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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白领的马术练习场

从6月开始，到坝上骑马去，是京城白领周四就开始相约到一个固定节目。年复一年，乐此不疲。

所谓坝上是指由一个山带而隔离的山上与山下的区别，山上称为坝上，山下称为坝下，山上上平

坦的草甸式草原。“坝上”特指由草原升高而形成的地带，又因气候和植被的所形成的草甸式草

原。泛指张家口以北95公里处到承德以北95公里处，现在统称为坝上地区。旅游地域主要分为丰

宁坝上、围场坝上、张北坝上和沽源坝上。 

丰宁坝上草原总面积约360平方公里，属内蒙古大草原的一部分；平均海拔在1700米左右，最高海

拔约2400米；滦河、潮河的发源地置身其中，纬度41-42度之间。坝上旅游季节平均气温在18℃左

右，年平均气温约1.4-6度。坝上的风景漂亮，夏季天蓝欲滴，碧草如翠，云花清秀，野芳琼香；

金秋时节，万山红遍，野果飘香；冬季，白雪皑皑，玉树琼花，这里就如一首首优美的诗，一幅

幅优美的画。

丰宁坝上草原，人气最旺是夏季。夜幕之时，明月篝火，歌舞生平是您游玩的好去处；你可以在

篝火旁同伙伴们尽情的唱歌、跳舞、喝酒；还可以独自坐在草原上数着天空中的星星，别有趣味

。清晨还可以跳着露珠登山漫步，一轮红日冉冉升起，草原上的日出别有特色，好像太阳离你更

加的亲近，我们触手可及，青草上的露珠晶莹透明，羊群、马群、牛群点缀着草原的清晨，偶有

清清的薄雾，朋友来坝上草原吧，亲自体验一下“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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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丰宁坝上的风景点

坝上草原，当然是草原！ 

丰宁坝上草原(京北第一草原)又名大滩草原，位于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西北部，总面积350平方

公里，南距北京285公里，是距首都最近的天然大草原，故名京北第一草原。 京北第一草原是坝

上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洼水清澈，青草齐肩，黄羊成群，生态环境优良。蒙古语称此地为

“海留图”，意为水草风貌的地方。

丰宁坝上草原(京北第一草原)平均海拔1487米。置身高地仰望，似有天穹压落，云欲 擦肩之感。

放眼沼泽，滩地组成的旷垠原野，氤氲流生，庶草摇曳，繁花铺地，禽鸟飞鸣，骏马奔驰。这里

属大陆季风型高原气候，春秋时短，干燥少雨；冬季偏长，严寒多风；夏季无暑，清凉宜人，7月

份平均气温17.4°C，一年中最高气温不过24℃。

丰宁坝上草原(京北第一草原)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供观赏的众多花草中，5月的金针花，6月的野

罂菜，7月的干枝梅，8月的金莲花，倍受人喜爱。每年端午节前后百灵鸟在花草中产卵孵化，是

捕捉百灵的最好时节。10月成百上千的南徒大雁在这里短栖。野兔、鼹鼠、狐、豹等草原动物，

经常在坡地草丛中出没。京北第一草原是避暑狩猎的好地方。

旅游向导：

这里娱乐项目很多,骑马、骑骆驼、射击、射箭、乘坐滑翔机、参加篝火晚会等等,您尽可以纵情参

与。作为满族和蒙古族聚居区,这里有丰富多彩的满蒙民族风情旅游活动。

另外,去往京北第一草原的路上,有一棵九龙松,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因九条粗大枝干似盘龙形状而得

名,一定得去看看。

特色物产：

地方特产有干枝梅、蕨菜、金针菜、白蘑、莜面等,相信当您踏上归途时，一定会满载而归。

服务设施：

景区内有不同风格的度假村38家,家庭旅馆500多家。度假村内设有大小餐厅、综合商店及蒙古包

、军营帐篷、会议室和舞厅等，住宿很方便。建议您一定要品尝一下本地的特色食品:烤全羊、手

把羊肉、奶茶和奶豆腐等。

        旅游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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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驾车到坝上一般需要5个小时，路口较少，但山路较多，沿途可以欣赏怀柔山区的河谷风景

，别有一番情趣。

从三元桥驾车48公里即到达怀柔县庙城立交桥，继续直行(右转下桥怀柔县城)3公里是怀柔县开放

环岛，左转(直行密云)1公里，遇T形路口右转，沿京汤公路直行14公里到达青龙峡岔口，同时，

也是山路的开始。

行驶8公里后到达幽谷神潭，公路左侧有停车场和厕所。

89公里处遇一路口，直行(右转四合堂)3.8公里到达琉璃庙Y形路口，右转(左转崎峰茶)17.4公里到

达汤河口路口，右转(直行汤河口镇，左转宝山寺)经过中石化汤河口加油站后13.7公里到达长哨营

Y形路口，左转(直行滦平)20公里到达喇叭沟门镇，镇中有一路口可到达喇叭沟门森林公园。

穿过喇叭沟门镇，继续直行，翻越云雾山口(可停车小憩)后下山慢行。186公里处到达丰宁县城南

口，左转(右转白云古洞)穿过县城后行驶8公里遇一个Y形路口，右转(左转白草)8公里经过土城子

镇后遇一个T形路口，左转(直行围场)12公里到达喇嘛山悬空寺和冰臼公园

。继续直行，246公里处开始爬山(约10公里)，爬到山顶距草原风�农家院13公里左右，途经花百

度假村、神龙湖度假村。

草原策马外，坝上沿线有如下景点可以看看

白云古洞  

(图片由网友 @北京板砖 提供)

白云古洞位于丰宁满族自治县窄岭乡黑山咀村潮河西岸。白云古洞又称白云峡谷、朝阳洞，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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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峰、洞、谷和寺庙组成的风景区总称。 位于承德丰宁县城南４５公里处的莲花山中，占地４

