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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宁坝上草原 
 

坝上草原旅游网提供 
最新自助旅游攻略 

 
 

 

www.bashang.net 

坝上旅游综合门户网站！ 

 
坝上的美丽已不是秘密，天地间的灵性也许比风景的存在更为重要，你可以追

溯那群奔跑的骏马、安静的牛羊，以及萦绕在心头的炊烟。带上相机、嗅着露
珠、迎着阳光，让自己与一丝风景重叠...... 

 

丰宁坝上草原（京北第一草原）必游景点： 

柳树沟 千松坝森林公园 情人谷 

闪电湖 坝上影视基地  大汗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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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丰宁坝上 

最佳出游时间：坝上草原最好的时间是，夏景 6-9 月份；

秋景 9 月中旬至十月初。这时间段也是人多的时候，一定

要提前预订好！初春的 4，5月份坝上也别有特色。 

美丽的坝上草原位于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境内，以

大滩镇为中心，是距北京最近的天然大草原，距东直门 260

公里，车辆正常行驶约 4-5 小时。坝上草原总面积约 350

平方公里，是内蒙古草原的一部分；平均海拔 1486 米，最

高海拔约 2400 米；是滦河、潮河的发源地。置身于草清云

淡、繁花遍野的茫茫碧野中，似有“天穹压落、云欲擦肩”

之感。旅游季节平均气温为 18℃，是理想的绿色健康旅游

休闲胜地。 

每年的七八月间是草原上最美丽的时节，每到这时草

原就热闹起来，篝火晚会、民族歌舞、赛马、射击、射箭、

滑草等娱乐项目。 

北京人最早发现丰宁坝上是在十几年前，当时人们前

往坝上摄影创作，那时候的大滩还是个荒凉贫穷的小镇，

来旅游的人们也只能借宿在老乡家中。此后络绎不绝的游

客带来小镇的繁华，因为旅游便有了星罗棋布的蒙古包、

草原木屋、欧式别墅、农家院。 

近年来，丰宁坝上渐渐代替了怀柔、密云成为北京人

避暑休闲的后花园。今天被誉为“京北第一草原”。 

门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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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项目 

   

草原骑马 四轮越野摩托车 越野吉普车 

   

卡丁车 坝上滑草 坝上射箭 

   

蒙古人家 空中索道 篝火晚会 

 

2014 年丰宁坝上统一骑马价格 40元/小时 可选用：马靴、护腿租用 15元/次 

四轮摩托 80-200 元/小时 

14 项娱乐套票组合 180 元 

14 项娱乐套票：入场门票 10元；高山滑草 20 元；缆车 40元；弹跳飞人 30元；射箭 20元； 

真人 CS30 元；竹林迷宫 20元；蒙古人家 20元；敖包祈福 20元；欢乐转马 20元；登月飞车

20元；桑巴汽球 20元；小海盗船 20元；草原飞斧(6把/人)20 元；高尔夫球 20元； 

票价合计金额 330 元   组合套票优惠价 1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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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注意事项： 

1、必须按照规定着装（请勿穿鞋跟太长、

露脚趾的鞋等。最好穿休闲服装或牛仔裤

平底鞋） 

2、精神或身体状态不佳，如高血压、冠心

病患者，以及喝酒后，请勿参加。 

3、上下马时，请不要走马屁股后面，以免

被马后脚踢到。 

4、上下马时，必须缩短缰绳确实抓紧，不

可松懈，以免马匹紧张脱缰而跑。 

5、下马时，请必须先将两脚脱离脚蹬再下马，尤其是左脚，以防骑手被马儿拖着跑。 

6、请勿紧跟着一匹马的后方骑乘，以免遭前方马儿踢伤，至少保持一匹马身的距离；同时严

禁与他人竞马。 

7、骑乘时两匹马交汇时，请提早转向，请勿靠行太近，甚至碰触擦身而过，以免骑手的脚或

膝盖互相撞到，或是马儿互踢。 

8、骑手在马背上需要马鞭时，递马鞭者请将马鞭拿在背后靠近，确实抓住缰绳，稳定马匹后，

在缓慢递交。尤其不可以将马鞭丢给骑在马上的骑手。 

9、马匹失控奔跑时，请确实抓住缰绳，慢慢拉紧，切勿尖叫，切勿跳马，同时发出“吁……”，

马儿就会慢下来。 

10、有马匹失控奔跑时，其它骑手应立刻停止骑乘，缩短缰绳立定站好，避免马儿跟着跑起

来。 

11、摔马时，请尽可能抱住马颈，抓紧缰绳，待摔到地面时再松手，摔到地面后，不要急着

移动身体或站起来，以免被马儿踩到。如果没有受伤应立刻再上马，就算只是慢步也好，这

样才不会累积摔马的恐怖印象。 

12、非经许可，不可私自到野外跑马，没有教练在场时，请勿尝试跳越障碍，以免发生危险。 

13、野外骑乘，最好结伴而行，保持间距成一路纵队。领头的马不要随意快步或跑步，跟随

的马也不要随意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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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 
 

