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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蔚县最值得体验的9件事

你能想象在距北京直线距离仅仅150公里的地方，就有一座超过千年历史，且风貌完好的古城吗？

这就是蔚（yù）州古城（今河北张家口市蔚县），它始建于北周大象二年，重修于明洪武五年（

1372年），其建成史已然超过千年，民国2年（1913年）改称为今名蔚县。其极富原生态风格的旅

游资源芳华独具，故而“原生风貌”也是绝大多数旅行者对蔚县的行游感触。此次，我将带着大

家前往最能体现“古蔚州”本地人文文化与原生性旅游之休闲旅行目的地，去感受这片神奇土地

上的人、居、景。

   

1、走走古蔚州的老城墙

(图片由网友 @左耳说等你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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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平遥、大理、西安等古城一样，蔚县同样也是一座千年古城，其古老的风貌需要细细品嚼，而

最棒的方式，除了游荡古城街巷之外，你还可以越过护城河，登上仍旧保存完好的古城墙，从高

处俯瞰古城的沧桑、民居街巷的风貌以及古城南方的小五台山，必将亲眼得见古城的魅力风貌。

   

2、体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

(图片由网友 @可爱海小宝  提供)

蔚县是“中国剪纸艺术之乡”，剪纸传统历史悠久。在蔚县，从城区到村堡，处处都有剪纸作坊

和老剪纸艺人，如果你是个文化旅行者，建议体验一下。只需向剪纸作坊或老艺人请求一下，即

可在他们的指导下动手剪个喜欢的造型。注意，这项体验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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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空中草原”寻找雪绒花

(图片由网友 @工藤凯儿  提供)

你知道吗？奥地利的国花名叫雪绒花，号称“勇敢者之花”，在西欧一些国家是赠送贵宾的“礼

品花”。你可能还不知道，此花不仅欧洲有，在中国的蔚县空中草原也有。每到夏秋季节，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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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的空中草原山顶草甸上，漫山遍野的野花中，就有雪绒花的身影，而且还不少嘞。怎么样，带

上你的伴侣、妻儿，去空中草原寻找雪绒花，是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4、古村堡访问明清民居

(图片由网友 @东京的那樱花  提供)

相传蔚县有“八百村堡”，各村都有古色古香的大户民宅，如今实际数字虽不到800，但具有明清

古朴风貌的村堡仍有很多，如暖泉、西古堡、北关堡、中小堡、上苏庄、宋家庄⋯⋯拿着你的相

机，带上好奇心，走进那些分布在乡村地区的古村堡中，访问大院里的百姓、看看古村的建筑和

风貌，一定会得到有别于南方古村镇的别样感受。

   

5、小五台山采金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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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可爱海小宝  提供)

在户外旅行圈里盛传一句话：“不知道睡袋怎么装进背包的多，但不知道‘小五台’的少”。没

错，名声在外的小五台山正是在蔚县。小五台是户外旅行者的梦想之一，每每气候适宜的季节，

总有络绎不绝的驴友前来攀登挑战，很多驴友就是从小五台体验之后才开始攀登雪山的。即使不

是户外迷，你也不能拒绝这迷人的风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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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春节参加暖泉古镇“打树花”

(图片由网友 @旅行者360  提供)

或许你见过一张金水四溅的民俗活动照片，那就是蔚县打树花（也叫打铁花）民俗表演。每当传

统节日来临，蔚县人就以沸腾的铁水取代通常的烟花爆竹，飞溅到夜空中的城堡堡门上。这一独

特的民俗，已有300多年历史，代代相传，经久不断。冬春季节来蔚县，可以错过美食，但万不可

错过打树花表演。

   

7、蔚州古城体验“问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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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0点旳暧昧  提供)

如果你对占卜术有些许好奇心，建议你在蔚县古城里体验一把，因为纵观国内，毕竟可以公开提

供占卜服务的地方凤毛麟角。在蔚县古城里就可以找到不少专门经营占卜问事的人家。无论你是

游客还是本地人，都可以来到挂师家，随时启一卦，信不信在你，终归是种稍有的体验，多则10

余元，少则3、5元（推荐一家：蔚县古城十字街往东100米路南，牌楼东路12号院，裴姓先生，电

话：0313-7217040。）相信我，这是很好玩的体验。

   

8、观上苏庄“拜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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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0点旳暧昧  提供)

每年农历正月元宵节之前几天，蔚县东南山脚下的上苏庄就会人流涌动、十分热闹。这是村民们

在进行一种神秘的祭祀活动——拜灯山。这是一种拥有400多年历史、几乎在国内已经消失了的隆

重祭祀仪式，如今被以社火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届时，人们争相观看由数百只陶瓷灯盏摆成并点

燃的吉祥字样灯火图案，并频频拜祭祈求平安。配合着还要唱大戏，耍社火。有时候，北方的传

统祭祀活动，显得更加原汁原味，不受商品社会的因素干扰。拜灯山，可以说是一种相当纯正、

引人入胜的民俗祭祀活动，值得一观。

   

9、看一出正宗民间秧歌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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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东京的那樱花  提供)

蔚县秧歌，又被称为蔚州梆子，产生于明末清初的民歌小调，后被继承下来并广泛流传。蔚县秧

歌融合了陕西秦腔、山西梆子和京腔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出蔚县南来北往交会四方的地域文化风

貌。在蔚县古城停留之际，不妨趁机体验一把热闹夸张的华北民间秧歌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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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蔚县概述

(蔚州古城游览示意图) 

   

1、地理

蔚县地处河北省西北部，东临京津，南接保定，西依山西大同，北枕塞外古城张家口。处在恒山

、太行山、燕山三山交汇处，全县呈盆地状，南部深山、中部河川、北部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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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

蔚州，其实自古就是“胡汉杂居”、南北兵家必夺之地。南下进攻，匈奴、契丹、鲜卑南下，越

太行、破蔚州即可直捣中原；自卫防守，是唐、宋、明抵御蛮夷胡服入侵汉邦腹地的漠南防御屏

障。在长达五百多年的明清时期，古蔚州始终商贸繁华，而商贸的发展也滋养了生活在这块土地

上的汉人、匈奴人、契丹人和蒙古人，使这片土地上的后人——蔚县人，变得朴实而强干。

   

3、文化

相对于“蔚县”这个名子，似乎“蔚州”（名自燕云十六州）更有味道，因为无论从气候、人文

、吃食、风俗、口音等方方面面来说，它都不完全与北面的张家口、西面的山西、东面的京畿地

区相同，是个特立独行的地区，也是三方文化激烈碰撞之地，仅仅给个“县”的号难免委屈了它

，如果在“蔚”字后面加个“州”字才更加贴切。

蔚县古迹、古城、古村堡的原生性完好，其绮丽的自然风景同样引人入胜，特别是雄奇险峻、气

势磅礴的太行山——空中草原和小五台山自然生态保护区，更是让人无穷回味。这种杂糅的结果

，也正是蔚县旅游的魅力所在。悠久的历史和杂糅的地方文化，使这座屹立千年的古城与周边古

镇留下了令人惊叹不已的人文景观和独特的民俗文化。例如“一条黄金线（文化生态旅游），两

日休闲游，观三名（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四古（古村堡、古寺庙、古戏楼、古

民居），赏五朵金花（窗花、树花、雪绒花、雕花、杏花）”。

村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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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旅行者360 提供)

