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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家猎苑，色友天堂

(图片由网友 @避风塘  提供)

坝上，坝上交通，坝上旅游，坝上攻略，坝上摄影，坝上宾馆酒店现都已成为常用的搜索指南。

坝上，特指由草原陡然升高而形成的地带，又因气候和植被的原因形成的草甸式草原。现泛指张

家口以北１００公里处到承德以北１００公里处，统称为坝上地区。 

坝上，音译扎伊布拉罕色钦。是地理概念，在行政区划上被分划归河北的围场县，丰宁县和张北

县三部分，所以也就有了围场坝上，丰宁坝上和张北坝上三种称呼，而塞罕坝，蒙语，美丽的高

原，专指围场坝上。

而木兰围场是一个历史概念，地理位置包括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自治县和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各一

部。中心区主要就是机械林场，御道口牧场和红山军马场这三大块.机械林场，是60年代人工森林

的中心区，红山军马场,是草原的中心区。两家都不归地方政府管辖.机械林场直属河北林业厅，红

山军马场属北京军区联勤总部直辖。而御道口牧场，属围场县地方管辖，属于尚半开发的旅游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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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常说的要去木兰围场坝上，实际就是塞罕坝森林公园（森林区）和红山军马场（草原区

）这两大部分（专指围场坝上）。 

 

承德皇家猎苑——木兰围场，位于河北省东北部，与内蒙古草原接壤；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一处水

草丰美、禽兽繁衍的草原。

“千里松林”曾是辽帝狩猎之地，“木兰围场”又是清代皇帝举行“木兰秋狝”之所。

木兰围场，是满语、汉语的混称。木兰是满语"哨鹿"的意思。木兰是满语哨鹿之意。

公元1681年清帝康熙为锻炼军队，在这里开辟了一万多平方千米的狩猎场。每年秋季，这里都举

行一次军事色彩浓厚的狩猎活动，史称“木兰秋狝”。在清代康熙到嘉庆的一百四十多年里，就

在这里举行木兰秋狝一百零五次。清朝在沿途修建了许多行宫，于是有了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

。如今在青山碧野之中仍存有古朴典雅的七通碑，独特的庙宫合一建筑——东庙宫，富有传奇色

彩的练兵台、将军泡子，成为游人凭吊怀古的好去处。

木兰围场秀丽的景色也引起了影视艺术家的瞩目，先后有《响铃公主》《四渡赤水》《江湖奇侠

传》（郑少秋主演）《荆轲刺秦王》（张丰毅、巩俐主演）《还珠格格》等二百余集影视剧在此

完成。

木兰围场的草地、森林、山花、河流、水泡、羊群，色彩斑斓灵动，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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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到围场路书2010版

北京至围场县城可以有三条适合的路线。

路线一：北京－承德－围场县城

路线二：北京－滦平－围场县城

路线三：北京－丰宁－牌楼乡（御道口）

以下详细：

－－－－－－－－－－－－－－－－－－－－－－－－－－－

路线一：北京－承德－围场

三元桥－京承高速――密云――双滦区（高速出口）――隆化县城（外环）――围场县城（外环)

1）参考数据：

三元桥至双滦区段：200公里。双滦区至围场县城段：130公里。

2）额外说明部分：（本说明为双滦区下高速后去围场方向。如果您是从市区出口过来的，自已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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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路吧）

双滦区出口，50米右转过大桥，直行；中间如果有环岛请沿右/中的出口行驶。直行6.8公里后小环

岛，左转上小桥。过小桥后丁字路口右转即可。由此至围场县城126公里。

－－－－－－－－－－－－－－－－－－－－－－－－－－－

路线二：北京－滦平－围场

1）京承高速滦平口出。过收费站后丁字路口左转，直行－滦平县城（外环）－隆化县城（外环）

－围场县城。

2) 参考数据：从双滦区出口前行45公里为滦平出口。滦平出口至滦平县城12公里。滦平县城至隆

化县城78公里。隆化县城至围场县城80公里。

－－－－－－－－－－－－－－－－－－－－－－－－－－－

路线三：北京－丰宁－牌楼乡

没什么说的，一直走罢。远，但车较少。

其中，路线一/二实际里程相差27公里，但所需时间相同。建议熟手用路线二，生手用路线一，没

事可干的走路线三。

－－－－－－－－－－－－－－－－－－－－－－－－－－－

县城到军马场的自驾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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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一：县城－棋盘山－机械林场－红山军马场