平方公里。风景区四周有危峰峭壁环立，一道山堑来往出入，自然形成山门。内有奇峰、怪石、

幽洞、深涧等众多自然景观和佛寺、道观、尼庵等众多自然景观和佛寺、道观、尼庵等人工建筑

，其中以"三寺”"六山"、"九景”`"十二洞”最为著名。此外，还有奇峰异石如卧狮山、佛掌石、

三山斗扣、增禄岩，山泉飞瀑有十个瀑潭和天井、人井、地井，人文景观除寺庙外还有修真道、

长寿桥、云梯、云池、栈道、打坐堂等。

“三寺”是指宝华寺、青云观、隐仙庵 。相传，明天启年间，有一人进山打猎，见山景空灵，纤

尘不染，遂感悟，绝尘缘，在白云古洞修建宝华寺出家为僧，成为开山祖师，传３代。明清两代

，这里僧道共居一山。和睦相处，烟火特盛，香客如云。

“六山”是笔架山、边墙山、虎头山、卧狮山、望吼山、鸡冠山。这六山皆因其状而得名，各有

典故，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九景”是连荫寨、一线天、仙人桥、风动石、小月牙天、大月牙

天、仙人掌、百丈谷、三井。这九景或奇、或险、或幽、或静，各具特色，都有一段动人的传说

。

“十二洞”是白云洞、哈哈洞、二仙洞、子午洞、白骨洞、修真洞、蛇仙洞、虎仙洞、鹤仙洞、

穿心洞、无底洞。这些洞或阔、或深、或诡，各有神韵。白云洞最大，面积600余平方米，容千人

绰绰有余。哈哈洞位置最高，远眺山外潮河如带，低山起伏连绵。仙人桥是山腰的透体洞，景观

殊异。二仙洞两洞相通，赐福洞穿透谷底，无底洞深不可测，小西天极险难攀。九个崖洞石屋，

象繁星撒落在山头、山腰、山底，把媚人的风光点缀得更野更奇．无底洞其深莫测。相传，古时

有一大胆和尚提一筐蜡烛进洞探底，至蜡尽返，终未能穷其底，遂以无底名之。其余各洞亦有来

历。

白云古洞景区内古木枝藤，隐天蔽日；泉水溪流，叮咚有声；俊鸟唱和，婉啭成韵；奇花异草，

争奇斗妍，特别是端午前后，杜鹃花、杏花、樱桃花等相继开放，与苍松翠柏相映成趣，别有洞

天。

九龙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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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避风塘  提供)

九龙松，位于丰宁县城北15公里处的五道营乡，距今已有980年。该松根植于北宋年间，纵观六朝

风雨，饱经千岁沧桑，树高4米生冠盖，覆地近亩绿云腾，树围3人能合抱，枝分9条若蛟龙。9条

粗大的枝干盘根错节，盘旋交织在一起，枝头酷似龙头，树身曲曲弯弯犹如龙身，树皮呈块状，

形若龙鳞。9条蛟龙雄姿奇特，神韵绝伦，腾空飞舞，故名九龙松。

相传九龙松是一仙鹤衔籽而植，后被除数大清康熙皇帝出巡塞外时发现，惊讶至极，叹为观止，

遂亲持御笔题写了“九龙松”三字。命当地能工巧匠刻匾挂于庙宇之上，并留下了五百御林军驻

守看护。这五百人经过世代繁衍，与当地百姓通婚，以至发展到现在相互毗邻的五个村落。

那么，九龙松何以引起康熙皇帝的如此珍重？主要因它在很多地方都神奇无比，不同于其它松树

：一是九龙松树冠走向、轮廓和层次与其南侧的驸马山完全一致。二是九龙松生有其它松树绝对

没有的连理枝。三是九龙松籽在未成熟时洁白饱满，成熟后即成空皮，不能繁殖。四是九龙松独

树成林，周围有巨大的混元气场，耳贴树干，可听到一种异常的回音，微风掠过，松涛阵阵。正

因如此，九龙松被誉为“天下第一奇松”。更有诗为证：“翠云近亩一柱擎，老干虬枝腾九龙，

千载奇松惊看客，佳景尚须待雪冬。”的确，冬雪过后的九龙松，树挂满枝，银装素裹，似玉龙

飞舞，欲破天穹。

门票：20元

洪汤寺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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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避风塘  提供)

洪汤寺温泉位于丰宁满族自治县城西南部15公里，与世称小三峡的汤河龙潭沟混然一体，环境优

美景色宜人，温泉日溢48℃热水170吨，水质清澈透明，细软滑润，无色无味，含锶、钻、镉、铁

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浴者身感舒服，具有祛病健身之功效，对风湿、顽癣以及各种皮肤病

及积劳成疾等慢性病有独特疗效。温泉位于丰汤公路一侧，交通便利，电力通讯畅通，现已建成

宾馆三座。

喇嘛山 与佛珠洞

喇嘛山佛珠洞位于丰宁大滩乡，“中国第一冰臼公园”在佛珠洞山顶，海拨1198米，主峰上的冰

臼犹如“天锅”一般，经中国地质科学院韩月林等三们教授考鉴认定冰臼遗址，距今已有二百万

年，是国内外罕见的“世界奇观”、“天下一绝”。神奇的冰臼群是大自然斧神创造的奇峰异石

，使人飘然欲仙，陶醉在大自然之中。

喇嘛山主峰海拔1198米，内多峭壁．远望如垣、如垛口、如炮台、如天然长城。在20多千米中，

分布着众多柱峰、悬崖、禅洞、怪石、鞍马石刻，俨若一条山光画廊。其上岩画多喇嘛佛像、高3

．12米，宽2．72米，佛像足踏莲花，背放佛光丹青彩绘，历300余年仍鲜艳夺目。佛像旁刻有满

、汉两种文字，造像下有一砖塔，俗称喇嘛坟。石壁上有喇嘛洞。

佛珠洞是喇嘛山第一景，该洞是一条500米的天然山洞，洞外有18块巨石覆盖其上，酷似一串佛珠

，故称佛珠洞。

佛珠洞是古代冰川遗迹的有力证据。像佛珠洞一带的冰臼，分布在山脊、山峰、山麓地带，在国

内外实属罕见。登上1198米高的喇叭山主峰，冰臼群一览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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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臼公园  

(图片由网友 @北京板砖 提供)

冰臼公园位于河北省丰宁县城北28公里处的喇嘛山风景区，距北京208公里，是通往京北第一草原

的必经之地。这里奇峰峻峭、峡谷清幽，公路两侧分布着很多神奇的景观，主峰喇嘛山海拔1198

米，分布着有如“天锅”的冰臼群，此外还有悬壁禅洞、鞍马石刻、喇嘛佛、神劈石、峰上塔、

叠落岩、九女峰、窟窿山等大自然鬼斧神工般造就的奇峰异石，组成了长达15公里的风光画廊。

冰臼是古代冰川曾经存在过的有力证据之一，也是古气候、古环境变迁的极其重要的历史见证，

在我国的黄山、庐山、西藏和德国、波兰等地均有过发现。但它们均分布于冰川、U型谷和冰床

上，而佛珠洞一带的冰臼则分布于山脊、山峰和山麓地带，因而在国内外实属罕见。

喇嘛山冰臼群的发现，证明距今200万年前的第四纪早期，我国东部山区确实发生过巨大规模的冰

川运动，冰川类型属内陆型大冰盖，冰层厚度在1000—2000米以上。同时还证实在第四纪早期，

全球曾发生一次巨大的和惊人的降温事件，对该区和全球古气候、古环境变迁、人类起源和现今

                                                 9 / 34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307&do=album&picid=25385


