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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山的看点

       华山，古称“西岳”，是我国著名的五岳之一，位于陕西省华阴市境内，距西安12

0公里，秦、晋、豫黄河金三角交汇处，南接秦岭，北瞰黄渭，扼大西北进出中原之门户，素有“

奇险天下第一山”之称。华山系一块完整硕大的花岗岩体构成，其历史衍化可追溯至27亿年：《

山海经》载：“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华山之险居五岳之首，有“

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说法。

   

1、华山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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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山有东、西、南、北、中五峰，主峰有三：南峰“落雁”，为太华极顶，海拔21

60.5米；又有东峰“朝阳”，西峰“莲花”，三峰鼎峙，“势飞白云外，影倒黄河里”，人称“

天外三峰”。云台、玉女二峰相辅于侧，36小峰罗列于前，虎踞龙盘，气象森森，文人谓之西 京

王气之所系。山上奇峰、怪石、云海、鸣泉、飞瀑、古迹遍布，著名景点多达210余处有凌空架设

的长空栈道，三面临空的鹞子翻身，以及在峭壁绝崖上凿出的千尺幢、百尺峡、老君犁沟、上天

梯、苍龙岭等。华岳仙掌被列为关中八景之首。因山上气候多变，形成的“云华山”、“雨华山

”、“雾华山”、“雪华山”给人以仙境美感。

   

2、华夏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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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山系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据清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考证，“中华”、

“华夏”皆藉华山而得名。早在《尚书》里就有华山的记载。《史记》中也载有黄帝、尧、舜都

曾到华山巡游。秦始皇、汉武帝、武则天、唐玄宗等十数位帝王也曾到华山进行过大规模祭祀活

动。自汉杨宝、杨震到明清冯从吾、顾炎武等不少学者，曾隐居华山诸峪，开馆授徒，一时蔚然

成风。

   

3、道教胜地

      

       华山又是道教胜地，为“第四洞天”，山上现存七十二个半悬洞，道观20余座。其

中玉泉院、东道院、镇岳宫被列为全国重点道教宫观。自周末始，即有道家于云台观布道，金元

时华山已成为全真派发祥道场。在历代高道中，尤以陈抟、华山栈道、郝大通、贺元希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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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来，和道教与华山有关的神话传说广为流传。现存200余篇，其中以“巨灵劈山”、“劈

山救母”、“吹萧引凤”影响深广。隋唐以来，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骚人墨客咏华山的诗歌、

碑记和游记不下1200余篇，摩岩石刻多达千余处。华山也是神州九大观日处之一。华山观日处位

于华山东峰(亦称朝阳峰)，朝阳台为最佳地点。这里四面如削。清晨， 东望群山，只见日吐万丝

，霞光普照，山岭、松林无不染上金黄的色彩，大地同时七色交织，五彩缤纷。游客也可感受到

华山观日处的无限美景。华山索道（全长1550米）已于1996年建成，已正式开通。索道从山脚沿

当年“智取华山”的小道上空飞架，直达北峰，落差近800米，蔚为壮观。这使不同年龄、不同体

质的中外的游客都能领略到华山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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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山交通

   

1、火车

       一般来说，是以西安为出发点。从西安到华山火车站之间的铁路行程约123公里，

全天有超过20班次的列车会停靠华山站，视车次不同用时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左右不等。硬座票

价10－20元。

       华山站下车后，乘公交即到景区，也会有旅游公司的旅游专线在华山车站接送。华

山站至华山峪7公里，中巴3元，小昌河3元，出租15元－20元。

   

2、汽车

       西安火车站东广场乘坐旅游专线车游1路，票价单程22元。

       每日一班，早8：00火车站东广场出发，途经西岳庙，终点站玉泉院登山口；下午17

：00由玉泉院返回，车程2小时左右。淡季(1－3月)停运。停运期间可以乘坐火车站东广场的私人

承包旅游中巴车，25元/人，终点站玉泉院；也可以去城东客运站乘坐长途汽车。

       如果想乘坐索道上山，到达玉泉院后，需于此乘坐华山景区内的中巴车前往索道站

(也是“智取华山路”登山口所在地)，票价10元/人。同样，若选择乘坐索道或“智取华山路”下

山，也需先乘中巴车到玉泉院，才有汽车返回西安。这段路程步行20分钟左右。

      

要是没有赶上游1路当日返回西安的班车，玉泉院周围有很多私人拉客车，都是上满人才会走。

       旅游专线车在客流量大时，每天发车不少于7辆；客流量小时，每天发车不少于4辆

，约2小时到达华山。

       西安城东客运站(长乐中路103号)有发往华阴的长途汽车，首班7：00，末班19：15

，约15分钟一班，运行时间2小时左右。票价按车型不同为24－28元，另收2元燃油附加费。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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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华山停靠，下车即为登山处，在车上说明到华山下车。

