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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秋日红叶看点

都说北京的秋天最美。而红叶则是北京秋天最美丽的颜色。

这个季节里，最美的事情就是去看漫山遍野的红叶，去看漫山红叶衬托下的蓝天白云。早晚气温

的下降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秋的凉意，同时也提醒着人们欣赏秋天最迷人的风景——金秋红叶

的最佳时节即将来临。 

(图片由网友 @最右碉堡了 提供)

北京红叶是秋天一景。从2000年起，政府就开始实施“红叶工程”，打造北京红叶带。目前，京

郊前山脸地区共有红叶树30多万亩，形成了西起房山张坊，东到平谷金海湖，绵延230公里的红叶

带，黄栌、火炬、五宝枫、五角枫等红叶树种已遍布京郊山区主要风景旅游区周围和公路两侧。

   

1、北京红叶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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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红叶

  
(图片由网友 @特立独行的狗 提供)

黄栌树：形状为圆形或椭圆，霜后呈深紫红色，叶红时间在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香山的红叶主

要是黄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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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最右碉堡了 提供)

元宝枫：形状为掌形，树姿优美，叶形秀丽，嫩叶红色，秋季叶又变成黄色或红色。

香山红叶的另一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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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微臣有话不当讲 提供)

美国红枫：（也是加拿大枫）掌状3-5裂，秋季叶片为绚丽的红色，持续时间长。

树型直立向上该树种生长迅速，是所有红枫品种中生长最快的品种。百望山等处有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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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特立独行的狗 提供)

火炬树：形状为羽状，春季开白花，夏季浑身绿叶绿果，秋冬挂红果，是一种十分

珍贵的景观植物。北京种植广泛。

   

2、为什么香山的红叶最有名

(图片由网友 @微臣有话不当讲 提供)

在历史上，北京的小西山泛指西山八大处的翠微山、平坡山、卢师山三山所延之香山、玉泉山、

万寿山、百望山等山峰，是临京都最近山地。“小西山”位于都门乾位吉地，上风上水古迹荟翠

，人杰物华，文化悠久。

八百年前的“燕京八景”中的居庸叠翠、西山晴雪、玉泉垂钓均在小西山上。元朝时期的“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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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景”中的退谷水源、山轩御笔、竹墅清秋、西湖莲径等天造于小西山。清代名冠九州的“三山

五园”：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静宜园、静明园等均为“借得西山秀，添来景物新”的一代

皇家园林。

小西山是京城文化的发源地，在没有北京城之前，小西山已形成了它独特的文化体系，小西山有

历史悠久的皇家园林，加上得天独厚的山水条件，古往今来一直是文人骚客、达官贵人的吟咏之

所，憩息之地，归葬之域，诞生画家的风水宝地，也是佛教的文化中心。正因为如此，西山成为

北京的旅游胜地。北京的香山是西山旅游中著名的景点，在秋风萧瑟，草木凋零的季节，唯有美

丽的红叶闪耀着鲜红的秋光，把山川染得彤红。十月的香山红叶就成为北京著名的一大景观。每

年十月香山公园、八大处公园都举办红叶节，有众多的中外游客来这里观光游览，陈毅同志曾为

北京西山红叶题诗一首“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

   

3、为什么叶子会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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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最右碉堡了 提供)

绿叶为什么会变红呢？原来绿色树叶变成红色的树叶，是由此类树木的遗传因素决定的，因此只

有部分树种的树叶秋季变红，而不是所有的树种。这一类秋季树叶变红的树种，是由于该类树叶

中含有红色花青素的含量变化决定的，而红色花青素含量的变化与水分、光照和温度的变化有关

。花青素的形成与糖分积累有关，糖分越多，花青素就越容易形成，叶色越红。

是哪些因素影响植物体内糖分的变化呢？

第一，在较强的光照有利于树叶中糖分的积累，所以同一植物在建筑物的或山地的

向光方向较背光方向红。

第二，在树木在秋季低温来临时，强壮的新叶会把储藏的淀粉粒物质转化为糖，通过提高体内糖

的浓度来提高自身抵御寒冷的能力，因此在深秋季节，秋季树叶变为红色的树种才披上瑰丽的红

装。

第三，较大的温度日较差有利于植物体内糖分的积累，同一树种，生长在温度日较差大的地方，

植物体内含糖量高，因此在深秋观赏红叶时山区比平原叶子更红。第四，在植物遇到干旱时，为

了减少体内水分蒸发，也会把体内的营养物质转化糖分，来提高自身的抗性，因此在干旱的地方

比水分充足的地方，红叶树种的叶子叶更红。据观测，最低气温低于6.5摄氏度时，在海拔2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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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米以上的山地最容易看到红叶。

秋季的北京香山，光线充足，秋季干旱少雨，昼夜温差较大，符合红叶树种树叶变红的条件，加

上香山特殊的人文历史背景，形成了著名的香山红叶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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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山红叶冠京城

(图片由网友 @最右碉堡了 提供)

