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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八达岭长城———北京最具
沧桑感的赏红叶线路

亮点： 史称天下九塞之一， 是万
里长城的精华和杰出代表， 也是万里
长城向游人开放最早的地段。

概况 ： 八达岭的城体两侧分布
3000余亩红叶林 、 20余万株红叶树 ，
植被覆盖率达到70%， 以黄栌为主的
红叶树， 与元宝枫、 火炬等彩叶品种
构成的红林交相辉映， 美不胜收。 10
月上旬至11月中旬是最佳观赏期。

地址： 延庆区G6京藏高速58号出
口 （延庆区八达岭镇）

门票信息： 普通票： 40元 (4月1
日-10月31日 )。 普通票： 35元 (11月
1日-次年3月31日 )

2.香山公园———北京最有文
化味的赏红叶线路

亮点： 北京城西的制高点，俯瞰整
座城市天际线和秋景的绝佳位置。

概况： 香山园区内植被茂盛， 树
种繁多， 其中， 红叶树种黄栌最具代
表性， 有近10万株。 每年10月中旬到
11月上旬便是观赏红叶的最好季节。

地址： 海淀区香山买卖街40号
门票信息： 淡季 （11月16日-3月

31日 ）， 优惠联票14元 ， 成人票5元 。
旺季 （4月1日-11月15日）， 优惠联票
15元， 成人票10元

3.红叶小镇———北京最潮流
时尚的赏红叶线路

亮点： 小巷里穿梭留影， 定格秋
日温情。 水街摇橹赏红叶， 追忆似水
流年。

概况： 深深浅浅的小巷里， 满墙
泛着金红色的爬山虎 ； 携三五好友 ，
坐着游船赏红叶， 看北方流水人家的
诗意烂漫； 还有那沐浴在夕阳里的长
城， 是摄影师打卡的绝佳胜地。

地址： 密云区古北口镇司马台村
门票信息 ： 古北水镇全票 ： 140

元/人， 优惠票： 80元/人。
司马台长城门票40元/人 （为确

保游客能在计划时间顺利游览司马台
长城风景区， 建议游客提前 24 小时
以上进行网上预约）。

长城索道 ： 单程 90元/人 ， 往返
160元/人， 1.5米以下儿童 (含婴幼儿)
享受半价优惠。

4.浓情坡峰岭———北京最艳
丽最浓烈的赏红叶线路

亮点： 漫山红叶， 装点秋景的瑰
丽， 染红落寞的秋天。

概况： 坡峰岭人少， 顺着蜿蜒的

石道爬上秋风亭， 举目四望， 云雾缭
绕下的坡峰岭身披五彩霞衣， 绚烂夺
目 ， 其梦幻般的色彩让人如临仙境 。
“红叶绿中游， 彩练当空舞”， 红、 黄、
绿、 粉与蓝天、 白云交相辉映， 犹如
条条彩练当空飞舞。

地址： 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
境内西北3公里处

门票信息： 50元/人

5.蟒山森林公园———北京最
绚烂多姿的赏红叶线路

亮点： “深红记忆” 木栈道， 欣
赏大美红叶绝佳路线。

概况： 蟒山森林公园有近86平方
公里的人工林， 是北京面积最大的国
家级森林公园。 山巅有北京最高的仿
古明塔和彩绘长廊,可以远眺京城景象,
近观秀丽山水。 10月中下旬的蟒山是
绚丽多彩的画面。

地址： 昌平区蟒山路2号
门票信息： 30元/人

6.北宫彩叶———北宫森林公
园，北京城南最近的赏红叶线路

亮点： 天观北斗， 地赏北宫。
概况： 北宫国家森林公园3000亩

彩叶林， 如置身秋天的童话中。 这里
不仅有红叶2100亩， 还有900亩的元宝
枫、 黄栌、 火炬、 栾树等， 姹紫嫣红，
色彩斑斓。 此时至11月中旬， 正是观
赏红叶的好时节。

地址： 丰台区大灰厂东路55号
门票信息： 旺季 （4月1日-11月30

日）： 成人票10元。 淡季 （12月1日-3
月31日）： 成人票5元

7. 醉美步道———舞彩浅山，
北京最健身怡人的赏红叶线路

亮点： 集自驾、 山地骑行、 登山

步道 “三位一体”。
概况： 火炬树、 黄栌、 元宝枫、银

杏、 白蜡构成了色彩斑斓的多彩世界。
舞彩浅山的红叶已入观赏期，此处是北
京小众赏红叶打卡地 ， 踏上登山靴 、
带好户外用品， 走进秋天深处。 彩浅
山健身步道， 绵延一百多公里， 划分
出多个区段， 有十来个登山口。

