化，從藝術角度

再現「人類的敦煌」。

地點：敦煌市莫高窟數字中心西側又見敦

煌劇場

遊覽綫路

1. 山海關一日遊：山海關古城、天下第

一關、老龍頭、孟姜女廟

2. 八達嶺一日遊：登城－西平臺北門鎖

鑰－北一樓－袁崇煥石像－北二到八樓，

好漢坡－好漢碑留影，原路返回或者纜

車下山。

3. 嘉峪關一日遊：嘉峪關關城—長城第

一墩—懸壁長城—魏晉墓

長城節慶

長城馬拉松

長城每年都會舉辦馬拉松比

賽，受到國內外資深跑馬

愛好者的推崇，被譽為

全球最酷的馬拉松之

一。

地點：慕田峪長城、

金山嶺長城、黃崖關長

城等

入選年份：1987 年

入選理由
莫高窟地處絲綢之路的一個戰略要點。它不僅是東西方

貿易的中轉站，同時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識的交匯處。莫高

窟的 492 個小石窟和洞穴廟宇，以其雕像和壁畫聞名於世，

展示了延續千年的佛教藝術。

簡介
莫高窟始鑿於 366 年，至元代（1271—1368 年）基本定

型，現存洞窟分為南北兩區。北區多是僧侶修行、居住和亡

後掩埋的場所。南區是莫高窟的主體，是僧侶們從事宗教活

動的場所。各窟大小相差甚遠，最大的達 268 平方米，最小

的不足 1 平方米。洞窟的四壁、窟頂和佛龕內的壁畫內容博

大精深，題材豐富，宗教及世俗生活都有涵括。壁畫上處處

可見的漫天飛舞的飛天（佛教中空中飛行的天神），已經成

為敦煌藝術的標誌。專門研究、發掘、整理和保護敦煌文物、

文獻的綜合性學科—敦煌學已成為一門國際性的熱門學科。

地址：甘肅省敦煌市東南 25 公里處

▎▎莫高窟：延續千年的佛教藝術▎▎長城：上下兩千年，縱橫十萬里

入選年份：1987 年

入選理由
約公元前 220 年，秦始皇（前 259—前 210 年）將長城連接

成一個完整的防禦系統。明代（1368—1644 年）又繼續加以修築，

使長城成為世界上最長的軍事設施。長城在文化藝術上的價值，

足以與其在歷史和戰略上的重要性相媲美。

簡介
東起遼寧鴨綠江畔，西至甘肅嘉峪關，始建于戰國時期（前

480—前 221 年），至清代（1616—1911 年）時，長城的修建工

程才基本結束。長城橫亙河北、北京、內蒙古、山西、陝西、寧夏、

甘肅等地，全長約 6300 公里，是世界上最長的防禦設施。

山海關、八達嶺、慕田峪、嘉峪關等處是長城比較重要的地

段。其中，山海關、八達嶺是明代長城最傑出的代表，因地處要

塞，四通八達而聞名。慕田峪長城以「驚、險、奇」著稱。嘉峪

關長城有「天下雄關」之稱，是長城中現存最完整的一座關隘⋯⋯

一直以來，有「不到長城非好漢」之說，長城已成為中華民族精

神力量的象徵。

山海關長城：河北省秦皇島市山海關區
八達嶺長城：北京市昌平區八達嶺鎮
嘉峪關長城：甘肅省嘉峪關市

山海關長城 八達嶺長城 嘉峪關長城

金山嶺長城 莫高窟

莫高窟壁畫

世界文化
遺產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敦煌研究院旗艦店

八達嶺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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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故宮：宮廷建築的精華

入選年份：1987 年、2004 年

入選理由
紫禁城是中華五個多世紀以來的最高權力中心，它以園

林景觀和容納了傢俱及工藝品的 9000 個房間的龐大建築群，

成為明清時代中華文明無價的歷史見證。

簡介
明清故宮包括北京故宮和瀋陽故宮。北京故宮又稱紫禁

城，始建於明代永樂四年（1406 年），永樂十八年（1420 年）

建成，先後有 24 位皇帝在此登基執政，占地面積 780,000 平方

米，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構皇宮建築群。

主體建築是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其中，太和殿是宮中

最重要、最具象徵性的大殿，規格、等級最高的古建築，皇

帝的登基、大婚等都在此舉行。瀋陽故宮是舉世僅存的少數

民族地方政權宮殿，現存各類古建築 114 座。瀋陽故宮是滿

族人將漢、蒙、藏等民族的建築技術和藝術融合在本民族的

社會制度、生活習俗和審美觀念中的產物。

北京故宮博物院：北京市城市中軸綫中心
瀋陽故宮博物院：瀋陽市瀋河區瀋陽路 171 號

遊覽綫路

1. 北京故宮：實行自南向北單向參觀，由午門

進入，由神武門或東華門離開。

2. 瀋陽故宮：大清門—大政殿—崇政殿—鳳凰

樓—清甯宮—文淵閣—嘉蔭堂

美食

北京：北京烤鴨、炸醬麵、鹵煮、涮肉

瀋陽：滿漢全席、朝鮮族烤肉、熏肉大餅

文創購物

文藝演出

鐘錶演示表演

時間：11:00-14:00

地點：北京故宮鐘錶館

評劇折子戲

時間：每週末 14:00

地點：瀋陽故宮西路古戲臺

▎▎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坑：地下王國

遊覽綫路

經典一日遊

秦始皇陵博物館—兵馬俑一號坑—兵馬

俑三號坑—兵馬俑二號坑—陳列館

美食

Biangbiang 麵、肉夾饃、牛羊肉泡饃

購物

西鳳酒、藍田玉器、仿秦兵馬俑、  

彩繪泥塑

文藝演出

《秦俑情》

時間：14:00-15:00

地點：西安市臨潼區陝西秦皇大劇院

《長恨歌》

時間：20:30-21:40

地點：西安市華清宮

《唐樂宮》

時間：19:00-21:00

地點：西安市長安北路唐樂宮劇院

入選年份：1987 年

入選理由
秦始皇（前 259—前 210 年），第一個統一全國的皇帝。在

他陵墓的周圍環繞着那些著名的陶俑。那些略小於人形的陶俑

形態各異，連同他們的戰馬、戰車和武器，成為現實主義的完

美傑作，同時也保留了極高的歷史價值。

簡介
秦始皇陵是中華歷史上第一位皇帝的陵墓，始建於公元前

246 年，歷時 38 年完成，面積達 56.25 平方公里，是中華歷史

上規模最大的陵園。秦始皇建立了中華歷史上一個統一的、多

民族、中央集權制的封建王朝—秦王朝，其陵墓仿照其都城咸

陽的佈局建造，分為地下宮城、內城、外城和外城外等不同區域。

與他的宮廷相對應，宮城和內城之間分佈着用於祭祀、陪葬的

建築如寢殿、車馬儀仗等；內城垣和外城垣之間有馬廄坑、園

寺吏舍建築基址等；最週邊則是兵馬俑坑等陪葬坑，已經從這

裡出土了 5 萬多件重要歷史文物。其中一號坑 6,000 多個武士俑

和拖戰車的陶馬與真人馬大小相同，在坑內排成方陣，形態各異，

表情逼真。

地址：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驪山北麓

兵馬俑故宮

瀋陽故宮

北京故宮
博物院

瀋陽故宮
博物院

北京故宮
文創

故宮文化
創意館

故宮文創
旗艦店

故宮淘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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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薩布達拉宮歷史建築群：▎▎

