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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行时间  每年的 4 月～ 10 月，这是华山

的旅游旺季。农历三月十五日是朝山日，会有盛大

的庙会和庆祝活动。

华山日出时间

春季：5:00 ～ 6:00 夏季：4:30 ～ 5:20

秋季：5:00 ～ 5:20 冬季：6:30 ～ 7:30

华山四季景色多变，不同季节可欣赏到“云华山”、

“雨华山”、“雾华山”、“雪华山”。春季干燥，

可以看到云海，夏季雨多但转瞬即晴，秋季晴多雨

少，冬季常有雾雪且山路艰险难行。

华山从山麓到山顶，气温成直线递减，年平均气温

较低，只有 6.8℃，年温差也偏小，仅为 18.8℃。

山上多风，而且夏季湿气较重。在登山前，最好备

几件御寒衣物（即使在夏季也是如此），还可随身

携带一件轻便塑料雨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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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速览
西岳华山位于陕西西安以东 120 公里的华阴市，古称太华山，海拔 2160 米，北临坦荡的

渭河平原和咆哮的黄河，南依秦岭，是秦岭支脉分水脊的北侧的一座花岗岩山。

华山五峰中以东峰（朝阳）、西峰（莲花）、南峰（落雁）三峰较高：东峰是凌晨观日出的

佳处，西峰的东西两侧状如莲花，是华山最秀奇的山峰，南峰落雁是华山最高峰。三峰以下

还有中峰（玉女）和北峰（云台）两峰。玉女峰相传曾有玉女乘白马入山间。云台峰顶平坦

如云中之台，著名的“智取华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华山的名胜古迹也很多。庙宇道观、亭台楼阁、雕像石刻随处可见，华山上比较著名的古迹

有玉泉院、真武宫、金天宫（白帝祠）等景点。华山以北 7 千米处的西岳庙是古时祭祀西岳

华山神的庙宇。

华山索道全长1550米，从山脚沿当年“智取华山”的小道上空飞架，直达北峰，落差近800米，

穿行在绝壁峡谷之间，蔚为壮观。这使不同年龄、不同体质的中外的游客都能领略到华山之美。

Introducing Mount Hua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MOUNT HUA华山 更新时间：2014.06

华岳仙掌：大自然造就的“巨灵神掌”，奇瑰壮观，位居“关中八景”之首。

长空栈道：华山著名险道之首，是对勇气的绝大挑战，征服长空栈道足以自豪一生。但是切

记量力而行，如果体力和胆量没有十足把握，请不要轻易涉险。

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从古至今都大名鼎鼎的登华山唯一“一条路”。

博台·下棋亭：孤峰独亭，三面临空，与东峰仅有著名险道“鹞子翻身”相连。登临此处即

有身心俱旷、天地悠悠之感，待云升雾起时更有如海上仙岛，忽隐忽现，令人欲乘风归去，

飘飘欲仙。“自古华山不纳粮”、“赌棋输华山”的故事也发生在此。

鹞子翻身：华山著名的险道之一，游人经行时，须如鹰鹞一般左右翻转身体才可通过，故得

此名。是通往博台·下棋亭的唯一路径。

特别推荐 Special

华山



华山旅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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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 体验“奇险”，登览“天下第一山”

西岳华山于渭河平原上拔地而起，像一块囫囵大石四面被刀削斧凿一般，

山势雄伟，奇峰突起，前濒黄河，后接秦岭。千百年来，华山始终以其

险峻雄奇闻名于天下，素有“奇险天下第一山”的美称。

智取华山路开辟之前，华山只有一条十分陡峭的道路可以通到山上，人

们常用“自古华山一条路”来形容其险要，这决不是夸大之词。一路行

去必经诸多绝险要道，可饱赏华山之险。

山上还有凌空架设的“长空栈道”、三面临空的“鹞子翻身”。亲临其境，

其鬼斧神工令人不胜惊骇，叹为观止。山上还有众多的古建筑，每当云

雾飘渺之时，庙宇亭阁点缀着山巅峰谷，使游人有身临仙境之感。一代

武侠宗师金庸先生有感华山的仙气、灵气，而且更是推崇华山之奇险，

于是把武侠小说中的最高境界的比武选在华山之巅进行。

华山的无限风光尽在这“奇险”二字中，所以单纯看景并不是游览华山

的精华所在。只有亲自徒步攀爬山峰，走过所有的险道，再站上极顶，

举目四眺，观赏与奇险相映相衍的秀美山姿，方有险踩脚下、豪气顿生

之感。若能碰到山谷中雾气升腾、云海翻滚之时，所有的险峰山道都若

隐若现，不由会觉得自己处于天外孤岛，缥缈临仙。因此每年都有无数

的游人，像朝圣般不顾艰险，奋力攀登，只为体验这“奇险天下第一山”

