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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驴子们的金莲花之约

   

1、小五台：驴子的最爱

        印度诗人泰戈尔《飞鸟集》中”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

郑振铎译为“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小五台便是这么一个让人迷恋的地方。

小五台山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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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仿佛是一种情结，一个传说，流传在驴友中。有人怀着朝拜之心，不远千里，

风餐露宿地赶来：哪怕夜晚在寒冷潮湿的营地里瑟瑟发抖；哪怕在险峻异常的山脊上跋涉行进，

哪怕遇到天气突变雷雨闪电；哪怕冒着迷失方向困于山林之险；哪怕在这里折服于时间的无限⋯

⋯华北的驴子前赴后继，甚至广东驴子闻之而至，可见小五台的户外影响力之大。

        需要注意的是小五台是我国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防火期内（2011年10月8日至20

12的5月31日，每年时间稍有不同，请留意小五台自然保护区的公告）为封山期，严禁外人进入私

自攀登，违者处以100至5000的罚款。最新规定：2012年6月1日起，小五台国家自然保护区收取进

山费200元/人，只能从赤崖堡进入，由赤崖堡或山涧口出。

   

2、小五台的美誉

1）河北屋脊

2）太行山主峰

3）小五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褐马鸡（堪比大熊猫）为国际一类保护珍禽

4）华北唯一未开发的生态地，森林覆盖率达到75.4%

5）华北地区的物种基因库

6）《国家地理》杂志评选的十大非著名山峰排行第六

7）佛教圣山

        小五台山山体浑圆，状若炮台，彼此相连，余脉环绕。东、西、北、中4峰均有

刀刃般的山梁连接，唯南台为孤峰，独立于4峰之南。《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国内十大非著名山峰

，小五台山以草木丰美、生态优良、人文遗迹众多，是北方驴友的集结地，也是业余登山爱好者

的入门山赫然入榜。

   

3、小五台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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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台地理位置

        小五台山位于河北省张家口蔚县、涿鹿南部山区，东邻北京门头沟南接保定，据

北京市区125公里。小五台山又称东五台山、雪山，古称倒刺山。因由东（2882米）、西（2671米

）、南（2743米）、北（2837米）、中（2801米）五峰组成，且为别于山西佛教名山五台山，故

名小五台山。其东台为河北境内之最高峰，故小五台山有“河北屋脊“之美誉。

   

4、小五台的垂直生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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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台的动植物

        小五台山地区山高林密，怪石林立，水草茂盛，洞穴棋布，为各种动物的繁衍生

息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拥有兽类和两栖、爬行动物约30种，鸟类约56种，还有很多大形

猫科动物经常出没。80年代初，经有关部门考察，在小五台山发现了世界珍禽——褐马鸡，为国

际一类保护珍禽。树木有云杉、华北落叶松、赤桦等。还具有北京周边少有的大片美丽的白桦林

。

        小五台山气温较低，年平均气温为零下4摄氏度左右，较蔚县盆地气温低10—15度

，夏季凉爽，冬季严寒，且多地形雨和气旋雨，形成典型的垂直分布带，气温界限非常明显。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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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白桦4月下旬发芽生枝，顶峰植物仍处于冬眠状态，时至6月初才发芽；立秋刚过，山顶植物

凋谢、枯黄，而古底植物还花胜叶茂。山上山下生长期相差3个月左右。

   

5、小五台的美丽传说

        相传春秋战国时期，一怪物喝干了赵国境内神仙峰下的溪水，一位名叫武彩的姑

娘不辞辛劳地挖井寻水，挖到第100口井时怪物出现，武彩和怪物搏斗，最后同归于尽。后来武彩

和怪物变成了五座大山，为纪念武彩，把这五座大山唤作“武彩山”，她就是中间的那座（即中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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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五台的最棒体验

   

1、仲夏金莲花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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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齐放 金莲尤盛

        金莲花仅生长在海拔2200米以上，一睹芳容不易。每年六月底七月初，小五台百

花齐放，金莲犹盛，小五台的几大营地上密密麻麻地排满了五颜六色的帐篷，甚至有户外粉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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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举办户外婚礼。驴子们是来赴一年一度的金莲花之约，颇有“我从远方赶来，赴你一面之约

。痴迷流连人间，我为她而狂野”的情怀。“小五”则是驴子们对小五台山的昵称。

   

