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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野三坡概况速览
GENERAL SITUATION OF YESANPO

图：野三坡山水俯视

野三坡地处北京西部，河北省西北

部，保定市涞水县境内，位于中国北方两

大山脉（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交汇处。

巍巍太行从这里沿冀、晋、豫边界千里南

下，峥峥燕山从这里顺京、津、冀一路东

行，总面积达600平方公里。

       野三坡于1986年开发旅游业，凭借其       野三坡于1986年开发旅游业，凭借其

“雄、奇、润、幽”的自然景观和古老的

历史文化，深受海内外游人的青睐，享有

“世外桃源”之美誉，是国家5A级风景名

胜区，是中国北方极为罕见的融雄山碧

水、奇峡怪泉、文物古迹、名树古禅、特

色乡镇于一身的旅游胜地，是首届河北省

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举办地之一，是京西百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举办地之一，是京西百

渡休闲度假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图：野三坡自然风景

“最佳旅行时间：
野三坡属暖湿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

明。春多风、夏多雨，秋爽，严冬少

雪，尤其是夏季，清凉避暑，白天温

度基本上都在30℃以下，晚上18℃左

右，平均气温22℃。无霜期165天，平

均日照2800小时，平均年降雨量600

毫米，最大降雨量796.5毫米，最低降

雨量239.5毫米。 野三坡的旅游旺季，雨量239.5毫米。 野三坡的旅游旺季，

集中在4-10月份，这段时间是野三坡

各景色最漂亮的时候。冬天的三坡，

游客较少，食宿购物都相对较便宜。

“建议游玩天数：

4-6天。

体验天下第一峡--百里峡的“双崖倚天立，万仞从地劈”，探索鱼谷洞内类似石人、石花的钟乳石和千奇百怪地

石幔雕像，欣赏太行山中的绿色明珠--白草畔，游玩拒马河景区的漂流乘坐充气船顺流而下，快乐、刺激，有惊

而无险刺激活动，时间充裕可以龙门天关长城文物保护区感受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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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交通地图
GENERAL SITUATION OF YESANPO

野三坡景区交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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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景点——百里峡
GENERAL SITUATION OF YESANPO

百里峡，被誉为天下第一峡的百里峡是野三坡独具特
色的景区之一。在双崖依天立，万仞从地劈的百里构造

嶂谷中，不仅有地造天成的老虎嘴、斧劈刀切的一线

天、惟妙惟肖的回首观音、险峻奇特的;天生桥、活灵活

现的唐僧出关，还有壮观无比的涌泉飞瀑，跌宕声声的

峡谷溪流和生性好动的小松鼠及山巅枝头的鸟鸣。生态

环境原始自然，奇观壮景夺目惊心。 峡谷内旅游设施与

自然相协调，安全环保。置身其谷，步游路随山峰而自然相协调，安全环保。置身其谷，步游路随山峰而

转，溪水绕游路而行，山水相依，植被茂密，空气清

新，世间无比。游在其中，头顶绝壁万仞、蓝天一线；

脚踏鹅卵石甬路，还可足疗保健；路边泉水叮咚、碧水

清潭；身旁高山飞瀑、涧流潺潺；崖壁上灌木成林、青

檀倒挂悬，独叶草、野海棠和羊齿兰犹如墨彩涂于壁

间，密如绿毯。人在谷中行，身临其境的感觉妙不可

言。百里峡美丽的山水、宜人的原始生态环境，鬼斧神言。百里峡美丽的山水、宜人的原始生态环境，鬼斧神

工的奇异之景，一定给您颇多启迪和感悟。

百里峡由三 条峡谷组成：海棠谷、十悬峡和蝎子沟。

费用 : 
百里峡门票115元一人（从景点入口到主景区有电瓶车供选择，单程10元/人，往返18元/人）；百里峡套票（百里峡

+印象野三坡剧场）180元一人；持老年证，学生证，60元一人；现役军人、一点二米以下的小孩和70岁以上的老人

免费。

其它服务项目收费标准：

1、索道：伟佳索道（景区内）单程 50 元，全程 90 元；百里峡索道（景区外侧门）单程 20 元，全程 30 元。

2、电瓶车：单程 10 元，往返 18 元。2、电瓶车：单程 10 元，往返 18 元。

3、停车场收费：小车 5 元，大车 10 元。

4、导游：150 元。

如果是自驾车到百里峡景区，一定要将车尽量往里开，最好停在售票处对面的停车场，否则要至少走上20分钟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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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景点——百里峡
GENERAL SITUATION OF YESANPO

