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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张掖最棒的体验

   

1、看丹霞山的漫天彩缎

(图片由网友  @哈哈镜鸭脖子 提供)

就是小沈阳扯着粉红的衣服跌跌跑跑的那片山脉，相信把电影院里每个人的脸都映红了。连绵的

山脉如同一片片锦缎铺展在蓝天下，眼界里充满壮阔的曲线和夺目的色彩，让零星生长在山沟里

的几棵绿色的树都显得分外醒目。凡是喜欢摄影的人都喜欢简练的线条和丰富的色彩，所以这里

也成了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其实早在张艺谋到来之前，这里就经常汇聚着很多摄影发烧友，特别

是到下午的时候，光线斜射，他们用镜头大量的攫取这里五彩斑斓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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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的丹霞山是国内少有的几个发育完好的丹霞地貌之一。这里的丹霞地貌奇观形成于600万年前

，位于张掖市的临泽县和肃南县境内，面积约510多平方公里。蔚蓝色的天空，祁连山的白雪，红

色的丹霞地貌，红蓝白融为一体，仿佛是一幅层次感很强的油画。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是国内唯

一的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景观复合区，曾被《中国地理学》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

一。 

(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估计老谋子之所以将外景地选在了这里，不但因为这里少为人知，风景雄奇壮美，电影场面会令

人分外震撼。更重要的原因估计是该地区交通闭塞，远离喧嚣，即使媒体前来追踪，也得跋山涉

水，这样也很大程度保持了电影放映前的神秘性。

很多朋友会疑惑这种地貌的成因，其实这样的地貌在我国并不罕见，广东丹霞山、金鸡岭，福建

武夷山、陕西凤县的赤龙山，以及承德等地，都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尤其是广东的丹霞山，丹

霞地貌就从这个地方得名，那里也是整个山脉通体发红，甚至还形成一些奇怪的岩石形状，如男

根一样著名的元阳石就在那里，只是南方的山脉不如北方的这么浑厚苍凉，而且没有张掖丹霞山

的五彩斑斓，但其成因大多类似。都是红色砂岩经长期风化和流水侵蚀，形成孤立的山峰或者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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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怪石，按照地质说法，都是是巨厚红色砂、砾岩层中沿垂直节理发育发育的结果。主要发育于

侏罗纪至第三纪的水平或缓倾斜的红色地层中，所以会出现那些大幅度的优美的纹理，如同缎带

或流水一般。

通过跟很多专家的沟通，不论是就丹霞地貌的发育种类还是发展规模，都是中国位于世界首位的

，全国有不下50多个大规模的丹霞地区。如果你比老谋子更喜欢探景，完全可以驾着爱车，扛着

相机把这些地方跑个遍，相信你的作品可以办一个非常轰动的展览。

   

2、麻子面馆：只是个传说

很多人看完电影都会追问，当地真有那个麻子面馆吗？喜欢追求情调的朋友甚至想把那个充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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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具的房子直接做成一个客栈，古色古香肯定会有很多客源。

遗憾的是这个想象永远只会是个想象，因为麻子面馆首先不是个古迹，只是小沈阳他们拍电影临

时搭建的一个影棚。据说当时为了造出古色古香的感觉，不但不远千里运去当地没有的青砖搭建

，搭建好的时候还故意用烟火熏黑。这样在电影里的故事就有了一个很好的背景。但是现实到了

当地，会感觉在那种苍凉的地方突然冒出这么个房子会很突兀。仅仅从观感上就很别扭。更不用

说工程质量，影棚会是什么质量想来探过班的人都知道。最重要的是丹霞山距离张掖市区大概40

多公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凉得两个麻雀估计都很难找到，即便将来游人如织，估计也不会

选择住在这个地方听晚上北风呼啸。

不过麻子面馆的确在电影里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作为一个景点保存了下来。毕竟丹霞山附

近别说人文的，就连人文的东西都少之又少。

   

3、五色丹霞，八声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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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然而到了张掖市区就不一样了。其实，张掖在历史人文上更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地方，他的美丽绝

对不只是丹霞山冒出的那一点色彩。了解宋词的朋友们肯定知道一个词牌“八声甘州”，其中的

甘州就是指张掖，也就是说，历史上最先有张掖，然后才发展出整个甘肃的。

整个祁连山包括河西走廊这一带，正如老谋子的电影里表现的一样，历史上很长时间都是一个多

国贸易中心，当时很多国家的新鲜玩意都是这里的商人们首先享用，然后才随着驼队逐渐延伸到

中原地区的。所以电影里的洋枪洋炮看似滑稽，其实很写实。作为古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城

市，张掖曾经是无数商贾和文化名人的必经之地。张骞、班超、法显、唐玄奘等都曾途经张掖前

往西域；隋炀帝于609年在张掖曾召集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使臣，举行了“万国博览会”；那可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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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的世博会了啊！就连马可?波罗都曾醉心于此，停留长达一年之久。

所以，把故事的背景放在张掖，我想也不仅仅是因为那里的丹霞山壮观，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历史

可以给故事一个非常好的背景。这一点上对于擅长表现中华古文明的老谋子来说也算是技高一筹

，就连一个喜剧也这么用心。

   