2、中秋赏秋色

小五台秋色斑斓

        大多户外驴子只在夏季去到小五台赏金莲花，而殊不知在秋季，这里便是一片色

彩斑斓的华丽世界，红叶顺水而流，黄草随风而笑，九月的星空最美，银河挂天，星座尽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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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蜷缩在温暖的羽绒睡袋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星座，任凭凛冽的秋风拂过眉梢。只是由于

秋季组织的领队较少，加之自虐倾向严重，驴子们去小五的热情劲儿少了不少。驴子们要想去北

京附近赏秋又不人山人海的话，小五是个绝佳选择！

   

3、五台连穿，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五台连穿地图

        弱驴慎入！五台连穿，简直是每个华北有志于游走四方驴子的梦想，当有人说道

，我去过小五，五台连穿！旁人便会露出无限艳羡的神色，说话之间也恭敬了不少。五台连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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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至少需要3天的时间，要重装且在山上扎营露宿，非强驴莫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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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佳登山季节

        由于小五台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年防火期封山，2012年开山时间为每年6月1

日至9月30日，仅三个月的时间。即便如此，广大驴子们的小五最佳登山季节仍然没有错过，每年

夏、秋两季最适合登小五。夏天以6月底7月初为宜，去早了可能花未开，去晚了，花败了或是给

破坏了，都很可惜。秋天以9月初至9月下旬为宜，一睹层林尽染的林海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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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台的山花浪漫

        近几年，随着小五台知名度扩大及登山爱好者的纷至沓来，不断有登山驴友与保

护区及村民发生冲突的事件。获悉最新规定，小五台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了保护环境，防止过多人

进入影响生态，自2012年6月1日开始征收200元/人的进山费。只能从赤崖堡进入，可以从赤崖堡原

路返回，或者由山涧口出。咨询电话0313-7210976，网址：http://www.xiaowutai.cn 。

        小五台山属暖温带大陆季风性山地气候。冰冻期长，无霜期短，降雨量大并集中

在七月。这里四季更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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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台的春夏秋冬

       

春季：5月下旬至6月，台峰积雪解冻，6月枯草吐绿，始作春天，短暂并且昼夜温差非常大。

        夏季：7月至8月，小五台就象是白云身下的空中花园，穿行其中，心旷神怡。一

会骄阳似火，一会乌云避日，一会雷雨倾盆。

        秋季：9月至10月，这时的小五色彩斑斓，层林尽染，赏秋望月好时机。

        冬季：11月至次年5月，11月左右，小五台开始飘雪，进入漫长的冬季。昼夜温差

极大，日落风起，寒冷刺骨，台顶夜间温度低过零下4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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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五台交通

   

1、火车

        北京距蔚县约260公里。虽然蔚县没有火车站，但由于火车票价低廉，受到广大

驴友的喜爱，人数不多的情况下驴友结伴自助喜欢选择火车前往。距赤崖堡村最近的火车站是张

家口下花园站，从北京到下花园历时2.5至4小时不等，硬座票价从11元到22元不等。若从其他省市

前往，也可以先火车到下花园站。

        从下花园到赤崖堡村约70公里，出站有很多拉活的小面，包车前往。 

去程4442/4443北京西-下花园 00:49- 04:36    返程4444/4441下花园-北京西 10:54 13:47

去程1482/1483北京西-下花园 08:33- 11:08    返程4448下花园-北京西 09:53 13:20

去程K7701北京西-下花园 10:40- 13:22    返程K7702下花园-北京西 16:02 19:21  

去程4447北京西-下花园 14:24- 17:12    返程4448下花园-北京西 09:53 13:20

去程4415北京-下花园 14:41- 18:53     返程4416下花园-北京 08:38 12:42

去程4408/4409北京西-下花园 17:36- 20:17    返程4410/4407下花园-北京西 23:40 02:27

        以上为2012年6月查询车次及时间，请出行前在中国铁路官网 www.12306.cn

确认，以免因车次时间变化而耽误行程。

   

2、汽车

        北京有到蔚县的客车，可在桃花镇下，历时约4小时，再从桃花镇包车或坐山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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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拖拉机前往赤崖堡，约8公里。小面包车价格约50元。