百里峡的荣誉

百里峡是野三坡的王牌景点，是每个到野三坡旅游的人

都会去的地方，百里峡也曾经作为央视版《三国演

义》、《赤壁》、《寻秦记》、《萧十一郎》等众多影

视剧的外景拍摄地。

以下是百里峡景区所得的荣誉

1988 年 8 月，百里峡被国务院审定为国家重点风景名1988 年 8 月，百里峡被国务院审定为国家重点风景名

胜区；

2001 年 11 月，百里峡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 AAAA 级

风景区 野三 坡百里峡；

2002 年 7 月，百里峡被中华环保基金会定为“生态示

范区”；

2004 年 1 月，百里峡被国土资源部批准建立国家地质2004 年 1 月，百里峡被国土资源部批准建立国家地质

公园；

2004年 5 月，百里峡被中华全国世界语协定为“世界

语旅游基地”；

2006 年 9 月，百里峡被评为“世界地质公园” ；

2011 年，百里峡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 AAAAA 级风景

区；

百里峡主要景点游览线路峡 : 

一、 单程游览。一、 单程游览。三条峡谷都可以分别游览。 海棠峪是

百里峡最具特色，也是景点最集中的地方，有老虎嘴、

一线天、金线悬针、回首观音、天桥、天 梯（栈道）

和索道，游完主要景点，需要时间一个半小时左右，往

返路程 12 华里。 若是以前来过百里峡，就建议游玩正

在开发的蝎子沟这条峡谷，往里走600 米就到龙潭映月

景点，再往里还有摩耳崖、铁索崖、大青崖等景点，原

始特色浓郁，突出了“野”的特色。但因正在开发，所始特色浓郁，突出了“野”的特色。但因正在开发，所

以里面的设施和人员配备不完善，请根据自身情况考

虑。十悬峡景点有抻牛湖，弧形悬崖构成的“不见

天”、灵芝山“水帘洞”、令人费解的“怪峰”、擎天

玉柱等景观，到天梯栈道往返14华里。

二、 小环游览。 主要是从海棠峪游至天桥，爬上下 

2800 级的环保天，梯栈道到十悬峡，绕回现在所处的

位置——汉城堡，全程 16.3 华里，需 4 个小时左右。

三、 大环游览。三、 大环游览。 大环旅游路途较长，也是海棠峪和十

悬峡这两条峡谷连通。 主要路线是：从汉城堡出发游

海棠峪至天桥，然后爬栈道到天亭，沿山路上山，到达

百里峡最高峰——望京坨。上山后沿二郎担山，冬至开

光洞等景点出十悬峡回到“汉城堡”，需要最少 8 个小

时的时间，路为 40华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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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景点——火秀剧场
GENERAL SITUATION OF YESANPO

火秀剧场，涞水野三坡火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运营的大
型实景演出---《火秀》，由河北野三坡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投

