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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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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不说瞎话行么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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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北京的秋天，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灿烂！灿烂的阳光、灿烂的蓝天，灿烂的红叶。可是在

大家都在追逐红叶的时候，别忘了，北京数不清的银杏树，如果没有这些黄得透彻的银杏叶，想

必这灿烂也要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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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十月下旬开始，秋风一起，那大街小巷里的银杏树，就像灯一样，刷的一

下，被点亮了。鲜亮的绿叶镶着黄边的，通体黄成一片的，阳光一照，通体明媚，再趁上蓝得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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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儿渣滓的天，真是明快到人心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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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钓鱼台

所属地区：海淀    花费预算：10元    最佳时间：10月中下旬    适合天数： 半天

   

1、推荐理由

最具地标性的银杏大道 

（图片由网友 @来人把朕拖出去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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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北京最有名的是红叶，但最美的却是银杏叶。北京地区的银杏种植历史比较久远，很多地方

都有银杏树，但最美最有名的银杏大道还是要数钓鱼台国宾馆门前这块儿，据说这里的银杏是北

京最早种下的一批，现在钓鱼台可以说是北京观赏银杏的一个地标了。

这里大大小小近千棵银杏都变黄的时候，走在银杏林里，眼前就是一片金黄。银杏树下的芳草地

已被厚厚的金色的银杏树叶覆盖，大家不约而同地把它当做摄影的背景。而人们走上去的时候，

踩着金黄的落叶铺成的地毯，感觉很美，踩起来“沙沙”作响的声音，一下子也把人们带回到游

戏的童年。那个时节，赏秋的客人、浪漫的情侣，举着长镜头的“拍客”，支起画板的“画客”

，都成为林中一景。

提示：

1、10月中下旬时树叶全黄，不过很可能一场秋风，就叶落归根了。银杏树有围栏，林区中段有一

小门可进入，不要擅自翻越带尖的围栏。同时注意爱护林中草木。不要乱扔垃圾。

2、著名的玉渊潭公园就在旁边，看完银杏可顺道去转转。

门票：无

   

2、行程线路建议

交通指南

自驾车

钓鱼台国宾馆东墙外迎宾路没有停车的地方，只有在甘家口或三里河停车步行或骑自行车前往。

就餐也在这两处有。

公交车

坐1线地铁到木樨地下车，114路、102路、103路、特6、320路等公汽在钓鱼台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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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里屯西五街东段

所属地区：朝阳    花费预算：10元    最佳时间： 10月下旬    适合天数： 半天

   

1、推荐理由

繁华中品位纯净 

(图片由网友 @我是来围观的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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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里屯西五街东段，身处使馆区腹地，虽紧邻东三环，却是喧闹繁华中的一片净土！也算是被

政治特区限制出的独特环境吧。

永远无法忘记从路口转过来看到的第一眼金黄。难得的是明媚的阳光，清透的蓝天和徐徐的微风

都配合得恰到好处，好像它们都是商量好的，缺了谁都是有遗憾的。

这里没有钓鱼台的绿地毯，却补充了永远笔杆条直的“橄榄绿”，从来都不苟言笑把一切人看作

恐怖分子的他们，此时执勤的脸上也都多了生动，偶尔也会小声相互打趣。甚至有一队刚换岗的

橄榄绿们也来秋游了，个个手拿相机抓紧难得的休息时间拍照留念！

   

2、交通指南

自驾车东三环农展馆对面，或者乘公交车300、830、402等到农展馆下车。

因为不通公交，因此下车后都需要步行10分钟到达；三里屯附近坐几站车可以到朝阳公园，走几

步可以到著名的三里屯酒吧街和商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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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坛公园

所属地区：东城    花费预算：10元    最佳时间： 11月初    适合天数： 1天

   

1、推荐理由

(图片由网友 @不说瞎话行么 提供)

最古老的银杏大道

这里的银杏，有些看上去似乎比钓鱼台的更加古老，据说有些在建地坛的时候就种上了。

公园内景色优美，因此欣赏起来要比车来车往的钓鱼台国宾馆墙外显得从容。每到秋日都吸引了

周边很多市民前去拍照赏秋从地坛公园西门进入，直奔公园北区就可以看到让人震撼的银杏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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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地坛公园北侧，连接青年沟路与小黄庄路的某条小巷子里，也栽满了银杏。