▎雪域高原明珠

入選年份：1994 年、2000 年、2001 年

入選理由
布達拉宮，坐落在拉薩河谷中心海拔 3700 米的紅色山峰之上，

是集行政、宗教、政治事務於一體的綜合性建築。布達拉宮象徵着西

藏佛教和歷代行政統治的中心。大昭寺是一組極具特色的佛教建築

群。羅布林卡是達賴喇嘛的夏宮，也是西藏藝術的傑作。

簡介
布達拉宮位於拉薩市西北海拔 3700 多米的紅山上，始建於公元

7 世紀藏王松贊干布（617—650 年）時期，是西藏現存規模最大、最

完整的古代藏族宮堡式建築群，是歷世達賴喇嘛的冬宮。大昭寺始建

于唐貞觀二十一年（601 年），是西藏地區最古老的一座仿唐式漢藏

結合木結構建築。羅布林卡是歷世達賴喇嘛處理政務和進行宗教活動

的夏宮，集園林與宮殿建築於一體，是西藏規模最大、營造最精美的

園林。

地址：西藏自治區拉薩市

遊覽綫路

布達拉宮

世襲殿—五世達賴喇嘛靈塔殿—持明

殿—菩提道次第殿—西有寂圓滿大

殿—紅宮二回廊—響銅殿—普賢追隨

殿—法王洞—無量壽佛殿—釋迦能仁

殿—聖觀音殿—上師殿—殊勝三界

殿—東有寂圓滿大殿—白宮門廊—彭

措多大門

美食

酥油茶、糍粑、  

青稞酒、風乾肉

購物

唐卡、藏紅花、尼木藏香、藏毯、 

藏式刀具

文藝演出

 《文成公主》

時間：每晚 21:00

地點：拉薩市西藏文化旅遊創意園

▎▎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

▎京都皇家後花園

入選年份：1994 年

入選理由
承德避暑山莊是清王朝的夏季行宮，由眾多的宮殿以

及其他處理政務、舉行儀式的建築構成，建築風格各異的廟

宇和皇家園林同周圍的湖泊、牧場和森林巧妙地融為一體。

簡介
承德避暑山莊始建於 1703 年，是清代皇帝的夏宮，

由皇帝宮室、皇家園林和宏偉壯觀的寺廟群組成，是現存

規模最大的古代帝王宮苑和皇家寺廟群。避暑山莊是皇帝

夏日避暑和處理政務的場所，宮殿區一律採用青磚灰瓦，

建築風格樸素淡雅，又不失皇家氣派。苑景區可分為湖區、

平原區和山區。平原區分為西部草原和東部林地—萬

樹園。文津閣是中華四大皇家藏書名閣之一。山區位於山

巒之中，古松參天，林木茂密。

避暑山莊周圍的寺廟總占地面積 47.2 萬平方米，其

中有 8 座統稱「外八廟」。外八廟完好地保存和供奉着近

萬件精美的佛像、法器，是藏傳佛教聖地之一。

地址：河北省承德市雙橋區山莊東路 6 號

遊覽綫路

麗正門—澹泊敬誠殿—御書房基址—松鶴

齋—四知書屋—十九間照房—煙波致爽—雲

山勝地樓—岫雲門—萬壑松風—湖區—如意

湖—芳園居—芳渚臨流—知魚磯—如意洲島、

一片雲、般若相—滄浪嶼—清暉亭—澄波疊

翠—青蓮島—煙雨樓—東望金山島—東北望

熱河泉—水流雲在—試馬埭—文津閣—蒙古

包—永佑寺—出萬樹園門

美食

銀絲雜麵、油酥餑餑、撥御麵

購物

杏仁露、絲織掛錦、鮮花玫瑰餅、承德木雕

文藝演出

 《夢入避暑山莊》

時間：16:00-17:10；19:30-20:40

地點：承德市萬樹園景區乾隆行宮

 《鼎盛王朝 康熙大典》

時間：每晚 20:00-21:10

地點：承德市雙灤區元寶山旅遊風景區

拉薩布達拉宮 承德避暑山莊

承德避暑山莊

羅布林卡

大昭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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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年份：1994 年

入選理由
孔子是春秋時期偉大的哲學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

廟是祭祀孔子的廟宇。孔林是孔子及其後裔 10 萬人的墓葬

群。孔府是其子孫居住的府邸。

簡介
孔子是享譽世界的文化巨人。他所創立的儒家學說對

東方文化圈及歐洲的啟蒙運動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孔廟、孔林、孔府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集中體現在

它所保存的文物上。300 多座、1300 多間金元明清古建築反

映了各個時期的建築規制和特點；1000 多件漢畫像石、孔子

聖跡圖、石儀、龍柱等反映了石刻藝術的變化和發展；5000

多塊西漢以來的歷代碑刻是中華書法藝術的瑰寶；10 餘萬座

歷代墓葬是研究墓葬制度的重要實物。10 餘萬件館藏文物中，

以元明衣冠、孔子畫像、衍聖公及夫人肖像，祭祀禮器最為

著名。

地址：山東省濟寧市曲阜市

遊覽綫路

曲阜 2 日完全遊覽

D1 尼山孔廟—尼山書院—夫子洞—孔子六

藝城—曲阜古城

D2 萬仞宮牆—孔廟—孔府—孔林

美食

神仙鴨子、一品海參、雪裡悶炭、孔門

肉、花籃鱖魚、一品豆腐

購物

魯中五絕：孔府家酒、楷雕如意、全毛地毯、

龍頭拐杖、尼山石硯

演出活動

晨鐘開城儀式

時間：每天 8:00

地點：三孔景區萬仞宮牆前

▎▎武當山古建築群：道家聖地

入選年份：1994 年

入選理由
武當山古建築中的宮闕廟宇集中體現了元（1206—

1368 年）、明（1368—1644 年）、清（1616—1911 年）三

代世俗和宗教建築的建築學和藝術成就。這些建築代表了近

千年的中華藝術和建築的最高水準。

簡介
武當山地處鄂西北，總面積 312 平方公里，以 72 峰、

36 岩、24 澗、11 洞、10 池、9 台等眾多風景名勝構築成中

華著名的道教聖地之一。明代（1368—1644 年）是武當山

道教發展的鼎盛時期，明代歷代皇帝都把武當山道場作為皇

室家廟來修建。紫霄宮始建於北宋（960—1127 年），後歷

經幾個朝代特別是明永樂年間的擴建，是武當山上規模最為

宏大、保存最為完整的一處道教建築。此外，武當道教中衍

生出來的武當武術，又稱「內家拳」，源遠流長，是中華武

術的一大流派，也是極好的健身養性之術。

地址：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

遊覽綫路

武當山經典二日遊

D1 瓊台—金頂—朝天宮—黃龍洞—榔梅

祠—太子坡—論劍武當購物廣場—玄嶽

門—太極湖—武當博物館—夜觀武樂盛典

《太極武當》

D2 竹博士健康生活館—逍遙谷 ( 獼猴劇場、

武術表演）—紫霄宮—榔梅祠—南岩宮

美食

千張肉、大師魚丸湯、沔陽三蒸

購物

武當道茶、萬壽藤拐杖、武當劍

文藝演出

 《道典武當》

時間：每週五、六晚

地點：武當山玉虛宮

武當武術

武當山紫霄宮

武當山古建築群曲阜孔廟、孔林和孔府

孔廟

▎▎曲阜孔廟、孔林和孔府：天下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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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國家公園：匡廬奇秀

甲天下

入選年份：1996 年

入選理由
江西廬山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這裡的佛教和道

教廟觀，代表理學觀念的白鹿洞書院，以其獨特的方式融

匯在具有突出價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極高美學價

值的，與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緊密聯繫的文化景觀。

簡介
廬山國家公園擁有瀑泉、山石、植物、地質、江湖、

人文、別墅建築等類型景觀，是一座集風景、宗教、教育、

文化於一體的名山。東晉太元十六年（391 年），佛教名

僧慧遠在廬山上創建東林寺，廬山成為華東的佛教中心。

白鹿洞書院位於廬山五老峰南麓，是中華古代四大書院之

首。1885 年起，俄、英、美、法、德、意等國的在華牧師、

商人以及國內的一些要員紛紛在廬山修築公館別墅，一棟

棟風格各異的別墅在牯嶺谷內依山而起，至今保存完好。

如今廬山存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等

宗教及教派的寺廟、教堂等，呈現出一山兼具五教的罕見

現象。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廬山市

▎▎麗江古城：東巴之城

入選年份：1997 年

入選理由
古城麗江把經濟和戰略重地與崎嶇的地勢巧妙地融

合在一起，真實、完美地保存和再現了古樸的風貌。古城

的建築歷經無數朝代的洗禮，飽經滄桑，融匯了各個民族

的文化特色而聲名遠揚。

簡介
麗江古城始建於 13 世紀後期，地處雲貴高原，海拔

2400 多米，是境內保存最為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也是

歷史文化名城中惟一沒有城牆、最具民族特色的古城鎮。

四方街是麗江古城的中心，街道全用五彩石鋪砌，平坦潔

淨，以其為中心，四周環繞店鋪客棧。古城內現有 354 座

橋樑，均修建於 14 至 19 世紀，從映雪橋下河水中能看到

麗江西北部的玉龍雪山倒影。

麗江極為完好地保存和發展了東巴文化和納西古樂。

東巴文化是納西族的傳統文化，東巴象形文字是世界上惟

遊覽綫路

白龍文化廣場—麗江古城歷史文化展示館—光碧

巷—三眼井—木府—仁和昌商號—新院巷—現文

巷—四方街—科貢坊—天雨上苑—文昌宮—王丕

震紀念館—東巴文化牆—大水車—新義街—小四

方街—大石橋—五一街—納西民居博物館恒裕

公—方國瑜故居—基督教堂、手道麗江—雪山書

院—大研中心完小—由東面出口出古城

美食

麗江粑粑、雞豆涼粉、吹豬肝、麻食

購物

東巴蠟染、披肩、雪茶、駝鈴

演出活動

 《印象麗江》

地點：麗江市玉龍雪山甘海子藍月谷劇場

時間：14:00-15:10

 《麗江千古情》

時間：14:00、16:30、19:30

地點：麗江市玉龍縣玉興西路

遊覽綫路

白鹿洞—三疊泉—五老峰—植物園—含鄱口—

博物館—三寶樹—黃龍寺—黃龍潭—烏龍潭—

懸索橋—石門澗—鐵船峰—花徑—如琴湖—天

橋—錦繡谷—仙人洞—會址—東谷名人別墅—

美廬—周恩來紀念室—牯嶺街

美食

廬山三石，即石雞、石魚、石耳

購物

廬山雲霧茶、銀魚、桂花茶餅、湖口糟魚

娛樂

 《廬山戀》

 《廬山戀》被譽為境內第一部現代愛情片，每

天從早到晚在影院循環播放。

地點：廬山戀影院

一存活至今的象形文字。納西族古樂包括唐代、明代等古

代的中外詞曲，麗江因此被譽為「活的音樂博物館」。

地址：雲南省麗江市古城區大研街道

廬山國家公園

廬山 麗江古城

麗江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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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遙古城：明清故城之典範