资、承建，在岗演职人员近500人，该剧场坐落于国家五A级

风景名胜区---百里峡景区。该节目分为六个篇章：宇宙洪荒、

东方之火、华夏烽火、人间烟火、中华红火、火喽 野三坡。

 《火秀》舞台以巍峨的太行山布景为背景。“泥河湾——东 《火秀》舞台以巍峨的太行山布景为背景。“泥河湾——东

方人类从这里走来”“涿鹿——中华文明从这里走来”“西柏

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以这“三个走来”河北金色名片

作为整场剧目的主线，用“火”的元素贯穿全场，通过电影、

音乐、3d特效、舞蹈、实景水柱和烟火等艺术表现形式，梳

理了燕赵大地世代绵延的历史文脉，展现了慷慨燕赵的人文精

神。

 一曲《你从这里走来》抒情婉转，拉开《火秀》的大幕，歌 一曲《你从这里走来》抒情婉转，拉开《火秀》的大幕，歌

词唱出了全剧“三个走来”的主线。随后，3d特效制造出山

崩地裂、火山爆发的震撼场景。旁白讲述着距今200万年前，

在河北阳原县的小村庄泥河湾，留下远古人类前行的脚印。舞

台上，斑驳闪烁的蓝色光影营造着远古的神秘，装扮成原始人

类的演员们用篝火祭祀展现出祖先对火的崇拜，演示人类从猿

到人漫长的进化历程。

费用 :门票A区298元，C区198元。1.2米以下儿童免票无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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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景点——百草畔
GENERAL SITUATION OF YESANPO

百草畔国家森林公园为野三坡七大景区之一，素有
太行山中“绿色明珠”之美誉，其主峰海拔 1983 米，

山势刚劲挺拔，花木繁茂，山泉清冽，瀑布悬泻，空气

新爽，春夏秋冬异彩纷呈。园区内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

高达每立方厘米551923个，为北京市区的126倍，被

誉为“天然氧吧”。

据专家考察，百草畔森林公园有种子植物92科713种，据专家考察，百草畔森林公园有种子植物92科713种，

蕨类植物15科60种，药用植物200余种。又因其垂直变

化大，形成一年有四季，上下不同天的特殊气候，山上

垂直分布4种植被类型、15个植物群系，与植物相伴栖

息的野生脊椎动物达184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15种，

堪称“天然植物标本”和“野生动物王国”。

白草畔集名山风光、峰林风光、森林风光、湖泊风光、白草畔集名山风光、峰林风光、森林风光、湖泊风光、

瀑布风光、森林风光、珍惜动物群、野生动物栖息地、

避暑圣地、古人类遗址、云海奇观等十大景观于一体，

是回归自然，享受绿色生态，参与森林观光、探险健

身、科学修学、休闲度假的极好天地。

一、 风动石：在蚂蚁岭左侧，断崖边缘有一块直径十

米，高四米的“风动石”，形似仰放的馒头，当地称为

“馒头石”。此石具有奇、险、怪等特点，着地面积不

足覆盖面积的1/20，尤其基部接触处只有两个支点，若

攀上顶端向下俯视，深渊万仞、绿海无边，令人望而生

畏，加之森林涛涛，使人感到巨石在不停的摇动，随时

都有跌下崖底的危险。

二、 蚂蚁岭：二、 蚂蚁岭：在白草畔绿林之中有很多奇异的天然生

物景观，特别值得观赏的就算是蚂蚁岭的蚍蜉窝了。这

里的蚂蚁多的出奇，而且个大凶狠、嗅觉灵敏，行动非

常迅速。它筑窝时倒出的土和草根，构成一个个坟冢状

的圆丘，大小不一，分布在山坡冈上。如果有人捅一下

它们的窝巢，这些可怕的小生灵就会蜂拥而至，爬满圆

丘，令人生畏。

费用: 野三坡四大景区（百里峡、鱼谷洞、白草畔、
龙门天关）联票150元/人，两日有效；白草畔门票60元

/人；在校生/60-69周岁老人凭有效证件、1.2米以上儿

童半价，现役军人、残疾人、70周岁以上老人凭本人有

效证件免票游览，1.2米以下儿童免票游览，需要有监

护人陪同。

其它服务项目收费标准：

1、索道：蚂蚁岭索道单程35元，全程60元；1、索道：蚂蚁岭索道单程35元，全程60元；
                    滴水崖索道单程35元/人，全程60元/人；
                    刺天峰索道单程45元，全程80元。
                    (注：60岁以上老人和残疾人半价。)

