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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般肆意的春天，就该到山里喝茶去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天好时节一

未有的净化……

来，茶香也渐渐跟了来了。茶树多生长在

香拾趣，怡然自得。

则来自钱塘江尾，一顶一井，各有千秋。

Ｔｉｐｓ院

开化龙顶泡开后不但色绿、汤香，更绝的

地址院湖州市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

山区，山多林密，云遮雾绕，泉水叮咚，这
样的地方往往有利于茶树生长。不妨在

洲，被誉为“杯中森林”。

春日走一走浙里的茶田，看山品茶，染得

绍兴新昌窑穿岩十九峰

一身清香。

品种院大佛龙井
十九峰是我国最为壮丽的丹霞地貌

杭州西湖窑龙井村
品种院龙井茶

Ｔｉｐｓ院
门票渊仅供参考冤院５ 元／人
地址院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径山顶

温州永嘉窑乌牛镇
品种院乌牛早茶嘉茗 １ 号
乌牛镇，东邻乐清，西连瓯北，毗邻
东海，与鹿城隔江相望 。低缓的丘坡、充
毗邻杭州市中心，曲径通幽处竟藏
匿着一个世外桃源：没有车马纷扰，只有
满山茶香萦绕。小村静谧千年，名唤龙
井。去龙井村赏茶，定是要骑行前往，且
不说龙井茶之名是如何响亮，单单是骑

足的雨量、肥沃的土壤、海霁江雾的缭绕
……早早地唤醒了懵懂的乌牛早茶芽。
当地特色茶园里，采茶女们趁着嫩芽刚
探出头，就忙着采摘这“早春江南第一
茶”
的第一茬顶芽。

行在通往茶园的路上，看着满眼都是茶

江两岸的即视感。可能是因为《射雕英雄

品种院天台云雾

传》
《神雕侠侣》都曾在此取景，这里的风

华顶讲寺始建于五代后晋天福元

景不仅兼具“桂林之秀、漓江之美、雁荡

年，自唐朝以来，高丽三国和日本佛教徒

之奇”，而且在缥缈间还带着一种江湖侠

都慕名来朝拜天台山，登上华顶峰，留下

客的气息。

了许多历史佳话。徒步华顶，山峦间的风

新昌已有 １５００ 余年的产茶历史，喝

飞叶动，蝶舞虫鸣，伴着华顶茂密的草

茶已经成为当地人平常的生活。千丈幽

木，氤氲的云气，却从不间断，原来，华顶

谷入口处种植了一片大佛龙井，林间小

的安静，并非无声。

道蜿蜒而下，高山的空气仿佛也带有了

华顶盛产云雾茶，味道甘甜，有着

绿意的清新。登上逍遥楼，坐在竹藤椅

“佛天雨露，帝苑仙浆”的美称。早在唐

上，喝 着淡雅的绿茶，叹天高云阔，仿佛

代，就是上觐朝廷的贡品。每到五月杜鹃

穿越回了文人雅士把酒吟诗的时代。

花期，漫山云锦杜鹃艳丽无比，灿若云

Ｔｉｐｓ院

霞，成为一道绮丽的风景。云雾茶千百年

门票渊仅供参考冤院６０ 元／人

金华武义窑大圆塘茶园
品种院高山有机茶

常能看到学生在这里画画写生。慵懒的

品茗作为古代文人四大雅事之一，

午后，冲泡一杯狮峰龙井，香气弥漫 ，抿
上一口，沁人心脾，唇齿留香。品着茶，聊
这是浙江省最早开摘的茶树品种 ，
在 ２００８ 年便被列入第二批温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这里，你可以亲自体
验一番采茶的乐趣，更可以让茶园师傅
带着，炒一次茶。如诗如画的楠溪江畔，

鸭，这都是城里人许久吃不到的原汁原
味。
Ｔｉｐｓ院
地址院杭州市西湖区龙井村
ＰＳ院除了龙井村袁寻茶还可以去双
浦镇走走遥这里盛产九曲红梅遥茶园附
近袁还有 ２０ 万方的樱花林正开得旺盛遥