   

3、自驾车

       从上海方向来的自驾车可走连霍高速直达华山，从上海到达华山只需十多个小时。

       从北京方向来的自驾车，可以从107国道、108国道、209国道以及高速公路到达郑州

、三门峡、渭南等地后再走310国道、连霍高速到达华山。

       华山与西安相距118公里，自驾车从西安出发，走西潼高速，经渭南到达华阴市，

从华山出口下高速后既可到达华山，驾车时间约为2小时，路桥费基本在90元之间。

       位于华山脚下的310国道（高速公路）向西与陕西省省会西安相连，向东辐射华东

，与郑州、上海方向已实现全线高速公路贯通。

沿下图道路标识系统进入华山游客接待中心购买景区优惠套票后，再根据行程安排游览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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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航空

      乘飞机先到达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机场距华山 138

公里，两地之间高速公路全线贯通，约 1 个半小时到达华山。

北京到西安的票价7月打折票在700-900元之间。

上海到西安的票价7月打折票在1000-1200元之间。

建议：机场到华山省时又省钱的办法

1：机场打的到咸阳火车站（出机场不进机场高速收费站，右边下辅道就进入咸阳），12公里，28

元。

2：然后坐直达华山的火车（20-23元）,下车后火车站门口就有进山的中巴,3元。

这样人均30-33元就到华山脚下了。

   

5、郑西高铁

       郑西(郑州--西安)高速铁路全长505公里， 于2010年2月6日，途径华山北站。华山北

站至华山主景区距离9公里，距西岳庙景区2.5公里，距仙峪景区10公里。下站后，由华山风景

名胜区旅游专线车直达华山主景区，票价为10元/人次。

郑铁高速列车华山北站列车时刻表：

上行

车次 开行区段 等级 到点 开点 中途停靠站/时间

G2002 西安-郑州 高速 9：17 9：18

灵宝西9：35/36，三门峡南9：51/52，洛阳龙门10：21/23，巩义南10：37/38，郑州11：05

G2006 西安-郑州 高速 12：57 12：58

灵宝西13：56，渑池南13：41/42，洛阳龙门14：01/02，郑州14：36

G2010 西安-郑州 高速 17：07 17：08

灵宝西17：25/26，渑池南17：51/52，洛阳龙门18：11/12，郑州18：46

G2014 西安-郑州 高速 20：17 20：18 灵宝西20：35/36，三门峡南20：51/52，渑池南21：08/09，洛

阳龙门21：28/30，巩义南21：44/45，郑州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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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

车次 开行区段 等级 到点   中途停靠站/时间

G2001 郑州-西安 高速 9：41 9：42 渭南北9：59/10：00，西安10：29

G2003 郑州-西安 高速 13：11 13：12 渭南北13：29/30，西安14：01

G2007 郑州-西安 高速 16：38 16：39 渭南北16：56/57，西安17：26

G2011 郑州-西安 高速 20：48 20：48 渭南北21：06/07，西安21：38

G2013 郑州-西安 高速 22：04 22：04 渭南北22：22/23，西安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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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山门票及相关费用

   

1、最佳旅游时间

      

华山四季景色各不相同，因此才形成了“云华山”、“雨华山”、“雾华山”和“雪华山”。

       春季登山，万物复苏，山花烂漫，云气充裕，景色清幽可人；夏季时节，山内气温

凉爽，雨水充足，山间瀑布如银河竖挂，令人深感华山之幽；秋季十分，漫山红叶，片片绚烂令

人心颤；冬季十分，白雪皑皑，雪淞峭壁，给人以仙境之感。

       不过纵观全年，4月至10月之间为最佳登山时间，此时也正是华山的旅游旺季。

       农历三月十五日是朝山日，山上还会有盛大的庙会和庆祝活动。

   

2、华山索道

       华山索道，由瓦庙沟至北峰。单程80元/人，往返150元/人。营运时间：旺季

7：00到19：00、淡季9：00到17：00。    

       华山旅游专线车：由华山游客中心至索道下站（瓦庙沟）。40元/人（往返），单程

20元。营运时间：旺季7：00-19：00，淡季9：00到17：00。

   

3、门票费用及优惠

1、门票价格标准：旺季（3月1日—11月底）180元/人，淡季(12月1日—次年2月底）100元/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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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有效期2天（含游客中心至各景点间交通费，门票中不含黄甫峪、瓮峪旅游专线客运车交通费）