2、停车场收费：小车 5 元，大车 10 元。

3、导游：小循环线 50 元，大循环线 100 元。

最佳旅游时间：十月份。喜欢摄影的朋友可以多呆几

天，在当地找个向导更好。大环线应该也是个探险旅游

的好地方，很多地方没有路。

游玩时间：大循环约12.5公里，用时5.5小时左右；小循

环5公里，用时2.5小时左右。

注意事项：山上较冷，注意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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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景点——拒马河
GENERAL SITUATION OF YESANPO

拒马河 北京的南部房山区与河北省交界处有一条碧波荡漾、蜿蜒曲折的峡谷河，名为拒马河。两岸峡谷林立、
奇峰挺拔，这块风水宝地以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著称，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岩溶蜂林大峡谷。景区既融合了北国之雄

奇，又有南国荇水荷凤的柔媚，被誉为“北方奇景小桂林”。

这条峡谷上部的风景在北京界内称为“十渡景区”，而出了北京在河北涞水县境内的就叫“野三坡风景区”了。

在野三坡景区顺河下行，“下庄八景”便接踵而至，“石猴戏水”“石门顿开”“悬崖栈道”“天桥拱立”“沙

蟒拦 路”“石勒拴马桩”等景点，使游人流连忘返，那千姿百态的奇峰秀水，那美丽如画的田园风光，那动人心

弦的绝秒传说，构成了美不胜收的风景走廊，极富诗情画意，吸引着无数的游人。

在野三坡的拒马河景区你还可以欣赏到苗、侗、摩梭、傈僳、独龙、爱伲等，风格各异的少数民族表演，参观少在野三坡的拒马河景区你还可以欣赏到苗、侗、摩梭、傈僳、独龙、爱伲等，风格各异的少数民族表演，参观少

数民族的住所，您甚至还可以在少数民族居住的房间里住上一个晚上。

在拒马河的河边，一边骑着马，一边欣赏如诗如画景色，累了随便在河岸边找个农家饭馆，品尝一下烤鱼、烤羊

肉等本地的特色小菜。

野三坡拒马河景区一定会让你感到不虚此行的。

费用

拒马河溶洞漂流150元/人；

野三坡漂流98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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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景点——龙门天关、鱼谷洞
GENERAL SITUATION OF YESANPO

文化长廊——龙门天关是历史上京都通往塞外的
重要关隘，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明清代均有重兵把守，

因而留下了大量人文建筑和摩崖石刻，大龙门城堡、内长

城、二圣祠、大龙门古村、猿人谷、上天沟、龙门峡谷、

被举誉为华北最大的历史文化长廊。

费用：
野三坡四大景区（百里峡、鱼谷洞、白草畔、龙门天关）野三坡四大景区（百里峡、鱼谷洞、白草畔、龙门天关）

联票150元/人，两日有效；

龙门天关门票50元/人；

1.2米以上儿童/在校生/60-69周岁老人凭有效证件半价；

现役军人、残疾人、70周岁以上老人凭本人有效证件免

票游览，1.2米以下儿童免票游览，需有监护人陪同。

停车场收费：小车5元，大车10元。

导游：导游：小循环线50元。

鱼谷洞 位于野三坡中部。此处四面环山，拒马河支流小西河湍湍流过，风光秀丽、气候宜人、奇泉怪洞相映成
趣，是寻奇探险、休闲度假的理想之地。

鱼谷洞已探明的长度有3000米，目前正在开发的有1300米。进入洞中，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石笋、石柱和宽敞高鱼谷洞已探明的长度有3000米，目前正在开发的有1300米。进入洞中，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石笋、石柱和宽敞高

