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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少林功夫
  

一、嵩山看点

       嵩山风景名胜区位于河南省中部的登封市境内，东依省会郑州，西临古都洛阳，北

临黄河，南靠颍水，与山东的泰山、陕西的华山、山西的恒山、湖南的衡山并称中华五岳。由太

室山和少室山组成，主峰（峻极峰）1491.7米，东西绵延约60余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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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蛊惑人心的毒药  提供)

   

1、少林武术

      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由孝文帝元宏为安顿印度僧人跋陀而依

山辟基创建，因其座落于少室山密林之中，故名“少林寺”。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释迦牟

尼的第二十八代佛徒菩提达摩历时三年到达少林寺，首传禅宗，影响极大。因此，少林寺被世界

佛教统称为“禅宗祖庭”，并在此基础上迅速发展，特别是唐初十三棍僧救驾李世民后得到了唐

王朝的高度重视，博得了“天下第一名刹”的美誉。

       现在的少林寺不仅因其古老神密的佛教文化名扬天下，更因其精湛的少林功夫而驰

名中外，“中国功夫冠天下，天下武功出少林”。这里是少林武术的发源地，少林武术也是举世

公认的中国武术正宗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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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影子手牵手  提供)

   

2、中国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

       位于太室山南麓，它那集儒、集释、集道于一体的典型建筑掩映于茂林修竹之中，

素有“山环水抱之区，无地不染梵尘”之美称。书院前身为佛教寺院，曰嵩阳寺，创建于北魏孝

文帝太和八年（484年），拥有僧徒数百人。公元七世纪初，隋帝改梵刹为道观，名叫嵩阳观。道

教在融合佛教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唐天宝初年（742年），唐玄宗又在此建天封观。后来因道教活

动场所的转移，儒教又在此安家落户。五代周时，将嵩阳、天封二观合建成书院，称为“太乙书

院”。宋太宗时称“太室书院”。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易名为“嵩阳书院”，并设院长在

此掌管事务，拨给学田一百亩，以充学费。自此，嵩阳书院成了亦佛、亦道、亦儒的典型代表，

是文人相互影响，彼此融合的历史见证。

       嵩阳书院的规制完全不同于寺观。书院虽不突出供神像的大殿，但吸收了道教对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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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崇拜，大殿中供奉着与书院有关的先贤圣师。现存建筑大体上保存了清代建置。如今这里已

成为历史胜迹，在这里可以见到历经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珍贵文物古迹，如汉代将军柏、唐代石

碑之类。

(图片由网友 @影子手牵手  提供)

   

3、世界地质公园

       嵩山地区在不足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清晰地保存着发生在25亿年前的高阳运动,18.5

亿年前的"中岳运动"和5.43亿年前的"少林运动"所形成的角度不整合接触面及典型的构造形态遗迹,

在不足4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连续完整地出露着太古代、远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的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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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岩、变质岩和沉积岩的地层序列,被地学界称之为"五代同堂"。五个地质时代的地质现象,各种形

态的地质构造比比皆是,栩栩如生。走进嵩山,就仿佛走进了一座博大无比活灵活现的地质博物馆。

阅读嵩山,就仿佛饱览着一本深奥无比的地学科全书。

 
(图片由网友 @凹凸曼的小偏执  提供)

   

4、大型实景剧《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少室山下的一台大型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整座山就是舞台,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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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位是打坐用的蒲团，与僧人一道坐禅。高低不同可升降的梅花桩  整座山隐藏着上1000台彩灯

，音乐、灯光、舞蹈、功夫⋯⋯不一样的是演出的空间环境：山、水、森林、禅宗圣地，连举世

皆知的少林武术也成了一种远离尘世喧嚣的独特的艺术元素，缥缈其间。出分水、木、风、光、

石五个乐章，根据谭盾的音乐设计而成，表现了禅宗对自然的礼赞和对生命本体的终极关怀。

       第一乐章《水乐�禅境》观众与剧中的僧人一起坐禅，达摩的身影在禅境中出现，

村姑浣女从唐诗里缓缓走来，空山雨后的喧哗，僧人与俗人对话，这一切都在溪水中化为清凉的

禅意⋯⋯

       第二乐章《木乐�禅定》千年古刹传出木鱼声，述说着少林武僧的传奇故事，顽皮

的少年，沉稳的壮年，传说中的牧羊女赶着羊群，这一切打破了木鱼的禅定⋯⋯

       第三乐章《风乐�禅武》风铃、风拳、风棍、风旗，少林武术掀起了山岳林涛。

       第四乐章《光乐�禅悟》春夏秋冬在音乐中轮回，寒山，古寺，塔林，山月一幅幅

画面在眼前掠过，武僧化为飞行的精灵⋯⋯

       第五乐章《石乐�禅颂》采集嵩山石头，制成奇妙的乐器，奏出天地祥和之音。

 