带来的无穷斗志与乐趣。

华山 胜似蓬莱

★ 华山上的挑山工

西岳华山最高海拔 2160 米，素有“奇险天下第一山”之称，“自古华

山一条路”更是蜿蜒险峻，危崖仄道众多。游客在登山途中，经常能看

到挑山工的身影。这些默默无闻、其貌不扬的挑山工，长年累月行走在

山路上，用最原始的肩挑手扛，把各种商品和物资运送到山上。

爬过华山的游客恐怕都有体会，很多处山路人们都得手脚并用才能顺利

攀登，还有的险道看一眼都会胆战心惊、两腿发软，待爬上去之后已是

大汗淋漓；如果再徒步下山，浑身都要酸痛一个星期，双腿甚至会疼到

难于活动。但这些挑山工不仅每日都要上下华山，而且还是挑着几十斤

的货物。还有的挑山工为了节约时间，更是担着物品从坡度更加陡峭的

智取华山路上山。

各个峰顶上的宾馆、旅舍、店铺，以及沿途的小卖部，所用的物资和出

售的商品，至今全部是由挑山工运送，包括建筑材料，煤、柴油、煤气

等燃料，电器，各种食物，以及运送难度很大的冷饮，甚至还有饮用水。

虽然缆车也有运送货物，数量却极少，绝大部分还是靠人工搬运；而且

缆车运送到北峰，要输送到其他各峰仍然路途艰难。

挑山工上山运送一趟货物通常只能拿到三四十元钱，却踏踏实实一步一

个脚印地挣着这样的良心血汗钱。但是他们也很乐观，背着重担走山路

的时候脸上经常挂着笑容，休息的时候有人会吹起笛子，高兴时还会随

口唱起山歌。他们也是华山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 观西岳险峰峻岭，巨石天成

明末公安派大师袁宏道《华山记》中写道，天下名山均以其山石之态而

成名，但其山石都不能多于表层泥土，而华山不然，“华之骨，如割云，

如堵碎玉，天水烟云，杂然缀壁。”这便是华山一大特色：表里皆山石，

巨石雄峰突拔于渭水平原。

华山是由一块完整硕大的花岗岩体构成，所以山上奇峰、怪石遍布，全

山景色具有层岩挺立、嶙峋险峭的大气磅礴之美感。《山海经》载：“太

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而华山登山道路更是完全从巨岩

危崖上一阶一阶硬凿出来的。华山的这些特质使其在天下众多名山中独

具特色，险冠五岳之首。

华山登山注意事项

1、华山观日出最佳峰——东峰，观日落最佳峰——西峰。旺季观日出的

人很多，注意提早攻占有利位置。

2、最好自带食品，因为山上餐馆里的饭菜价格不菲，而味道并不见得的

有多好。另外，华山上饮用水比较缺乏，所以别忘了再多备几瓶矿泉水。 

如果夏天上华山，最好晚上上去，可以看到日出，而且晚上会稍凉爽一些。

3、山顶温差比较大，注意带好衣物。夏天最热的时候，自己带件长袖单

衣就可以了，其他时间可以在上面租军大衣。租军大衣的地方在观日台

都有。

4、月夜的华山，自然有其朦胧和峻秀的独特结合，但千万不要一边观赏

夜色一边走路。遇有分叉路，注意看看台阶上有没有标示，或者就随大流，

起码不会迷路。

5、旺季时最好应尽早下山，因为下山要经过只能两三人并排走的金锁关。

6、虽然山上有垃圾桶和清洁池，但还是建议大家自备塑料袋把这些垃圾

装下山，因为那些垃圾最后还要靠工作人员一处一处清理，担运下山。

如果做不到自己带下山，那么起码请把垃圾丢入垃圾桶和清洁池，绝对

不要随处乱扔，尤其是扔到山下！

7、山上的厕所不是很多，建议合理安排，并注意社会公德。

Sights景点
liben1985  1、自助游是必须的，跟团的话日出日落没希望了，云海基

本没希望了，上山下山的时候路人甲乙丙丁太多，而且整个行程仓促，

想要一口气转完东西南北中五峰，你还是准备跑步前进吧； 2、华山必

到的景点：东峰（观日、鹞子翻身、下棋亭）；南峰（峰顶、南天门、

长空栈道、拜公松）；西峰（从南峰过去的那条路，峰顶靠近杨公塔的

一个突出的悬空石头）；纪念亭（除非你会飞，否则必须经过）；百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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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千尺幢（不敢尝试长空栈道的话，这里也算是一大挑战了）。 3、时