在欧洲，我们可以看到分布于整片大陆的军事要塞，即使数百年之后，依然作为战争史的证据矗

立在当代。同样历史上充斥着战争的东北亚大陆，事实上也留下了类似的物证，如果在河北西部

的空中俯瞰，那么蔚县就处于一个凹陷的盆地之中，在这些纵横沟壑上有着一些方格般大大小小

的村落，这些村落都封闭在自己的城墙内，它们是明代以来的军事古堡。

蔚县历史上有“八百村堡，八百戏楼”之说，真可谓是有村便有堡，见堡则是村，有村比有戏楼

。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堪称一绝，实乃奇观。放眼全境，不论是南山脚下，北部丘陵，还是

壶流河两岸，随处可见一座座古老、雄宏的城堡。东至桃花堡，西至暖泉堡，南至黑石岭堡，北

至白草窑堡，城连着城，堡连着堡，若繁星点点，呈气象万千。

古村、老屋、大树、城楼、井台、石板路⋯⋯这些看似土得掉渣的景物，却越来越被影视剧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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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每每会有各个名牌剧组前来取景、拍摄，当剧组进入拍摄阶段，也根本不用耗费太大人力

物力，布景工作十分简单，于是这些“老掉牙、土掉渣”的僻壤穷村，反而成了导演眼中的香饽

饽。

蔚县村堡历史久远，风格各异。规模大小、建筑格局、用料和建筑技术都有不同，但这一座座古

村堡是祖祖辈辈与西安人民的勤劳、智慧与创造的结晶，是文化、民俗与建筑艺术的完美融合。

随着时代的变迁，蔚县的众多村堡，早已不再用于防御自然灾害和战祸的屏障，但仍保存了一大

批风貌完整的古村堡，接待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人。在蔚县众多的古城堡中，保存较好的有西古

堡、宋家庄、北方城、白后堡、白中堡、白宁堡、白南场、小饮马泉等堡。规模较小，但保存完

整的以沙涧堡、大固城堡、白草窑堡、西北江堡等为代表。

秧歌戏：

蔚县秧歌又称蔚州梆子，是蔚县独有的一种地方戏曲，曾经被郭沫若称为“百花丛中一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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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县在悠久的历史中，就保留了诸多的戏俗。当时农村多唱蔚县秧歌，八大镇多唱蔚州大戏，社

戏多唱秧歌，神戏多唱大戏，弦子腔有固定的台口，蔚州道情多在县城内演出。昔日，蔚县地方

唱戏，名目繁多，说法不一。按不同的演唱目的，可分为以下几类。

庙戏：庙戏只专为某庙某神唱的戏，往往是死日子戏。如每年四月十八奶奶庙会戏，五月十三关

帝庙关公圣诞戏，五月二十七城隍庙城隍爷生日戏等。

社戏：社戏即农村春秋两季，为祭祀土地神而唱的戏。秋收已毕，各村唱台社戏，称之为谢茬戏

或谢场戏，一般为活日子戏。

堂会戏：堂会戏又称院戏。旧时富豪人家在自己的深宅大院里建有戏楼，每年定时或不定时清戏

班在自己的深宅大院里演唱，主人既可亲自点戏，又可以在家里看戏，避免拥挤，显得非常气派

。县城郝家大院（现党校地址）曾有戏楼，每年都要唱几次堂会戏。

开市戏：开市戏是八大镇的商家出资唱的戏，为祈求在新一年，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由商家行

会清来戏班，演唱三天，时间多在正月十五前后。

开光戏：开光戏是为庙宇建筑落成或神像雕塑竣事，选择良辰吉日隆重庆祝而演唱的戏。因塑像

雕塑好后，要举行一个所谓的“开光”仪式，故演唱的戏称做“开光戏”。

迎亲戏：旧时富豪人家，婚配嫁娶时，为祝贺新婚之喜，显示富有，特请来戏班演唱三天籍以助

兴。届时，庭堂大摆酒筵，吹鼓班子吹拉弹唱，而戏楼上则是管弦伴奏轻歌曼舞，为燕尔新婚平

添了几分热闹。

民间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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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东京的那樱花  提供)

蔚县社火俗称“耍社火”。每年农历大年初一天亮前，家家户户在门前要点“旺火”，接着响鞭

炮，奏响一年一度社火的序曲。

蔚县民间社火内容十分丰富，现在流行的大约有30余种，各乡镇都有各自的特色，其中暖泉花灯

、白乐船灯、庄窠秧歌最具代表性。比如，暖泉有“花灯之乡”的称号，传统的赛灯活动使当地

百姓不吝精工细作，造就了千姿百态的花灯，挂的灯，提的灯样式之多、设计之妙、制作之精令

人叫绝。当然，在蔚县还有一些特色社火也很独特，比如“抬阁”、“灯影戏”、“舞狮”、“

高跷”和“拜灯山”，这些都是逢年过节中必不可少的经典表演项目。

蔚县民间社火，带有浓郁的民间习俗，数百年而不衰，沿袭至今仍有蓬勃的生命力，是“最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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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真实、最生动的文化遗产”，是对蔚州祖先文化的一种崇拜。

 手工艺剪纸：

蔚县人最喜欢在窗户上玩文化。蔚县剪纸与其说是剪出来的，倒不如说是“刻”出来的，因为其

主要采用阴刻结合的刻法刻制，后又加以点彩染色而成的彩色剪纸，这在中国剪纸界算独树一帜

。

 打树花：

                                               20 / 69



�������

蔚县：剪纸之乡

(图片由网友 @旅行者360 提供)

蔚县暖泉镇，镇子古朴袖珍，镇内有北官堡村，那里有一座古迹斑驳的村堡门楼十分高大，距今

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在城门正面，有一大块很厚的锈皮儿，从远处看像城墙的伤疤，有点很难

。但走近看才知是铁锈。在城门上，怎么会有这样大的一块铁锈呢？原来，这就是蔚县的一项特

色的民俗活动——“打树花”的杰作。简言之，打树花就是把熔炼后的铁水抛洒到高大的古堡门

上。在漆黑的夜空，那炽热的铁水，被抛在空中，冲向城墙，经过撞击后再向四周散去，这就是

壮观震撼的民俗打树花仪式。

打树花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也称铄花。历史上暖泉的铸造业比较发达，当地百姓受铁花的启发，

逢年过节便将废铁熔炼成铁水，扬抛甩溅在堡墙上自娱自乐，便打造了人间独一无二的、特殊的

民俗艺术——打树花。

如今，每逢正月，暖泉镇都要在北关堡举办多场次的打树花表演，每到这个时候都是小镇最热闹

的当口。“打树花”时，艺人们头戴湿帽，翻穿羊皮皮袄，脚裹遮火布帘，将熔化的的铁、铜、

铝水装入特质的容器内，用在冷水中浸泡的柳木勺子，将熔水一勺接一勺地向堡门墙上泼洒，均

匀连贯，泼洒位置恰到好处，不偏不斜，不高不低。随之出现的便是一朵朵绚丽的火花，同时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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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发出像爆竹一样的噼噼啪啪响声，飞溅的火花形成一个个环绕堡门上方的半圆形图案，将天

空、大地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形成“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壮观景象，祈盼来年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六畜兴旺、丰裕富足。

赶大集：

(图片由网友 @旅行者360 提供)

蔚县地处冀西北边缘，虽弹丸之地，却是东通京、南邻冀、西接晋、北往察的战略要地。暖泉镇

位于晋冀交汇处，很早便是商贸集中地，人们做买卖的历史久远，也是蔚县八大集镇之一，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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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就有着阴历二、五、八赶集的传统。在蔚县赶集是一种莫大的享受，穿行在古色古香的古镇

