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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介绍

太行山又名五行山、王母山、女娲山，纵跨北京、河北、山西、河南4省市。是中国东部地区的重要山脉和地理分界线。太行大峡谷

山势雄伟、地壳的隆起和凹陷造成太行山山前断层的巨大错断，加上风水侵蚀而形成山高谷深，大起大落的雄伟景观。当年曹操讨伐高干

时，行军过太行山，曹操感慨地写下：“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的诗句，足见太行山之险峻。

从巨大的地理沙盘上看，连绵的太行山像一堵突如其来的墙，屹立在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西边，这是中国最著名的山脉之一：它既

是中国地理的第三级阶梯和第二级阶梯的分界线，也是中国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同时还是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的分界线，自古

以来，人们提到太行，常说八百里太行，就是指这坐逶迤于河北、山西和河南三省之间的山脉，它的总长度约400公里太行山的海拔高度

大多在1200米到2000米之间，呈北高南低状，习惯上，人们把太行山分为三段，即北太行，南太行和西太行；位于河南境内的部分，叫

做南太行，在河南境内的南太行，海拔高度在1000米到1600米之间。

太行山把最美的一段给了河南，位于河南安阳、新乡、焦作、济源境内的南太行，仿佛是上帝的钟爱之地，得天独厚地得到了流水的

滋润，好水滋润了南太行，它给南太行带来了丰富的植被和非常多的落差巨大的瀑布，正因为南太行有山有水，从而使得这里既具备了北

方山的雄伟，又具备了南方山水的灵秀。

——摘自《中国国家地理》2008.5总第571期

南太行已经开发的景区：

AAAAA级景区：云台山

AAAA级景区：八里沟、万仙山、九莲山、关山、王莽岭、锡崖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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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辉县市无机场、无铁路。到达辉县市可以乘坐公共汽车或包车。新乡市、焦作市、晋城市、安阳市至辉县市有直达大巴。新乡市

至辉县市6元；焦作市至辉县市每30分钟一班；晋城市至辉县市上下午各一班；安阳市至辉县市上下午各两班。

新乡市—辉县市区—辉县市薄壁镇铁匠庄—云台古道—茱萸峰—一斗水—蛇谷—西沟—平甸—双底—白陉古道—小壶口瀑布—红豆

杉大峡谷—马五寨—分水岭—关山—八里沟—抱犊—九连山—锡崖沟—回龙—老爷顶—龙水梯—白云龛—鸡冠梯—十字岭—王莽岭—南

坪—郭亮—辉县市沙窑乡—南寨镇—辉县市区—新乡市

　去程、返程交通方式及价格

　行程轨迹卫星图（GPS坐标图）

　野外行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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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新乡市火车站—辉县市区—辉县市薄壁镇铁匠庄—云台古道—茱萸

峰—一斗水村（宿）全程需要8个小时。

  