(图片由网友 @影子手牵手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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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嵩山交通

       嵩山所处的登封市在洛阳和郑州之间, 在登封市中心的嵩山广场就可以看到城市背

后的雄伟高山。夏天，一到晚上，市中心的嵩山广场就异常热闹，很多人聚集在那里看碟片、喝

刨冰，实在是蔚为壮观。

   

1、到达登封，主要选择从洛阳和从郑州的两条路

洛阳到登封

       洛阳长途汽车站每十几分钟就有一趟车开往登封，距离96公里，行程1个多小时。

汽车进入登封城区时会先到城外的登封客运站(新汽车站,行李寄存处就在车站问讯处的旁边)，然

后再到城区里面的登封老汽车站,

参考汽车时刻表 http://qiche.cncn.com/detail-%C2%E5%D1%F4-%B5%C7%B7%E2

注：

如果从洛阳出发先驱少林寺景区可不用到登封，洛阳火车站对面的长途汽车站乘坐发往许昌的大

巴，在少林寺道口下，约一个半小时可到。

郑州到登封

        火车站广场对面的汽车客运中心站，每30分钟一班发往登封客运总站。

票价：27元， 车型：德国青年客车，舒服。

营运时间：早上6点到下午7点

线路：火车站——陇海路——紫荆山南路——三环路——西环——郑少洛高速西南入口——登封

东出口——登封总站。

在途时间：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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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汽车总站（航海路和京广路口，公交T3、603、219终点，其他多路经过）乘车，

每10分钟一班发往登封总站。

票价：进站买票19元（截止2009年3月），站外上车17元。

车型：普通宇通车，车座较旧，180cm的身高坐下去腿脚不太舒服。

营运时间：早上6点到下午7点

线路：汽车总站——航海路——大学路南段——长江路——嵩山路——郑密公路——郑少洛高速

西南入口——唐庄出口——卢店镇——中岳庙——登封总站。

在途时间：70-90分钟

       从黄冈寺的南环立交桥南（公交38支线，82，57，215，317的“黄冈寺”站，57路

终点站，53路经过），路边乘车。因为除了27元的豪华大巴之外，其他所有去汝州、登封的车都

从这里经过，所以形成了一个编外汽车站。

票价：17元，运气好的时候15元。但是节假日除外！！！有时候节假日他们会擅自涨价的，比如

原来17，会变成20.

车型：宇通、金龙中型客车居多，还有IVECO，TRANSIT等。

营运时间：因为是咽喉要道，早上6点到晚上8点都有车。

线路：郑密公路——樱桃沟入口——唐庄出口——卢店——中岳庙——登封总站。

在途时间：1小时。

参考汽车时刻表

http://www.piaojia.cn/changtu/result.asp?txtChufa=%D6%A3%D6%DD&txtDaoda=%B5%C7%B7%E2&S

ubmit=%C8%B7%B6%A8

   

2、登封至嵩山

       2路公交车，从东向西连接中岳庙和嵩阳书院，并且穿过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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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登封至少林寺景区

     

少林寺有1路公交车和登封相通，从少林寺打个的到登封的话大约半小时，25元左右。

   