人流中，满眼都是色彩斑斓、各式各样的农副土特产品，人人脸上洋溢着喜庆的表情，不知不觉

，你也就被感染上了快乐。

   

4、最适合去的时间

虽然仅为小小县域，但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却充斥了一年四季，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游点和看点。

如：

春季：蔚县县城和各个堡（村）每到腊月至正月期间，都会举办地方色彩浓郁的民俗社戏与庙会

，届时将集中登台亮相。如暖泉的打树花节、蔚县县城的社戏大串演、上苏庄的拜灯山⋯⋯不胜

枚举，各地摄友影人、游人纷纷前来采风、观演、凑热闹，十分隆重热闹；

夏季：小五台山、飞狐峪和空中草原三处著名的自然景观成为了夏季的主角，避暑、登山、科考

、夏令营、度假、采风摄影是这些目的地种最棒的体验方式，如果你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蔚县

生态游的最佳黄金季；

秋季：古村堡、文物古迹、采摘是此时来蔚休闲的主旋律，走走蔚县古色古香的“八百村堡”、

访访众多的原生态古民居、游览一番国宝文物建筑，准保样样都让你称心，记住，临走的时候别

忘了带上点味道纯正的蔚县农副特产和瓜果；

冬季：往往北方地区冬季多比较萧条，但蔚县恰恰相反。民俗浓郁的冬季蔚县，除了在各村陆续

准备或正在上演着的社戏、祭祀活动之外，跟着熙熙攘攘的当地人赶一赶热闹的民俗大集，逛一

逛著名的剪纸村（南张庄），甚至可以在剪纸作坊里面亲手体验中华瑰宝、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蔚县剪纸。当然，冬季还是最能产生民俗摄影佳作的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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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蔚县主要风景及看点

（蔚县旅游景点分布图）

   

1、蔚州古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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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可爱海小宝  提供)

千年古城——蔚州，如今是河北张家口蔚县县政府的行政所在地。就像大理古城、平遥古城一样

，蔚州古城的旧城区今也得以保留。可惜的是，近年来未经人为破坏，新城区毗邻老城而建。据

《蔚州志》记载，蔚州古城周七里十三步，城墙高三丈五尺，城门楼三座，角楼四座，三级敌楼

二十四座，垛口一千一百余，东南西各有城门，三门外均建有高大雄壮的瓮城⋯⋯

由于特殊历史等原因，蔚州古城曾遭受了一定破坏，南、东城墙几乎全部被毁，但古城风貌基本

没有改变，加之古城内衙署、寺庙、楼阁、民居众多，仍有明、清古城遗风。如今的古蔚州城保

存较好的是北城墙和西城墙的北段，总计约长1600米，高约12米，外有护城河。东、西城门已毁

，仅存南城门，为景仙门（楼为万山楼）。鼓楼文昌阁保存完好。蔚州古城为不规则形，南面宽

阔，北面狭小，东、西两面多弯不平直。城内只建东、西、南三门，没有北门，而在北城垣上修

筑有玉皇阁。城内以东西南北四大街为主干道，形成以文昌阁（鼓楼）与南门（万山楼）对称，

南北大街为中轴的古城建筑格局。当你穿过崭新气派的蔚县新城区，再踱入沧桑的蔚州古老城区

，一种穿梭时空的感觉油然而生。

开放时间：全天/全年

门票：无

游览时长：2-3小时

周边食宿：古城内主街沿街有许多饭店和小食店，一般价格不贵，不必担心用餐。古城六街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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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供干净且经济的住宿环境。

   

2、南岸寺塔

(图片由网友 @东京的那樱花  提供)

南安寺古塔位于蔚州古城南门西侧塔巷内。该塔应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近1500年历史，现存

南安寺塔之造型为辽代建筑风格。南安寺塔高超过32米，为13层密檐式砖塔。古塔整体被分为塔

基、塔座、塔身、塔刹四部分。塔基为石铁丝垒砌须弥座，塔座砖砌八角形，正四面浮雕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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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下层稳中有降隅浮雕，形门，门楣上浮雕二龙，格心三交六碗棱花，余四面雕盲窗。

有意思的是，民国14年直奉军阀混战时，南安寺塔身东侧第1-3层曾被炮弹击中，现在还依稀可见

修补后的弹痕印记。就在南安寺塔下的院子中（现为民宅），有一处剪纸作坊名曰“喜花剪纸厂

”，每天人们就从古塔下来来往往进进出出，显得很有生活气息。

地址：蔚县古城六街塔巷15号

开放时间：全天/全年

门票：无

游览时长：1小时

电话：喜花剪纸厂 13903234631 王军

 旅人提示：在游览南安寺古塔的同时，不妨前往喜花剪纸作坊参观一番，别有一番情趣。

   

3、西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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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工藤凯儿  提供)

西古堡就在大名鼎鼎的历史文化名镇——暖泉镇内，它是典型的“堡中堡”，所以又被称为寨堡

。西古堡始建于金时期，堡门处设有瓮城，定型于明代嘉靖年间，增建重修于清后期，是国内现

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古村堡之一，2003年被河北民协命名为“古民俗之乡”。

西古堡规模虽小，但设计却十分巧妙，可称堡中精华。全堡四位正方，主体以黄土夯砌。其北南

各有小型砖土瓮城一处。南、北瓮城相对形成了村堡主街道，堡内自东向西各有三条从街巷，沿

堡墙外围还有“更道”一圈，若从高处俯瞰此堡，应为“国”字形布局。如今，西古堡内约有明

清时期的古民居院落180余处，这些民居大多为砖木结构，青基石条。随便走进哪家哪户，都可见

讲究传统格局的房舍和精雕细刻的砖、石、木构件，堪称北方地区最具明清风貌的古村落。在西

古堡内，除了古民居之外，堡门、南北瓮城、古街巷、地藏寺、大戏楼和财神庙等古迹遗址也特

别值得一游。

地址：暖泉镇西古堡

开放时间：全天/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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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无

游览时长：3小时

旅人提示：

可在古堡内游览的同时，访问一两家地道的本地古民居住户，和他们随意交流一下古堡内的生活

趣事，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4、玉皇阁

(图片由网友 @工藤凯儿  提供)

建于明洪武年间的玉皇阁，也被称为靖边楼，位于蔚县古城的北城垣之上，是一座雄伟高耸的三

层阁楼古建。它始建于明初洪武十年，后于清代几经修复拓建。

玉皇阁坐北朝南，分为上下两进院落。从南到北依次为天王殿、小门、玉皇阁大殿。下院由天王

殿、东配殿和禅房组成，由十八级条石台阶跨入小门为上院，小门两边为钟鼓楼，正面就是玉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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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大殿。这种布局形式在我国实为少见，充分体现了道家的思想形态。在玉皇阁大殿前的廊下，

有明清各朝时期的始建、重修碑刻若干，其字迹多清晰，碑刻均完整。玉皇阁其实宏大，建筑雄

伟，对于研究我国明代时期古建筑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地址：蔚县古城北城垣

开放时间：7:30-17:00/全年开放

门票：20元

游览时长：1小时

旅人提示：6人以上团体参观，可以5折购票。

   

