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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木兰围场 

关于坝上草原：

   坝上草原不是指的某一地，坝上特指由草原陡然

升高而形成的地带，又因气候和植被的原因形成的草

甸式草原。现泛指张家口以北 100 公里处到承德以北

100 公里处，统称为坝上地区，坝上在行政区划上被

分划归河北的围场县、丰宁县和张北县三部分，所以

也就有了张北坝上、沽源坝上、丰宁坝上及木兰围场

坝上地区，统称为坝上草原；

木兰围场说明：

   木兰围场是一个历史概念，并不单只某一地，地理

位置包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自治县最北部和

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最南边，具体为御道口牧场、

塞罕坝机械林场、红松洼及北京军区红山军马场这四

大块，其中御道口牧场为 50 年代建设的牧区；机械林

场是 60 年代人工森林的林场及北京军区红山军马场为

60 年代建立的军马场饲养区；原来三家都不归地方政

府管辖，御道口牧场隶属于河北省农垦局，机械林场

直属河北林业厅，红山军马场隶属于北京军区至今。

   很多朋友在来木兰围场之前都会做些功

课，但是在网上搜索“坝上草原”与“木

兰围场”的相关介绍，但看完以后更加的

糊涂，笔者也用在网上搜索“坝上草原”

与“木兰围场”，相关介绍非常的多，而

且是各有千秋、各尽不同，在这里以一个

土生土长的坝上人的了解，重新介绍一下

“坝上草原”与“木兰围场”，希望能为

广大的朋友出行木兰围场提供出行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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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围场是指：

    我们现在常说的要去木兰围场坝上，实际就是御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塞罕坝国家森公园、

红松洼自然保护区及北京军区红山军马场（乌兰布统），但由一河之隔，将木兰围场分为河北

和内蒙两部分，其中御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塞罕坝国家森公园、红松洼自然保护区隶属于河

北管辖区域，三个景区一票通，门票价格为 150 元 / 人；北京军区红山军马场（乌兰布统）隶

属于内蒙古管辖，门票价格为 120 元 / 人，但不含公主湖 30 元 / 人，桦木沟（蛤蟆坝）风景

区 30 元 / 人；

   承德皇家猎苑——木兰围场，位于河北省东北部，与内蒙古草原接壤；这里自古以来

就是一处水草丰美、禽兽繁衍的草原，“千里松林”曾是辽帝狩猎之地，“木兰围场”又是清

代皇帝举行“木兰秋狝”之所。          

    木兰围场，是满语、汉语的混称，木兰是满语 "哨鹿 "的意思，木兰是满语哨鹿之意。公

元 1681 年清帝康熙为锻炼军队，在这里开辟了一万多平方千米的狩猎场。每年秋季，这里都

举行一次军事色彩浓厚的狩猎活动，史称“木兰秋狝”。在清代康熙到嘉庆的一百四十多年里，

就在这里举行木兰秋狝一百零五次。清朝在沿途修建了许多行宫，于是有了承德避暑山庄、外

八庙。如今在青山碧野之中仍存有古朴典雅的七通碑，独特的庙宫合一建筑——东庙宫，富有

传奇色彩的练兵台、将军泡子，成为游人凭吊怀古的好去处。         

    木兰围场秀丽的景色也引起了影视艺术家的瞩目，先后有《赵氏孤儿》、《辛亥革命》、

《战国》、《汉武大帝》、《孔子》、《三国演义》、《康熙王朝》、《还珠格格》等二百余

集影视剧在此完成。         

    皇家猎苑，木兰围场，被誉为“花的世界，林的海洋，水的源头，云的故乡，珍禽异兽的

天堂，”坝上森林草原美景，骑马狩猎让您尽情领略纯自然的寐力，春夏围场，茫茫草原，繁

花似锦，徜徉其间，心旷神怡，不知有暑。九月坝上，红叶满山，霜林叠翠，无数国内外游客

和艺术家前来观光摄影。冬季林海雪原，莽莽苍苍、气象万千；提供了滑雪、狩猎的理想场所，

而迷失在山间水畔的古老历史轶闻 ,更为这里增添了几多传说中的童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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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上四季风光

   春天的坝上。春天来的晚些，3月 4月 5月份 ,草没绿树叶

沒开，这个时间可拍一些残雪和冰水倒影，云，早晚光拍摄白

桦树和牛羊群也很好看 , 这个季节看着比较荒凉，空旷，进入

6 月份草已经绿了 , 树叶刚开通透感好 , 白桦树杆质感好 , 有

一部分花也要开了,特别是狼毒花,这段时间来人少，费用也低。

   夏天的坝上。6日下旬 ,7月，8月上旬， 放眼望去 , 只见

无边无际的绿。远看群山但见层层翠林，近观草原尽是怒放鲜花，

而且气候光线千变万化，气势宏大，这里是摄影家释放情感的

最佳之地 ,出的照片有一种独特的滋味。

   秋天的坝上。9 月下旬 10 月上旬 , 则是另外一种景色。那

里五彩斑斓，光和影在大地上变幻出一个又一个神奇的场景。

这里是仙境般的世外桃源；这里是摄影家尽情陶醉的天堂 . 秋

天，也许是坝上最美丽的季节。

   冬天的坝上。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份 ,景色极美 ,主要拍摄

林海雪原那皑皑白雪 ,银装素裹，恰似一幅幅水墨画般的场景 ,

变幻出的千奇百怪的光影，让摄影家留恋忘返；南方人可以体

验并感受到坝上低温的那种寒风刺骨，非常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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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木兰围场坝上地区，是国家风景名胜区—承德避暑山庄外

八庙的一个分区，属于国家AAAA级，风景区总面积一千平方公里，全场东西长50公里，南北宽33公里，

海拔 1230 米 -1820 米，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型高原气候，年平均气温 5℃，风景区东部、北部与塞罕