4、自驾

        登封市距离郑州市区外环线西南方向，分别有郑少洛高速公路（50KM）和省道S

316（70KM）线两条路线可达。我们这里按照交通方式做了如下整理，希望能帮到您：

从郑州出发到三环线，通常有2个出口：

a. 嵩山路和南三环立交桥：也就是从黄冈寺村走郑密公路，上郑少洛高速，从这个出口可以选择

走高速或者省道。沿途注意道路右侧的道路标识，在有高速入口的地方转入即可。朝登封方向走S

316线省道：

过路费：省道有2个收费站，小型家用轿车10元/车，合计20元；七座旅行车15元/车，合计30【200

9年6月份开始已取消】。

时间：70分钟。

         S316省道路况：属于煤矿沉陷区，道路不够宽，双黄线不明显；有若干个陡坡

和急弯；郑州——新密市路段煤灰粉尘大，记得关窗；沿路两旁的泥头车、小机动车会突然从村

道冲出，注意速度保持警惕。高速路况良好，高速公路，从郑州西南上，到登封东下，小轿车25

元/车，七座车35元。注意：限速100码。时间：50分钟

b. 中原路和西环路交叉口。这个路口只能上高速，中原西路比较宽阔，交通顺畅，但要改走省道

要特别注意道路标志，否则容易多走了。时间：5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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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行车

       自行车走省道S316线，说实话没有什么风景，前1/3路段灰尘多，但是过了新密市区

后视野尚可，过了李湾水库之后空气才真正转好。对于自行车爱好者来说，从郑州骑车到登封，

区区70公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4个小时左右可以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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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嵩山门票

1 少林景区   

景区门票100元。购票当日可持票游览少林寺、塔林、达摩洞、二祖庵、初祖庵、三皇寨六个景点。

2 嵩阳景区   

景区门票80元。购票当日可持票游览嵩阳书院、太室山、老母洞、法王寺、嵩岳寺塔、会善寺等景点。

3 中岳景区   

景区门票80元。购票当日可持票游览中岳庙、观星台、卢崖瀑布等景点。

4 嵩山莲花寺   

景区门票：30元

5 嵩山白沙湖   

景区门票：免费

6 永泰寺   

景区门票：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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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气候

       嵩山山下全年平均温度14.3℃，山上平均8.5℃，山上年降雨量864毫米。

       省内全年年均气温为12.8～15.5°C。7月最热，月均气温为27～28°C;1月最冷，

月均气温为-2～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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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景点

       中岳嵩山，群峰挺拔，气势磅礴，景象万千。由峰、谷、涧、瀑、泉、林等自然景

素构成的“八景”“十二胜”。八景是：嵩门待月、轩辕早行、颍水春耕、箕阴避暑、石淙会饮

、玉溪垂钓、少室晴雪、卢崖瀑布

       嵩山中部以少林河为界，东为太室山，西为少室山。

   

1、太室山

       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北，为嵩山之东峰，海拔1492米，共有三十六峰。

50元，太室山门票包括：

a.

卢崖瀑布。

在太室山东南麓的悬练峰下，有一座高大的石崖，相传唐玄宗年间，卢鸿乙被封为谏仪大夫，但

他无意做官，于是就来到嵩山隐居，在太室山下广招天下才子，设坛讲学，后人遂称此崖为“卢

崖”，称卢鸿乙隐居的地方为“草堂”。在他去世后，玄宗改“草堂”为“卢崖寺”。卢崖寺北

的峡谷内，有一股泉水，终年不断，平时泉水泻崖而下，好似千丈珠帘高挂长空。澎湃之声，如

虎豹怒吼，如雷声轰鸣。而每逢阳光明丽的之时，只见奇光异彩，灿烂夺目。水珠积流，形成水

潭，潭上突出一个黛色圆石，明朝袁宏道在上面刻有“墨浪石”三个大，水流其上，好似墨浪。

人称此景为“卢崖瀑布墨浪流”，亦称为“珍珠倒卷帘”。

b. 老母洞。老母洞是一座天然加人工凿成的石洞，洞深5.5米，宽高各 4米，洞口高1.8米，洞内供

奉的是观音菩萨像，通称“观音老母”，因称此洞为“观音老母洞”，简称“老母洞”。“老母

”像用花岗岩雕成。奇怪的是，各地寺庙观音像众多，不论座像或站像，头部都是正面的，不偏

不倚，然而此洞的观音像，头向一侧倾斜，故称“歪脖老母”。

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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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嵩阳书院到老母洞还有一段距离，可以坐民车，和司机讲条件有可能30元带到老母洞且免门票

。

嵩山老母洞(图片由网友 @蛊惑人心的毒药  提供)

   

2、少室山

                                               17 / 39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059&do=album&picid=43709


�������

嵩山：少林功夫

(图片由网友 @蛊惑人心的毒药  提供)

       东距太室山约10千米。山势陡峭峻拔，也含有三十六峰。主峰御寨山，海拔1512米

，为嵩山最高峰，山北五乳峰下有声威赫赫的少林寺。少室山顶宽平如寨，分有上下两层，有四

天门之险。

   