家森林公园

杯武阳春雨，品的却是两千年前世今生。

品种院松阳银猴

大圆塘茶园，就位于新宅镇大莱村，层层

远处丘陵连绵起伏，清新的空气中

茶园环绕一个高山湖泊，景色绝佳，被誉

混杂着茶叶的芬芳，满目茶树青翠欲滴，

为“中国最美茶园”，每年都吸引很多摄

身处其中仿佛一切烦恼都会随着微风烟

影家前来创作采风。

消云散，我想这或许就是茶园诱人之处
吧。在松阳的大木山茶园，贯穿着一条最

春水湍湍。不妨坐一叶游船，吹着微醺的

美骑行道，在这里，你可以骑着单车唱着

春风品香茶。

歌，闻着茶香观美景。
虽身处绿意盎然的茶园，但也有着
前所未有的骑行乐趣。上坡、下坡、大转
弯……车轮随着道路高低起伏，在这自

湖州安吉窑溪龙黄杜村

然之中带来的却是别样的刺激体验。路

品种院安吉白茶

边不时可见前来写生的画家，在油布上

在安吉，几乎所有的菜馆和人家，都

由于地处高山，大圆塘阴雨天雾气

会给客人倒上一杯安吉最引以为豪的白

很重，经常云雾弥漫绕山间。站在茶园最

茶。白茶清朗温润，老少皆宜 。就算是对

高点，起伏的山坡尽是绿油油的茶树，几

茶本不感冒的年轻人，也不会拒绝一杯

十名披蓑戴笠的采茶工人，散落在茶园

清淡好入口的白茶。溪龙乡茶谷里，山上

忙碌着，一阵清风吹过，鲜润的空气混杂

这项健身之事，还藏着一座面山临水的

山下都种着白茶，茶丛整齐排列，娇嫩的

着泥土和玉芽的芬芳，让久居在都市的

茶馆。湖边五棵梧桐树旁，深色的清水混

茶叶舒展玉立，碧绿的色泽浓郁得仿佛

人，一下子清爽起来。

凝土墙上，窗里窗外全是风景。到了这

画布上的颜料。

Ｔｉｐｓ院

里，不妨放开心绪，乘着清风 ，泡一壶好

地址院
金华武义县新宅镇大圆塘茶园

杭州余杭窑径山寺

涂抹着依山傍水的茶园风光。

大木山茶室 ｜ 面山临水做茶人
在松阳的大木山，不仅有茶园骑行

茶，和好友一起品茶味 、闻茶香，做一回
纯粹的茶人。

品种院径山云雾

衢州开化窑中山堂茶园

比起西湖，余杭更像是座“活着的”

品种院开化龙顶

老杭州。作为“江南禅林之冠”，径山早在
唐宋时就已经成了江南旅游胜地。山上

说起开化长虹乡，人们都道这里的

的径山寺始建于唐朝，宋代时被誉为江

油菜花梯田美如画，却不知在这半山腰

南五山十刹之首，径山也因此被誉为“江

上还藏着一个茶香满溢的“小天池”，叫

南第一山”
。鼎盛时，径山寺殿宇林立，僧

做中山堂。走进 １２ 万亩的茶园 ，云蒸雾
清晨时分，黄杜村的乡间小道上，云

蔚处，茶芽茵绿，山色如黛，宛若桃源。背

径山山高林深，雨露充沛，造就了径

雾缭绕在万亩茶林间，茶香氤氲中带着

上小竹篓，在采茶阿姨的指点下，采茶别

山茶的好品质。这里 ，一直被称为“日本

一点点春雨的露湿，好似误入仙境。一排

有一番自得其乐的趣味。

茶道之源，陆羽著经之地 ”。以茶论道的

排小洋房在山坡上错落有致，隐约还传

众三千。

地址院台州市天台县石梁镇华顶国

丽水松阳窑大木山骑行茶园

地址院温州市永嘉县乌牛镇

菜地里新鲜摘下的蔬菜配上家养的鸡

Ｔｉｐｓ院

品的是一份情怀，一种心境；而在这里一

Ｔｉｐｓ院

四方桌，欣然当回农家客。当地农民自家

和谐共存，花茶相映，特别壮观。
门票渊仅供参考冤院５０ 元／ 人

阳，
茶园里茶树层叠显得格外清新耀眼，

在这里随便找家小店，在屋前摆起

地址院
衢州市开化县长虹乡中山堂茶园

台州天台窑华顶

地址院绍兴市新昌县十九峰

现下正逢采茶季节，就着春日的暖

意。

Ｔｉｐｓ院

景观之一，一走进景区，便有一种桂林漓

叶新芽，也是极好的。

着天，不争朝夕，小村的生活就是如此惬

是个个茶叶竖立杯中，好似一片水中绿

至纯的水，至美的山，孕育出了特有

“径山茶宴”更是成为了它独有的风景，

来村民们的欢声笑语。牵着孩子或者爱

的开化味道。常有人将龙顶与龙井混淆，

嗅着竹香，饮着清茶，身心都得到了前所

人的手在茶林间或漫步、或采茶、抑或闻

这两种茶叶一种长自钱塘江源头，一种

Ｔｉｐｓ渊仅供参考冤院
骑行线路线院丽水市松阳县新兴镇横
溪村大木山茶园 曰茶园内有休闲健身骑行
环线 ８．３ 公里袁专业骑行赛道 ７ 公里
门票院３０ 元／人 渊含骑行 ２ 小时／电
瓶观光车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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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雁荡山水，品石斛文化
雁荡山“康养乡村游，雁荡万人行”３ 月 ２２ 日启动
主办院雁荡山管委会 承办院雁荡山旅发集团
执行承办院乐清市铁皮石斛产业协会尧浙江仙乐国际旅行社尧雁荡中信国际旅行社尧雁荡山山河国际旅行社
活动简介院