去程

1） 北京六里桥长途客运站乘坐“六里桥至蔚县”的长途客车，每天7：00、8：30、9：30、10：3

0都有发车，票价70元，电话：010-83831716；

2） 北京祁家豁子北郊长途汽车站乘坐“北郊长途站至蔚县”的长途客车，每天7：00、9：00、10

：30都有发车，票价80元，行程约4小时，电话：010-82846760�。

返程

1） 蔚县（可在桃花镇上车）至北京，从6:00-12:00，每半小时一班，下午发车为13:00、15:00、16:

30，历时4小时，票价85元；

2） 蔚县至张家口，从5:30-16:30，每20分钟一班，历时3小时，票价41元。

   

3、自驾线路

       

北京有许多户外领队组队去小五台，通常采用包车形式，人数在50人左右，人均车费约150元。

A：最少时间方案，全程约268公里/3小时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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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最少时间方案（走高速）

i. 北京市内德胜门箭楼->进入G6京藏高速

ii. G6京藏高速行驶约100公里->进入G7京新高速

iii. G7京新高速行驶约50公里->进入宣大高速

iv. 宣大高速行驶约60公里->进入张石高速

v. 张石高速行驶约40公里，从蔚县/西合营/山西广灵出口离开-> S342

vi. 蔚县S342行驶约10公里到达赤崖堡村

B：不走高速方案：全程约250公里/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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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不走高速方案

i. 北京市内德胜门箭楼->阜石路-> G109

ii. G109行驶约190公里->G112

iii. G112行驶约5公里-> S342

iv. 蔚县S342行驶约10公里到达赤崖堡村

   

4、区域内交通

        下花园站到蔚县桃花镇的班车很多，票价10元。在桃花镇可乘坐当地的出租摩托

或者面包车、拖拉机赶至赤崖堡村或者西金河口村，到西金河口包车费用视人数多少和车型在80-

150元之间不等，赤崖堡因距离较近在50元左右。从西金河口到下挥川村尚有近50里的距离，山路

崎岖交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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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涧口1900营地可乘坐山崩子（农用拖拉机）出山 20元/人

        有些当地人并不好商量价格，而且脾气不好，要注意避免发生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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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用信息

    小五台是北京周边难度最大，强度最高，最为危险的户外登山活动，“无限风光在险峰”，但在领略

小五台无限风光的同时必须慎之又慎，进入小五台前必须具备以下条件：良好的体能和顽强的毅力；丰富的登

山、穿越、露营等户外经验，对行进路线有详尽了解；充足的物质准备和心理准备；良好的团队精神和环保素

养。领队一定要审核队员，宁少勿滥；有经验的领队和彼此熟悉的队员使旅途更有保障。小五台天气变化莫测

，注意防雨与保暖。

   

1、花费

        一般来说，2、3天的整体费用在400元到600元之间。主要费用为：往返交通（100

元到200元不等）+农家或林场招待所住宿（20元）+农家餐（普通5元/人/餐）自备干粮（视天数

个人情况而定）+进山费（200元）。

   

2、健康安全

        1) 食物和水：小五台虽然有多处山泉，但随着游客的增多，水质难以保证达到

直接饮用标准，且因为当地为自然保护区并没有商店，大部分的干粮饮用水需要在城镇中购买准

备好，为了节约时间，最好直接从北京背过去。2-3天的穿越需要带水3-5升。

        2) 防中暑：夏秋要防中暑、防晒、防脱水，应按计划喝水。

        3) 防失温：在连续大雨和山脊大风的情况下人容易失温，一旦失温就可能有生

命危险。因此在大雨时，扎营后要及时换上干衣服，喝热水。另外，小五台的温度比北京要低10

度左右，要带上冲锋衣、抓绒等保暖装备。昼夜温差很大，扎营的童鞋一定要携带足够保温（温

标起码在零下5度）的睡袋和保暖衣裤。

        4) 防湿身：小五台如遇上下雨（山地小气候，突然飞沙走石下雨也是有可能的

），路面湿滑，很容易湿身，带上冲锋衣或雨具、换洗袜子很有必要。

        5) 进山安全：如未缴纳进山费，被保护区同志逮到，请配合缴纳罚款，否则被

扣留更加耽误时间和精力。另一种情况是村民阻拦，由于东沟为赤崖堡村民的饮用水源，游客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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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沓来未能对垃圾清理带走，造成水源污染，以及在水源附近大小便引起村民的极度不满，屡次