坝森林公园相连，西部与内蒙古多伦县接壤，南部与围场县御道口乡毗邻。风景区内有河北省目前保

存为完好的原始草原70万亩，湿地20万亩，天然林10万亩，人工林50万亩，淡水湖21个，山泉47处，

大小河流 13条。有植物 50科 659 种，野生动物 100 多种，山野珍品几十种，具有典型的生物多科性。

风景区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神仙洞、桃山湖、月亮湖、百花坡、大峡谷、龟山等自然景观令人叹为观止；

清茶馆、翠花宫、御泉、敖包山、练兵台、古御道、压岱山、天梯梁等人文景观蕴含着深厚的皇家文

化内涵。

这里曾是清朝康、乾年间的皇家避暑、狩猎胜地，木兰围场七十二围中有六围在此处，据史料记载，

木兰围场历经清代 140 年，康、乾、嘉三帝到围场 92 次，每次外围狩猎均在本区内留下耐人寻味的名

胜典故，每一处名胜都具有一番风景，每一个典故都有一曲美丽的传说。置身此地，令人不由得回想

起清朝八旗子弟设围采猎的隆隆战鼓，烈马嘶鸣以及弓剑琴音，回想起当年“猎士五更行，千骑列云崖”

的壮观场面。

　　游坝上，走御道，木兰之行，在繁忙劳作之余，在酷暑难耐之际，远离闹市，回归自然，重温当

年帝王生活，领略坝上风情！

御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

   游坝上，走御道，木兰之行，在繁忙劳作之余，在酷暑难耐之际，远离闹市，回归自然，重温当年帝王生活，

领略坝上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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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被称之为“中国绿色明珠”和“华北绿宝石”的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地处河北承德围

场坝上地区，北与内蒙古乌兰布通草原接壤，塞罕坝是蒙汉混合语古语被译为 " 塞罕达巴罕色钦 "，意思是美丽

的高岭！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 142.6 万亩，其中森林景观 110 万亩，草原景观 20 万亩，森林覆盖率 78%，

是华北地区面积最大、兼具森林草原景观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塞罕坝空气清新，气候凉爽，盛夏温度平均在 25，

最高不过 30℃，塞罕坝内有很多景点，如七星湖、泰丰湖、神龙潭、金莲映日等风景秀丽的景点。

    历史上的塞罕坝是一处水草丰沛、森林茂密、禽兽繁集的天然名苑，在辽、金时期称作“千里松林”， 曾

作为皇帝狩猎之所。 公元1681年，清朝康熙大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之后，巡幸塞外，看中了这块“南拱京师，

北控漠北，山川险峻，里程适中”的漠南蒙古游牧地。康熙大帝借皇帝“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四季狩猎的

古代礼仪，同时锤练满族八旗的战斗力，实行怀柔政策绥服蒙古，遏制沙俄侵略北疆，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

一等巩固国家政权的多种政治因素，以喀喇沁、敖汉、翁牛特等部 “敬献牧场，肇开灵圃，岁行秋狝”的名义，

设置了“木兰围场”，将“木兰秋狝”定为祖制。史学家称之为“肄武绥藩”。 据历史记载，木兰围场作为塞

外的皇家猎苑，自康熙二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的 139 年间，康熙、乾隆、嘉庆三位皇帝共举行木兰秋狝 105 次，

在塞罕坝留下了亮兵台、联营、塞北佛石庙、乾隆殪虎洞、翠花宫、扣垦坟等历史遗迹和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

     塞罕坝森林公园是观林海、踏草原、避酷暑、回自然难得的胜地！

塞罕坝国家森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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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松洼自然保护区位于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的最东北部，

处于大兴安岭南部塞罕坝东段和冀北山地北端的汇合结合处，地处山

地森林草原地带向内蒙古高原典型地带过渡位置，占据着森林草甸亚

地带的独特地理位置，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里的生物多样性。

红松洼的草原与森林交错相连，总面积 110 万亩 , 草原面积 20 万亩，

这里没有那种突兀高耸的山峰，也较少连绵起伏的丘陵，原野平坦开阔，

大面积天然草原与遥远的浩瀚林海浑然一体，远远望去，天连草，草

连天，视野无遮无挡，站在碧绿的草原上，能真切的感受到“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的神奇，天空格外的蓝，云格外的白，白云在蓝天上飘来飘去，

蓝莹莹的天空飘着雪白的云，象草原上游动的羊群，那天空，看上去，

它好象离你很近，只要一举手就可以摸到一样，那云朵伸手也可摘下来；

可它又好象离你很远，你在草原上走啊走，怎么也不能走近它。夏天

的红松窪草原是最宜人的，气候凉爽，最高气温一般不超过 25° C。

红松洼自然保护区

空气也很清新，空气中弥漫着花香、草香和泥土的味道！  

     远远望去，碧绿的花毯上一颗颗黑色的珍珠漂亮地散落在那里，一小会儿，“草原长牦牛”清晰

地呈现在面前了，健壮的骨骼、优美的体态，深褐色的长毛在风中抖动着，牦牛啃食着肥嫩的牧草，

偶尔扫视一下草海又伏下身去，天堂一样的草原让牦牛快乐地生活，好想走近它，牦牛忽闪着俊美的

大眼睛看着我，就又踱着悠闲的步转过身去，“红松洼风电”是近年出现在草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无数雪白的风机整齐地林立在草原上，将一帧别致的景点染在这里，它骄傲地张开三个大翅膀凌空旋转，

与白云弄趣，与草原的风追逐嬉戏。

     这里就是美丽的红松洼自然保护区，凡到过红松洼自然保护区的人，无论是初次还是重游，都会

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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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军区红山军马场（乌兰布统）

    红山军马场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世界地质公园）西南端的乌兰布统古战场核心区（乌兰布统为蒙语，

