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江苏湖北浙江三省力学学术会议

（原第三届江苏湖北两省力学学术会议）

征文通知（第三轮）

为交流力学学科近年来的研究进展，促进江苏湖北浙江三省及全国力学工作者的交流与

合作，第三届江苏湖北浙江三省力学学术会议定于 2021年 5月 14-16日在湖北宜昌举行。

该系列学术会议由江苏省力学学会和湖北省力学学会共同发起，首届会议于 2018年 5月 5-6

日在江苏南京举行，第二届会议于 2019年 4月 26-28日在湖北武汉举行，第三届会议原计

划于 2020年 5月在江苏省举行，但因疫情而取消。浙江力学同仁积极响应并申请加入，本

次会议由湖北省力学学会、江苏省力学学会和浙江省力学学会共同主办，武汉力学学会协办，

三峡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浙江大学承办。诚邀三省及全国力学工作者

前来参会。

一、 会议主题（但不限于）

1、力学研究进展及前沿领域

2、计算方法与高性能算法

3、力学实验技术

4、力学及其交叉学科的研究与应用

5、工程中的力学问题

6、其它与力学有关的研究

二、 会议形式

1、大会报告。

1）王彪，中山大学教授，长江特聘教授、杰青。

报告题目：预报材料结构强度和变形局域化的新思路

中山大学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中方院长。他1988年获哈工大固体力学专业博士学位，

同年12月进入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1991年1月被哈工大复合材料研究所

聘为副教授和副主任。1992年12月被破格聘为教授。2005-2014年任中山大学物理学院院长。

王彪教授目前主要从事含夹杂和缺陷的压电材料力电耦合场解析求解，功能与结构材料的微

纳米力学，核材料与核结构的可靠性分析，先进光电晶体材料制备与性能分析等方面的研究

工作。在这些领域发表国际学术杂志文章250余篇，出版了学术著作二部。研究成果曾获

ISI“经典引文奖”（2000年）、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2007）等学术奖励。并曾获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1997年）、中国青年科技奖（1996年）等人才奖励。主持了国基金重点、科技

部863、国防重大基础研究等项目。

2）肖衡，暨南大学教授，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国家特聘专家。

报告题目：令人惊奇的弹塑性

于1983年，1986年，1990年在武汉大学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力学系，上海市应用数学

和力学研究所分别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分别在西北大学和北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1994年任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副教授；1995年至1997年间获洪堡研究基金，任德国鲁尔大学

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洪堡访问教授；1998年至2003年间任该学院科研助理，自2003年起任教

授兼总工程师；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自2011年起任上海大学教授和中国商发集团特聘专家；



自2013年起受聘国家特聘专家。

任德国暨欧洲应用数学和力学联合会主办期刊ZAMM-J. Appl. Math. Mech.编委，期刊

Appl. Math. Mech.-English Edition编委，英国Emerald出版集团刊物Multidiscipline Modeling in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常务共同主编。

3）何陵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杰青。

报告题目：二维结构化材料的弯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讲座教

授、院长。1992获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固体力学博士；1989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固体力学硕士；1986同济大学无机非金属材料本科毕业；从事材料与结构的力学行为研究，

已发表学术文章150余篇，他人引用2300余次。1998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2006年获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国家973计划、国基金重点项目主持人。

4）刘金喜，石家庄铁道大学教授，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报告题目：压电半导体材料与结构多场耦合力学的现状与思考

刘金喜，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分别于1988

年和1997年获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和1997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压电和磁电弹材料多场耦合力

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其中150余篇分别被SCI和

EI收录；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中国卓越研究奖1项，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2项，河

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带

头人。

2、分组学术报告。

三、 会议时间及地点

2021年 5月 14-16日。14日参会代表报到注册，15-16日正式会议。

地点：湖北省宜昌市宜昌馨岛国际酒店。

四、 征文要求

请参会代表于 2021年 4月 20日前（通过三种方式之一进行会议注册）：通过电子邮件提交

参会回执至秘书处叶永教授（回执表见附件），或者通过网上会议注册平台注册。会议注册

平台网址：https://www.wjx.top/vj/hJfncMi.aspx。或者扫码注册：

五、 会议学术委员会

主席：胡元太（华中科技大学），高存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陈伟球（浙江大学），彭