发生村民阻挠户外队进山的情况。

        6) 登山安全：小五台近年来多次发生驴友迷路、失踪甚至遇难的事故，各位进

山驴友一定要有足够的安全意识，跟随靠谱领队，携带GPS、手台等定位通讯工具，山上很多区

域没有手机信号（如北台和东台）。严重反对没有去过小五台的人在无人带领的情况下自行前往

，如果非要这么做，请沿途做好标记，以备必要的时候原路返回。另外也可以提前联系赤崖堡小

赵家（农家院，驴友农家院），请他帮忙安排向导带领前往，一天的费用大致在60元左右。

小五台百漠大和军事禁区

        7) 军事禁区：小五台三岔以东山谷的汤应寺附近为军事禁区，驴友勿入。但

有在山里迷路，走到军事禁区被救的案例。

        8) 防火安全：小五台森林覆盖率为75.4%，且为华北物种基因库。一定要有最高

级别的防火意识，进山最好别携带火种（需要扎营的同学们除外），也不要在山上抽烟。如果因

为进山驴友发生森林火灾，损失无法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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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环保安全：所有垃圾都请驴友们带走，只留下脚印，不留下任何东西。曾经

看到一些营地上驴友丢弃的湿纸巾、塑料袋、饮料瓶等，实在令人痛心疾首其素质低下。

        10) 最后一点，是尽量轻装，在看了这么多的注意点之后，还要尽量轻装，的确

不容易。可以几个人组合着带炉头、道具、帐篷等。

   

3、户外保险

        大家应该树立户外购买保险的意识，以防万一。建议购买美亚户外保险：绿野自

由人，1天5元，3天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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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五台经典驴行路线

   

1、小五台山的重要地标

1）赤崖堡村 

        北台下的一个村庄，是小五台登山的重要大本营。北沟、东沟、三涧口路线的，

都以赤崖堡为起点。饮用水源主要是小五台的溪水，所以大家不要污染水源啊！

2）西金河口 

        西台下的一个村庄，从山上下来的溪流叫西金河沟，现在已开发为自然风景区。

西金河口村是从西台登山的大本营。

3）山涧口村 

        又被称为“腐败”营地，是最轻松到达的营地，可以坐山崩子拖拉机直达1900米

营地，有水源。最方便亲近高山草甸，从山涧口登上东台也是最近的一条路。

4）北台 

        海拔2837.8米，是小五台五台中的第二高峰，峰顶奇峻，通过一条两壁悬崖的“

山墙”与山脊相连，峰顶有铁架和测汇三角点。

5）白房子营地 

        此营地离赤崖堡村约一小时路程，是从赤崖堡上北台的必经之地，因以前有一间

白铁皮的小房子（现已毁），所以叫“白房子”营地。这个营地常常被用作上北台的前进营地。

驴友从城市乘车来到赤崖堡，常常已是半夜，下车后略做整理，就乘着夜色上山，在白房子营地

扎营。以为第二天的登山节省时间。

6）死人坡 

        过白房子后道路沿北沟向上，当溪水和山路分开时，是北沟最后一处取水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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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开始是漫长漫长的树林间爬坡，漫长的爬坡能把人累“死”，所以这段上升被驴友戏称为“