汉语的意思为红色的坛形山，实指大、小红山，红山军马场由此而得名）。南与河北省赛罕坝机械林场接壤，北

与浑善达克沙漠为邻，北京军区红山军马场建于1964年 8月，主要担负边防部队军马供应保障任务。四十多年来，

红山军马场向部队输送了 15000余匹军马。红山军马场总面积 41.3 万亩，有优质草原 19.1万亩，森林 8.6万亩，

沼泽地 3.2 万亩，水域 0.3 万亩。有吐力根河、红松、烟子窑、沙树柏、老鸹店五条河流，是滦河的主要发源地。

军马场属典型的丘陵式草原，平均海拔 1500 米，年平均气温 1℃，最高气温 32℃，最低气温 -43℃，属大陆季风

气候。境内土质肥沃，雨雪适中，水草丰盛，全场共有植物 680 种。主要树种有白桦、山杨、柞树、山丁子树、

山葡萄树等，有“生物基因库”、“活化石”之称的沙地红皮云杉 3000 余株。

　　历史上，这一带是清朝木兰围场 72 围之一的图尔根伊扎尔围场所在地，也是蒙古族的重要游牧区。清朝历

代皇帝每年秋季都在这里举行“木兰大典”。康熙在此平定葛尔丹叛乱，著名的乌兰布统之战就发生在这里，留

下了“将军泡子”、“清康熙舅舅佟国刚墓”、“熙水泉”、“十二座连营”等历史遗迹。另有横立山、喇嘛山、

搅泉祈雨等传说。

　　红山军马场风景优美，景观独特，素有欧洲风光之美誉。夏季，蓝天白云、绿草茵茵，气候凉爽，是观光旅

游的好季节。秋季， 植被五颜六色，多姿多彩， 是摄影家猎取的目的地。冬季，银装素裹，白雪皑皑，是滑雪

爱好者的理想场所。近年来，许多影视剧组也把这里作为外景拍摄地，《还珠格格》、《三国演义》、《康熙王朝》、

《汉武大帝》等 60 余部电视剧外景在这里摄制完成。

　　红山军马场优美的环境和独特的风光吸引着国内外大量游人到此观光游览，她已成为一颗璀璨的草原明珠！

http://www.bashangdeyun.com
坝上的云户外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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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风情观赏园

多伦蓝旗 大河口

御道口乡

三座山

练兵台 火石梁

二道河子

帐篷山

大峡谷

前大脑袋

雁鸣湖

御泉

后台子

桃山前湖

桃山后湖

鹿场

龟山

太阳湖

蔡木山

孪生湖

灯竹碗

干枝梅基地

金莲映日
神龙潭

白桦柳兰

两半山罗圈

金莲花观赏区白桦林

千岛湖

风车群
一撮毛

百花坡

松桦争春

塞罕塔
月亮湖

御道口牧场

塞罕坝（机械林场）
点将台

白桦坪

夫妻望火楼

滦河源头(界河)

七星湖

泰丰湖
扣垦坟

河内
蒙

古

北

省

卧牛盘西珠山

围场

红松洼自然保护区

山湾子

棋盘山

后神仙洞

稀树草原观赏区

前神仙洞
大草场

压岱山

黄土山

暖泉子

大石门

圆山子

金塞山庄

去达里湖

花腰子山

花古鲁台

南泡子

麦地

葫芦落日村

盘龙峡谷

公主湖

鬼门关

公主湖路口

敖包图松树井

葫芦裕

双井大井

黄芹塔拉

蘑菇场泡子

元宝山牧场

元宝山跑马场

牧民人家

元宝山

杨树背

北沟北 影视基地

影视基地路口

野鸭湖路口

野鸭湖

将军泡子 冬季过河处

河头小山 河头村

河头
下塔拉路口

下塔拉
前窝铺

白家窝铺沟门

观景塔（望火楼）

白家窝铺

线条山丘

后窝铺
刘家地

狍子沟
猫耳山

落日归

枯水河床

五彩坡沙山观

峡谷

小山顶

大沙坨子

山花椒岗
东沟

涉水点

暖水

下地

南井

透风沟

鹰窝沟

鲍家沟

去经棚

天上草原

东场影视基地

翡翠谷

铁香炉

德勒沁
西拉沐沦

大青山

热水

黄岗梁

白音敖包

达里湖
贡格尔草原

阿斯哈图石林

经棚（克什克腾旗）

二八地

天太永

蛤蟆坝

金蝉湖（蛤蟆坝水库）

崖燕子沟

桦木沟

放羊坡

怡人泉

御征泉

面子山

四季波
（湿地）

大红山子
 （乌兰布统）

小红山
蒙原酒店

小红山路口

北沟中

北沟
牧羊滩

欧式风景区

夹皮沟

十二座连营

架子山

五彩山路口

阅兵村

第二跑马场

第一跑马场

吐力根河

吐力根河

吐力根河

滦河源头
售票处

烟子窖

烟子窖沟

饮马湖
象群山

喇嘛山

佟国刚墓

大喇嘛山
加油站 三拐子沟南

三拐子沟

九号地
南北岔口

第三跑马场

红山军马场

华彩地横立山

鸡冠山

红松湖
小野鸭湖

五彩山

大峡谷

小峡谷

东洼

浑善达克
沙漠边缘

售票处

售票处

八十三号

售票处

售票处
售票处

售票处

塞北石佛庙

一棵松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牌楼

丰宁方向

过河沟地点

售票处

售票处

注：抵达木兰围场三条线路：

       1、围场-塞罕坝：          （蓝色）此路段山路较多

       2、围场-御道口 ：         （红色）推荐线路，路宽，无山路

       3、围场-大河口：          （黄色）绕行可直接抵达红山军马场，可省

            去御道口、塞罕坝的门票，但返程时需原路返回，否则需购票

河流

加油站

轿车线路

越野车线路

湖泊

景点

山

售票处

城镇

宾馆

如

意

河

赛罕敖包

北

南

西 东

百草敖包

木兰秋狝园

狩猎场

木兰围场（御道口、塞罕坝、红山军马场）景点分布图木兰围场（御道口、塞罕坝、红山军马场）景点分布图

坝上的云户外俱乐部
http://www.bashangdeyun.com

坝上的云户外俱乐部
http://www.bashangdeyun.com

坝上的云户外俱乐部
http://www.bashangde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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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交通地图（附图）
    目前还没有直接抵达木兰围场地区还有高速，但承德地区已有4条高速，大大节约了时间（京承高速、承唐高速、

