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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台古道 线路简介

西沟-蛇谷-一斗水村-兴隆掌-铁匠庄 穿越示意图

　　云台古道（也称修陵官道）是一条早已被废弃的古

代商道，它北起山西省陵川县南至河南省辉县铁匠庄

村，位于5A级景区云台山风景区中，属尚未开发区。据

说这条古道修建于公元908年的宋代，是当时山西通往

汴梁都城最近的一条大道。

　　这里有风景如画的高山草甸，行走云台草甸,一望

无际之间,感受一份广阔的豁达，有年代久远的古驿站，

沿途可以看到峻峭的太行山风光。

　　在这位于河南安阳、新乡、焦作、济源境内的南

太行仿佛是上帝的钟爱之地，得天独厚的得到了流水的

滋润，泉源丰富、植被茂盛。

　　南太行群峡间列、峰谷交错、悬崖长墙、崖台梯叠

的“嶂石岩地貌”景观，是以构造作用为主，与自然侵

蚀共同作用形成的特殊景观，是地貌类型中的新类型，

既具有美学观赏价值，又具有典型性。

　　云台山是南太行山的精华，整个景区山峦连绵不

断，主峰茱萸峰海拔1304米，登上茱萸峰顶，北望太行

深处，群山层峦叠嶂，南望怀川平原，沃野千里、黄河

如带。

　　2004年2月13日，云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

为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

　　最佳穿越时间：每年4月—11月

　　人员要求：有一般运动经验，耐力好的初级户外爱

好者

　　常规徒步路线：

　　西沟-蛇谷-西马驰-一斗水村-兴隆掌-（茱萸峰）-云台古道-铁匠庄

　　1、云台山茱萸峰，云台山整个景区山峦连绵不断，主峰茱萸峰海拔1304米，登上茱萸峰顶，北望太行深处群山层

峦叠嶂，南望怀川平原，沃野千里、黄河如带；

　　2、古商道，云台古道是一条古商道，沿途有年代久远的古驿站；

　　3、高山草甸，云台古道路上有漂亮和高山草甸及太行风光；

　　4、嶂石岩地貌，是中国三大砂岩地貌（丹霞地貌、张家界地貌）之一，也是南太行山最有代表的特色；

　　5、山泉溪流瀑布，蛇谷西沟流水滋润，泉源丰富、植被茂盛；

　云台古道 线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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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台古道 交通方式

兴隆掌往返云台山茱萸峰路线示意图

　　云台古道行程一般以河南新乡或焦作为起点因为新

乡有高铁和动车，交通更加发达，可以作为首选起点。

　　徒步起点一般以西沟为起点，因为近年西沟旅游区

发展成熟，风景优美，交通住宿都比铁匠庄更加方便。

　　徒步路线：

　　（宝泉水库-潭头村）-西沟村-蛇谷-西马驰-一斗

水村-兴隆掌-（茱萸峰）-兴隆掌-云台古道-铁匠庄西

沟-蛇谷-云台古道。

　　穿越路线中间有水源补给，淡季一斗水村和兴隆掌

接待少量住宿，兴隆掌条件比较艰苦。

　去程

　　方案一，新乡到辉县客运车，票价：6.5元，大概

30多分钟；辉县坐经过薄壁镇的客运车在薄壁镇下

车，票价：8元，时间大概30分钟；薄壁镇包车1个小

时可以到达徒步起点西沟村，此方案比较经济省钱；

　　方案二，辉县直接包车到西沟村，此方案省时间；

　　方案三，如果以铁匠庄为徒步起点出发，可以从辉

县坐经过铁匠庄的客运车在宝泉大酒店或铁匠庄村下

车。

　　方案一，铁匠庄村，可以在对面的宝泉大酒店门口

等去往辉县的客运车，票价：9元，半小时到辉县，辉

县坐到新乡的客运车，票价：6.5元，半小时到新乡；

　　方案二，从铁匠庄包车直接到辉县或新乡。

　返程

　徒步穿越野外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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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行程“太行深处、山泉流水、瀑布溪流、风