3、少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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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少林功夫

(图片由网友 @蛊惑人心的毒药  提供)

       位于嵩山西麓的少室山阴 , 由少林寺、 塔林、初祖庵、达摩洞、二祖庵、三皇寨等

著名景点组成少林寺门票包括了几个景点，每到一处，在票根上打个洞，因此票要保管好。

       少林寺的历史久远，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 495 年）。 32 年后，印度名僧菩提达

摩来到少林寺传授禅宗。以后，寺院逐渐扩大，僧徒日益增多，少林寺声名大振。达摩被称为中

国佛教禅宗的初祖，少林寺称为禅宗的祖庭。禅宗修行的禅法称为 “ 壁观 “ ，就是面对墙壁静

坐。由于长时间盘膝而坐，极易疲劳，僧人们就习武锻炼，以解除身体的困倦。因此传说少林拳

是达摩创造的。少林寺在唐朝初年就扬名海内。少林寺和尚惠场、昙宗、志坚等 13 人在李世民讨

伐王世充的征战中，助战解围，立下了汗马功劳。唐太宗李世民后来封昙宗和尚为大将军，并特

别允许少林寺和尚练僧兵，开杀戒，吃酒肉。高内有一块《唐太宗赐少林寺主教碑》，记述了这

一段历史。由于朝迁的大力支持，少林寺发展成驰名中外的大佛寺，博得 “ 天下第一名刹 “

的称号。宋代，少林武术又有很大提高，寺僧多达 2000

余人。在明朝，少林寺到达鼎盛时期，从清朝开始衰落。

       少林寺在鼎盛时期， 7 进院落，规模很大。可惜在 1928 年，军阀混战，军阀石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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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少林功夫
火烧少林寺，把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和钟楼等主要建筑统统毁于一炬；许多珍贵的藏经、寺

志、拳谱等绋成灰烬。现在还存在的建筑有山门、立雪亭、千佛殿等，其他建筑正在陆续恢复中

。

       千佛殿内供毗卢佛铜像，因此亦叫毗卢殿。殿内砖地上还保存着 20 多个直径约 4.5 

厘米的洼坑，是往昔寺僧练拳习武时的脚坑遗迹。脚坑分布方圆不大，呈一条线状，这是僧人刻

苦练功的见证，也说明少林拳的所谓 “ 曲而不曲，直而不直 “

的特点。千佛殿东侧的白衣殿，三面墙绘有少林拳谱壁画，壁画长约 20

米，很生动地表现少林寺和尚练拳习武的情景

       武术表演上、下午各一场，注意算好时间，要看真正武僧的表演在少林寺里面，

需另付30元。

   

4、塔林

(图片由网友 @一个变质的小孩  提供)

       位于少林寺西约300米处的山脚下,有一塔林,为埋藏佛骨的地方.塔林就是少林历代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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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少林功夫
持僧的葬地，共250余座。这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塔林。塔的大小不等。形状各异，大都有雕刻和题

记,反映了各个时代的建筑风格,是研究我国古代砖古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宝库。

   

5、 初祖庵

(图片由网友 @凹凸曼的小偏执  提供)

       往少林寺西北行2公里，就到了五乳峰下的初祖庵，这是为纪念达摩始祖面壁而修

建的，所以又名面壁庵。该庵修建于北宋年间，以丰富多样的石刻而著称。

       初祖庵内有大殿、山门、千佛阁等建筑，其中初祖庵大殿是河南省现存最古老的木

结构建筑。殿内的十二根石柱上都雕有乐伎、童子、飞鸟、宝相花、牡丹花等图案，大殿东西北

三面雕有许多精美的浮雕，内容以人物、动物、鸟兽为主，造型生动逼真，栩栩如生；大殿神台

上所雕图案更是殿内石雕中的精品，画面上花草茂盛、田园整齐，游方的僧人、待渡的路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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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少林功夫
老的寺院、耸立的宝塔、奔流的河水以及河上的小桥共同构成一处恬淡明丽的世外桃源。

       此外，庵内还存有历代名家手书的碑及碑刻40余通。

   