�������

丰宁坝上：皇家围场
气候演化趋势分析和预测，以及为发现和寻找大冰盖冰碛型砂金矿床，提供了重要的实际依据。

因而冰臼群的发现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

窟窿山 

窟窿山在喇嘛山西行约10余公里，在高如屏的山体中，有两个直径约6米的圆孔穿山而过，构成山

光画廊一大奇景。《水经注》称“孔山”。晴天望孔山似峰头嵌日，遇风雨天气，则可观赏千变

万化的“孔山流云”。 

双孔峰上有两孔，一孔大，一孔小，并排而立仿佛一对天窗。这座山被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

为“孔山“。其孔高22米，左边孔宽约14米，两边孔略狭窄，有10米，中间石柱厚达2米。相传，

此山是杨二郎担山填海，以便进军。杨二郎便来此担山，用扁担穿了两孔，未能挑起此山，便只

好放下另寻他山。这样，窟窿山便留了下来，成为塞外一座奇山。登上窟窿山，远望连绵群山，

云雾缭绕，朦朦胧胧，一片霞光，绚丽迷人。

千松坝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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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避风塘  提供)

千松坝森林公园位于河北省丰宁县西北部，京北第一草原大滩东南，是坝上草原上一座以天然次

生林景观为待色的新辟旅游风景点。该园是由交界沟、大北沟、豹子沟等构成的以云杉、落叶松

为主的森林一——草原最佳结合型风景区。海拔最高达1892米。这里夏季十分凉爽，年平均气温1

℃，最高温18．3℃，最低温一16.9度。活动积温1895．6度。年均降水量436．7毫米，蒸发量1595

毫米。日照2706小时，辐射总量为135千卡／立方厘米。在公园主沟内，由于地势较低，又有茂密

的水源涵养林，地面上常年有泉水溢出，并汇流成滦河源头之一。公园由花岗岩、片麻岩构成，

土壤属灰色森林土，土质肥沃，植被生长良好。

据调查，园内植物种类共有92科848种。成为草原上的一块宝地。被人们誉为草原上的森林风景明

珠。主要树种有云杉、油松、落叶松、樟子松、杨、柳、桦、栎、榆等。草本中禾本科有70种，

莎草科46种，百合科48种，唇形科30种，十字花科27种，毛茛科39种。每逢春夏秋三季，各种草

花开放后，整个林间形成大片花海，景色极为壮丽。其中不少植物如二色补血草、金莲花、刺五

加、樟子松、甘草、当归、蕨类、黄连、百合、麻黄、红景天、独活、紫草、百里香等，不仅花

色鲜艳，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而且有药用、食用价值。

千松坝还有数量众多、起源古老的动物群。经调查，现已知道动物在300种以上，其中猞猁、豹、

斑羚、细鳞鱼、驴轴棍蛇、黑琴鸡、松鸡、石鸡、勺鸡、豺、兔狲、黄羊、天鹅、鸳鸯、红脚隼

、灰鹤等均属珍贵稀有保护动物。目前，这里已被列为河北省级森林公园。1997年，开始建立小

木屋、餐厅等旅游接待设施，并很快吸引了京津大量城市居民来此避暑、休闲和观光旅游。

凤山戏楼 

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承德城西北丰宁满族自治县凤山镇。始建于雍正十年(1732)，光

绪十一年(1885)重修。1983年再次维修。戏楼南北长25.5米，东西宽12.88米，舞台面宽8.88米，楼

高12米，面积265．3平方米。砖、石、木结构，条石台基，歇山券棚顶。建筑雄浑壮伟，结构新

颖，装饰华丽，构思奇妙，建筑技艺高超，集书法、绘画与建筑艺术为一体，有“塞外第一戏楼

”之称。 

       

悬崖禅洞 

悬崖禅洞位于丰宁县城西北30公里处。该洞深20余米，宽3.5米，为椭圆形，洞内有天然形成的“

居室”，左右台上有古代建筑的青砖、大瓦、柱石，砬壁上有歇山式屋脊痕迹，洞中还有喇嘛修

炼歇息的炕。考古人员据此认定该洞曾为“禅洞”。这座“禅洞”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喇嘛为啥

要住在40余米高的峭壁上？至今仍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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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宁坝上：皇家围场
  

三、坝上草原可以玩的娱乐项目

骑马30元/小时 (包半天4小时100元) 可选用:马靴、护腿租用10元/次

越野吉普 100-150元/小时 四轮摩托 40-60元/小时

15项娱乐套票 150元(不少农家院提供，最低100元优惠价！)

杂技表演(10元) 射箭(10元) 飞斧(10元) 流星炮车(20元) 喷火神枪(20元) 激情转马(20元) 滑草(30元)

滑索(30元) 四轮摩托(30元) 蒙古人家(30元) 野战博击(30元) 弹跳飞人(30元) 疯狂斗牛(30元)

票面价值300元

高空滑翔：

草原上的滑翔机是带动力的，你不用受过高昂费用的滑翔训练，滑翔师会带你飞上天空。滑道是

那样的短，坐在滑翔师的身后，心嘣嘣乱跳。滑翔机开始向前滑动了，加速，加速，快得让人窒

息的那一刹那，我们离开了地面。飞起来了，你的心也因此而舒张开。草原，渐渐成了光滑的绿

色的地毯，骏马、房屋慢慢缩小。你的视野在开阔着，看见了整片的草原，整片的蓝天、白云。

风在耳边大声地回荡，想我的面孔已被吹得七扭八歪了吧。不过，能像雄鹰般冲刺蓝天，我不再

害怕被风吹走。

注意事项：滑翔机危险系数很低，只要严格按照教练的知识去做即可。此外，此项运动费用中已

经含入保险。(此项目不适合12岁以下儿童参加)

