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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小米”杯中国长治国际微电影大赛
                -----拍摄地点分类



拍摄地点：24处

1.三元平顺神龙湾景区极拍地
2.三元黎城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极拍地
3.三元文化产业园极拍地
4.三元矿区极拍地
5.三元沁县沁园春矿泉水极拍地
6.长治县极拍地
7.长子县极拍地
8.襄垣仙堂山极拍地
9.襄垣县城极拍地
10.武乡县极拍地
11.屯留老爷山极拍地
12.屯留县极拍地

13.沁县极拍地
14.沁源县菩提山极拍地
15.平顺太行水乡极拍地
16.平顺通天峡景区极拍地
17.潞城县极拍地
18.黎城县极拍地
19.郊区极拍地
20.壶关太行山大峡谷极拍地
21.市区极拍地01
22.市区极拍地02
23.市区极拍地03
24.市区极拍地04
 



（1）一线天峡谷
简      介：神龙湾一线天峡谷位于平顺县城东南40公里处的神龙湾
景区内，全长1700多米，四周绝壁环抱、林木苍翠、云雾缭绕、风
景奇异。幽谷奇峡、雄风险峻。 
路       况：山路崎岖不平，登顶需步行。
路程规划：县政府----景点   40公里
住宿条件：需返回县城，安排住宿。

一线天峡谷：

1.三元平顺神龙湾景区极拍地拍摄元素：



（2）挂壁公路
简     介： 平顺井底“挂壁公路”，是一条长1500多米的公路隧道，
公路完全悬在半山腰，距山顶和沟底都有上百米。在半山腰悬崖间
被分段打洞。“挂壁公路”有39个洞口，从远处望去，隧道外侧分
布的洞口就像一扇扇窗户。公路的一侧是坚硬的山体，另一侧就是
如刀劈斧削的绝崖峭壁，驾车行驶时不由自主地有那么一种胆战心
惊的感觉。从隧道洞口向外看风景如画，美不胜收。群峰林立直插
云端，绝崖峭壁如刀劈斧削，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路       况：路况良好，大中巴皆可通行。
路程规划：县政府----景点   41公里
住宿条件：需返回县城安排食宿。

挂壁公路



（3）祥云湖
简     介： 祥云湖是一个人造湖，是由坝将河谷拦腰斩断形成高山
出平湖的景观，大坝上边设计别致，九个六尺宽、六尺高的桥眼依
次横排坝头，桥上里外两边又有石栏杆，每逢夏季旺盛湖水从湖坝
溢出桥孔，形成九条瀑布，飞流直下，蔚为壮观。
路       况：路况良好，大中巴皆可通行。
路程规划：县政府----景点   30公里
住宿条件：周围有农家乐，可安排食宿。

祥云湖



黎城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简介：黎城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就坐落在美丽的清漳水河畔——程家
山乡路堡村，依山傍水，环境优美。园区建设涉及程家山乡隆旺、
路堡、北流、南堡四个村，总占地面积3200余亩，分为现代园艺示
范区、民俗花卉园区、休闲度假区、露地林果采摘区、综合服务区
五个功能区，预计总投资3.5亿元，拟建成产、学、研、科、工、贸
有机结合，国内一流、省内领先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和生态旅游
观光基地。
路       况：路况良好，大中巴均可通过。
路程规划：县政府----景点  9公里
住宿条件：县城可住宿

2.三元黎城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极拍地





大厅和客房



(1)三元文化产业园
简介：三元文化产业园就坐落在漳泽湖畔旁，漳泽湖就像一面巨大
的明镜嵌在平畴绿野的怀抱里。湖旁茂密的林带郁郁葱葱，在三元
文化产业园可以将这片美丽的湖光尽收眼底。

路       况：路况良好，大中巴均可通过。
路程规划：市政府----景点  8公里
住宿条件：园区有客房可住宿

3.三元文化产业园极拍地拍摄元素：



文化交流主楼细节图



大厅和客房



过道和会议室







(2)长治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简介：长治湿地为天然湿地，物种资源丰富，景观资源独特。湿地内有高等植物
52科217种，浮游植物7门83种，鸟类16目40科162种，主要水生动物7纲25种，
浮游动物58种，有近万亩芦苇和数千亩湿地防护林，是不可多得的重要生态资源。
多年来，在为市区提供水源、净化水体、调节气候、保存物种、调洪减灾、湿地
科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湿地公园



(3)栈桥



（1）矿区风貌
简介：巍巍太行山，宛如一条巨龙蜿蜒盘踞在三晋大地上。古城“上
党”——今日的长治市，就坐落在这条巨龙的怀抱中，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
土地上，山西煤销集团旗下的山西三元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元煤
业）以其卓越的发展业绩成为当地煤炭企业之翘楚。
　　　多年来，三元人以敢为人先的胸襟和胆魄，以不畏艰难的进取精神，
科学定位企业发展方向，大力实施科技兴矿战略，在和谐发展的康庄大道上
阔步前行，从年产量60万吨的地方煤矿，发展成为山西煤销集团所属煤炭企
业中产量最大、效率最高、效益最好、管理最规范的煤矿企业之一，为山西
煤销集团建设现代化、亿吨级煤炭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三元矿区极拍地拍摄元素：



