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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牛湾：黄河与长城第一次邂逅

万里长城自辽宁告别鸭绿江之后，翻千山越万岭在偏关终于和滔滔南流的黄河第一次见面了。长

城、黄河，中华大地上的两大奇观，一个是人类用勤劳和智慧所造就之气势磅礴、雄伟壮丽的巨

龙；一个是大自然神功奇力所造就之九曲连环、浊浪滚滚的玉带。从偏关继续往西，直到甘肃兰

州，长城和黄河最后分别，这期间，他们曾四度握手相逢，并且在很多地段结伴而行，相互辉映

。长城和黄河在中华大地上，穿高山、越大漠，冲破一切险阻始终勇往直前。

长城和黄河相交的地方叫老牛湾，这里在明朝时是一座屯兵的城堡，为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所

建。在老牛湾堡紧临黄河的山崖上，有一座至今仍保存很好的砖砌空心敌楼。此楼雄踞崖上，俯

视黄河，是偏关著名的风景地之一。长城到老牛湾之后，虽抵黄河岸边了 ，但并未跨黄河西去，

而是顺黄河的东岸南下，经万家寨、关河口至河曲县，然后才越黄河进入陕西省府谷县境内逶迤

西去的。

整个老牛湾村村庄简直就是一个石头民俗博物馆。老牛湾的村民依然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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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的艰苦生活，因此这里依然保留着质朴的民风和民情。

   

1、老牛湾概述

老牛湾村位于晋陕大峡谷入口处，万家寨水电站的建立使这里的景色更加壮观。这里有着古朴的

黄色文明和淳朴的民风，还有摄影家最爱的黄河落日

(图片由网友 @老马识途 提供)

地理：

位于内蒙古清水河县与山西省偏关县交界处，距内蒙古清水河县城湾大约20公里（水路）；距万

家寨水电站大约10公里（水路）。

“长城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象征，黄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巍巍长城和滔滔黄河在老牛湾

交汇，内长城和外长城在老牛湾相聚”。老牛湾地处晋陕大峡谷的核心地段，位于黄河万家寨水

库的库区，河谷两岸壁立万仞，河道中碧波万倾，河岸之上长城耸立，村落中古迹散布。这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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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黄河惟一并行的典型地段，河面最宽处不过百米。这里村庄的名字之所以叫老牛湾，相传

是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发生地。

   

2、掌故

老牛湾有长城，有大河，有古堡，有烽火台，还有数不清的古渡传说，旅游资源丰富，但这是次

要的，重要的是，它因此而拥有了说不尽的历史话题。

老牛湾渡在清代边备废弛之后逐渐兴起。老牛湾虽然险峻异常，河岸直立，河道弯曲，但水势平

缓，是天然的良港码头，吃水再深吨位再大的船只也停靠无碍。同时，那时老牛湾常年有兵士驻

扎，可确保人身财产安全。那些精明异常的商家审时度势，将这一座壁垒森严的兵营要塞三下五

除二就改造成一座边地商城。商城尽管小，但货物的吞吐量却惊人。繁盛时期，老牛湾渡口码头

船桅林立，每天要泊靠三四十只大船。货物卸下再走陆路，贩到偏头老关，再由偏头老关转送平

鲁、五寨。

沿喇嘛湾至老牛湾一线，湾多浪急，暗礁明礁布满河道。夏天雨季来临，水情不稳。一条龙壕既

是一条黄金水道，更是一条送命水道，船汉们无不闻之色变。往往是，吃水深大吨位船只入晋，

须雇喇嘛湾的船家护航，喇嘛湾的船家将船送到老牛湾，再换上老牛湾的老艄掌棹下行，经过万

家寨、关河口，一直护送到龙口。船到龙口，老牛湾的老艄公下船登岸，将货船再交给龙口一带

有名的船汉掌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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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牛湾看点

   

1、老牛湾村

(图片由网友 @叶落秋风 提供)

老牛湾村有两个，分别处于内蒙古和山西，中间有一道深沟相隔，而且由于水库水位提升、河水

倒罐，沟中水深达30－40米深（不同季节水位会有变化），需乘坐当地农民的小船渡过。内蒙古

一侧的老牛湾村是摄影家们公认的拍摄老牛湾全景的最佳位置，并且形似牛头的山坡坐落在内蒙

古一侧，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著名的自然景观——牛鼻孔。山崖的侧面有一个自然形成的山洞，