5、暖泉古镇

暖泉镇，在蔚县的最西端，与山西灵丘县接壤。暖泉镇一直以来都是蔚州八大商业集镇中最活跃

、最独特、最古老的地方。其历史十分悠久，并以泉水、集市、商贾民居及民俗文化而闻名于世

。据史料记载，此地在尧、舜时期属冀州，商周时属代国。明清时发展为“三堡、六巷、十八庄

”，达到小镇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土著先民在小小的暖泉镇连修北官堡、西古堡、中小堡三个城

堡，足见此镇人居和军事防御的双重功用不可小觑。

逢源池：暖泉镇中心有一方形的水池，清的泉水从地底的细沙中汩汩涌出，名“逢源池”，其水

清如鉴，夏凉冬暖，寒冬腊月水面积气如蒸。泉水从地下穿亭而过，亭前有一过流水井，石砌八

角形水井一眼，故称八角井。“水过凉亭八角井”是蔚县“八大胜景”之一。   

王敏书院：位于暖泉镇文化站院内，元代建造，明清两代、中华民国均重修，1984年政府曾再次

投资修缮。书院占地625平方米。王敏书院系元代工部尚书王敏私人书院，现存建筑有正阁亭5间

。书院东侧有魁星楼一座，分上中下三层，登楼可览南山景致。

地址：蔚县城西16公里暖泉镇

开放时间：全天/全年开放

门票：无

游览时长：2-3小时

食宿：暖泉镇上缺少像样的住宿和用餐地点，建议返回到县城内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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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暖泉镇的卫生条件堪忧，镇上缺少公共厕所，且常常遇到难以下角的尴尬状况，建议游者尽量在

蔚县县城内清理内存后再前往暖泉。

   

6、宋家庄古村

(图片由网友 @左耳说等你  提供)

宋家庄是蔚县著名的古村堡之一。宋家庄古色古香的明清风格村景，先后吸引了不少影视剧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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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拍摄取景，如《甲方乙方》、《鬼子来了》等。如今宋家庄全村约100多户人家，主街两侧古

民居院落排列有序，砖雕、木雕、石雕精美。

其中有三处大院最值得一看：

邹家大院，明清风格富商院落，在村子的穿心戏楼旁院；

韩家大院：明清院落，在堡子中心主街道左侧北端，现为民居，保存完好；

韩家镖局大院：明清镖局大院，在村内东南角，现为民居。

最为奇特的是，宋家庄建有穿心戏楼，戏楼建在通街大道上，台基中间为空心通道，以木板铺盖

，上能文唱武打，下能通车行人，从远处遥望，依稀一座空心楼阁，别具情趣。穿心戏楼为蔚县

戏楼一绝，实属罕见。

地址：蔚县城南6公里

开放时间：全天/全年开放

门票：无

游览时长：1.5小时

旅人提示：

宋家庄游览时可以征得那些明清风格的院主人同意后，进入院内、室内参观、访问、拍照，里面

的砖、石、木雕更精彩。

   

7、重泰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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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工藤凯儿  提供)

走过一段崎岖的村路后，重泰寺很快出现在阎家寨村北的高岗上。如今寺内建筑布局仍旧规整如

初，是现存张家口地区规模较大保护完整的一座佛教寺庙建筑群。重泰寺始建于辽，明弘治九年

（1496年）改建，名为三圣寺，后又重修改名重泰寺，清代曾几次重修。现在寺内保存的建筑有

山门、钟鼓楼、弥勒殿、天王殿、千佛殿、观音殿、水罗殿、三教楼、藏经阁及东西配殿等古建

，各殿均有壁画。

开放时间：全天/全年开放

门票：无

游览时长：1小时

食宿：重泰寺周边没有食宿地点，需要返回到县城内解决。

旅人提示：寺庙各个殿堂内有为数不少的精美彩绘壁画，堪称一绝。

   

8、古道奇峡-飞狐峪大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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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旅行者360  提供)

飞狐峪是穿越太行山、燕山、恒山三条山脉交汇处的一条历史古通道，是为太行八陉之飞狐陉，

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出蔚县城南15公里到北口村，穿村而过就进入飞狐峪，也叫“北口峪”、

“四十里峪”。

这峪曾是历史上连接华北平原与塞外千里大漠的古道，所以也称“飞狐古道”。飞狐峪是崎岖蜿

蜒的峡谷，绵延20多公里。山势险峻，峡谷幽深。飞狐岭也是古战场，现在还流传着一段段美丽

动人的故事，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四十里飞狐胜景，迷宫奇物天作成。如今山路开通，成为寻史

觅遗的绝好去处。

地址：蔚县宋家庄镇北口村

开放时间：全年/全天

门票：50元

食宿：飞狐峪山口九龙村旅游度假村（0313-2904358，普通间80元）、飞狐饭店（0313-719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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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间198元）都可提供食宿接待。

电话：0313-7194255

游览时长：3小时

旅人提示：

飞狐峪门票已包含含九龙山旅游度假村、飞狐峪、空中草原三大游览区，游览飞狐峪后可连同空

中草原一同游玩，推荐安排1天上行程。若请导游费50元/次。

   

9、百花盛开的空中草原

(图片由网友 @东京的那樱花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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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草原在蔚县城西南38公里的蔚县与怀来交界处的甸子梁上，海拔高2158米，面积36平方公里

，因其高峻平坦而被冠以“空中草原”。空中草原不同于坝上草原的“风吹草低”，又有别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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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草原草色单一的状况。中部是一望无际，坦荡如砥，绿茵如毯的高山大草甸。北部是8000余亩

的原始森林说是草原，十分幽深。从春天金色的蒲公英盛开，到盛夏时节的波斯菊、野罂粟随风

起舞，再到深秋洁白的雪绒花、金莲花面世⋯⋯一茬一茬陆续开放，使得这里成了“万紫千红春

常在，月月季季景不同”的花之海洋。无论冬夏，空中草原台地上都有一处万年不溶的天然大冰

窖，人称“万年冰冻”，十分神奇。

地点：蔚县飞狐峪西甸子梁空中草原旅游区

开放时间：全天/全年

门票：50元（飞狐峪、空中草原通通票）

游览时长：6小时以上

电话：0313-2904358

食宿：空中草原景区内没有旅游饭店和宾馆，游人需要在飞狐峪山口或蔚县县城食宿。或者自备

露营工具，在空中草原营地野餐食宿。

飞狐饭店：0313-7194168、7194255，标准间198元。

旅人提示：小型游览团队购票，可八折优惠。

   

10、原生态上苏庄古堡

上苏庄，俨然一处名不见经传的古朴小山村，村子不大，可看可玩的内容却很多，村容村貌极具

原生态画面感。上苏庄堡位于宋家庄镇东南山脚之下，现有600多户，是蔚县城南地区最为古老，

且民风淳朴、民俗独特的一个村堡。每年的农历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上苏庄堡都人潮人

海地十分热闹，因为一年一度的上苏庄拜灯山的民俗社火活动正在热火朝天的上演着。这一活动

历代相传，延续至今大约已有400多年，是蔚县正月期间古老而独特的社火景观。有人说上苏庄是

“戏窝子”，这话不假。只要你到上苏庄，随便找个人就会喊几嗓子唱几句。

拥有400都念建村历史的上苏庄，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地道的民俗传统，比如：除夕午夜祭冰灾、正

月初八拜人子、家家户户竖灯杆、春节两次贴春联、元宵三天拜灯山、二月二吃面茶等风俗。电

视剧《敌后武工队》、《亮剑》、《飞》、《狼毒花》等都是看上了上苏庄古堡的村貌和人文氛

围，在这里拍摄了大量镜头，使它开始走上了荧幕。

开放时间：全天/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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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无