丰宁坝上草原 2日游参考线路行程 

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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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06：00 晨观日出 

07：30 早餐 

08：30 自费玩娱乐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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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宁坝上草原 3日游参考线路行程 

第一天： 

19：00 北京集合 

00：00 到达目的地 

00：20 吃夜宵，分房(时间地点自己定) 

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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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 

06：00 晨观日出 

07：30 早餐 

08：30 自费玩娱乐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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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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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 

 

坝上烤全羊 

烤全羊可与北京的烤鸭相媲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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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泽黄亮，

皮脆肉嫩，香味四溢，味道极为鲜

美，是招待贵客的佳品。 

 

坝上手把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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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坝上烤羊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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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坝上柴鸡炖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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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坝上蕨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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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坝上黄花 

黄花又名金针菜、黄花，百合科植

物。根黄白色，肉质，有的末端膨

大，肥厚，多年生，有微毒。叶基

生者宽条状，长可达 50 厘米，宽

1-2 厘米。 

 

坝上保健食品荞麦 

坝上山泉众多，河流纵横，土壤中

富含磷、钾，特别适应荞麦的生长。

这里的荞面作为特色食品，一直深

受人们的青睐，成为餐桌上的美味

佳肴，在治疗糖尿病等方面更有着

不可低估的功效。 

 

坝上白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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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坝上山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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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坝上莜面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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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坝上莜面窝子 

莜面由莜麦加工而成的面粉。经过精细制作成为食品。莜面的营养成份是其它面粉营养成

份的七倍以上，可与精面粉媲美。莜面中含有钙、磷、铁、核黄素等多种人体需要的营养

元素和药物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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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丰宁坝上住宿的主要有度假村、宾馆、农家院，都具有一定规模，您可以登陆坝上草原旅游网预订房间，这里主要说下预订

说明： 

一、坝上淡季时间 5月-6月上旬，9月，这时间坝上相对人少些，价格也比较有优势； 

二、坝上旺季时间 6月中旬至 8月 20号左右，这时间来坝上的人多，尤其是以暑期家庭游、公司团队游、夏令营等活动，

您一定要提前安排好，特别是周末一定要早早订好房间； 

 

丰宁坝上草原景点分布图 

放大看图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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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树沟 
 

特点及游玩说明： 

天然林，各种花草，河流； 

已修路轿车可进入； 

 

 

柳树沟位于丰宁坝上草原东南 7

公里处因其坡川遍及山柳、河柳而得

名。总面积 3万亩。两侧峰岭连绵，

树木苍翠、中间一条 200 米宽，南北

走向的谷川绵延 10 余公里，与坝下松

树营子森林区相连。 

 

柳树沟谷中长满了丁香树、河柳、花秸、山丁树，两侧山峦生长着天然白桦林、人工栽植的云杉、樟

子松、落叶松和大叶杨，相互映衬，组成了不同色调的森林图画。说它清新是因为它不像千松坝森林公园

那样古朴翁郁，树木苍翠、深入其中不见天日显得闷凉。而柳树沟的树木显得年轻挺拔，丛林葱葱，但透

过树的空隙能看到远处的景观，明媚的阳光穿过树叶照在丛林中，清爽的风儿也时时吹拂，从感觉上觉得

清凉。此外的清新应该说在那条水路上行车了。过了柳树沟那被当地称为东西石门的山口，首先要走的就

是一条水路，6米宽，超过小腿深的河流被两边的树木“挤”到了砂石铺的路上，道路变成了河床，清澈

的河水由南向北流淌，使人一进入这里就感觉分外清凉，车在水中行驶，溅起片片水花。水路两边树木茂

盛，野花遍地，与行驶的车辆构成了车在水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景象。 

 