承秦高速、承朝高速）。

自驾车路书：

     请到www.bashangdeyun.com下载提供北京、天津、秦皇岛、唐山、朝阳、赤峰等地到木兰围场的自驾车路线。

坝上的云户外俱乐部
http://www.bashangdeyun.com

http://www.bashangdeyun.com
坝上的云户外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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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围场的交通方式

   坝上的云户外俱乐部（金塞山庄 / 蒙原酒店）为方便准备自助游出行木兰围场朋友，提供出行木兰围场的几

种交通方式，具体如下：

包车前往：

坝上当地租车：

    当地租车也分为两个部分：其一，坝上当地租车 (旅游 /摄影 )；其二，围场县城或四合永火车站接站。

异地租车：

（1）、目前提供包车服务的城市或地区有：北京、天津、秦皇岛、石家庄、承德、围场县城、四合永火车站等；

（2）、目前的车型有：4-10 座现代瑞风、东风风行、别克 GL8 商务舱，15-17 座福特全顺，19-23 座苏州小金龙

或考斯特，37-39 座中型金龙，49-55 座大型金龙；

（3）、不论您在北京、天津、秦皇岛、承德我们均可以上门、机场、火车站提供接站服务，围场县城、四合永

火车站提供接站服务，几点到站，几点出发，根据您的时间而定，车辆提前到位；

    坝上的云户外俱乐部主要针对需要包车服务有“北京至木兰围场旅游包车”，“坝上当地越野车”及“四合

永火车站接站”，北京市内的单位、团体可以提供上门接送服务，当地还可租越野车去草原越野旅游、摄影，我

们优质的服务，会让您的旅行更加便捷、愉快！

长途汽车：

1、北京直达景区：

    在六里桥长途汽车站发车，可以直达御道口、塞罕坝景区，但每天就一班，北京 --- 御道口牧场 -- 塞罕坝

（机械林场）的长途汽车，票价 99 元 /人（含 1元保险费），如到金塞山庄在御道口牧场下车，如到蒙原酒店，

在塞罕坝下车，安排车去接站，拨打 13911972208 提前预定座位，直接送达金塞山庄门口，到红山军马场蒙原酒

店提供免费接站服务，务必在出行之前提前打电话联系，提前预留好的座位，预计 6-7 个多小时可以到达；

2、倒车前往坝上：在围场换车

    当天到坝上的车，只能包车前往坝上或在围场县城住一晚，包车价格在350左右，人越多越合适（最多4人）；

要想乘长途汽车前往坝上得第二天了，在围场汽车北站座去坝上的车，发车时间分别为：

（1）、围场——御道口牧场；（2）、围场——塞罕坝（机械林场）；（3）、围场至红山军马场；

北京——围场的长途汽车终点站为围场汽车东站，需打车 10 元左右到围场汽车北站换成到木兰围场景区的车。       

* 注：此方案为及特殊情况，不推荐。

火车前往

车   次 全程始发 全程终点 出发站 发车时间 目的站 到达时间 耗时 距离
K274/K275/K277次      呼和浩特     满洲里       北京北     7:39          四合永       15:05    7小时58分钟     335 公里
2621次                  北京北        赤峰           北京北     10:15        四合永       17:01       6小时46分钟     335 公里
1801次                  北京北        齐齐哈尔    北京北     13:47        四合永       20:19     6小时32分钟     335 公里
K1189次                北京           乌兰浩特     北京        16:05        四合永       22:05       6小时00分钟     327 公里
1456/1457次         呼和浩特     通辽           北京北     20:21        四合永        2:57     6小时52分钟     335 公里
2559次                 北京北        赤峰           北京北      20:49        四合永        4:34     7小时45分钟     335 公里

北京-四合永 列车车次

车   次 全程始发 全程终点 出发站 发车时间 目的站 到达时间 耗时 距离
1458/1455次            通辽         呼和浩特  四合永       0:25   北京北        6:29     6小时06分钟    335 公里
L770次                    赤峰           北京北  四合永       0:59   北京北        9:01     8小时07分钟    335 公里
1802次                  齐齐哈尔      北京北  四合永       6:06   北京北        12:28     6小时27分钟    335 公里
K1190次                乌兰浩特        北京  四合永       7:58   北京           15:03     7小时09分钟    327 公里
2906次                    赤峰           北京北  四合永       10:35   北京北        19:43     9小时13分钟        - 公里
K278/K276/K273次     满洲里      呼和浩特  四合永       16:17   北京北        23:29     7小时15分钟    335 公里
2622次                    赤峰           北京北  四合永       22:36   北京北        5:28     6小时58分钟    335 公里
2560次                    赤峰           北京北  四合永       23:29   北京北        5:59     6小时33分钟    335 公里