透过山洞可以看到绝壁之下的黄河水弯，风光壮丽、秀美。山西一侧的老牛湾村坐落在一块突起

的石崖之上，在百丈悬崖顶部，建有一座砖石空心城楼，名曰老牛湾墩，又名望河楼、护水楼，

被称为“天下第一墩”。它建于明万历二十五年，墩高二十二米，上建有垛口和楼橹。墩体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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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供士兵上下的绳体和通道。用它瞭望来自黄河的敌情，点燃狼烟向东、南两边长城传递信息；

原本建在河边滩地上的边墙早已被黄河冲毁，只有这敌楼依然屹立于此，好似一名威武的戍边军

人，忠于职守，无所畏惧。楼的脚下是近百米的悬崖。老牛湾堡三面环水,一面连山,呈牛头状。各

种石头建筑根据地势而建，石窑石屋比肩而居，石墙石院随形而就；石碾石磨、石杵石臼随处可

见；石人石马、石仓石柜触手可得；窑前石檐低垂,墙后石碑仄立；炕头有石狮,院内置石锁；村北

有石墩台，村南有石寨堡。尤其是村南的古代城堡遗址虽然已经残破不全，但是整个古城的风貌

还依稀可辩。整个古城坐北朝南，先入瓮城再进南门，迎面是座石影壁，影壁后面观音阁和关帝

庙分列左右，寺庙建筑已经残破，内中供有小型的观音和关公神像，墙上有壁画，案前有香火遗

存；堡中还有一座“诸神庙”， 残存有彩绘诸神，墙皮剥落；另外古堡外四处的山上也建有多座

小庙，人神共同护佑着身后更为广阔无垠的家园。整个老牛湾村村庄简直就是一个石头民俗博物

馆。

老牛湾的村民依然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的艰苦生活，因此这里依然保留着质朴的民风

和民情。走过老牛湾，会深深地被它的壮美打动，感受到古朴与苍凉的魅力。

   

2、龙口

龙口既是这一段长峡的结束处，也是一条长峡里最凶险的所在。因为河水急遽下切，河床骤然收

束，河水顿时暴怒，像一条巨蟒一样来回滚动身体。水大浪急，涛声轰鸣，水雾腾腾。船到峡口

，水下一条巨石将河床突然抬高，不怀好心地斜插河心。

建国之后，航运炸礁队经过几次爆破，搭了好几条人命，但那条巨石仍然伏在那里。这条巨石被

船汉们称为“龙口门槛”。

冬季，举目四望，天阴沉沉的，高天的更高处，是一层每年刮起的浮尘，浮尘在天上一动不动，

将太阳描画成一个模糊的圆影。空气里带着顺河而来的寒意。

   

3、寺沟护宁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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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竹骨风铃  提供)

老牛湾一带，石山嶙峋，顺流而下至寺沟，则呈现出与老牛湾完全不同的黄土高原地貌。由偏关

县出发南行，经过长城上又一个古堡桦林堡，快进入山西省河曲县境内，公路与黄河之间出现一

块平整的台地，只见台地上一座细致工整的小寺庙坐北朝南，黄河在西边奔腾，北边是一个小村

。高高低低的梁峁上全是梯田，道路两侧是那些顽强的杨树，再向北一道古老的长城边墙残垣，

时有时无起伏着，高踞河岸之上。

庙的面积不大，但十分精致，只有一进院落，左右严格对称，建造得十分紧凑，正殿背后的小庙

里还有精美壁画。院内两株古柏参天，枝叶扶疏，亭亭如盖，一个人一抱都抱不下来，一株尚存

，另一株则毁于雷电，仅剩被烧毁的一存躯干。

这座庙显然已经荒废好多年了。侧殿旁有两通碑，一为道光时刻，一为咸丰时刻。咸丰六年的碑

记载的是修戏台的事，文辞粗砺不可读，而道光碑记重修大殿事，文辞训达，颇为壮观。这段文

字一开始就描述寺沟的地理环境，很凝炼。

护宁寺者，河曲之古刹也。其地东踞桦林长城之巅，西眺麟州之野，下看黄河中流，仰瞻紫塞穹

隆，俯临龙口雪浪，所谓天堑地险，此其会也。残破的庙宇规制仍存，殿宇里面佛像泥胎已经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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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无存，但从碑记里我们不难想像当年神佛同聚，香火鼎盛的场面。碑记也没有明确记载庙宇起

始建筑年代，只是猜测建于北宋，至于根据为何，不得而知。或许，只有寺院当心那棵郁郁葱葱

的古柏能告诉我们一点什么。碑体已经倒下去，文字也涣漫不清。那一天，天空抖抖擞擞地下起

一阵微雨，雨滴洒碑面上，碑记文字忽然像谜底一样呈现在眼前。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辨识着文字