在水路行驶大约 2公里，就上了土路。穿过一片人工云杉林，眼前豁然开朗，一块近千亩的大草甸出

现在眼前，草原周围被群山树木环绕，在外面的人是很难看到这片草原风景的，草原属湿地草原，走在上

面一颤一颤的非常有趣，但车辆误入其中，那就麻烦了。草原如花海，各色野花盛开，尤以金莲花为多，

一片一片金灿灿的，与其它野花汇成了花的海洋。在草原中穿行的河水哗哗做响。空气中不时飘过野花的

芬芳香气。人们到此，顿觉神清气爽。停下来，在草海花丛中“畅游”一番。其实柳树沟不只是这一条川

谷。它只是一条主线，东西两边还有许多山谷。朝天洼，当地人形容：朝天洼，朝天洼，口小里面大。 

 

柳树沟因洼里面怪石嶙峋，蛇群出没，所以很少有人涉足；大小露水沟，因沟内露水多而得名；东西

头道沟，东西二道沟、东西三道沟，每个沟壑景色各异，风光不同。因与坝下原始森林相连，野猪、狐狸、

狼、狍子、土豹子、獾子等动物时常出没。在森林中游览，不时还会惊起野鸭子、山鸡、沙斑鸡。中草药

也是品种繁多。在当地老乡指导下采摘金针、蘑菇等山野菜能拼出 10 多种菜肴。盛夏到柳树沟，暑气顿

消，心旷神怡，真正回归了大自然。初秋时节，微黄的白桦林、浓绿的云杉、粉红的灌木丛、青翠的樟子

松、沟川里挂满红彤彤的果实的山丁树，无不是动人的秋色图。柳树沟，一个集溪流、花海、草原、森林

为一体的多彩草原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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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松坝森林公园 
特点及游玩说明： 

大面积原始白桦林； 

轿车可开至景区大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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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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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谷 

游玩说明： 

张艺谋《我的父亲母亲》摄影基地； 

电视剧《暖春》拍摄地； 

底盘高的车可直接前往； 

“情人谷”，富有诗意的名字。著名的影视拍摄基地。求求制片人，留一片大自然的净土吧！ 

海拔 1700 多米的坝上草原，仲夏 6月，谷底紫色野玫瑰开在绿色草甸上，一望无际。缓坡向上，华北地

区最大的白桦林布满不高的山岭，白色的树干支起随风摇摆的树叶沙沙作响，不知叙述着多少美丽的传

说······300 年以后，半山中隐约可见一小木屋，两扇门分别写着男和女，1**和 A**在此颐养天年。

烧得是马粪，吃的是野果，呼吸的是最新鲜的空气，鹤发童颜，神仙的日子啊！ 

情人谷，有仙、有景，自然美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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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电湖 

游玩说明： (普通轿车可直到，车程 20-30 分钟) 

 

坝上分坝头、坝中、坝尾三部分，在坝尾你会看到一滩美丽的湖水，当地人叫它闪电湖。虽然我不知

道它为什么叫闪电湖，但是在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上闪现出这样敞亮清澈的湖水，的确能给人闪电般的

惊喜。或许这里曾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在很久以前，天上的闪电仙女与勤劳勇敢的草原小伙子相爱了，他们彼此许下诺言，要永远在一起，

可仙、人有别，他们的爱情遭到了民间与天庭的一致反对，闪电女犯了天规将被处死，闪电女悲伤极了，

流下了一滴晶莹的泪珠，她怕再与见不到青年了，谁知她的眼泪变成了一汪纯洁而美丽的湖水，永远滋润

着草原大地。每当小伙子在湖边放羊的时候，她们就可以相见，于是从此以后小伙子每天来这里放羊，坐

在湖水边充满思念，含情默默的看着湖水，就象看着美丽的闪电女，她们就这样倾心的交流着，爱慕着，

永远不干枯的湖水是他们美好坚贞不逾爱情的见证。所以当看着闪电湖，在阳光的照射下湖水波澜荡漾，

你会感觉到湖水是那样温柔，就象是一个美丽的少女在向你诉说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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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上影视基地实景展示 

  近年来在丰宁坝上拍摄了不少电影电视剧作品，主要是集中在一个叫东沟的小村子，喜欢这些电影电

视剧的朋友可以实地参观摄影基地里保留完整的实物。 

电影名：《我的父亲母亲》 

导演：张艺谋  

主演：章子怡 孙红雷 郑昊 

剧情介绍： 

  城市青年骆长余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自愿来到了三合屯当教师，方圆十几里出了名的美人招弟暗自喜欢

上了教师，从此她的心便不再安宁。由于学校还未盖好，村里人给建学校的人送“公饭”，招弟换着样儿

做好饭菜，特意用一个青瓷碗盛好送去，满心希望教师能吃上她做的饭菜。学校建好了，听到教师的念书

声，招弟觉得那是有生以来最好听的声音。到后来，村里已经没有人再听了，只有招弟还听，一听就是四

十多年，教师到各家吃“派饭”，轮到招弟家了，骆长余终于知道了“青瓷碗”，知道了姑娘的心事…… 

影视剧照： 

    