大的洞穴，曲折迂回的通道在灯光的照射下宛若地下龙宫。鱼古洞景区名泉众多，鱼谷泉、神鱼泉、神洞泉、神

天泉四大泉群或以水取胜，或以奇观而知名，尤以鱼古洞而闻名。在鱼谷洞口南侧有一泉眼和一池泉水，为一裂

隙泉，泉水清澈无污染。每当农历谷雨节前后，从泉洞中不断喷出众多鱼来（多鳞铲颌鱼），今为鱼科专家所关

注，该泉被列为八大怪泉和世界奇泉之一。这里不仅能给你耳目一新的感观享受，更多的是了解古老星球的生长

历程，体会大自然的神奇。

此洞山脚下有四洞泉。从上到下分别是：水沙壕、白水窟、石翁子、黑水窟。组成了一个鱼古洞水系。

费用：
野三坡四大景区（百里峡、鱼谷洞、白草畔、龙门天

关）联票150元/人，两日有效；

鱼谷洞门票65元/人；

1.2米以上儿童/在校生/60-69周岁老人凭有效证件半1.2米以上儿童/在校生/60-69周岁老人凭有效证件半

价；现役军人、残疾人、70周岁以上老人凭本人有效

证件免票游览，1.2米以下儿童免票游览，需有监护人

陪同。

其他收费标准：1.滑草15元/人次； 2.观光小火车10元

/人次； 3.停车场收费：小车5元，大车10元。

注意事项：鱼谷洞内恒温11-13度，注意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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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野三坡住宿最好提前预订，尤其周末和“黄金周”长假，以下是野三坡方向住宿信息：

野三坡阿尔卡迪亚国际度假酒店
地址：涞水三坡镇蓬头村健康谷        电话：0312-5849999

“         酒店位于京郊西南，保定北门户的冲之故里涞水县野三坡景区内，享有世外桃源之美誉太行山与燕
山交汇处四周风景秀丽。所有房间均配有超大景观阳台，迷人景致。更有特色主题客房，让你体验爱情

的极致甜蜜、禅修的幽静雅致、家庭的温馨愉悦。酒店提供风格迥异的餐厅，汇集中西美食的精粹。名

厨执掌，为您的味蕾带来极致的享受。灵芝山道医养生区是酒店匠心推出的集禅修、身修、心修、食修

为一体的综合养生讲堂；酒店还配备有设施齐全的健身中心、棋牌室等。酒店秉承“传承、品质、成

长、共赢”的服务理念，打造“你说走就走，我负责所有”全新旅游观。

山水一方度假村
地址：野三坡镇刘家河村百里峡风景区       电话：0312-4563688

“         野三坡山水一方度假村地处野三坡核心景点：AAAAA级旅游区——百里峡周围，总占地面积近360
亩，建筑面积18000平米，是野三坡地区的一家旅游度假酒店。度假村山水相依、峭壁生辉、绿水长

流、风景秀丽，是一处休闲养生的世外桃源。交通极其便利，距北京、保定不到2小时车程。 度假村功

能齐全、设施完备，宁静怡然的客房；风格迥异的别墅；野味美食的宏宴中餐厅及特色餐厅；温馨浪漫

的康乐中心处处彰显怡然舒适的度假氛围。更拥有碧波荡漾、华北第一家以运动为主题的水上乐园；国

家级训练标准的乒乓球训练馆、球类运动馆、游泳池等体育健身场所。

汇众阳光花园酒店
地址：涞水县野三坡金三角(京涿高速百里峡出口南行1500米)       电话：17093211662

“         汇众花园酒店坐落于“野三坡”核心区域。 汇众花园酒店总占地近550亩，一期工程建筑面积10000
平米，酒店功能齐全、配套设施完善，是集住宿、餐饮、会议、体育运动、水上乐园为一体的野三坡四

星级酒店。 酒店拥有以野三坡特色、健康美食为主导的餐厅；各具特色的客房；不同标准的多功能会议

中心；时尚KTV、演绎酒吧等多种服务项目。 周边风景秀丽，峭壁生辉、山水相依，是一片休闲养生的

宝地。美丽时尚的旅游度假环境，温馨和谐的家庭式亲情服务，一派生态、放松、回归的自然景象……

是众多追求生活品质、钟情运动休闲的成功人士首选度假圣地。这里不仅是您旅游、度假、运动和养生

的最佳选择，也是您会议、培训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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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三坡贵和酒店
地址：保定涞水县野三坡镇刘家河村刘家河大桥       电话：0312-4569166