死人坡”。

7）北台营地 

        北一营地、北二营地和北三营地，北台路途中的备用营地。北一营地在“死人坡

”之上，第一次攀爬小五台，如果到北一营地感觉已经很崩溃，这时返回还来得及，从北一营地

再往上走，想回头都难了。北二和北三营地比较小，做登山应急用。

北东山脊 北东山脊即北台到东台的山脊，是从北线上东台的必经之路，同时这条山脊风光壮美

，令人难忘。

8）东台 

        海拔2882米，是小五台最高峰，同时也是河北省最高峰。东台营地，东台比较平

缓，可做营地，但不是很理想，有斜坡。

9）东沟及东沟营地 

        东沟是东台山峰下起源的溪流。东沟营地是整个小五台山区最大最理想的营地，

有水源，地势平缓，可扎下上千顶帐篷，按海拔，又分为2400营地，2200营地，1900营地等。同

时东沟溪水山石俱美。

10）中东山脊 

        连接中台和东台之间的山脊，被驴友称为消魂而漫长的中东山脊。其东边的峡谷

是军事禁区，禁止进入，西边的峡谷可以通往小五台西金河口公园，但是道路隐秘，经常有人迷

路于此，易发生山难，被称为小五百慕大。

11）三岔营地和中台营地 

        三岔营地和中台营地，三岔营地面积不大，地势也并不太平整，没有水源。但非

常重要，因为位于小五台五个主峰的中间，是小五连穿重装两天徒步的中间营地。如果三岔营地

已被占满，可前往中台山顶，中台顶地势平坦，有建筑残迹，矮墙可以挡风，也是不错的营地，

但是无水源。

12）中台 

        海拔2794米，距离三岔不远，中台顶有建筑废墟，山顶平整，可做营地。

13）百花鞍部 

        过中台后向南一处山鞍部，是理想的营地，因为春夏时节花草繁茂，被驴友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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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鞍。但附近无水源，横切至羊毛鞍部的路上有一处泉眼。

14）羊毛鞍部 

        中台至南台之间的路在山腰横切，过百花鞍后切至羊毛鞍部，是不错的营地，但

是是个风口，常年风大，有时风力能达到十级以上，附近有一处泉眼，是小五台连穿路上唯一的

水源。

15）南台 

        海拔2740米，是五台中最远的山峰，南台顶坡度较缓，是大片的高山草甸，标志

物是一座小小的石头房子。可做营地的地方很多，无水源。从南台下山是下挥川。

16）下挥川 

       

南台下的一个村庄，是从南台登山的起点，地理位置偏僻，道路坎坷，车行较为颠簸。

17）西台 

        海拔2664米，西台顶有建筑残迹，山顶面积不大，平整草厚，可做营地，无水源

。六七月份，某一段时间会突然百花齐放。从西台下山是西金河口村。

18）干龙泉 

        过西台小羊圈之后大约10分钟路程，路边有一处泉眼，旁边大石头上用红油漆写

着“干龙泉”，可以补水。稳妥起见，仍建议带够饮用水，如该泉眼仍然有水，也可在此补水。

19）松林营地 

        松林营地是从西金河口村上西台的必经之地，距离西金河口村约一小时行程，其

作用跟赤崖堡上北台的白房子营地是一样的，但无水源。

20）西沟营地 

        西金河沟的上游，由金河口公园去营地比较容易，有水源，水量充沛，清辙可直

接饮用。西沟营地有路可通至中东山脊，但比较艰难也比较危险，容易迷路坠崖，那条路被驴友

们称为“小五百慕大”，慎行。 

   

2、常用GPS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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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台常用坐标点

上图中，各点：

xwt_inb：赤崖堡村 

xwt_xjhk：西金河口村

xwt_dt：东台顶 

xwt_bt：北台顶

xwt_3ik：三岔 

xwt_vt：中台顶

xwt_nt：南台顶 

xwt_xt：西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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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GPS坐标：

n40°00’39.6”e115°00’47.4”，海拔1128米,赤崖堡村小赵家

n39°56’47.9”e114°56’13.9”，海拔1163米,西金河口村

n39°57’12.5”e115°01’28.7”，海拔2810米,北台顶

n39°56’28.8”e115°02’34.4”，海拔2873米,东台顶

n39°54’29.7”e115°01’10.1”，海拔2720米,三岔

n39°53’49.5”e115°01’19.8”，海拔2793米,中台顶

n39°52’32.8”e115°01’49.7”，海拔2626米,去南台的路上最低大型鞍部

n39°54’47.7”e114°58’22.3”，海拔2670米,西台顶

   

3、北东西中南五台连穿——著名的自虐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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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台驴行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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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五台有多条登山穿越线路，五台连穿的可谓强驴，九台连穿（正反穿）的简直