三元矿工

(2)矿工生活



(3)科技采矿



(1)七星泉水源

简介：沁园春矿泉水项目建设地处于太行、
太岳山脉中心区域、上党盆地北沿、千里
海河西源，位于国际公认盛产好水的北纬
37度间世界黄金水源带，海拔998.5米，
属人类宜居的最佳地理高度。厂区及周边
年平均湿度为60.2%，为人类宜居环境的
理想湿度。

路程规划：县城----景点    15公里
路       况：较好 大中巴可通过
住宿条件：可在县城住宿

七星泉4号泉

5.三元沁县沁园春矿泉水极拍地拍摄元素：



生产线350ml瓶装水



(2)皇后传说

简介：皇后窦氏当晚分娩，生子刘启，
亦即后来“文景之治”中的汉景帝。但
皇后没有奶水，随从经向当地乡亲求助，
被告知差人采田中谷，入山寻取古庙旁
清水，搓米熬粥奉皇后，果然皇后奶便
下，母子安康。一段时间后，皇后身体
得到恢复，物以君贵，地以后名。从此，
为皇后取水处被叫作“皇后泉”，庙则
改称“皇后庙”，皇后所食之“铜鞮粥”
名闻遐迩，而皇后命人所采之田中谷，
便是后来誉满天下之"沁州黄"



(3)曲艺三弦名吃传说文化元素

简介：沁县古老的民间曲艺文化，大学
生传承民间工艺，创业制作戏曲铝盔精
良，可做故事。

曲艺三弦等文化展厅



振兴新区大景
振兴村外景

（1）振兴新区
简介：新区四周群山环绕、翠绿掩映，区内别墅林立、环境优雅。被誉为“三
晋农民城市山庄、上党生态宜居之地、两汉历史文化名区”。城乡一体化模式，
是著名红色旅游景区，有无土栽培、艺术馆、生态园等。

路       况：路况较好，大中巴车均可通过。
路程规划：县政府---景点  13.9公里  
住宿条件：需返还县城安排住宿。

6.长治县极拍地拍摄元素：



振兴新区



（2）古镇：荫城古镇
简介：保存较好，原汁原味的民俗老街、走廊映入眼帘。古镇中的五凤楼建于唐代，
最具代表性的是其中的断梁。

路       况：路况较好，大中巴车均可通过。
路程规划：县政府---景点  14.3公里  
住宿条件：需返还县城安排住宿。

五凤楼大景

民俗老街



五凤楼



花灯
简介：花灯是长治县年俗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花灯制作首推南宋村。南宋村
自制花灯已有几百年历史，南宋花灯以其大、艳、剪、奇、多而闻名。大，即：
个头大，每个花灯高都在1.5米以上，最大者可达3、4米；艳，即：艳丽，糊
花灯所用纸颜色鲜艳，对比极强，有很大的视觉冲击力；剪，即：剪纸，南宋
剪纸以灯为媒，灯以剪纸增色，所剪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功力精湛；奇，即：
造型，南宋花灯造型奇特。

（3）人文元素：



蒸面羊、蒸灯糕
简介：长治县的蒸食以其大为特点。灯糕，长治县有姑娘出嫁前三年，娘家人
都有送灯糕的风俗。长治县灯糕座大头小，活像一座宝塔。最大的灯糕有十二
层。一个灯糕需要八斤面，三百六十五个红枣，象征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
天红火，吉祥如意，步步登高，红至塔顶。面羊：因长治县是炎帝尝百草、识
五谷、教农耕之地，在由渔猎向农耕转变过程中，羊尝食各种植物，以试其是
否有毒，人们便将羊供为神物，成为了本部落的吉祥图腾。羊即祥的寓意。



（1）县城：北高庙
简介：相传北高庙为尧王长子丹朱所筑，至今有四千的历史，丹朱被尧王封地后，
将城邑由原来的乐阳----也就是现今的岳阳村，东迁至此，建城立都。城名丹朱城，
后称长子城，也称东乐阳城。丹朱在建城的同时，为缅怀炎帝神农氏在羊头山喜
得嘉禾，教民农耕，开创原始农业的伟大功绩，就率众在城北堆起熨斗台，后在
台上建成炎帝庙，使之成为长子一大景观。