景无数”。

　　西沟蛇谷地处辉县的西北角，西边翻过一座山就是

著名的云台山茱萸峰，北边就是山西陵川县，山顶即为

分界线。

　　神秘的“蛇谷”也在此处，人迹罕至。在一斗水

（河南与山西交界的最后一个山村）西北有一条小路可

以下到谷底，由于这条小路是下山路，非常陡峭，几乎

无人行走，常年不见阳光，阴冷潮湿幽暗神秘蛇谷，属

于修武云台山、辉县西沟、山西陵川三不管的危险地

带。

　　建议包车经宝泉水库和潭头村到西沟，体力好的驴

友可以从宝泉水库作为徒步的起点，沿途可以欣赏水库

的秀丽及175大瀑布的壮美。体力一般时间不算充裕的驴

友包车至西沟可以节省15公里公路徒步。

　　潭口瀑布，该瀑布位于潭头村和西沟村之间，从左

右两边都可以下到沟底，被驴友们称为175绝壁。

D1
　　西沟村依山傍水，旅游业发展很成熟，村里几乎家

家都是农家乐，这里是自驾旅游，休闲探险的好去处，

每逢假日，户户爆满，不提前预订房间，几乎找不到住

处。

　　这里住宿条件比较简单，环境还算干净村民提供的

农家饭菜味道不错，建议不赶时间的驴友可以选择在这

里住一天，感受一下风土人情。

　　出村后向西四五十分钟急行，一座水坝出现在眼

前，当地人叫龙峪湖（西沟电站）。

（宝泉水库-潭头村）-西沟村-蛇谷-西马驰-一斗水村，其中宝
泉水库-潭头-西沟距离15km左右，可以包车，西沟-一斗水村
路程大概13km，时间6小时

　西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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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峪湖

西沟村旅游示意图

　　一路沿着水走，路边也有几个或大或小的瀑布，一

路溯源而上，再向前大概半个多小时可见几间空置的房

子（以前此处叫小双沟），这里有个岔口，向右是一条

短沟，沿水再走十多分钟即可到河谷源头，再无路可

走，此路是在西沟游玩的旅客所走出来的观光路线。向

左走的沟，当地人称小寨沟，因为弯多，阴冷潮湿，这

才是被当地驴友戏称的“蛇谷”。

　　我们也曾跟着观光人群，误入了右侧短沟，然后折

返。

Columbia哥伦比亚 
Omni-Tech 奥米 · 防水夹克

　　户外露营，昼夜温差较大，推荐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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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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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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空置的房子向左至水潭，就开始了漫漫无尽的上

升，一般在上升前或上升过程中吃午饭补给体力。蛇谷

尽头的垭口就在视野的尽头，大概爬升需要2小时。

　　从垭口至西马驰，约需要不到1小时的路程。

　　西马驰村比较偏僻，也很原始，这里是一处不错的

休息地点。

　　从西马驰村出发，经过四十分钟可以到达一斗水

村。

　　一斗水村位于修武县太行深处，与云台山风景区相

邻，因村外有一口水井，井口有一个斗大小，故此得

名。一斗水是古道山西进入河南的第一站，也是河南境

内最大的驿站。曾经骡马早上从一斗水出发，走到铁匠

庄需要接近一天时间，正好到山下的铁匠庄为骡马钉铁

蹄掌。数百年前，古道上来来往往的人流，经商的商

贾、行脚的僧人、游学的书生赶考的举子，他们从东到

西或从西到东而来，在一斗水村歇脚、打尖。

　　后来，富起来的乡民们开始造屋，延时至今天，因

村里民居大部分为上百年历史的石头房屋，一斗水村成

了修武县云台山景区里有名的古村落。

　　村里的贾家大院和李家大院，是村中至今仍保留完

整，规模较大的民居，房屋全部用石头精雕细琢建成，

院落呈正方型是典型的四合院，两个院落均已经历百余

年的风雨。

　　照片里这位老爷子今年81岁高龄了，他曾是一斗水

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全村人用了20年的时间修了一

斗水通向外界的公路，我们在一斗水歇脚时也曾与他攀

谈聊天，据他本人介绍，他39岁那年在北京住过65天，

参加了国庆观礼，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

　　一斗水村是古道上重要的古代驿站，也是当代驴友

穿越的补给和住宿点，如果天色已晚，最好考虑在此住

下，还可以点上几个农家菜品赏一下，在农家院的大院

子里也有烧烤和冷饮，两日行程在此住宿，绝对是上上

选择，因为后面的兴隆掌老董家条件要艰苦很多。

　　如果觉得时间尚早，可以继续赶路到兴隆掌老董

家，因为老董家的条件艰苦，不少本地驴友把这里当作

营地扎营过夜，如果轻装的驴友歇脚就只能将就下艰苦

条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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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一斗水村-兴隆掌（老董家）-（茱萸峰）-云台古道-铁匠庄，其中云台山茱萸峰是