。

2、对特殊群体优惠政策：

（一）现役军人（含军校学员）、军队离退休干部、70周岁以上老人、残疾人持本人有效证件办

理免票，65 -69周岁老人持本人有效证件购半价票。

（二）身高1.2米　（含　1.2米　）以下儿童实行免票，1.2—1.5米　（含1.5米）儿童购半价票。

（三）在校全日制大、中、小学校学生凭本人有效学生证购买旺季100元/人，淡季90元/人的优惠

门票。（享受免票的游客乘坐游客中心至各景点间的区间车需购买车票20元/人）。

3、配套票务：

东线索道票：成人单程80元/人，往返15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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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华山景点

   

1、华山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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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峰云台峰

       北峰又名云台峰，是登临其它四峰的要冲，海拔1614米。高虽不及其它几峰，但山

势非常险峻，三面都是绝壁，只有一条山岭通向南面，形势十分险要，是易守难攻之地。“智取

华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1949年，国民党残部想借华山北峰之险负隅顽抗，解放军在老乡指

点下，用竹杆和绳子从绝境处登上北峰，从而全歼华山守敌。

       由于天灾人祸，北峰诸多景观废毁，仅存遗迹，有的因年代久远已鲜为人知。真武

殿为北峰主要建筑，千百年间旋兴旋废。今建筑为1988年重建。其依崖就势，古朴典雅，保存了

原建筑的风格，成为北峰主要人文景观之一。

 

2.东峰朝阳峰

       海拔2090米，是华山主峰之一，因位置居东得名。峰顶有一平台，居高临险，视野

开阔，是著名的观日出的地方，人称朝阳台，东峰也因之被称为朝阳峰。东峰由一主三仆由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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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组成，朝阳台所在的峰头最高，玉女峰在西、石楼峰居东，博台偏南，宾主有序，各呈千秋。

古人称华山三峰，指的是东西南三峰，玉女峰则是东峰的一个组成部分。今人将玉女峰称为中峰

，使其亦作为华山主峰单独存在。位于石楼峰侧的崖壁上有天然石纹，象一巨型掌印，这就是被

列为关中八景之首的华岳仙掌，巨灵神开山导河的故事就源于此；

        峰上有三茅洞，洞内有陈抟像，洞外有甘露池。附近的清虚洞前有一孤峰，峰顶

上有铁瓦亭一座，铁棋一枰，据说宋太祖赵匡胤曾在这里和陈抟下棋，棋败，将华山输给陈抟，

亭遂得名“赌棋亭”。

3.西峰莲花峰

       西峰海拔2082米，华山主峰之一，因位置居西得名。又因峰巅有巨石形状好似莲花

瓣，古代文人多称其为莲花峰、芙蓉峰。袁宏道在他的《华山永》中记述：“石叶上覆而横裂”

；徐霞客《游太华山日记》中也记述：“峰上石耸起，有石片覆其上，如荷花。”李白诗中有“

石作莲花云作台”句，也当指此石。  

       西峰为一块完整巨石，浑然天成。西北绝崖千丈，似刀削锯截，其陡峭巍峨、阳

刚挺拔之势是华山山形之代表，因此古人常把华山叫莲花山。 

       登西峰极目远眺，四周群山起伏，云霞四披，周野屏开，黄渭曲流，置身其中若

入仙乡神府，万种俗念，一扫而空。宋名隐士陈抟在他的《西峰》诗中就有"寄言嘉遁客，此处是

仙乡"的名句。

       西峰南崖有山脊与南峰相连，脊长300余米，石色苍黛，形态好象一条屈缩的巨龙

，人称为屈岭，也称小苍龙岭，是华山著名的险道之一。 

       西峰就是《宝莲灯》中沉香劈山救出三圣母的地方。现在翠云宫边上有一巨石中间

裂开，如被斧劈，名“斧劈石”，旁边还树立一柄长把大斧。峰的西北面，直立如刀削，空绝万

丈，人称舍身崖。

4.南峰：华山元首

       南峰海拔2160.5米，是华山最高主峰，也是五岳最高峰，古人尊称它是“华山元首

”。登上南峰绝顶，顿感天近咫尺，星斗可摘。举目环视，但见群山起伏，苍苍莽莽，黄河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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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丝如缕，漠漠平原如帛如如绵，尽收眼底，使人真正领略华山高峻雄伟的博大气势，享受如临

天界，如履浮云的神奇情趣。 

       峰南侧是千丈绝壁，直立如削，下临一断层深壑，同三公山、三凤山隔绝。南峰由

一峰二顶组成，东侧一顶叫松桧峰，西侧一顶叫落雁峰，也有说南峰由三顶组成，把落雁峰之西

的孝子峰也算在其内。这样一来，落雁峰最高居中，松桧峰居东，孝子峰居西，整体形象一把圈

椅，三个峰顶恰似一尊面北而坐的巨人。明朝人袁宏道在他的《华山记》一书中记述南峰形象说

：“如人危坐而引双膝。” 