路       况： 路况较为平坦，大中巴尚可通行。
路程规划：县政府----景点 2.4公里
住宿条件：需返回县城安排住宿。

北高庙

7.长子县极拍地拍摄元素：



（2）长子文化广场、会堂。
简介：长子县地标建筑，配套设施齐全。

路       况：路况良好，大中巴均可通过。
路程规划：县政府----景点  12.5公里
住宿条件：需返回县城安排住宿。

长子文化广场大景



长子文化广场



（3）人文元素
长子猪头肉、炒饼。
简介：长子猪头肉为白猪头肉，其肉质红润，吃起来肥而不腻，片如纸薄，口味
香酸、透凉爽口；长子炒饼始创于清光绪年间，是用面粉、肉丝、蒜苔、粉条加
上鸡汤，配以各种佐料制成的山西传统小吃。吃时加醋、蒜，满口生香，别有滋
味。长子炒饼被评为“山西名小吃”“上党名吃”。

长子名吃



八音会
简介：在上党地区流行最广的音乐组织和音乐形式，以古代把金、石、丝 、竹、
匏、土、革、木称作”八音”而得名。从长子县西南呈村，元代就制造锣鼓乐器
看来， 至少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境内多数县的大村大镇，都有八音会，有的称
为“公议会”、“ 同乐会”等。

长子八音会



（1）仙堂山景区
简介：仙堂山在襄垣县城北25公里处的强计乡境内，因建于半山腰的仙堂寺而得名。
该山原名该山原名“九龙山”，主峰海拔1700米，方圆20余平方公里。登高眺望，重
峦叠嶂，云雾弥漫，如九龙汇集。仙堂寺古朴庄重，雄伟壮观，镶嵌在半山腰上，寺
侧独秀峰（翠微峰）突兀于群山之中。据说东晋时此地已有寺院，而女娲应是仙堂山
最早的主人，山中北崖上的娲皇阁即可作证。在此有佛法记法显西行，仙堂山发显西
行八国馆，仙堂山太上老君神诞大典，仙堂十奇等元素拍摄时可以参考。

路      况：路况较好，大中巴车均可通过。
路程规划：县政府---景点 25公里  
住宿条件：周围有宾馆，可安排食宿。

8.襄垣仙堂山极拍地拍摄元素：



（2）法显《佛国记—法显西行》

简介：为纪念法显归国1600周年，由襄垣和央视联手推出的三集大型纪录片《佛国记—
法显西行》于2013年3月6日至8日在央视十套《探索·发现》栏目精彩上映。
《佛国记-法显西行》是襄垣县为纪念法显归国1600周年系列庆典活动专门筹划拍摄的一
部专题片。系统讲述了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法显，从襄垣仙堂山出发，历
经千辛万苦西行取经并将其翻译汉字，传于后世，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动
人事迹。



仙堂山法显西行八国馆

简介：法显西行八国馆是根据东晋高僧法显所著《佛国记》，将法显西行所经八个国家，
以微缩景观形式再现于仙堂山。整个建筑群占地1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475平方米，
含内装在内预算投资1.2亿元。具体设计从南向北，依次为中国、巴基斯坦、阿富汗、
印度、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墨西哥八国。各馆外观充分体现各个国家佛教建筑
风貌；馆内以图文及声、光、电等现代化手段，再现法显西行各国风土人情、佛教文化，
以及途中所遭受的各种磨难。

中国馆
印度馆



阿富汗馆 巴基斯坦馆

孟加拉馆 斯里兰卡馆



仙堂山太上老君神诞大典

简介：传说农历二月十五是太上老君的诞辰，为进一步弘扬“非遗”文化，仙堂山
景区挖掘“老君种煤”传说、煤窑信俗、老君炼丹朱砂洞等优势资源，以“传承信
俗、祈福平安、福佑行业、富强家邦”为主题，于2014年3月14日至16日隆重推出
以祭祀仪式、祈福仪式、共话安全、同游仙堂为主要内容的“山西仙堂山纪念太上
老君神诞大典”。

仙堂山太上老君神诞大典



（3）仙堂十奇
简介：仙堂山不仅有太行之雄伟，峨眉之灵秀，九寨之诗意，蓬莱之仙境，更有许多
独特奇观。概括起来有“十奇”。分别是：

奇石：即猛虎石、虎掌石、牛心石、
人面石，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奇泉：即仙堂寺中的五眼泉，寺底有泉，
已属罕见，又在高山，藏而不泻，所谓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



奇树：即鸳鸯松、九龙松、断阳树、
玉女树、礼花树、变色树六棵奇树，
每棵树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所谓人
之灵气，物有所感。

奇洞：仙堂山天然洞穴极多，号称七十
二洞，有白龙洞、朱砂洞、黑龙洞、滴
谷洞、纺花洞、铙钹铜、狐仙洞、蜜蜂
洞等等，有的深邃莫测，有的钟乳嶙峋，
有的子母相连，有的赤如朱砂。



悬棺。悬棺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很
常见，在北方地区极为罕见，我们当地
更是流行土葬，为何会在仙堂山出现悬
棺？它起于什么年代？里面葬的是什么
人？这些都还是一个谜，所以，它具有
极高的考古价值。