四合永-北京 列车车次

http://www.bashangdeyun.com
坝上的云户外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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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坝上的云户外俱乐部（金塞山庄 / 蒙原酒店）为自驾游、自助游的朋友提供 3 日旅游线路帮助，全景木兰围
场坝上包括：御道口、塞罕坝及红山军马场（乌兰布统），都是常规景点，为木兰围场坝上经典的景点，轿车可
以自由进出，路况较好，方便您出行木兰围场坝上草原！
旅游建议行程：
    第 1 天：北京 -坝上（御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 -白桦林 -风车群 -百花坡 -月亮湖）
早晨：从北京出发，走京承高速，途径承德、隆化、围场，抵达木兰围场风景区，沿途欣赏草原、风车等；
下午：乘车前往月亮湖风景区，一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尽收眼中，会使您领略到“车在草原走，人在画中游” 
的美景，途径风力发电机组群，感受大风车的震撼，游览高原湖泊、草原明珠 ----- 月亮湖、百花坡（还珠格格、
康熙王朝外景地外景地），白桦林，继续体验森林草原的广阔雄浑和豪迈，回味水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
林的海洋，珍奇异兽的天堂的美妙意境，真正与大草原零距离接触“蓝天，白云，百鸟，花香，无际的草场”。
途径观赏东坝梁观万顷林海，游览桦木林和松树林形成的颜色奇观。
晚上：自由活动
    第 2 天：坝上 -红山军马场（喇嘛山 -蛤蟆坝 -百草敖包 -将军泡子 -影视基地 -欧式风景区 -北沟）
早上：登喇嘛山观日出和红山军马场晨雾（不愿早起的驴友可以在宾馆休息）；
上午：前往乌兰布统（红山军马场）游览草原风光，徒步游览百草敖包、欧式风景区、影视基地及将军泡子，碧
蓝的天空中白云朵朵，阳光的照射下湖泊、小河波光粼粼，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风光画。同时可自费骑马、射箭、
越野摩托等等，中午时分回坝上午餐、休息；
下午：前往桦木沟林场，看鲜花草地、远观风车群，然后去蛤蟆坝影视基地，拍摄落日余晖下的美景。
晚上：夕阳西下，草原上响起悠扬的马头琴声，牧民们唱起古老的蒙古长调，燃起篝火来一个【草原之夜】晚会，
架上只肥肥的蒙古全羊，热情美丽的姑娘献上大碗的马奶子酒，举行篝火卡拉 OK 晚会 , 卡拉 OK 互动联欢，感受
一下户外卡拉 OK 的乐趣，在草原上放歌一首，朋友们围坐篝火旁尽情欢，起舞，欣赏着坝上独特夜景，同时可
任选燃放烟花、鞭炮，让我们再演绎一次草原激情狂欢！ 
    第 3 天：坝上 -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 -北京（金莲映日 -七星湖 -泰丰湖 -滦河源头）
上午：驱车前往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游览康熙三十六景之一“金莲映日”奇观，再游览草原湖泊、湿地公园美
景之经典——七星湖，湖光春色浑然一体，欣赏无边的野花，体验“天上有北斗，坝上有七星”的美妙佳境，再
游览泰丰湖，水面面积 300 亩，水面平静如镜，清澈见底，在艳阳丽日下，湖光山色，美景如画，返程时游览滦
河源头（界河）。
下午：返回北京，结束愉快的木兰围场坝上草原之旅！

摄影建议行程：
    第1天：坝上-夹皮沟-野鸭湖-大小峡谷-五彩山-北沟-摄影基地-盘龙峡谷徒步-小红山或小河头日落-
坝上（全天越野车）
早上，登喇嘛山观日出和红山军马场晨雾（不愿早起的朋友可以在宾馆休息）；
上午：早餐后，游览夹皮沟白桦树、野鸭湖和红松湖候鸟、大小峡谷的美景，然后远观五彩山，随走随拍，然后
去北沟看成群的羊马等，从摄影基地门口返回坝上午餐。
下午：稍事休整，前往小红山、猫儿山，然后下盘龙峡谷徒步大约 3 小时，沿途欣赏峡谷美景，然后继续乘坐越
野车前往东沟，随拍，到东沟看坝上日落美景。
    第 2 天：坝上 -将军泡子 -公主湖 -小河头 -三拐子沟 -喇嘛山后沟 -坝上（全天越野车）
早晨：北沟日出（不愿早起的朋友可以在宾馆休息）；
上午：驱车前往将军泡子、公主湖赏高原湖泊，百花坡采野花，花海畅游，随意的赏花，观赏花的世界，树的海洋，
云的故乡，珍禽异兽的天堂；中午回坝上午餐。
下午：稍事休整后，游览小河头、三拐子沟、面子山、喇嘛山后沟，傍晚赶回坝上，可在北面的小山上看草原日落。 
    第 3 天：坝上 -东沟全线 (东沟 下塔拉 /白家窝铺 刘家地 狍子沟 小五彩山 落马坡 房框子沟 /天圣甸 
银窝沟 冲树沟 )- 坝上（全天越野车）
上午：前往东沟，东沟是坝上最大的一条摄影线路，游览东沟、白家窝铺、前窝铺、干泡子、刘家地、猫耳山，
可以说沟岔纵横，处处是景。
下午：狍子沟、小五彩山、落马坡、天圣甸、冲树沟等地点，稀薄的草地，漫山的牛羊，起伏的高岗，队列般的
白桦是这里的特点。整个环境空阔悠远，云比天低，是出大片的绝好地方。尤其干泡子的沙水相映。
    第 4 天：坝上 -桦木沟林场 -蛤蟆坝）（全天越野车）
上午：前往桦木沟林场，看鲜花草地、远观风车群，然后奔赴蛤蟆坝影视基地；
下午：天太永河谷，拍摄落日余晖下的美景，日落后返回；
    第 5 天：坝上 -金山岭长城
上午：前几日如遇天气问题，上午可以进行补拍或自费骑马、射箭、越野摩托等等；
下午：稍事休整后，前往金山岭长城，晚入住滦平县巴克什营，金山岭长城附近。
    第 6 天：金山岭 -北京
早上：金山岭长城，参考日出时间，提早出发，此段长城最具有代表性的地段之一，盛夏万木葱笼，云雾飘渺处
处是美景，处处有奇观，实在令人叫绝。
上午：返京，结束愉快的木兰围场、金山岭长城摄影之旅！

注：以上两个方案可以结合自己的喜好灵活安排，2-5 天都可以，金塞山庄 / 蒙原酒店位于木兰围场风景区中心
位置，据周围的景点开车 20-40 分钟都可到达，方案一轿车都可以出入，柏油路和石板路，路况较好，不用担心；
摄影部分路线为土路，需租越野车前往，需要的话可以为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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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篇 景点篇
桃山湖

