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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之源，山之始，胜境出。
还真是应了大禹之州的名字；地

处河南腹心地带的禹州市就像是当年
南北逐走、穷尽华夏的大禹一样，翩若
惊鸿，恍如神龙，偶尔浮现又时时隐
藏。

禹州市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
历史悠久，底蕴丰厚。大禹、夏启建立
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夏朝，从此，华夏五千年文明从这片热
土开始。夏禹文化、钧瓷文化和中药
文化代代传承、绵延至今，终于成就了
禹州夏都、钧都、药都的美名，境内留
存有大量大禹遗迹、夏文化遗址、钧窑
遗 址 、中 医 药 交 易 市 场 及 其 他 遗 迹
等。与此同时，禹州人才辈出，孕育出
了中华运气学始祖大鸿氏，杂家鼻祖
吕不韦，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谋
圣、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改革家晁
错，行书鼻祖刘德升，华夏第一僧、第
一位西行求法者朱士行，曹魏谋臣郭
嘉，唐代画圣吴道子，书坛大家褚遂良
等历史名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领
文明之先、开一代源流，为华夏文明的
创建与拓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其实又何止于深藏在历史烟云中
的昔日？禹州更有着中原之中最具灵
气与最为秀美的山水秘境。禹州之
北，绵延四十余公里的具茨山被誉为
华夏囟门、禹州灵脉。上古黄帝神话
时期的云雾掩映着山林沟壑，源于造
化之手的神秘符号透露了自然的神
奇，而刚刚揭开面纱的“黄帝十八寨、
轩辕十二谷”大型旅游度假区则传递
出生命的能量与传奇；禹州中部，被称
为禹州灵脉的三峰山低调而舒缓，无
边绿色中曾诞生了中国夏朝的第一场
国宴，见证过元代拖雷的蒙古兵彻底

击溃金人的大战，而山上延续千年的
香火则深蕴着吉祥福瑞的祝福；再南，
被誉为禹州灵脉的大龙山、凤翅山则
为世界贡献了君临天下的瑰宝钧瓷和
中国工艺史上难以计数的能工巧匠、
工艺大师！

在漫长的岁月里，禹州在飞腾的
中原旅游格局中一直静如处子，安然
恬淡地隐身在周边的喧嚣中，让自己
内敛再内敛，蓄势再蓄势，并等待着若
干年后的勃发。十年不飞，一飞冲天。

禹州旅游，弯道超车，精彩纷呈：
倡导着“全景化体验、全时化消

费、全业化融合、全民化共享”的四全
模式，打造着“精彩禹州 从头开始”
的品牌形象，树立着“黄帝十八寨、轩
辕十二谷”的郑州航空港经济区休闲
度假西岛概念，禹州结合雄奇山川、悠
久人文和优良生态资源，一举推出旅
游、休闲、度假、养生等系列组团：

一个出彩的地方——神垕古镇
野山水、软时光——鸠山旅游小镇
风吹上古 秘境谷寨——禹州北

部山地文化体验度假区
挥洒自如 吴带当风——画圣吴

道子故里
颍上风流 夏韩故都——禹州城区
以神垕古镇和鸠山旅游小镇为南

北两极，以钧官窑址博物馆、大鸿寨两
大国家 4A 级景区、颍河国家水利风景
区、轩辕皇帝修道处逍遥观景区、龙虎
山明朝周定王陵景区和画圣吴道子故
里等为基础，集乡愁地图、老家小道、
虚拟科技、药禅瓷道等创新概念为先
导，禹州旅游将在中原旅游格局中全
新亮相，带来模式的创新，并给游客上
下通透、身心具佳的炫酷体验！

禹州之旅，从头开始！

禹州禹州：：精彩从头开始精彩从头开始

那一窑火，已烧了数千年。
那一座镇，照亮了半边天。
禹州市西南，禹州、郏县、汝州三地交界处，

是中原灵脉所在。此地三面环山，中为盆地，盆
中一岛，小巧玲珑，独特俊秀，这就是“神火照天
烧、瑰宝临天下”的火艺之都神垕。早在夏商时
期，这里的先民就从事农耕和冶陶。再后，唐宋
以降，神垕古镇更成为驰名中外的钧瓷文化发
祥地、中国北方陶瓷的主要产地和集散地。

钧瓷始于唐、盛于宋，在北宋徽宗年间，钧
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以“夕阳紫翠勿
成岚”、“一窑一乾坤”、“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
钧瓷窑变艺术独步天下，闻名遐迩，被定为宫廷
御用珍品，赢得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
片”的美誉，成为中国五大名窑之一。千百年来
的烧陶制瓷，使钧瓷文化世代传承，并不断发扬
光大。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研究和制作水平的
提高，钧瓷更成为参与重要政治和社会活动，联
谊友好交往的高尚礼品。党和国家领导人常把
钧瓷作为国礼赠送给国际友人。香港回归时，
钧瓷“豫象送宝”作为河南礼品赠给香港特区政
府。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由荣昌钧瓷坊创
作的钧瓷瑰宝“祥瑞瓶”、“乾坤瓶”、“华夏瓶”分
别作为唯一国礼赠与各国政要，并被中国国家
博物馆收藏，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首次收藏的
当代钧瓷艺术作品。钧瓷在北京奥运会、上海
世博会等多个世界性舞台上也都闪烁着夺目的
光彩。这都充分展示了钧瓷无可比拟的艺术魅
力，钧瓷成为禹州、许昌、河南乃至全国的知名
品牌，被誉为“国之瑰宝”。神垕古镇独具特色，