入選年份：1997 年

入選理由
平遙古城是境內保存最為完整的一座古代縣城，是漢民族

城市在明清（1368—1911 年）時期的傑出範例，在中華歷史的

發展中，為人們展示了一幅非同尋常的文化、社會、經濟及宗

教發展的完整畫卷。

簡介
平遙古城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歷史的文化古城，總面積2.25

平方公里，由城牆、街道、店鋪、廟宇、民居等組成一個龐大

的建築群，是境內現存最完整的明清（1368—1911 年）縣城，

有「地上博物館」之稱。平遙民居是平遙古城的重要組成部分，

現存 3900 餘處，是迄今為止漢民族地區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

群落。其多採用四合院形式，正房一般為拱券式磚結構窯洞，

取其冬暖夏涼的優點。此外，平遙古城還存有大量的人文景觀。

歷史悠久的雙林寺，以彩塑藝術聞名於世。第一家票號—「日

昇昌」就誕生在平遙，以「匯通天下」名聞遐邇。

地址：山西省晉中市平遙縣

遊覽綫路

經典二日遊：

D1 古城牆—文廟街—文廟博物院—城隍

廟、財神廟—清代縣衙署—日昇昌票號—

南大街

D2 東方彩塑藝術寶庫—雙林寺彩塑藝術

博物館或鎮國寺

美食

平遙牛肉、平遙碗托、

蓧麵栲栳栳、水煎包、

曹家熏肘

購物

平遙長山藥、推光漆器、平遙油茶、 

平遙剪紙

文藝演出

 《又見平遙》

地點：平遙縣順城路 154 號印象劇場

時間：14:00-15:30

▎▎蘇州古典園林：天下園林之最

入選年份：1997 年、2000 年

入選理由
沒有哪些園林比歷史名城蘇州的園林更能體現出中華古典園

林設計的理想品質，咫尺之內再造乾坤，蘇州園林被公認是實現

這一設計思想的典範。

簡介
蘇州園林以小巧、自由、精緻、淡雅、寫意見長，宅園合一，

可賞，可游，可居，滲透出濃厚的歷史人文氣息。全盛時期的園

林多達 200 餘處，現存的數十處園林中，拙政園、留園、網師園、

獅子林、環秀山莊等是明清時期江南民間建築的代表作品。

其中，拙政園在蘇州古典園林中面積最大，整個景區以水為

主，山石、古木、綠竹、花卉點綴其間，佈局渾厚、質樸、疏朗，

代表了明代園林的建築風格，被譽為「天下園林之母」。留園內

建築的數量在蘇州古典園林中居於首位，廳堂、走廊、粉牆、洞

門等與假山、水池、花木組合成數十個大小不一的庭園。全園用

建築劃分空間，又利用空窗、漏窗、洞門等使景色相互滲透，風

景隔而不絕。

地址：江蘇省蘇州市老城區內

遊覽綫路

拙政園—獅子林—虎丘—留園—西園寺—

寒山寺—網師園—滄浪亭—怡園—盤門

美食

松鼠桂魚、太湖蓴菜湯、蘇式月餅、蘇式

糕點

美食集中地：太監弄、十全街、學士街、

嘉餘坊、鳳凰街、幹將路和石路金門商市

美食街。

購物

陽澄湖大閘蟹、碧螺春茶、蘇繡、桃花塢

年畫

演出節慶

 《遊園今夢》

地點：蘇州市網師園

時間：07:30-17:00

拙政園「杜鵑花節」

地點：拙政園內

時間：每年 3 月 28 日—5 月 10 日

拙政園 留園 網師園 獅子林

獅子林

留園

平遙古城

平遙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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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壇：明清皇家祭天之地