重点位置的辨别和方向辨别

出新乡市火车站，沿平原路前行至第一个十字路口右拐至自

由路，继续前行至新乡市汽车站，坐新乡市至辉县市大巴（6:00

至20:00每5分钟一班，无人售票，每人6元），辉县市长途汽车

站（东站）下车，坐辉县市至焦作公共汽车（7:00至18:00每半

小时一班，每人9元）到薄壁镇铁匠庄村口下车。沿入村柏油路北

行500米，有一向左上山水泥路口，路宽约3米，左拐走水泥路，

可见不远处山如屏风拔地而起，慢慢上坡，地势开阔，水泥路两

侧皆是退耕还林的白杨树。

路过一个水池，路过一个养猪场大门，沿着一米左右的石头

围墙向西缓慢拔高，到水泥路拐弯处，直行开始走土石三马子路

继续拔高，然后到达一个带铁丝网的石头围墙。沿着围墙左面小

路继续拔高，走过围墙，路明显变宽，沿着这条路盘旋上山，到

达大草甸，标志性的建筑是一个未完工的小庙。这时，脚下的路

已经能看出来古道的端倪，石板铺地，并且磨得很光滑。这就是

云台古道。

沿着明显的石板古道盘旋拔高，一个半小时后，到达垭口，

口较窄，海拔1170米。

穿过垭口，平切200米。又开始拔高，15分钟后到达山顶，

可见路边一间石头材料的关帝庙，庙旁有石碑一通，庙门楣上有

“威灵感应”字样。

沿原路直行，10分钟后，到达一个三岔路口，沿右边路口直

行，10分钟后，开始下坡，看见前面有破败小院一座，此村叫三

抢，为无人村继续直行，10分钟后，可以看见又一村庄，这就是

兴隆掌村了。（铁匠庄村至兴隆掌老董家9公里）此村老董家为农

家客栈13569146764，手工鸡蛋卤面条10元管饱。

出老董家院门右拐，沿小路前行，5分钟后上到较宽的土石

三马子路，开始拔高，20分钟后到达垭口，出垭口左拐从电线杆

子旁边小路上山，此处上山小路因驴友较多，比较容易走，但是

一定要低调行事，因为已进入景区。顺着小路缓慢拔高，25分钟

后，来到一道铁丝网前，从下面钻过，再跳过一道铁栏杆，顺着

眼前台阶开始拔高，路过灵官庙、关帝庙、碑亭，再爬台阶，就

到了玄帝宫，也是云台山主峰—茱萸峰（海拔1297.6米），有焦

作市人民政府所立高程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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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标志后面下山，沿景区道路平切，下台阶，再平切，到

药王洞，继续平切，回到我们进入的那个铁丝网沿原路返回兴隆

掌村老董家。

从老董家出门左拐，沿房子旁边的小路上山，10分钟后到达

土石三马子路，也就是又回归云台古道，沿路前行，1个半小时

后，到达一斗水村。住进有200多年历史的李家大院（李晚富

13462821752,一晚30元每人，含早晚餐，点菜另算），感受历

史气息。背包负重卸下之后，用1个小时参观一斗水泉，古戏台，

关帝庙，体验沧桑变化岁月流逝。

补水点：铁匠庄村、兴隆掌村

露营地：一斗水村中广场

周边线路：A、云台古道—西寨—东寨；B、龙浴寺—袁氏

山庄—风门—南关山—平甸；C、将军梯—东驼腰—对头寺。

起点、终点、沿途标志性地标、重点路口参考坐标 

铁匠庄N 35°25'38″  E 113°26'50″

云台古道N 35°26'73″  E 113°25'11″

茱萸峰N 35°26'59″  E 113°22'39″

兴隆掌老董家N 35°27'30″  E 113°23'15″

一斗水村N 35°28'45″  E 113°22'43″

D2
河南省修武县岸上乡一斗水村—蛇谷—辉

县市薄壁镇西沟村—平甸—山西省陵川县

马 圪 当 乡 双 底 村 — 白 陉 古 道 — 双 底 村

（宿）

重点位置的辨别和方向辨别

从李家大院出门左拐，穿过一斗水村，到一片梯田的山沟入

口，沿小路右拐拔高上山，20分钟后上到山顶，沿路直行，10分

钟后，可见一个石头房子围成的小院，这便是西马池村，只有一

户人家。村边有个破旧桥洞，穿过桥洞，继续直行，到一垭口。

过垭口仍是一片密林中的道路。见山下有V形山谷，隐约听见水声

哗哗，这就是蛇谷。山坡是较密的树林，顺山坡上小路下到谷

底，可见三岔路口。

户外徒步，路况复杂，建议穿着Columbia哥伦比亚

Omni-Tech奥米 • 防水徒步鞋，轻质低帮徒步鞋，鞋帮采

用Omni-Tech奥米 • 防水技术，合成革与网布鞋面。

中底的Techlite轻盈缓震技术给予你舒适的体验和缓震

保护，外底更是采用了Omni-Grip户外抓地技术，抓地耐磨

，适合多种地面。它可以满足你在不同路面环境行走，行走

在路上，享受徒步的乐趣！

Columbia哥伦比亚 
Omni-Tech奥米 ·  防水徒步鞋

男式Omni-Tech奥米 • 防水徒步鞋

女式Omni-Tech奥米 • 防水徒步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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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可顺山沟上溯到山谷尽头，瀑布的发源地，需要30分钟