路线二：围场县城－御道口－红山军马场

出县城（以监狱为起点），直行（不要右转）74公里，丁字路口，右转，有路标，显示御

道口风景区。一路直行，御道口－机械林场－红山军马场。

路线三：围场县城－大河口－红山军马场(文字版）

前半段同路线二。直行74公里后的丁字路口，不要右转，需要直行穿过村子（这路口有一个加油

站和厕所）！直行18公里后到达大河口公/安检查站。

注意，过这个检查站,往前数第二个无任何标志的小十字路口（这段每个路口都相隔50米左右，建

议一档滑行，切记不要听信任何路标的谣言！！！）然后，右转！

1）右转后2.4公里有一不显眼的岔路口，需要直行（左转是军事禁区）。

2）由此直行20公里，上油路（7月后本条可以忽略，那时应该铺完了）。

3）第一个有路标的地方，直行。

4）第二个有路标的地方，直行300米。

5）到下一个Y字型的路口，左转。

6）左转1公里后到达红山军马场收费站。过收费站后直行35公里到达元宝山。尽头丁字路口右转

，10公里左右到达红山军马场。

7）大河口至元宝山段全程68公里。本次导航结束

三条路线的比较：

路线一和路线二需要交机械林场门票130元/人＋红山军马场门票60元/人

路线三，只需要交红山军马场门票60元/人，不含保险，上同。

路线一全程100公里。路线三全程166公里。但实际所需要时间相同。（路线一车多，上坝，爬坡

，单车道，平均时速可达30km/h。路线三平均时速可达80km/h)。你就是改装的吉利有两个小时也

爬到了吧）

 补充：

端午期间绕行大河口的路书变化

因大河口段20公里范围内在铺油，预计七一结束。端午期间如绕行此路线，需要绕行多伦。

即：

1.大河口检查站不要右转，直行15km到多伦县城。

2.抵达多伦后，过大唐煤化工308省道，28km道路碑处右转;

1.3km处丁字路口右转驶入北二环；

4.6km处路牌指引克什克腾220km处，右转驶入X503公路；

11.6km处丁字路口，右转（路牌指向克什克腾）；

12.km处左转（路牌指引一家河方向）；

24.6km处一家河；43.7km处到达蔡木山，五楼贴子中所指的带一棵树的Y字型路口。

从多伦县城再折回这段说起来很麻烦，走起来实际很简单。再不懂的话就路边随便找个居民问问

吧，去军马场（蔡木山方向）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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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http://www.mulanweichang.com 毛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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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木兰围场的大景点

2010年6月1日起，木兰围场景区实行一票通，价格150元/人，其中包括御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塞

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及红松洼自然保护区。

御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

  

 (图片由网友 @胖纸编辑  提供)

总面积一千平方公里，海拔1230米-1820米。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型高原气候，年平均气温5℃。

风景区内有河北省目前保存为完好的原始草原70万亩，湿地20万亩，天然林10万亩，人工林50万

亩，淡水湖21个，山泉47处，大小河流13条，其中小滦河贯穿景区南北，是滦河的重要水源。

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神仙洞、桃山湖、月亮湖、百花坡、大峡谷、龟山等自然景观令人叹为观止

；清茶馆、翠花宫、御泉、敖包山、练兵台、古御道、压岱山、天梯梁等人文景观蕴含着深厚的

皇家文化内涵。这里曾是清朝康、乾年间的皇家避暑、狩猎胜地，木兰围场七十二围中有六围在

此处，据史料记载，木兰围场历经清代140年，康、乾、嘉三帝到围场92次，每次外围狩猎均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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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留下耐人寻味的名胜典故，每一处名胜都具有一番风景，每一个典故都有一曲美丽的传说。

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

(图片由网友 @胖纸编辑  提供)

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森林公园，位于承德坝上地区，再清朝属著名的皇家猎苑之一“木兰围场”的

一部分。森林公园总面积41万亩，其中森林景观106万亩，草原景观20万亩，森林覆盖率75.2%。

这里有浩瀚的林海、广袤的草原、清澈的高原湖泊和清代历史遗迹。塞罕坝动植物种类繁多，有

高等植物81科、312属、659种，有以狍子为主的兽类11科、25种，有以黑琴鸡为主的鸟类27科88种

。满蒙汉三族人民在这里长期聚居生活，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孕育了浓郁的民俗风情。

著名景点有：康熙点将台、将军泡子、塞罕湖、塞罕塔和十里画廊等。塞罕坝的寒温带季风气候

特点表现特殊，这里夏季气候凉爽，空气清新，最高气温一般不超过25度；秋季层林浸染，漫山

遍野的枫叶，溢金流丹；冬季皑皑白雪，玉树冰花，一派北国风光。同时塞罕坝也是滦河与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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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源地之一。因此被誉为“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 

红松洼自然保护区

(图片由网友 @避风塘 提供)

是一个以亚高山草甸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通保护区内有种子植物595种，其中饲用植物

428种，药用植物81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药材植物8种(三级)，观赏植物60多种。植被覆盖率高

