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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风俱乐部提供 

最新自助/自驾旅游攻略手册 

 

www.caoyuanfeng.com 

以口碑诚信助您坝上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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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一号风光大道  草原天路 

坝上影视基地  大汗行宫 童话草原  中国马镇 七彩森林  老掌沟  东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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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自助攻略(原创) 

以下攻略登陆 www.caoyuanfeng.com/pingjia/详细介绍 

嘉禾人寿致草原风的一封感谢信！ 

布布：端午节之丰宁坝上 

翠叠宝宝：8 月 6 日丰宁坝上游 

陪我一起看草原——7 月 16 至 20 日丰宁坝上游记 

翰林居：坝上第一天 之一 游情人谷 

翰林居：坝上第二天 之 美丽的林场 

翰林居：坝上第三天 之 内蒙多伦西山湾 

我心中的草原 丰宁坝上行，附详细的自驾和吃住攻略 

森龙现代车友会 丰宁坝上草原自驾游（第一日） 

森龙现代车友会 丰宁坝上草原自驾游（第二日） 

森龙现代车友会 丰宁坝上草原自驾游（第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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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景 12 月至来年 2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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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坝上射箭 篝火晚会 

    

 

卡丁车 坝上滑草 蒙古人家 空中索道 草原花海 

户外 KTV 滑翔机 马术比赛 草地足球  

各种主题花卉乐园、萌宠乐园、舞马世界主题乐园等。 

各个景点的娱乐项目都有差异，此页展示的娱乐项目并不完整！ 

每周六晚免费蒙古族歌舞表演、篝火晚会、免费赠送哈达！ 

丰宁坝上统一骑马价格 80 元/小时 可选用：马靴、护腿租用 20 元/次 

越野车 260-300 元/小时 

各娱乐场套票一般 14-20 项组合，套票价值 180-260 元不等，这种一般折扣价都比较低，

3-4 折可购票，团购更优惠！各娱乐场有差异，具体以实际票面为准 

一般套票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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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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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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马出发前往影视基地情人谷（草原上的另一番景色望不到边际的白桦林），影视

村（原汁原味草原上的老村庄）情人谷北影厂的外景地（章子怡主演的《我的父亲母亲》；

黄宏主演的《25 个孩子一个爹》；电视剧《暖春》等多部影视剧的拍摄外景地）。 

草原的落日也是值得一看的美景，你会感受到离开喧嚣世界，真正回归自然的那份自由自在，

怡然自得。观赏草原夕阳，然后准备共进草原晚餐。 

19：00 晚餐吃烤全羊、篝火聚会、观赏烟花、篝火跳舞，KTV。大家一起喝酒聊天，唱起

我们喜欢的歌曲，在欢快的歌声中让我们舞动身体，度过美好的草原之夜。 

第二天： 

06：00 晨观日出 

07：30 早餐后，前往草原娱乐场，进入蒙古人家，感受蒙族风情，喝马奶酒，参加蒙古仪

式祭祀敖包；可玩滑草、射箭、滑索、飞斧、野战搏击、弹跳飞人、喷火神枪、海盗船、激

情转马、流星炮车、疯狂斗牛、蒙古人家、杂技表演等娱乐项目。 

12：00 午餐后返程北京，沿途一路美景相伴，也不会觉得枯燥，从海拔 2000 米到平原地

带，各路美景让您充分领略。 

丰宁坝上草原 3 日游行程 
第一天： 

07：00 北京约定地点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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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到达目的地 