在北京一说看红叶，自然是香山。今年是香山举办的第22届红叶节了。

今年红叶节的主题：主题为“秋染香山-红叶传情”

红叶节时间：2010年10月15日至11月7日举办，历时24天。

本届红叶文化节融体会香山历史名园独特风采、品味皇家山林公园悠久文化、观赏层林浸染漫山

红叶于一体，尽享正宗经典红叶景观带来的视觉冲击和北京金秋所蕴含的秋韵、秋香、秋色，感

受“魅力香山，有香、有色、有文化”的绝佳意境。

   

1、红叶节门票

香山：10元 碧云寺：10元  缆车（索道）单程30元；通票5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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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早上的8：00——晚上16：00

注意：高峰日持优待卡限时入园

红叶文化节举办期间的八个高峰日(双休日)即：10月16日、10月17日，10月23日、10月24日，10月

30日、10月31日，11月6日、11月7日，持年票、季票、月票、老年优待卡的游客请于上午9:00前和

下午16:00后入园游览。

红叶文化节期间的其它时间，年票、季票、月票、老年优待卡正常使用。

香山电话：010-62599886/1264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山脚下（买卖街40号）

   

2、红叶节期间“七大景区”

1、红叶传情主题景区

地点：东门广场

采用白色凤仙花制作而成的和平鸽，嘴衔“香山红叶”撒向人间，传递和谐与希望，辅以彩叶草

、四季海棠、鸡冠花、夏堇等各类花材20余种，营造出圆满、和谐的立体花坛造型，寓意和平盛

世，香山红叶闻名于世的经典传奇。

2、情醉枫林主题景区

地点：枫林村

在枫林村景区采用荆条、原木等环保材质制作出景观窗造型，利用中国传统园林造景中的“透景

”手法，透过景观窗观赏香山金秋美景，辅以各类应季花卉(串红、孔雀草、美女樱等)，在竹林

、银杏树背景衬托下营造枫林观景的游览氛围。

3、松林花海主题景区

地点：知松园

打造香山历史植物景观“红叶黄花自一川”美景，在苍松聚集的知松园古树下栽植近1000余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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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孔雀草，配以兰花鼠尾草、茼蒿菊、非洲凤仙等各类地栽花卉，形成“松林花海”壮丽植物

景观，为游客营造一种青松苍劲融合秋季花卉柔美交相辉映的视觉冲击感。

4、精品菊花盆景展主题景区

地点：听雪轩

以各色菊花造型盆景为主体，集中展示金秋品种菊花。配以竹简、书简等文化韵味深厚的园林造

型，用咏菊、诵菊的诗词歌赋向游客介绍金秋菊花文化历史，弘扬传统中国菊花文化精髓，营造

出浓厚的金秋植物花卉氛围。

5、情传知音主题景区

地点：索道下站

以中国传统的游廊和青翠竹林为背景，设置原木制作的古代人物及古琴等园林小品造型，配以五

针松及秋季菊花等植物，营造“知音”历史故事中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情境，表达真朋挚友间

的深厚情谊。

6、秋天童话主题景区

地点：翠微亭

翠微亭为观赏香山秋景的绝佳观赏地，满坡的红叶林、绿地中央的古银杏树无不展现香山金秋美

丽景色。景区内散摆盆栽红枫营造红叶美景，并放置铁艺园林小品，使游客仿佛置身于秋天童话

世界中，追忆童年故事。

7、秋水伊情主题景区

地点：静翠湖景区

依托驯鹿坡漫山红叶背景，在静翠湖中摆放“红叶仙子”人物造型，红叶仙子以及满坡红叶倒映

湖水中，在周边青松翠柏的映衬下烘托出“秋水伊人”的人文景观。

   

3、红叶节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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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路线：

318 (老古城－香山)、331 (新街口豁口－香山)、360 (北京动物园－香山)、634

(西直门－香山公园东门)、714 (阜城门－香山)、696 (上辛堡－香山)、698 (城南嘉园北－香山)

   

自驾路线：

选择1：从五环路到香山：由香山路出口下五环，由香泉环岛向西北方向(有指路牌)再行驶大约5

分钟便可到。

选择2：从四环路到香山：由四海桥出口下四环，向西北方向(有指路牌)，经过闵庄路，到旱河路

路口向北行，由香泉环岛向西北方向(有指路牌)，再行驶大约5分钟便可到。

选择3：从香山南路到香山：向北行驶经过红旗村，到卧佛寺路口向西(有指路牌)，再行驶大约5

分钟便可到。

选择4：从颐和园到香山：从青龙桥向西行驶，经过厢红旗、娘娘府，到香泉环岛向西北方向(有

指路牌)再行驶大约5分钟便可到。

提示：香山红叶节交通变化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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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lvren.cn/html/gedilvyou/beijinglvyou/201010/13458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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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山红叶节相关活动

   

1、九项文化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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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益互动系山林

 

  

????

  

??

    

                                               18 / 55



�������

北京红叶
???????? ??????????????????????“???”????????????????????????

????????????

  

“?????????”???????????