5.中锋：玉女峰

       中峰又称玉女峰。春秋时有一年青人名萧史，善吹洞箫，引来秦穆公之女弄玉的爱

慕。弄玉抛弃荣华富贵，与夫君同来华山隐居，玉女峰由此得名。

       中峰居东、西、南三峰中央，是依附在东峰西侧的一座小峰，古时曾把它算作东峰

的一部分，今人将它列为华山主峰之一。峰上林木葱茏，环境清幽，奇花异草多不知名，游人穿

行其中，香浥禁袖。峰头有道舍名玉女祠，传说是春秋时秦穆公女弄玉的修身之地，因此峰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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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玉女峰。 

　　史志记述，秦穆公女弄玉姿容绝世，通晓音律，一夜在梦中与华山隐士萧史笙箫和鸣，互为

知音，后结为夫妻，由于厌倦宫廷生活，双方乘龙跨凤来到华山。 

　　中峰多数景观都与萧史弄玉的故事有关。如明星玉女崖、玉女洞、玉女石马、玉女洗头盘等

。玉女祠建在峰头，传说当年秦穆公追寻女儿来到华山，一无所获，绝望只好建祠纪念。祠内原

供有玉女石尊一尊，另有龙床及凤冠霞帔等物，后全毁于天灾人祸。今祠为后人重建，玉女塑像

为1983年重塑，其姿容端庄清丽，古朴严谨。峰上还有石龟蹑、无根树、舍身树等景观，与其相

关的传闻都妙趣横生，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中峰的内涵，增添了中峰的神奇与美丽。

   

2、奇古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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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空栈道

       在南天门外，是华山著名险道之首“长空栈道”。栈道路分三段，出南天门石坊至

朝元洞西，路依崖凿出，长20米，宽二尺许，是上段；折向下行，在崖隙间横贯有铁棍，形如凌

空悬梯，游人须挽索逐级而下，称之“鸡下架”，是中段；西折为下段，筑路者在峭壁上凿出石

孔，楔进石桩，石桩之间架木椽三根，游人至此，面壁贴腹，脚踏木椽横向移动前行。   

此道开凿在南峰腰间，上下皆是悬崖绝壁，铁索横悬，由条石搭成尺许路面，下由石柱固定。由

于栈道险峻，故当地人有“小心小心九厘三分，要寻尸首，洛南商州”之说。这里只是探险之道

，并非登山必由之路，胆小的游客观望一下即可，体力和胆量没有把握则不要轻易冒险。所以石

刻上不少警告之语，如“悬崖勒马”等。

       沿长空栈道行十余米，有一大石洞，名为“朝元洞”，洞内有塑像。从洞口沿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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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下，西折乃为“九节臬臬椽”，长六七丈，宽不足一尺，是用九节木椽搭成的。因山高气爽，

气候多变，即使换上去不久的椽也会像朽木一样，故称“臬臬椽”。此处望之森森，登之危危。

过臬臬椽，有一石庄，高三四尺，粗尺许，名“定心桩”。过桩便是一石洞，名“贺祖洞”。在

洞的西南半山上，有一倒坎绝崖，上刻“全真崖”三字，每字三米见方，其字古朴刚劲，刻工精

湛。此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悬空向里，是谁又如何把这样的大字镌刻在崖壁上呢？古民间曾

有“不是神仙谁能凿”之说，让人不得不信，又难以置信。如今常有游客将华山与金庸小说中的

事物对号入座，因此绝壁上的“贺祖洞”被认为是华山派剑宗风清扬的隐居之地。当然，这只是

游客出于对华山和金庸小说的喜爱而引发的笑谈。

      

长空栈道处有出租安全绳的服务，30元/人次；出于安全考虑，要涉险必须使用安全绳。

      

注意：

此处真实发生过游客因为害怕而心脏病发作坠落而亡的事件，请健康有状况的游客不要轻易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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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苍龙岭