6、达摩洞

       在五乳峰离绝顶数十米的地方，有一深约5米，宽约3米的天然石洞，这就是达摩面

壁九年处，人称"达摩洞"。相传达摩到少林寺后曾在此洞内面壁九年，由于年深日久，身影投于

洞内石上，竟留下了一个面壁姿态的形象，衣褶皱纹隐约可见，宛如一幅淡色的水墨，人们把这

块石头称为"达摩面壁影石"。后寺僧唯恐影石有失，将影石凿下放入少林寺。洞前现存有明代万

历年间石坊一座、明代苏民望题七绝诗一首，洞内还有达摩、慧可石雕像等。

   

7、 二祖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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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少林功夫

(图片由网友 @凹凸曼的小偏执  提供)

       二祖庵位于少林寺常住院对面的钵盂峰顶。因庵与其北的初祖庵相对，故当地人称

之为“南庵”。它是少林地区地势最高的一座古建筑。据旧志载，相传禅宗二祖慧可立雪断臂后

到钵盂峰顶养伤修炼，后寺僧为纪念二祖慧可而建此庵。庵创建的年代大致和初祖庵同时，为北

宋后期。

       二祖庵坐北向南，它原是一座完整的四合院，前有山门，东西有配殿，北有正殿。

山门内供韦驮，亦称韦驮殿；西配殿内供紧那罗，亦称紧那罗殿；东配殿内供菩萨，亦称菩萨殿

。山门及东西配殿早已毁，仅存正殿。正殿名二祖殿，为硬山式建筑，面阔三间，前檐下有明柱

两根。今存殿堂应为明嘉靖四十四年重修留下的殿堂。殿内供二祖慧可塑像。二祖庵在明嘉靖、

万历、天启、崇祯及清康熙、道光时曾修。1988年，又重修二祖庵大殿，1990年又在原山门处建

门庭式简易门一座，并重建了围墙。

       在二祖庵殿东檐下有明代天顺六年（1462年）正月铸造的大铁钟一口，为二祖庵住

持僧江耐化缘铸造。大钟周围铸有铭文，钟重一千斤，有八唇，刻八卦。此钟至今保存完好，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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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少林功夫
声响亮。 

       近年庵周边恢复了围墙。庵内还保存明清古碑九通。二祖庵前有建于唐万岁登封元

年（696年）的无名塔、元代泰定元年（1324年）的缘公庵主之塔以及明崇祯二年（1629年）的隐

光璞公之塔等三座古塔。在二祖庵院内存有明嘉靖、万历、天启、崇祯及清康熙、道光石碑九通

，都为记载重修二祖庵的碑刻。

        二祖庵院内有古柏多株及古井四眼。四眼古井传说为二祖慧可卓锡而成，因名“

卓锡井”或“卓锡泉”。据旧志载，四井水味各异，故当地群众称之为“苦、辣、酸、甜”四眼

井，至今有700年的历史。庵南约500米处有一高突的山崖，晴天在台上举目可望伊河、洛河和黄

河。 

   

8、永泰寺

(图片由网友 @一个变质的小孩  提供)

       永泰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现存始建年最早的尼僧寺院，也是嵩山仅存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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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少林功夫
院唯一的尼僧寺院，永泰寺是因孝明帝之妹妹公泰公主入寺为尼而命名。永泰寺共现存建筑共分

五进山门、天王殿、中佛殿、大雄宝殿、皇姑楼，厢房有伽蓝殿、六祖殿等。红墙绿瓦，铁马钉

铛，建筑技艺精美，古朴典雅大方，在寺院后山坡上有：唐永泰寺塔，金代均庵主塔，明代肃然

，无为普同之塔，这些古塔，造形优美，秀丽挺拔。寺内散存有唐代以来的碑碣、石雕等40余品

，雕工精细，书法流畅。古树名木有：我国称有名贵的菩提树被称为佛门旗杆的大杨树，单株结

果的银杏树和我国第一部武打动作片"少林寺"电影中，放羊女放羊的场地唯一的一棵"牧羊女树"。

枝繁叶茂，生机盎然。

   

9、汉三阙

       即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是一种特殊的石雕艺术。

       太室阙是汉代太室山庙前的神道阙，建于东汉时期，阙身四面雕有人物、动物、

建筑物等50余幅画，形态生动，线条流畅。另有隶篆铭文，是研究我国历史的宝贵资料，也是书

法雕刻艺术中的珍品。

       少室阙在登封县城西6公里处的少室山下，阙上铭文叙述了大禹在古时治理洪水时

“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

       启母阙在万岁峰下，是启母庙前的神道阙。在阙的东北面，耸立着一块几丈高的

石头，名为“启母石”。相传大禹治水之事感动上苍，玉皇大帝施展法术，让禹成为一个开山凿

渠的大力士。

 