  

10?15

???????????“???????????????????????????”???????????

??????????140

??????????????“????”???????????????????????????????

??????????????????????????????????????????

  

??????? ???????

  

11?8

?????????????????????????????????????????????????“?

?????”??????????????????????????????????????????

  

?????

  

???????????“?????”?????????????????????????????????

???????????????????????????????????????????????????

??????????????????????????

  

“????????????”???????

  

16?(???)??????????????????????????10?19??22

?????????????????????????

  

“????”????????????

  

???????????????????????????????????????????????????

??????????????“????”????????????????????????

  

????”??????

  

???????????????????????????????????????????????????

????????

 ????????????????????????????????????????????40

?????????????????100093

                                               19 / 55



�������

北京红叶
 

                                               20 / 55



�������

北京红叶
  

四、最佳香山赏红叶线路

“来香山如何能观赏到景致最美的红叶”是游客最关心的问题，在这里，公园为您推荐4条赏“红

”路线，您可以根据游览目的、时间、兴趣等选择合适的游览路线。

   

1、寻古观景探“红”路线

近千年的历史积淀使香山这座古典皇家园林处处蕴含着文化韵味，而“香山红叶”正是这座古老

皇家园林中独具特色的植物景观代表，有着悠久的历史，年龄最大的黄栌树已近百岁。我们推荐

的就是这样一条将清幽古路、红叶景观融为一体的观赏路线。下起南麓阆风亭，上至香炉峰下的

豫泰门，是古代皇帝登山赏景的御道，身处古路红叶中，您可欣赏到步移景异的红叶景观，并可

置身于红叶树下，细心品味。

最佳观赏点：和顺门

特点：最深入红叶林区，是了解香山红叶的好机会。

观赏容量：3000人至5000人

最佳观赏时间：10月25日至11月9日

小贴士：由于地理位置较高，要做好登山的准备。

   

2、省时省力观“红”路线

如果您行程紧张或不愿走太远的路程，可从公园东门进入，迎面就可以欣赏到两棵长势茂盛的标

志性枫树，向南行进5分钟，就可以到达静翠湖景区，那里以山为屏障衬托出的漫山红叶景色，正

是您拍照留念的最佳选择。最大看点是沿石板路向上再走200米左右，可领略到翠微亭景区“红叶

黄花自一川”的历史园林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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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观赏点：静翠湖

观赏容量：300人至400人

最佳观赏时间：约为10月25日至11月9日

小贴士：静翠湖由于三面环山，照相时容易逆光，需要找好角度。

   

3、凌空轻松眺“红”路线

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坐在索道座椅上，可以观赏到同平地景色不同的红叶大景观，您可以

选择凌空轻松览“红”这条线路，乘坐游览索道只需17分钟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到达顶峰--香炉峰

，在缓慢的行进过程中，您可远眺南山红叶幻色炫彩的缤纷景致，还可俯视星罗棋布于山林中的

各处景点。

   

4、品茗休闲赏“红”路线

红叶有很多赏法，不同的欣赏方式带给您的是不一样的感受。边走边看是一种，停留在一个地方

细细品味也是一种，此时您泡上一杯香茗，不仅能够缓解登山的疲惫，还可静静地欣赏到红叶美

景，实属一件乐事。位于中路玉华岫和半山腰的香雾窟（平台）就是为您品茗休闲赏红的好去处

，品一杯香茗，欣赏漫山红叶、金黄的银杏、翠绿的松柏交织在一起的香山金秋美景，也许您还

会感悟出一篇绝妙的文。

最佳观赏点：玉华岫

特点：视野最为开阔，观赏红叶的同时还可品尝纯正的山泉水冲泡的香茶。

观赏容量：800人至1000人

最佳观赏时间：10月15日至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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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东门至玉华岫的道路较为缓和，适合一家老小共同前往。

最佳观赏点:香雾窟

特点：最具有古典皇家园林特色的观赏点，可在登山途中休息、品茶。

观赏容量：800人至1000人

最佳观赏时间：10月15日至11月4日

小贴士：到达香雾窟约需要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穿轻便舒适的运动鞋较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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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香山周边美食

香山周围的各类特色美食竟已经渐成了气候，无论你是想上山前补充能量，还是要下山后缓解疲

惫，在这里都能找到中意的地方。

   

1、雕刻时光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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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特立独行的狗 提供)

香山脚下最具人气的小店，甭管有事没事，每天都会聚集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说在这里能

够充分享受平和惬意的生活。店里的服务员比客人还要漫不经心，无拘无束的大猫会随意的走动

撒欢儿，也可能会趴到你的腿上睡上一大觉，不过这对于怕猫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

除了店里的特色咖啡，可口的食物也颇受好评。若是平时，你可以选择蜷缩在宽大的沙发里看一

本好书，也可以选择在院子里晒晒太阳，看着远处的山峰发呆。若是周末，你可能还真得需要提

早一点到达，因为很有可能被众多前来享受生活的人挤得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

地址: 海淀区香山买卖街50号(近香山公园东门)  公交查询 | 驾车查询

电话: 010-82590040

公交信息: 乘坐563路到香山公园东门站，步行600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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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那家盛宴