天然城堡。太阳升起的时候，站在东
峰山顶，面向东方，霞光之中，一座
天然城堡悠然而见，仿佛“海市蜃
楼”。



望月：每当月亮升起，站在东峰伟回山，
向东望去,只见一只犀牛卧在山头仰望天
宫,好似犀牛翘首望月。传说犀牛原来是
天上的一位神将，受玉皇大帝的指派，
向下界传达起居规范，要求人们“一日
一餐三打扮”，意思是注重礼仪，少食
甘味。而犀牛到花花世界后被扰乱了心
神，将玉皇大帝的旨意传达成“一日三
餐一打扮”，把天帝的意思全弄反了。
天帝大怒，将它罚下天界。由于它思念
天宫生活，一到晚上就抬头望月，这就
是“犀牛望月”的典故。



天然卧佛：站在主峰或西峰往东看，一座
大山的轮廓，很像一尊沉睡的大佛！它的
头朝北，脚朝南，神态安详而庄严。仙堂
山拥有天然卧佛，是仙堂山的佛缘，也是
“法显故里”的佛缘，我们以拥有“卧佛”
为荣、与“卧佛”相伴感到骄傲。



海底生物化石：俗话说沧海桑田。亿万
年之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因为
地壳运动，海底逐渐抬高、隆起，变成
了现在的高山。如果您走西线上山的话，
可以看到海底生物化石，有海龙、海马、
海龟等。正在申报国家地质公园。

云海：每到雨后，仙堂山云雾缭绕，
人在山上，云在脚下，仿佛脱离凡尘，
置身天宫，怪不得叫仙堂山，果然仙
堂仙山，人间仙境。



（1）东湖景区
简介：位于东关河裁弯取直工程主河槽西堤防之外，东至堤防，西至县城东岸上，北
到东关桥，南至新建公路桥，总面积2400亩。其中水面1600亩，陆地将近800亩。
公园主要由人工湖、步行道、环湖道路、景观绿化、休闲广场、亭、廊、花架、雕塑、
灯、假山、瀑布、码头、水榭、钓鱼台、湖心音乐喷泉、湖中岛屿等。

路       况：路况较好，大中巴车均可通过。
路程规划：县政府---景点 2公里  
住宿条件：周围有宾馆，可安排食宿。

东湖景区

9.襄垣县城极拍地拍摄元素：



（2）襄子老粗布
简介：襄子老粗布，体现千年古县及手工老粗布的悠久历史及传统特色，曾两次受
邀参加上海世博会。在会展期间，数以万计的国内外游客对于襄子老粗布精湛的织布
工艺和产品赞不绝口，对这一返璞归真的历史文化遗产报以由衷的敬意。
 

织布女工在织布 襄子老粗布展示制作工艺



（3）襄垣名吃
腥汤素饺
简介：“腥汤素饺”，是襄垣县民间传说风味小吃，汤荦馅素，别有特色。美味可
口，魅力无穷。2001年长治市名吃研究会定为《上党名吃》称号。2003年潞州香名吃
城的代表作“腥汤素饺”参加中国·太原国际面食节比赛活动，荣获国际“金奖”。
 



（1）八路军纪念馆
简介：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馆址背倚凤
凰山，面临漳河水，是中国唯一一座全
面反映八路军和华北各根据地8年抗战
史实的大型军事专题纪念馆。是集教育、
科研、旅游观光为一体的优秀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

路程规划：县政府----景点    2公里 
路       况：有停车场，路况较好，大中
巴可通过。
住宿条件：周边有宾馆，住宿条件良好，
可接网线。

备注：实景剧“反扫荡”，影视蒙太奇
体验剧“太行游击队”，军民同庆
“《欢庆胜利》大巡游”等曾在这里拍
摄制作。

八路军纪念馆大景

10.武乡县极拍地



（2）八路军文化园
简介：八路军文化园位于武乡县城内，背靠风景宜人的凤凰山，东临风光涟漪的马牧河，
整个景区由前广场、游客咨询服务中心、胜利大道、军艺社、胜利坛、实景剧场、八路
村等七部分组成。实景剧“反扫荡”，影视蒙太奇体验剧“太行游击队”，军民同庆
“《欢庆胜利》大巡游”，通过声、光、电等科技手段，幽默诙谐的表现形式，喜庆热
闹的民俗风情，生动再现了八路军将士与当地老百姓军民同心、共同抵制日寇的历史场
景。
路程规划：县政府----景点    2公里 
路       况：有停车场，路况较好，大中巴可通过。
住宿条件：周边有宾馆，住宿条件良好，可接网线。

八路军文化园大景



（3）王家峪景区
简介：王家峪位于武乡县城东四十公里的丘陵山区，抗日战争时期曾是八路军总司令
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和北方
局书记杨尚昆、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陆定一，总供给部长杨立三，以及一二九师师
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长期生活、战斗，领导和指挥华北各
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和政治斗争。为我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路程规划：县政府----景点    30.8公里 
路       况：有停车场，路况较好，大中巴可通过。
住宿条件：周边有农家乐，住宿条件良好。