向右，顺山沟下行，路过一个护林站（不过这里经常没人），旁

边有竹林。一直走到水泥路上，就到达西沟村。从西马池村到西

沟村大约需要3个小时。

从西沟村出发，前往双底村，无公交，需要包车。西沟到双

底小面大约需要60元。过平甸，进入山西境内。过武家湾水库,经

古石村。可以下车参观古石村寺院。此寺院，以“一柏一石一庙

孤石别称“一柏一石三（113）座庙（观音、文殊、关公”闻

名。寺院新修了外墙，辟有月亮门，门上方题“孑然独秀”，旁

挂“晋豫会馆”铜匾，还新增了几幅电脑喷绘的图文。一幅为黄

新友将军的介绍，将军解放前曾在附近战斗过。还有两幅为灵岩

寺及该寺开山主持凤头和尚的介绍，真正的灵岩寺距此处还有一

段距离，当地正在搞开发，将孤石庙划归灵岩寺。

另一幅名为“孤石藏真”，简介了徐昆生平及他所写《孤石

记》的主要内容：孤石大亩许，不与四山连，杰然独世于黄尘，

坦荡间，其状偃蹇如蹲，其形五色如煁炼，天下奇石也！环石多

居人，名孤（古）石村。

过了古石村，地八洞河村，就到了双底村。顺柏油路直走就

是黑毛沟大峡谷，村中间的家庙是太行白陉七十二拐的起点，村

左侧是红豆杉大峡谷的入口。这里有很多农家院，张补才家电话

13453608897，彭郭锁 13453643691，可打电话让他来接，

但他是要收钱的,25元/天管吃住。

从张补才家出来向前走400米，就到了白陉古道入口处——

晋门。现在已经收门票了，每人30元。沿著名的七十二拐爬升至

黄围山高处，平切至行巅第一桥，就到了黑毛沟大峡谷北端，也

就是白陉古道与761县道交界处，左拐开始下行黑毛沟大峡谷。

30分钟后回到张补才家。白陉古道这个小环线需要3个小时。

白陉古道位于双底村西侧的二郎峰上，保留了“太行八陉”

中最长最完整的五公里盘山步道，它也是太行八陉中目前保存距

离最长、最完整的古马道。

白陉即孟门陉，北起上党壶关，经陵川马圪当，顺磨河直抵

孟门（河南辉县博壁镇）全程二百余里。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派大将韩信与项羽争夺天下，韩

信经过太行山大峡谷的时候见群峰巍峨，地势险要，抬头望天，

只见峡谷两边山体对峙露出的天空部分就像是一把大铜壶，就请

示刘邦派兵驻守，修建关隘，“壶关”因此而得名；《左传》襄

二十三年，“入孟门”。

注：“孟门入晋隘道，盖即白陉是也” 。

补水点：蛇谷有山泉水，西沟村，古石村，地八洞河村，双

底村

露营地：双底村孤峰山下

周边线路：A、地八洞河—南扒绝提—分水岭—关山；B、

小壶口瀑布—土胡垌—黄围山—白陉古道—七十二拐—双底。

起点、终点、沿途标志性地标、重点路口参考坐标 

蛇谷瀑布N 35°29'46″  E 113°22'20″

西沟村N 35°30'57″  E 113°25'24″

平甸N 35°30'11″  E 113°26'34″

双底村N 35°36'23″  E 113°26'16″

白陉古道N 35°36'33″  E 113°2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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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双底—小壶口瀑布—红豆杉大峡谷—马武寨

重点位置的辨别和方向辨别

出张补才家向右，过双底村小卖店口沿左边路行至村后农

田，沿田间小路直走，在一岔口处（左手方向）上坡，即可见磨

河峡谷，首先看到的是小壶口瀑布，观赏完小壶口瀑布，顺河谷

前行，不停的过河，见到一片杨树，有废弃的破房子，便是秦家

磨村。

一个半小时后，会走到一个三岔路口，全是乱石头，就是停

建的秦家磨水电站，左右各有一个河谷，这里有两个选择：

选择一：向左走，穿越红豆杉大峡谷——磨河提水站——废

弃的马磨公路——狗摇头——杀猪叫——马武寨，全程30公里，

用时8小时。

这条线路，全程穿越红豆杉大峡谷，在磨河提水站沿马磨公

路上山，直至马武寨，难度不大风景美，距离远。

特别是9月份，满树红豆惹人喜爱。

向左侧峡谷前行1个小时，会发现前面山脚下有一个广场

（原来有一排废弃的房子，现在已不见了），广场边上有一个坡

度很陡宽度很小的台阶，顺台阶拾级而上，沿水渠走会近一点。

40分钟后，水渠尽头是个隧道，长约400米。穿过隧道，就是新

修的大磨河提水站。

从提水站旁边的水泥路沿峡谷上行，半小时后，会发现水泥

路右侧有一条反方向拔高的土路，这就是磨马公路。路口这里杂

草丛生，很容易错过，一定要注意看清楚。

要记得参照标志：公路左边的那个红色引水管，从山体中间

的涵洞出来。

    顺“之”字型磨马公路开始盘旋拔高，一个半小时后，拔

高至山腰开始平切。注意，平切至筑路纪念碑后，有一“Y”型三

岔路口，向右是马武寨方向。

过了这个路口，顺路前行至马武寨没有岔口，还需2个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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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二：右行上山——张官搂（废弃村庄）——马武寨全程