就是户外神驴了，一般的户外休闲驴一般一日穿越或做两日的两台、三台穿越。

五台连穿路线：赤崖堡—北沟—北台—东台—三岔—西台—三岔—中台—百花鞍—羊毛鞍—南台

—下挥川（或隧道口）。

难        度：★★★☆

强        度：★★★★

冒险指数：★★★

风景指数：★★★☆

原始指数：★★★

垂直升高：近1800米

累计爬升：约2600米

徒步距离：70公里

穿越时间：30小时或更多（3天）

线路点评：小五台五台连穿因其穿越距离较长，且中途无水源补充（连穿需自已背水），因此强

度定为四星；因北东山脊有一定危险性但无需攀岩即能通过，难度系数定为三星半；因为近年小

五台已被踩的相对成熟，路线较清楚，路感好、经验丰富的驴友的无需向导即可完成穿越（万万

不可大意，没把握还是不要独自前行），原始指数定为三星。

        以上以三天连穿为标准，若两天五台连穿，强度应再高一个等级。两天连穿一般

人体力无法承受，对于普通驴友来说三天连穿才是较可行的。本线也可反穿，强度要小一些。

                                               31 / 54



�������

小五台：金莲花之约

北台营地的兔子石

   

4、西中南东四台连穿——仍然是自虐

        小五台除五台连穿外小五台又可依进、出山路线不同衍生出北东穿（2天）、东

西沟穿（2天）、南中西穿、东中西穿（均为2-3天）等多条成熟路线，强度约比五台连穿低一个

等级，爱好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任意组合。

路线：西金河口—松林营地—西台—三岔—中台—百花鞍—羊毛鞍—南台—三岔—东台—山涧口

—赤崖堡

难       度：★★☆

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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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指数：★★★

风景指数：★★★☆

原始指数：★★★

垂直升高：近1800米

累计爬升：约2300米

徒步距离：约60公里

穿越时间：30小时或更多（3天）

三岔营地

参考时间安排：

D1  第一天

07：30出发，从北京走高速到达蔚县

11：30到西金河口大门（海拔1230米）

12：00从大门右侧沿山谷上山，午饭，补水

14：00翻上山脊

16：45到达宿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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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第二天      

07：00出发

08：00到达西台顶，取雪

08：30下台顶

10：40到达三岔营地，午饭

11：20向中台出发

11：50到达中台顶

14：30到达南台顶

18：00回到三岔营地，取雪，扎营

D3   第三天

08：20出发

11：20到达东台顶

11：55下台顶

13：10到达山涧口沟垭口

15：40到达山涧口小赵家，包车回京

19：30回到北京

   

5、东沟登东台——最休闲的小五路线

       

东沟往返登东台是驴友走的最多的小五台路线，较为休闲，一般驴友都能走下来。

难        度：★★

强        度：★★

冒险指数：★★

风景指数：★★★

原始指数：★★☆

垂直爬升：近1800米

累计升高：约18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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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距离：30公里

穿越时间：11小时（1天）

东沟瀑布

   

6、北东穿越——代表路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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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东穿越路线

        小五台其它路线中最具代表性的路线之一，强度要大于东沟登东台，因此要求驴

友的耐力更好一些。下撤路线可以从山涧口出，也可以从赤崖堡出。从山涧口出可以在1900的山

涧口营地乘坐山崩子，可以节省不少体力和时间。

难        度：★★★☆

强        度：★★★☆

冒险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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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指数：★★★☆

原始指数：★★★

垂直爬升：近1800米

累计升高：约2100米

徒步距离：35公里

穿越时间：17小时（2天）

路线点评：该路线的特点是在北台到中台的山脊路段，道路崎岖，两侧垂直落差较大，具有一定

危险，需要具有较强的平衡感和身体控制能力。同时山脊上景色壮阔，部分山脊呈现刃脊形态，

行走其上，有一种展翅欲飞的冲动。北台之下和北东山脊上有大片的金莲花，可说是小五台山的

精华所在。在北沟水源之后，东台营地之前无补水处，需带够路途中的饮用水。但因此路线一般

晚上在东沟2200营地扎营，营地有水源，可免去背负做饭用水。一般需背水：男3升，女2升。

   

7、南中东穿越——三台连穿最长路线

        是小五台山三台连穿路线中最长的一条路线。

难    度：★★★☆

强    度：★★★★

冒险指数：★★★

风景指数：★★★

原始指数：★★★

垂直爬升：近1800米

累计升高：约2100米

徒步距离：50公里

穿越时间：约30小时（3天）

路线点评：南中东穿越路线的传统出发地点在隧道口，一般第一天晚上在西金河口保护区管理站

住宿，第二天早上6点出发，乘坐农用车或小面需2到3小时到达隧道口，然后开始向南台爬升，一

路上路线坡度比较平缓，就是感觉路总是走不到头，过了一山又一山，大约下午1-2点钟到达南台

，5-6点钟根据行进速度在百花鞍或者中台营地扎营。第三天早起穿越中东山脊中午前后到达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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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从东沟或山涧口下撤。全程路线比较清晰，需要注意的是南台到中台横切路线比较窄，能