并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云盖山北面独尊，大
刘山坐南仰卧，角子山、风翅山东厢耸峙，牛头
山、牛金山西向雄踞。秀丽的山脉给神垕带来
了发展休闲度假、观光旅游和体验精彩人生的
绝佳场所。明初曾天降瑞兽的驺虞河（肖河）纵
贯古镇。潺潺淙淙，为神垕古镇带来更为神秘
的气息。一条古老大街横贯古镇，错落于老街
的院落、古寨、古桥、天保寨、文庙、老君庙、白衣
堂等古建筑群，是古镇悠久历史文化的见证，也
更是一条历史长廊，展示着神垕深厚的传统文
化积淀和浓郁的人文景观
风貌。现存大大小小的大
院、回廊、水井、石板小路、
戏台等依稀可见当年的繁
荣景象和独特的人文气息。

神垕因陶瓷而兴盛，因
钧瓷而名扬，“神垕”镇名历
史上曾经历过四次皇封，因
而成为中原最为显赫的地
方。早在 1979 年，禹州和
神垕就被河南省确定为十
八条旅游线路之一。近年
来，神垕古镇的保护与开发
文化雄风再振。以“神垕：
一个出彩的地方”为口号，
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推
动 ，一 个 集 创 意 产 业（钧
瓷）、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和
体验娱乐为一体的中原古
镇即将砰然而出：

一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傲啸；
一神韵（古镇民俗神韵）世人钦羡；
一把器（钧瓷及其收藏）一生荣耀；
一片山（山地客栈庄园）逍遥悠然；
一弯河（肖河浪漫情调）一段浪漫；
一条街（老街民居风情）潇洒神仙；
一道坊（神垕名吃饮食）各路吃货；
一座庙（窑神庙祭祖礼）福瑞双全；
一台戏（大型 3D秀剧）一部史诗；
一脉情（优质精细服务）回忆永年。

玩转禹州
精品线路

大禹像

植物园 青春常在 激情永驻

明周定王妃子墓

颍河颍河，，穿越着历史穿越着历史，，流淌着神韵流淌着神韵

秋色送爽气 人在画中行

逍遥观，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处

祥云红叶 卧佛向天

情如许情如许，，心已红心已红，，此情千年在银杏此情千年在银杏

大鸿寨滑雪场大鸿寨滑雪场：：浪漫之约浪漫之约

神垕，深深庭院 幽幽秘境

禹州软时光

神垕古镇 窑火凝珍

神垕，新鲜而生动 神垕，神艺创造了智慧的神话

神垕，匣钵写就民居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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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藏五千年冰藏五千年 新光耀中州新光耀中州

器孕五行 薪火千年

到禹州可以有各种理由，
但每一种理由都会有神奇的
邂逅；

到禹州可尝试千百种旅
游，但每一种玩法都会有奇遇
般的享受。

[NO.1]china神器游（禹州
钧瓷文化游线路）

■有一个单词叫 CHINA
（中国），中国是咱好妈妈。

有 一 个 单 词 叫 china（瓷
器），瓷都就在俺禹州的家！

钧瓷，始于唐盛于宋，声
誉日隆，名声远扬，仿佛远在
天边，其实就在眼前的禹州！
国粹钧瓷，候君揭秘！

■国 家 AAAA 级 景 区 禹
州钧官窑址博物馆—神奇瑰
宝中国钧瓷文化园—中国瓷
都神垕古镇

[NO.2]黄帝十八寨 轩辕
十二谷线路（禹州山水线路）

■风吹上古，是轩辕黄帝
深深的呼吸；

秋草连天，是天地山川魅
惑的容颜。

自然天成，大美无言，
沟壑密织，秘境醉人！
■国 家 AAAA 级 风 景 区

大鸿寨—黄帝问道处逍遥观
景区—风水佳处龙虎山周定
王陵景区

[NO.3]夏韩故都 颍川神
韵游线

■禹之封，夏之始，韩之
都，是禹州。

阳翟盛名，颍川大姓，圣
贤群出，侠烈频现，是禹州。

吃一顿禹州十三碗，碗碗
是颍川神韵；

吞一口禹州乡野风，丝丝
皆祖先气息。

■国家水利风景区颍河
景观带—大禹胜迹禹王锁蛟
井 — 夏 朝 立 国 遗 迹 古 钧 台
—侠气干云聂政台—汉初三
杰谋圣故里张良书院—禹州
特产、美食餐饮

古镇神垕：一个出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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