辉（三峡大学）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尹晓春（南京理工大学），王惠明（浙江大学），王骥（宁波大

学），邓林红（常州大学），叶永（三峡大学），宁伯伟（中铁大桥设计院），朱建国（江

苏大学），刘旭辉（长江大学），刘建军（中科院岩土所），纪晗（中南设计院），李世荣

（扬州大学），李振环（华中科技大学），何小元（东南大学），张毅（苏州科技大学），



苟晓凡（河海大学），周叮（南京工业大学），周金枝（湖北工业大学），胡少伟（南京水

科院），胡衡（武汉大学），费庆国（东南大学），姚林泉（苏州大学），骆英（江苏大学），

钱征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钱勤（华中科技大学），徐平（长江科学院），梁利华（浙

江工业大学），凌翔（南京工业大学），高峰（中国矿业大学），郭小明（东南大学），郭

宇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浦海（中国矿业大学），曹茂森（河海大学），章青（河海大

学），章定国（南京理工大学），梁深根（湖北航天飞行器研究所），程涛（湖北理工学院），

翟鹏程（武汉理工大学），熊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薛欢（湖北工业大学）

六、 会议注册

本次会议正式代表注册费：1500元/位，学生代表注册费：1000元/位。转账支付（请

优先选择），或扫二维码支付，注明“单位+姓名”，由湖北省力学学会开具发票。会

务处帮助预定酒店（豪华大床房，会议优惠价 320元/间，含单早；豪华标准间，会议优惠

价 320元/间，含双早），参会代表食宿费自理。

单位名称：湖北省力学学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喻家山支行

账号：3202006809000079211

财务咨询电话：13397112219

请将转账凭证截屏或拍照发送至 44326290@qq.com

为了方便统计参会代表人数、预留酒店房间及其它事宜，请参会代表于 2021年 4月 20

日前（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之一进行会议注册）：通过电子邮件提交参会回执至秘书处叶永

教授（回执表见附件），或者通过网上会议注册平台注册。会议注册平台网址：

https://www.wjx.top/vj/hJfncMi.aspx。或者扫码注册：

七、 会议秘书处

联系人：叶永，胡洪平，钱征华，张春利

联系电话：13986796928，13545062750，15358183225，

E-mail：yyeeong@aliyun.com，huhp@hust.edu.cn，qianzh@nuaa.edu.cn， zhangcl01@zju.edu.cn



第三届江苏湖北浙江三省力学学术会议

（原第三届江苏湖北两省力学学术会议）

（湖北宜昌 2021年 5月 14日-16日）

参会回执

姓 名 职称

工作单位 职务

手机 E-mail

通讯地址 邮编

是否参加会议

是否做学术报告

（填写报告题目）

是否需要预定住宿

住宿时间

（具体日期及天数）

备注



附录：

湖北省宜昌市简介

宜昌市地处湖北省西部，位于闻名中外的长江三峡西陵峡畔，被人们誉为“三

峡明珠·世界电都”。“此地江山连蜀楚，天钟神秀在西陵”。全市共辖五县三市五

区（远安县、兴山县、秭归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三个县

级市（宜都市、当阳市、枝江市）五区（夷陵区、西陵区、伍家岗区、点军区、

猇亭区），总人口 415万人，国土面积 2.1万平方公里。

宜昌是一座宜居宜业的城市。宜昌依山傍水，绿树成阴，森林覆盖率达

55.3％，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10.44平方米，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是“中国十佳宜

居城市”。宜昌区位独特，交通便利，拥有现代化的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和水

运港口，是全国承东启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2005年被美国福布斯杂

志评为“中国 20个最适合开设工厂的城市”；2006年被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和中国