游览时长：2-4小时以上

食宿：村内及周边不能提供旅游食宿，游客需到蔚县县城食宿。

旅人提示：上苏庄不通公交车，游人前往一般是自驾车或打车前往，打车大约30元。

   

11、中国剪纸第一村——南张庄

(图片由网友 @左耳说等你  提供)

蔚县是中国著名的剪纸之乡，一种以阴刻为主、阳刻为辅的点彩剪纸。蔚县剪纸也是全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之一。在蔚县，以剪纸为特色的村庄不少，其中有代表性的“南有南张庄，北有北水头

”，但称得上中国剪纸第一村的，就要属南张庄了。

实际上，蔚县剪纸的发源地就是蔚县城南郊的南张庄村。如今的南张庄是全国最大的点彩剪纸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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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村和加工基地。从事剪纸行业的农户占总户数的60％，几乎家家户户开设了剪纸作坊和剪纸厂

，年产剪纸约300万套，年销售收入约为1500~2000万元。将蔚县剪纸艺术推向成熟阶段的一代宗

师王老赏以及周永明等著名艺人就出自南张庄。

开放时间：全天/全年

门票：无

游览时长：2小时

食宿：南张庄村近蔚县县城，游客可以在县城食宿。

旅人提示：

可以在南张庄村的家庭剪纸作坊体验动手剪纸的乐趣，也可以挑选购买精品剪纸工艺品。推荐参

观游览 “焦氏剪纸”

厂（地址：南张庄村南琉璃瓦厂西南），焦新文（厂长）13513133444、0313-7233784。

   

12、太行屋脊-小五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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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工藤凯儿  提供)

蔚县八景之一的“台山晓日”，所谓台山，即小五台山。小五台山保护区矗立在蔚县县城东南方

向，东西长60公里，南北宽28公里，东、南、西、北、中各有高山一处，又相互相连，其势连绵

起伏，峦峰叠嶂。仅海拔23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50多座，其中主峰“东台”（峰）为海拔2882米

，乃河北第一峰。小五台山的主要风景区是有杨家坪、金河口。保护区有丰富的生物资源，是我

国华北地区生物系统的典型代表，被称为“天然植物园”、“天然野生动物园”、“天然实验室

”。这里时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人文历史为一体的旅游景区。

开放时间：全天/每年5月~10月底开放

门票：60元/人（不含进山费10元/人）

游览时长：6小时以上

电话：（0313）7249138、7249020

食宿：小五台山保护区山上没有食宿接待（户外野营除外），通常需要在山下农家食宿。小赵之

家：住宿5元/人，炒菜5元/盘，电话13582410397；西金河口管理处招待所10元／床，电话：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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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0024（包子和粥都很好吃）。

交通：去小五台山可以乘北京至蔚县的汽车，在西河营下车，再转乘到金河口的汽车或租车前往

；或者乘北京至涿鹿的汽车，在河东下车，再转乘到杨家坪的汽车或租车前往。

旅人提示：

游览小五台山需要付出足够的勇气和体力，是户外驴友的最爱之地，普通游客应量力而为。攀登

之时，推荐配备专业户外服装及装备，并结伴而行，最好聘请本地向导同行，推荐“小赵之家”

为你提供相关服务。

   

13、释迦寺

                                               41 / 69



�������

蔚县：剪纸之乡

 
(图片由网友 @左耳说等你  提供)

蔚县释迦寺位于蔚县南关西南隅，元朝初建时为庵，明洪武年间又改建为“释迦”寺。释迦寺坐

北朝南，规模宏伟。有照壁、钟鼓楼、引桥、碑亭，现存三座大殿：前殿为“天王殿”。中殿建

在一个高大的砖砌平台上，面宽三间，建筑形式为单檐歇山布瓦顶，屋顶相当平缓，檐头和四个

翼角都翘起，具有明显的元代建筑特点，正殿檐下悬挂“拈花微笑”匾，殿内塑“华严三圣”。

后殿为“卧佛殿”，殿中塑卧佛。因此，此寺又称“卧佛寺”。

开放时间：7:30-17:00/全年

门票：无

游览时长：1小时

食宿：需要返回蔚县县城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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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灵严寺

灵严寺位于蔚县城鼓楼西街，为蔚县名刹之一，始建于金代，元末毁于战乱，后经重修，现存为

明代建筑。灵严寺坐北朝南，从南往北依次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禅房等，占地6

682平方米。现存天王殿、大雄宝殿、东西配殿四处古建筑。

据考证：灵严寺为明代司礼监大太监王振（蔚州人）奏请明英宗皇帝赐建的寺院，殿宇的建筑、

彩画等都很有研究价值，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开放时间：8:00-17:00/全年

门票：无

游览时长：1小时

食宿：推荐品尝马宝包子铺的蔚县小吃。蔚县京西宾馆、新蔚洲宾馆住宿。

   

15、魏象枢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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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工藤凯儿  提供)

魏象枢故居位于蔚县县城书院街。魏象枢，顺治年进士，蔚县人，康臣熙年间官至刑部尚书。魏

尚书生性耿直、情节直声，康熙帝曾赐额“寒松堂”。其故居现存有祠堂、读书楼等古建筑。

门票：无

游览时长：少于1小时

食宿：老城六街旅馆、京西宾馆、新蔚洲宾馆食宿。

   

16、代王城遗址及汉墓群

代王城遗址距离蔚县县城7公里，位于古城以东，是古代国的国都所在地。据测，这座古城平面呈

椭圆形，周长10公里，城设九门，现存的多处阙口，多属门地。城内高低错落不平，有明显的夯

土台基址，是当时宫殿基址所在。城内出土了大量战国、汉代绳纹陶片、陶壶、罐、豆等文物。

这座从远古走来的古城遗址，虽然经历里千百载的风剥雨蚀，承受了无数次的战乱之苦，但如今

尚存的断断续续的断壁残垣，看上去仍然逶逶迤迤，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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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王城遗址附近就是著名的代王城汉墓群，高大的坟墓群连绵不断，大者直径40~50米，小者也有

10余米，高在3~8米不等，很有气势，系汉代居住城中的贵族墓葬。1973年10月曾发掘墓群最西土

堆，出土了汉代陶器、玉器、五铢钱等器物，其墓葬保存完好。

开放时间：全天/全年

门票：无

游览时长：2小时

食宿：附近无食宿接待条件，需要返回蔚县县城就餐住宿。

   

17、赤崖堡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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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0点旳暧昧  提供)

赤崖堡风景区实际上是由一条很深的大沟构成，就在小五台山的北台之下。此沟野趣天成，游览

起来很有探险的味道。景区内主要以奇峰、峭壁、洞穴等自然景观为主，是探险、登山、攀崖的

理想之地。

开放时间：全天/全年

门票：无

游览时长：2小时

食宿：赤崖堡赵大爷农家：餐饮住宿，住宿5元/人，晚，早餐3元/人，电话：13091329349。

旅人提示：

如没有专业登山技巧和经历，亦无当地向导陪同的情况先，请不要尝试私自攀爬小五台山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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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十分危险。

   

18、金河寺及塔林

(图片由网友 @可爱海小宝  提供)