入選年份：1998 年

入選理由
天壇建於公元 15 世紀上半葉，坐落在皇家園林當中，四周古松環抱，

是保存完好的壇廟建築群，無論在整體佈局還是單一建築上，都反映出天

地之間的關係，而這一關係在中華古代宇宙觀中佔據着核心位置。

簡介
始建於明代永樂十八年（1420 年），是明、清兩朝歷代皇帝祭天之地，

是境內乃至世界遺存最多、規模最大的壇廟建築群。天壇建築佈局呈「回」

字形，兩重垣牆北圓南方，象徵「天圓地方」。丹陛橋是天壇的建築主軸

綫，連接起南部的圜丘壇和北部的祈穀壇。圜丘壇內主要建築有圜丘、皇

穹宇等，是皇帝舉行祭天和祈雨大典的地方。祈穀壇內主要建築有祈年殿、

皇乾殿、祈年門等，是皇帝孟春祈穀的聖地。

地址：北京市東城區天壇東里甲 1 號

▎▎頤和園：最後的皇家古典園林

入選年份：1998 年

入選理由
北京頤和園始建於公元 1750 年，其亭台、長廊、殿堂、廟宇

和小橋等人工景觀與自然山巒和開闊的湖面相互和諧、藝術地融為

一體，堪稱中華風景園林設計中的傑作。

簡介
頤和園始建於清代乾隆十五年（1750 年），占地面積 2.97 平

方公里，是清皇帝處理政務的行宮和避暑遊玩的御苑。主要景區分

為以莊重威嚴的仁壽殿為代表的政治活動區，以樂壽堂、玉瀾堂、

宜芸館等為代表的生活區和以萬壽山、昆明湖為主體的風景遊覽區。

仁壽殿是慈禧太后和光緒帝處理內政外交的主要場所，現殿

內按清宮廷原狀陳列展覽。生活區按原狀陳列 4 萬餘件帝后使用過

的原物。萬壽山與昆明湖相對，建築群依山而築。萬壽山后的蘇州

街是專供帝后逛市遊覽的一條水街。整個頤和園高度體現了「雖由

人作，宛自天開」的造園準則。

地址：北京市海澱區遊覽綫路

南門綫路：公園南門—圜丘—回音壁—九龍柏—丹陛橋—祈年

殿—出祈年殿西門向西—神樂署—齋宮—出西門

北門綫路：公園北門—祈年殿—丹陛橋—九龍柏—回音壁—圜

丘—出圜丘南門向西—神樂署—齋宮—出西門

美食

天壇附近有今雨軒、東來順、全聚德、便宜坊等老字號，可以吃

到烤鴨、涮羊肉等地道美食。

購物

景泰藍、北京宮燈、兔爺、天壇文創

天壇

天壇祈年殿藻井

頤和園

涮羊肉 烤鴨

淘寶頤和園
旗艦店

頤和園

遊覽綫路

路綫一：東宮門—仁壽殿—德和園—樂

壽堂—長廊—排雲門—石舫

路綫二：北宮門—蘇州街—中御路—宿

雲簷—石舫—長廊—排雲門—樂壽堂

路綫三：新建宮門—銅牛—東堤—文昌

閣—仁壽殿—德和園—樂壽堂—長廊—

排雲門

美食

景區內有老字號聽鸝館飯莊，原是乾隆

皇帝為其母親祝壽時所建。主營御膳、

壽膳、滋補藥膳、滿漢全席等。

購物

頤和園內商店很多，分佈於東宮門、知

春亭、長廊及石舫等重要景區，主要售

賣頤和園文創產品、特色工藝品，以及

提供古裝照相服務等。

頤和園十七孔桥

頤和園



2322

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遺產之旅 |

▎▎龍門石窟：中華石刻藝術的▎▎

▎最高峰

入選年份：2000 年

入選理由
龍門地區的石窟和佛龕展現了北魏晚期至唐代期間

（493—907 年）最具規模和最為優秀的造型藝術。這些詳實

描述佛教中宗教題材的藝術作品代表了中華石刻藝術的最高峰。

簡介
龍門石窟始鑿于北魏孝文帝時期（471—499 年），歷

時 400 餘年建成，與甘肅敦煌石窟、山西雲岡石窟並稱為三

大石刻藝術寶庫。龍門石窟現存佛像 10 萬餘尊，最大的高達

17.14 米，最小的僅有 2 釐米；窟龕 2300 多個；題記和碑刻

2680 餘品，數量之多堪稱世界石窟之最。

龍門石窟最具代表性的是賓陽中洞、奉先寺、萬佛洞和

古陽洞。賓陽中洞是北魏時期石刻藝術的代表作品，主像釋

迦牟尼高鼻大眼，窟頂雕有飛天，具有明顯的西域藝術痕跡。

奉先寺石窟正中的盧舍那佛坐像是龍門石窟中最大的一座，

身高 17.14 米，僅耳朵就有 1.9 米長，造型豐滿、衣紋生動。

地址：河南省洛陽市洛龍區龍門鎮

遊覽綫路

西山石窟—東山石窟—香山寺—白園

美食

胡辣湯、洛陽不翻湯、洛陽燕菜、漿麵條

購物

洛陽八大件、澄泥硯、洛陽唐三彩、杜康

酒、牡丹餅

旅遊節慶

洛陽牡丹文化節

中華四大名會之一，入選國家非物質文化

遺產名錄

時間：每年 4 月 5 日至 5 月 5 日

地點：洛陽市

▎▎大足石刻：石窟藝術皇冠上的明珠

入選年份：1999 年

入選理由
大足石刻藝術品質極高、題材豐富多變，聞名遐邇，從世俗到宗教，

鮮明地反映了中華這一時期的日常社會生活，並充分證明了這一時期佛

▎▎明清皇家陵寢：明清帝王安息之處

入選年份：2000 年、2003 年、2004 年

入選理由
明清皇家陵寢依照古代風水理論，精心選址，將數量眾多的建築物

巧妙地安置於地下，闡釋了封建社會持續 500 餘年的世界觀與權力觀。

簡介
明清皇陵是明清兩代皇帝的陵墓建築群，包括明孝陵、明顯陵、明

十三陵、盛京三陵、清東陵、清西陵等，主要建築保存完整，反映了明

清皇家陵寢原貌。明孝陵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陵寢，明顯陵是明嘉

靖皇帝父母的合葬墓。明十三陵建造歷時 230 多年，是明朝遷都北京後

13 位皇帝陵墓的總稱。清東陵是境內現存規模最為宏大、體系最為完整

的帝王陵墓建築群。清西陵是中華最後一處封建帝王陵墓群，包括雍正、

嘉慶、道光和光緒的陵墓。

明顯陵 清東陵 清西陵 明十三陵

明孝陵

清西陵

龍門石窟

龍門石窟 大足石刻

清永陵

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和諧相處局面。

簡介
大足石刻是重慶市大足縣境內所有石窟

造像的總稱，現存摩崖石刻造像 5 萬餘尊，

銘文 10 萬餘字，遍佈 100 多處，以規模宏

大、雕刻精美、題材多樣、內涵豐富、保存

完整著稱於世。大足石刻以佛教題材為主，

兼有儒、道造像，其中最著名、規模最大

的兩處是北山石刻和寶頂山石刻。

地址 : 重慶市大足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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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城山—都江堰：拜水都江堰，▎

▎問道青城山

入選年份：2000 年

入選理由
青城山是中華道教的發源地之一，屬於道教名山。建於公元前

3 世紀的都江堰，是全世界至今為止，年代最久、惟一留存、以無

壩引水為特徵的宏大水利工程。

簡介
青城山景區內有 36 峰、8 大洞、72 小洞，是中華道教發源地

之一，被道教列為「第五洞天」。前山是青城山的主要景區，面積

約 15 平方公里，景色優美，文物古跡眾多。後山總面積 100 平方

公里，主要景點有金壁天倉、聖母洞、白雲群洞等。都江堰是秦昭

王五十一年（公元前 256 年）李冰擔任蜀郡守時，與其子率眾修建

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也是全世界迄今為止，年代最久、惟一留存、

以無壩引水為特徵的宏大水利工程，至今仍在發揮功效。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

遊覽綫路

青城山（皇帝殿）—都江堰景區（伏

龍觀、 二王廟）—幸福家園（板房區）—

都江堰城區—向峨鄉

美食

白果燉雞、道家泡菜、青城山老臘肉

購物

洞天乳酒、青城貢茶、青城泡菜

演出節慶

都江堰放水節

地點：都江堰

時間：每年清明節

▎▎皖南古村落—西遞、▎ ▎ ▎

宏村：活着的古民居博物館

入選年份：2000 年

入選理由
西遞、宏村這兩個傳統的古村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

着那些在 19 世紀已經消失或改變了的鄉村的面貌。其街道的

風格，徽派古建築和裝飾物，以及供水系統完備的民居都是

非常獨特的文化遺存。

簡介
西遞舊為胡姓人家聚居之地，始建於北宋年間，現存明、

清古民居124幢，被譽為「明清民居博物館」。因村邊有水西流，

又因古有遞送郵件的驛站，故而得名「西遞」，素有「桃花

源里人家」之稱。宏村舊為汪姓人家聚居之地，始建於南宋

年間，現存明清時期古建築 137 幢。其中，承志堂占地 2000

多平方米，最為宏大、精美，被譽為「民間故宮」。這裡常

年為雲霧籠罩，是名副其實的「畫里的鄉村」。

地址：安徽省黃山市黟縣

遊覽綫路

西遞遊覽綫路

胡文光牌樓—敬愛堂—追慕堂—大夫第觀

景樓（繡樓）—篤敬堂—膺福堂—青雲軒—

履福堂—惇仁堂—東園—西園—桃李園—

瑞玉庭—曠古齋

宏村遊覽綫路

南湖—月沼—水壩—德義堂—樂敘堂—宏

村東山—敦厚堂—汪氏宗祠—敬德堂—承

志堂—樹人堂—桃園居—古樹

美食

紅燒臭鱖魚、火腿燉甲魚、毛豆腐

購物

黟縣香菇、白廠絲、黟縣石墨茶

演出娛樂

 《宏村阿菊》

地點：宏村

時間：19:30-20:30

 「西遞傳奇」光影秀

地點：西遞

時間：每晚

西遞 宏村

皖南古村落青城山—都江堰

青城山

都江堰放水節

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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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岡石窟：藝術寶庫的璀璨明珠

入選年份：2001 年

入選理由
位於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有窟龕 252 個，造像 51,000 餘尊，代表了 5