（1）羿射九日
简介：传说古代尧帝统治时期，天上有十个太阳轮流出来。由于太阳之间发生了
矛盾，他们同时出来，地上的树木庄稼都晒死了，老百姓都快要饿死。尧帝让嫦
娥的丈夫大羿用弓箭去射太阳。大羿使出浑身的力气，射掉了其中9个之后，想了
想，如果没有太阳，大家都会在黑暗中，所以只留下一个太阳。

11.屯留老爷山极拍地：



（2）上党战役
简介：上党战役，发生于1945年9月10日中国山西省上党地区（今长治市）境内，
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共两党发生的首次军事冲突，是1945年国共冲突的一部分，
成为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序曲，发生于重庆谈判期间，以作为配合谈判的重要军事动
作。这次战役歼灭了阎锡山所属的11个师的部队，使得阎锡山在第二次国共内战
中未能对中共发动攻势，并且不得不借助中央军守卫山西。
 
路程规划：市政府----景点  2公里 
路      况：有停车场，路况较好，大中巴可通过。
住宿条件：周边有酒店，住宿条件良好，可接网线。

  



（3）老爷山
简介：老爷山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自唐代以来，就有官方在山上建造庙宇，
并逐渐形成了佛、道、儒，“三教”和谐共存的格局。山上的三座山峰分别是：东
峰麟山为道教所在，有三嵕山神庙，祭祀着我国的神话人物羿神与嫦娥；西峰灵山
为佛教所在，有金禅寺尊奉着佛祖释伽牟尼；南峰为儒教所在，有先师庙供奉着至
圣先师孔子。

路程规划：县政府----景点  25.5公里 
路      况：有停车场，路况较好，大中巴可通过。
住宿条件：周边有老爷山大酒店，住宿条件良好，可接网线。

  



老爷山风景区



（1）嶷神岭
简介： 北魏时，孝文帝路过此地，遥看山岚缭绕，起伏不定，如行蟒游龙一般，便
赐名为嶷神岭，山上有魏孝文帝庙，庙坐北向南、四合院，有戏台、厢房等。远看嶷
神岭，影影绰绰如腾云驾雾的蛟龙，若隐若现。

12.屯留县极拍地：



（2）县城建设
简介： 屯留是资源大县、历史名县、革命老区、神话之乡、和谐之邦。2007年屯留
县连续第五次被国家科技部评为“全国科技先进县”；被国家农业部表彰为“全国粮
食生产先进县”；跻身全国农机百强县；荣获省级园林城市称号，被授予全省造林绿
化。 
 



（3）屯留道情
简介：屯留道情又名“莲花落”，俗名“打莲花板”，起源于屯留县的上莲，是当地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艺术。屯留道情在明朝末年初具雏形，以后逐渐兴盛，
到清初满汉文化交融时期最后定型，曾流行于长治、长子、潞城、壶关等地，抗日战
争开始后，走向衰落。



（1）圪芦湖风光

简       介：圪芦湖风景区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县西南2公里，距208国道1.3公
里，秀美的山水风光、厚重的历史文化、淳朴的民俗风情孕育了这里得天独厚
的原生态景观。正在修建度假村，部分工程完成，水域很大。

路程规划：市区----景点    2公里
路       况：较好，大中巴可通过

圪芦湖风光

13.沁县极拍地：



圪芦湖风光



（2）二郎庙石刻馆

简介：风景好，石刻好，交通便
利，适合拍摄。

路程规划：县城----景点    8公里
路       况：较好
住宿条件：可在县城住宿

二郎庙石刻馆



（3）龙舟赛
简介：龙舟赛的地址选在沁州古城内的西湖。



（1）菩提山风景点

简介：地处太岳山东麓。菩提山自然和人
文景观丰富，凤凰垴、五龙山等群山形如
莲花盛开，山上森林茂密，环境优美，古
树名木繁多，原始森林占景区面积30%以
上。
路程规划：县城----景点    15公里
路       况：较好 大中巴可通过
住宿条件：可在县城住宿

菩提山风景点

14.沁源县菩提山极拍地：



（2）森林消防队

简介：“沁源县自建的消防队伍，负责全县森林消防。



（3）新城区
简介：水库依傍县城， 偶见水鸟。



（1）华野漂流
简     介：华野漂流位于太行水乡西段，是太行山十大峡谷之首的浊
漳河大峡谷的精品地段，经历九曲八弯，七瀑六潭，全长近十公里，
落差68米，深处50米，浅处0.3米，专家誉为华北峡谷第一漂。沿
线有惊心动魄、有惊无险的急流冲浪，有野趣十足、风光旖旎的水
中小岛，有波光粼粼，山水相依的谷低平湖。两岸垂柳摇曳，绝壁
耸峙，展太行之雄姿，显水乡之秀色。 
路       况：路况良好，大中巴可通行。
路程规划：县政府----景点   29公里
住宿条件：周围有农家乐，可安排食宿。