所在位置：御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

景区简介：

桃山湖景区在御道口牧场总场以北，总面积 30 平方公里。最近的景点蛇山距总场 3 公里，最远的后湖

距总场也只有 12 公里，交通非常便利。整个景区由缓丘陵、天然次生灌木丛林地、湿地、河流与湖泊

组成。其中湿地 10 平方公里，前、后湖水域面积 0.65 平方公里，为桃山湖景区之精华。

风车群

所在位置：御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

景区简介：

御道口牧场被称为得天独厚的“风窝”，位于承德属燕山地槽与内蒙古高原过渡地带，气候呈温寒带

向暖温带、半干旱向半湿润过渡的大陆性季风型气候。由于御道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决定

其蕴藏着丰富的风能资源，具备建设大型风电场的条件。御道口牧场风电，该风场装机容量约 80 万千

瓦，计划“十一五”期间装机20万千瓦，该项目作为国家大型风电场场址，在发展及利用新能源的同时，

也为御道口牧场的旅游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七星湖

所在位置：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

景区简介：

塞罕坝林场的湿地资源十分丰富且具有独特的保护和观赏价值，尤其在1500米海拔左右的塞罕坝湿地，

具有完整的水生生态序列、集森林、草原、草甸、沼泽和水体为一体，再加上广泛分布的重要观赏植物——

假鼠妇草、萍蓬草、荇菜、睡菜、金莲花、狼毒花等。据资料记载，假鼠妇草湿地常见于海拔 3000 米

的地方，在海拔 1500 米的地域实属罕见，极具科考和观赏价值，塞罕坝七星湖湿地就是典型代表之一。

界河

所在位置：塞罕坝与红山军马场交界处

景区简介： 

界河是河北省与内蒙古自治区的分界河，此河名“吐力根河”，是蒙语，意为弯曲狭窄。河道蜿蜒曲折，

水流潺潺，清澈见底，象一条银色的玉带，飘落在塞外森林草原之中。引滦入津工程完工后，时任水

利部长的钱正英女士曾到此考察，认定这里是滦河发源的主要河流之一，因此得名“滦河源头”。

http://www.bashangde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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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篇 景点篇
将军泡子

所在位置：红山军马场（乌兰布统）

景区简介：

乌兰布通之战虽然没把噶尔丹消灭，但使其有生力量受到了重击，，在这次战斗中，安北大将军（康

熙之舅）佟国刚率将士攻击，在河时，不幸被噶军用俄国的鸟铳击中，以身殉国。演义说战斗中大炮

的后坐力震塌了草原形成了泡子，后人为纪念佟国刚，称此湖为将军泡子。 据说，每阴雨连绵的天气里，

隐约可见无数门大炮直冲云霄。

影视基地

所在位置：红山军马场（乌兰布统）

景区简介：

    这里山缓川平，水草丰盛，摄像机和照相机可四面取景，也是影视家称这里是露天影棚，近 10年，

八一、长影、北影、萧湘、港台等影厂在这里摄制了 100 余部影视，如最近热播及经典的影视剧作品，

陈凯歌导演的《赵氏孤儿》、孙红雷主演的《战国》、琼瑶阿姨的《新还珠格格》、成龙主演的《辛

亥革命》、柳云龙导演的《断刺》、魏子主演的《光荣大地》等百余部电视剧外景在这里摄制完成。

北沟

所在位置：红山军马场（乌兰布统）

景区简介：

北沟为一条南北走向的长沟，因其位于原场部的北面，所以当地人习惯上称其为北沟，北沟横亘于军

马场南北，绵延十多公里，这里是马场境内次生林种类较多的地方，山坡上长满了白桦树，沟底是塘

柳夹杂着山葡萄树、山丁树、野山楂树和槐树、榆树等。

蛤蟆坝

所在位置：红山军马场（乌兰布统）

景区简介：

蛤蟆坝是一块高起的平缓坡地，三边是“沟”或低地。这里多丘陵山地，地貌独特，据说秋天景色绚丽多彩，

漫山遍野的红叶，流金溢丹，簇簇红叶中，明黄的白桦叶融合在一起，汇成一幅幅浑然天成的图画。

有着原始村落风貌的蛤蟆坝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桦木沟林区境内，在摄影人眼中，这

可是一个常拍常新的摄影创作“宝地”。 

http://www.bashangde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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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山

所在位置：红山军马场（乌兰布统）

景区简介：

五彩山在各大摄影论坛都可以看到她的影子，在国内众多的摄影作品中获得过很多的奖项，五彩山秋

天是最美的，“五彩”是虚指，实际岂止五彩，每年的 9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由于微

霜冻的作用，山上不同的树种因抗寒能力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松的绿、柞的红、杏的紫、桦、杨的黄、

白……赤澄黄绿青兰紫百色争艳，姹紫蔫红。

杨树背

所在位置：红山军马场（乌兰布统）

景区简介：

杨树背距离木兰围场坝上红山军马场场部约 18 公里左右，位于军马场场部西北方向，由军马场场部出

发柏油路行驶过将军泡子路口上坡左侧丁字路口走砂石路行驶约 3 公里既是。这里是当地牧民的经常

放牧的区域，有着美丽的草原风光。

夹皮沟

所在位置：红山军马场（乌兰布统）

景区简介：

夹皮沟草深林茂，水草丰美。这里有白桦，有沼泽地，有遍布草地、山坡的蘑菇圈，有野山楂树、山

葡萄树和山丁树，有野玫瑰，百花坡、金莲甸子和小野鸭湖都在这个区域内，夹皮沟风景区是军马场

植被最好的区域之一，这里长满了黄花，黄花一般把花称为黄花，把花蕾称为金针，也有有称金针黄花、

金针菜，是马场的特产之一。

公主湖

所在位置：红山军马场（乌兰布统）

景区简介：

公主湖，原名西大泡子，在丘陵草原深处，荫荫白桦林之间，有一池湖水，碧波荡漾，湖边水草丰美，

白桦树繁盛苍劲，折的枝干，绿绿的伞盖，水映树木而生辉，树借水光而增色。湖中有鲫鱼、草鱼鱼生存，

最深处 30 余米。从山上望去，草原上的公主湖，清纯淡雅，不娇不媚，清风徐来，湖中水草轻轻起舞，

给草原上的湖光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情趣。

景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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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篇