       登上华山北峰，再向南折，经擦耳崖，过上天梯，便有一长岭呈现眼前。它莽莽苍

苍，笔直插天，好像苍龙腾空，所以被称为“苍龙岭”。此岭上的台阶只有2尺多宽，两旁万丈深

壑，势陡如刀削斧劈。岭脊上下高差约500米，坡度在45度以上。在这里遥望青松白云，耳听风声

大作，令人心惊目眩。游人到此，莫不惊叹。

      苍龙岭原来虽有修凿，但仍很危险。解放后，将原岭龙脊凿平加设栏杆，1985年又下

凿尺许，才将岭道拓宽。1997年为解决因游人多而发生堵塞现象，华山管理局又在苍龙岭东边加

修了一条复道，旅游旺季时两条路一上一下，确保安全。

       若是夜晚登山，遥望苍龙岭，只见到远远无数灯点排成笔直一线，斜向天际，慢慢

向上移动，是游人打着手电或头灯在岭上攀登，看去宛如登天。

      “韩退之投书处”的故事

       唐代以前，此路仅凿有石窝，也没有护栏，登岭须为爬行，到了上段更需两腿骑跨

在岭脊之上，以身伏岭，以手搦岭，慢慢向上潜行，如骑龙背。下岭要退行，山势道路万分险恶

。至今岭上“龙口”处的平台上还留有“韩退之投书处”的遗迹。这是当年唐朝大文学家韩愈登

华山时留下的故事。韩愈被贬出京城，东行赴任途中登上了险峻的华山。游玩之后下山到苍龙岭

处，只见两旁深谷万丈，云雾弥漫，山风呼啸，长长的山脊时隐时现，像一条青龙在空中舞动。

他因害怕无法下山而痛哭，于是将身上所有携带的物品都抛于岭下，并写了书信投下山与家人诀

别。当时的华阴县令听说此事后，亲自同人去接，韩愈才得以下山。

       不过也有不少文人持不同态度，对韩愈投书痛哭的做法提出质疑。有人认为韩愈

面对皇帝都可毫无惧色，慷慨而谈，胆气实为过人，必不至于不敢下山。也有人说自己居于华山

下，登山犹如家常便饭，推断韩愈下山不会如此艰难。还有人提出传言有误，韩愈虽然痛哭，却

不是因为害怕山势险恶，而是因为山水景象极致，非文笔所能描述，只有痛哭来抒发对如此胜景

的感慨。千年前的事实真相已难于考证，但正是因为苍龙岭的险峻，才有这样的的种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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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古华山一条路

       “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华山峪”登山道，包括了自古以来华山唯

一登山道上的沿途各景点，连起来就是通常所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登华山最大的乐趣即为

登山本身，一边克服种种山路的艰险，一边移步换景观赏沿途风光，所以这条经典的登山路线至

今仍然是登华山的最佳选择。

        从山下至山上的登山路线为：玉泉院——五里关——莎萝坪——毛女洞——青柯

坪——回心石——千尺幢——百尺峡——老君犁沟——北峰——擦耳崖——苍龙岭——五云峰—

—金锁关。到达金锁关后，才可上中峰游览，并以环线游览东、西、南三峰。

       直到上世纪90年代黄甫峪的“智取华山路”凿通之后，华山才有了第二条登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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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从古至今都大名鼎鼎的登华山唯一“一条路”。

   

3、趣石秀木

1.回心石

       由青柯坪东折，跨石拱桥、绕东道院，沿阶约行1公里，悬崖绝壁就挡住了去路。

在千尺幢的下端，“回心石”便迎面突现。这里道路十分险要，不少游记中都有关于“游太华山

者，往往至青柯坪而止”的记述。

       旧时从玉泉院到青柯坪的华山峪道并未整修，行走艰难，攀登华山的游人能走到这

里已然不易。而到此后，再往上行走山势只会愈加险恶，便有一些意志薄弱者不敢前进，回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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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视险而归。正因为如此，古人又在附近四周的悬崖上刻写着“迈进”、“余勇可贾”、“英

雄进步”、“脚踏实地，步步留神”等激励话。所以回心石是华山对一个人意志的检验。在这里

是继续上山，还是折身转回，每个人都要做出选择。现在华山道路几经拓宽、平整，从玉泉院到

此已经不算困难，但回心石仍然是华山之险的一个见证。

2.斧劈石

       

斧劈石在西峰上，是华山著名的奇石胜景，因“沉香劈山救母”、“宝莲灯”的神话传说得名。

        斧劈石踞峰巅，高一丈余，长数丈，拦腰裂为三段，如同斧劈。石下与峰头形成

空洞，仅可容一人伏身爬入。进洞仰卧上观，可见顶端凹凸不平，似一妇人躺卧后留下的痕迹，

腹乳压痕清晰可辨。史志对此奇异多有记述。石上有“劈山救母”的摩崖石刻。

传说玉皇大帝的女儿三圣母因爱慕书生刘彦昌的容貌才华，私结连理。二郎神杨戬以违反天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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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将三圣母压在西峰巨石下。三圣母石下产子，取名沉香。沉香长大成人受仙师指点，执神斧劈

开巨石，母子团圆。

       今斧劈石旁有一铁铸巨斧，是后人为附会故事而做。斧柄上有诗：“仙家宝斧，七

尺有五。赐予沉香，劈山救母。”游人多于此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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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山怎么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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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看日出――最招牌的玩法

       这是华山的招牌玩法。三五好友，半夜10点登山，及至凌晨上的东峰顶，不光看到

日出是一种感动，同伴之间的相互扶助无微不至，对于淡漠在城市中的亲情来说又是一次回归和

享受。

   