够落脚的实地比较小，要小心滑倒和崴脚。中台到东台有部分路段行走在山脊上，两侧或一侧落

差较大，道路比较窄，要小心通过。如果从东沟下撤，路上要跳石头过河，要小心滑倒，不过在

石头上跳来跳去比较有意思。除南台之前大约2小时路程处有一处泉眼和到了东沟以后有水之外，

在三台连穿的过程中没有补水处，需带够饮用水，一般背水男6升，女5升。一路上基本上行走在

山脊上，景色壮美，须做好防风防雨防晒准备。

中东山脊

   

8、小五台的其它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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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西沟穿

        东西穿越也是驴友们喜爱的小五台两日路线之一。

难       度：★★★

强       度：★★★

冒险指数：★★☆

风景指数：★★★

原始指数：★★★

垂直升高：近1800米

累计爬升：约1800米

徒步距离：30公里

穿越时间：16小时（2天）

路线点评：两天的穿越行程，强度比较适中，不会感觉太累。

2）南中西穿越

        小五台路线中最具代表性的路线之一。

难       度：★★★☆

强       度：★★★☆

冒险指数：★★★

风景指数：★★★

原始指数：★★★

垂直爬升：近1800米

累计升高：约2100米

徒步距离：45公里

穿越时间：约19小时（2天）

3）西中东穿越

难       度：★★★☆

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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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指数：★★★

风景指数：★★★

原始指数：★★★

垂直爬升：近1800米

累计升高：约2200米

徒步距离：44公里

穿越时间：约30小时（3天）

路线点评：此路线到中台之后与南中东路线重叠，在此不再赘述。在中台之前从西金河口管理站

直接上山，一般中午前后（视出发时间和行进速度不同）到达西台，下午3点-5点左右到达三岔营

地，此地距中台约有半小时路程，可直接在此扎营。在此之前的路线清晰，坡度适中，没有危险

或困难路段，但路线较长，爬升较大。过西台小羊圈之后大约10分钟路程，路边有一处泉眼，旁

边大石头上用红油漆写着“干龙泉”，可以补水。稳妥起见（因为，很可能你找不到），仍建议

带够饮用水，如该泉眼仍然有水，也可在此补水。按照无法补水计算，一般背水男6升、女5升。

该路线在西台垭口之后基本上行走在山脊上，景色壮美，须做好防风防雨防晒准备。

       

其它还有东中西、北东中西等不同的穿越，其强度依穿越时间不同在三星至四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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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涧口方向下撤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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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台的白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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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五台住宿及饮食

   

1、赤崖堡老赵家&小赵家

        赤崖堡村中老赵家、小赵家（小赵是老赵的儿子）已在户外圈中很有名，是小五

台户外活动的重要休整点。老赵家已经12年接待驴友，小赵家农家院规模较大，可以同时接待100

人。赤崖堡老赵家吃家常菜5元/人/餐，啤酒饮料加菜另算，住10元/人天。

       

老赵（赵义，已年近70岁）及小赵（赵树军）联系电话：13091329349，15831385383

座机：0313-72640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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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赵家

老赵家

   

2、西金河口管理处

          小五台西金河口管理处，电话0313-7240024，可联系于海东主任、老左、赵

师傅。房间较多，3-4人／间，4人间为上下铺，10~15元/床位。可提供早餐、简单中晚餐。

   

3、南台张家窑张哥农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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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南台上的人不多，可自驾到松枝口，事先联系号张家窑的张哥，有车可以到松

枝口接送，家里大院停车、土炕睡觉、吃大锅饭。吃住费用可以参照赤崖堡小赵家价格。张哥大

名张平，电话：13393244884，可接人、住宿、简单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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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驴行装备