“         酒店距离百里峡仅2公里，总建筑面积10425.79平米，拥有153间装修大气、简约的各式客房，配套
设施一应俱全，住宿期间酒店客人亦可充分体验贵和酒店的品牌特色“免费网络”、“免费早餐”、

“舒适睡眠”、“畅爽沐浴”。独特的群山环绕让您远离喧闹，体验大自然给予的天然氧吧。 酒店共有

两个会议室，最多可容纳300人参会，除了无线网络外，会议室内还配有投影仪及LED显示屏。 别致舒

适的餐厅位于酒店一层，免费为客人提供精心准备的自助早餐；并可提供参加会议人员聚餐的宴会厅与

啤酒烧烤广场，让你体验尖叫狂欢的篝火之夜。该酒店还有野三坡独一无二的配套设施“蹦极”与“滑

索”，让你体验自我战胜自我。

野三坡悦栈happy inn
地址：涞水县野三坡北流子8号近加油站       电话：18600821665

“         悦栈位于旅游圣地野三坡，客栈配置宜家家居，60支五星床品，不仅能体验五星的住宿体验，还能
享受经典农家美食。悦栈四周环山，风景美不胜收；门前蜿蜒的拒马河，顿时心旷神怡。是自驾、自助

游野三坡不错的栖身之处。客栈覆盖无线网络、独立卫生间、24小时热水。

驿捷度假连锁酒店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野三坡大街湖峪滩南300米       电话：4001010176，4001561616

“         酒店位于野三坡大街，景区中心地带，依山环水，风景秀丽，距离百里峡景区近4公里。在这里你不
仅可以看到古老的历史文物，还可以深切体会到人与自然的亲密无间。酒店设有当地特色农家菜，房间

干净卫生、宽敞明亮，设施完备，服务热情。是驿捷（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品牌，秉承“顾客

至上”的原则，创“休闲度假之首”的愿景，提供干净、环保、舒适、经济、安全、便捷的住宿服务。

野三坡万鑫酒店
地址：涞水三坡镇邢各庄村百里峡路口西行2公里路北，近拒马河       电话：15131215900

“         野三坡万鑫酒店周边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植被完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野三坡万鑫酒店的客房简
约舒适，房内设施周详，布置温馨有爱。快捷、便利的入住方式，细致、周到、人性化的服务，让紧张

忙碌的宾客得以充分的放松，尽情享受您的慢节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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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要吃特色农家生态饭， 凉菜有：炸花椒芽、蒜拌河菜、炸山杏核、三坡鸭蛋；热菜有：干煸