4、张掖：更多的足迹

(图片由网友  @溜达姑娘是丽达  提供)

如果你来到张掖，除了丹霞山还有这几个地方值得推荐去去：

 

张掖大佛寺：位于甘肃省张掖城西南隅，是丝绸之路上的标志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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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军马场

：也就是祁连山区大马营草场，位于张掖地区山丹县南，是目前亚洲规模最大的马场。想想在祁

连山跑马扬鞭是何等气概！也许你一路狂奔会想起卫青、霍去病的飒爽英姿。不过去军马场的季

节要对，一般7-8月较好。

东大自然保护区

：东大山自然保护区是河西走廊北山的一部分，是河西走廊北山较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河西走

廊在我们小时候总在历史和地理里总是提到，现在值得去亲自体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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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到达张掖

   

1、火车

去甘肃张掖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火车，张掖是西北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从上海到乌鲁木齐的T5

2/53次、以及从乌鲁木齐到北京西的T70次、到济南的T190次、到郑州的T198次、到汉口的T194次

都经过该市。

详细列车时刻，请参照旅人火车时刻表: http://huoche.lvren.cn

   

2、汽车

要看丹霞山最好秋季9-10月前往，在张掖汽车西站乘坐张掖到肃南县或者临泽县的班车。上车后

和司机说明到丹霞下车，到时他会提醒你，票价6元。沿张肃公路西行大约47公里，在公路的左手

边有一块大大的"丹霞景区由此进入"的标示牌，就在这里下车。景区内有3个观景台，其中1、2号

观景台可乘坐小车或拖拉机抵达，3号观景台位于2号台的西边，有一条小路通达，只能步行前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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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张掖地图及行程推荐

   

1、张掖地图

   

2、二日游行程

在张掖推荐二日的行程

线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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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悠久佛教古迹，欣赏彩色丹霞地貌，并体验在皇家草场策马奔驰的乐趣

线路设计：

D1大佛寺→张掖丹霞地貌

D2山丹军马场

   

3、向导推荐

甘肃省临泽县倪家营乡南台子村，张掖----肃南公路37.7公里处，车进入临泽县加油站向肃南方向

进去，路口有雕塑，进入后直冲进去，直到看到左边不起眼广告牌。当地一个雷兴义的农民自己

开发了一条土路深入到景区里（县里开发的路只能在远处观景，到不了景区腹地），他收10元/人

的带路费可以当向导，就当是门票吧。人非常厚到、热情，不认识路也可以给他打电话，0936-56

78308，手机1390936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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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张掖住宿

张掖的住宿业发展较为完善，各个不同档次的宾馆遍布全市。到张掖旅游，想要找个落脚的地方

十分方便。一般100元左右就可以住上条件不错的标间，如果只是租个床位的话，会更加便宜。但

是丹霞山那里住宿不太方便，所以规划行程时不要指望在那里过夜，更不要指望在麻子面馆去住

。

   

1、张掖宾馆

张掖市县府街56号位于"金张掖"市中心，是旅游涉外宾馆，也是市委、市政府的接待部门和窗口

单位，环境幽雅。

电话：0936-8212601

   

2、金都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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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三星级涉外饭店

地址：钟鼓楼东侧50米，地段繁华、交通便利

联系电话：8245088

   

3、摄影爱好者聚集地

在张掖丹霞地貌地质公园的"丹霞景区"指示牌后有一户人家，现为某摄影协会的创作基地，可提

供食宿，多人间15元一个床位。此处距离1号观景台约2公里，但条件艰苦，一般为摄影爱好者聚

集落脚之地。

   

4、华辰国际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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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哈哈镜鸭脖子 提供)

华辰大概是当地最好的酒店了。虽然是四星级，但是设备已经不新了。遗憾的是，当地蚊子特多

，在客房内也不例外。酒店的早餐有一款小面片做成稀饭状，很有特色。

 

地址： 甘肃省张掖市东街162号

电话： 4006-161616 (7×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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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张掖小吃

张掖饮食以面食为主。比较富有地方特色的有搓鱼面、糍耳子、羊肉粉皮面筋、香饭、小饭、煎

血肠、羊头汤、鱼儿粉、灰豆汤、鸡肉垫卷子、山丹油果子以及糊饽、豆腐脑儿等。肉食类中除

手抓羊肉和清汤羊肉外，腊羊肉也久享盛名。酒有黄酒、南酒、烧酒，当地素有“无酒不成礼”

之俗。

在位于张掖市民主东街的甘州小吃一条街上，可以品尝到当地的各种美味小吃。小吃街一般从清

晨六时开张到翌日凌晨三、四点收摊。整个街道两边是一字排开的小吃摊，花样繁多，价格低廉

，在小吃街两端还有拔地而起的仿古牌楼，古朴别致，再现了昔日张掖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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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张掖特产

张掖拥有丰富的物产，曾为皇家贡品的乌江大米、细腻甜美的临泽红枣、一代梨王民乐苹果梨，

都是张掖特产的代表，享誉海内外。在张掖，女子从小就学习剪纸、刺绣等手工艺制作，精美的

窗花，别致的枕头、肚兜、绣鞋、被单在那些心灵手巧的女子手中呈现出各种花样，深受各地游

客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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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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