华野漂流：

15.平顺太行水乡极拍地：



（2）小三峡
简     介：北方小三峡又称大禹峡区位于山西平顺县国家4A级旅游
风景区太行水乡之畔的奥治村，距村南2500米，有一处峡谷地带，
整个峡谷蜿蜒曲折，峡谷两畔绝壁对峙，悬崖交错，似刀劈剑削，
石缝里生长着许许多多奇松怪柏和灌木，水面上结队成群的鸳鸯、
野鸭，优美的自然环境及这里众多故事传说，令人心驰神往。这就
是大禹峡，这个峡谷地带为我国北方地区所仅有，被旅游界业内人
士称为“北方小三峡”。
　　　据潞安府志、平顺县志记载平顺古八景，赤壁悬流，龙门奋
蛰就坐落于村西2公里处，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也发生在这里，治
水遗址错凿遗渠，清澈可见。
路       况：路况良好，大中巴皆可通行。
路程规划：县政府----景点   44公里
住宿条件：周围有农家乐，可安排食宿。



小三峡



（3）南垴山 
简     介：位于南耽车村，南耽车的南山顶峰古时称明山，现称南垴
山。上至明山项，3000亩的天然次森林令人赏心悦目。翠绿的树叶，
洁白的树杆，对比鲜明，非常壮观。其中一株生自宋代的松裹柏树，
松柏两种枝叶一树同杆生出，成为一大奇观，林业部专家鉴定，足
足有五千年的历史，并命名为“中华霸王松”。在原始森林掩映中，
释迦牟尼古佛殿、娲皇行宫引来众多善男信女顶礼膜拜。东西两侧
天然形成的幽谷深涧、成潭虎穴，奇峰怪岩更增添了原始森林的神
秘感。
路       况：山路崎岖不平，登顶需步行。
路程规划：县政府----景点   36公里
住宿条件：需返回县城，安排住宿。

南垴山：



通天峡
简介：通天峡灵秀壮美，被称为“北方小九寨”；有“三山五岳汇
太行，通天峡归来不看山”之说，这里将中国北方大山的雄浑和南
国水乡的阴柔之美融为一体，既有江南的飘逸妩媚，又有北方的大
气磅礴；更有虹梯关、玉峡关、明慧大师塔等历史遗存，有神话传
说历史典故。

路       况：山路崎岖不平，登顶需两小时，山间有缆车。
路程规划：县政府----景点  80公里
住宿条件：周围有宾馆，可安排住宿。

通天峡大景

16.平顺通天峡景区极拍地：



（1）虹梯关
简介：虹梯关位于山西省平顺县虹梯关乡东出河南的晋豫古商道上，
“虹梯”二字由古道上的五十四盘立陡的“之”字形人工石梯得名，
从山底仰望，山道如虹，故名。虹梯关建于明嘉靖八年，因地势险
要，设立伊始至民国二十年时都有驻军把守。
 

（2）玉峡关
简介：在平顺县城东南50千米处，明王朝于嘉靖年间在此剿灭陈卿
起义军后在此设关。又称风门口，这里群山叠嶂，尖峰屏立，悬崖
陡峭，深沟万丈，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及之势。《玉峡关铭》立于
明嘉靖七年，由当时的兵科给事中夏言书写。此外，在它周围7千米
范围内形成了一个游览区，北有金灯石窟、南天门，东有桃花洞、
红旗渠，西有黄龙洞、苍龙洞等。
（3）明慧大师塔





  

（1）迎神赛社
简介：民间赛社源于古代先民对土地的崇拜，它的源头就是商周时
代，秦汉以下历代皆举行“社稷”之祭祀大典，至宋代正式称为
“赛社”。在清末民初，较有名气的大赛有潞城的城隍庙赛、潞城
碧霞宫赛、潞城南舍玉皇庙赛、长子三嵕庙赛、龙泉山大赛等。而
到现在，得以保存较为完整的，只有潞城的少数村落了。

迎神赛社资料

17.潞城县极拍地：



  

（2）扛妆
简介：用高2尺、宽2尺、长3尺一木箱，内装石块或铁等沉重物，外用彩纸或布包
裹，正中竖插木杆，杆上用彩绸扎成某种造型，上缀金色星，挂水银镜，最上端插
鸡尾掸子。木箱前后横插一杠，用绸子包裹，由两青年面对面抬着，左右有人牵着
绳子护装，表演时缓慢行进，杠上下起伏，八音会伴奏。扎装形式有玉米、谷子等
形状，表示农业丰收。

潞城扛妆资料



  

（3）潞城甩饼
简介：潞城甩饼，源于上党潞城，是当地特色小吃，历史悠久，民间传说源于唐明皇。
其饼软硬适中，配以肉片回味无穷，是一道有名的小吃，曾获多种奖项，受到食客好
评。