如果说那家小馆让你体验到了满清八旗子弟的快感，那么那家盛宴绝对会让你过一次当大官的瘾

。要论气派，那家盛宴绝对是香山附近最大气的一家，要说价钱，附近也没有哪家店敢跟它比试

比试，当然，如果这两点全有了，味道自然不能差。 

(图片由网友 @最右碉堡了 提供)

进屋坐定，服务员会先送上赠送的自制酸奶，还有老北京的四点心、四瓜果，感觉非常温馨。点

菜时依旧是木托牌儿的菜单，只是里面的小菜牌儿精致了许多，菜品的种类比起小馆丰富。虽然

菜价比起小馆来要贵上一截，但看看这安静华丽的环境还有精致考究的餐具，花大价钱来吃这么

一顿“盛宴”也值了。

地址: 海淀区香山买卖街乙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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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10-62868566 62862866

   

3、徽洋餐厅

徽洋餐厅在五花八门的买卖街中绝对可以脱颖而出。虽然餐厅的位置并不在熙熙攘攘的买卖街边

，但只要你走进了他的大院，就一定会忍不住多看几眼。餐厅主体是一栋灰白相间的二层小楼，

枝枝蔓蔓的爬山虎占了灰色砖墙一半的面积，颇有一番乱中取静的意味。餐厅内简约优雅，既有

适于约会的私密包房，又有适于聚会的开放大厅，餐厅二楼还有一个近三百平米的超大露台，可

乘凉那景，也可享受美食。

餐厅主打新派徽菜，但为了照顾前来体验生活的顾客们，也推出了一些应季的农家菜，让您不用

跋山涉水，就在香山下，即可品尝地道的农家大餐。

地址：香山风景区买卖街丙9号 汽修厂停车场院内

   

4、听蝉轩

位于香山脚下的私家菜馆，登香山，看红叶，吃听蝉轩。

小二楼，楼上有平台露天位。宽大的中式木制桌椅，白色桌布。室内空间不是很大，但比较舒服

。私家菜，味道浓淡有致。倚着的窗外，一棵茂盛开满黄色小花的大树，随风轻摆树枝慢慢吃慢

慢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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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特立独行的狗 提供)

地址：海淀区香山停车场商业配套服务楼D座

电话：010-87484598 82592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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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京郊红叶正当时

北京境内从东南平原到西北山区地势逐渐升高，地形分为平原区、浅山地区、深山岭，依据海拔

高度和气温不同，观赏红叶的地点更多来自西部、北部。下面我们就从北往西给大家一一介绍。

   

1、延庆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红叶艳映残长城

活动介绍：

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第四届“红叶�古长城”生态文化节已经开始了。今年“红叶�古长城” 生

态文化节以“收获爱情”为主题，情侣爱侣们可以在为期60天的文化节期间尽情领略树叶由零星

几片变红逐步到漫山红遍的整个过程，并在古长城合围相拥红叶林的唯美时空场所中感悟情爱真

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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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微臣有话不当讲 提供)

红叶岭景区面积近千亩，共计红叶树（黄栌）5万多株，毗邻残长城，位于中华第一铁路和詹天佑

纪念铜像南侧山岭上。红叶、古长城、佳人的构成一副完美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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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观赏点：望龙台

此处为瞰赏八达岭长城雄风的最佳位置，“欲识长城真面目，须到苍龙身侧峰；不到长城非好汉

，登峰望龙方英雄！”震撼心灵的壮观景色尽收眼底。海拔:660m:公园入口距离：745米。

景区信息：

门票：25元

公园网址：www.bdlfp.com 

（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网上每天都会发布红叶变色指数，截止13日红叶率已达65%。）

咨询热线：010-81181458

交通指南

自驾车

从市区德胜门上八达岭高速公路在水关长城高速出口下便抵达公园，需50分钟。

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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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叶公交专线已经开通，始发站为德胜门，终点站为红叶岭景区入口停车场，全程高速公路，行

程60公里，50分钟抵达。票价12元，持卡4折。

919公交一共有六条线路,有的到八达岭有的不到,所以最好就是坐919公交和919空调高速这两种车

。推荐坐空调高速，走高速一站到八达岭，车票12元，如果出行早的话会很快，如果晚的话（中

午十点半才出发，那也可能会在高速进口遇到堵车）。堵车情况下一个半小时也到了。919公交车

票8元，一卡通打4折，但走桥下，容易堵车。

旅人提示：在德胜门箭楼的南侧，会有冒充旅行社或者919公交的骗子说

45元一站到八达岭，千万不要相信，一定要找919真正的站台，在德胜门箭楼的北侧。

旅游专列

西直门北京北站乘坐直达八达岭的旅游专列火车，经过詹天佑设计并修建的中华第一条铁路，在

青龙桥火车站下车直达公园，意义非凡。

   