，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草原植物和草原地貌景观壮丽。不仅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且还具有

很高的经济价值和科研价值，是不可多得的旅游观赏和科研教学基地。

红松洼是清代皇家猎苑—木兰围场的一部分，这里风力资源丰富，建有一排排巨大风机组成的风

机发电场，这里还饲养着耗牛，独具特色。属寒温带季风气候，夏季气候凉爽，最高气温一般不

超过25°C。红松洼面积110万亩，草原面积20万亩，森林覆盖率高达78%，是我县北方较大的草

原风景区。这里动植物种类繁多，水草丰美，是一处新兴的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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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木兰围场的物产

木兰围场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盛产各种土特产品，如黄花、干支梅、金莲花、蘑菇、蕨菜等。为

方便游客了解和购买这些承德特产，我们将向您介绍。 

蘑菇

：木兰围场属地多产蘑菇，数量大，品种繁多。其中被人视为上品的有：口蘑、榛蘑、肉蘑、草

蘑、唣蘑、松蘑、平蘑以及人工培育的滑子蘑。蘑菇营养丰富，含有较多的蛋白质、脂肪、碳水

化合物及有利于消化的粗纤维；又易于采集与栽培，价廉物美，即可入高级宴会，又是家庭的习

俗菜肴。德蘑菇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远销亚洲和欧洲，为国家换取外汇。众多来承德旅游的人也

常买蘑菇带走。

蕨菜

：蕨菜又称吉祥菜、长寿菜，是野生植物。承德的蕨菜在清朝被视为贡品。这一带的群众非常喜

食以蕨菜烹制的菜肴。蕨菜营养丰富，每克含胡罗卜素1.6毫克、维生素C35毫克及多种矿物质。

蕨菜可鲜吃，亦可腌渍加工后长期食用。承德是我国蕨菜主要产地之一，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

日本，深受国内外人们赞誉。

金莲花

：是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茎蔓性，肉质，中空，光滑无毛，淡黄绿色。叶互生，具长柄，盾状

，似荷叶，故有金丝荷花、荷叶莲的别名。因其陆地生长之故，又有旱金莲、旱荷、旱荷花之雅

号。叶片有主脉九条，自叶柄着生处向四面放射。花单生于叶腋，花冠左右对称，花萼五片。花

色有紫红、粉红、桔红、橙黄、乳白或杂色等。花有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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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支梅：生长在海拔500-2000 的海滨碱滩，荒漠草地，沙丘。特别耐瘠薄、干旱、抗逆性强、是

沙质土、沙砾土、轻度盐碱士壤(所以叫盐云草)，旱化的草甸群落中的优势植物。是一次种植，

永久受益，属蓝雪科，补血草属，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稀一年生或半灌木，高20 -70厘米，茎无叶

或少叶，茎生叶匙形或倒卵形，长2-7厘米，顶端钝形，花序为具有密聚伞花序的圆锥花序。形态

变化较大，如根皮呈朱红色，花序轴可具棱角及沟槽变为圆柱形；穗状花序或疏或密，组成穗状

花序的小数有多有少，所含的花也不同，更为多变的是苞片和萼和颜色，有的苞片绿色，萼粉红

或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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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木兰围场的自驾摄影行程推荐