卡丁车：

说起卡丁车，人们难免会想起F1方程式赛车的惊险、刺激，那漂亮的头盔的绚丽的赛车服也了我

们梦中冒险驾车的装备。其实，虽然开F1赛车风险不小，但我们也可以借助卡丁车有惊无险地过

把赛车瘾。世界早有很多F1方程式赛车手就是从驾驶卡丁车起步的，塞纳、舒马赫等许多著名赛

车手都和卡丁车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如果你想体验心跳的感觉，享受追风逐日的速度，又玩

得安全可靠，选择卡丁车准错不了。

空中索道：

        草原是广阔的，深邃的。到了草原，你总想把这一切尽收眼底。你只恨自己没张

上飞毛腿，没有长出千里眼，览尽这深广的草原。去乘乘空中索道吧。有点像生存岛上的速降，

那草原上的空中索道不会失重，仅仅会有速度感。

        穿上空中索道特有的服装，连接在滑轨上，坐好，开始下滑了。随着速度慢慢地

提升，你似乎长出了飞毛腿，而草原上的景色也尽收到了眼底。这是一个美妙的感觉，没有惊慌

，你只会惊诧于草原的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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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家：

蒙古人家是草原上真实的主人，上了坝上，一定要到蒙古人家做客。豪爽的蒙古小伙儿会拉起马

头琴，热情的蒙古姑娘会边唱边跳为客人深情献上迎宾酒——马奶子酒，邀你入包品奶茶。迎过

客人，蒙古人家还会邀请你观看博克表演，你会看到健壮的蒙古小伙儿摔跤时的英姿。

骑马：

        来到这广阔的草原，策马扬鞭驰骋，充分感受风驰电掣的刺激，可能是最主要

的活动了。有肆意奋蹄的骏马，也有温顺可爱的良驹。

越野吉普车：

都市的塞车让我们有些透不过气来，来这里驾驶四轮驱动越野吉普车吧！在辽阔的大草原，我们

可以任意地飞驰其间，没有更多的其它车辆，没有一条条的分道线，没有各种各样的标志，这里

只有在轰鸣的发动机声音下放松的你。

四轮越野摩托车：

您是否见过这种四冲程四轮驱动的草原越野摩托车呢？您有没有在美丽的草原上跨上这种摩托车

驰骋过呢？坝上特色娱乐项目，那种翻坡越岭风驰电掣的感觉和马达轰鸣给您的快感，恐怕没有

什么可以与之匹敌的了。

滑翔机：

在辽阔草原的天空一览绿色的旷野，一定会让您心旷神怡。坝上已将滑翔机引进到了草原娱乐之

中。该机为采用轻型航空材料制造的解放九型滑翔机，飞行高度200至500米，牵引升空操作，最

大牵引高度100米。

动力牵引伞：

动力牵引伞是坝上同滑翔机一同引进的草原娱乐项目。它采用先进的设备，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

安全性，满足广大旅游者寻求刺激、寻求速度的要求。专业技术人员的设备检查，使您从容飞跃

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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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北京板砖 提供)

滑草：

可能许多旅游者都滑过沙、滑过草，但是从茫茫大草原的小山坡上冲下来的感觉恐怕还没有体验

过。近期坝上开发出了草原滑草项目，就是针对这一情况发展出来的，充分满足您娱乐需求，体

验快速，体验心跳。

射箭：

射箭是一项古老而又年轻的运动项目，在现代体育运动中具有重要地位。坝上特意准备了各种具

有国际标准水平的射箭用具和标准箭靶，让您充分发挥潜能，体验正中靶心的快感。此外，坝上

还安排了飞斧运动，力量与技术的结合让您快乐其中。

足球：

在绿油油的草场上体验一名职业球员奔跑、射门的感觉。

篝火晚会：

游玩了一天，暖暖的霞光在草原的西方慢慢地掠过，美丽的草原夜色呈现在我们面前。虽然凉意

不减，盛大的歌舞篝火晚会却让您流连忘返，那刚劲有力的满蒙歌舞表演和震天动地的爆竹声，

会让您感到仿佛又是春节到。

燃放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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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城市环境，最大限度地降低噪音污染，许多大城市已经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而在海留图

美丽的广阔草原却特意为您安排了燃放烟花爆竹活动，让您重温古老中国文化所表现的那喜庆欢

乐的震天动地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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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坝上骑马需知

租马须知

1、游客必须在正规的马场租骑马匹。

2、骑马每小时30元，计时办法：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算，半小时以上不足一小时按一小时计算

。

3、上马前要仔细听讲解员讲解的注意事项。

4、未骑过马或骑术不佳者建议用一个牵马者，费用：10元/小时。

5、骑过马的游客建议5个人应配向导1名，向导30元/小时。

6、上马前可根据个人需要租用手套、护腿及马靴等。

7、要听从向导指挥，在向导指挥下方可奔跑，如未经向导同意游客擅自骑马奔跑，出现事故一般

自己负责。

骑马须知

1、骑马前先要扣紧 肚带，防止马鞍滚转；

2、骑马的姿式：握紧马缰，两脚前掌踩紧马蹬、蹬力相同，臀部不要坐得太实，身体随马的步伐

摇动。

3、操纵方法：两手紧提马，缰，左转向左拉，右转向右拉，需停下时双手同时勒紧，缰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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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坝上的风味饮食

坝上三件宝：山药(土豆)、莜麦、大皮袄 

如今的坝上地区，多种草原风情菜肴已是北方塞外菜肴的代表，与北京既有相通之处，又有独到

之处。菜肴以山珍野味为主，有“野味之乡”的美称。时尚风格流入坝上后，与当地草原食品相

结合，“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二种迥然不同烹饪技艺得到进一步切磋交融，使坝上饮食独

具风味，魅力无穷。坝上有名的风味菜肴有：烤全羊、烤羊腿、香酥羊腿、手把羊肉、柴锅焖羊

羔、柴鸡炖蘑菇、气锅八仙、草原荷叶鸡、炸山鸡块、五香鹿肉、柴锅炖大鹅、野黄花炖牛肉、

坝上乱炖、莜面窝子、山药芋子、酸菜土豆粉、柴锅麻油饼等。这些佳肴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