 

《我的父亲母亲》拍摄现场 

电影名：25个孩子一个爹 

导 演：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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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演：黄宏 

剧情介绍：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党的富民政策使一部分人首先脱贫致富，赵光就

是其中的一个。 

  养鸡大户赵光，出身孤儿，是下沟村的乡亲把他拉扯大的。小时候没有衣服穿，人们叫他赵光腚，到

了岁数娶不上媳妇，人们叫他赵光棍，如今靠劳动致富，人们又叫他赵光荣了。 

  赵光在县表彰会上，将相亲用的一万元钱捐给了福利院的孩子。这一举动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面

对摄像机，善良、热情、易冲动的赵光说出：“愿为所有孤儿当爹”的豪言壮语。不料，这句大话为他带

来了不小的麻烦，十里八村的孤儿和冒充孤儿的孩子一起拥向下沟村“认爹”。二十五个孩子难以驯服，

把下沟村搞的鸡飞狗跳。面对这种局面，刚刚当选典型的赵光骑虎难下。 

影视剧照： 

 

 

《25 个孩子一个爹》拍摄现场 

电视剧：《暖春》 

导 演：乌兰塔娜 

主 演：田成仁 齐如意 于伟杰 郝洋 

剧情介绍： 

  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末一个偏远贫穷的小山村里，活泼善良的女娃小花，在爹娘和奶奶的呵护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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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虽不富裕但却快乐的生活。小花娘就快生了，她爹为了多挣些钱去了黑煤窑打工。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

小花爹被埋在了坍塌的煤窑里，小花娘也因为急火攻心加上淋了雨引起大出血失去了生命。从此小花和瞎

眼多病的奶奶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懂事的小花用自己瘦小的身躯支撑着濒临解体的家，小花的眼泪和万

般努力，最终没能挽留住唯一的亲人奶奶，小花从此成了孤儿。 

  对于粮食就是命的穷山村，家家都是勉强度日，没人愿意收留小花，小花只能暂时寄宿在村长家。因

为小花的到来给已经有两个娃的村长家造成了不小的震荡，村长媳妇对小花是百般排斥，从此和村长为了

小花不停地发生争吵，加上自家两个娃对小花的排斥，村长最终无力保护小花。 

影视剧照： 

     

 

 

《暖春》拍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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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行宫 

  大汗行宫景区位于河北省丰宁县大滩镇京北第一草原，距承德市区 250 公里，距北京 280 公里。景区

总占地面积 200 万平方米，是京北第一草原上规模最大的景区。它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为背景，而建设的

“成吉思汗行宫”，通过景区建设过程中对蒙元历史文化的挖掘，用点滴讲述着粗犷的蒙古民族创造的

“马背文化”。 

 

  大汗行宫景区是集寻古、观光、娱乐、餐饮、住宿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景区。大汗行宫景区所处之地蒙

元时期名为凉陉，意为“凉爽的地方”，早在古代已被誉为避暑胜地，夏季最高气温不超过 24℃，是夏日

休闲度假的首选。来这里呼吸大自然的气息感受草原的美丽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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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行宫宫殿区 

  大汗行宫宫殿区：占地 30万平方米，宫殿范围内由宏伟壮阔的宫门、代表民族信仰的长生天牌坊、

战场上的金戈铁马的还原场景、独具特色的议事金帐、具有强烈宗教色彩并象征神在其位的敖包和集佛教、

道教、萨满教于一体的祭天台等建筑共同构成景区中轴线。宫墙左侧为元朝的发展史，记载了蒙古民族从

原始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到成吉思汗开国和元朝建立并发展壮大创造一片盛世的景象。生动的刻画出在

这茫茫大草原中曾经兴旺发达雄霸百年的蒙古民族征服世界，并创立了世界上最大疆域版图的元朝在其发

展的过程中部分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场景。右侧是由 600 个蒙古包组成的兵营，展示了蒙古特色军帐文化。 

娱乐区娱乐项目 

  骑马、射箭、漂流、高尔夫练习场、草地摩托、小蹦极、滑草、草原小火车观光、蒙古人家、花卉观

光、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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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上自助游方式 

乘车方式：10 号线地铁三元桥站下车，C口出站，京顺路方向，出来就可以直接乘车了！所有到丰宁的车

都经过此地。 

或者从六里桥或四惠长途车站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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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1)北京至丰宁需要 4小时左右，北京至丰宁票价 60-70 元/人。 