12：10 分房，午餐 

14：00 骑马出发前往影视基地情人谷（草原上的另一番景色望不到边际的白桦林），影视

村（原汁原味草原上的老村庄）情人谷北影厂的外景地（章子怡主演的《我的父亲母亲》；

黄宏主演的《25 个孩子一个爹》；电视剧《暖春》等多部影视剧的拍摄外景地）。 

草原的落日也是值得一看的美景，你会感受到离开喧嚣世界，真正回归自然的那份自由自在，

怡然自得。观赏草原夕阳，然后准备共进草原晚餐。 

19：00 晚餐吃烤全羊、篝火聚会、观赏烟花、篝火跳舞，KTV。大家一起喝酒聊天，唱起

我们喜欢的歌曲，在欢快的歌声中让我们舞动身体，度过美好的草原之夜。 

第二天： 

06：00 晨观日出 

07：30 早餐后，前往草原娱乐场，可玩滑草、射箭、滑索、飞斧、野战搏击、弹跳飞人、

喷火神枪、海盗船、激情转马、流星炮车、疯狂斗牛、蒙古人家、杂技表演等娱乐项目。 

回到酒店午餐。餐后午休一下，草原中午的烈日还是很厉害的，足以晒伤你的皮肤。 

12：00 午餐后，前往美丽的草原滦河源头闪电湖拍照、看草原。滦河上游最大的湖，因入

湖前的河流为闪电河而得名。在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上闪现出这样敞亮清澈美丽的湖水，

当地人叫它闪电湖。 

大汗行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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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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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晚餐后大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或《暖春》或《狼图腾》，空旷草原看电影会让

您感受完全不同的境界，身临其境。 

第三天： 

没有起来拍到日出的朋友今天还可以继续。早餐、不吃早餐的小伙伴可以睡到自然醒。 

07：30 早餐后，如果是自驾游可选景点，千松坝森林公园，柳树沟或七彩森林。如果是公

司活动可组织小伙伴在草原上进行团建活动，如撕名牌、拔河、足球等户外活动。或安排公

司会议，提前做好准备（可协助租会议室）。 

12：00 午餐后返程北京，沿途一路美景相伴，也不会觉得枯燥，从海拔 2000 米到平原地

带，各路美景让您充分领略。 

 

更多详细公司团体线路、夏令营线路、自驾游线路、亲子游线路、毕

业游线路、穿越线路等主题线路，关注微信公众号或个人号发给您。 

  

微信公众号 bashanglvxing 个人微信号 caoyuanfeng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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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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aoyuanfeng.com 
以口碑诚信助您坝上之旅 18910352223(北京,同微信)13785375201(坝上,同微信) 刘先生 

第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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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营酒店】 

远山.别院度假酒店（全年营业） http://www.caoyuanfeng.com/zhiying/jiu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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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风农家院（5 月-10 月营业） http://www.caoyuanfeng.com/zhiying/nongjiayuan/ 

选择住宿最主要的就是干净，所有的床单被罩全部统一白色，一客一换，每次在客人光临大

院之前要将所需要房间全部重新再打扫一遍，以给游客留下最好的印象。 

草原风农家院：24 小时热水，床单被罩一客一换 下图为实景拍摄 

  

  

独立卫生间、淋浴、有线电视 独立卫生间、淋浴、有线电视 

订房流程须知 http://www.caoyuanfeng.com/y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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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值服务 免费】 

 根据需求免费为您量身定制适合您的行程线路； 

 坝上土著客服，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介绍不到的； 

 免费提供北京、天津、河北及其周边各大汽车租赁公司信息，为您提供优质的包车服务，覆盖所有车

型 6-55 座，以及坝上越野车服务。 

 免费接站服务，乘长途汽车前来的朋友，同时协助在坝上游玩拼车； 

 坝上所有娱乐项目价格都可以享受更低协议价格； 

 提供导游/全陪服务，一对一服务，无任何强制性购物，纯玩； 

 协助您购买旅游户外意外保险； 

【酒店特色服务】 

 免费停车场，方便自驾车朋友； 

 免费提供足球、篮球，绿茵场挥洒汗水； 

 免费提供拔河绳，风筝等活动常用物品； 

 免费为游客提供常用外伤药品； 

 自驾的朋友，只要在丰宁坝上景区内，免费协助救援； 

 对入住酒店的朋友，提供免费咨询，协助安排行程线路；  

 免费提供自助烧烤炉和碳； 

 办理入住时，免费领取自制景区地图一份； 

 无线网络覆盖，免费 WiFi； 

 免费提供吹风机，军大衣出租服务，可到前台借取； 

 可以免费预订北京-坝上，承德到坝上，丰宁到坝上的长途汽车座位，上车后自行购票； 

 提供租车服务，北京-坝上，承德-坝上及坝上当地的旅游车及越野车租车服务； 

 草原风是您坝上临时的家，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都会协助您尽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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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宁坝上草原景点分布图 