   木兰围场红山军马场被誉为：云的故乡、水的源头、花的

世界、林的海洋，珍禽异兽的天堂！在领略草原美景的同时，

在这个天然的氧吧，还以亲身体验一下草原上的娱乐活动，到

木兰围场游玩，骑马可以说是首选，在这广阔的草原上，策马

扬鞭驰骋，感受快马飞奔得感觉；参加草原射箭比赛，让您充

分发挥潜能，体验正中靶心的快感，力量与技术的结合让您快

乐其中，还有风驰电掣的草地摩托，享受马达轰鸣给您的快感；

越野吉普车奔驰在广袤的草原，没有条条框框的路线，让您自

在享受草原风光和越野带来的快感；还可以轻松的享受一下草

原漂流，没有湍流的河流，在这里你可以放松一下，水还不深，

不用担心意外，适合各年龄段人群。同时坝上已将滑翔机引进

到了草原娱乐之中，要是您想来点更刺激的，还可以乘坐一天，

在高空俯视草原，还有许多朋友都滑过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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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

有很多多娱乐活动如高空速降、弹跳飞人、大马车及热气球等

等许许多多的活动！

   夕阳西下，草原上响起悠扬的马头琴声，牧民们唱起古老

的蒙古长调，欣赏原汁原味的蒙古族朋友们献上的歌舞晚会，

燃起篝火来一个【草原之夜】晚会，架上只肥肥的蒙古全羊，

热情美丽的姑娘献上大碗的马奶子酒，举行篝火卡拉 OK晚会 , 

卡拉 OK 互动联欢，感受一下户外卡拉 OK 的乐趣，在草原上放

歌一首，朋友们围坐篝火旁尽情欢歌起舞，欣赏着坝上独特夜

景，同时可任选燃放烟花、鞭炮，让我们再演绎一次草原激情

狂欢！ 

景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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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篇
   来木兰围场景也看了，片也拍了，马也骑了，玩了一天

累了吧，来品尝一下坝上的美味吧，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感受草原人的热情，坝上凤泽庄园为您提供丰盛的大餐，

先看看图，有没有你爱吃的，或者品尝品尝一下坝上美食，

全都是天然的绿色食品！

   要说坝上美食之首选，那当然是烤全羊了，有个笑话是

这么描述坝上绵羊的：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中草药，拉

的都是六味地黄丸（说坝上得泉水多，草原上有很多中草

药），虽是笑话，但可见坝上绵羊的肉质鲜美，用这样的

羊烤制味道差不了，烤熟的全羊外焦里嫩、味道鲜美，再

配上草原白酒，味道就更棒了，但每家的味道不一样，主

要是看羊、技术和秘制的调料，烤全羊是个技术活，人少

的话还可以烤羊排、烤羊腿、都可以，味道也不错。

   羊除了烤以外，还可以做成手把羊肉做法是将肥嫩的绵

羊开膛破肚，剥皮去内脏洗净，去头蹄，再将整羊卸成若

干大块，放入大锅中煮，同时放入山花椒、盐等调料，待

水滚肉熟即取出，置于大盘中上桌，大家各执蒙古刀大块

大块地割肉，用手抓着吃，或手持带肉的骨头啃着吃。因

不用筷子，用手扒食而得名。斟酒敬客，吃手扒肉，是草

原牧人表达对客人的敬重和爱戴，除了手把肉以外，还可

涮羊肉，也不错。  

   别老说荤菜了，来点素的，纯天然、绿色食品有：蕨菜、

黄花、白蘑菇、红梗等，都是自然生长，还有号称坝上三

宝中的大土豆和莜面，坝上的土豆个大，淀粉含量高，很

好吃，小时候在坝上很多小孩都爱吃土豆，大人就说小孩

们是山药脑袋；再说说莜面，这可也是我本人爱吃的，在

坝上俗称莜麦，属高寒作物，坝上地区流传着这样的俗语：

四十里莜面、三十里糕、二十里荞面饿断腰，可见莜麦独

特的耐饥性，莜麦的营养成份十分丰富，其蛋白质、油脂

含量均居我国食用的八大粮食作物（小麦、水稻、玉米、

大麦、荞麦、高麦、谷子）之首，坝上的莜面做法很多，

最常见的就是莜面窝子、莜面鱼子及莜面河捞等，在配点

坝上自己腌制的酸菜或蘑菇做成卤子，味道也自然没的说，

就是一个字“鲜”！ 

   坝上的风味菜肴还有：拔丝奶豆腐、五香鹿肉、柴锅黄

羊肉、坝上乱炖、酸菜土豆粉、野黄花炖牛肉、柴锅麻油

饼、坝上一锅鲜、风味羊排锅、鲜粉驼炒肉、蕨菜土豆条、

金瓜炖地瓜、西红柿炖牛肉、蒜瓣熬茄子、坝上杀猪菜，

杀猪菜等，这些佳肴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

   这么多的美食，不能没有酒啊，能喝高度酒的可以来点

套马杆、闷倒驴，低度的可以来点马奶酒，或承德当地的

白酒如板城烧锅或山庄老酒，在凤泽庄园的小院里，烤全羊，

喝小酒，侃大山，看星星，大家一起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一定会是一个美好的夜晚，你说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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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篇

   木兰围场风景区内有很多的招待所，度假村及度假山庄，食宿很方便， 可以根据自己的条

件进行选择。大概根据景区分管状况，分为两大宾馆区（御道口、红山军马场），从几千元的

别墅到几百元的标准间都有，坝上旅游就几个月不要期望价格会很低，但房间的卫生状况尚可，

一分钱一分货。坝上房间淡旺季价格差距较大，周日至周四价格较低，周五、周六价格较高，

周末前来的话，最好提前预订，要不然到时候找房的时候麻烦，还会是高价的散客房（漫天要

价），住车里的人大有人在，这不是危言耸听！除去周末的两晚一般房价就要便宜多了。非周

末标间 150-380 不等还是按照上述标准区分。不过切忌一定要找找信誉好的山庄、宾馆预定，

在此推荐两家：

金塞山庄 蒙原酒店
推荐指数 ★★★★★

位置：御道口、塞罕坝草原森林风景区

     （御道口牧场）

推荐指数 ★★★★★

位置：北京军区红山军马场（乌兰布统草原）

统一咨询、订房热线：
北京：010-61468240 13911972208     坝上：0314-6200963 13832449691

Q Q：50300623　39932432            QQ 交流群：15527239

微博：@坝上的云                    微信公众帐号：bashangdeyun_com

EMAIL：dadou_333@sina.com

一店：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御道口、塞罕坝草原森林风景区金塞山庄 

二店：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乡 (红山军马场 )小红山子蒙原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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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产篇