烤 全 羊：如今坝上羔羊的品种基本以“小蒙鹿”为主。他的特点：个头均匀，肉质细嫩，无膻气

味。加工时先将羊宰杀，将羊血放净，去掉羊皮和羊头，用井水洗净后固定在一个架子上，用刀

在肉厚的地方划出花刀，架在炭火上转动烘烤，一边烤一边往羊身上刷调料。要用文火烘烤，不

要用旺火和明火。等到羊肉变得深棕色并且冒出油时，用刀子片下来蘸着孜然吃即可。（烤全羊

的技术要求特别高，烤不好就外糊内生不能食用白白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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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羊腿：

选一年以内的羊，取下羊腿，在羊腿的正反面斜着划出花刀。放在炭火架上翻面烘烤，还要往羊

腿上刷些调料。要用文火烤，不要用旺火和明火。等到羊腿变得深棕色并且冒出油即可食用。（

提示：选择烧烤方法吃羊时，要挑选肥羊。） 

手把羊肉：

是坝上地区特色佳肴。既有传统做法（清炖断生，不放调料，沾汁食用），也有现代做法。将带

骨羊肉剁成5厘米左右的块，洗净放入清水锅中煮沸，撇净汤沫，放入生姜、葱段、花椒及精盐。

餐时点少许香菜即可。

柴鸡炖蘑菇：

坝上地区出产多种蘑菇。称为上品的有：口蘑、榛蘑、肉蘑、草蘑、唣蘑、松蘑、平蘑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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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上高级宴会，又

是家庭的民俗菜肴。蘑菇用来清炖、红烧、做汤均可，其味清香、鲜美，历来为席上珍品。用它

炖坝上的柴鸡，其风味和口感极佳。

气锅八仙：

主要原料是狍子肉、野山鸡、野山兔、羔羊肋、沙丰鸡、葫芦条、口蘑、嫩椒。将这些原料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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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锅内蒸制。汽锅的特点是蒸气由上往下返，不跑气，使之保持原汁原味。出笼时异香飘出，色

淡、汤清、肉鲜、骨酥、味醇、鲜美，且营养极为丰富。

草原荷叶鸡：

源于叫化鸡，传到草原后，选用坝上的柴鸡，草原的黄土，坝下的荷叶作原料。制作时，将柴鸡

宰杀后，褪毛，由腋下取出内脏，清水洗净（也可用调料腌制），用荷叶包好，再用黄土泥糊好

，放在火上烧。熟后摔开泥土，吃时用餐刀割成小块，蘸着调料，味道鲜嫩可口，伴有荷叶的幽

香，独具草原风味。

柴锅炖大鹅：

将大鹅宰杀去毛净膛，剁成3厘米的方块（也可整只炖），用井水浸泡一小时，泡净污血后再用开

水焯透，柴锅中加葱、姜、蒜、盐、绍酒一起煸炒。再加入高汤滚开后改用文火慢炖60分钟即可

。汤清味浓，肉嫩不腻，鲜美佳品。

莜面窝子：

将莜面用温水和成（最好用坝上的水），揪成小面筋儿，用大拇指在小石板上搓成卷，放在笼屉

上蒸熟。装盘后再浇上调好的卤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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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何到达坝上与自驾须知

坝上景点分布图

新路：北京——八达岭高速——赤诚怀来出口——赤城——沽源——大滩

新修的路，路况好，基本无山路，双方向车少，320公里。小车收费70元，可省坝上30元/人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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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及3元/人的保险。

详细如下：

从马甸出发，走八达岭高速，出四五六环，经居庸关，过八达岭出口(58.6公里)，继续顺高速往张

家口延庆方向行进，过康庄市界收费站（67.1公里，收费35元）继续前行。

赤城/怀来出口(105.7公里)出高速，出收费站（15元）后看路标左拐，赤城方向。途中经头炮等处

。看路标，一直往赤城开，中间有一处收费10元。

到赤城时，见左手一加油站，路标显示左拐是赤城，此处不左拐（城里不好走），继续直行750米

到一丁字路口，路口左手一加油站（现废弃），直行是去丰宁，咱们应左拐，然后顺路一直往沽

源开,6公里后是新修的路，非常好走，顺主路途经猫域大桥，独石村等处，小厂收费10元。

到沽源时，右拐上双向四幅车道的路进城，第一个红绿灯右拐，然后一直顺路走约40公里就能到

大滩，穿过大滩镇，奔丰宁方向，直行7公里，海留图路口左拐，直接进村。

提前电话联系 草原风农家院 0314-8280094 13785375201可以去接

坝上草原自助游长途车路线：

不推荐乘长途车，车慢而且费用比租车贵！如果人数少可以加QQ群16482490看能否拼下车，如果

不行打电话给老刘帮你拼下车。

坐长途车最方便的是在三元桥乘车，所有到丰宁的车都经过此地，

坐地铁10号线到三元桥站下车，C口出站，京顺路方向，出来就可以直接乘车了！

(1)或者从六里桥/四惠长途车站乘坐北京至丰宁

北京至丰宁需要3小时左右，北京至丰宁的票价50元左右/人(快到丰宁车站时提前打电话0314-8280

094，我们会安排人协助您转车)。

(2)进丰宁车站后直接转丰宁至大滩方向(坝上)的任何一辆车都可以，丰宁至坝上15元左右/人。

(3)乘坐长途车的游客可节省33元/人的门票，乘长途车的是不收门票的哟！

(4)长途车上坝之后给农家院打电话，我们会安排车辆接您。0314-8280094 刘先生

北京到坝上草原自驾游路线：

--->五元桥盘桥 上京顺路 （此处开始计里程表）

--->五元桥出发14.5公里到达枯柳树环岛直行 （右转是去平谷的路）

--->车行38公里到达怀柔县庙城立交桥 直行

--->车行41公里到开放环岛 此处左转 （直行是去密云的路）

--->前行1公里丁字路口右转 一路直行

--->车行44公里到富乐环岛 直行

--->车行46公里到雁栖环岛 直行

--->车行56公里到青龙峡岔口（从这里开始是山路）

--->车行72公里到分水岭隧道

--->车行100公里到达汤河口检查站

--->车行112公里到达长哨营加油站（这里右转和直行都可以，但直行走的是村子，人多路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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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右转走外环）