2、延庆探戈坞红叶节：最新观赏地

“探戈坞音乐谷” 位于八达岭长城东侧海拔700米之上的群山峻岭之间，距北京市区53公里，车程

约1小时，西接京藏高速(原八达岭高速)公路，东连110国道，交通便利。

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原生态次生林，随着时令推进，森林秋叶因植被品种和覆盖面积的不同而展现

出异彩纷呈、层林尽染的秋色。

时间：2010年9月30日――2010年10月下旬

活动内容：

进入景区，先是驾车欣赏沿途绵延几公里的群山胜景，俯瞰八达岭的雄姿蜿蜒;而后漫步于林中步

道，静观秋叶纷呈。到探戈坞红叶节，你会体会到真正融入大自然的感觉，你会意识到确实有一

种远离都市喧嚣的生活方式⋯⋯

在探戈坞音乐谷，游客亦可亲手采摘汲取自然精华的山中野果，更有偶尔飘来的乐

音伴您畅享自然、涤荡心灵。坐在松软舒适的草地上野餐，欣赏着周边美丽的山景，届

时在景区内还将有民乐演出，人们可以在草坪上边欣赏红叶，边享受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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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信息：

门票：50元（学生半价）

网址：http://www.chinatanglewood.com

电话：86-10-64398081/63398082

交通指南：

自驾车（车程90分钟）：

从八达岭高速入口（清河收费站）行驶到水关长城53出口，行程约45公里。自驾车穿过水关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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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和石佛寺村，进入探戈坞音乐谷南入口，沿盘山公路行驶6.5公里左右到达音乐节北停车场

。

   

3、昌平莽山森林公园：赏红采摘一举多得

(图片由网友 @微臣有话不当讲 提供)

秋天到蟒山，栌叶飘丹，山林奇景美不胜收。既可以观赏到黄栌、红枫、橡栎、柿

树等十余种彩色树种，还可以采摘野生酸枣，尝乡村野菜，共赏“停车坐爱枫林晚，霜

叶红于二月花”的美妙情趣。

与香山不同，蟒山的台阶设计独具匠心，在石阶旁边还有水泥缓坡，依山势而设，

时而左，时而右，时而宽阔，时而隐藏于松柏之间。走在由3666块条石铺就的北京最

长的登山台阶上，看红叶最有成就感。

景区信息：

蟒山国家森林公园票价：20元/人，老人、学生凭证件10元/人；天池风景区票价：1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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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60711866

网址：http://www.msforestpark.com/

交通指南

自驾车：

1、八达岭高速公路，至昌平西关出口，西关环岛右转，沿昌平政府街东行至东关环岛，左转上水

库路，沿途有蟒山度假村路标，过度假村即到蟒山国家森林公园。

2、八达岭高速公路，至昌平西关出口，自西关环岛沿十三陵方向直行，过七孔桥后第一个十字路

口右转，沿十三陵水库环湖北线前行，至龙门即到。

公共交通：

德胜门公交车站乘925区间车（德胜门西—昌平凤山），终点下车，过蟒山度假村即到；或者自地

铁5号线天通苑北站乘643路，至十三陵水库站下车，前行过水库大坝即到。

   

4、怀柔慕田峪长城：层林尽染 叠翠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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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微臣有话不当讲 提供)

素有“万里长城慕田峪独秀”美誉的慕田峪长城。尤其以金秋的红叶最为引人入胜。慕田峪长城

旅游区内层峦叠障，植被茂盛，风光秀美。特别是到了深秋的时节，满山遍野的山杏树，火炬树

等将旅游区装点得绚丽多彩。火红的叶子覆盖了整个慕田峪，满山的红叶可以让人感受到深秋中

特有的意境。

活动：慕田峪长城国际文化节继续秉承“共享长城文化，增进国际友谊”的思路，届时金秋游园

会将拉开帷幕。还将举办有奖征文和摄影比赛；九九重阳登山等主题活动。为方便游人游览，景

区提供免费循环车接送游客，为迎接游人的到来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

食宿：长城山庄

川鲁风味、农家饭菜、烤全羊、鲟鱼多吃、烧烤虹鳟鱼、西餐。

餐标：30-100元∕人

住宿：220元∕标准间(含早)

预订电话：010-61626395（前台）   13701175838（姜经理）

在长城山庄用餐或者住宿，长城门票享受七折优惠!