潞城甩饼



（1）洗耳河景区
简介：传说，上古时代的尧，想把帝位让给
许由。许由是个以不问政治为“清高”的人，
不但拒绝了尧的请求，而且连夜逃进箕山，
隐居不出。
当时尧还以为许由谦虚，更加敬重，便又派
人去请他，说：“如果坚不接受帝位，则希
望能出来当个“九州长”。不料许由听了这
个消息，更加厌恶，立刻跑到山下的颖水边
去，掬水洗耳。洗耳池正是位于黎城县境内。
现已成为上党书画院的写生基地。

路       况：路况较好，大中巴皆可通行。
路程规划：县政府----景点  17.9公里
住宿条件：周边有农家乐，可安排住宿。

18.黎城县极拍地：



洗耳河



（2）太行红山
简介：“太行红石公园”以“水秀天姿、太行丹霞”为主题形象，
以植被绿色景观为基调，以红崖峭壁为衬托，营造红绿相映、气势
恢宏的景观效果，景区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山影重重叠叠，层峦
叠嶂，形成“太行千里画廊”。

路       况：路况较好，大中巴皆可通行。
路程规划：县政府----景点  30公里
住宿条件：周边有农家乐，可安排住宿。



太行红山大景



（3）黎候虎
简介：黎候虎，是位于山西省东南部，长治市东北部，属太行山腹地黎
城县的一种民间工艺品——布老虎。1998年，黎候虎被国家邮电部选为
生肖邮票图案。现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路       况：路况良好，大中巴皆可通行。
住宿条件：有宾馆，可安排食宿。

备       注：该文化没有具体的拍摄地点，目前，正为农忙时节，组织村
民集中刺绣需提前通知。有展览馆，展览馆内陈设有各种规格和形态炯
异的布老虎供拍摄团队使用。



黎候虎博物馆



（1） 老顶山国家森林公园

简介：老顶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长治市东部，距离市区2公里，方圆40余
平方公里，分为4个景区，44处景点，一是动物养殖观赏区；二是林业科
研考察区；三是老顶山风景游览区；四是神农峰名胜游览区。
 

路程规划：市区----景点  5公里  
路      况： 良好 上山弯多坡陡
住宿条件：农家乐

19.郊区极拍地：



（2） 老顶山森林公园百草堂景区

简介：“始祖百草堂”位于山西省长治市东
部老顶山（原名百谷山）国家森林公园风景
区内，建有28个主要景点，分为祭祀朝圣
区、生态养生区、休闲度假区三个区域，占
地总面积33万平方米。

路程规划：市区----景点  5公里  
路      况： 良好 上山弯多坡陡
住宿条件：农家乐

百草堂景区

19.郊区极拍地：



百草堂景区



（3） 炎帝传说

简介：来到山西省长治市区东北部的老顶山
巅，高达数十米的炎帝像赫然在目，华夏先
祖炎帝神农氏尝百草食五谷，带领人类实现
了由渔猎到农耕、由游牧到定居的重大转折，
开创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

路程规划：市区----景点  5公里  
路      况： 良好 上山弯多坡陡
住宿条件：农家乐

炎帝像



（1）太行山大峡谷
简介：壶关太行大峡谷以五指峡、龙泉峡、王莽峡三大峡谷为主线，串联真泽宫、
紫团洞、九龙洞、女妖洞、云盖寺、崇云寺、万佛寺、“猫路”险道、“天桥”奇
观等风景名胜。

路程规划：县政府----景点  13.9公里  
路       况：盘山路较多，弯多且急，出入需注意安全。
住宿条件：有宾馆，可安排食宿。

太行山大峡谷大景

20.壶关太行山大峡谷极拍地：



太行山大峡谷拍摄



（2）壶关羊汤
简介：长治人喜欢喝羊汤，而羊汤又以壶关县的最为有名。壶关羊汤的做法是把煮
熟的羊下水切成丝，浇上羊骨头老汤，并配上盐、醋、味精、香菜、辣椒等佐料，
鲜香味美具有暖中补虚之功效。

壶关羊汤



壶关羊汤



（3）壶关秧歌
简介：壶关秧歌是流传于山西省以壶关县和长治县的西火、东火及荫城为中心的地
方小剧种，原名“西火秧歌”。当地有秧歌剧团经典曲目《打酸枣》等。

壶关秧歌资料



壶关秧歌资料



（1）常家大院
简介：清末民国所建，房屋无人居住，屋内构造较特别。

常家大院

21.市区极拍地01：



古建筑细节图



（2）城南生态苑
简介：该生态苑位于长治市主城区南部，占地500余亩， 分为东西两个园区。
西园区以九叠泉、庭院深深、月光广场、通宝、滨水、西入口、晨练广场、老
人及儿童活动区等10多个景观为主。其中，巨型浮雕、扇形广场、地标图、青
铜鼎、九叠瀑布、无障碍通道、华表、凉亭、人工湖、水上舞台以及牌楼、茶
室、回廊等景点成为苑中的亮点。东园区有半圆广场、九龙柱、回廊、石塔、
二十四孝石碑图及奇石异景小品等景观。东西园区交相呼应，布局合理，恢弘
大气，自然惬意。