个往返路线，从老董家出发登顶茱萸峰再返回老董家，距离大概12km左右，时间

3-4小时左右。

　　第二天行程“登茱萸峰、云台草甸、石板古道、历

史沧桑”。

　　从一斗水到兴隆掌的老董家，需要一个小时路程。

　　老董家位于云台山主峰东北侧的山腰里，名为兴隆

掌村。目前村里只住着一户人家，因为男主人姓董，热

情好客，所以常被登山的驴友当做中转站，久而久之被

驴友们亲切的称为老董家。

　　从老董家去往茱萸峰是个往返路线，如果没登顶云

台山主峰——茱萸峰的驴友还是值得一去，虽然茱萸峰

已经是成熟景区，但可俯瞰太行群山，也有不错的自然

风景。

　　照片是老董家出发去茱萸峰，过了前面山峰的娅

口，可以远远看见茱萸峰了。

　　这是去往茱萸峰的山野小路，其实也能看出是古

道。照片中是山峰垭口处修的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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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垭口轻装往近茱萸峰需要1.5小时。茱萸峰登顶留

念。

　　沿着古道1小时可以走到高山草甸，在高山草甸上己

经可以看到山下远处的村庄。

野路尽头进入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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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记载云台古道包括三条：百家岩古道、横河古道、古石道，现在驴友所走的这条其实是古石道，从高山草甸往南

就是一个垭口，然后就开始下山，向着山下村庄（铁匠庄）前进，从垭口下山大概需要2-3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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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台72拐（所谓72拐，并非七十二个拐弯，而是说

有很多像7和2一样的拐弯）清明时节穿越，连翘漫山遍

野。回望古道下山的垭口，是那么遥远那么渺小。

　　古道部分路段，石板己经变为碎石，部分路段祼露

着黄土，全程碎石路较多，最后一直走到村里，出了村

就是马路，也是穿越路线的终点。

　　马路对面的加油站旁边有一个宝泉大酒店，可以作

为住宿过夜的地点，也方便反穿此路线的外地驴友下山

较晚来不及赶车的可以考虑在此住宿。

　　大酒店门口早晨就有去辉县的长途客运车，十分方

便，到了辉县每5分钟就有一趟去新乡的班车。

新修的上山的路，毁了不少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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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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太行气候宜人，传统营地无论是老董家还是一斗水都提供住宿和餐食，可以轻装住宿也可以扎营；

　　睡袋和防潮垫：建议春，夏，秋600克睡袋，冬季1000克左右。防潮垫选简单可靠的发泡垫或是自充垫均可。

　　帐篷：三季或四季帐；

　　背包：轻装两日25升背包，重装两日60升左右背包；

　　手杖：走古道石板路，建议双杖，保护膝盖；

　　墨镜：无论是阳光明媚还是天气恶劣，墨镜都是非常有用的装备；

　　帽子和头巾、手套：建议春、夏、秋薄手套一付，保护手部皮肤避免晒黑及刮伤。冬季需要厚手套一付，保暖。

　　衣服：速干衣裤，春秋季可备用冲锋衣裤以防天气变化，冬季需加抓绒衣裤或保暖服等保暖衣物。

　　指北针：对路线有很大帮助。

　　手台：队内及时联络，如遇险情也可以向外界求救。

　　食品药品：如果是选择住农家轻装两日完成此线，那么准备一顿路餐即可。除路餐外建议再准备一些高热量的零

食，如巧克力，士力架，葡萄干等，以便及时补充体力。建议带常规的感冒药，消炎药，去热的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外用创伤用的纱布及绷带，夏天的话带上蛇药。

Columbia哥伦比亚郑州丹尼斯人民路店

Columbia哥伦比亚郑州丹尼斯花园路店

Columbia哥伦比亚郑州新玛特总店

郑州人民路丹尼斯3号馆4楼

郑州花园路丹尼斯10楼

郑州新玛特购物中心国贸总店6楼

　装备建议

　物资补给

    路途上可以补给的村有：西沟村、一斗水村、兴隆掌老董家、铁匠庄，这些村都可以补到食品和水，甚至还可以找到

提供食宿的农家。

Columbia哥伦比亚
背包40L

Columbia哥伦比亚
男式防晒速干遮阳帽

Columbia哥伦比亚
女式防晒遮阳帽

Columbia哥伦比亚
650ML防滑水壶



　户外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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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户外救援总队：0371-8666 5110，13838336788

　　蓝天救援队：400-600-9958

潭头村：　　　　　　　　　　35°30.035'N，113°26.564'E

西沟村：　　　　　　　　　　35°29.942'N，113°25.247'E

一斗水村：　　　　　　　　　35°28.636'N，113°22.771'E

老董家：　　　　　　　　　　35°27.470'N，113°23.250'E

茱萸峰：　　　　　　　　　　35°26.940'N，113°22.633'E

铁匠庄：　　　　　　　　　　35°25.833'N，113°26.965'E

　　新乡葛记红闷羊肉

　　顺便说一句：解放路店的葛记红焖羊肉老板小六，是8264的忠实Fans，

　　凡是8264的驴友光顾都会有小小的折扣哟！ 小六电话：13937300181

　参考坐标（仅供参考，可能存在少许误差）

　当地美食



特别声明：本攻略仅供出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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