--->车行114公里到达长哨营丫型路口 此处左转（直行至滦平的路）

--->车行159公里到达河北省与北京的分界线南大梁

--->车行177公里到达丰宁县城南大桥加油站 此处左转 （右转至承德的路）

--->过桥后环岛右转 （直行至丰宁县城）走县城外环人少路宽

--->车行186公里到达撒袋沟门丁字路口 直行（左转至沙城）

切勿在这里左转！

--->车行193公里到达土城镇丁字路口 此处左转（直行围场）

记住过丰宁的第二个左转路口 有路标

--->车行206公里到达丰宁县喇叭山风景区

--->车行220公里到达丰宁县窟窿山镇

--->车行233公里到达坝底（山顶就是坝上草原）

--->车行 240公里到达坝顶

--->车行 256公里到达海留图路口（坝上的娱乐项目都在这里）

天津至坝上草原自驾游路书(北京的也同样可以用)：

--->京津塘高速

--->北京大羊坊收费站下 上东五环（也可从马驹桥收费站下走东六环）

--->车行至 北五环五元桥

--->五元桥盘桥 上京顺路 （此处开始计里程表）

--->五元桥出发14.5公里到达枯柳树环岛直行 （右转是去平谷的路）

--->车行38公里到达怀柔县庙城立交桥 直行

--->车行41公里到开放环岛 此处左转 （直行是去密云的路）

--->前行1公里丁字路口右转 一路直行

--->车行44公里到富乐环岛 直行

--->车行46公里到雁栖环岛 直行

--->车行56公里到青龙峡岔口（从这里开始是山路）

--->车行72公里到分水岭隧道

--->车行100公里到达汤河口检查站

--->车行112公里到达长哨营加油站（这里右转和直行都可以，但直行走的是村子，人多路窄，建

议右转走外环）

--->车行114公里到达长哨营丫型路口 此处左转（直行至滦平的路）

--->车行159公里到达河北省与北京的分界线南大梁

--->车行177公里到达丰宁县城南大桥加油站 此处左转 （右转至承德的路）

--->过桥后环岛右转 （直行至丰宁县城）走县城外环人少路宽

--->车行186公里到达撒袋沟门丁字路口 直行（左转至沙城）

切勿在这里左转！

--->车行193公里到达土城镇丁字路口 此处左转（直行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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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过丰宁的第二个左转路口 有路标

--->车行206公里到达丰宁县喇叭山风景区

--->车行220公里到达丰宁县窟窿山镇

--->车行233公里到达坝底（山顶就是坝上草原）

--->车行 240公里到达坝顶

--->车行 256公里到达海留图路口（坝上的娱乐项目都在这里）

唐山到丰宁坝上草原自驾游路书(北京到坝上草原的也可以用)

唐山建设路出发：

唐丰路收费站 收费5元 0公里

丰润高速口 11公里

香河收费站 收费50元 112公里

六环入口 收费10元 140公里

京密路下六环 收费20元 179公里

怀柔县庙城立交桥 199公里

直行（右转盘桥到怀柔县城也可以到丰宁，但要走城里，建议直行走开放环岛

开放环岛 202公里

左转（直行是去密云的路）前行1公里丁字路口（红绿灯处对面是中国银行）右转

富乐环岛 205公里 直行

雁栖环岛 207公里 直行

青龙峡岔口 217公里 山路开始，此后有多处急弯，道路并上下盘旋

汤河口检查站 261公里 左转沿河前进

长哨营加油站 273公里 右转、直行都可以。直行穿村而过，右转是村外环

长哨营Y型路口 275公里 左转。直行是奔承德滦平

丰宁县城南大桥加油站338公里

左转（右转奔承德）过桥后，环岛右转（直行进丰宁县城）走县城东外环人少路宽

此后丰宁以北路书，为网上材料编辑所得

撒袋沟门丁路口 347公里 直行。左转是沙城，有九龙松可看，很不错的

土城镇丁字路口 354公里 左转（直行奔围场，有路标的）

喇叭山风景区 367公里 过桥后第一个右转弯比较急，注意

窟窿山镇 381公里 此处以前还都是坝下和接坝地区，温差较大，但并不是坝上

394公里开始爬山，401公里到达坝顶，坝上门票10元/人

417公里到达海留图路口，基本就是丰宁坝上的中心了，具体情况各位可参看网上其他资料。

自驾须知 

●必须使用无铅油的车辆须知：请计算好车辆油耗，北京-坝上往返近600公里。中石化汤河口加

油站是本次旅途中属于北京市管理的最后一个加油站，建议在此加满油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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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至坝上山路大约有一百多公里，驾车出游最好能搭伴同行，尤其是要准备长途旅行朋友

就更有必要结伴了，这样不仅安全有所保障，说不定还能向别人学点驾车的高招儿和旅游的知识

。但途中一定互相照应前后的车距，保持在各种路况下的行驶车速，不要无故追逐、超车及做出

各种不利于安全的动作。

●行驶途中，必须严格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各种警示标志。长途驾驶和城市里开车很不一样

，在偏僻的地段，行人及车辆的交通法规意识肯定也相对淡漠，所以您最好不要遇到人少车少的

路段便开始“狂飚”，要随时警惕突发情况。在遇坡路及下山的路况下，不得托挡滑行，以确保

刹车的安全性。在实现不良、弯道、桥梁、涵洞及路况不良的地段，做到减速及靠右行驶。

●通过山路：山路一侧靠山，另一侧为悬崖或河流，路面窄，弯道多，山洞多，视野不良时，对

面来车不易预先发现，给行车安全带来威胁。此时应选择道路中间或靠山的一面行驶，转弯时应

牢记“减速、鸣笛、靠右行”的要领，随时注意对面来车和路况。遇到危险路段应停车察看清楚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慢速通过，同时应注意车厢及车上物品勿与山体碰撞。

●通过陡坡：遇到陡坡应及时正确判断坡道情况，根据车辆爬坡能力提前换中速挡或低速挡。要

保持车辆有足够动力，切不可等车辆惯性消失后再换挡，以防停车或后溜。如被迫停车，应在停

稳后再起步，以免损坏机件甚至造成事故。万一换挡未果造成车辆熄火后溜，不要慌张，应立即

使用脚刹和手刹将车停住（千万不要踩离合器踏板）。如果仍然停不住车，应将方向盘转向靠山

一侧，用车尾抵在山体上，利用天然障碍使车停下来。下坡时可利用发动机的牵阻作用和脚制动

控制车速，禁止滑行和尽量避免使用紧急制动。

汽车路线

乘汽车路线：四惠长途汽车站有一趟直接发往大滩（坝上草原）的长途汽车发车时间：早上5：20

分

火车路线

火车路线：北京北站出发，到四合永，换乘中巴到围场县城（票价3元），再从这里坐班车至坝上

（87公里票价15元），每天大概5、6次班车。

到达四合永的列车，请查阅旅人列车时刻表 http://huoche.lvre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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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丰宁特产及草原物产