商业联合会评为“中国百佳投资城市”，被浙商大会评为“浙商（省外）十大最佳

投资城市”；2007年被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分别评为中国投资环境“百佳投

资城市”和 “中部最佳投资城市”。 近年来，世界 500强企业纷纷到宜昌投资兴

业。

宜昌是湖北省重点支持发展的省域副中心城市，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几年

来，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综合实力居湖北省第二位，进入全国百强城市行列。先

后荣获世界水电之都，世界钢琴之城 ，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百强，全国文明城

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长江沿线同等城市第四，中国中部同等城市第三，中国中部最佳投

资城市，中国最佳投资城市第四名，中国城市生态环境竞争力 20强城市，中国

自然流域漂流之都，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中国三峡旅游最佳目的地等一大批荣

誉称号。



宜昌市及周边 10大旅游景点简介

1、三峡大坝旅游区——国家 AAAAA级旅游景区

三峡大坝位于宜昌县三斗坪镇，下距葛洲坝４０公里，整个工程由拦江大坝、

水力发电厂和通航船闸组成，拦江大坝建在中堡岛上。三峡水利枢纽是综合治理

与开发长江的关键性工程，三斗坪一带河床开阔，两岸花岗岩基坚硬、完整，所

以长江三峡工程选址在这里。长江三峡工程竣工后，将发挥防洪、发电、航运、

养殖、旅游、保护生态、净化环境、开发性移民、南水北调、供水灌溉等十大效

益，其中年均发电量可达 849亿度。

三峡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坝顶总长 3035米，坝顶高程 185米，正常蓄水

位 175米，总库容 393亿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 221.5亿立方米，能够抵御百年

一遇的特大洪水。双线五级永久船闸是三峡工程的主要通航建筑物，也是三峡工

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号称“长江第四峡”，是世界上最大的船闸。船闸全长 6．4

公里，其主体闸室部分 1.6公里，船闸上下落差达 113米，船舶通过船闸要翻越

40层楼房的高度。

三峡大坝旅游区占 15.28平方公里，目前对游客开放的是五个观景点，登上

4A级旅游景区坛子岭观景点你能鸟瞰三峡工程全貌，体会毛主席诗句“截断巫山

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豪迈情怀；站在 185平台上向下俯看，感受中华民族的伟

大与自豪；走进近坝观景点，你能零距离感受雄伟壮丽的大坝；登上坝顶你能直

面雷霆万钧的泄洪景观；来到截流纪念园欣赏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仿佛置身于

“山水相连，天人合一”的人间美景。



2、三峡人家——国家 AAAAA级旅游景区

三峡人家风景区位于长江三峡中最为奇幻壮丽的西陵峡境内三斗坪镇石牌

村，湖北省首批文明风景旅游区，湖北省十佳景区，湖北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基

地，湖北省对外开放先进单位。三峡人家风景区位于长江三峡中最为奇幻壮丽的

西陵峡境内，三峡大坝和葛洲坝之间，跨越秀丽的灯影峡两岸，面积 14平方公

里。三峡人家石牌之美，美在“湾急、石奇、谷幽、洞绝、泉甘”，它包括龙进溪、

天下第四泉、野坡岭、灯影洞、抗战纪念馆、石牌古镇、杨家溪漂流等景区，其

旅游内涵可以用“一二三四”来概括，即：一个馆（石牌抗战纪念馆），两个特别

项目（三峡人家风情项目和杨家溪军事漂流项目），三个第一（三峡第一湾——

明月湾、中华第一神牌——石令牌、长江第一石——灯影石），天下第四泉——-

泉。其中三峡人家风情项目又分为水上人家、溪边人家、山上人家、今日人家。

古往今来，历代文人骚客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文，如唐代李白，北宋欧阳修、苏

辙、黄庭坚，南宋陆游，清代张之洞,还有现代大诗人郭沫若等等。诗人们用他

们的灵性之笔，或写三峡人家,或写橹声帆影,或写-甘泉,或写青山飞瀑,或写秀峰

奇石……读了这些诗篇，恍若身临其境，饱览了三峡人家石牌的神奇景色和浓郁

风情。



3、长阳清江画廊——国家 A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水利风景区、国家级

湿地公园。

八百里清江，八百里画廊！

闲暇之时一个人漫步在江边，望着碧波荡漾的江水，一切都显得那么祥和与

宁静。

人们称：“清江画廊是中国最美的一颗蓝宝石！”，“清江画廊是世界最美的

山水画卷！”，“清江画廊是中国最长的深山湖泊！”