(2)丰宁至坝上需要 1小时左右，丰宁至坝上票价 19元/人。 

如果您没有车我们可以为您免费提供租车信息！10-50 座空调车均可 13521064243 刘先生 

最佳出游方式: 尽量招集 6人以上游伴，乘坐长途车路上时间相对较长，费用也不便宜。 

凑够 6人或以上就可以租辆金杯空调车，速度快、方便，而且费用比乘长途车还划算，人越多就更合适啦！

 

 

坝上自驾游路书（图文详解） 

北京到坝上草原自驾游路线(怀柔、汤河口、丰宁方向)首选 

丰宁坝上自驾路书简要说明： 

上京承高速，14 号怀柔出口下，沿 111 国道一直向北（途经雁栖湖、青龙峡、汤河口等），穿过丰宁县

城（走县城外环更便捷），土城镇左转直到会爬一座山，山上即进入丰宁坝上。（现在怀柔到汤河口返程

方向已通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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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宁坝上自驾路书详解（图文路书）： 

首先从北京出发，沿着三环、、四环、五环任意一环上京承高速； 

 

注意 14 号出口； 

 

14 号（怀柔城区、顺义方向），准备驶出京承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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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4 号出口驶出（怀柔城区、顺义方向）； 

 

出口处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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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 14A、14B 出口，选择 14B 怀柔城区方向； 

  

选择左边怀柔城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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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后到达怀柔收费站； 

 

出收费站后直行； 



 

 

坝上草原旅游网 www.bashang.net 
第二十二页 

 

继续直行，不要从任何出口出去； 

 

看到牌子，顺雁栖湖方向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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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11 雁栖湖方向继续直行； 

 

延 G111 京加路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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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加路方向； 

 

继续京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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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京加路； 

 

延 G111 丰宁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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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直走，丰宁方向； 

 

各种延丰宁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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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沿着丰宁方向走就没有问题，这里开始进入山区； 

 

山区的路是单向路，很好走，弯多，注意慢行； 



 

 

坝上草原旅游网 www.bashang.net 
第二十八页 

 

会路过几个隧道； 

 

即将驶入汤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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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河口环岛走丰宁方向； 

 

过了汤河口马路就变为双向路，请小心驾驶，路况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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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走啊走啊，就沿着丰宁方向各种走，很简单，不用图示，图中可以看到修路的，不是很受影响。然后

到了河北界，马上进入丰宁； 

 

过了河北界就已经穿越完燕山山脉了，路变得好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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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一直走到尽头是这样的一个丁字路口，切记！向右走，围场方向走！切记！右走！ 

 

然后不久又是这样的丁字路口，切记还是围场方向！向左走，切记！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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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就是 G111 国道，继续走吧，一直走到土城！注意看路标！ 

 

土城这个牌子很关键，切记向左走，选择大滩方向，切记左走啊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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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左走！ 

 

一直沿着大滩方向走就是了，然后会上一个坝，千松坝，马上就到草原了。爬上山就到坝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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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参考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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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上出游贴士 
1、坝上风大，早晚温差大，建议多带些衣物。 

2、草原阳光较晒，应戴太阳镜、帽子并涂抹防晒霜。 

3、草原常有雷雨天气，雨具应必备。 

4、坝上草原有很多的村庄，虽然已经多年接待游客，但是山村人质朴、单纯的性格还是给游客带来很多

的温馨，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反之也是一样。所以处事要以和为贵，能饶人处且饶人，千万不可感

情用事，有事多和您所住的酒店旅馆、农家小院的负责人商量，求其帮助解决。来坝上草原，尽量避免周

末人多的的时候，根据以往的经验，周一到周四号人相对少些，各方面的价格也相对低一些。 

5、开心之时要特别注意管理好自己的东西。由于旅游区人员较多、比较杂，要特别小心。骑马是很多人

喜好的娱乐和健身活动。外出骑马是一定要放好自己的东西，尽量不要带手机和钱包，如果带一定要放在

妥善的、不易丢掉的地方。因为骑马会上下颠簸，口袋里的东西很容易掉出来，所以，骑马丢手机、钱包、

眼镜、照相机、手表、钥匙、打火机、香烟等的人不少。 

6、放鞭炮、开越野车、四驱、摩托车等都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以上内容“坝上草原旅游网”敬上，希望对您的出游有所帮助，也希望您的坝上之旅愉快！ 

 

 

 

www.bashang.net 

坝上旅游综合门户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