地址： 顺义区S330 (昌金路)
门票信息： 全年免费

8. 野趣盎然———喇叭沟门，
北京最原始生态的赏红叶线路

亮点： 远郊寻野趣， 看到不一样
的原始秋景。

概况： 北京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
占地面积11171.5公顷， 原始次生林7万
亩，红叶热烈、秋色浓郁。 漫游其中的我
们，仿佛误入秋日油画的旅人， 可尽情
感受最为原始而神秘的天地大美。

地址： 喇叭沟门满族乡孙栅子村
西300号

门票信息： 36元/人

9.红螺寺———北京最清新脱
俗的赏红叶线路

亮点： 绝尘脱俗， 感受遗世而独
立的金秋。

概况： 在山水环抱之中， 这里也
藏着别样精巧的北京秋景， 着一件中
意霓裳， 带着满心的虔诚来红螺寺进
行一场和秋天的相遇。 任寻一条景区
设置好的登山步道， 远看红螺寺景区
600多公顷的彩木交织。

地址： 怀柔区红螺东路2号
门票信息： 54元/人

10.云端赏秋———云蒙山，
北京最浪漫痴情的赏红叶线路

亮点： 7公里山路， 近距离感受静
谧秋色。

概况 ： 云蒙山有 “北方小黄山 ”
的美称， 最值得打卡的地方当属云蒙
山索道， 长度2534.9米， 爬升高度620
米， 单程最快运行速度8分02秒， 搭乘
索道而上， 如漫步云端， 山中好景尽
收眼底。

地址： 北京市密云区石城镇大关桥
处

门票信息： 80元/人

10月25日起， 国航将开通上海
浦东-西宁-乌鲁木齐往返航线，同
时加密成都-乌鲁木齐往返航线 ，
丰富疆内外游客秋冬季出行选择。

国航乌鲁木齐营业部介绍， 此
次新开的上海浦东-西宁-乌鲁木
齐 CA8165/6往 返 航 班 ， 由 空 客
A320机型执飞 ， 每日一班 。 航班
于北京时间16时35分从上海起飞，
20时05分到达西宁曹家堡国际机
场， 20时55分从西宁起飞， 23时35
分到达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
次日9时15分从乌鲁木齐起飞， 11
时40分到达西宁， 12时25分从西宁
起飞， 15时05分到达上海浦东国际
机场。

同时， 国航加密成都-乌鲁木
齐CA4157/8往返直飞航班 。 该航
班是在成都-乌鲁木齐每日原有三
个航班基础上进行加密的。 自此，
成都-乌鲁木齐航线每日四班往
返， 时刻覆盖早中晚。

截至目前， 国航在新疆已恢复
10个通航点， 分别是乌鲁木齐、 库
尔勒、伊宁、阿克苏、和田、喀什、 克
拉玛依、 石河子、 哈密、 库车。

（郝玉 关俏俏）

■旅游资讯

国航加密开通航班线路
助力新疆秋冬季旅游

近日， 十堰市人民政府与华强
方特集团签订合作协议， 投资51亿
元在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建设中华
传统文化园项目。

项目选址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
石家庄村张家湾林场 ， 占地面积
1000亩， 总投资51亿元， 其中主题
乐园投资31亿元， 园区外配套建设
投资20亿元。 项目将充分遵循生态
优先理念， 以 “儒、 释、 道” 思想
的精华为创意设计核心， 深入挖掘
历史经典、 文化故事、 艺术成果，
依托华强方特强大的创意能力和科
研实力， 综合运用主题乐园行业前
沿科技 ， 建设 “生态 、 文化 、 科
技” 深度融合的山区现代生态文化
示范园区。 （华为）

西藏将延续第三轮
“冬游西藏”活动政策

从今年10月15日开始， 西藏第
三轮 “冬游西藏” 活动政策将延续
至12月31日。 除寺庙景区外， 全区
国有3A级 （含3A级） 以上景区免
费游览， 国有3A级以下和非国有A
级景区在淡季价格基础上减半。

据了解， 西藏在藏历新年、 工
布 新 年 、 冰 川 雪 山 等 经 典 旅 游
精品基础上 ， 不断丰富冬游西藏
特色产品， 进一步培育好 “旅游+
康养” 新业态， 全力打造旅游体验
新模式。 （新华）

总投资51亿元
华强方特主题乐园落户武当山

寻秋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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