免费领取最新修改版 
放大看图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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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宁坝上草原（京北第一草原）景区无门票。 

景点说明：介绍简化，方便阅读，详版登陆官网 

www.caoyuanfeng.com 

  

柳树沟：门票 70 元，距离 3 公里，大面积天

然林，各种花草，河流；自驾可前往，骑马往

返 5 小时。 

千松坝森林公园：门票 80 元，距离 9 公里，

大面积原始白桦林；景区轿车可通行；骑马往

返 4 小时。 

  

情人谷：门票免费，距离 1.5 公里，张艺谋《我

的父亲母亲》及电视剧《暖春》等拍摄地，底

盘高的车可直接前往；骑马往返 3-4 小时。 

闪电湖：门票 30 元，距离 25 公里，坝上高

原地区最大的天然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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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行宫：门票 90 元，距离 20 公里，人造

景点，以蒙元文化为基础的“成吉思汗行宫”。 

老掌沟：门票无，距离 20 公里，越野圈非常

出名的一条穿越线路。 

  

中国马镇：舞马世界主题乐园 200 元，满韵

骑风演出 200 元，囊括了马文化展示区、马

街、马帮寨子、实景马战《战神赵子龙》 神

马飞飞、名马骑场、皇家马厩、萌马骑场、龙

马广场、主题游乐区等多种类多风格的文化展

示。距离酒店 7 公里。 

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免费，东起围场塞罕坝森

林小镇，西至丰宁坝上（京北第一草原）大滩

镇，全长 180 公里，是国内首条国家层面注

册的风景道。横亘在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之

间，沿途二十余处景区，是一条链接森林、草

原、湿地和花海的风景秀丽的自驾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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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森林：门票 120 元，以满族文化为内涵，

建设具有观光游览、参与体验、娱乐、休闲等

内容于一体的自然文化景区。距离酒店 20 公

里左右 。 

草原天路：门票免费，七座以上车辆禁止通行，

距离 80 公里。天路自驾完整路书： 

http://www.caoyuanfeng.com/lushu/tian

lu/ 

飞行小镇童话草原：门票 80 元，童话草原景区是坐落于天马

飞行小镇内的一个以亲子娱乐、童话体验、花海世界、风情演

出为内容的大型综合草原休闲娱乐区。距离酒店 10 公里。 

注：以上距离指从草原风酒店出发的距离。 

坝上独家帐篷营地、野餐基地、野外烧烤基地 

   

   



 

 

www.caoyuanfeng.com 
以口碑诚信助您坝上之旅 18910352223(北京,同微信)13785375201(坝上,同微信) 刘先生 

第十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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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沟村离草原风

农家院只有几分钟的车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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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aoyuanfeng.com 
以口碑诚信助您坝上之旅 18910352223(北京,同微信)13785375201(坝上,同微信) 刘先生 

第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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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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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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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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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_长途车自助游路线 

 

乘车方式：13 号线地铁望京西站下车，B 口出站，前行 100 米左右，看到“丰宁”标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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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丰宁终点站“炫靓建材城”可以换乘 102 路公交车，乘车到“丰宁客运站”，转“丰宁-大滩”方向

客车即到坝上，也可在此乘坐出租车直接到坝上。（提前打电话 18910352223（北京）13785375201（坝

上）刘先生，我们会提前安排车接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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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北京至丰宁需要 2 小时左右，北京到丰宁单独购买 38 元，公交卡购票 21.5 元。 

(2)丰宁至坝上需要 1 小时左右，丰宁至坝上（海留图或大滩镇榆树沟村下车）票价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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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0352223（北京）

13785375201（坝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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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坝上旅游租车_上门服务,坝上线路专业司机 