“清江归来不看水”，是中外游客畅游清江画廊之后的共同感慨！

“八百里清江美如画，三百里长阳是画廊”，以清江百岛湖为主体的清江画廊，

“水作青罗带，山似碧玉簪”，是八百里清江最为秀丽的一段，其美丽的自然景

观和独特的民族风情早已享誉各地。

清江是古代巴人的发祥地，古朴的民风民俗至今还在清江传承，旅游清江画

廊，山歌、南曲、巴山舞、哭嫁、毛古斯、撒叶儿嗬等独特的民族文化随处都

能感受到。2008年，长阳农民兄弟王爱民、王爱华与苗家妹子张明霞、吴娟组

合“土苗兄妹”，把原生态山歌带到中央电视台青歌赛，高亢的山歌，征服了所

有评委和观众，一举夺得原生态金奖和最受欢众喜爱人气奖。



4、两坝一峡风景区——国家 AAAAA级旅游景区，文化旅游景点

两坝一峡指的是从三峡大坝至葛洲坝中间长达 37公里的长江航道上的天然

大峡谷---西陵峡东段，由于三峡大坝的新建，自三峡大坝以上的西陵峡西段、整

个的巫峡和瞿塘峡都被淹没、水位抬高 60--100多米，部分三峡原有的景观会有

所改变，唯有两个大坝中间（两坝一峡区域）的西陵峡段保持原汁原味的长江三

峡峡谷风光风貌。因此，两坝一峡成为当今世界硕果仅存的原生态的三峡，具有

极大的观赏价值。其中，交运*两坝一峡是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照

“两坝一峡”标准化旅游产品打造的服务品牌，包含世界第一坝——三峡大坝，长

江第一坝——葛洲坝，汇聚宜昌文化古韵的三游洞、5A级景区三峡人家，以及

享有“绝版三峡”之称、保留了原汁原味峡谷风光的西陵峡，产品内涵之丰富、资

源禀赋之高在长江三峡流域首屈一指。

两坝一峡包括中国第一坝---葛洲坝、世界第一坝---三峡大坝，还有举世闻名

的三峡大峡谷，所以两坝一峡当之无愧为国家级的、世界级的风景名胜区。国家

旅游局、湖北省旅游局和宜昌市旅游局已经制定长久的发展规划，将两坝一峡打

造为中国顶级、世界知名的生态自然峡谷景观观赏区和国际旅游度假区。

三峡大坝和葛洲坝这两座现代奇观也将成为长江三峡的新景点，为其添姿增色。

集自然美景、古代遗址和现代奇迹于一身的未来长江三峡将一如既往地吸引和陶

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

“长江三峡系列游轮”是湖北宜昌交运集团斥资数千万元打造的新型豪华旅游观

光游轮。游轮以旖旎的西陵峡谷风光、雄伟的葛洲坝和三峡大坝、悠长厚重的历

史文化等旅游资源为依托，以尊贵典雅、灵动休闲为设计理念，集休闲、观光、

娱乐于一体，实现船与景、船与人、人与景的完美融合，为游客打造高品质、全

方位的旅游服务。乘“长江三峡”系列游轮，船观美丽宜昌沿江城市风景，游船带

领游客进入如诗如画的三峡画廊西陵峡,欣赏美丽西陵峡峡谷风光，体验水涨船

高的奇妙感受,过葛洲坝船闸；沿途欣赏两坝一峡沿途景观：嫘祖庙、西陵峡口

至喜亭、张飞擂鼓台、陈毅摩崖石刻、古军垒等；船观古栈道、观音坐莲台、石



牌纪念碑、明月湾、石牌、灯影石、三峡人家之水上人家和古老帆船、聆听莲沱、

晒经坪的优美传说。中午抵达三斗坪港，四星级酒店午餐后乘空调大巴前往游览

三峡大坝：三峡工程制高点——国家 5A级景区坛子岭、185平台、截流纪念园。

游览结束后乘空调大巴返回宜昌城区，结束愉快旅程！

5、西陵峡口风景区三游洞——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

西陵峡口风景区位于宜昌市西郊，距宜昌市中心 4公里，离三峡国际机场

20公里，与宜昌市火车站相隔 5公里，10路旅游专线车直达风景区各景点，交

通十分便利。风景区东起葛洲坝，西至三峡大坝，总面积 142平方公里，素有“三