河虾、焖河鱼、三坡豆腐、农家乱炖、小鸡炖山蘑、柴鸡蛋炒香椿；最佳特色正宗烤全羊；主食：

贴饼子、菜团子和香香的棒馇粥。虹鳟鱼也是深受游客欢迎的，炸小鱼，炸花椒叶是不可缺少的大

餐，既有营养又有口胃。

三坡野菜

“在野三坡，游客可以品尝到地道的野菜

木兰芽

“高山上的灌木嫩芽，山中极品，怎么吃似乎都

很可口，营养价值很高。

河菜

“喜寒，生长与泉水中，可做成凉菜也可做成包子

水芹菜

“是三坡野菜系列中的精品，同样是粗纤维植物，

口感比家芹菜好多了，最佳做法是泡酸菜

山蘑菇

“可以炒着吃，可以炖着吃，尤其是小鸡儿炖蘑菇，

热乎乎、香喷喷的

情人菜

“原名“荏青菜”，经“创意大师”修改，此菜颇

受游客欢迎

拒马河鱼

“这里的河鱼个头一般都不大，可以整条的炸，炖或

者是烧烤。无论您喜欢怎样吃，河鱼特有的新鲜味

道都会让您有“不白来一回”的感觉。

百里峡烤全羊

“由客人现挑活羊，现宰，现烤，整个加工过程要60

分钟，百里峡的烤全羊用多种工艺特殊的烧烤设施

加工而成。烤全羊色泽艳丽，肉嫩味美，脱骨浓

香。百里峡的烤全羊是在固定的场地，二层火焖烤

而成，也许这样的烧烤方式，对游客来说可能没有

其它景区那架火烤羊有情调，但是在百里峡可以吃

到与别的景区味道不同的烤全羊，然后在拒马河边

点燃一堆篝火，美味情调俱全，别的景区做不出百点燃一堆篝火，美味情调俱全，别的景区做不出百

里峡的烤全羊，这是一绝。

炸蝎子

“野三坡您可以吃到正宗的炸蝎子，保证野生。吃蝎

子方式方法很重要。蝎子是个宝，不仅具有祛风、

止痛、通络、解毒等作用，还具有人体所需的17种

氨基酸和14种微量元素，食后可温肾补精，益气养

血。关键是吃法要得当，蝎子、蚂蚁只能在平常菜

肴中作为点缀，吃够寻常菜了，用筷子挑上这么一

两只嚼嚼，尝新鲜尝独特才显得珍贵。

三坡美酒

“喝酒的话，一定要品尝三坡美酒。喝过三坡美酒才

不枉此行。采用鱼谷洞泉天然一级饮用矿泉水，精

选优质纯粮酿造的“涞松”牌系列“三坡美酒”，

是旅游者餐桌必备佳酿和归程采购的首选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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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产：核桃、杏扁、伏花椒素称野三坡“三件宝”

绵核桃 MIANHETAO绵核桃绵核桃 MIANHETAO绵核桃

绵核桃主要产自野三坡山区，是纯天然绿色食品。

其质地纯正、果仁饱满、色泽黄白，富含多种氨基

酸和微量元素，有益智健脑、养颜养美容之功效。

对心脑鼻管和高血压病人群有调节机能，解除疲劳

等保健作用。

杏扁 XINGBIAN杏扁杏扁 XINGBIAN杏扁

杏扁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富含蛋白质及脂

肪、维生素、微量元素等，有止咳、润肺、

养颜、生津、促发育、抗衰老的功效。

伏花椒 FUHUAJIAO伏花椒伏花椒 FUHUAJIAO伏花椒

伏花椒主要产自山区，是纯天然绿色有机食品。以

其麻味充裕，香气浓郁而名冠四海。其本身除含有

大量的芳香油外，还含有柠檬稀，固醇化等。是家

庭、宾馆、餐宴的上乘佐料。还可作为衣物、粮食

的防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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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野三坡四日度假精品路线

Day1

Day2

Day3

Day4

08:30

08:30

08:30

08:30

客源地——野三坡——百里峡

鱼谷洞——《火秀》演出

白草畔——龙门天关——篝火晚会

百里峡艺术小镇——智慧景区——野三坡漂流——温馨的家

NO.2

野三坡四日度假游精品路线

Day1

Day2

Day3

Day4

08:30

08:30

08:00

08:30

客源地——野三坡——百里峡——《火秀》演出

白草畔——龙门天关

鱼谷洞——篝火晚会

东湖港——野三坡漂流——温馨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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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

野三坡3日休闲自助游

Day1

Day2

Day3

08:30

08:30

08:30

客源地——野三坡——篝火晚会

百里峡——漂流—《火秀》演出

鱼谷洞——温馨的家

NO.4

野三坡三日观光跟团游

Day1

Day2

Day3

08:00

08:00

08:00

野三坡——百里峡——篝火晚会

白草畔——鱼谷洞——漂流—《火秀》演出

十渡拒马乐园——温馨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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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 HOTLINE