   

10、三皇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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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蛊惑人心的毒药  提供)

       三皇寨是一处悬挂于少室山腰的天然山寨，位于少室山上。整个景区山体陡滑，山

顶平宽。具有泰山之雄、华山之险、北恒之奇、南衡之秀等特点，以峰奇、路险、石怪、景秀闻

名中原。春夏绿林吐翠，百花芬芳；深秋层林尽染，万山红遍；严冬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是我

国北方少有的自然景观，因人们为了纪念人祖三皇（天皇、地皇、人皇）在嵩山一带开天辟地之

功而命名，踏遍嵩山的寺庙宫观，唯有这里敬奉的神灵游离于三教之外，以人祖为宗，虔诚奉祀

。曾有对联称：“跳出红尘三界外，人注白云一洞中。” 

       三皇寨景区内主要人文景观有莲花寺、清微宫、安阳宫、三皇寺、盘古洞、玉皇

庙等。自然景观有好汉坡、龙脊峡、老虎石、骆驼石、象门关、吊桥、三仙石、千佛迎宾、悬空

栈道等几十处。

到三皇寨有两条线路：

北线:

从少林寺大门口进入，游玩少林寺塔林后乘索道，索道单程50元，往返60元。然后走到三皇寨景

区。 

南线:从市区打的三皇寨景区门口费用为4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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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岳庙

(图片由网友 @一个变质的小孩  提供)

       创建于秦代(公元前3世纪下半期)，称“太室祠”,内设祠官专事祀典。西汉时，武

帝游嵩岳，中岳庙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发展。中岳庙占地十万平方米，从庙前的中华门到庙后的御

书楼，全长(即进深)一点三华里。殿楼阁宫，亭台廊碑，排列井然有序。青石板铺成的大甭道是

中岳庙古建筑群的中轴线。沿中轴线由南向北，由低而高，依次为中华门、遥参亭、天中阁、配

天作镇坊、化三门、峻极门、崇高峻极坊、中岳大殿、寝殿、御书楼，共十一进。天中阁后面的

六角亭，配天作镇坊与崇圣门之间的六角亭，峻极门和化三门之间的四岳殿台基，大殿院的两座

御碑亭和廊庑，寝殿院的廊房以及御书楼两端的东西顺山房，分别位于中轴线的两侧。庙的东西

两路，还分别建有太尉宫、火神宫、祖师宫、小楼宫和龙王殿等独立成体的小院落。庙内有330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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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柏、一百通石碑，及神鼎、铁人等众多文物，被誉为“文物之乡”。

   

12、嵩阳书院

(图片由网友 @影子手牵手  提供)

       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嵩阳书院在嵩山南麓，登封县城北约三公里处。东西山岭环抱

，逍遥谷溪水缓缓南流，嵩岳寺溪水汩汩西来，两道清澈的溪水，在嵩阳书院前面汇合，名曰双

溪河，然后蜿蜒东南入颍。书院南面是开阔的沃田。站在嵩阳书院门口四望，可仰望嵩岳诸峰，

可俯瞰登封城全景。环境十分幽美，不愧为读书胜地。它与雎洲的“雎阳书院”（又名“应天书

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共称为宋代四大书院。嵩阳书院始建于

公元484年，五代周至宋时，儒教理学大师程灏、程颐在书院聚生徒数百人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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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法王寺

位于玉柱峰下，建于东汉年间，历史久远，为“中国古寺之始”。该寺背依玉柱峰，三面群峰耸

峙，古木参天；山谷中曲涧潺流，小径蜿蜒，云雾缭绕，十分幽静。寺北有一座15层

的古塔，高达40余米，称为“法王寺塔”。寺东有3座较小的唐宋砖塔，西岭上有一座六角七级的

水磨砖塔。

  

   

14、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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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影子手牵手  提供)