15公里，用时5个小时。相对第一种选择，这条线路，有一定难

度和险度，但节约时间，一般不推荐此路线。

马武寨村里很多农家。

驴友之家：宋老师　13663464064

太行旅馆：宋小山　13409225945 

水源补充点有：双底村、磨河峡谷全程（含秦家磨）、马武

寨。

露营地：马武寨村

起点、终点、沿途标志性地标、重点路口参考坐标：

小壶口瀑布N 35°36'47″  E 113°26'43″

红豆杉大峡谷N 35°38'49″  E 113°27'47″

大磨河提水站N 35°39'22″  E 113°27'41″

马磨公路入口N 35°39'37″  E 113°28'0.64″

马武寨N 35°38'29.33″  E 113°29'25″

注意：红豆杉大峡谷春冬季枯水期过河容易，夏秋季水深在

膝盖附近，需要溯溪鞋。

重点位置的辨别和方向辨别

吃过早饭开始出发。从马武寨村西头十字路口向南顺水泥路

向分水岭方向开始拔高，盘上一个1～2 公里长的陡坡一直盘到山

脊之上。沿着山脊一直向南走，第一个一户人家的小村叫寨南

掌，继续顺水泥路前行，遇到一个三岔路口，向右是去鹅宿窑

的，向左是去西仓的，我们走中间的水泥路继续前行，右边有一

反方向的小路口是去核桃洼的，我们在山脊上直行，见路左边有

三间小庙，庙门口有一大松树，右边又见一土石三马子路口，这

就是分水岭。我们走水泥路下山沟，山沟里的小村就是分水岭行

政村，又叫庙后自然村。

从这小庙开始，是一段急剧的下山路，直到庙后村，小水泥

公路就结束了。在小水泥公路的终点处，有一座二层的老戏台，

还有一些健身器材，记住这个有特点的地方，不要再往前走了，

往后退50米，左边有一电线杆，右边有一条小土路，这便是往关

山方向的路，这个地方就是庙后村。从马武寨到分水岭小庙10公

里。

马武寨—分水岭—关山

D4
在庙后村从老戏台前面向右转上土路，就是往关山方向从庙

后村到关山，全是宽窄不一的土路。前行不远，是一个无人村，

叫南圪嘴。继续前行，又一小村庄，叫西家户沟。拐两个弯，又

见一个小村，叫杨树洼。继续前行，又一个小村，叫对臼。从对

臼村土路开始盘旋拔高至一个垭口，垭口有两条路，我们走右边

的路，开始下行。路过一片田地，拐过一个弯，又一个独户小

村，叫小龙沟。一直前行的话，会到大龙沟（小龙沟对面的村

子）。

我们从院子门前右边极差的石子路开始拔高，一直走到山

顶。从这里到关山村有两个岔路口，第一个右边岔路口是去黄榆

树的，我们走左边；第二个岔路口在左边，是去磊磊石的，我们

走右面。然后平切，拔高，平切，然后会见到路边两水泥墩柱并

列，并有山西陵川县与河南的界碑，开始下坡，绕过来绕过去，

就能看见村庄、宾馆，那就是关山行政村，青石爽自然村。分水

岭至青石爽10公里。

青石爽农家，住宿带早晚餐30一晚，霍林13462264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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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简介