2、走夜路――最特色的玩法

       有没有哪一座山会有人提醒你：“上山？晚上走吧！”华山就是这样的一座，而且

是名山中不多见的一座。华山很险，险的无法正视，人们却又迷恋这种险，于是选择了在夜色的

掩映下不去直面华山。

       问了很多人为什么选择夜里上山，“白天走太险！”几乎每个回答里都有这样的话

，而我总是笑着问，“晚上不更险么？”“你去试试！”回答竟也惊人相似。从山上下来，我明

白了：华山其实并没有山，有的只是你自己，自己的犹豫，自己的怯懦，夜色的黝黑会让自己的

惰性更舒服一些。而且这样的熬夜没有薪水，不会有筹码的输赢，但却有跋涉的快感和日出的激

动，不知道你会不会来？我来了！夜登华山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华山是自己走出来的

一座山。

   

3、找石头――最费神的玩法

       佛家有云：大相无形。这些华山的象形石木可能就是这样子吧，“横看成岭侧成峰

”要把象形的石石木木都找齐了，恐怕是一件很浩大的工程。却又不失为一种很时尚的玩法。风

靡大街小巷的“石头记”，宣扬的是人和石头的缘分。来华山，这里有更大的缘分哩！在华山找

石头特有趣，因为你就在石头上找石头，有意思吧。

   

4、找个洞――最不可能的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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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华山有72个半洞，喜欢刨根问底的背包客到可以在这方面下下功夫，不过要把

这72个半全都探到，简直就是不可能的，有的无路可通，有的连当地人都不知道，可这华山上的

洞府却都传说是神仙的福地，如果找到一两个也算是福气哩。

   

5、历个险——最刺激的玩法

       长空栈道、鹞子翻身这个地方，站在上面就让人胆颤心境、走在上面更是魂飞魄散

，如果你还敢在思过崖卧龙松上走一走那我真服了you！

   

6、摄影爱好者必玩的几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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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峰顶：可以拍华山全景，是云雾华山、太华云海、雪舞华山的绝佳拍摄点，也适合在早上或者

其它散射光的情况下取景。

卧牛石：拍摄北峰全景、北峰云雾

救苦台：可以拍苍龙岭，适合散射光、云雾中、夕阳下拍摄。

东峰顶、引凤亭：可以拍摄华山日出，有松枝为前景，不为一幅上佳作品。

鹞子翻身下：体验完惊险，只要是雨后初晴，还可拍摄棋亭云雾、下棋亭美景

南天门外：面对三面临空的华山第一险境，你害怕了吗？如果真得害怕，就不要下去体验。回身

升表台便可拍摄东峰全景、长空栈道，也不枉来这险山一次。

孝子峰：拍西峰，山的崖壁金黄。云海，松林。

炼丹炉：拍摄华山落日、三公（凤）山云海。

   

7、最复古的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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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不少于5000年文化积淀的华山，山上山下名胜古迹比比皆是，除了山上看到的

之外，下了山还有这几个不错的地方。西岳庙，位于华阴市区东二公里处，距西岳华山玉泉院八

公里，被称为五岳第一庙。西汉京师粮仓，在西岳庙东约7.5公里处是西汉时长安附近的重要粮仓

。魏长城，在华阴县城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杨氏故里，天下杨氏出华阴，在华阴市城东东宫村

是杨氏祖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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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登山方式推荐

   

1、徒步游线路

徒步华山线路：

       从玉泉院出发,过鱼石、灵官庙、五里关、青柯坪，经“回心石”、千尺幢、百尺

峡和老君犁沟到北峰，从北峰南上，经擦耳崖、苍龙岭、“韩退之投书处”、过五云峰到金锁关

，从这里可分别前往东、中、南、西四峰。徒步遍游五峰一般要10小时，乘缆车登顶游览需3—5

小时。背包客想在东峰观日台看日出，需夜间出发，步行4--6小时，至山顶正好赶上日出。

一日游：

       一般是夜间10点－－12点由华山门进山攀登，走“自古华山一条路”于黎明前到达

东峰。观看日出后，环游中峰、南峰、西峰，返回金锁关沿原路下山，沿途欣赏夜间没看到的景

色。

二日游：

       第一天早晨游览玉泉院后登山，经北峰上至金锁关。然后有两种安排：一是由金锁

关行至镇岳宫或西峰，安排好食宿，游览西峰诸景、赏夕阳晚霞。

       第二天清晨，于西峰顶或南峰顶观日出，遍游南峰、东峰、中峰，返回金锁关，沿

原路下山。二是自金锁关南行，游览中峰诸景后，在中峰、迎阳洞或东峰下榻；第二天游东、西

、南峰后回金锁关，沿原路下山。

   