，然后再着一人抄录下来。抄完了，雨也停下来。字迹重新隐退在石碑冰冷的纹理深处，而当年

边地军民纷纷集款筑庙的忙碌身影偏偏浮现出来。因大兴缔造，有仍旧而维新者，内院之正殿，

东西殿，南殿伽蓝观音，庙外左右所列之河神、龙王庙，外院之广胤堂、韦陀亭，昔皆土辟，今

易而砖之，取其坚也。有新建者，佛殿东西之文昌庙、关帝庙，南殿东西隅之钟鼓楼，殿东西旁

之孤魂庙、比丘庙，寺外戏楼，前空其基，今修而成之，昭其制也。他如禅室、山门，一改作，

一迁移，非欲壮观，欲其称也。高下合度，内外称局，虽不比西方之五舍，而焕然一新，亦未始

不可以垂后。

这一座小小的，显得有些过分秀气的庙宇，竟然容纳了如此众多的神仙菩萨。从实地来看，大殿

、配殿、东厢、西厢，不管大殿小殿，各有所祀：正殿三世佛，左文昌庙，右关帝庙，还有观音

殿、地藏殿、瘟神庙、孤魂庙、龙王庙、山神庙等十座庙堂。

事实上，这种神佛同居，儒佛道合一的庙宇格局，恰恰是乡土社会中的淫祀现象。但寺沟的护宁

寺却有其特殊之处，正因为这份特殊，便赋予了这座黄土高原上精致异常的小庙以特殊的意义。

碑记留下一份当年输银重建的名单。这份名单很长。老牛湾、桦林营、老营城的千名把总牵头，

四方百姓紧跟其后。神佛共舞，军民同乐，下看黄河，仰瞻紫塞，一代一代的守边将士，一边警

惕而忧惧地守护着烽火台，一边偷空将自己的期盼、理想和寄托淋漓尽致地放在这座精致的建筑

里面。

偏头关一带，防务最急，墙垒的长城，铁打的营盘，迤迤逦逦，盘根错节。但是，从历史的记载

中，竟然没有发现任何大的战事和紧急的边情。许多研究者对此大惑不解，其实答案并不复杂，

或者说，这竟是历史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明代万家寨守备万恭在一个奏折里称：“自老牛

湾至于险崖，河急不冻，据强而防。自险崖至于阴湾，河缓始冰，废墙以守”。

原来，从老牛湾至寺沟上游一带，因为水流急湍，即便严冬时节也从来不封冻，一条长城在大多

数时间不过是一个摆设。

所以，寺沟这座小庙才能如此从容。这真是历史不经意间留下的一个小小的诡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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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野渡

(图片由网友 @竹骨风铃  提供)

关河口老渡和寺沟老渡，在今天显然是一个很不重要的野渡，加上上游万家寨和下游太子滩，都

架起了公路桥和浮桥，这两个渡口仅供两岸在收获季节贩运时蔬之用，或者，时而过年过节，村

子里唱戏，两岸亲戚要靠一只小船往来。百尺悬崖，一条大河，一条小木船，是两岸百姓日常生

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扶着一段长城残垣，残垣下面深谷幽幽，河水喧哗着一河嘲弄，大家才发现，悬崖的底端，树木

成行，田畦整齐，是一块狭长的河滩地。河里，有一只小划子，是寺沟村里人在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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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边景点推荐

   

1、万家寨

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位于黄河北干流托克托至龙口河段峡谷内，是黄河中游规划开发的8个梯

级中的第一个工程，也是山西省引黄人晋工程的起点，左岸隶属山西省偏关县，右岸隶属内蒙古

自治区准格尔旗。万家寨是山西最大的水利工程，库区在晋蒙峡谷之间绵延数十里，高峡出平湖

、黄河水变清、亚洲最大最高的人行吊桥等等都是万家寨的奇观。

   

2、偏关

(图片由网友 @叶落秋风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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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关位于山西省偏关县县城，它与宁武关、雁门关合称为内长城的“外三关”，其东面是恒山余

脉，西面则紧靠黄河，北面与内蒙和大同相望，南面与宁武关相连。此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因原关城两侧城墙东仰西伏，形如人首之偏，故称为偏关。

   

3、桦林堡

(图片由网友 @老马识途 提供)

明代军事古堡，西距偏关十多公里，路况较好。这一带有连绵近三十公里已日渐老去的包砖长城

，虽然残破，但风骨尚存。

与之相邻的寺沟渡口则是外长城和内长城的相会处，附近有元代古戏台、护宁寺和古树相伴，值

得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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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

   