抱犊村 地处太行腹地之峡谷深处，自古以来 道路艰险人迹

罕至，先民择居于此后，牲畜无法入内，乡民只得怀抱幼犊带入

村内，等幼犊长大后繁衍后代，村中始有牲畜，抱犊之名由此而

来。抱犊村至今仍不通机动车，峡谷内的羊肠小径是唯一的外出

通道，很多区段就开凿于绝壁与陡崖之上极其险峻。

七星潭位于抱犊村上游4公里处，堪称世外桃源．当地人称

七星谭为整个太行山脉最美的地方。驴友们称之为"密境" 意为此

地景色窒人，却少有人问津。一般人只能到达第5、6个谭子，最

上面的第七个太险峻，需要涉水过深渊，攀登悬崖而上。

一线天集太行山水风光之雄、奇、险、秀于 一身，景色极其

壮美。

谷底与周围峰岭落差近千米，顺河槽前行，道路突然陡急下

跌，两边悬崖绝壁犬牙交错、荫天敝日，仰头只见一线蓝天，所

以有“一线天”之 称，有几处斗折曲径,前不见出口，后不见来

路，似被石壁禁锢，直到近前才峰回路转，峭壁放宽，豁然开

朗，强烈突变的地势环境形成与陵川其它地方截然不同的两种气

候，造就出“北国江南”的山水奇观。

补水点：分水岭村、杨树洼村、小龙沟村。

露营地：青石爽村

周边线路：A：马武寨—一线天—七星潭—抱犊；B：马武

寨—梭草泉—圪夹缝—九连山；C：马武寨—东庙华—王莽岭。

起点、终点、沿途标志性地标、重点路口参考坐标：

分水岭N 35°35'8″  E 113°29'16″

小龙沟N 35°34'3″  E 113°29'45″

青石爽N 35°33'56″  E 113°31'14″

D5
关 山 — 八 里 沟 — 抱 犊 — 七 星 潭
—抱

重点位置的辨别和方向辨别

早上从青石爽出发，顺着霍林家房子左边的小路，沿着田边

开始拔高，穿过杂草灌木丛生的小道，一直拔高到山顶有两条

路，向左是去磊磊石的，我们直行开始下陡坡。下到谷底，有一

独户村庄，叫东青冈背。

这里住着一个老人大家都称呼他老孙头。顺着老孙头门前的

路向左，平切，绕过一个山洼，进入松林，继续平切，路两边的

灌木非常茂盛夏季一定要防挂。经过两个山头后，有一岔路口，

向左是去观景台的，一定要去看看，可以看见八里沟全貌。向右

是下八里沟的路，下坡路很陡，一定注意安全。再向下，会看到

台阶，这就进入了景区，距离红石河很近了。顺台阶继续向下，

会走到景区内水泥路上，向左，拐过弯，就到了一颗大树下，挂

满了红色的布条，这就是许愿树。

继续前行，就是红石河。从青石爽到红石河需要4个小时。

这里向左顺水泥路慢慢拔高，就到黄花洞。过红石河，路过几个

农家，可以解决午餐。然后继续顺水泥路向前，路过董家寨。

到董家寨有三个选择：选择一、路过观光电梯入口，路过天

梯入口，穿过一个小水池上的小桥，走土路继续向前，没有岔

路，两个小时后就到一处开阔的河谷出口，前面是悬崖，这里就

是老龙口。这条线路需要2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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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二、走观光电梯下悬崖，向右顺水泥路直走，到八里沟

瀑布，从瀑布河谷出来，到凤凰大峡谷桥头，向左顺水泥路进入

峡谷，走到水泥路尽头，顺土石三马子路继续走，走到土路尽

头，顺河谷左边小路开始拔高，从老龙口瀑布下面经过，顺台阶

拔高，台阶拔高完毕，会有一土路，向右是去九莲山的路，我们

选择向左，会看见一座小庙，庙前一棵小松树，这就是老龙口。

这条线路需要5个小时。

选择三、走天梯下一线天向右顺水泥路直走，到八里沟瀑

布，从河谷出来，到凤凰大峡谷口抱犊桥头，从桥头向左顺水泥

路进入峡谷，走到水泥路尽头，顺土石三马子路继续走，走到土

路尽头，顺河谷左边小路开始拔高，从老龙口瀑布下面经过，顺

台阶拔高，台阶拔高完毕，会有一土路，向右是去九莲山的路，

我们选择向左，会看见一座小庙，庙前一棵小松树，这就是老龙

口。这条线路需要6个小时。

横过瀑布上方，沿山沟拔高，可见其余五潭。第七潭，因地

形的原因，我们只能听其音，而不能望其形。从抱犊村到七星

潭，再原路返回抱犊村，需要3个小时。

顺着老龙口的河道边上的小路直行，就到了抱犊村。顺着抱

犊村村中小路，继续前行，开始拔高，平切，拔高，遇到一个明

显的岔路口，选择下面那条平切的路，就会看见一个小瀑布，这

就到了七星潭之第一潭。

晚上住抱犊村，农家姬喜群：13409227720（电话不通可

提前发短信联系）。

补水点：东青冈背、红石河、董家寨、抱犊村

露营点：抱犊村晒麦场（冬春季节严禁篝火）

周边线路：A:抱犊—七星潭—一线天—马武寨B：老龙口—

天梯—老龙口瀑布—凤凰大峡谷—八里沟天梯—抱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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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位置的辨别和方向辨别