坝上山药

：俗称“土豆”。由于坝上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使坝上种植的山药具有：肉质沙性强，个均

匀，口感好等特点。特别是在种植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学肥料，是难得的绿色食品。多与莜面混

合食用，也可将其单独蒸、煮、烧、炒、炖。

坝上口蘑

：它一般生长在海拔800——1500米的深山峡谷，白蘑是纯天然的食用菌无任何污染，有独特的风

味，含有蛋白质，八种氨基酸，谷物中一般所缺乏的赖氨基酸，在白蘑中含量极其丰富，赖氨基

酸有利于儿童体质和智力的发展，它含有多种矿物质，以磷、钠、钾含量最高，野生白蘑其营养

价值达到“野生食品的顶峰”被外国专家推荐为十大健康食品之一。

金莲花

：又名金芙蓉，金梅草等，是稀有野生植物，喜冷凉湿润环境，多生长在海拔1800米以上的高山

草甸或疏林地带。其主产地在坝上周边地区的沿坝地带。金莲花金黄璀璨，口感清爽，具有清热

解毒，滋阴降火，养阴清热和消火杀菌的作用，长期饮用可清咽润喉，提神醒脑，清食去腻，使

人精神振作，嗓音清亮。成其对慢性咽炎，喉炎，扁桃体炎和声音嘶哑者有消炎，预防和治疗作

用，对从事播音，声乐，教育和通讯等语音职业者有特殊的保健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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蕨菜

：又称长寿菜。它是野生植物，素有“山菜之王”的美称，产自深山。蕨菜营养丰富，含胡罗卜

素、维生素C及多种矿物质。蕨菜可鲜吃，也可腌制后食用。坝上地区也是我国蕨菜的产地之一

，不仅国内畅销，还深受国外宾客的赞誉。

马齿苋

：功能：降血压、降血脂、温热泻利、清热解毒，医学研究证实了马齿苋富含钾元素，常食用能

预防血小板凝聚、冠状动脉痉挛和血栓形成，从而有效的防止冠心病，内含的维生素E，是菠菜

中含量的7倍，更有美容之功效。

蒲公英

：药名：蒲公英。俗称：婆婆丁。功能：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尿通淋、乳痛瘰疠、疔疮肿毒

、咽喉肿痛、肠痛、湿热黄旦、热淋涩痛。 

百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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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甘、性平、无毒。主治邪气腹胀心痛，利大小便，补中益气，除浮肿，痞满寒满，通身疼痛

，安心定胆益志养五脏，有止嗽功效。

苦菜

：又称苦巨、苦葵、老鹳菜、天香菜。味苦、性寒流、无毒。主治五脏邪气，厌谷胃痹，久用安

心益气，轻身健体耐老，耐饥寒，调十二经脉，捣汁可防治肺癌。

苦荔芽：药名生麻。清热解毒、升举阳气、风热头痛、咽喉肿痛、麻疹不透脱肛、子宫下垂。

黄瓜香：药名：贯众。清热解毒、止血、杀虫、感冒发热、痢疾、湿热、疮疡、及虫积腹痛。

大黄梗：又叫酸膜，味甜，酸性寒。有补肝肾之功效，通便利尿、治疥、杀虫，含维生素C。

杏瓣：药名：苦杏仁。止咳平喘、痰吐不利、气喘、大便燥结。

野黄花：未开花时称金针。味甘、性平。有滋补肝肾作用，富含维生素A、B。

杨树叶：味苦、性寒。可治五脏风热毒，解毒通便。

哈拉海：味苦、性寒。有利水通便，通经络功能，去暑杀虫清理肠胃。

野木耳：味甘、性平。有清理肠道功能，能轻身强志，防治痔疮。

坝上柳棘

：胡颓子科。枝灰色，有刺。叶互生，线状披针形，被银色鳞毛。生长不择土壤，可做固沙植物

。果也可提炼沙棘精或做饮料。中医学上以沙棘入药，主治咳喘多痰，闭经，咽喉肿痛等。

丰宁剪纸

：分刻、剪两种，用于室内装饰和欣赏珍藏。其窗花由于象征喜庆，用于春节装饰，倍受群众喜

爱。其艺术特色是以阳刻为主，阴刻为辅。构图以线为主、面为辅，富于变化，玲珑剔透，曲线

流畅。内容多以花鸟虫鱼、民间传说、戏剧人物为主，既可点染，也可单色，塞外的乡土气息很

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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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坝上草原民俗与节庆

那达慕大会

：蒙古族盛大的传统节日。“那达慕”，蒙古语音译，意为“娱乐”、或“游戏”。源于古代的

“祭敖包”。此节在每年七八月间牧民生产的黄金季节里举行，每次一至数日。届时，男女老幼

身穿节日盛装，云集于各个集会点，举行赛马、摔跤、射箭、蒙古象棋、歌舞等富有民族特色的

文体活动，并进行生产经验和物资交流等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是活跃农村、牧区文化生活，促

进生产的好形式。近年来,每逢那达慕来临，国内外宾客也慕名前往塞外草原，与蒙古人民共享节

日之乐。

敖包会

：又称“祭敖包”、“塔克楞节”。蒙古族、鄂温克族传统祭祀节日，一般在农历五六月间择定

一个吉日举行。“敖包”，蒙古语“堆子”的意思，堆子，原是道路和境界的标志，后演变为蒙

古等民族崇拜的天地或山头神的象征。

“敖包”，蒙古语“堆子”的意思。

堆子，原是道路和境界的标志，后演变为蒙古等民族崇拜的天地或山头神的象征。是在丘陵或山

地高处用石头堆一座圆形石塔，里面有神像或佛经，顶端竖一根长杆，上面插经幡，弓箭等物。

敖包神被视作氏族保护神，旧时行人路过要下马，献上钱财，供以酒肉，或剪下马鬃马尾系其上

。

祭祀多于草丰畜壮、气候宜人的夏秋之季举行，仪式隆重。

届时，人们携带哈达及整羊肉、奶酒、奶食等祭品，汇集于敖包处，先献哈达和供祭品，再由喇

嘛诵经祈祷，大家跪拜祝福，往敖包上添加石块或以柳条进行修补，并悬挂新的五色绸布条和经

幡等。祭祀礼仪大致有血祭、酒祭、火祭、玉祭四种。祭典结束后，人们围坐一处喝马奶酒、吃

羊肉，并举行赛马，摔跤、射箭等文体活动。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亦有这种祭祀习俗。解放后已