金河寺始建于北魏，坐落于小五台山金河口，是我国辽代著名的佛教胜地之一（辽代圣宗和道宗

两帝曾亲临该寺）。早在明清两朝，金河寺早都有重修，后仅存残碑断幢，直至2007年后再次重

建，才得以复现当年辉煌。如今在寺庙附近的小山上，保存有金河寺高僧灵塔五座，时代最早的

一座为辽代建筑，其余均为明代僧塔。

开放时间：全天/全年

门票：60元/人（景区游览套票，优惠价45元）

游览时长：2小时

电话：0313-724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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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宿：可住在金河山庄宾馆，标准间185元，电话：0313-5980615、13932381544；西金河口管理处

招待所10元／床，电话：0313—7240024。

   

19、壶流河水库

(图片由网友 @可爱海小宝  提供)

每次从蔚县县城去暖泉，都会路过一个面积颇大的水库，沿岸栽种着大片的树林，湖上有零零星

星的木舟渔船，很安静，特别在夏季和秋季显得更为静谧美丽。

这就是蔚县最大的水库——壶流河水库。壶流河水库位于蔚县城南12公里壶流河上游南山脚下，

可乘快艇、游艇、舢板在湖中自由驰骋，饱览湖光山色，也可悠闲自得地垂钓，修身养性。壶流

河水库的河鲜有虾、河蟹、田螺等。

开放时间：全天/全年

门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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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时长：2小时

食宿：长城农庄，地址：下官村乡辛孟庄村东壶流河水库南侧，电话15081396822。

   

20、蔚县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0点旳暧昧  提供)

蔚县博物馆虽属县级博物馆，但馆藏文物却有5600多件，其中堪称国家级的珍贵文物就有上百件

之多，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如泥河湾地层发掘出的约200万年以前人类生存的石器

，还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早商文化遗存发掘的石器、骨器、蚌器等，对研究古人类生存生活

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吕家庄东汉墓出土的一件四神青铜带钩，造型精美，形神兼备，是目前汉代

文物中的精品；唐至五代石器的红胎绿釉器，既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又有少数民族风格，反映了

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辽代砖刻壁画、明清人物肖像、件件栩栩如生，如镜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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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博物馆里的钱币花样繁多，从贝币到边币，75种7600多枚。

地址：蔚县古城牌楼西街38号

开放时间：9:00-17:00 (14:00停止售票)/全年开放

门票：免费开放（参观者需有效证件登记）

游览时长：2-3小时

电话：0313-7213289

食宿：街边小食店或京西宾馆，宿老城六街旅馆：0313-7214544（40元/2人间、45元/3人间）。

   

21、暖泉华严寺

华严寺，当地人叫它“大寺”，位于暖泉镇东。据载，为洪武晚期建筑，大雄宝殿为单檐歇山式

，内供有华严三圣，殿内梁架上保存有明代狮子滚球、花卉等图案等民俗风情彩绘。文革期间，

华严寺临时改为粮库，才得以保存至今。2007年，电视剧《大地》在这里开机拍摄。如今大殿四

角支撑有多支木桩，防止古建坍塌。

开放时间：华严寺目前归暖泉镇粮库看管，参观需要征得看门人同意。

门票：免费

游览时长：1小时

食宿：暖泉镇不具备标准食宿接待条件，建议返回到蔚县县城食宿。

   

22、片石沟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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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左耳说等你  提供)

小五台山的南台一线名叫片石沟，那里拥有完整的森林和植被环境，自然生态气息十足。景区内

洞穴密布，怪石林立。既有天然洞穴，也有人工开凿的石窟、洞穴，还有铸有铁罗汉的南台寺遗

址、佛教圣地——法云寺及深不见底的那罗洞、山门庄古戏楼、松枝口古钟、南台道和草甸等神

奇的自然人文景观。

开放时间：全天/全年

门票：40元（进山费10元/人）

食宿：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可提供食宿，房价15-30元／床，或住在西金河口招待所10元／床，电

话：0313-7240024（需提前预定）。

旅人提示：防火期，小五台山自然保护区管理所规定游客不能携带火种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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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玉泉寺

蔚县下宫村浮图村南有山泉，泉如洁玉，因此山名玉泉山，山下有寺庙一处，名曰玉泉寺，又名

飞泉观。

玉泉山东是秀丽的翠屏山，西南便是雄浑的萝山，距蔚县县城10公里。该寺因清代魏象枢和李周

望二位尚书，曾在此读过书，所以又称玉泉书院。现存山门，东西两座配殿、两间厨房和读书楼

各一处。玉泉寺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佛教寺院，而且还是蔚县一处重要的名胜，名声远播。

开放时间：全天/全年

门票：无

食宿：当地没有食宿接待条件，需要返回蔚县县城食宿。

   

24、北方城

                                               52 / 69



�������

蔚县：剪纸之乡

(图片由网友 @0点旳暧昧  提供)

“北方城”堡为蔚县另一赫赫有名的明清风格村堡旅游去处。高大的堡门青砖垒砌，“北方城”

三个朱红大字雄劲有力，高高悬于堡门之上。北方城一条笔直的道路通向村后的一座庙宇，道路

两侧则是鳞次栉比的明清风格四合院民居院落。只可惜堡墙已残破得成了一段段的，无法再连接

起来。徜徉在古堡之中，仿佛正置身于百年前的人文小镇之中。

开放时间：全天/全年

门票：无

游览时长：1小时

周边食宿：当地没有食宿接待条件，需要返回蔚县县城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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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线路推荐

  “一冷一热”的蔚县旅游资源衍生出了五花八门的旅游体验环境，以下将是较具代表性的几条

旅游线路推荐。

   

1、春节民俗游：蔚县寻年（3日游）

第一天：正月十四上午，到达蔚县，在县城安排好住宿。下午乘到暖泉镇游览西古堡，赶大集，

晚上观看北官堡民俗“打树花”表演。后返回县城休息；

第二天：正月十五上午，早餐后在县城观赏隆重的民俗社火游街表演（蔚县各村镇纷纷亮出绝活

），下午乘车前往上苏庄堡游览生态古村堡、古民居，晚上在上苏庄内参加“拜灯山”民俗祭祀

仪式和晚会。后返回县城休息。

第三天：正月十六上午，早餐后乘车前往“中国剪纸第一村——南张庄”参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蔚县剪纸”（拜访家庭作坊和工厂），可以动手体验民俗剪 纸。下午巡游蔚州风貌古城

（玉皇阁、灵严寺、鼓楼、财神庙、古城墙等），晚上品尝蔚县小吃，并在县城观赏元宵焰火晚

会。次日早晨返程。

旅人提示：

1、春节期间蔚县的宾馆房间紧俏，最好提前一至两周预订；

2、到暖泉镇观赏“打树花”表演一定要早点出发，因为各地前来观赏这一盛事的游人较多，容易

造成交通拥堵；

3、在观赏各种民俗表演时，一定要注意人身、财产安全，谨防被盗。

   

2、夏秋季生态民俗游：寻找雪绒花之旅（2日游）

第一天：到达蔚县县城，自驾车或包车前往蔚县南部的“空中草原”旅游区。中午到达飞狐峪口

，在飞狐饭店办理入住手续，并午餐。后乘车进入飞狐峪大峡谷游览神奇的峡谷风光，可尽情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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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下午抵达空中草原景区，骑马游览浩瀚如野的空中大草原，寻找藏在草丛中的那些可爱的雪