从抱犊村沿河谷向老龙口方向出来，从山崖边小庙后的路向

左沿悬崖平切，3个小时后，看见悬崖边一个观光电梯这就是九莲

山景区。顺水泥路前行，到西莲寺。到这里需要4个小时。穿过西

莲寺，顺景区道路继续前行，过接仙桥，游览峡谷。到里旮旯，

原路返回，需要1个小时。

出西莲寺向左沿悬崖边道路直行，过观光电梯入口，过天梯

入口。也可以顺电梯或天梯下悬崖，观赏天壶瀑布，再顺电梯或

天梯上来，走一个小小环线。

继续前行，半个小时后上台阶到后静宫。后静宫庙后面有一

条向右的小路，沿小路在悬崖边上走，一直至隧洞口。隧洞有人

看守，每人3元，洞近千米过洞是就是山西。山下就是锡崖沟景

区。下山锡崖沟村口会有人在此处卡点收钱，每人3元。

“东有马东岭之屏障，西有白桦山之阻隔，北有王莽岭之险

峰，南有青峰巍之对峙。

四山夹隙之地称曰锡崖沟……锡崖沟景区位于王莽岭景区南

端四周落差1000多米的深谷之中，锡崖挂壁路被称为世界奇观。

该区山陡沟深，地势险恶，峭壁环列，由于天险阻隔，沟中二百

户人家几乎与世陷于隔绝，千百年来自生自灭，偶有壮侠之士舍

命出入。1962年，沟里人不甘闭塞，向大山宣战，历时三十年，

两代人凭着最原始的刀砍锤凿和土法爆破，在村西绝壁上凿出一

条长7.5公里的挂壁公路，开创了中国乡村筑路史上的奇迹。参观

完挂壁公路，回到锡崖沟村。

天天餐农家：董晓旺13462269568    13623903466

起点、终点、沿途标志性地标、重点路口参考坐标：

青冈背村：N 35°34'11″  E 113°31'4″

八里沟瀑布：N 35°35'1″  E 113°31'36″

董家寨：N 35°35'27″  E 113°31'58″

老龙口：N 35°36'48″  E 113°32'21″

抱犊：N 35°36'57″  E 113°31'49″

七星潭：N 35°37'1″  E 113°30'9″

D6
抱犊—九连山—锡崖沟

较难路段的重点叙述和分析及注意事项

1、出了抱犊村，去老龙口。左拐后一直沿着悬崖上的小路

前走，一条路走到头，不会迷路。在老龙口对面观景台看老龙口

崖壁，风景很美。

2、出来西莲寺沿着景区水泥路向左去东莲方向，半小时到

达后静宫正门。这里有一个岔口需要注意:过后静宫后，继续沿水

泥路尽头的土路走，是错误的。这条路是通往东莲的去锡崖沟需

要走很远的山路。

正确的路是上台阶，到后静宫庙，庙的后面有一条小路，沿

小路在悬崖边上走，一直至隧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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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从西莲过来，自然会沿这条路走。

还有一条近路。在庙的台阶下面（不上台阶），沿路继续往

前10多米，小路向前，左边的山坡有一条小路口。从这条小路上

爬上山，可以直接到隧洞口。坡比较陡，会有点吃力，但能省半

个小时的路程（上山小路非常明显）。

后静宫一般都有人，最好的办法找人问一问，是上上策。

补水点：抱犊村、西莲寺、后静宫、周家铺村、锡崖沟村。

露营地：锡崖沟村

周 边 线 路 ： A ： 锡 崖 沟 — 关 后 大 峡 谷 — 九 连 山 ； B ： 锡 崖

沟—挂壁公路—王莽岭；C：锡崖沟—张沟—十字岭—王莽岭

D：锡崖沟—蚂蚁梯—王莽岭。

起点、终点、沿途标志性地标、重点路口参考坐标：

九连山N 35°38'41″  E 113°32'49″

后静宫N 35°38'33″  E 113°33'46″

周家铺N 35°38'14″  E 113°35'15″

锡崖沟N 35°38'18″  E 113°35'40″

锡 崖 沟 — 回 龙 — 老 爷 顶 — 龙 水
梯—白云龛

D7

重点位置的辨别和方向辨别

从天天餐农家出来，沿水泥路向河南方向平切，出锡崖沟景

区大门，进入张沟，继续前行半小时后，到回龙天界山景区大

门，门票60元，进入回龙天界山景区，20分钟后，到青峰关，向

右拔高300米，一个半小时到老爷顶。老爷顶又叫“紫团巍”。

“紫团”意为紫色的云团，道教称神仙行走时，乘坐的是紫色云

团。“巍”意为高。“紫团巍”是神仙居住的高山“老爷”之含

义，是对神灵的称呼，在这里是对道教始祖老子各祖师玄武的尊

称。

相传，道教祖师玄武曾在山顶修行，四十二年后成仙，故称

“老爷顶”，又称天下第一铁顶。因与湖北武当山南顶相对峙，

故有“南金顶，北铁顶，南顶在武当，北顶在太行”之说，被称

为“北顶”。老爷顶海拔1570米，号称“太行第一峰”。

老爷顶原路返回，向右沿悬崖边三马子土石路平切，半小时

后经暖掌村，一小时后过九峰山村，穿后寺村，3小时后到达龙水

梯村口小桥。

从龙水梯村小桥东头小路拔高，走到水泥路上，二十分钟

后，穿过水泥路直走继续拔高，半小时后，又一次穿过水泥路与

土石路交叉口拔高进入松树林，水泥路向左下龙水梯村，向右通

向土梯、石圪节、黄水，我们走前方土石三马子路口那条上山的

小路，拔高进入松树林，一路拔高，到达白云龛村，又叫白云开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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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龛村东侧有一小庙，建于明代名为白云龛，这也是