建议： 找一个公园没有书市或展销会的时间前往。另，地坛公园南门口的金鼎轩早茶和下午茶时

段点心半价，值得一尝哦。

提示：从北门进便可直接到达银杏大道。

   

2、交通指南

地坛西门：18、27、104、108、113、119、124、201、328、358、407、417（支）、758、

803、850、858、912、415、847、849

地坛南门：地铁雍和宫站 公交44、62、13、116、406、606、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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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清华大学

所属地区：海淀    花费预算：10元   最佳时间 ： 10月下旬-11月上旬    适合天数：

1天

   

1、推荐理由

(图片由网友 @我是来围观的 提供)

书卷气息的银杏叶

走进清华南门，正对着是一条通畅的南北大道，沿大道直行，及至南北大道与东西大道交汇的路

口，是一个宽阔的十字路口，从十字路口西行，是一条银杏成行的大路，此路有小小的弧度，到

了秋天，这条路就是一条燃烧的金黄色梦幻大道。选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午后或是黄昏，要么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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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要么骑车，满地的落叶在脚下沙沙作响，或者在车后轻轻地飞，心中应该是身在清华所特有

的幸福感觉吧。

清华另一个银杏地就是清华大学宿舍五号楼了，这里是过去清华的本科女生居住的楼之一，配上

楼下的银杏，别有一番气质。秋天，树上的银杏叶片全部变成金黄，一阵风之后就落在地上，整

个小院子都铺满了黄灿灿的银杏叶。

上午十点，五号楼后面阳光照到的时候，四周都非常安静，此时在此楼下散步，脚下树叶的簌簌

声，头顶桐木枝叶的沙沙声，以及大山雀的鸣叫相和，那是无论什么音乐都很难相比的。

四周红砖的房子，很旧但是很有精神。光秃的银杏枝头，显得无比的空旷。满目的金黄，让人感

到无比的静谧。窗户上嫩色的窗帘，也让画面变得更加的有趣。后来五号楼腾给水利系的男硕士

居住。窗帘撤掉了，后来清洁工变得勤劳起来，扫这树叶非常的积极，于是此景也就只有在回忆

之中或可一见了。

   

2、交通指南

公共汽车355支、355、375支、375支区、628、749、运通110到清华东门或双清路下车，向西步行

三分钟即可到达清华东门。地铁13号线到五道口下车，向西步行十分钟左右即可到达清华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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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北京大学

所属地区：海淀    花费预算：10元   最佳时间 ： 10月下旬-11月上旬    适合天数：

1天

   

1、推荐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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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不说瞎话行么 提供)

银杏树见证青春的美好

北大西门的两株巨大古树，已经成了北大秋景的标志。西门前共有4棵银杏树，不过后面的两棵总

不被注意。前面两棵大树实在太老了，老得没人能说清到底是哪年哪月谁种的了，不过据说都有3

00多年历史，可从来不结果，因为是雄的。看银杏的时候顺便看看树边的华表，其实不是一对儿

，当年运错了，可也就将错就错了。

看到北大银杏，感觉总有些不同，因为地处北大校园，这里的银杏也沾染了些许的书卷味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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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叶子开始变黄，就有无数少男少女在树前留影，青春与银杏树叶一样灿烂。

未名湖边上也有稀疏的银杏树，只是幼树居多，需要耐心从北到南转上一圈。金黄叶子映衬着著

名的“一塔湖图”以及湖边看书的学子，或者私语的恋人，真是比画片更像画片。如果再往深处

走，生物楼与第一教学楼之间也有小片银杏林，因为人少，所以安静，是聊天和拍照的好地方，

不过最应景的，应该是什么都不说，在夕阳下的金黄中深情对视。

   

2、交通指南

公交：

运通106、运通114、332、运通116、333、394、718、808等到北大西门。地铁4号线北大东门下。

汽车都得从西边的机动车门走，按时间收费，在校园里开车，可别忘了慢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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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北京科技大学

   

1、推荐理由

(图片由网友 @我是来围观的 提供)

北京科技大学校园里有两排银杏树，在图西楼和综合楼（外国语学院楼）之间。每年的十月份，

银杏叶变得金黄，又慢慢地变成白色，站在中间的小路上望去，很是美丽。秋风袅袅，银杏叶就

开始片片飘落，铺满一地，踏上去就像走过一个季节。

   