世紀至 6 世紀時中華傑出的佛教石窟藝術。其中的曇曜五窟，佈局設計嚴謹

統一，是中華佛教藝術第一個巔峰時期的經典傑作。

簡介
雲岡石窟始建于北魏和平元年（460 年），距今已有 1500 多年的歷史，

與敦煌千佛洞、洛陽龍門石窟並稱為「中華三大石窟群」。

雲岡石窟按照開鑿時間分為早、中、晚三期，不同時期石窟造像風格

各異，具有渾厚、純樸的西域情調。石窟群中，除了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像外，

還有形制多樣的仿木構建築物，主題突出的佛傳浮雕，以及優美精緻的中華

古代樂器雕刻，如箜篌、排簫、琵琶等。在雕造技法上，雲岡石窟繼承和發

展了秦漢時期藝術的優良傳統，又吸收了印度佛像藝術，由此形成的「雲岡

模式」成為中華佛教藝術發展的轉折點。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城西武州山

遊覽綫路

曇曜廣場—佛光大道—禮佛浮雕牆—靈岩寺（山堂水殿）—石兵美

術館—石窟群—周總理紀念室—雲岡北魏皮影、木偶館—雲岡博物

館—食貨街

美食

刀削麵、銅鍋涮肉、廣靈豆腐乾、蕎麥圪坨、黃糕

購物

渾源黃芪、廣靈剪紙、煤雕、大同銅器

▎▎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古人類遺址代表

入選年份：1987 年

入選理由
周口店遺址不僅是有關遠古時期亞洲大陸人類社會的一個罕見的歷史證

據，而且也闡明了人類進化的進程。

簡介
遺址占地面積 2.4 平方公里，因 20 世紀 20 年代出土了較為完整的北京

猿人化石而聞名於世，是世界上材料最豐富、最系統、最有價值的舊石器時

代（距今約 250 萬年－距今約 1 萬年）早期的人類遺址。遺址包括龍骨山上 8

個古人類文化遺址和哺乳動物化石地點。這些化石為研究人類早期的生物學

演化及早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實物依據，確立了直立人這一演化階段。周口

店北京人遺址成為當之無愧的人類遠古文化寶庫。

地址：北京市西南房山區周口店鎮龍骨山北部

遊覽綫路

一日遊：博物館序廳—第一展

廳—第二展廳—第三展廳—第

四展廳—遺址區

雲岡石窟 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

▎▎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

入選年份：2004 年

入選理由
該歷史遺址包括五女山城、國內城和丸都山城 3 座古城和 40 座古墓，其

中 14 座古墓為王陵，其餘 26 座為古代貴族墓葬。它們都隸屬于高句麗文化。

簡介
主要分佈於吉林省通化集安市及遼寧省本溪市桓仁縣境內。高句麗是西

漢到隋唐時期東北地區出現的一個有重要影響的邊疆民族，其在活動區域內

留下了豐富的遺跡，主要包括五女山城、國內城、丸都山城等。其中太王碑

的碑文用漢字鐫刻，是高句麗政權保存至今的最長的一篇文獻資料。這些歷

史遺跡是高句麗王朝無可替代的實物見證，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

遊覽綫路

集安三日遊

D1 五女峰

D2 鴨綠江國境旅遊區—雲峰湖

D3 高句麗王城—將軍墳—古墓

壁畫—太王碑

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

雲岡石窟

雲岡石窟─佛傳浮雕



2928

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遺產之旅 |

▎▎澳門歷史城區：中西文化交流的▎

▎歷史精髓

入選年份：2005 年

入選理由
這裡古老的街道、社區、葡萄牙式或中式建築使澳門成為東西

方文化、建築和科技往來的獨特見證者。該歷史遺址內還聳立着一座

堡壘以及澳門最古老的燈塔，它見證了中西方之間最早的貿易往來。

簡介
以澳門舊城區為核心，通過相鄰的廣場和街道連為一體，包括

港務局大樓、崗頂劇院、何東圖書館、民政總署大樓、大三巴牌坊、

哪吒廟、大炮臺、聖安多尼教堂、東方基金會會址、基督教墳場等

22 處建築以及 8 塊前地，是澳門現存規模最大、最集中的中西特色

建築共存的歷史城區，是 400 多年來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

遊覽綫路

澳門博物館—大炮臺—大三巴牌坊—步行往

玫瑰堂—仁慈堂大樓—議事亭前地—澳門回

歸賀禮陳列館—漁人碼頭—金蓮花廣場—大

賽車博物館—葡萄酒博物館—水舞間

▎▎元上都遺址：蒙元文化的發源地

入選年份：2012 年

入選理由
元上都遺址包含着忽必烈這座傳奇都城的大量遺存，占地

25,000 多公頃。忽必烈由此出發開創了元朝，統治全國百年之久，

並把其疆域擴大到了亞洲以外。

簡介
這座由北方騎馬民族創建的草原都城，被認定是中原農耕文化

與草原遊牧文化奇妙結合的產物。元上都全城由宮城、皇城、外城

和外苑部分組成。宮城是全城的核心，主要的宮殿樓閣和官署、宮

學建在宮城內，建於 1266 年的大安閣是宮城內最主要的建築，也

遊覽綫路

蒙元三都歷史文化遊綫路

北京市（元大都蒙元歷史文化）—張家口

張北縣（元中都歷史文化）—錫林浩特市

（民俗、歷史文化）—正藍旗（元上都蒙

元歷史文化）—豐寧縣（農耕森林山水文

化）—北京市

▎▎殷墟：商朝晚期的古代都城

入選年份：2006 年

入選理由
殷墟考古遺址是商代晚期的古代都城，它代表了中華早期文化、工

藝和科學的黃金時代，出土了大量王室陵墓、宮殿以及後期建築的原型。

甲骨上的文字是中華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系統的文字形式，是世界四大古

文字之一。

簡介
它是中華第一個有文獻記載並為甲骨文和考古發掘所證實的商代都

城遺址，面積約 30 平方公里。這裡有中華最早的都城殷墟宮殿遺址，

中華最早成體系的文字甲骨文，境內最早的車馬坑遺跡和中華最早的女

將軍婦好墓，世界出土最大的青銅器后母戊鼎。經過近百年的考古發掘，

出土了數量驚人的甲骨文、青銅器、玉器等精美文物，全面系統地展現

出 3300 年前商代都城的風貌。

地址：河南省安陽市區西北小屯村

遊覽綫路

殷墟博物館—甲骨碑林—車馬

坑—婦好墓（中華最早的女將軍）

美食

炒三不沾、道口燒雞、粉漿飯、

安陽皮渣

購物

內黃紅棗、安陽玉雕、老廟牛肉

殷墟澳門歷史城區

大三巴牌坊

后母戊鼎

是上都城的象徵。城內有各種寺廟 160 餘處，

驛道四通八達。

地址：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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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平碉樓與村落：中西方建築▎

▎風格完美的融合

入選年份：2006 年

入選理由
開平碉樓與村落是全世界最美的鄉村，堪稱民間主動融合不

同文化的典範，這樣的歷史文化遺跡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

簡介
開平碉樓是表現華僑歷史、社會形態與文化傳統的一種獨具

特色的群體建築形象。這些碉樓始建于清初，集防衛、居住和中

西建築藝術於一體。碉樓的頂部分為中式、中西混合式、古羅

馬式、美國城堡式、歐美別墅式、庭院式屋頂等，造型多樣。根

據建築材料，開平碉樓可分為石樓、夯土樓、磚樓、混凝土樓四種。

按使用功能，開平碉樓可以分為眾樓、居樓、更樓三種。眾樓得

名於其由全村人或若干戶人家集資共同興建；居樓則由富有人家

獨資建造；更樓主要建在村口或村外山岡、河岸，便於提前發現

匪情。

地址：廣東省江門市開平市赤坎鎮

遊覽綫路

自力村—立園—赤坎古鎮—馬降龍碉

堡樓群—赤水香江溫泉

美食

叉燒肉、白糖糕、缽仔糕、檸檬雞

購物

外海花生餅、新會大紅柑、新會陳皮、

鶴山紅茶

旅遊節慶

開平碉樓文化旅遊節

地點：江門市開平市

時間：每年 11 月

遊覽綫路

土樓經典旅遊綫路

高北土樓群—永定洪坑客家土樓民俗文

化村—南溪土樓—初溪土樓群—虎豹別

墅與中川古村落—龍湖景區

美食

連城白鴨、永定芋子包、客家土樓竹筒

飯、客家釀豆腐

購物

荔枝、龍眼、永福藤器、鐵皮石斛

特色項目

夜遊雲水謠

南靖土樓「夜遊雲水謠」項目分四個時

辰展現雲水謠獨特的夜間魅力，自推出

以來吸引了無數遊客到此打卡。

開平碉樓 福建土樓

土樓內部開平碉樓

叉燒肉

入選年份：2008 年

入選理由
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集居住和防禦功能於一體的山區民居建

築的福建土樓，體現了聚族而居這一根深蒂固的中原儒家傳統

觀念，更體現了聚集力量、共禦外敵的現實需要。

簡介
福建土樓最早產生于宋元時期，是以土作牆而建造起來的

集體建築，主要分佈在福建漳州南靖、華安，永定等地。它有

着奇特的外形和內部構造，以規模宏大、設計科學、佈局合理、

保存完好聞名遐邇。它是中華民居建築的瑰寶，是客家文化的

一部動人史詩，也是客家人的精神家園。土樓造型多樣，其中

以圓樓與方樓最為常見。福建土樓承載了客家人千年希望與夢

想，跨越滄桑遠古，走出大山，走向世界，正日益煥發出更加

絢麗奪目的光彩。

地址：福建省漳州南靖、華安和永定等地

▎▎福建土樓：古代民居建築的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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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少林素齋、牛舌頭鍋盔、漿麵條、茶糊塗、糊塗麵條

購物

嵩山首烏茶、登封芥絲、新鄭紅棗、少林禪茶

演出節慶

 《禪宗少林•音樂大典》

地點：登封市嵩山待仙溝景區

時間：20:00-21:20

▎▎五臺山：四大佛教名山之首

入選年份：2009 年

入選理由
五臺山是中華四大佛教名山之首，以濃郁的佛教文化聞

名海內外。五臺山有東亞乃至世界現存最龐大的佛教古建築

群，享有「佛國」盛譽。

簡介
五臺山因峰頂平坦寬闊，猶如壘土之台，故名五臺山。

景區內峰巒疊嶂，林木蒼翠，每到夏季，這裡山花爛漫，山

頂堅冰千年不化，氣候涼爽，因而也是久負盛名的避暑勝地。

五臺山自東漢永平十一年（68 年）開始建廟，迄今保存着北魏、

唐、宋、元、明、清等 7 個朝代的寺廟建築 47 處，薈萃了 7

個朝代的彩塑、5 個朝代的壁畫。其標誌建築—大白塔，為

境內現存最高的元代覆缽式塔。

地址：山西省忻州市五台縣等地

遊覽綫路

菩薩頂—顯通寺—塔院寺—萬佛閣（俗

稱五爺廟）—佑國寺—鎮海寺—黛螺頂

美食

肉片熗香蘑、清炒台蘑、小雞燉台蘑、

五台素食

購物

台蘑、台黨參、同川梨、廣靈剪紙、推

光漆器、台硯

文藝演出

 《又見五臺山》

地點：五臺山風景名勝區南綫遊客中心

東又見五臺山風鈴宮

時間：20:00-21:30

▎▎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築群：▎ ▎

▎多元文化的載體和典範

入選年份：2010 年

入選理由
嵩山被認為是具有神聖意義的中嶽。這些建築物歷經 9 個朝代修建而

成，構成了一部中華中原地區上下 2000 年形象直觀的建築史，是時代跨度

最長、建築種類最多、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古代建築群。

簡介
建築群包括太室闕和中嶽廟、少室闕、啟母闕、嵩嶽寺塔、觀星台、

會善寺、嵩陽書院、少林寺常住院、初祖庵、塔林等 8 處 11 項。創建于東

漢時期的少室闕、啟母闕，是中華最古老的國家級祭祀禮制建築典範；中

嶽廟和太室闕，是中華古代禮制建築格局最全面的代表；周公測景台和觀

星台，是中華現存最古老的天文臺；嵩陽書院作為中華最早的傳播儒家理

學、祭祀儒家聖賢和舉行考試的書院，是已經消失了的書院文化的載體；

嵩岳寺塔、少林寺建築群和會善寺，是不同時期佛教在漢地發展的紀念碑。

地址：河南省鄭州市登封市

遊覽綫路

1. 武術旅遊綫路

少林寺—塔林—觀看武術表演—武術訓練

2. 考古旅遊綫路

A綫：觀星台—夏代遺址博物館—太室闕—  

中嶽廟—嵩陽書院—嵩嶽寺塔

B綫：中嶽廟—嵩陽書院—啟母闕—太室山

C綫：中嶽廟—嵩嶽寺塔—少林寺—少林寺塔林

少林寺五臺山

五臺山菩薩頂

塔院寺

嵩嶽寺塔

嵩嶽建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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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湖：濃妝淡抹總相宜