白云龛村名字来历。

白云龛村农家：白云山庄 

户运河：0373-6804975  15836191868

补水点：锡崖沟、回龙、老爷顶、龙水梯、白云龛

露营地：白云龛村

周边线路：A：清水庄—龙水梯—白云龛；B：龙水梯—

土梯—南盘—十八盘—王莽岭；C：韩口—滴水寨—王莽

岭；D：南盘—窟窿梯—王莽岭。

起点、终点、沿途标志性地标、重点路口参考坐标：

张沟：N 35°37'44″  E 113°36'1″

青峰关：N 35°36'38″  E 113°35'53″

老爷顶：N 35°36'32″  E 113°35'17″

九峰山：N 35°36'35″  E 113°37'46″

龙水梯：N 35°37'47″  E 113°37'59″

白云龛：N 35°37'59″  E 113°37'53″　　　

出户运河家向左，沿村口房子边上山的路拔高，顺路向左平

切，10分钟后到三岔路口，向前是去桃花洞的，向右拔高是去鸡

冠梯的。我们走鸡冠梯方向。一路拔高，半小时后渐入险境。最

窄处仅容一人通过，小心，切记小心。一个半小时后上完鸡冠

梯，顺着不太明显的小路穿过一片松树林，看到一个垭口，垭口

右侧这个山头叫北雄关（北雄关山头的南侧有一个明显的小路，

顺着小路向西走，边走边注意观察北上侧，有两个山洞口，东面

的山洞有水源可以取水，注意保护水源的干净）。

半小时后到垭口，有三条路，向下是到张沟的，向右是去王

莽岭的，向左是到十字岭的。

我们向左一个小时后，登上十字岭顶峰，十字岭上比较平

坦，标志建筑是一座小庙和一通无字碑。原路返回垭口，向前直

行，4个小时后到王莽岭。十字岭去王莽岭的路，基本上都在山峰

的西侧边走，路有时会向西或向东，但总的方向是向北。有少数

的升降，大部分是在同一等高线上走。过分地向下走或过分地向

西、向东，都有可能是走错了，得要考虑大的方向是不是向北。

白 云 龛 — 鸡 冠 梯 — 十 字 岭 — 王
莽岭

D8

重点位置的辨别和方向辨别

鸡冠梯位于辉县黄水乡白云龛村的上方，是去十字岭最近的

路，走鸡冠梯如果体力不行或者安全心理不强，会非常危险。切

记注意走路不观景，观景不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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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边上始终有羊圈，羊圈有大的、有小的，有的羊圈还搭

有可住人的小屋、小棚，甚至还会有菜地。能住人的羊圈附近，

会有小量的水源。十字岭去王莽岭的路很有可能全程路上不会遇

到一个人，对于线路图，上路前心里要记清，不要指望在路上

问。当然有时也会遇上牧羊人，千万不要忘记问路的机会，问问

他们，对自己走路会更有信心。

过锡崖沟路口，山路渐渐便窄，部分路段不是十分清晰，特

别是在一个双拼豪华羊圈处，路标向下指向羊圈，小路明显，但

横切沿着崖壁走更理想，路线不明显，节省体力，最后两条线路

汇合。走到窟窿山，过一个垭口，再拐几个弯，会看到两座山峰

相并而立，有人叫它双乳峰，但是太瘦了，有人叫它兄弟峰，又

不太形象，叫它山门吧，又有点俗气。

走到距它最近的一个垭口，向左上台阶，翻过垭口。可见一

条拔高的小路，直通王莽岭景区。

王莽岭山顶有两个住宿点：

生态宾馆：0356-6878668　　祥云客栈：13453601092

补水点：白云龛村、北雄关、十字岭至王莽岭沿途羊圈处、

王莽岭祥云客栈

露营地：王莽岭祥云客栈院内

周边线路：A：北雄关—张沟—锡崖沟；B：王莽岭—营盘

村—昆山隧道—昆山村—丹分村—南坪村。

起点、终点、沿途标志性地标、重点路口参考坐标：

鸡冠梯N 35°37'50″  E 113°37'22″

北雄关N 35°37'43″  E 113°37'21″

十字岭N 35°36'55″  E 113°37'21″

垭口N 35°40'20″  E 113°36'41″

王莽岭N 35°40'34″  E 113°36'21″

Columbia哥伦比亚 
Omni-Tech 奥米 · 防水夹克

户外露营，日夜温差巨大。Columbia哥伦比亚韩版防
水夹克立体修身剪裁，采用奥米•防水技术，具有良好的防
水性能。采用拉链和三点连接式三合一系统，可以根据气
温状况，随意添加各种内胆。一件衣服三种穿法。

弹性舒适面料穿着更加舒适，肘部立体剪裁，穿上更加
有型。同时有可拆卸风帽，刮风下雨时刻收紧风帽。晴天也
可以卸掉风帽。非常方便。更适合春天多变的天气。

男式Omni-Tech奥米 • 防水夹克

女式Omni-Tech奥米 · 防水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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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