百里峡景区服务热线：0312-4563519

野三坡景区服务热线：0312-4568945

野三坡家庭旅馆服务热线：0312-4568032

百里峡家庭旅馆服务热线：0312-4563011

24小时投诉热线（北京）：13301296584

温馨提示
REMINDER

+

“

野三坡是一个山村小镇，由好多村庄组成，其中包括

下庄、苟各庄、刘家河、上庄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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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之也是一样。所以处事要以和为贵，

有事多和您所住的酒店旅馆、农家小院的负责人商

量，请其帮助解决。春游来野三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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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些，各方面的价格也相对低一些。

开心之时也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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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骑马时一定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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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丢了东西的人不少。

放鞭炮要注意安全，开沙滩车要注意安全，骑马要注

意安全，划竹排要注意安全，走在路上也要注意安

全，请万事小心，安全第一！全，请万事小心，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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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
TRAIN

野三坡紧邻北京，所以坐火车多从北京前往。以前北京开往野三坡的火车都是从北京南站始发，北京

南站改造完毕后，开往野三坡的火车一律从北京西站始发了。

北京开往野三坡

北京西站——野三坡：6437次，17:45发车，20:29到达野三坡站，参考票价：6.5元。

北京西站——百里峡：6437次，17:45发车，20:44到达百里峡站，参考票价：7.5元。

野三坡返回北京

野三坡——北京西站：6438次，09:33到达百里峡站，12:28到达北京西站。

百里峡——北京西站：6438次，09:20到达百里峡站，12:28到达北京西站。百里峡——北京西站：6438次，09:20到达百里峡站，12:28到达北京西站。

共交路线
PUBLIC BUS

除乘坐火车到野三坡、百里峡外，还有公交线路可以选择。每年5月到10月以及节假日会有一趟北京往

返百里峡的公交专线，运行里程：150公里。

北京天桥公交总站发车时间：07:30至08:30

百里峡景区返程发车时间：17:00至17:30

野三坡旅游直通车票价：38元/人/单程

温馨提示：

天天发车，一站直达，现金购票，刷卡无效。

由石家庄开往野三坡的直通车已经开通，每周二、四、六发车，每周三、五、日返程。全程高速，一站由石家庄开往野三坡的直通车已经开通，每周二、四、六发车，每周三、五、日返程。全程高速，一站

式直达野三坡，往返车费仅88元。野三坡国际旅行社还会免费为大家提供景区介绍、指导游览等服务！

咨询热线：

北京天桥方面咨询电话：010-63037770

野三坡方面咨询电话：400-816-0505



野三坡旅游攻略
TRAVEL STRATEGY

09外部交通
GENERAL SITUATION OF YESANPO

自驾游
SELF-DRIVING

周边城市到野三坡行车线路:

1.北京方向
路线1：G4京港澳高速（原京石高速）——廊涿高速——张涿高速——野三坡

路线2：G5京昆高速——张涿高速——野三坡

2.天津方向
S6津沧高速——G18荣乌高速——大广高速——廊涿高速——张涿高速——野三坡

3.石家庄方向
路线1：G4京港澳高速（原京石高速）——廊涿高速——张涿高速——野三坡

路线2：G5京昆高速——张涿高速——野三坡

4.内蒙古方向
G6京藏高速——拉丹高速——张涿高速——野三坡

5.廊坊方向
廊涿引线——廊涿高速——张涿高速——野三坡

6.沧州方向
保沧高速——G4京港澳高速——廊涿高速——张涿高速——野三坡

7.唐山方向
京哈高速——东六环出口——走东六环——南六环——京石高速——廊涿高速——张涿高速

——野三坡

8.张家口方向
G6京藏高速——拉丹高速——张涿高速——野三坡

9.保定方向
京昆高速——张涿高速——野三坡

10.山东方向
路线1：京沪高速——荣乌高速——大广高速——廊涿高速——张涿高速——野三坡

路线2：京沪高速——德衡高速——大广高速——廊涿高速——野三坡

11.山西方向
京昆高速——张涿高速——野三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