绒花（雪绒花为奥地利国花）和数十种芬芳美丽的高海拔野花。骑马探访万年冰冻，触摸盛夏里

的天然大冰块。黄昏时拍摄迷人的空中草原日落风景（推荐自带风筝娱乐）。傍晚返回到飞狐饭

店食宿。

第二天：早餐后，乘车返回蔚县县城，选择宾馆办理入住。游览风貌古城、购物。午饭后前往暖

泉，在途经壶流河水库时在长城农庄午餐，品尝当地河鲜美味。下午参观拜访西古堡明清民居和

参观庙宇和王敏书院。返回蔚县县城宾馆食宿。次日晨返程。

旅人提示：如果对空中草原有兴趣的话，可以不住在飞狐峪口的飞狐饭店，建议自带旅行帐篷和

食物，彻底告别传统住宿形式，来一次空中草原野营，将更有自然情趣。空中草原营地费10元/帐

篷（也可租用景区的帐篷）。景区野营生活用水：10元/铁桶（当地老乡每天往空中草原送水，景

区可代定，约20-30升/桶）；空中草原篝火：约100元/堆。

   

3、夏季户外主题游：投奔生态小五台山（2日游）

第一天：到达蔚县，包车或自驾车前往小五台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西金河口村，游览金河风

景区（不要付出太大体力，以免次日无法继续上山游览）。品尝当地乡野菜肴。夜宿西金河山庄

或金河口招待所或返回蔚县县城住宿。

第二天：吃饱早饭，带足食水干粮，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从西金河口村开始攀登小五台山西台

，午餐在山上解决。如果体力好，且时间又充裕的情况下，可以请向导继续带领前往小五台山东

台（小五台山最高峰）游览。下午原路返回。这一天基本上都在山上读过，可以观光、拍照、爬

山、采摘野花草。傍晚前返回到西金河口村，住宿或者直接返程。

旅人提示：

攀登小五台山需要付出大量体力，必须带足食水、通讯器材、登山服装和相关装备。严禁在山路

上追跑打闹，杜绝破坏保护区生态环境的行为。

   

4、夏秋季常规游：观京西山水，赏蔚州民俗（2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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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蔚县县城乘车出发，前往小五台�金河景区游览，中午返回县城午餐，下午前往南张庄

民俗园访问剪纸作坊，前往暖泉古镇参观游览明清民居、古寺庙、古书院。晚餐在壶流河水库旁

长城农庄。晚上返回蔚县县城宾馆住宿。

第二天：早餐后从县城出发，前往飞狐峪�空中草原景区游览，中午在飞狐饭店午餐，下午返回

蔚州古城参观游览古城玉皇阁、寺庙、鼓楼、南安寺塔等，古城内闲逛特产商店   

购物。行程结束后，开始返程。

旅人提示：

当地旅行社推荐：安达旅行社：0313-7192681、龙马旅行社：0313-7218665、幸福旅行社：0313-70

13866、7189995。蔚县旅游服务咨询中心：0313-701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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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蔚县美食

历史悠久的蔚县，有种类繁多的风味美食，在县城、集镇随处可见，或门店摆摊，或推车叫卖，

糊糊面、粉坨、豆腐干、辣椒油、糖大饼、大包子等远近闻名。蔚县小吃虽不名贵，但却风味别

具，继而形成了浓郁独特的乡土食文化风情。

1、蔚县风味美食

蔚州黄糕：

传统蔚县人最爱吃的一种用黍子面蒸熟的糕，可以不用嚼，直接吞，食后有强烈饱腹感，建议初

尝者勿多食。

五香葵花籽：

粒大饱满，做法独特。先煮后晾，搓皮再炒，每家煮瓜子的作料里还有秘不传人的配方。 

蔚县八大碗

“八大碗”：

“八大碗”是蔚县传统名肴，起源于何时，已远不可考。只知是当地群众逢年过节、婚配嫁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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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宾待友、招待贵宾的一种传统名菜。“八大碗”顾名思义即是八碗名肴混汤菜，甚饱口福。“

八大碗”主要是用猪、羊肉、麻油炸土豆。每碗用肉半斤至七两，放入适量的花椒、茴香、大料

、鲜姜、肉桂、肉蔻、良姜、大葱等十多种调料，凭厨师的技艺加工而成，具有简朴、实惠、美

观和地方风味。 

五香豆腐干（筋）：

五香豆腐干是豆腐的再制品。把现磨豆腐切成长方小块，经日光暴晒，除去浆水后，用温水入锅

卤煮，放适量的食盐、花椒、大料、茴香、桂皮等调料浸润于内，故称“五香豆腐干”。五香豆

腐干有软有硬，软的瓷实，硬的筋道。

凉粉坨：

一般分为绿豆粉、豌豆粉、旋粉三种。绿豆粉以绿豆制作，晶莹剔透；豌豆粉用豌豆制成，香味

浓郁；旋粉以土豆淀粉为主要原料，用金属旋在开水锅中烫熟再刀切而成。与别处的凉粉不同的

是使用的汤水和切粉的家什。汤水首推“暖泉辣椒油”，用汤勺撩上几滴辣椒油，那凉粉就会别

具风味，顺滑好吃。“划粉”是本地一种技艺，用一束小刀、双面刃，将粉坨从一只碗里转边划

下，“叭”一声扣到另一只碗里，在掌心里颠上一下，便飞快将粉坨划成斜细的条状。小刀划粉

，光溜顺口，享受的是一方水土特有的美食文化。

荞面饸饹：

荞面饸饹是由荞麦面为主料压制而成的，是蔚县的另一种常见百姓小吃。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着

“荞面饸饹肉汤香”的说法。荞面饸饹色泽黄白，劲道滑溜。根据人们的不同口味，可煮可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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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荤可素，可冷可热，吃法多样。荞面饸饹营养价值很高，它富含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其中铁

、维生素B1、B2及其他微量元素的含量也很高，是理想的保健小吃。

2、古城食店推荐

马宝包子铺：

鼓楼下的马宝包子铺是个品尝蔚州小吃的好地方，这个小饭馆门面并不显眼，甚至可说不好识别

，但真的就像那句话所说——藏在深闺人未识，美味的糊糊、大包子、黄糕、凉粉⋯⋯在这里都

能找到最地道的。

地址：蔚县古城鼓楼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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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住宿

1、宾馆/酒店

京西酒店（三星）：位于蔚县城建设南大街2号（马宝玉环岛西南角），临近县长途汽车站，无论

去往古城还是南往飞狐峪，或西进暖泉，交通方面都十分便利。酒店建筑面积5000多平方米，适

宜商务、观光旅游住宿。主楼标准间：150元/间；三人间：238元/间，电话：0313-7016888、70102

36。

 

蔚州大酒店（三星）：蔚州大酒店建于1992年，位于蔚县人民路繁华地段，是集会议、旅游、团

体、散客接待、餐饮、住宿、康乐为一体的大型酒店。标准间：188元（含早餐），可房客上网。

电话：0313-7215999。

新蔚州宾馆（四星）：新蔚州宾馆位于蔚县电视塔以南，主体建筑12层（含地下一层），是一家

按四星级标准建设和集餐饮、住宿、会议、康乐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服务场所，主楼为客房、会议