       在法王寺东侧山头上，两峰夹峙，俗称月架山。每年中秋之夜，明月升空，皓皓如

轮，高悬于嵩门正中，四面八方的人们，手提花灯彩龙，携带名酒佳肴，邀朋会友，云集嵩山腹

地。坐在法王寺大殿的月台上，高谈阔论，饮酒欢歌，饱览胜景，直待月出嵩门。时过三更，人

们还留恋在此，不舍离去。

   

15、峻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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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凹凸曼的小偏执 提供)

       为太室山最高峰，海拔1491.7米米。峻极峰的景色与众不同而异常吸引人的。沿着

整齐的台阶向上，路会一下子变得陡峭起来，爬过几段非常陡峭的山路之后就来到了峻极宫。峻

极宫背依嵩山峭壁，气势非凡。继续向上，一直爬到白云深处，峭壁之颠，三个多小时即可登顶

，这时你就可以体会“嵩高峻极”的感觉了。如果遇到大雾弥漫，不要说峻极了，路都会看不见

，可以享受一下仙人的待遇。

峻极峰有古道二条：

  a. 自中岳庙后的黄盖峰北上：经青岗坪、渡铁链峡到达山顶。这是清乾隆皇帝登嵩时所劈的

御路。青岗坪东边悬练峰下，有卢崖瀑布。

  b. 自无极老姆洞北上：经石船、云城、一线天、炼丹庵由十八隈经羊鼻梁直攀顶峰。这条路

山势壮观，风景宜人，是登峻极峰的捷径。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登游嵩山峻极峰时，就是走的这条

路。要过十八隈和羊鼻梁，令人胆战心寒。

                                               31 / 39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041&do=album&picid=43697


�������

嵩山：少林功夫
  

六、线路

   

1、按时间

第一天：一早从洛阳乘大巴到少林道口下，游玩少林寺、初祖庵、达摩洞等，然后乘车到嵩阳书

院，游玩嵩阳书院，宿登封。

第二天：起早乘2路到嵩阳书院，从老母洞上山，等顶后去卢崖瀑布，从卢崖瀑布下山后顺道游玩

中岳庙。

       当然，这是对一般背包族而言，要是你行李多多，那么你总不能提个箱子上嵩山吧

，可能就要调整。另外，在嵩山登顶后，也可以选择嵩岳寺塔和法王寺的路线下；也可以乘2路到

收费站后从卢崖瀑布那里上，但是个人觉得从那里上山上坡路较长，可能更累一些。这都可以根

据个人情况做出调整。时间充裕，可以再考虑观星台、三皇寨等其他地方游览。

   

2、按强度

休闲腐败线路

a、嵩阳书院－野猪坡－气象站－卢崖瀑布

b、卢崖瀑布--气象站--野猪坡--嵩阳书院

c、嵩阳书院－气象站－峻极峰－老母洞－嵩阳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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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法王寺－峻极峰－气象站－野猪坡－嵩阳书院

e、法王寺－峻极峰－老母洞－嵩阳书院

f，永泰寺－望都峰--峻极--法王寺

g、永泰寺－望都峰－草甸（墓坡）－永泰寺

中等强度线路

a、永泰寺－望都峰－峻极峰－嵩阳书院（或卢崖瀑布）

b、太子沟－大草甸（墓坡）－望都峰－峻极峰－嵩阳书院（或卢崖瀑布）

c、九龙潭－峻极峰－嵩阳书院或卢崖瀑布

d、八龙潭－峻极峰－嵩阳书院

中等强度有一定风险

a、迎仙阁－气象站－峻极峰－老母洞－嵩阳书院

b、将军庙－琼壁峰－三皇寨－少林寺

c、将军庙－连天－玉皇沟

d、将军庙－连天－楼尖－大仙沟（影视城）

e、正西沟--垭口--大小寨--少林寺

少室山休闲腐败线路

a、连天峡谷--三皇寨--少林寺

b、三皇寨－达摩洞（五乳岭）－少林寺

c、将军庙--垭口--三皇寨

高难度高强度

a. 将军庙－连天－翠华峰－痩驴背－磨肚石－大寨－南照沟（或龙潭沟）－少林寺

b. 少林寺停车场--小寨--大寨--磨肚石--痩驴背--玉皇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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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徒步扎营路线

嵩山虐线(两天):

装备要求: 帐篷,四顿正餐,防蛇药,棉衣,雨衣,防暑药(山顶天气多变,注意防寒,防暑)....