        携带装备参考如下：

1. 登山必备：登山包、登山鞋、登山杖、护膝

2. 扎营必备：帐篷（可2人使用一顶）、睡袋（温标零下5度）、防潮垫

3. 服装必备：冲锋衣、冲锋裤、速干衣、御寒衣物（带多了背着，带少了冻着）

4. 内衣、袜子等多带几套，以备换

5. 头巾（既可以护脸、防尘，又可以遮阳，当毛巾使）

6. 手套（户外多了，就知道手套很重要）

7. 防晒必备：太阳帽、防晒霜、太阳镜

8. 手台、手机

9. GPS

10. 头灯+电池

11. 卫生用品：包括洗漱用品、卫生纸、垃圾袋

12. 足够的食物(牛肉干、火腿肠、榨菜、方便面、鸡蛋、罐头、巧克力、葡萄干、压缩饼干等低

重量高热量食品、维生素)

13. 水壶或水袋，足够多的饮用水

14. 红牛或宝矿力或脉动（补充电解质）

15. 炉头、气罐（一天往返的可以不带）

16. 户外药品（创可贴、云南白药喷雾、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

17. 相机及存储卡

18. 雨具（雨披或雨伞）

19. 身份证

20. 现金

21. 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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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近景点

   

1、金河景区

金河景区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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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景区交通示意图

        小五台山西台下有一奇异壮丽的峡谷——金河口峪。“金河”因河底金黄色岩石

在清澈碧水的映衬下金光灿烂而著称。登两岸山峰，可观赏到完整的战国赵长城，隐约于山林间

的“金河十寺”、“台山晓日”、“金河晴月”最为壮观。金河口森林公园位于小五台山脚下，

面积33万亩，是北京周围仅有的一处原始森林。

        金河寺创立于北魏太和年间，辽代之后的金、元时期，时修时毁。明代正统年间

在太监王振（蔚县人，明土木堡之战的始作俑者）资助下，金河寺又得以大规模重建，一时成为

我国北方地区较有影响力的佛教圣地。明末清初，金河寺两次遭厄运，抗战时期彻底毁废，今遗

址犹存。

        金河寺原有南北塔林，各有灵塔36座，现南塔林仅存1座，北塔林（悬空庵）中

仅存4座，分别为辽、明时期建筑。塔分两种形制，一为六角形三层密檐式，一为宝瓶（覆钵）式

喇嘛塔。

        景区网址： http://www.xwtjhjq.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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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时间：07:00—19:00

        景区门票：60元/人（儿童票：身高1.2米—1.4米半票，1.2米以下免票；学生凭证

购买半价票、70岁以上老人凭老年证免票；凭军官证只需支付保险费用）

游览时长：2小时

        景区电话：0313-7249138

       

景区食宿：1）可住在金河山庄宾馆，标准间185元，电话：0313-5980615、13932381544；

        2）西金河口管理处招待所10—15元／床，电话：0313-7240024。

   

2、常宁乡——杏花王国

常宁乡看杏花吃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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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崖堡到常宁乡行车线路

        西金河口村所属的常宁乡是远近闻名的杏扁之乡，常宁乡的田间乡野，农家小院

，山间凹地，全是杏扁，春季杏花盛开时节，满世界的杏花煞是好看。五月份，漫山遍野的粉色

杏花铺天盖地更使山野风光增添了万分的妩媚。

        最佳游览时间：5月杏花盛开时

        从赤崖堡到常宁乡行车路线：109国道转232乡道，约12公里。

        从西金河口村到常宁乡行车路线：232乡道转152乡道，约9公里。

   

3、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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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县看点

       小五台山西侧的蔚县，古称蔚洲，蔚州城的城建历史可达2700余年。是“燕云十六

州之一”，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蔚州古城内衙署、寺庙、楼阁、民居众多，仍有明、清古城遗

风。另外，打树花、窗花剪纸、看民间秧歌等民俗生动有趣。还有去到蔚县，别忘了吃蔚县的“

八大碗”，“八大碗”是蔚县的传统名肴。不论婚配嫁娶、宴宾会客，上至官府，下至庶民，都

把“八大碗”视为特别讲究而又阔绰的名肴。八大碗包括：“丝子杂烩”、“炒肉”、“酌蒸肉

”、“虎皮丸子”、“浑煎鸡”、“块子杂烩”、“清蒸丸子”、“银丝肚”。  

蔚县八大碗名肴

        蔚县的景点众多，可以参考旅人网的蔚县攻略： http://d.lvren.cn/gonglue/yu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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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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