峡门户、川鄂咽喉”之美称，位置得天独厚，旅游资源丰富，是中国首批国家重

点风景名胜区，是国家 AAAA级旅游区，为“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居“中国

旅游胜地四十佳”之榜首，是湖北省唯一通过 IS09000和 IS014001质量环境管理

认证的风景区。

三游洞摩崖，简称三游洞，地处湖北省宜昌市西北长江边的山崖上，位于西

陵峡峡口处。2006年 5月 25日，宜昌市三游洞摩崖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三游洞距离宜昌西北 7公里，是西陵山北峰峭壁上的巨大山洞。它背靠长江

三峡的西陵峡口，面临下牢溪，洞奇景异，山水秀丽，是湖北省着名名胜古迹，

2006年 5月 25日，宜昌市三游洞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相传唐

元和十四年(819)，白居易、白行简、元稹三人会于彝陵(今湖北宜昌)，同游洞中，

各赋诗一首，并由白居易作《三游洞序》，写在洞壁上，三游洞即由此而得名，

这是人们称之为“前三游”。到了宋代，着名文学家苏洵、苏轼(东坡)、苏辙父子

三人，也来游洞中，各提诗一首于洞壁之上，人们称之为“后三游”。

6、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位于宜昌市秭归县凤凰山，北枕高峡平湖，西和南依秭

归新县城，东连三峡大坝，景区总面积 33.3公顷，总投资 3.3亿元。2013年 1

月被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批准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屈原故里文

化旅游区内屈原祠原址在秭归归州城东五里的“屈原沱”处，唐代始建，元丰三年

（公元 1080年）更名为“清烈公祠”。

7、当阳玉泉寺——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玉泉寺位于湖北省当阳市城西南１２公里的玉泉山东麓。相传东汉建安年

间，僧人普净结庐于此。南朝后梁大定五的（５５９年），梁宣帝萧察敕玉泉为



“覆船山寺”。隋开皇十二年（５９２年），晋王杨广应智头奏请在此起寺，敕名

“一音”，后改为“玉泉寺”；隋开皇十四年（５９４年），杨广敕封智头为“智者

禅师”，并亲书“智者道场”匾额。唐贞年间（６７２——６４９年）僧法瑱增建；

仪凤二年（６７７年）唐高宗诏请寺僧弘景为师；后周长寿三年（６９４年）金

轮圣皇帝亲授舍利并敕建七层砖塔瘗之；三朝国师神秀在寺创禅宗北宗。宋天禧

末年（１０２１年）明肃皇后感慕容邂逅之恩，捐银扩建，改额为“景德禅寺”；

崇宁时又敕为“护国寺”。元世祖、武宗、仁宗皇帝敕修。明、清屡毁屡修。１９

４９年后又进行了多次修葺。现存殿堂楼阁多具明清营造风貌，其间也部份保留

宋、元规制遗风。玉泉寺曾与浙江天台国清寺、山东长清灵严寺、江苏南京栖霞

寺并称为“天下四绝”，鼎盛时期其规模“为楼者九，为殿者十八。三千七百僧舍”，

“占地左五里、右五里、前后十里”，被誉为“三楚名山”、“荆楚丛林之冠”。

8、柴埠溪峡谷——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

柴埠溪大峡谷风景区是一条带状的大峡谷，同张家界共属武陵山脉，系罕见

的喀斯特地貌、典型的峡谷峰林景观。峡谷出口距五峰县东大门渔洋关镇 5公里，

北邻长阳清江，距武落钟离山仅 30公里。“百里幽峡柴埠溪，三千奇峰仙境地”