a. 从嵩阳书院进入境区,沿景区路道急行军走到仙人亭(线路较长,景区路好走一定要抓紧时间赶路),

b. 过仙人亭即往右手拐,下景区路,这时一定要看清路标,这里岔路较多,容易迷路,路标标示有嵩山2

号线(野驴背)或3号线(野猪坡),任选一条线作为上山的线路.另一条线路为下山线路.

c. 沿上山线路一直走,登顶即是景区路,上山线路较虐,一定要注意安全,身体不适者不应逞强,切记不

要太急,不要太喘,注意保护心肺,中午可休息3个小时,吃饭休息,估计天黑前可到达山顶景区路.

d, 山顶有个气象站可安营扎寨,聚餐,可以联欢,篝火晚会,或两两自由活动,但不要脱离大部队,山上野

兽多有野猪和野驴出没.被野兽吃掉,后果自负.

e. 第二天睡到自然醒,2个小时的洗簌,早餐时间,收拾行装沿另一条下山线路开始下山,下山注意保护

你的两条腿,切记慢走,下山容易伤到膝关节.

f. 安排在中午12:00或13:00下到一半路程,安排3小时的吃饭午休时间.

g. 天黑前下到山底,沿小路即可到来时的仙人亭,沿景区路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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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美食

       来到嵩山早饭和晚饭主要是在登封市内解决。

       早饭可以去位于天中大酒店（中岳大街路口）附近的登封第一汤、法院对面（少林

大道中段12号）的三品羊肉糊辣汤品尝当地小吃。

        晚饭时候则可以到登封的夜市街（菜市街）看看有没有自己想吃的美食，登封市

区范围很小建议打的过去，比如有：饸咯面、炒面、烧烤、炒菜、菜膜等等。

        如果中午还在登封市，那么可以去位于西关的马遂林的烩面馆、卢店街东段的冯

石头烩羊肉这些比较有名的店品尝一下当地美食。

        中午一般在景区，嵩山的景点普遍没有餐馆，可以早上去的时候带多点水和一些

中午可以吃的东西，因为景区内的水和小食品是很贵的，三皇寨的吊桥那里有方便面和凉皮卖，

都是10块钱一碗，味道一般。从少林寺出来可以去永泰寺品尝素斋，味道也比较纯正，人气较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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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住宿

   

1、登封市区

      

登封市委招待所，120/天，条件还是不错的，就在市中心，嵩山广场旁边，2路公交车途经。

       登封市德康寓园，60元， 0371-62862998。联系人：齐老板，手机：13592480588。

地址：河南省登封市丰源大酒店北30米

       登封未来宜居连锁酒店（少林店）价格：宜居单人间￥135，宜居标准间￥145，宜

居三人间￥190。交通情况: 距离市中心(公里)：0.6距离长途汽车站(公里)：0.8。 地址:

郑州登封市阳城路1号。

   

2、山上

      若是为了早上看日出，你最好还是选择在山上住宿

      少林寺旁边就一家宾馆 条件不怎么好 标间180元 讲价的话140元就可以住，在武术学

校里面。如果是旅游淡季，并且你可以起早又比较幸运还可以省掉门票钱。

      很多小农家乐，条件一般但是很便宜在5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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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贴士

   

1、寺庙四忌

       嵩山上许多名寺名庙，主要为旅游者颇爱光顾游览的重点，旅游者在游历寺庙时有

四忌需牢记心头，以免引起争执和不快。同时，也要照看好自己的孩子，以免孩子因年幼无知而

做出不礼貌的事。

一忌称呼不当，对寺庙的僧人、道人应尊称为“师”或“法师”，对主持僧人应称其为“长老”

、“方丈”、“禅师”。喇嘛庙中的僧人称其“喇嘛”，即“上师”意，忌直称为“和尚”、“

出家人”，甚至其它污辱性称呼；

二忌礼节失当，与僧人见面常见的行礼方式为双手合十，微微低头，或单手竖掌于胸前、头略低

，忌用握手、拥抱、摸僧人头部等不当之礼节；

三忌谈吐不当，与僧人道人交谈，不应提及杀戮之辞、婚配之事，以及食用腥荤等话，以免引起

僧人反感；

四忌行为举止失，游历寺庙时不可大声喧哗、指点议论、妄加嘲讽或随便乱动寺庙之物，尤禁乱

摸乱刻神像，如遇佛事活动时，应静立默视或悄然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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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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