为方便您更加便利的来到坝上草原，草原风与各大租车公司合作，推出旅游租车服务，6-55 座各型车辆

均可为您服务，满足您的不同需求，所有车辆九成新，专业坝上线路司机，驾龄都在八年以上，对坝上各

地路况熟悉。 

坝上线路专业司机为您服务；北京、天津、河北等周边主要城市均可上门接送； 

租车电话：18910352223（北京）13785375201（坝上）刘先生 

坝上旅游专业包车服务 

一、提供包车服务的城市或地区有：北京、天津、河北等周边主要城市，包括坝上各县租车； 

二、目前的车型有：4-10 座普通轿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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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们均可以上门、机场、火车站提供接站服务，坝上各县提供接站服务，几点到站，几点出发，根据

您的时间而定，车辆提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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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时承接省级旅游包车、机场接送、商务考察、会议租车、公司班车、婚礼配车等业务！ 

   

   

   

坝上当地租车 

坝上当地租车几个坝上有差异，由于坝上有些景点普通轿车前往不是很方便，需要租用当地的越野车，车

型有长城哈佛，三菱，切诺基及现代特拉卡等。租车价格一般在 260-300 元每小时，或 1000-1200 元/

天。淡旺季不同时间价格有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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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津到丰宁坝上草原自驾游攻略路线(怀柔_

汤河口_丰宁_大滩)最新高清图文路书_最快最近 

写给各位同行：每一份路书都是我们辛苦开车几天照相、整理完成的，不要用简单的 PS 直接就转载

到你的网站上，这样很不道德！！！ 

好消息：北京至丰宁 111 国道新路已全线通车，双向 4 车道，北京到坝上全程只需 3 小时左右即到。

全程只有 260 公里。 

如果您用 GPS 导航，地图终点设“大滩镇榆树沟村”（不能直接设置榆树沟，有重名），或者设“丰

宁坝上草原风农家院”。远山.别院度假酒店距离农家院很近，直接设置终点为农家院即可！ 

自驾北京至草原风百度地图路线 http://j.map.baidu.com/1BlOe 

丰宁坝上自驾路书简要说明： 

京承高速 14 号怀柔出口下，沿 G111 国道（京加路）一直向北（途经雁栖湖、青龙峡、汤河口等），

穿过丰宁县城，靠左一直走外环，不要进入县城，土城镇转 S244 省道，直达丰宁坝上。 

丰宁坝上自驾路书详解（最新高清图文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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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发，三环/四环/五环上京承高速 

 

14 号出口下，怀柔雁栖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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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转，京密高速（怀柔城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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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京密高速 

 

京密高速，雁栖湖方向直行，上高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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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加路 G111、范崎路方向直行 

 

范崎路、雁栖湖方向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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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转，范崎路、雁栖湖出口 

 

左转，雁栖湖、丰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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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栖湖、丰宁 G111 国道，直行 

 

丰宁 G111 国道，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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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转，汤河口、丰宁方向 

 

慢行，开始几公里的双向车道 



 

 

www.caoyuanfeng.com 
以口碑诚信助您坝上之旅 18910352223(北京,同微信)13785375201(坝上,同微信) 刘先生 

第三十二页

 

右转，丰宁、滦平方向 

 

沿丰宁、围场方向直行，前面路口都不要进入丰宁县城，一直靠左直行。 



 

 

www.caoyuanfeng.com 
以口碑诚信助您坝上之旅 18910352223(北京,同微信)13785375201(坝上,同微信) 刘先生 

第三十三页

 

靠左 沿白塔 G112 方向直行，不要右转进入丰宁县城 

 

前方路口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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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绿灯路口直行 

 

左转 大滩 沽源方向，直行是张承高速。建议左转：省高速费，路线近，用时是一样的。风景要好于

高速线路，这里有上坝的感觉，沿途景点可随时停车参观。高速都是山洞。 



 

 

www.caoyuanfeng.com 
以口碑诚信助您坝上之旅 18910352223(北京,同微信)13785375201(坝上,同微信) 刘先生 

第三十五页

 

左转 大滩 沽源方向，还有 50 多公里就到了 

 

大滩方向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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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达到坝上入口（京北第一草原），此处距离草原风 15 公里 

 

二道河子中桥，此处距离草原风 3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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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树沟，就是这里！右转进村第一家，草原风休闲俱乐部 

 

就是这里，我们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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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行车参考路线图： 

 