示雁荡山生态、地质状况及火山喷发和

璃铺设而成 站在玻璃栈道上俯瞰小龙

３、如遇国家政策性调价或人力不可

破火山形成过程，深入了解雁荡山的过

湫，如遇阳光，彩虹飞挂，目视崖壁，气势

抗拒的自然性因素，所造成的损失我社

去、 现在……博物馆占地面积 ２０ 亩，建

磅礴，犹如进入天然的地貌博物馆，用中

不承担。

和“山水雁荡”，在雁荡山旅发集团的牵

筑面积 ３６２０ 平方米。分七个展厅和一个

餐（中餐自理），下午适时返回。

头下，以雁荡山主景区为主体，把雁荡

展廊，即影视厅、模型厅、标本厅、火山

山的主景区与附近乡村农业观光园，石

厅、文化展示厅、雁荡山生物多样性展示

斛小镇，南阁牌坊、散水崖等景点结合

厅、世界火山岩展示厅及地质展廊。下午

１． 门票：景区第一大门

与客人联系，请务必保持电话畅通。如 出

起来，推动农旅、文化旅游，实现康养雁

游览大龙湫景区（游览时间不少于 １．５ 小

２． 用餐：含早，正餐自理

发前一 天 １９：００ 前未 收 到 导 游 短 信 联

荡、全域旅游的目的 ，借以进一步带动

时）（昭君出塞、剪刀峰、昭君出塞、狐假虎

３． 住宿：双人标准间，如遇单人房差

系，请与报名社联系。

雁荡山的旅游市场，促进农村经济发

威，看中国四大名瀑之一，单级落差 １９７

自理（产生单人补房差 ６０ 元，减房差 ５０

展。本次活动得到了雁荡山管委会的大

米的大龙湫瀑布等），用晚餐 （晚餐自

元）

为落实乡村振兴 ，体现雁荡山中国
铁皮石斛之乡的特色，突出“康养雁荡”