1. 夹皮沟 大小峡谷 五彩山 滑沙场 东泡子 对场沟 全线

一、主要参数

夹皮沟：北纬42 30 42 东经117 09 44.0 距离军马场 6KM

大峡谷：北纬42 29 22 东经117 05 54.2 距离军马场 16KM

五彩山：北纬42 29 12 东经117 05 18.2 距离军马场 17KM

滑沙场：北纬42 30 15 东经117 05 22.1 距离军马场 20KM

二、简要说明：

夹皮沟，对场沟，到夏季就是花的海洋。草深花茂，色块成堆，秋季漫山遍野的草垛别有一翻意

境。大峡谷呈环状分布，沟深林密，典型的稀树草原地貌，南坡可适合大场景拍摄.五彩山只有秋

季才能呈现多彩的颜色，如不怕辛苦，半夜出发，以大峡谷前景日出，俯身五彩丛林，是一种不

错的选择。滑沙场，本身没什么意思，周边的沙丘，小河，牛羊，旷野，也值得一堆胶卷。东泡

子紧挨着小村庄,面积非常之小，出产坝上唯一野生的鲫鱼，方头大耳。如光线适合，衬以周边的

小村庄，红柳灌木，可有枯藤老树的昏鸦意境.红松湖，本是一个人工湖,初期景色相当不错，尤适

日落.现在人工物体一大堆，,路过也罢。

三、交通：

夹皮沟、对场沟、东泡子、大峡谷、吉普和中巴均能到达。五彩山、滑沙场必须使用四驱吉普。

四、时间：适合早/上午10:00前,下午日落前.特别是滑沙场。 

2. 西大泡子(公主湖) 野鸭湖 鬼门关 盘龙峡谷 呼伦诺日

一、主要参数

鬼门关： 北纬42 37 57 东经117 06 41 距离军马场 19KM

西大泡子：:北纬42 39 14 东经117 08 29 距离军马场 20KM

盘龙峡谷：北纬42 33 23 东经117 04 10 距离军马场 26KM

呼伦诺日：北纬42 33 21 东经117 04 11 距离军马场 25KM

二、简要说明：

鬼门关，离开公路西大泡子方向1公里处向东.起伏白桦林，低矮灌木，和露地皮的草，收钱才让

拍的牛羊群。另一处鬼门关在三拐子沟里，面子山通桦木沟的小路上。野鸭湖，分为大小两个小

泡子，位于公主湖西北角1公里处,树深林茂,野鸭成群。另一处野鸭湖在将军泡子南1.5公里处，又

是另外特色了。

西大泡子，又名公主湖,是旅游景点也是摄影景点，建议选择早晚，游人少，日出及日出后较为漂

亮，日落则无甚特色。湖面较大,水深,周边是白桦林，沙地，灌木丛，杂树，景色较独特且综合，

适合大小场景，白天则没什么可拍，适合找块沙地睡觉。呼伦诺日，本地称胡萝卜脑，小村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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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周围方圆近百里唯一人烟处,典型蒙古外围牧村形象。可以此为中心点散开拍摄.盘龙峡谷，一

处集草原，原始林，河流湖泊，山谷为一体的幽静所在。适合探险，徒步，摄影综合景点，制高

点多，秋景较为突出。一条盘龙河横贯其中，大景，小景，局部，特写，人像，均适拍摄，耗时

较长，不出大片。

谷主彭梁，本身烧友，建议入谷前如有时间可交流，听取意见。

三、交通：

中巴,吉普均可通行.建议全程吉普.小车如果不是自己的,也能开到.鬼门关,吉普.西大泡子.步行.野鸭

湖,步行.盘龙峡谷.步行.

四、时间：

全天适合 

3、北沟 杨树背 影视基地 欧式风光区 东洼 西马点

一.主要参数

北沟: 北纬42 31 959 东经117 09 16 距离军马场 10KM

杨树背:北纬42 33 56 东经117 04 10 距离军马场 17KM

影视基地:北纬42 32 34 东经117 09 16 距离军马场 3.6KM

二.简要说明:

北沟群山环绕,中间大片开阔地,分布着大片的球状树(山丁子树),远处是层层的白桦林.牛羊成群.无

论夏秋,这里都值得往来几次.

北沟有三个出入口.可从影视基地,东洼,横立山分别通向不同的地方.其中南侧山顶,可供日出拍摄.北

沟影视基地入口北侧山顶.可供拍摄日落.

杨树背途中花草茂盛,到后草木渐稀,草地,沙化,牛羊,白桦层递状分布是这里的特点.有制高点可供选

择,小景不宜.

影视基地,欧式风光区,隐约稀树草原的味道,适宜出糖水风光.影视基地游人如炽,是旅行社的窝点,建

议路过.

西马点位于军部第三跑马场东南.金莲花基地的末端.运气好的话,可在早晚拍摄到群马奔腾的壮观

场景,激动人心.只是可遇不可求.可以在这里构思干净简洁粗廓的片子.

三.交通:

中巴,吉普均可通行.建议全程吉普.

四.时间:全天适合. 

4. 桦木沟 蛤蟆坝 砬崖子沟

一.主要参数

桦木沟 : 北纬42 37 40 东经117 23 18 距离军马场 26KM

蛤蟆坝 : 北纬42 41 12 东经117 20 34 距离军马场 33KM

二.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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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路的修建,把桦木沟分隔为两部分,称新/旧桦木沟.新桦木沟两侧是大面积的白桦林和低矮灌水

丛,糖水风景不错.旧桦木沟需走一条路况不是一般差的旧盘山路,山高林密,层次丰富,适合中幅小景.

蛤蟆坝,周围坡谷高地,中间一条小河,把农田麦地野草杂树隔成对崖的两个区域,小桥流水,枯藤老树,

农家烟霭,牛羊徜徉,一派世外桃源的田园风光.从坡地上全景后,必须要走下去,跋草涉水,即使不拍片

,这种物我两忘的心境绝然不能错过..

砬崖子沟,位于桦木沟与蛤蟆坝中间,沟深林却不密,牛羊野马,鲜有人迹.

三.交通:

中巴及小车可走新桦木沟到达桦木沟村.蛤蟆坝及砬崖子沟必须吉普.