2、交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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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公交307、690、484到北京科技大学下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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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潭柘寺

所属地区：门头沟    花费预算：80元    最佳时间：10月下旬    适合天数： 1天

   

1、推荐理由

(图片由网友 @来人把朕拖出去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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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门里的帝王树

位于京西始建于西晋的潭柘寺是北京地区最古老的佛教圣地，所以向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

城”之说。潭柘寺不仅院落宏大，殿宇雄伟，而且寺内的古树名木繁多。

在潭柘寺内的毗卢阁前，矗立着两棵高大的古银杏(因我国高僧用银杏树代替佛门圣树“菩提树”

，所以寺庙中大多种有银杏)，其中东侧的一棵高达30多米，干周长达9米，其姿高大挺拔，郁郁

葱葱，为唐代所植，距今已有1300多年。相传在清朝，每换一个皇帝此树都要长出一条小干，久

之会与老干重合。当然这是迷信的说法，因为银杏树根部滋生出小干，属于它的生长特性，而清

乾隆皇帝却就此封这棵古银杏为“帝王树”，同时又封西侧辽代时配植的一棵为“配王树”。有

趣的是，当年配植者错配了“鸳鸯”，这两棵树都是雄株不结果，而东边行宫院的两棵明代雌株

银杏，每年秋季却是硕果累累。

门票：55元  

电话：010-60861699

   

2、交通指南

一号线地铁苹果园站，出站后在西侧公交站台换乘931路公交车，终点站即是。

自驾车路线：

1、西三环莲花桥沿莲石快速路向西，至门头沟区石门营环岛左转，沿108国道行驶15分钟即到（

沿途经过西四环沙窝桥、五环衙门口桥、石门营环岛前有潭柘寺景区道路指示牌）

2、西三环航天桥沿阜石快速路向西，至门头沟区双峪环岛左转，至石门营环岛直行，沿108国道

行驶15分钟即到（沿途经过西四环定慧桥、五环晋元桥、金安桥、双峪环岛、石门营环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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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大处公园

所属地区：海淀   花费预算：80元   最佳时间：10月下旬-11月上旬    适合天数： 1天

   

1、推荐理由

大悲寺800年古银杏 

北京的寺庙里，八大处公园也是秋季赏银杏是不错选择。

八大处公园的银杏树主要分布在寺庙内，大多为百年以上的古树，特别是大悲寺内的两株古银杏

树，树龄在800年以上，近日来，黄叶纷落，满地碎金。灵光寺内银杏树正枝繁叶茂，观音殿前、

佛牙舍利塔前的银杏树，到了十月下旬就正值最佳观赏期。

八大处最值得游览的地方有三处：一为灵光寺，中有巍然耸立的佛牙舍利塔、沧桑古朴的辽代画

像千佛塔基、锦鳞嬉戏的金鱼池、气象恢宏的“罗汉墙”与“心经壁”；二为大悲寺，大雄宝殿

中有元代著名雕塑家刘元塑造的十八罗汉，形神兼备、栩栩如生；三为布局严整的香界寺，佛像

供器齐备。尤其可观的是大雄殿下的两通龙首龟座御碑，碑上分别镌有清代三帝康熙、乾隆、嘉

庆的文墨。

门票：普通票10元/人 优惠票5元/人

   

2、交通指南

公共乘车：347路、389路、622路、972路、958路终点站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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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玉泉路至苹果园站之间均可换乘公交车抵达公园。

自驾

：西五环路八大处出口下，沿八大处路约二公里即到；或者西四环四季青出口下，沿杏石口路至

八大处路。距门区不超过100米，有三个停车场，共计1200个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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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塔寺

所属地区：海淀   花费预算：30元   最佳时间：10月下旬    适合天数： 1天

   

1、推荐理由

(图片由网友 @不说瞎话行么 提供)

据说五塔寺里的两棵银杏树的树龄仅次于潭柘寺的那两棵。秋日里的五塔寺吸引了很多人到那里

作画。

五塔寺同时也是石刻博物馆，里面残碑累累，从重修某寺碑到耶稣造像，魏忠贤的造像。以前凤

凰岭被盗的北魏造像也寄放在此，以前未修整的时候残碑累累，绿草黄叶，让人徒生怀古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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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新修了很多房间，气氛差了很多。但是仍是一个游玩的好去处，而且人不多。塔为金刚宝座