重点位置的辨别和方向辨别

王莽岭穿越万仙山有两条路，一是从王莽岭景区内营盘村穿

昆山隧道到万仙山景区南坪村，这条路需要3小时。二是从王莽岭

景区琴台附近走景区北大门下山，出王莽岭景区顺台阶一路向

下，向右平切，再向下，穿过万亩松林，下到景区水泥路，就是

万仙山景区南马鞍村。

到这里需要3小时顺台阶向前继续向下，可观神龙石，走栈

道，观磨剑峰瀑布下小双，到达南坪村。

从南马鞍村到南坪村需要一个半小时南坪村向右，过日月星

石，可顺峡谷拔高至黑龙潭瀑布，继续拔高至丹分（小村庄），

向右顺水泥路，经大河口、流水沟（小村庄），至昆山村，继续

沿崖边水泥路直行经碑后，到达另山、崖上人家，至郭亮村。

这条路需要3小时。或从南马鞍沿水泥路向左直行，经丹

分、大河口、流水沟（小村庄），至昆山村，继续沿崖边水泥路

直行经碑后，到达另山崖上人家，至郭亮村。这条路需要2小时。

或从日月星石向右顺水泥路拔高，经将军峰攀岩场，到碑后（寨

门梯），向左是去昆山村的，向右沿水泥路直行，到达另山、崖

上人家至郭亮村。这条路需要2小时。

从郭亮滑雪场右边街道拔高缓坡，进河谷，上台阶，经鸳鸯

石，过喊泉，到红龙洞，观石钟乳，继续向前，到白龙洞，过珍

珠泉，到鸳鸯石小环线，返回郭亮影视村。这条小环线需要2小

时。

向左沿景区水泥路前行，到天池，顺路向右向下，观红岩绝

壁大峡谷。宿郭亮影视村或出景区大门乘车，经沙窑乡、南寨镇

返回辉县市区。

补水点：王莽岭祥云客栈、王莽岭景区北大门、南马鞍村、

南坪村、昆山村、丹分村、水磨村、郭亮村

露营地：郭亮村

郭亮农家：申罗群　0373-6710216　13462316554

南坪农家：刘13839082135

周边线路：A：南马鞍—小华山—小井村—轿顶山—铁打寨           

B：郭亮村—莲花—上封丘—蚂蚁山—南窑村—葫芦坝；C：郭亮

天梯—沙窑村。

起点、终点、沿途标志性地标、重点路口参考坐标：

王莽岭北大门N 35°41'0.38″  E 113°37'5″

南马鞍N 35°41'34″  E 113°36'56″

南坪N 35°42'22″  E 113°36'24″

郭亮N 35°43'51″  E 113°35'44″

郭亮挂壁公路N 35°45'34″  E 113°36'16″

沙窑乡N 35°44'29″  E 113°39'19″

南寨镇N 35°46'6″  E 113°42'16″

王莽岭—万仙山—南坪—郭亮—辉县市沙窑乡—南
寨镇—辉县市区—新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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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援方式

　装备要求

1、帐篷、睡袋、防潮垫可以不带，沿途都有农家。如果带的话，冬天南太行山上最冷可能零下20度。

　　

2、徒步鞋、登山包、头灯、雨衣必备。

3、春秋冬季最好带上冲锋衣、冲锋裤，抓绒衣，山里昼夜温差大。夏季注意防晒。

4、可带中午一顿路餐，晚上都有农家，并可以补充食物。适当准备些如巧克力，牛肉干、能量棒等高热量的食物作为应急食物。

Columbia哥伦比亚颐堤港店

Columbia哥伦比亚庄胜崇光百货店

Columbia哥伦比亚百货大楼店

Columbia哥伦比亚百盛购物中心店

Columbia哥伦比亚翠微大厦（公主坟店）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0号颐堤港商场三层329&331号店铺

北京市宣武区宣武门外大街8号本馆五层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55号  四层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01号 三层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29号三层

　物资补给

如果遇到危险，除了找到过路的朝拜者、驴友或者僧人、居士帮忙以外，最佳的方案还是选择直接报警110或者119。相比户外救援

队，他们离太行山更近。并且如果气候允许，救援车辆可以直接开到遇险者身边。 

另外，也附上山西户外救援队的联络方式：

辉县户外向导：13419889688

壹基金河南救援队辉县分队：13837383887

Columbia哥伦比亚
背包40L

Columbia哥伦比亚
男式防晒降温速干帽

Columbia哥伦比亚
女式防晒降温速干帽

Columbia哥伦比亚
500ML保温水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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