四.时间:

蛤蟆坝适合上午(不适合早晨).桦木沟上下午均可. 

 

5. 将军泡子 大小红山 野鸭湖 三拐子沟 喇嘛山

一.主要参数

将军泡子:北纬42 35 426 东经117 08 661 距离军马场 12KM

野鸭湖 : 北纬42 34 902 东经117 10 287 距离军马场 20KM

三拐子沟:北纬42 32 42 东经117 17 07 距离军马场 28KM

喇嘛山

二.简要说明:

将军泡子,因康熙平定噶尔丹在此血战得名.一个较大的湖面,周围较宽旷,大小红山位于东北/东南角

.这里是旅行社的窝点,无论夏秋,到处是人群昏鸦瘦马.此地除日出前后外,不可久留.

野鸭湖,距将军泡子1.5公里.此湖周边被沼泽隔断,每年看情况或骑马/步行/吉普可以通过.湖面不大,

野鸭成群,因少有人去显得非常幽静迷人.可在湖边近景,或附近小坡远射,均属不错的地方.

这两个泡子周围,如果有雾,水气上升流动,都是绝佳的摄影场地.大晴天白蒙蒙一片就算了.

三拐子沟,顾名思义,里面岔路较多,如无向导或GPS慎入.景色以远坡白桦,近景花草,和无论秋夏大片

大片的金莲花地,萝卜地,构成块状的粗廓,加以远处白桦,中间阳群,是可以出大片的地方.

大小红山,视野宽阔,与周边景点四处相连,牛群马群羊群四散周边,间或雾气朦胧,或蓝天万里,是摄影

的理想之处.小红山顶,无论日出,炊烟;日落,归马,都气垫磅礴.

喇嘛山,位于军马场后坡,大车和吉普可到山底(步行40分钟可到山底).拍摄日出的一个著名地点,长

枪短炮和赶集一般.,日出前后转身俯角军马场整个村落和周边,如有晨雾,倒极为可拍.

三.交通:

将军泡子和小红山,中巴,吉普,大客,小车均可通行.建议全程吉普.

四.时间:全天适合. 

6. 东沟全线(东沟 下塔拉/白家窝铺 前窝铺 干泡子 刘家地 猫耳山 狍子沟 小五彩山 落马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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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框子沟/天圣甸 银窝沟 冲树沟)

一.主要参数

东沟: 北纬42 39 796 东经117 06 41 距离军马场 29KM

白家窝铺:北纬42 39 14 东经117 08 29 距离军马场 20KM

房框子沟:北纬42 33 23 东经117 04 10 距离军马场 26KM

银窝沟:北纬42 33 21 东经117 04 11 距离军马场 25KM

二.简要说明:

东沟是坝上最大的一条摄影线路,全程包括东沟,白家窝铺,前窝铺,干泡子,刘家地,猫耳山,狍子沟,小

五彩山,落马坡,天圣甸,冲树沟等几十个地点,可以说沟岔纵横,处处是景.稀薄的草地,漫山的牛羊,起

伏的高岗,队列般的白桦是这里的特点.整个环境空阔悠远,云比天低,是出大片的绝好地方.尤其干泡

子的沙水相映,小五彩山的牛羊如珍珠撒满,银窝沟和狍子沟的日落,出片气垫宏伟,堪称壮观.整个东

沟,不要说拍摄,就是吉普一直不停的跑,全部转完也得3-5天时间.语言的力量永远是苍白的,这么多年

,跑遍了坝上的山山水水,站长唯一喜欢和推崇的两个地方,一个蛤蟆坝,另一个就是东沟....

仁者见仁智者见酒.还是用你自己的镜头,来体验无我的心境吧.

三.交通:

全程吉普+步行.吉普须两辆以上带齐工具.

四.时间:全天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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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木兰围场观光行程参考