峡谷两岸石林密布，绝壁千重，“南有张家界，北有柴埠溪”是世人对她的真实写

照。柴埠溪分为坛子口、大湾口、蛟口、断山口四大景区和一个内口生态保护区，

特景 120余处。柴埠溪之美，美在大峡谷，美在溪底。峡谷内奇峰林立，婀娜多

姿，峰峦叠翠，瀑布如娟。绝壁石林、幽谷清溪，原始生态和土家风情是柴埠溪

的四大景观类型。各色奇妙的山峰和幽深的峡谷构成了奇、险、秀、幽、野五大

特色的奇特自然景观。溪谷人家喜欢弹唱南曲、喊山歌、跳土家舞蹈，土家风情

原始厚重。

9、昭君村浏览区



昭君村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西施、貂蝉、王昭君、杨贵妃）之一王昭君的

故里，是集历史文化、村落文化、田园风光、人文与自然山水景观于一体的文化

休闲旅游区。昭君村原名宝坪村，因西汉时诞生了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

之容”、“出塞和亲”的一代名妃王昭君而改名。村内古迹胜多，历史文化内涵深

厚，记载了几千年来文人墨客对昭君的评价和褒扬，是当今中国研究王昭君历史

文化的中心。此外，村中仍保留着西汉时代的生活习俗和劳作方式，婚、丧、嫁、

娶原始古朴，被专家学者誉为“绝无仅有”的汉代历史文化景观。

10、神农架风景区——国家 AAAAA级旅游景区

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国家自然保护区，中
国最美十大森林公园，世界生物圈保护网。神农架位于湖北省西部一片群峰耸立的高大山地，

横亘于长江、汉水之间，方圆 3250平方公里，相传上古的神农氏在此搭架上山采药而得名。

景区山峰均在海拔 3000米以上，堪称“华中屋脊”。是以秀绿的亚高山自然风光，多样的动

植物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主题的森林生态旅游区。神农架群山万壑，峰峦迭翠；峡谷天

雕，奇洞天成；险崖瀑飞，锦石溪流；深山老林，云流雾绕，高山平原，碧海长天，构成一

幅幅山水画卷，一个个诗画长廊。以强大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中外游人，成为独特的游览胜

地。

神农架位于湖北省西部边陲，东与湖北省保康县接壤，西与重庆市巫山县毗邻，南依

兴山、巴东而濒三峡，北倚房县、竹山且近武当，地跨东经 109°56′--110°58′，北纬

31°15′--31°75′，总面积 3253平方公里，辖 5镇 3乡和 1个国家级森林及野生动物类型自然

保护区、1个国有森工企业林业管理局、1个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区管理局、林业管理局和

湿地公园均为正处级单位），林地占 85%以上，总人口 8万人。神农架是 1970年经国务院

批准建制，直属湖北省管辖，是我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行政区。



神农架也是湖北境内长江与汉水的分水岭，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的水

源涵养地，是三峡库区最大的天然绿色屏障，作为全球同纬度地区唯一的绿色奇

迹而备受关注。1980年，神农架成立自然保护区；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

森林及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199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为人与生物

圈计划“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保护网成员，受到全球环境基金（GEF）资助，成为

“亚洲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2012年神农架生态旅游区由国家旅游局授予国

家 5A级旅游景区；201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为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成员。

神农架主要景点有神农顶、风景垭、板壁岩、了望塔、小龙潭、大龙潭、金

猴岭等，以原始、神秘闻名于世，区内山高谷深，林木茂密，气候复杂多变，四

季景色迷人。独特的自然环境、人文历史，造就了极其丰富、珍贵的自然和人文

景观，也孕育了景色宜人、钟灵毓秀的旅游环境，有“神农天园”之称。

(注明：以上内容来源旅行社及网络，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