，东跨餐饮，西跨为康乐。拥有总统套房、豪华套房、商务套房、双人标间、单人间共165套。客

房内配有迷你酒吧、保险柜、互联网系统，总统套房内配有桑拿房、冲浪浴盆等设施。餐饮大厅

可同时接待150人用餐，并配有25个风格各异的餐饮豪华雅间。标间：368元/间，标准大床间280元

/间，房价均含早餐。电话：0313-7239999、7239876。

正和饭店（三星）：正和饭店是一所集餐饮、住宿、康体、健身、娱乐为一体的老牌儿综合旅游

饭店，建筑外观美观大方。内设客房部、餐饮部、洗浴中心、保龄球馆、游泳馆等五个经营部门

，共有员工180名。餐饮大厅可同时接待500余人用餐，套间、标间共计138套。高档标间：198元

、普通标间168元，可上网，房费含早餐。电话：0313-7238890、7238888。

飞狐饭店（二星）：飞狐饭店座落在飞狐峪�空中草原景区的飞狐峪口。2009年开业，住宿用餐

设施较新。饭店有套间、标间、普间客房258间，床位516个；饭店餐饮楼可同时供500人用餐；饭

店还设有洗浴中心、歌舞厅等娱乐设施，可接待大型旅游团体食宿、会议。

A标间：198元/间（含早餐）、B 标间: 市价168元/间（含早餐）、经济间：市价128元/间（４张床

位不含早餐）。地址：蔚县宋家庄镇北口村。电话：0313-7194268、7194255。

长城农庄（度假村）：长城农庄是一处集会议培训、体育娱乐、农副业、养殖业为一体的农庄式

度假村，位于蔚县壶流河水库南岸辛孟庄村。度假村建筑面积400余亩，建有大小套间、标准间，

可同时容纳300人食宿，并设有大小娱乐厅供休闲娱乐。当然这里也可以游泳、垂钓、划船，更可

以到蔬菜果园享受农家采摘的乐趣。标准客房：150-200元/间，电话15081396822，步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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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旅馆/民居旅馆

暖泉镇迎宾宾馆：电话：0313-7220444，10元/床。

老城六街招待所：价格便宜和整洁的环境，让古城六街招待成为许多驴友推崇的住宿地之一，尤

其是冬天，房间内的暖气开得很足。电话：0313-7214544、7212184（40元/2人间、45元/3人间）。

暖泉西古堡师家：西古堡的“董家大院”第四进院是典型的明清风格民居院落，如今是师正老师

的亲属家，可以接待普通住宿，但住宿条件不是很好，最好实地考察后再做决定。价格：20-30元

/人。电话：0313-7016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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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通

蔚县位于北京西部山西东部的张家口南部地区，对外联系主要依靠公路交通，辅以铁路。境内有1

09和207两条国道与界外连接，新近开通的“张石高速”（张家口至石家庄）也已投入使用，纵贯

蔚县南北全境。目前，前往蔚县旅游，主要交通方式为长途汽车、火车，或自驾车，没有航空线

路。

铁路/火车：

距离蔚县最近的火车站，是其西北方向的“下花园车站”，南面为“涞源车站”，北京、太原、

石家庄等周边省会城市没有直达火车通蔚县，附近抵蔚县的最大火车站为张家口站。

公路/自驾车：

线路1：北京出发，八达岭高速上京藏高速转宣大高速，在化稍营出口下高速，沿112国道行至西

合营，转“下广”公路（下花园至广灵）西行至蔚县县城。单程约280公里。高速费约70元；线路

2：北京出发，上八达岭高速、京藏高速，鸡鸣驿下高速，往涿鹿县城方向到“岔道”，往西合营

镇、小五台山方向，沿下广线公路到达蔚县县城；线路3：北京出发，上八达岭高速，东花园下高

速，沿官厅水库大坝往涿鹿县矾山镇方向到“岔道”，

往西合营镇、小五台山方向，沿下广线公路到达蔚县县城。

说明：1线全程高速，可能堵车，路程最远，平均用时4小时。2线路以一、二级公路为主，路况较

好，平均用时3.5小时。3线最近路线，高速堵车时多绕行此路线，此线为到蔚县最近的路线，平

均用时3小时。

公路/长途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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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都有发车，票价7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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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周边地区前往蔚县的长途客运班次：

蔚县——张家口（每隔半小时一辆次）    蔚县——石家庄（每天三辆次）

蔚县——北京（每隔一小时一辆次）      蔚县——大同（每天四辆次）

蔚县——太原（每天两辆次）            蔚县——保定（每天三辆次）

出租车：

蔚县正规出租车多集中在新、老县城里，出了城区方恨少见到。起步价5元/2公里；县城以外地区

的各种临时出租车很多（多为私家客货车形），但价格需要单程单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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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车：

在蔚县旅行，往往由于交通不便，需要包车前往各个城区以外的旅游景点。此时，包车是最佳方

案。可以包正规出租车，一天价格约在300元左右（含油），人多的话也可包“小面”，一天约30

0-400元（含油）。当然，也有按不同目的地单收费的情况，比如专门往返空中草原200元/半天往

返。小五台山230-250元/全天。

   

1、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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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县剪纸：

蔚县剪纸堪称最有价值、最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购买精品蔚县剪纸，可以在蔚县老城区的特产

商店里购买，也可以直接到中国剪纸第一村——南张庄的剪纸作坊里购买。蔚县剪纸通常是成套

出售，不卖单张。按照不同套系、风格和大小，价格从10元至数百元不等。 

蔚县小米：

小米是蔚县的特产，曾被列为“四大贡米”之一。具有粒大、色黄、味香、粘性大、含糖量高、

营养丰富的特点，是一种很好的粗粮食品。蔚县人种谷子，吃小米，吃出了健康，也吃出了品牌

。20世纪90年代，以“蔚县贡米”打出了自己的品牌，成为优质绿色食品。零售2.5元-5元/500克

，古城特产商店有售。也可以在蔚县的农村直接购买，价格低于特产店，推荐蔚县吉家庄高越阳

家小米，电话0313-725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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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州杏扁：

蔚县扁杏又称“蔚县大扁杏”，是以食仁为主的仁用杏，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同时，大扁杏仁

也是烹制珍馐佳肴的上等原料，冷食热炒皆宜。用大扁杏仁加工的食品，更是香甜干脆，满口生

香，令人回味无穷。蔚县古城特产店有售，干杏仁和杏仁制品价格多在8元-20元/斤（袋）。

糊糊面：

糊糊是蔚县地区的传统食品，由于其集五谷杂粮于一身，营养成份也很丰富。糊糊面又名“多维

豆面糊”，是蔚县人民自己研制的豆制产品。采用天然绿色食品扁豆、豌豆、蚕豆等12种豆类炒

熟后磨制而成。保持了缘由豆类的各种营养成分。其面质细腻，口感纯正，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特产店有售，5-15元/5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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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荞麦保健醋：

选用优质苦荞麦，采用传统酿造工艺和现代生物技术精酿而成。酸甜适口，酸香宜人，含18中人

体必需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是饮品中的新秀。

蔚州老酒：生产于国家级自然自然保护区小五台山下的蔚县特产老酒，口感绵润，香气浓郁，推

荐：人和天地、新蔚州老酒、39°珍品蔚州老酒、小五台清香、四星五粮陈酿、老酒王和蔚州小

五粮等几个品种。

山蘑菇：

蔚县著名的山蘑菇是其南山深处的所产的一种高级野生菌类。品种多、无污染、肉质脆嫩、滋味

鲜美、干净无泥、易泡易洗，其味奇香，是宴席和家庭烹调的最佳食材之一。特产店有售。

金莲花：

野生金莲花生于海拔2000米左右的高山之上，其色金黄炫目，外形酷似莲花，故而得名。蔚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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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空中草原出产的金莲花可谓纯天然、无污染。单饮或佐以茶叶、枸杞、莲子芯、麦冬、

冰糖用开水冲泡均可。特产店或上述两景区周边的农家都有出售，20-30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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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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