木兰围场两日游行程组合

线路一： 

周五（下午或晚上）北京出发，次日早到达坝上北京军区红山军马场，毛毛虫网友俱乐部，入住

及早餐。

周六早餐后经熙水泉，西马点，赴元宝山，骑马游草原，将军泡子，乌兰布通古战场。下午夹皮

沟，红松湖，大峡谷。晚上烤全羊，篝火晚会，烟花爆竹，卡拉OK，民族歌舞，军乐队表演等自

主安排活动。

周日上午泰丰湖，沿途林海,月亮湖，围场县城午餐，餐后返京。

线路二：

周五（下午或晚上）北京出发，次日早上到达坝上，入住及早餐。早餐后小红山，骑马游草原，

将军泡子，乌兰布通古战场，野鸭湖。下午桦木沟，蛤蟆坝。晚上晚上烤全羊，篝火晚会，烟花

爆竹，卡拉OK，民族歌舞，军乐队表演等自主安排活动。

周日上午夹皮沟，红松湖，大峡谷。午餐后泰丰湖，沿途林海，返围场县城（或县城晚餐），餐

后返京。 

线路三：

周五（下午或晚上）北京出发，次日早到达木兰围场，入住及早餐。餐后小红山，三拐子沟，自

备午餐或两点后返回驻地用餐。下午将军泡子，骑马，自驾越野等自由活动。晚上晚上烤全羊，

篝火晚会，烟花爆竹，卡拉OK，民族歌舞，军乐队表演等自主安排活动。

周日上午蛤蟆坝。围场县城午餐后返京。

线路四：

周六早北京出发，中午一点后到达木兰围场，围场县城午餐，月亮湖（选），赴三道河口，骑马

，漂流，晚上入住红山军马场。晚餐后烤全羊，篝火晚会，烟花爆竹，卡拉OK，民族歌舞，军乐

队表演等自主安排活动。

周日上午将军泡子，影视基地，北沟，夹皮沟，午餐后经泰丰湖，沿途林海，返县城（也可县城

午餐），返京。(不推荐)

线路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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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早6点北京出发，围场县城午餐，下午到达塞罕坝。经塞罕塔，月亮湖（选）沿途林海，滦河

源头，十二座连营遗址，对场沟，红松湖，大峡谷，夹皮沟，入住红山军马场网友俱乐部。晚上

烤全羊，篝火晚会，烟花爆竹，卡拉OK，民族歌舞，军乐队表演等自主安排活动。周日上午将军

泡子，骑马游草原。午餐后泰丰湖，沿途林海，返围场县城，返京。（不推荐）

木兰围场坝上三日游线路设计

线路一：

第一天：北京出发，围场县城午餐，下午到达塞罕坝。经塞罕塔，月亮湖（选）沿途林海，滦河

源头，入住红山军马场网友俱乐部。晚上烤全羊，篝火晚会，烟花爆竹，卡拉OK，民族歌舞，军

乐队表演等自主安排活动。

第二天：上午将军泡子，骑马游草原。午餐后夹皮沟，红松湖，大峡谷，五彩山。

第三天：影视基地，北沟，泰丰湖，沿途林海，返围场县城（午餐），返京。

线路二：

第一天：北京晚出发，次日早喇嘛山日出，安排入住及早餐。

第二天：上午将军泡子，骑马游草原。午餐后桦木沟，蛤蟆坝。晚上烤全羊，篝火晚会，烟花爆

竹，卡拉OK，民族歌舞，军乐队表演等自主安排活动。

第三天：夹皮沟，大峡谷。午餐后泰丰湖，沿途林海，返京。

以上线路仅供参考。具体路线出发前双方协商确定。

木兰围场四日游线路设计

线路一：

第一天：北京出发，围场县城午餐，下午到达塞罕坝。经塞罕塔，月亮湖（选）沿途林海，滦河

源头，入住红山军马场网友俱乐部。晚上烤全羊，篝火晚会，烟花爆竹，卡拉OK，民族歌舞，军

乐队表演等自主安排活动。

第二天：上午将军泡子，骑马游草原。午餐后夹皮沟，红松湖，大峡谷，五彩山。

第三天：西大泡子，盘龙峡谷全天。

第四天：影视基地，北沟，泰丰湖，沿途林海，返围场县城（午餐），返京。

线路二：

第一天：北京晚出发，次日早喇嘛山日出，安排入住及早餐。

第二天：上午将军泡子，骑马游草原。午餐后桦木沟，蛤蟆坝。晚上烤全羊，篝火晚会，烟花爆

竹，卡拉OK，民族歌舞，军乐队表演等自主安排活动。

第三天：夹皮沟，大峡谷。下午北沟，将军泡子。

第四天：泰丰湖。月亮湖。沿途林海。围场县城午餐，餐后返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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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木兰围场骑马的相关事项