入選年份：2011 年

入選理由
杭州西湖文化景觀由西湖及三面環繞的山峰組成。自

公元 9 世紀以來，西湖的湖光山色引得無數文人騷客、藝

術大師吟詠興歎、潑墨揮毫。景區內遍佈廟宇、亭台、寶

塔、園林，其間點綴着奇花異木、岸堤島嶼，為江南的杭

州城增添了無限美景。

簡介
杭州西湖位於杭州西部，湖中蘇、白兩條縱橫長堤與

天然島嶼孤山將湖面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多個區域，三島點

綴其中，宛若瑤台仙境：環湖四周，山色蔥蘢，畫橋煙柳；

逶迤群山之間，林泉秀美，溪澗幽深。著名的「西湖十景」

和「新西湖十景」將西湖連綴成了色彩斑斕的大花環，使

其春夏秋冬各有景致，陰晴雨雪獨有情韻。西湖北側還分

佈着浙江省博物館、西泠印社、秋瑾墓等景點。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

遊覽綫路

遊覽綫路一：六公園—斷橋—保俶塔—岳王廟—

孤山—三潭印月—蘇堤—雷峰塔—清河坊歷史

街區

遊覽綫路二：虎跑泉—船遊西湖—三潭印月—

寶石流霞—斷橋殘雪—雷峰塔—花港觀魚—飛

來峰—靈隱景區—黃龍吐翠

美食

西湖醋魚、宋嫂魚羹、龍井蝦仁、

叫化童子雞、東坡肉

購物

杭白菊、杭州刺繡、龍井茶、西湖藕粉、張小

泉剪刀、西湖綢傘

演出節慶

 《最憶是杭州》

地點：杭州西湖嶽湖景區印象西湖現場

時間：19:30-21:00

 《宋城千古情》

地點：杭州市宋城景區內

時間：每日 14:00，19:00

▎▎中國大運河：一衣帶水唱古今

入選年份：2014 年

入選理由
中國大運河南起杭州，北至北京，全長 2000 多公里，途經中東部平原

和華北地區，貫穿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是一項巨

大的水運系統工程。

簡介
大運河始建於公元前 486 年，包括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和浙東運

河三部分，地跨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安徽、山東、江蘇、浙江等省市，

是世界上開鑿時間較早、規模最大、綫路最長、延續時間最久且如今仍在

使用的人工運河。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大運河為發展南北交通，溝通

南北之間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繫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遊覽綫路

1. 馬可波羅，東方遊蹤：北京—泰安—台兒莊—鎮江—蘇州—杭州

2.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杭州—蘇州—無錫—鎮江—江都—揚州

3. 樞紐淮揚，天堂蘇杭：淮安—江都—揚州—蘇州—杭州

4. 江東故地，煥然今朝：杭州—嘉興—湖州—蘇州—上海

5. 烽火記憶，齊魯儒風：台兒莊—濟寧—聊城—濟南

6. 江南醉好，在杭嘉湖：杭州—湖州—嘉興

7. 津門故里，五嶽獨尊：天津—泰安—東平

8. 聖人山水，朝拜儒宗：台兒莊—曲阜—泰安—聊城—濟南

9. 水鄉一脈，太湖長江：杭州—常州—揚州—無錫—上海

美食

冰糖葫蘆、天津麻花、西湖醋魚、揚州炒飯

西湖 杭州大運河

江蘇大運河

京杭大運河

京杭大運河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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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

遊覽綫路

重走絲綢之路

西安（參觀秦兵馬俑、華清池）—

天水（麥積山石窟、伏羲廟）—

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莫高

窟、月牙泉等）—湟中縣塔爾寺—

茶卡鹽湖—吐魯番的火焰山、天

山天池、喀什古城

美食

肉夾饃、羊肉串、

蘭州牛肉麵、烤

包子

遊覽綫路

湖北利川：唐崖土司城—湖南永順：永順

老司城—貴州播州：海龍屯土司

入選年份：2016 年

入選理由
花山岩畫展現的是駱越族人生活和宗教儀式的場景，這些畫

繪製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 5 世紀至公元 2 世紀。這一文化景觀如

今是這種文化曾經存在的唯一見證。

簡介
花山岩畫位於寧明縣明江河畔一座臨江斷面的岩壁處，是戰

國至東漢時期嶺南左江流域壯族先民駱越人巫術活動遺留下來的

入選年份：2015 年

入選理由
土司遺址反映了13至20世紀初期古代西南地區的政治制度。

展現出當地民族鮮明的文化特色，是土司制度管理智慧的代表性

物證。

簡介
中國土司遺址分佈于雲貴高原和青藏高原的東北邊緣，目

前記錄在案的土司遺存有 101 處。其中，湖北唐崖土司城、湖

南永順老司城、貴州播州海龍屯三處土司遺址分佈于當時土司

地區與中央政權主體地區地理和文化最前沿的交匯地帶（屬典

型的多族群文化複合區域），現存具有大型規模、完整格局、

豐富遺存的土司城遺址，是土司制度鼎盛時期的遺存和土司遺

產中的代表。

花山岩畫

湖南永順老司城

左江花山岩畫

湖北唐崖土司城

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駝鈴叮噹的沙漠

麥積山石窟

入選年份：2014 年

入選理由
絲綢之路是連接中國大陸腹地與西方諸地的商業貿易通道，形

成於公元前 2 世紀與公元 1 世紀，直至 16 世紀仍保留使用，是一

條東方與西方之間文化、貿易、宗教、科學技術和藝術進行交流的

主要道路。

簡介
「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屬絲綢之路東段的重要

組成部分。它形成於公元前 2 世紀，連接了東亞和中亞大陸上中原

地區、河西走廊、天山南北與七河地區 4 個地理區域，分佈於今中、

哈、吉國境內。2000 多年來，無數商賈穿越駝鈴叮噹的沙漠、炊煙

嫋嫋的草原、飛沙走石的戈壁來往於各國之間，帶走了中國的絲綢、

漆器、瓷器和四大發明，帶來了印度、阿拉伯、波斯和歐洲的玻璃、

紅酒、馬匹、宗教、藝術，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漸漸形成。

遺跡。岩畫以赤鐵礦和動物膠、血混合調製的顏料

繪製，呈紅色。岩畫以人像構成主體，皆裸體跣足，

作舉手曲膝的半蹲姿勢，輔以馬、狗、銅鼓、刀、

劍、船、太陽等圖像，圖像眾多，場面壯觀。

地址：廣西壯族自治區崇左市寧明縣

▎▎左江花山岩畫：世界岩畫藝術的代表作之一

▎▎中國土司遺址：齊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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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最美的時間是清晨日出時；壩達梯田面東靠西，最

佳觀賞時間是在夕陽西下、滿天紅霞的時候；老虎嘴

梯田從山腳到山頂，梯田之間的海拔高度相差 1200 多

米，滿山梯田就像登高的天梯，直上藍天。

地址：雲南省紅河州元陽縣

▎▎鼓浪嶼：歷史國際社區

入選年份：2017 年

入選理由
在 19 世紀中葉到 20 世紀中葉的百年間，鼓浪嶼是東亞和東南

亞區域獨具特色的對外交流視窗。閩南傳統風格、殖民地外廊式、

西方古典復興式、現代主義風格、裝飾藝術風格等建築風格彙聚於

此，並在多元文化交流的土壤中產生出具有本土建築特徵的「廈門

裝飾風格」，影響輻射到沿海其他區域。

簡介
鼓浪嶼位於廈門島西南隅，與廈門島隔海相望。原名圓沙洲、

圓洲仔，因海西南有海蝕洞受浪潮衝擊，聲如擂鼓，明朝雅化為

今名。由於歷史原因，中外風格各異的建築物在此地被完好地彙集、

保留，有「萬國建築博覽」之稱。龍頭路商業街諸多火熱商鋪都有

販賣各種廈門特色小吃，此島還是音樂的沃土，人才輩出，鋼琴擁

有密度居全國之冠，又得美名「鋼琴之島」「音樂之鄉」，是一個

非常浪漫的旅遊景點。

地址：福建省廈門市

遊覽綫路

三丘田碼頭—最美轉角—八卦樓—風

琴博物館—番婆樓—日光岩—鋼琴博

物館—菽莊花園—皓月園—鼓浪嶼龍

頭路商業街—三丘田碼頭

美食

沙茶麵、土筍凍、海蠣煎、薑母鴨

購物

漆綫雕、木偶、花生酥、餡餅

鼓浪嶼

菽莊花園

哈尼梯田

良渚古城遺址

中華兩河流域農耕文明的信仰特徵。良渚遺址代表了

中華文明起源階段稻作農業的最高成就，並經由它所

代表的良渚文化對其後五千年的中華文明發展擁有廣

泛而深遠的影響，可實證中華文明的發展特徵—多元

一體，並真實、完整地保存至今。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瓶窯鎮

入選年份：2013 年

入選理由
紅河哈尼文化景觀以從高聳的哀牢山沿着斜坡順延到紅

河沿岸的壯麗梯田而著稱，體現出人與環境在視覺和生態上

的高度和諧。

簡介
元陽梯田位於雲南省元陽縣，是哈尼族人世世代代留下

的傑作。元陽哈尼族因地制宜，坡緩地大則開墾大田，坡陡

地小則開墾小田。哈尼梯田主要有三大梯田景區：多依樹梯

▎▎紅河哈尼梯田：偉大的大地雕刻

入選年份：2019 年

入選理由
良渚古城遺址展現了一個存在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以

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並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

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印證了長江流域對中華文明起源的

傑出貢獻。

簡介
良渚遺址是良渚社會的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中心。

所出土的良渚玉器最為經典的紋飾「神人獸面紋」，展現出

▎▎良渚古城遺址：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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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龍：人間瑤池