景区信息：

门票：45元（成人)  25元（儿童） 

长城缆车：单程 45元（成人)  25元（儿童）

          往返 65元（成人)  35元（儿童）

施比得滑道：单程 50元（成人)  25元（儿童）

            往返 65元（成人)  40元（儿童）

咨询电话：010-61626022 61626505

网址：http://www.mutianyugreatwall.com

交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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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车：北京市区北三环、北四环上京承高速，13 号北台路出口出沿景区路标行驶到达景区。

公交车：东直门乘916路或936路到怀柔，再转乘至洞台线，到慕田峪下车即可。

发车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7：00  8：00各一班

                     下午：2：00  4：00各一班

          周六、日   上午：7：00  8：00  9：00各一班

                     下午：2：00  3：00  4：00各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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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怀柔红螺寺：且行且赏

红螺寺历史悠久，是亚洲佛教发祥地，有上千年历史，在这里许愿据说比较灵验。

随着气温的变化，红螺寺景区“赏叶季”提前到来。分布在红螺山海拔300米以上的火矩、黄栌等

赏叶树种已经开始褪绿变红，由此拉开了红螺寺景区赏叶的序幕。 

 

经过三年时间的设计建设，景区顺利打通了由山门至红螺山顶的登山步道，赏叶面积也由原来的3

00公顷扩大到600多公顷，延长的步道全长2100米，两侧丛林密布，黄栌、火炬红似云霞，山野中

混生的灌木也或红或黄色彩斑斓。

   

红螺山主峰海拔813米，登上山顶，远眺，被誉为“一半山水一半城”的怀柔城区一览无余，长城

、水库、密云县城尽收眼底；近观，古朴的建筑掩映在青松翠柏中，山脚下彩叶烂漫，山上红叶

林满山遍布，一簇簇红叶像缓缓燃烧的炭火，由山下蔓延至山顶，夹在青松翠柏等绿色树木之中

，红绿交相辉映，景色分外迷人。

   

最佳观赏点：

岭上长廊观叶

游客还可乘坐滑道到达观音寺，再沿步道向东步行约300米到达岭上长廊。这里最大的特点是可直

接深入红叶林中，体会身临其境的感受，置身其中，举目四望，东侧是火矩，西侧是元宝枫，四

周是无处不在的红叶、柏树林，让人仿佛置身于童话般的世界。 

观景台上赏叶

穿过御竹林、古松林、五百罗汉园，沿登山步道上行便可直达清凉界观景台，这里海拔约280米，

登上观景台，碧波如洗的红螺湖映入眼帘，极目远眺，苍松翠柏掩映着层林尽染的红叶，又有金

黄的银杏、栾树点缀其中，美景尽收眼底。

松林浴园亲叶

在松林浴园赏叶又是另一番景致，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水一露都尽显自然本色，松柏、橡树、蒙

栎或绿或黄或红，层次分明，又有成片的菊花点缀其中，缤纷秋色展现无余，置身林中，小憩松

下，感受层层叠叠或远或近的色彩，惬意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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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宿介绍：

竹香园餐厅

由景区经营管理的竹香园餐厅坐落在景区检票口两侧，同时能接待400人就餐，用餐环境整洁舒适

。餐厅为游客提供特色的家常菜、虹鳟鱼、素食斋饭等，游客可零点也可包桌。包桌价格：200元

——1000元不等。

竹香园餐厅联系电话：（010）60682348

红螺山度假村

红螺山度假村坐落在寺院东南的青龙山与凤凰山间的千亩古松林之中，有龙凤呈翔之瑞。古松林

中“负氧离子”和松树散发的“芬多精”浓度高，对许多种疾病都有很好的理疗作用，是一处天

然的大氧吧和疗养院。入住这里可观满目绿色，听鸟鸣之声，闻花草自然之香，给您带来的是抚

慰心灵的柔和与宁静。

    度假村为仿古回廊式四合院，雕梁画栋、幽雅别致。设有标准间、套间、单人间，房内设

有空调彩电、独立卫生间，等可同时接待70人入住。经营时间：每年4月——11月

标间：120元/天

红螺山度假村联系电话：（010）60681595

 

景区信息

门票：成人：40元/人持证）学生、老人、军人：20元/人

导游服务费：50元/次  导游讲解机：40元/次/台(中外文)

导游联系电话：（010）60681678

停车位:1800

停车收费：小车：5元/次（不计时）大车：10元/次（不计时

网址：http://www.hongluosi.com/

咨询电话：60681175 60681639

提示: 红螺寺景区目前已有部分红叶可以观赏，预计一周后将进入最佳观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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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南：

    自驾车：京承高速—北台路出口（13号）--怀柔城区—青春路北行4公里即到。

公交车：936路红螺寺专线公交车由东直门直达景区，每天发车，间隔30分钟。

 

   

6、海淀区百望山：距离市区最近的观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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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最右碉堡了 提供)

百望山是太行山延伸到华北平原最东端的山峰，素有"太行前哨第一峰"的美称。

       百望山的红叶好看，因为其一：红叶品种多。这里的人工风景林以元宝枫，黄栌为

主，火炬树等秋季观叶树种散布在漫山遍野，且数量众多，这里的红叶无法以株分，只能以亩计

；其二：树龄正盛。建国后，营造的人工风景林正值壮年；其三：立地条件好，土壤肥沃；其四

：地处西山的背阴处，气温低，霜期早。其五：没有被人为和自然原因破坏。

   

最佳观赏点：

登临友谊亭：这里林地开阔，坡缓路平。漫步在林中，红叶触目皆是。无论是走着看，还是坐着

瞧，亦当在红雾弥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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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峰的揽枫亭:西眺太行群峰叠障，“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千林红树宛如火伞齐张。看近山红