1、外部交通

去老牛湾一带，可以从内蒙呼和浩特到老牛湾，也可以从山西境内取道朔州，经偏关到老牛湾。

从朔州到偏关每天都有班车，车次较少。从偏关到老牛湾中间经过万家寨，偏关到万家寨约三十

多公里，路况较好，万家寨到老牛湾14公里。

飞机

老牛湾周边没有飞机场，可先乘坐到呼和浩特或太原的班机，这两个地方都有去偏关的班车，然

后再转车到老牛湾。建议从太原前往。呼和浩特去往偏关的班车每天只有一趟，车程6个小时。从

太原前往偏关比较方便，每天有三趟往返车，车程只有4个小时。

火车

经过朔州的列车很多，在朔州下车后有班车前往偏关，然后转车到老牛湾。

公路

偏关与周边主要城市间班车时刻表

太原——偏关 发车时间 9:00   11:00  13:30

偏关——太原 发车时间  6:00   7:30    9:30

车程：4小时    票价：90元/人 

朔州——偏关 每天往返5趟，车程两个半小时，车票25元/人。

   

2、内部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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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偏关到老牛湾可自驾车，或在偏关县城城门前的停车场联系包车，一般30元/车，路上总共能用

1个半小时。

偏关县汽车站每天也有两趟到万家寨的车，车票10元左右，路上用时30－40

分钟。从万家寨再到老牛湾徒步需要3个多小时，这一段路还有快艇可供选择，有7人和10

人的，一般40~60

元一趟。想像一下在碧波荡漾的黄河上乘坐快艇的惬意和与众不同，那么去时徒步返程乘快艇也

是不错的选择。

万家寨吊桥有过桥费，15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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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食宿

在偏关可入住偏关宾馆。老牛湾有村民提供简单住宿，亦可自带帐篷露营。

偏关宾馆

电话：0350－7654188 15835073388 刘经理

价格：标间 115元/间   普通间 30元/床

推荐理由：

应该是偏关县最好的宾馆了，大多去老牛湾旅游的人都在这落脚，餐厅的饭菜不错，非常具有地

方特色，特别是炖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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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荐路线行程

路线1：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公路）呼和浩特市→白庙子→喇嘛湾→（沿黄公路）城湾→（乘船约20

公里）→老牛湾

路线2：

（呼和浩特市—和林县公路，209国道）呼和浩特市→和林→清水河→老牛湾大约有40公里土路，

岔路很多，注意问路。

路线3：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公路）呼和浩特市→白庙子→喇嘛湾（过黄河大桥）→薛家湾（准葛尔

旗）→万家寨水电站（约190公里）→老牛湾（万老线，17公里）

路线4：（呼和浩特市—和林县公路，209国道）呼和浩特市→和林→清水河→水泉 →老牛湾（这

段线路为徒步线路，大约30余公里山路，有大量的上升与下降，徒步过程全部沿着长城进行，强

度较大）

行程安排

D1：呼和浩特→和浩特市→白庙子→喇嘛湾→（沿黄公路）城湾→（乘船约20公里）→老牛湾。

费用：AA 包括过路费、油费、船费等。

食宿：中午在船上或老牛湾简单用餐；下午沿长城徒步，在老牛湾村进行文化考察，观看黄河落

日，体会黄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黄河与长城相会与晋陕大峡谷入口处；晚上也可以在老乡

家用餐， 宿帐篷或老乡家。

D2：在老牛湾村看黄河日出，春、夏、秋季可能会遇雨，早晨还可以雨中观黄河。

费用：AA 包括过路费、油费、船费等

食宿：早晨简单用餐后进行拍照，早晨的太阳照耀在峡谷上金光灿烂，值得搞作品。中午前出发

。在车上简单用餐；下午返回呼和浩特市。

装备要求：60L以上背包、冲锋衣、登山鞋或徒步鞋、睡袋、帐篷、防潮垫、地席，炉具、水壶、

头灯、军刀，洗漱包、医药包，垃圾袋、消毒纸巾、备用电池，摄影像器材，食品，日记本、遮

阳帽、墨镜、防晒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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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旅人提示

１、千万不要去游泳，因为水非常深，约70米深，并且4河底全是淤泥、暗流。

２、注意环保，离开时一定要把营地收拾干净。

３、多和当地老乡交流 ，他们非常热情。可以感受很多人文的东西。

４、在徒步过程中有许多农作物，注意保护。

５、在老乡家住宿或吃饭必须留下费用。

６、去之前可以准备适当的旧衣物或者文具捐赠给当地农民，他们很穷。

其它线路的行程安排可以参照本安排完成，线路4需要增加1－2天的徒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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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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