如果您用 GPS 导航，地图终点设“大滩镇榆树沟村”（不能直接设置榆树沟，有重名），或者设“丰

宁坝上草原风农家院”。远山.别院度假酒店距离农家院很近，直接设置终点为农家院即可！ 

坝上出行前必读 

【出行装备】 

 长袖外套，冲锋衣裤最佳，早晚防寒穿（坝上昼夜温差大）。半截袖 T 恤、薄款长裤，来回路途穿和

草原白天穿；长袖快干衬衣，下午穿（防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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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上拉杆箱（平时可丢车上或者宾馆），还可配个摄影包或小腰包活动时候用； 

 遮阳帽、太阳镜、薄手套（骑马时用），有防水功能的户外鞋； 

 感冒药、消化药、维它命、创可贴、防蚊液、风油精； 

 洗漱用品、防晒霜＋保湿润肤水＋护手霜＋护唇（MM 必备）； 

 身份证、各种数码产品充电器，备一些干粮、零食、一些零钱； 

 草原常有雷雨天气，雨具应必备。 

 强烈建议穿徒步鞋或者运动鞋； 

【常见问题】 

 坝上草原在哪？ 

坝上是个统称，指河北北部与内蒙接壤处，主要集中在承德和张家口。包含丰宁坝上（距离北京最近，

北京正北，无门票）、木兰围场（北京西北，门票 120 元）、张北坝上和沽源坝上（北京东北，无门票）。

丰宁和围场区划属河北省承德市，张北和沽源区划属于张家口市。 

 坝上气温什么样？ 

气候：6-8 月坝上草原气温在 15-27 度左右，早晚温差大，早上看日出还是要注意保暖，尤其是风大

的日子；强烈建议穿徒步鞋或者运动鞋。 

 景点门票多少？ 

丰宁坝上草原（京北第一草原）无门票，各景点有门票：情人谷（免费）、柳树沟 70 元、闪电湖 30

元、千松坝森林公园（京北第一天路）120 元、大汗行宫 90 元、老掌沟（免费）、天马飞行小镇 童话草

原参观区 80 元，娱乐区 200 元、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 舞马世界主题公园 238 元、神仙谷七彩森林景区

120 元、草原天路（免费，七座以上车辆禁止通行）、国家一号风光大道 免费。 

 有啥好玩的项目？ 

主要玩的项目：骑马、草地摩托、卡丁车、越野车、篝火晚会、燃放烟花、孔明灯等。草原游乐场项

目：滑草、射箭、弹跳飞人、飞斧、真人 C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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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坝上怎么玩？玩几天合适？ 

可以参考我们的主题线路，也可以根据需求定制线路：公司团建拓展、草原研学夏令营、草原亲子游、

草原毕业游、公司会议行程等； 

 “草原风”在草原上吗？距离草原多远？ 

草原风位于京北第一草原（丰宁坝上草原），出门就是草原，坝上所有住宿的宾馆、酒店、农家院都

是在草原里的。 

 这两天坝上的天气咋样？ 

坝上的天气变化比较快，天气预报也不太准，和丰宁坝上预报比较相近的要查“沽源县”天气，沽源

县县城距离丰宁坝上比较近。 

 丰宁坝上的气温如何？ 

正常夏季温度白天在 26 度左右，晚上 15-18 度左右，阴雨天要看情况了，去坝上要带上普通外套的，

晚上凉。 

 去坝上用带灭蚊子的吗？ 

同上面的温度，不适合蚊子的生存环境，自动退出坝上啦！ 

 丰宁坝上的治安好吗？ 

只要咱不主动找事，啥事没有。 

 你们的房间有空调吗？ 

还是同上，晚上睡觉要盖被子的，说句白话，坝上人有的都没见过空调，风扇都没有。 

 坝上的烤全羊好吃吗？ 

好吃，就怕你不吃羊肉，去坝上不吃烤全羊你就别回来。 

 骑马时应该注意点什么？ 

装好自己的手机、相机等，最容易丢的，小心我跟你后边等着你掉呀，具体咋骑马在你上马前租马的

都会告诉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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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都能提供什么？吃 住 玩？ 