叶，苍松翠柏相掩映，红叶越发艳丽。这里看红叶更有趣的是每当夕阳西下，晚霞和红叶交相辉

映，更给人以奇妙神秘的幻觉。实有广色朱翠，幻色炫彩，使人遐思迩想。当然看红叶你也可从

不同地方、不同角度探视，定有不同的色彩陪伴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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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信息：

门票：6元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黑山扈北口19号

电话： 010-62884508

网址： http://www.baiwangsh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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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门头沟妙峰山：古道映秋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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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微臣有话不当讲 提供)

妙峰山也是每年都有红叶节。妙峰山赏叶是京西地区的一项传统活动，早在元朝初年就有京城百

姓在秋日结队去观赏红叶的盛况。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这里的红叶似火，衬着金黄和翠绿。枫林、松林、杏林、黄栌等万

叶斑斓，层林尽染，十分壮观。

10月中旬，妙峰山的红果、山楂、盖柿将进入成熟期。据景区管理人员介绍：深秋季节到妙峰山

不仅可以赏红叶，还可以到有农家采摘园里采摘红果、山楂、柿子和购买一些农产品。在景区内

可以购买妙峰山玫瑰干花、炒红果、独特风味的玫瑰酱、玫瑰黄芩茶、核桃等土特产品。

景区信息：

门票：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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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

电话:010-61882936

网址：http://www.miaofengshan.com

交通信息：

    乘车：苹果园地铁站西行200米929车站早8：30乘坐妙峰山旅游专线车（节假日期间）；

自驾车：阜石路西行至石门路到三家店右转到龙泉宾馆沿109国道至担礼村口右转直达景区

   

8、丰台北宫森林公园：红叶面积相当于四个香山

(图片由网友 @特立独行的狗 提供)

北宫森林公园，是继香山之后京西离城区最近的彩叶观赏区和自然风景区。公园彩叶面积30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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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红叶2100亩，其它900亩。主要树种有元宝枫、黄栌、火炬、栾树、金叶榆、银杏、水杉、

女贞、槺椴、矮樱、紫叶李、白腊等20多个品种。

金秋季节，红、黄、绿、紫的园林风景，层林尽染，交相辉映。由于彩叶树种的特性和植物生长

季节的不同，色彩变化，此起彼伏。

寒露来临，火炬树争先吐红，分外艳丽。霜降时节，黄栌、元宝枫万山红遍，红色飘染，一幅"停

车坐看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意境，令人翘首叫绝。期间，金叶榆、银杏、槺椴、白腊等彩

叶树金光交烁，紫叶李、碧桃、矮樱等树种妖艳动人，油松、侧柏等长绿树在五彩缤纷、水彩画

般的彩叶树簇拥下，蓊翳苍翠，各具特色，风情别样。不访感叹一把"秋看彩叶到北宫，满山彩虹

色愈浓"的感觉。

景点信息：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镇大灰厂村三条六号

门票：4月-11月旺季 成人10元  学生半价

售票时间：6：30-19:00 20:00静园

地址:

电话:010-83840830 83866666

网址：http://www.bjbgfp.com

交通信息：

公交车：丰台乘３１０路至辛庄下车即到，或乘385路至化工七厂路口下车即到北宫森林公园。

自驾车：走京石高速至杜家坎出口，环岛西行8公里即到。

   

9、房山上方山森林公园：秋山明净面如妆

“西南金秋美，莫如上方山。”上方山森林公园位于房山区韩村河镇，距市区70公里，景区内有

以云水洞为代表的九大洞穴，也有以兜率寺为代表的72座寺庙。山间植物也有华北地区少见的原

始次生林、各种彩叶树种等。

山内有九大洞穴，最著名的为“云水洞”，嵌于洞口的“云水洞” 三字，为赵朴初先生所题。洞

中有108个自然景观，有山峰12座，峰峰神奇俊秀，“中天之柱”是其中的最高峰，海拔达860米

，亦称“摘星坨”；“擎天玉柱”是高37米的基型石笋，为中国第一大石笋。其他主要景点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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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斗泉、望海庵、藏经阁等。

景区信息：

门票：40元

地址：北京市韩村河镇圣水峪

电话：010—61315542

网址：http://www.shfsh.com.cn/

交通信息：

公交车：天桥乘917路公共汽车至良乡或房山下车换乘小15路中巴车（长阳--上方山）直达。

自驾车：由京石高速琉璃河出口一直向西直行20公里或京石高速房山出口经房山-周口店-韩村河

路口向西1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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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路边一抹红云——自驾赏红叶线路

(图片由网友 @最右碉堡了 提供)

   