塔，可以登。

地址：国家图书馆对面，沿河东行，即可看到。

门票：成人20元/人，学生10元/人

开放时间：09:00-16:30，16:00停止售票，周一休息。

注意事项

：五塔寺（真觉寺）内石刻众多，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会看到许多惊世之作，难免心潮澎湃，此时

，一定要注意控制情绪，千万别认为自己也是一名杰出的“雕刻家”，到处乱涂乱抹，信手涂鸦

，给文物造成不可弥补伤害，而自己也会随着这一失手，铸成千古遗恨，最终会在具有社会公德

人士的嘀咕声中，遗臭万年。

   

2、交通指南

在北京市区内乘坐320、332、717、941、运通102、105、106、特4、特6路公共汽车国家图书馆站

下南行，遇河沿北岸小马路西行约500米即到；或乘坐27、102、103、105、111、601、612路公共

汽车白石桥站下穿过首都体育馆见河西行即可。也可游完动物园后从动物园北门出园，即可到达

五塔寺的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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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西山大觉寺

所属地区：海淀   花费预算：30元   最佳时间：10月下旬-11月中旬    适合天数 ：

1天

   

1、推荐理由

千年银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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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来人把朕拖出去 提供)

在无量寿殿前的左右各有一株银杏树。北面的一株雄性银杏，相传是辽代所植，距今已近千年历

史，故称千年银杏、辽代“银杏王”。银杏树高25米左右，胸径7.5米。乾隆曾写诗赞誉：“古柯

不计数人围，叶茂孙枝缘荫肥。世外沧桑阅如幻，开山大定记依稀。”

还有一株银杏树极为奇特，树龄不很长，大概300多年历史，但是树的主干周围又滋生了九棵小树

，形成了独木成林的奇观，被人们形象的称之为“九子抱母”，看上去就像九个孩子在围抱着自

己的母亲，“九”是阳数之极，也是非常吉祥的数字，树周围能长出九棵小树来，这也是非常奇

特的事情了。

门票： 20元/人   11月1日后票价则为10元/人。

电话：010-62456163

   

2、交通指南

公交

：大觉寺公交车：从颐和园半小时一趟903路公共汽车直达，346、933等在周家巷换乘903路或摩

的小面。

火车：在北京南站或丰台坐火车到大觉寺下。

自驾车：颐和园到太舟坞后向左走老路过温泉有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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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万寿寺

   

1、推荐理由

(图片由网友 @我是来围观的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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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水马龙的西三环边、长河畔，有一座建于明代的古寺万寿寺，曾是皇家专用庙宇。古寺面积并

不大，里面分布着不少参天大树，其中最有名的是天王殿前的两株古树，合称“春秋树”，另外

就是耸立在碑亭两侧的一雄一雌一对古银杏树，秋天满眼金黄，堪称寺中一景。

 

提示：参观门票20元/人，9:00~16:00开放，每周一休息。

   

2、交通指南

乘323路、374路、817路、811路万寿寺站下车，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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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国家图书馆

   

1、推荐理由

(图片由网友 @我是来围观的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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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古树伴书香

很多人并不了解，位于海淀的国家图书馆其历史上是元代大护国寺，因此在这里也藏身两株有700

多年历史的古银杏树，矗立在旧的国图主楼西侧，它们被一片草地包围着，像一对从容的老者，

春华秋实，淡定面对历史变迁。

提示：国图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9:00~21:00，周六至周日 9:00~17:00，法定节假日不闭馆。

   

2、交通指南

可乘坐地铁4号线或105路、106路、323路、717路等公交车国家图书馆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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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郭沫若故居

   

1、推荐理由

沾惹银杏叶上的诗意 

(图片由网友 @来人把朕拖出去 提供)

        什刹海柳荫街的恭王府鼎鼎大名，“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这句话更成了

恭王府门口排队扎堆儿的三轮车师傅的口头禅。殊不知在它对面的郭沫若故居则是一处赏银杏最

佳的幽静之地，仅一墙之隔，马路上的熙来攘往、热闹喧哗，全都听不见了。坐在院内长椅上，

只有阳光和鸟声，坐在树下看书，阳光洒下来，宁静而温暖。宅院内有银杉树、松柏、海棠、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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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等等，都是郭老夫妇当年亲手种下的。 