2、乘坐索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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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索道如何坐：

       在玉泉院以东2公里的黄甫峪,有一条长7.66公里的水泥公路至瓦庙沟,从瓦庙沟可以

乘索道直接上北峰，只需七八分钟。索道全长1500多米，相对高度达到七百多米，穿行在绝壁峡

谷之间。

       索道运行时间：夏秋季（4－10月）7:00――19:00；冬春季（11―3月）：9:00－16:00

一日游：

由东山门乘汽车至黄甫峪瓦庙沟乘索道至北峰。游览北峰及附近诸景，再力所能及地向主峰步行

游览。黄昏前返回北峰，乘索道、汽车出山。

二日游：

第一天乘汽车、索道上至北峰。游云台(北)峰、苍龙岭及沿线诸景，至金锁关，夜宿西峰或东峰

，具体情况同步行二日游。

第二天观日出后，环游主峰区，再经金锁关下至北峰，乘索道、汽车下山。

   

3、步行与乘索道结合：

步行上、乘索道下

一日游：

上山同步行一日游，下山于北峰，乘索道、汽车出山。

二日游：

同步行二日游，只是下山到北峰乘索道、汽车出山。

乘索道上、步行下

一日游：

乘汽车、索道到北峰后，漫游北峰、御道、至金锁关，选择一座主峰登揽，然后原路由老君犁沟

沿自古华山一条路步行下山，欣赏沿途景色。

二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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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乘汽车、索道到北峰，上金锁关，遍游主峰区胜景，夜宿西峰或东峰。

第二天观日出后，沿自古一条路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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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华山美食

   

1、传统大刀面

       华山的特色面食，名字和华山一样有气魄。顾名思义，大刀切的面叫大刀面。大刀

面是华山当地传统名吃，刀：长二尺二寸，背前端宽三寸，背后端宽四寸，老秤重十九斤。切：

右手提刀，左手按面，边提边落，案随刀响，刀随手移。

面：搓成絮，木杠压，成硬块，盘起回性，擀开一毫米厚薄后拎擀杖叠起成半圆形。 艺高者胆大

，挥刀自如，面细如丝，水开下锅，两滚即熟，浇上干[火览]肉臊子，一口未咽，急嚼第二口，

一碗下肚，又等不及等二碗，三碗吃毕，满头热汗，鼻耳畅通，还想再吃，肚腹难容，一步徘徊

，怏怏离去。

       大刀面是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切面的大刀长3尺，宽5寸，颇像铡刀，面擀成一尺

多宽的薄面皮，折叠成十余层，用大刀切制成面条。因九法不同，大刀面又分为四个品种：细面

，其细如挂面；帘子蔑面，粗细如帘蔑；宽面，宽如韭菜(多做成赶不干面)闪刀面，如两个韭菜

叶宽，切面时，实切一刀，闪宽一刀，故名闪刀。通常是早晨卖细面、帘蔑面，中午卖宽面。调

味以酸、辣为主，浇面的稍子与配菜，可视节令变化。特点：面条泛黄，汤红里透黑，酸辣可口

，长久食用，可治胃寒。

   

2、麻食泡

       是华阴地区特有的风味小吃，可与西安的羊肉泡发媲美。据70岁的著名麻食厨师孟

传荣说：民国三十年（1941），陕西省警察局局长马国华回乡竞选国大代表，专门和郗俊等来吃

麻食。麻食做工精细，色味俱全，碗面漂一层油泼辣子和飘香的大油珠子，似云版上的明星，又

若锦缎上的宝石。透过油层，碧玉般的豆腐块、黄金般的粉条、银白色的葱节、火黄色的蒜沫若

隐若现，切成块的锅盔馍埋在下边，手一端碗，香气扑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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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荞麦凉粉

       华阴凉粉品种繁多，风味各异，制作考究，佐料独特。用荞麦制成的凉粉柔软滑爽

，用豌豆制作的凉粉晶莹透亮，还有用扁豆、粉面等制作的凉粉。其中用养麦制作的凉粉工艺复

杂，风味俱佳。荞麦凉粉是先把荞麦碾成荞珍子，去衣后，把荞珍子用手工碾成粉末，放在清水

中浸泡，然后用马尾编织的细罗过滤，滤出的精华部分入锅用文火熬煮，熬成稀粥状后舀人盆中

，冷却后逐渐变得软硬适宜时，即可食用。食用时，可削成长条形薄片，也可用专用的“捞捞”

捞成长粉条状，盛入碗中，调入油泼辣子、芝麻酱、醋、酱油、芥末、蒜泥、精盐、花椒面等佐

料，吃起来咸、酸、香、辣、鲜诸味俱全。特别在盛夏时节，一碗凉粉下肚，全身凉爽，暑气全

消。在吃主食时，配以凉粉，往往使人食欲大增，胃口大开。

   