废。

献哈达

：藏族、蒙族用于敬佛或相互交往中表示敬意的一种礼节。哈达按质料来分可分为普通品，中级

品和高级品。普通品为棉纱织品，称为“素希”；中级品为丝织品，称为“阿希”；高级品为高

级丝织品，称为“浪翠”。哈达的长短也不一致，长的一、二丈，短的三五尺。颜色以白色为主

，此外还有淡黄、浅蓝等几种。献哈达多行于庆宴集会、迎客送宾、会见友人，晋谒尊长，拜佛

祈祷等场合。其方法是：献者双手手心向上，将哈达搭在食指与拇指之间，使两端下垂。献给尊

长或贵宾，献者必须躬腰低首将哈达举过头顶送至双方座前请其收纳；献给平辈或下属，则将哈

达搭在对方的颈脖上即可。敬献哈达时，双方都需互致问候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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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鼻烟壶

：蒙古族牧民相见礼俗。客人至家中，主人将一装有烟粉或药粉的小壶献于客人面前，让其嗅一

嗅。客人嗅后以礼相答。按古老习俗，若是同辈，须用右手互相交换，待双方都将对方的烟壶吸

一下，再互相换回来。若是长辈，则要待其坐定，自己站着交换，待长辈吸过，微微向上举一下

，而后双手捧给长辈，将自己的烟壶换回。妇女在举壶时还须轻轻碰一下自己的前额，并慢慢躬

身，然后双手递给长辈。

酥油抹额

：蒙古族待客礼俗。贵客至或遇重大节日举宴，主人送上一瓶酒而先不上酒杯。瓶口上抹有酥油

，先由上座客人或长者用右手指蘸少许酥油自抹其额，再依长幼之序递抹，事毕主人才拿来杯子

斟酒敬客。

火神节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索伦一带鄂温克族人的节日。过节时间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 节日

里，家家都要杀一只肥羊，选最好的胸脯肉和羊头，放在火上烤，以供祭火神，全家老小向火堆

叩头，供祭后，各家尽兴享用火烤的佳肴。 

传说很久以前，鄂温克人不知道怎样使用火。有个猎手打猎时无意中走进了一个盘踞着许多蛇的

大石洞。他出洞时，世上已过了许多年，但这时他竟然能听懂神仙的语言了。猎人看见两座毡房

，一座是富人的，一座是穷人的。他进穷人的毡房作客，听见火神的言语，说是要惩罚那个贪得

无厌的富人。晚上果然显灵,火神惩罚了富人。猎人将事情的真相告诉穷苦的牧民们。后来牧民们

开始崇敬火神，并把十二月二十三日定为火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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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坝上旅游特别TIPS

1、必须使用无铅油的车辆须知：请计算好车辆油耗，北京—坝上往返近600公里。中石化汤河口

加油站是本次旅途中属于北京市管理的最后一个加油站，建议在此加满油箱。

2、沿途会遇见许多金杯车，千万注意别跟他们抢行！这些车辆都是天天往返于北京——坝上之间

的，对路况非常熟悉，技术也没得说！跟他们较劲，倒霉的肯定是我们！

3、到了丰宁县城别以为就到了坝上了，县城到坝上还有80公里左右。这里也有老乡揽客，他们可

能会带你去别的不是很美的草原了。

4、坝上风大，早晚温差大，建议多带些衣物。骑马用厚质长裤和袜子，最好带上马靴。草原阳光

较晒，应戴太阳镜、帽子，并涂抹防晒霜。草原天气变化无常，建议带上雨具。最好带上一箱矿

泉水、零食、白酒或红酒、小手电、一次性餐具、洗漱用品、常用药品、风筝等。

5、该地区使用的多为93号或90号汽油。出车前请做好车辆的检查准备工作（如三滤、机油、皮带

、备胎、电瓶等），并备齐驾驶证件及地图。

6、建议装备修车工具一套、打足气的备胎和补胎工具、车用气泵、千斤顶和轮胎扳手、灭火器、

拖车绳、启动用的大线、停车警示牌、机油、齿轮油、刹车油、备用灯泡、保险管。

7. 丰宁坝上正常夏季温度白天在26度左右，晚上15-18度左右，阴雨天要看情况了，去坝上要带上

普通外套的，晚上凉。

8. 同上面的温度，不适合蚊子的生存环境，所以不用担心蚊子问题

9. 还是同上，晚上睡觉要盖被子的，坝上人有的都没见过空调，风扇都没有。所以订房的时候，

不要问有没有空调。

10. 烤全羊的价格大概500元一只羊。

11、装好自己的手机、相机等，最容易丢的。

12、坝上的天气变化比较快，天气预报也不准，瞬息万变。所以出发前，不必问那边天气如何，

问也白问。赶上下雨也别郁闷，转瞬阴晴就是坝上的特点。

13、坝上的紫外线很强，需要带防晒用品，大老爷们就算了吧！晒晒看着健康。

旅游投诉监督电话：0314—8013640，8012130

丰宁县医院电话：0314—8012301 丰宁县交通队电话：0314—801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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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坝上旅游行程参考

 两日游旅游行程

D1

07：00 北京约定地点集合

12：00 到达目的地

12：10 分房,午餐

14：00 骑马

19：00 晚餐吃烤全羊、篝火聚会、观赏烟花

D2

06：00 晨观日出

07：30早餐，

08：30自费玩海留图娱乐项目（滑草野战射箭等）,也可以自费骑马（或租越野吉普车）去千松坝

景区游览。

11：30 回住处

12：00午餐

14：00返京结束本次旅行。

回到北京就20点啦～～～

三日游旅游行程

（核心区别晚上出发，多住一夜）

D1

19：00北京集合

00：00到达目的地

00：20吃夜宵，住下

D2

08：00 早餐

08：30 骑马

12：30午餐

14：30观赏草原风光、租吉普车或沙滩车在草原上撒野、租车游览闪电湖、喜欢踢球的游客可以

在草地上踢球；

20：00篝火聚会、吃烤全羊、燃放烟花

D3

06：00 晨观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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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0早餐，

08：30自费玩海留图娱乐项目（滑草野战射箭等），也可以骑马上山。欣赏如画的风景，让人心

醉！

11：30 回住处

12：00午餐

14：00返京 结束本次旅行。

 回到北京还是2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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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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