入選年份：1992 年

入選理由
黃龍風景名勝區是由眾多雪峰和冰川組成的山谷。在這

裡人們可以找到高山景觀和各種不同的森林生態系統，以及

壯觀的石灰岩構造、瀑布和溫泉。

簡介
黃龍景區位於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內，因其景

觀如一條金色的巨龍而得名，以彩池、雪山、峽谷、森林「四

絕」著稱於世。其中五彩池海拔 3900 米，面積 2.1 萬平方米，

由近 700 個彩池組成，以秀美多彩、純潔透明聞名於世。著

名的金色鈣華灘流全長 2500 米，晶瑩的溪水從金黃色的鈣

華岩面流過，是迄今為止世界上面積最大、距離最長、色彩

最豐富的鈣華流景觀之一。

地址：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縣

遊覽綫路

黃龍景區接待中

心—迎賓池—飛

瀑流輝—蓮台飛

瀑—洗身洞—金沙鋪地—盆景池—明鏡倒映

池—娑蘿映彩池—爭豔彩池—黃龍中寺—黃龍

古寺—五彩池

美食

烤全羊、酥油茶、青稞酒、乳製品、犛牛肉、

蟲草鴨

購物

阿壩蜂蜜、松潘貝母、蟲草、羌族刺繡、藏刀

節慶活動

黃龍民俗廟會

時間：每年 7 月

地點：黃龍後寺廣場

▎▎九寨溝：水中十色▎林上百彩

入選年份：1992 年

入選理由
九寨溝綿延超過 720 平方公里，曲折狹長的九寨溝山

谷海拔超過 4800 米，因而形成了一系列形態不同的森林生

態系統。溝中現存 140 多種鳥類，還有許多瀕臨滅絕的動植

物物種，包括大熊貓和四川扭角羚。

簡介
位於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因溝內有紮如、荷

葉、樹正等 9 個藏族村寨而得名，景區面積 62 平方公里，

以高山湖泊群和瀑布群為其主要特點，集湖、瀑、灘、流、

雪峰、森林及藏族風情為一體，因其獨有的原始自然美，變

幻無窮的四季景觀，豐富的動植物資源而被譽為「人間仙境」

「童話世界」。九寨溝最著名的景點有劍懸泉、芳草海、天

鵝湖、劍竹海、熊貓海、高瀑布、五花海、珍珠灘瀑布、鏡海、

諾日朗瀑布、犀牛海、樹正瀑布、樹正群海等。

地址：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溝縣

遊覽綫路

原始森林—芳草海—天鵝海—箭竹海—熊

貓海—五花海—鏡海—諾日朗群海—長

海—五彩池—犀牛海—老虎海—樹正群

海—臥龍海雙龍海—盆景灘

美食

藏式小火鍋、烤全羊、手扒牛排

購物

羌族刺繡、藏族飾品、蟲草、唐卡

演出節慶

民俗風情月

地點：九寨溝景區

時間：每年 3、4 月舉行，為期一月

冰瀑節

地點：九寨溝景區

時間：1-3 月

日桑文化節

地點：九寨溝景區各村寨

時間：每年 6 月舉行，為期 5 天

九寨溝

黃龍

黃龍

世界自然
遺產
WORLD NATURAL 
HERITAGE

九寨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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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源：三千奇峰▎八百秀水

入選年份：1992 年

入選理由
武陵源景色奇麗壯觀，連綿 260 多平方公里，景區內最獨特的

景觀是 3000 餘座尖細的砂岩柱和砂岩峰，大部分都有 200 餘米高。

在峰巒之間，溝壑、峽谷縱橫，溪流、池塘和瀑布隨處可見。

簡介
武陵源風景區包括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索溪峪自然保護區、

天子山自然保護區和楊家界風景區，以「奇峰、幽谷、秀水、深林、

溶洞」五絕聞名於世。這裡的風景沒有經過任何的人工雕鑿，到處

是石柱石峰、斷崖絕壁、古樹名木、雲氣煙霧、流泉飛瀑、珍禽異獸。

置身其間，猶如到了一個神奇的世界和趣味天成的藝術山水長廊。

地址：湖南省張家界市

遊覽綫路

經典三日遊

D1 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黃石寨—

金鞭溪—百龍天梯—袁家界

D2 袁家界—烏龍寨—天波府—老

屋場

D3 天子山—賀龍公園—十里畫廊

美食

剁椒魚頭、土家臘肉、土家三下鍋

購物

龍蝦花茶、松菌、葛根寶、茅坪毛

尖茶

演出節慶

 《魅力湘西》

地點：武陵源區入口處魅力湘西廣場

時間：19:00-20:15

演出節慶

 《夢幻香格里拉》

地點：迪慶州香格里拉縣體

育館

時間：20:00-21:30

入選年份：2012 年

入選理由
澄江化石遺址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早期海洋古生物化石群，記錄了早期

複雜海洋生態系統的形成。

簡介
澄江動物化石群發現，轟動了國際科學界，是揭示寒武紀「生命大爆發」

奧秘的金鑰匙。在寒武紀早期，種類繁多的多細胞動物突然在海洋裡大量出現，

而澄江化石地記錄下了這段特殊時期生物群的全貌，成為迄今地球上發現的

▎▎三江並流保護區：江水並流而不交匯

入選年份：2003 年

入選理由
三江並流自然景觀是亞洲三條著名河流的上游地段，長江（金沙江）、

湄公河（瀾滄江）和薩爾溫江（怒江）三條大江在此區域內並行奔騰，

由北向南，途經 3000 多米深的峽谷和海拔 6000 多米的冰山雪峰。

簡介
三江並流特指雲南境內金沙江、瀾滄江和怒江這三條大江「江水並流而

不交匯」的奇特自然地理景觀，分佈于雲南麗江市、迪慶藏族自治州、怒江

傈僳族自治州行政區，包括高黎貢山、白茫—梅里雪山、哈巴雪山、千湖山、

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

三江並流

撫仙湖 澄江動物化石群

紅山、雲嶺、老君山、老窩山 8 個中

心景區，總面積 1.7 萬多平方公里，

是雲南省面積最大、景觀最豐富壯觀、

民族風情最多彩的地區。

遊覽綫路

澄江化石地—鳳山公園—撫

仙湖景區—祿充風景區

分佈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種類最豐富

的「寒武紀生命大爆發」例證。

地址：雲南省玉溪市澄江縣

張家界天子山

百龍天梯天门山

▎▎澄江化石遺址：「寒武紀生命大爆發」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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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熊貓棲息地：大熊貓▎▎

▎的樂園

入選年份：2006 年

入選理由
四川大熊貓棲息地生活着世界上 30% 以上的瀕危物種大熊

貓。該棲息地是世界上最大的毗連的大熊貓棲息地，為第三紀原

始熱帶森林遺跡，也是最重要的圈養大熊貓繁殖地。

簡介
位於四川省境內，主要位於大渡河與岷江之間，地跨成都、

雅安、阿壩、甘孜 4 市州的 12 個縣市，包括臥龍、四姑娘山和

夾金山脈，由臥龍蜂桶寨、四姑娘山、喇叭河、黑水河、金湯—

孔玉、草坡 7 處自然保護區和青城山—都江堰、天臺山、四姑娘

山、西嶺雪山、雞冠山—九龍溝、夾金山、米亞羅、靈鷲山—大

雪峰、二郎山 9 處風景名勝區組成，總面積 9245 平方公里，是

全球最大最完整的大熊貓棲息地，全世界 30% 以上的野生大熊

貓都棲息於此。

遊覽綫路

熊貓王國悠然二日遊

D1：參觀熊貓苑和博物館，晚上參加

藏羌鍋莊晚會，欣賞民族風情歌舞晚會；

D2：早上出發參觀熊貓溝峽谷風光，

然後出發翻越巴朗山，下午抵達四姑娘

山日隆鎮。

美食

火鍋、夫妻肺片、龍抄手

購物

蜀錦、蜀繡、竹編工藝品、綿竹年畫、

郫縣豆瓣

文藝演出

川劇變臉

地點：成都市蜀風雅韻劇場

時間：20:00-21:30

音樂劇《金沙》

地址：成都市錦江區水碾河路 48 號附

6 號

電話：028-84459019

入選年份：2007 年、2014 年

入選理由
中國南方在喀斯特特徵和地貌景觀方面的多樣性是無與倫比

的。該遺產包括了精心選出的區域，這些區域保護和展示了這些喀

斯特特徵和地貌景觀的最好範例，因而具有突出、普遍的價值。

簡介
「中國南方喀斯特」是一大片地區，包括以雲南石林、貴州

荔波、貴州施秉、廣西桂林、廣西環江、重慶武隆以及重慶金佛山

▎▎中國丹霞：色如丹渥▎燦若明霞

入選年份：2010 年

入選理由
中國丹霞包括西南亞熱帶地區的 6 處遺址。它們的共同特點是

壯觀的紅色懸崖以及一系列侵蝕地貌，包括雄偉的天然岩柱、岩塔、

溝壑、峽谷和瀑布等。

簡介
中國丹霞是對以「赤壁丹山、峰林峽谷」為特徵的地貌景觀的

總稱，具體包括貴州赤水、福建泰寧、湖南崀山、廣東丹霞山、江

西龍虎山、浙江江郎山等 6 地。它們「色如渥丹、燦若明霞」，它

們是滄海桑田自然造物的重要物證。中國丹霞是一個由陡峭懸崖、

紅色山塊、密集深切的峽谷、瀑布及河溪構成的景觀系統，集地質

多樣性、地貌多樣性、生物多樣性及景觀珍奇性於一體。

雲南石林

湖南崀山四姑娘山

四川大熊貓棲息地

貴州荔波雲南石林 重慶武隆

湖南崀山貴州赤水 江西龍虎山 浙江江郎山

▎▎中國南方喀斯特：億萬年滴水穿石的自然奇景

7 個地區，擁有最顯著的喀斯特地貌類型（如尖

塔狀、錐狀喀斯特）以及如天生橋、天坑之類的

雄偉奇特的喀斯特景觀，是世界上最壯觀的熱帶

至亞熱帶喀斯特地貌樣本之一。中國南方喀斯特

景點多、面積大、區域廣，不僅向世人呈現了大

自然的美學價值，也見證了地球的演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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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場所，有「露天道教博物館」之稱。其中，