4、馄饨

       形状像银锞，尖底、鳖肚，两个尖耳朵，馅有萝卜、韭菜、大肉之别，象征浑全

                                               36 / 42



�������

华山：自古险绝
，吉利。馄饨又名编食，是华阴人过年过节待客的佳食。传说，家人吃馄饨万事如意，举家团圆

；亲友吃馄饨唱来常往，亲如一家，永不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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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华山住宿

   

1、华山景苑酒店

      

华山景苑酒店是一家三星级酒店，位于华山景区繁华地段，交通便利、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设施和服务  

70间客房和套房   �24小时送餐服务 

IDD国际長途电话  �商務中心 

互联网服务 �货币兑换 

卫星电视 �洗熨服务 

轿车服务 �电子保险箱 

购物中心 �传召医生服务 

水力按摩/足底按摩 �桑拿和蒸气浴 

KTV包房  

标准间：298(前台现付)

   

2、华山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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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落于奇、险、峻、秀的华山脚下，近310省道，是由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和陕西华山三特索道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兴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是一家以“侠”文

化为主题的旅游观光型酒店。

　　华山客栈占地面积35亩，有可同时容纳350人就餐的绿色餐厅和武林各派系的豪华包间；有可

满足160人的“华山论剑”大会议厅和可满足30人的“笑傲江湖”小会议厅。华山客栈内独特古朴

的主题文化装饰风格，品目繁多的花草名木，雅致别趣的景观小品，渲染出一幅侠义豪迈的场景

，让来往宾客充分体验到“金戈铁马江湖梦，处处江湖处处家”的侠士意境。

       标准间：300元（前台现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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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旅游小贴士

1、一定是先到西安啦，如果你的体力充沛的话，建议你不要出站，直接找最临近的一趟火车去华

山。如果实在要想出站，一定注意安全，不可和任何人纠缠，尤其是你一个人的话。另外，最好

不要座汽车去，那条道比较黑。

2、 到华山后，不要被拉你住店的人给蒙了，remember：爬华山的最佳方式是，从夜里开始爬（

所以一定要代手电筒，而且是固定在身体上而不要拿在手上，因为你得爬，right？当然你也可以

不带，跟着别人的亮儿，就象我当年那么土一样。）这样你可以不受险峻地形的威慑随着人流义

无反顾的爬到顶峰（如果你是mm这一点尤其重要，否则你可能就半途退出了）当你第二天下山

时就可以一边欣赏景致，一边惊叹自己如何有如此胆量竟然这样就上去了，那感觉挺好的。这样

作的好处还在于你可以在恰当的时候登上顶峰看日出。不过那时候你的体力到达了极限最低点，

而凌晨气温又最低，所以要注意保暖，实在顶不住，没关系，在那儿租个军大衣吧。

实惠又实用。

3、上山途中总是有人告诉你，他是到山顶之前最后一个落脚点了。 别信这个。想歇就歇想走就

走，前面加水的地方多的是。另外，越往上东西越贵，所以食物最好带足，省钱又卫生。实在需

要来点儿热乎的，就买碗小米粥喝，特滋润，也特贵。

4、鞋子一定要合适，这差不多是废话，可我每次爬山总能看见穿皮鞋的，简直疯了。那里的山民

早就摸清楚啦，有各式球鞋出租和出售，不过你愿意吗？

5、如果你是mm，一定不要自己单独去。如果你是gg，最好也找几个伴儿!！安全是旅游中最关键

的一点啦。更何况你是要去华山这个险要之处。

6、如果从西安出发的话，最好是坐汽车。因为坐火车只到临潼车站，离华山脚下还有一段距离。

而汽车是直接送到华山的。另外汽车的价钱也可以，一般是15-20元。

7、其实华山上山很快。如果体力好，三四个小时就登上东峰了。主要看上山的人是不是很多。我

们是在十点钟上山的，早上三点钟到，中间堵得厉害。山上很冷。所以早上就挨冻。而晚上的话

，好地方就被别人先占了。

8、上山时水是一定要带足的。一路上会有加水站，但其实晚上并不太需要。主要是第二天，在山

顶上时，就会很需要水，而顶上的水价就可想而知了。

9、上华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因为走全的话，共有80多里路，而且晚上不睡觉。所以下山后一

定要尽力保持清醒。上了汽车也不要不顾一切的睡觉。总之是要小心。

10、上华山时，现有通过一个什么观的，买门票。这是强制的，因为绕过这个观的路都卡死了。

我要说的是，注意一定要保存好这张门票，因为下山的时候还要查，没有的就还要买一张，那就

太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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