    想必这几天，玩也玩了，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准备

返程回去了，给朋友带点坝上的特产吧，木兰围场天蓝、

草绿、森林茂密，在那没有污染的大自然中，好有许多天

然特色产品，如：蕨菜、黄花、野生蘑菇、土豆都很不错，

还有很多当地的其他特产如：风干牛肉干、蒙古烟、奶制

品（奶片、奶酪）、饰品、草原白酒（闷倒驴、马奶酒）等，

对了还可以带点花回去干支梅，几年都花都不会落，还有

金莲花，可以泡水喝，清热去火消炎；还有带羊牛猪肉的，

成袋的大土豆，带啥的都有，你也选几样送给朋友做个纪

念，或尝个鲜，也算没白来一趟坝上！

    注：牛肉干现烤的要少买，不易保存，带给朋友可以

买封装的，推荐干哥俩品牌，价格较贵，但味道好，另外

买野生蘑菇一定要注意，虽是好东西，但是掺假或造假的

比较多，要一看二闻，颜色特白的肯定不是野生的，野生

蘑菇略脏，颜色黄灰色，很多游客朋友都托我往北京带，

但纯的野生蘑菇这几年数量少了很多，不行找当地人帮您

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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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专题

    摄影家称这里是摄影之乡，创作基地，是历届大赛大展获奖及优秀作品的高产园地。美术

家称这里是油画临摩的范本，天然画廊。影视家称这里是露天影棚。

    什么季节拍什么片，这一点在坝上尤为突出。

    五月底六月初，坝上才迟迟地迎来了早春。此时的原野、林间跳动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金

莲花。

六月底七月初，夏天的坝上，吹奏着绿色的圆舞曲。大面积的绿色之中，点缀着片片黄色，那

是盛开的油菜花。这绿色与黄色的交织是那样和谐、优美，给人以大地欢歌的感觉。虽然内地

己进入盛夏，但坝上却很凉爽，晚上睡觉还要盖被子，那觉睡得真踏实、甜美。

九月底，霜染后的白桦林几天就换了新装，蓝天白云下，处处金黄。这是牧民丰收的季节，也

是摄影者收获的季节。每年九月二十至十月五日是坝上的秋天，9 月 20 日 -25 日又是最佳色

彩时间。

    十月下旬以后，随着北方强劲的寒流将坝上美丽的秋装吹向无边的天际，已脱尽叶子的白

桦树此时更显得挺拔、雄伟。一夜风雪，坝上又披上了公主般的银装。冬季，在坝上拍照一定

要为自己准备好加厚的羽绒衣裤和北方军用大头鞋。坝上的冬季，气温可达 -20℃棗 30℃，且

风大雪厚，防止冻伤是头等的大事。其次，行车的装备中要准备铁锹、小木板、草垫子等防滑

和清理道路上积雪的工具。在厚厚积雪的路上行车，陷车是家常便饭了。所以此时不宜跑的太

远，在红山军马场周围就能拍到理想的照片。

这里的草原有四个显著特点：

一是森林草原结合。

    这里是森林和草原有机结合，既具有南方优雅秀丽的阴柔，又具有北方粗犷雄浑的阳刚，

兼具南秀北雄之美。

二是草甸子广阔。

    虽不是一望无际，但置身此地，我们必会感触到“天似弯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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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草低见牛羊”北朝民歌的意境。

三是“百花草甸”景观。

   影视基地一带的草甸，每到夏季，草原上一片生机，百花盛开，10 余天换一茬花种。您这

次来是黄色，过十余天再来也许就是粉色、红色……。每一茬总以领衔花种为主色调，其余各

色陪衬其间。有名的、没名的，千姿百态，万紫千红，在大甸子和山坡上编织出一块块的五彩

缤纷的地毯，聚成一朵朵扑朔迷离的彩云。蓝天、白云、青山、碧水衬托着喧闹的百花世界，

勾勒出一幅幅绚丽多姿的欧式油画。

四是桦林景观。

    最鲜明的特征是疏密相间，疏可驰马，密不通风。草甸边缘的漫坡，有的地段长满了桦树，

大片的桦林密不通风。钻进去，枝叶遮云蔽日，不知道林子有多大。有的地段桦树稀稀疏疏，

有单棵的，有三五一簇的，有几十棵成丛的，美不胜收。加上这里的地形富于变化，有草场，

有湿地，有峡谷，有山丘。早晚太阳斜照，逆光将一道道山梁打出了高光轮廓线，明暗反差渲

染了大环境的朦胧美，构成了一幅幅古希腊油画。

    以上四大特色，每年都吸引了数以万计的艺术家到这里采风、创作。

摄影专题

以下提供一些拍摄的理想景致：

1、白桦林：自然生长的白桦林是木兰围场代表性的景物；

2、晚霞：坝上的晚霞很美，俗称火烧云，一是拍摄西边的山峦，二是拍摄从东南方向山上牧                     

        归而下的牛群和羊群；

3、日出：秋天的日出在六点左右，在村东的山坡上或桃山湖，拍摄白桦林、山峦及晨雾；

4、风土人情：当地人畜牧和秋收均有，可以拍摄人物、村落、日常生活的瞬间，早晨还有井边、  

        炊烟、家禽及劳作；

5、场景：坝上风光绚丽，景色优美，有一部分线路需要租越野车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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