按八卦佈局的三清宮古建築群，已有 1600 餘

年的歷史，共有觀、殿、府、坊、泉、池、

橋、墓、台、塔等 230 多處古建築及文物，

是三清山人文景觀的集萃地。

地址：江西省上饒市玉山、德興兩縣交界處

入選年份：2013 年

入選理由
新疆天山具有極好的自然奇觀，將反差巨大的炎熱與寒冷、乾旱與

濕潤、荒涼與秀美、壯觀與精緻奇妙地彙集在一起，展現了獨特的自然美。

簡介
新疆天山是指新疆境內的東天山，橫亙新疆全境，跨越了喀什、阿

克蘇、伊犁、博爾塔拉、巴音郭楞、昌吉、烏魯木齊、吐魯番、哈密 9

個地州市，是準噶爾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的天然地理分界，也是新疆地理

▎▎新疆天山：廣闊與秀美，壯觀與精緻

▎▎湖北神農架：華中屋脊，中華藥庫

入選年份：2015 年

入選理由
神農架由兩部分構成：西邊的神農頂 / 巴東和東邊的老君山。這裡

有華中地區最大的原始森林，是中國大蠑螈、川金絲猴、雲豹、金錢豹、

亞洲黑熊等許多珍稀動物的棲息地。

簡介
神農架國家森林公園位於湖北省西北部，面積 3250 平方公里，林地

占 85% 以上，森林覆蓋率 69.5%，區內居住着漢、土家、回等民族，人

▎▎三清山：攬勝遍五嶽，絕景在三清

入選年份：2008 年

入選理由
三清山在一個相對較小的區域內展示了獨特的花崗岩石柱與山峰。

豐富的花崗岩造型石與多種植被、遠近變化的景觀及震撼人心的氣候奇

觀相結合，創造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景觀美學效果，呈現出引人入勝的

自然美。

簡介
位於江西省上饒市，因三峰（玉京峰、玉華峰、玉虛峰）如三清

（即道教的玉清、上清、太清）列坐其巔而得名。三清山為歷代道家修

▎▎青海可可西里：生命禁地

入選年份：2017 年

入選理由
這片嚴酷的荒野一望無垠，美景令人讚歎不已，仿佛被凍結在時空中，

然而其地貌和生態系統卻在不停地變化。這裡保存着完整的藏羚羊在三

江源和可可西里間的遷徙路綫，支撐着藏羚羊不受干擾的遷徙。

簡介
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位于青藏高原腹地，蒙語為「美麗的少

女」，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是境内建成的面積最大，海拔最高，野生

三清山 神農架

天山天池 可可西里天山冬韻

的獨特標誌。在天山山系中，海拔在 5000 米

以上的山峰大約有數十座，這些山峰終年為

冰雪覆蓋，遠遠望去，那閃耀着銀輝的雪峰，

是那樣雄偉壯觀、莊嚴而神秘。

天山天池：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境內的柏格達峰下
的半山腰

口近 8 萬。由天燕景區、古犀牛洞景區組成，

是以原始森林風光為背景，以神農氏傳說

和純樸的山林文化為內涵，集奇樹、奇花、

奇洞、奇峰與山民奇風異俗為一體，以反

映原始悠古、獵奇探秘為主題的原始生態

旅遊區。

動物資源最為豐富的自然保護區之一。保

護區主要是保護藏羚羊、野犛牛、藏野

驢、藏原羚等珍稀野生動物、植物及其棲

息環境。

地址：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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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鳥棲息地—仙鶴飛舞

系統。標誌性景點有：紅雲金頂、月鏡山、

萬米睡佛、蘑菇石、萬卷經書、九龍池、鳳

凰山等。

地址：貴州省銅仁市江口、印江、松桃三縣交
界處

索引

入選年份：2018 年

入選理由
梵淨山生態資源得天獨厚，是一個喀斯特環繞的孤島，是一個比

較完整的物種基因庫。

簡介
梵淨山得名於「梵天淨土」，是中華佛教五大名山之一。主要保

護對象是以黔金絲猴、珙桐等為代表的珍稀野生動植物及原生森林生態

入選年份：2019 年

入選理由
黃（渤）海候鳥棲息地（第一期）主要由潮間帶灘塗和其他濱海濕

地組成，是東亞—澳大利亞候鳥遷徙路綫上的關鍵樞紐，是全球數以百

萬遷徙候鳥的停歇地、換羽地和越冬地。

簡介
中國黃（渤）海候鳥棲息地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潮間帶灘塗，涵

蓋了江蘇鹽城濕地珍禽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大豐麋鹿保護區、東台條子

▎泰山：一覽眾山小▎\▎4

▎黃山：天下第一奇山▎\▎5

▎峨眉山—樂山大佛：峨眉天下秀▎\▎6

▎武夷山：碧水丹山▎秀甲東南▎\▎7

▎長城：上下兩千年，縱橫十萬里▎\▎8

▎莫高窟：延續千年的佛教藝術▎\▎9

▎明清故宮：宮廷建築的精華▎\▎10

▎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坑：地下王國▎\▎11

▎拉薩布達拉宮歷史建築群：雪域高原明珠▎\▎12

▎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京都皇家後花園▎\▎13

▎曲阜孔廟、孔林和孔府：天下第一家▎\▎14

▎武當山古建築群：道家聖地▎\▎15

▎廬山國家公園：匡廬奇秀甲天下▎\▎16

▎麗江古城：東巴之城▎\▎17

▎平遙古城：明清故城之典範▎\▎18

▎蘇州古典園林：天下園林之最▎\▎19

▎天壇：明清皇家祭天之地▎\▎20

▎頤和園：最後的皇家古典園林▎\▎21

▎龍門石窟：中華石刻藝術的最高峰▎\▎22

▎大足石刻：石窟藝術皇冠上的明珠▎\▎23

▎明清皇家陵寢：明清帝王安息之處▎\▎23

▎青城山—都江堰：拜水都江堰，問道青城山▎\▎24

▎皖南古村落—西遞、宏村：活着的古民居博物館▎\▎25

▎雲岡石窟：藝術寶庫的璀璨明珠▎\▎26

▎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27

▎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古人類遺址代表▎\▎27

▎澳門歷史城區：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精髓▎\▎28

▎元上都遺址：蒙元文化的發源地▎\▎28

▎殷墟：商朝晚期的古代都城▎\▎29

▎開平碉樓與村落：中西方建築風格完美的融合▎\▎30

▎福建土樓：古代民居建築的瑰寶▎\▎31

▎五臺山：四大佛教名山之首▎\▎32

▎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築群：多元文化的載體和典範▎\▎33

▎杭州西湖：濃妝淡抹總相宜▎\▎34

▎中國大運河：一衣帶水唱古今▎\▎35

▎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36

▎中國土司遺址：齊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智慧▎\▎37

▎左江花山岩畫：世界岩畫藝術的代表作之一▎\▎37

▎鼓浪嶼：歷史國際社區▎\▎38

▎紅河哈尼梯田：偉大的大地雕刻▎\▎39

▎良渚古城遺址：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見證▎\▎39

▎黃龍：人間瑤池▎\▎40

▎九寨溝：水中十色▎林上百彩▎\▎41

▎武陵源：三千奇峰▎八百秀水▎\▎42

▎三江並流保護區：江水並流而不交匯▎\▎43

▎澄江化石遺址：「寒武紀生命大爆發」的例證▎\▎43

▎四川大熊貓棲息地：大熊貓的樂園▎\▎44

▎中國南方喀斯特：億萬年滴水穿石的自然奇景▎\▎45

▎中國丹霞：色如丹渥▎燦若明霞▎\▎45

▎三清山：攬勝遍五嶽，絕景在三清▎\▎46

▎新疆天山：廣闊與秀美，壯觀與精緻▎\▎46

▎湖北神農架：華中屋脊，中華藥庫▎\▎47

▎青海可可西里：生命禁地▎\▎47

▎梵淨山：黔金絲猴的唯一棲息地▎\▎48

▎中國黃（渤）海候鳥棲息地（第一期）：候鳥王國▎\▎48

梵淨山

▎▎梵淨山：黔金絲猴的唯一棲息地

▎▎中國黃（渤）海候鳥棲息地（第一期）：候鳥王國

泥三個區域，分別位於射陽、亭湖等 4 個縣

市區範圍內，總面積 26 萬餘公頃，這裡是

境內首個濱海濕地類自然遺產，是往來于東

亞和大洋洲之間，數百萬遷徙候鳥的停歇地、

換羽地和越冬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