（3）潞安鼓书
简介：潞安鼓书是北方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传统鼓书暨鼓曲形式，又称“潞安
老调”，因流行于古潞安府（今山西长治）一带而得名。早在清乾隆三年便有
驰名于上党一带的鼓书艺人路占元、董祥五等联络潞安府八县的百余名艺人成
立“盲子队”，即鼓书艺人的演出活动班社，后来发展成为行会组织“三皇
会”。据此，一般认为至迟在清代中叶潞安大鼓就已经形成了。早期艺人主要
为盲人，后来有了明目人，20世纪50年代起出现了女艺人。



（1）城隍庙
简介：潞安府城隍庙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大北街庙道巷。元至元二十二年创建，明弘
治五年、清道光十四年重修。现存的城隍庙中大殿和角殿为元代建筑，寝宫、戏楼、
玄鉴楼等为明代建筑，廊庑、耳殿为清代建筑。城隍庙是为祭祀城隍神而营建的，
城隍是古代神话传说中守护城池之神。

城隍庙大景

22.市区极拍地02：



（2）市医院
简介：长治市人民医院，始建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其前身是清咸丰年间由英、美、德
等国传教士创立的教会医院——宏恩医院，是长治市最早使用西医诊治疾病的地方，
现已发展成为一所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为一体的地市级综合三级甲等医
院。是人民的好医生赵雪芳毕生工作的地方。

长治市人民医院大景



（3）上党梆子
简介:上党梆子是山西省四大梆子之一，流行于山西东南部。享有同蒲剧、晋剧同等历
史的文化资格，是上党戏的代表剧种。它在道光年间称为本地土戏，1934年赴省城太
原演出时称作上党宫调，1954年定名为上党梆子。上党梆子以演唱梆子腔为主，兼唱
昆曲、皮黄、罗罗腔、卷戏，俗称“昆梆罗卷黄”。



（1）安康社区
简介：东街街道安康社区成立于2012年3月，是自长治市城区居委会改革以来，第一
个因城市发展需要所成立的新社区。社区辖区面积0.3平方公里，共有7个居民小区，
总户数4545户，人口15483人，也是一个居民住户相对集中的社区。安康社区自身有
着“成立时间最短暂、居住人口最集中、小区居民素质高端化、辖区流动人口商业化”
等特点。

居家养老平台呼叫中心 校外课堂

23.市区极拍地03：



（2）康园中学
简介：长治市城区康园中学座落于美丽的滨河公园之畔，是一所现代化的九年一贯
制公办学校。近年来，学校先后被省、市、区确定为“廉政文化进校园示范点”、
“党务公开示范点”、“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基地”、“台湾知识教育基地”、“好
娃娃工程教育基地”；先后荣获省级“平安校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先进单位”、“健康校园”、“消防安全示范学校”、“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
课题先进集体”、“家庭教育先进集体” ；先后荣获“长治市首届百姓心中的品牌
学校”、“长治市教育质量先进学校”、“长治市绿色学校”、“长治市先进学校”
等荣誉。



  

(3)上党落子
简介：上党落子，山西汉族戏曲剧种之一。原名“黎城落子”民间
也称“黎城闹”或“闹戏”是流行在晋东南地区的戏曲剧种，上党
落子是河北武安落子的一个支流，约在清朝道光年间武安落子流入
黎城，后同当地语言，民歌相溶合，逐步发展为具有上党乡土风貌
的剧种。

上党落子演出资料



（1）.上党门
简介:上党门是长治的象征和标志。地处现在的长治市区中心地段府坡街北端的高岗之
上，依地就势，巧借天然而建。整个建筑恢弘独特，为古上党郡署（后为潞安府衙）
的大门，门楼海拔1000多米，相传楼顶与长治市东边的太行山顶一样高，游人登楼眺
望，远山近水城中景色尽收眼底。长期以来，一直就是长治市的标志性建筑物。2006
年6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党门

24.市区极拍地04：



（2）新华书店文化产业展示区
简介：长治市新华书店其前身是成立于1945年10月8日的华北新华书店长治分店。
长治市新华书店“晋韵华彩”大文化展厅是集展示、推广、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
平台，挖掘上党当地文化特色和历史底蕴，将首届山西文博会长治展区的产品以及文
化内容创意生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全部在此汇集，形成了异彩纷呈、亮点鲜明、
文化荟萃、晋韵华彩的集聚区，第一次把三晋和上党地区深厚、美丽的文化及产品集
中展示、呈现在世人面前，为长治市文化产业发展以及文化交流合作创造了新契机，



（3）流动图书车
简介：长治市图书馆前身为太行区公立长治图书馆，创建于1946年10月18日，时为晋
冀鲁豫解放区藏书最丰富的图书馆。全国解放前夕，图书馆的一部分迁往邯郸，留下
部分易名为大众阅览室。总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藏书60余万册。图书馆推出了
“流动图书车进社区”活动。

图书馆大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