４、以上行程，导游会根据实际情 况
调整游览顺序，但不减少景点。

服务标准

５、出行时间如有变更，我社会提 前

１．２—１．４ 米儿童或持学生证，持老年证、

力支持 ，得到了铁枫堂 、聚优品、雁圣

理），晚观灵峰夜景（游览时间约 １ 小时）：

４． 导服：旅行社导游服务

源、高鼻子等雁荡山周边的铁皮石斛基

（夫妻峰 、犀牛望月 、双乳峰 、雄鹰敛翅，

５． 用车：空调旅游车（１ 人 １ 座）

地的支持，以及龙西乡、仙溪镇、大荆镇

情侣峰，婆婆峰等） 后入住。住宿：雁山

６． 保险：旅游意外保险

等周边乡镇的支持，嘉兴市米兰国际旅

元素宾馆，华丽宾馆，志峰宾馆，喜来乐

行社有限公 司等旅行商和广大嘉兴市

宾馆，新雁宾馆。

民也积极参与。

活动时间和对象院
活动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０ 至 ４ 月 ４

第二天：早餐后游览灵岩景区（游览
经、小龙湫瀑布、天柱峰等）后体验玻璃
栈道全长近百米，采用 ３ 层夹胶钢化玻

日，３ 月 ２２ 日举行启动仪式

现役军官证、残疾证
等特殊证件，可退还团队门票价格
差价。请主动出示有效证件，以方便导
游购票。

温馨提示院

时间不少于 ２．５ 小时）（钟鼓齐鸣、青蛙听

６、此为散客打 包组合特价 ，身高

７、报名时请主动告知游客身体健康

１、游客请携带 身份证，儿童携带户

情况。
８、散客班线因各地拼团，各地的均

口本。
２、请游客准时到达集合地点，过时
不到者，做自动退团处理，费用不退。

有免费接送车安排，如在接返过程有等
候现象，敬请谅解

康养之旅－－ 雁荡山景区及铁皮石斛若基地简介
景区简介 灵岩景区

活动对象：限浙江省内及福州宁德
游客，其他地区不享受活动优惠，敬请
谅解。

灵岩景区居雁荡山中心，峰峦雄壮

铁枫堂石斛文化中心

似一条长龙，龙头潜入水底，忽而龙头高

康养乡村游袁雁荡万人行冶雁荡山

浑庞，绝壁回环，古洞诡怪，鬼工雕镌，形

浙江铁枫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休闲养生特惠二日游

态万变。
“雁荡冠天下，灵岩尤绝奇。”
（宋

重建于 ２０１０ 年 ，公司座落于拥有“国家

价格院成人院３９８ 元／人

王十朋句）景色为全山之冠，被誉为雁荡

１．４ 米以下儿童院３００ 元／人
开班日期院
３ 月 ２０ 日要４
要要 月 ４ 日每周二三
四开班

景点特色院
渊一冤游览落差 １９７ 米袁被誉为中
国野四大名瀑之一冶揖大龙湫瀑布铱曰
渊二冤以移步换形袁一景多变袁谐趣
樵情袁美妙如诗而称绝于世袁观看世界
上唯一不用灯光辅助的揖灵峰夜景铱

行程安排院
第一天：早上嘉兴各地接送至嘉兴

高抬起，龙尾左右摇摆，十分神 似。潭中
有一奇石，上书“散水崖”三个红色大字。

铁皮石斛生物产业基地、中国铁皮石斛

潭的周边是一条小石子路，最窄处

山之”明庭”。天柱之雄伟，展旗之 阔大，

之乡、中国铁皮枫斗加工之乡、全国一村

二块巨石之间只留二三十公分的狭小缝

天窗之幽异，龙鼻之奇幻，卓笔之 秀锐，

一品（铁皮石斛）示范村、浙江省铁皮石

隙，侧着身子方可进入，进去后又是别有

独秀之孤拔，玉女之蝉妖，双驾之 翔舞，

斛生产基地县、浙江省林业 （铁皮石斛）

洞天。只见悬崖峭壁之中一条乌黑的巨

无不令人叫绝。

特色小镇、国家级森林公园、世界地质公

石，十分突出，成带状，好像一条乌龙，尾

园”之称的雁荡山麓。公司下辖 ７ 个子公

巴在上，龙头深深地插入水潭之中，特别

司，建有石斛种植基地 ２０００ 多亩，铁皮

是龙的一对大眼睛活灵活现，龙须清晰

石斛组培苗厂房 ５０００ 多平方米。

可见。拾级而上，有一观瀑亭，亭子在飞

雁荡山地质博物馆
雁荡山博物馆坐落在乐清市雁荡镇

瀑的后面，向外望去，飞瀑在阳光的照射

松溪大道边，
占地面积 ２３ 亩，由影视厅、
模型厅、标本厅、火山喷发厅 、文化展示
厅和生态展示厅等组成。

下，五颜六色，好似道道彩虹。潭水沿着

散水崖
散水崖位于龙西乡庄屋村，离村约
三五百米处有一飞瀑，高约百米，在悬崖

３Ａ 级景区浙江聚优品石斛文化园
聚优品石斛生产基地紧临大荆镇中心
位于下山头村，三面环山，
村域面积 １．５ 平

一个狭窄的口子飞出，落差约三五米，又
形成一个瀑布。

顶有瀑飞出，随风飘荡，分散开来，似粒

龙西石斛谷

粒珍珠洒落潭底。
水潭椭圆型，大约数亩，清澈见底，

石斛谷，位于乐清龙西乡东加岙村，

新客运中心换乘车发（车程约 ４ 小时），

总部为：
杭州太仁堂生物科技股份
方公里，

散落的珍珠在水面上形成一条 游龙，忽

是雁荡山北麓百岗尖下面的一条峡谷，

途径杭州湾跨海大桥或嘉绍高速，后发

有限公司，我们参观的石斛基地是乐清总

东 忽西，

恰似龙在飞舞，龙身、龙

又称东加岙谷，因山谷之中种植大量石

赴世界地质公园、首批国家 ５Ａ 旅游区

部，基地利用高科技种植石斛，
整个基地就

头 、龙 尾 清晰 可

斛而得名。石斛谷两旁奇峰林立，树林阴

雁荡山。用中餐（中餐自理），中餐后参观

像个石斛的森林，置身其中有如进入原始

见，山风吹

【雁荡山地质博物馆】馆内展示主要采 用
声光电智能系统，利用现代先进科技，展

森林，也是避暑的绝
佳胜景。

来，忽而

翳，浓阴遍地。中间涧溪澄澈，碧绿透明，
水墨倒影。远处岩尖冲霄，湛蓝 如洗，风
淡云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