骑马地点分布

机 械 林场：泰丰湖 推荐指数 ★

御道口牧场：月亮湖 推荐指数 ★

红山军马场：燕子窑[第一跑马场] ★★★

红山军马场：场部村口[第二跑马场] ★★★

红山军马场：西马点[第三跑马场] ★★★

乌兰布统乡：将军泡子 ★

元 宝 山 ： 贾三跑马场 ★★★★

小 红 山 ： 小红山马场 ★★★★

桦 木 沟 ： 桦木沟老林马场 ★★★

骑马价格

官方统一价格：

平时：40元/小时 周未：50元/小时

私营马场价格：商议

散马价格： 结果自付

新手骑马要领

马是一种很温和的动物，而且胆子非常的小，但是又很好奇。除非是他受到惊吓，或是感觉到安

全受到威胁，要不然他不会有主动攻击的危险。然而，动物毕竟是动物，而且他又这么大，如果

您不遵守这些注意事项，也可能会发生危险。 

1、请勿让小朋友在备马区或骑乘区附近奔跑嬉闹喧哗。请勿在马儿附近开自动伞。

2、在任何情形下，请勿紧跟在马匹后面以免踢伤。

3、请勿任意喂食马匹。喂食马匹水果等时，将水果切成小块，置于掌心，手掌要完全张开。

４、请勿穿著拖鞋、凉鞋或赤脚牵马。

５、马匹大量运动后，请不要立刻让他喝水，或立即冲水洗澡，要等马儿体温下降以后，才能冲

洗。

６、野外骑乘时，请勿随意让马儿吃草。放牧时也要确定场地安全，以免农药中毒。

７、上马前一定让领队或马主检查一下肚带是否系紧，系紧后才能上马，肚带不系紧容易转鞍，

这是最危险的。骑行中每隔一段时间也要检查一下肚带的松紧程度。

８、选择鞍上带铁环的马，铁环帮助你保持平衡。

９、上马时脚尖内蹬，下马时先左脚脚尖内蹬，然后松开右脚，然后下马。上下马脚尖内蹬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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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旦马受惊或拒乘而跑开，人至多摔一交，如果全脚套在蹬内，就会拖蹬，这是非常危险的

。

１０、不要在林区边缘赛马和快跑，一旦马受惊或驾御失控，就会窜入树林，情形很危险。

１１、不要在马上脱换衣服，尤其是鲜艳衣服，马容易眼生，你换衣服时马受惊跑动，人一下就

摔下来了。

１２、生手骑马容易磨伤小腿肚，大腿内侧和臀部，可以穿马靴和马裤，没有马靴马裤可以用护

膝绑腿等替代。 

骑马注意事项

１、不宜穿登山鞋、旅游鞋等鞋底带有特殊防滑功能的鞋

２、世界上几乎没有常骑马而没有落过马的人，人一旦从马上摔下来，最危险的就是脚无法脱开

脚蹬，穿有带防滑功能的鞋，往往使脚无法脱开脚蹬。应该穿有跟且鞋底较平滑的鞋。同样，骑

马不宜带金属边的眼镜，万一落马会对人造成很大的伤害。

３、骑马宜穿面料较柔软比较紧身的长裤，骑马最好带手套、护腿等防护工具。

４、将身上的贵重物品交由不骑马的同伴或马场管理人员妥善保管，防止落马后摔坏。

５、接近马时接近马宜从马的左前方向，动作避免剧烈。剧烈的动作会使马受惊。

不要从马的后方接近马，也不要站在马的后面。

６、骑马下山（坡）尽量不要奔跑，防止造成马失前蹄。

７、骑马经过一段时间，需要检查肚带的松紧程度

８、坝上骑马，按规则是每匹马无偿配备一名牵马者。如无把握或属于新手，请不要让马夫离开

。不用牵马如发生摔碰，理论上应由骑者自已负责。

９、坝上骑马，按规定是以最后一位骑手计算来回时间。例如一个10几个的小团队，第一名已出

发半小时，最后一名才出发，则出发时间按最后一名计算。同理，结帐时也同样按最后一位回来

的时间计时。就是说，如果10人有9个骑了1小时就回，第10位2个小时才返回，则均按2小时计算

。简单些说，就是要求同走同回，安全也有保障。这条相当重要。

投诉机构及电话：

红山军马场旅游管理办公室  0314-780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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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木兰围场的其他娱乐

坝上漂流 

坝上已开发的漂流地点主要有两处。其一是滦河源头，其二是机械林场的三道河口。水均不深，

水流较急。价格在20-50/次（报价）。为充气橡皮筏。与西部漂流性质完全不同，权当休闲而已

。团队享受团队价格。

军马驰骋 

草原骑马是来木兰围场坝上一和项重要活动项目。

 

草原射箭

几乎每一处跑马场均有此项目。弓箭为娱乐专用，射程不远，一般为射靶或射汽球。价格正常报

价是10元/12枝。有若干危险性，注意不要伤到自己和射到别人。附近同时有羊拉车，娱乐炮这些

小型娱乐项目。

自驾越野

主要有自驾吉普和四轮越野摩托。吉普为BJ20S系列，部分车况较好。价格在80-120/小时（含油）

。自驾时检查车况，注意安全，四轮摩托禁止上公路行驶。

 

篝火烤羊

此项为团队消费活动。烤羊的价格在400--1200之间，因农家/度假村/宾馆各不相同，重量也不相

同。一只80斤左右的羊足够10几人的小团队享用，仅为尝鲜而已。篝火价格不定，从100-500/堆不

等，有的烤羊送一堆火。

 