银杏是郭沫若最钟爱的树种，他曾誉之为“东方的圣者”，“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 并

这样礼赞银杏：“梧桐虽有你的端直而没有你的坚牢；白杨虽有你的葱茏而没有你的庄重。”如

今郭沫若故居外层院里生长得最茂盛的就是十余棵银杏树。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妈妈树了。这棵

银杏树是当年郭沫若的夫人回南方养病时，郭沫若和孩子们在西山大觉寺移来的。为了让孩子们

祝愿妈妈早日康复，郭沫若给这棵银杏树起名“妈妈树”， 默默祝福着与自己共患难的妻子能像

顽强的银杏一样，战胜病魔，早日回到孩子们的身边。郭沫若一家把这棵银杏当成自己家庭的一

员，至今这株银杏树仍在院中茁壮挺拔地生长着。

提示

：郭沫若纪念馆9:00~16:30，周一闭馆，门票20元，学生半价。另外，附近的辅仁大学也是个闹中

取幽的去处。

   

2、交通指南

乘13路、107路、111路、118路到北海后街下车，路北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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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更多推荐

其实京城之中银杏树的分布其实挺广。如从官园桥到甘家口路段，从航天桥到阜城门路段，北二

环沿线、左家庄观赏林区、西坝河使馆区沿线，都种了银杏树。

如果你喜欢访古，那就去古寺里看看，因为高僧们经常选用银杏树来代替佛门圣树“菩提树”。

京西古刹潭柘寺、西山大觉寺、八大处大悲寺里，都有北京著名的古银杏。另外比较近的，有雍

和宫入口处银杏林阴道，这里银杏树年龄也有30年以上，树木浓密。只是碍于旅游团成车的游客

常在其中穿梭进出，欣赏起来多少有些打了折扣。此外门票价格不菲。建议在参观雍和宫时顺便

观看。 

(图片由网友 @不说瞎话行么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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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北京10大古银杏树

红螺寺唐代银杏

种植于怀柔红螺寺内大雄宝殿前，已有一千多年树龄。这两棵银杏十分奇特，雌株结果不开花，

雄株开花不结果。清代寺内僧人有诗云：“红螺寺院两银杏，雌雄异株分东西。西雄开花不结果

，东雌无花果实丰。”

龙泉寺古银杏

应植于明代，位于京西凤凰岭下龙泉寺内，树龄约四五百年(一说植于辽代，树龄已有千年)。

李自成拴马树

位于海淀区万寿寺路地质力学所门前，约为元末明初所植，已有600多岁。相传李自成攻入北京前

夕，曾在树下拴马露营。

北京第一古银杏树

现在密云县巨各庄镇塘子小学(唐代香岩寺遗址)内，植于唐代，距今已1300多年，为北京地区古

银杏之最。

香山饭店里的古银杏树

香山饭店原为清代皇帝行宫。贝聿铭设计为现代旅游饭店，为世界著名设计范例，其最突出特点

是建筑与环境的完美结合，这两棵数百年的古银杏树即被贝聿铭先生作为主要依托，设计在了水

光山色一体、古树奇石林立的饭店主庭院中。

潭柘寺“配王树”

银杏树在寺庙里一般都是雄雌成对种植，它是为了给“帝王树”配对后来补种的，故而称为“配

王树”，距今有600余年树龄。可惜种错了，两棵都是雄树，因此都不能结果。

潭柘寺“帝王树”

植于辽代，已有千年树龄，相传清代时每一代新皇帝登基继位此树根部都会长出一枝新干，以后

逐渐与老干合为一体，因此被来寺中游玩的乾隆皇帝御封为“帝王树”。

双清别墅内古银杏

此树相传植于金代，树龄约800年。它曾见证了毛泽东同志指挥渡江战役、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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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峰寺“白果王”

位于门头沟区永定镇岢箩坨村西峰寺内，植于宋代，距今已一千多年，是北京地区结果实最多的

古银杏，人称“白果王”。

兴善寺遗址古银杏树

位于海淀区苏家坨镇西埠头村，应植于明代，树龄约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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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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