1、密云水库周边：90余万株彩叶植被

最佳观赏时间：10月下旬

密云水库周边及密云的重点旅游景区、干线公路沿线，均按照“多植物、多林种、多树种、多彩

色、多层次”绿化，营造出8000亩彩叶林，种植90余万株彩叶植被，呈现“万山红遍”的美化效

果。密云水库旁边的红叶林是40多年前修建水库时种植的，目前已达5.5万亩。或许是浸润了湿润

的湖水，水库一畔的红叶晶莹通透，连叶脉都清晰可见。

最佳观赏地点：东线包括密云县城长城环岛到古北口101国道60余公里长的公路两侧、太师屯镇密

云水库观景台一带；西线由密云上密溪路到黑龙潭风景区方向，以五座楼森林公园为最佳观赏点

。

交通信息

自驾车路线：沿京密路、101国道、京承公路均可到密云水库

乘车路线：东直门坐987路或者980路到密云换乘8路公共汽车东营子下车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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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谷金海湖：三面环山，秋季红叶映衬

最佳观赏时间：10月初－11月初

平谷金海湖清水映红叶金海湖旅游度假区位于平谷区城东18公里处，距市内85公里，水域面积6．

5万平方公里，属郊区公园。金海湖东西北三面环山，夏季青山翠绿，秋季则红叶映衬，可谓山美

水秀，是不可多得的观赏红叶的好去处。

乘车路线：东直门乘918路直达金海湖风景区。

   

3、京张路两侧：红叶比较集中

最佳观赏时间10月下旬

京张路两侧彩叶美如画昌平区实施彩叶工程以来，目前已呈现出美丽如画的景观，其中红叶比较

集中地区有京张路两侧，乘坐345路可观赏；六环路两侧和南口镇潭峪口。

自驾车：沿八达岭高速从昌平西关出口出来，向南口方向，至南口西桥，过西桥至第一个右转柏

油路口直行至响潭水库，从该水库沟口进入即是。

乘车路线：345路到昌平换乘12路。

   

4、百里怀丰路：红、黄、绿绵延不断

最佳观赏时间10月下旬

沿怀丰路国道，从怀柔城北20公里开始，至喇叭沟门与丰宁县交界处，全程百余公里，沿线可观

赏红叶，尽收眼底的是绵延不断的红、黄、绿三种颜色，一路上还有幽谷神潭、九谷口、紫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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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1个旅游自然风景区；在品尝虹鳟鱼的时候，还可欣赏层林尽染、清泉汇流的大自然风光。

交通信息

自驾车：从京密路到怀柔出口，上怀丰路国道，沿线可观赏红叶。

乘车路线：东直门乘916路到怀柔城区，再转乘936路；或从东直门长途车站乘936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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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秋季赏红叶小贴示

1、注意安全

秋季是登山、赏红叶的好时节，在欣赏美景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在自然风景区旅游时，尽量不要

独自去人迹罕至或尚未开发的区域，以防迷路，酿成事故。需爬山越岭时，不要穿皮鞋、高跟鞋

，以免扭伤或跌伤。不要为了欣赏一些“不可及”的风光而攀登山石、树木、房屋或涉水。不要

随便进入深草丛，以防被野鼠、毒蛇或其他动物咬伤。不要食用种类不明的野果、菌类，以防中

毒。

2、注意量力而行

  秋季旅游尤其是登山时，要量力而行，有张有弛，在轻松的心态下登山。必要时可准备一根手

杖，走山路时它会助您一臂之力。爬山体力消耗很大，使人更容易感到饥饿、体乏，因此要带上

含有足够热量的零食，如巧克力、去皮的花生等，都可以帮助补充体力。记得带水，但不需要太

多，既解渴又不构成旅途累赘最好。

3、注意防病

郊区、野外是鼠类、螨类的栖息地，而鼠类和螨类是疾病如“出血热”病的主要传染源。因此，

在秋季野炊或野营时，必须对活动地点周围的环境做一些了解。另外，在野营时，尽可能住在帐

篷里，不要打地铺，或至少让铺面高于地面1米，不要靠墙。为防止鼠类污染食品和餐具，对于剩

饭剩菜，必须加热或蒸煮后食用。一旦有皮肤外伤，应及时涂抹碘酒等进行消毒处理。

4、选择合适的鞋

出门远行必须选一双合脚的登山鞋。理想的登山鞋开口需足够的空间，即使是潮湿或雪地亦能穿

脱容易。靴舌需足以防水。缝合线距需窄能避免水入侵。脚趾与脚后跟需2～3层的皮革或织品保

护。脚趾前端较硬，不会因穿着冰爪扣带而挤压或踢踏硬冰雪造成脚趾受伤。脚后跟比较硬增加

行进期间，脚的稳定度，下坡才能踩出立足点。

5、必备医疗用品

可以选择几只细长圆柱体小药瓶，瓶内盛什么药品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药品应装在密封不透气的

小瓶里，余下的空间用棉绒塞满，以免晃动时发出声响。最好带上镇痛药，这类药可缓解疼痛、

减轻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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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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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vren.cn/feedback/
http://d.lvren.cn/gonglue/lijiang
http://d.lvren.cn/gonglue/emeishan
http://d.lvren.cn/gonglue/hangzhou
http://d.lvren.cn/gonglue/beijing
http://d.lvren.cn/gonglue/xiangganggouwu
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http://d.lvren.cn/gonglue/niboer
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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