民族歌舞

坝上有专业的民族歌舞表演团队，需要提前委托预订。价格在600-1200/1.5小时。红山军马场同时

还有军乐队表演，价格1000/场，也需要提前预订。

 

划船钓鱼

划船钓鱼的地方主要有泰丰湖，七星湖和月亮湖。船分铁皮手动和柴油驱动两种，手划船的价格

为20/小时。船上备有救生衣备用。钓鱼的价格约为20/次，含钓竿及鱼饵。钓得归自己，可直接在

驻地交厨房做，收加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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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木兰围场住宿价格

由于景区蒙古包数量有限，同时为了突出野营趣味，草原上住宿建议自带帐篷和睡袋(这个很重要

).现场提供2人帐篷出售。要120元左右，当地还备有供一万人住宿的帐篷出租，备有食品出售，也

可住蒙古包；此外内蒙古属半干湿的中温带季风气候，气候变化无常，最好带上雨衣或雨伞，草

原昼夜温差较大，一般可低达10度左右，所以到这里“摇滚”不妨多带衣服。

另外，木兰围场景区有很多招 待 所、旅馆、饭店，食宿很方便，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进行选择。

大概根据景区分管状况，分为三大宾馆区（塞罕坝、御道口、军马场）。贵的有一千多元一天的

日式 别墅，百十元的标准间；便宜的有各种私人开设的旅馆，卫生状况尚可。一分钱一分货。周

末前来的话，必须订房。否则吃亏。

由高档至低档减价房价：

豪华标间：350-600

标间：200-450

普通标间：16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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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人间：100元/间左右

三人标间：210-300/间

普通三人间120元/间左右

普通四人间120/间左右

欧式木屋双标间：160/间左右

以上标价均为周末散客价

坝上旺季就只有40多天（7.10-8月底），因此在这期间的周末房价很贵，周五稍低一点。周六的房

间最好提前预订，要不然到时候找房的时候挺麻烦，还会是高价的散客房！

除去周末的两晚一般房价就要便宜多了。标间100-150不等还是按照上述标准区分。住房很宽松。

不过希望游客找信誉好的宾馆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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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木兰围场旅游的TIPS

1、吃：在老乡家吃还算比较便宜。最有特色的是烤全羊，一般是10元/斤，一般的羊都在50斤左

右。要看着老乡把羊现场杀了，别让他们给有病的羊，或者是昨天剩下的。羊杂可以要求老乡作

成第二天的早餐吃。羊杂汤的味道是很不错的。老乡家吃饭是可以自带食物和酒水的，想吃什么

喝什么也可以自己带一些。

2、住：到那里别住什么宾馆，住老乡家的农家院就可以。普通间20元/位。比较讲究卫生的同学

可以带长睡衣睡裤。男的可以就无所谓了，多喝一点酒倒头就睡了。

3、行：一路上基本是山路，山路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危险，也不像某些比较自信的人想得那么简单

。这条111国道每天都有几起事故发生的。最关键和最危险的时候是超车。

4、玩：坝上活动的项目很多，天上的、地上的都有。最好一个马队请1－2个骑马着的导游还是必

要的，因为马如果没有看见别的马跑它们是不跑的，让导游带着马跑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提示：

骑马最好穿厚的长裤，最好悠着点，如果你不经常运动的第二天会浑身酸痛，厉害的可能都开不

动车。

5、方便：单程300公里左右，很多tx会担心方便的问题。其实现在这样的担心没有必要了，山路

上每隔10公里左右都有建一个厕所，而且提前500米都会有提示的。不过有些厕所卫生条件一般，

方便的时候需要屏住呼吸。呵呵

6、加油：一箱油基本够用，如果没有遇到大堵车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路上必须加油，在汤河口是

最后一个北京的中石化的加油站，不是乙醇汽油可以放心加油。如果错过了这个加油站，路上的

加油站也很多，不过是乙醇汽油

7、手台：有手头很重要，不过都是山路，有的时候需要360度打轮，司机拿手台比较危险，最好

是付驾驶使用。

8、坝上风大，早晚温差大，建议多带些衣物。

9、草原阳光较晒，应戴太阳镜、帽子并涂抹防晒霜。

10、草原常有雷雨天气，雨具应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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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骑马的时候，最好向当地牧民租用马靴，应友善对待马匹，多喂马、遛马。马匹快跑狂奔时

，应保持冷静，抓紧马缰，踩住马蹬，切勿脱蹬。

12、由于去往目的地的车程较长，女生可准备些零食打发无聊的时光(但要做好被狼抢的心理准备

)，也可带些车上的娱乐工具，例如扑克。

13、举止文明，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切勿与当地老乡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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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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