从您准备到坝上，包括前期的咨询、租车、自驾路线（路书）。到坝上之后的吃（家常菜、特色菜、

烤全羊等）、住（咱家的酒店和农家院）、玩（骑马、草地摩托、越野车、滑草、射箭等项目）以及行程

安排都可以帮您安排。 

 自驾有几条路线，走哪条比较近，比较方便？ 

线路一：京承高速—怀柔县城—沿 111 国道向北—丰宁县—土城镇—大滩镇（丰宁坝上） 

 怎么租车去坝上？从哪可以租到合适的车？ 

草原风有长期合作的北京租车团队，司机师傅都是常年跑坝上的老司机，熟悉路线，价格合理。5 座、

6 座、9 座、13 座、17 座、23 座、28 座、39 座、50 座的各种车型都有。如果您团队够 8-10 人或更多

建议您租车最合算。 

 你家有马吗？我们几十人骑马你家的马够吗？ 

草原风有 10 多匹马。因为近几年的禁牧措施，坝上草原每家的马都不是很多，不像以前大批量的养，

不过您不用担心，马是够的。附近的村里老乡的马很多，如果您的人数多的话，尽量提前预订。 

 你们那怎么消费？住宿、用餐、玩都多少钱？ 

住宿根据时间价格不等，一般 50-100 的，100-300 的都有。用餐可以直接点菜，也可以按套餐 300，

400，500 等，早餐 10 元/人，烤全羊 30 元/斤（活羊称重）。玩的骑马 80 元/小时，牵马 20 元/小时，

草地摩托 100-200 元/小时，越野车 300 元/小时。滑草、射箭。。。套票 100 元/张。 

 有篝火吗？卡拉 OK？怎么收费？ 

草原风篝火晚会、KTV 唱歌都有的，一般都是室外的，篝火基本都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玩的。 

【温馨提示】 

 坝上属高原气候早晚温差大，须带长袖或多带衣物； 

 坝上日照强烈，紫外线强，户外活动时需要带遮阳帽、墨镜、携带防晒霜等保护措施； 

 骑马、登山请穿旅游鞋，穿长裤，高强度运动项目，请您视身体情况，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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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路途较长请晕车的朋友备好晕车药。 

 务必要携带身份证件出行（驾驶证不是有效证件）。 

【自驾注意事项】 

 出发前将车进行检查，做好准备工作； 

 丰宁坝上当地有私人的汽车修理厂，简单的故障都能得到解决，大毛病就算了； 

 北京至丰宁坝上沿途有很多加油站，途经怀柔、汤河口（北京界内的最后一个加油站）、丰宁县

城都有。丰宁坝上有一家中石化和两家私人加油站，不过旺季时加油排队。 

 在牧区经常有牛羊马穿行公路，尤其是在夜晚，谨慎慢行，切勿鸣笛； 

 如遇陷车等意外事故，可就近向牧民们求助，事后一定要给报酬。 

【联系方式】 

草原风俱乐部自营酒店： 

远山.别院度假酒店（全年营业） 

草原风农家院（5 月-10 月营业） 

地址：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榆树沟村 

手机：18910352223（北京，同微信号）   QQ 982450439  316309839 

0314-8280094  13785375201（坝上，同微信号） 

E-mail: bstour@126.com 

官网：www.caoyuanfeng.com 

任何单位团体可以任何时间独立成团，也可根据团体要求制订活动线路 

草原风 刘红全从小在坝上长大，坝上土著，以上内容都是根据我的经验和您分享的，希望可以帮到

您。如果在坝上遇到难题，随时可以联系我，尽我力量给您解决。我们深知，每一个服务过的小伙伴都是

我们将来的朋友。 

给竞争对手：内容可参考，请勿直接拷贝粘贴，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写东西不用心，同样对客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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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用心。 

微信回复更及时，方便请加微信号。 

   

个人微信号 caoyuanfeng2019 微信公众号 bashanglvxing 微博 @草原风坝上 

 

关注抖音号 caoyuanfeng 

坝上视频攻略，更直观，更专业 

以上由草原风制作“远山别院”“柒间民宿”敬上，希望对您有所帮助，祝您坝上之旅愉快！ 

 
以口碑、诚信助您坝上之旅！ 

www.caoyuanfe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