间上的安排： 上山：最好选择下午 3-4 点由玉泉院出发（上午可以选择

游览西岳庙，华山门票已含），天黑前登顶北峰，休息至天黑，开始体

验夜登苍龙岭，直至五云峰饭店 or 东峰饭店），借宿。 游览：4-5 点起

床，至东峰观日，然后争取上午云散前游览南峰、西峰，也可避开旅游

团，想去中峰的最后再去。 下山：经金锁关到纪念亭。如果体力不支，

选择索道下山；体力尚可，选择智取华山道；体力无极限或者纯属自虐，

又对上山体验意犹未尽的，直接自古华山一条路。

玉泉院

玉泉院是华山道教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游客从华山峪游览华山的必经

之地。玉泉院的大门是在原址上按照历史记载修建的，为明柱挑檐式建

筑。大门的近上方悬挂着郭沫若题写的匾额“玉泉院”，苍劲有力。大

门前边路旁高大杨树，为当年冯玉祥驻军时亲手栽植。玉泉院绿荫蔽天，

回廊曲折，历来登华山的游客多先在此歇脚，随后出发登山。

传说玉泉院是五代时陈抟老祖所建。在当地还流传着几句俗谚：“山是

道家山，树是皇王树，华山不纳粮，不得乱砍树。”原来当年陈抟老祖

与赵匡胤对弈华山，赵匡胤将华山输给陈抟，又免其赋税，自此有许多

方术道士来此修行。华山上 72 个半悬空洞就是当年道士们的修行之所。

道教教义讲究施法自然，以云气为粮，白云为屋，清风为驭，日月为灯，

如今华山上的道士也是以此来修行的。

玉泉院为园林建筑，背依华山，四周古木参天，院内有一泉，泉水甘甜清冽。

相传唐朝金仙公主在山上镇岳宫玉井中汲水洗头，不慎将玉簪掉入水中。

返回玉泉院后，用泉水洗手时无意中找到了玉簪，方知此泉与玉井相同，

于是赐名此泉为玉泉。玉泉院因此得名。

玉泉院内部分景点：石舫、无忧亭、山荪亭、无忧树、玄峡、希夷洞、希夷祠、

汉神医华陀墓碑

地址：华阴市玉泉路最南端华山脚下。

费用：门票：持华山大门票免费游览。

飯團營長 夜袭华山 玉泉院前的大广场

苍龙岭

登上华山北峰，再向南折，经擦耳崖，过上天梯，便有一长岭呈现眼前。

它莽莽苍苍，笔直插天，好像苍龙腾空，所以被称为“苍龙岭”。此岭

上的台阶只有 2 尺多宽，两旁万丈深壑，势陡如刀削斧劈。岭脊上下高

差约 500 米，坡度在 45 度以上。在这里遥望青松白云，耳听风声大作，

令人心惊目眩。游人到此，莫不惊叹。

苍龙岭原来虽有修凿，但仍很危险。解放后，将原岭龙脊凿平加设栏杆，

1985 年又下凿尺许，才将岭道拓宽。1997 年为解决因游人多而发生堵

塞现象，华山管理局又在苍龙岭东边加修了一条复道，旅游旺季时两条

路一上一下，确保安全。

若是夜晚登山，遥望苍龙岭，只见到远远无数灯点排成笔直一线，斜向

天际，慢慢向上移动，是游人打着手电或头灯在岭上攀登，看去宛如登天。

iben1985 远望苍龙岭的紫色魅影，灯还是有点颜色

东峰（朝阳峰）

东峰又名朝阳峰。海拔2090米，峰头斜削，绝壁千丈，山势壮丽，古松参天。

上有朝阳台为东峰绝顶，登临而上，可以观云海日出。每当晴天破晓之际，

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照耀着华山和周围许多如削如切的山峰，景色瑰丽。

东峰上有华岳仙掌、杨公塔等景点。

杨公塔：在东峰的北端。1931 年春，杨虎城游览了华山，下山后对游华

山诸景赞不绝口，杨家老夫人听后对游华山也表示了极大兴趣。于是杨虎

城着手整修山路，于险处皆加索置栏。秋后陪同母亲登临太华览胜。为了

纪念此游，杨于南峰（落雁峰）上修亭一座，人称杨公亭；并在东峰、西

峰各建塔一座，称为杨公塔。东峰塔为四面，东面有杨虎城亲笔书写的“拓

迹巍峨”，南面是“高掌远跟”，北面是“万象森罗”，西面是“众山之长”。

波波男 东峰景色

华岳仙掌

仙掌崖在华山东峰，是指东石楼峰的面东崖壁。大自然的风剥雨蚀在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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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上造化了一面手掌形石纹，高数十米，五指分明，形象生动逼真，人

称“华岳仙掌”。因景色奇瑰壮观，被列为陕西的“关中八景”第一景。

华岳仙掌最宜从远处观赏。进潼关入陕西眺望秦岭，首先看到的就是它。

每适明朗的早晨，掌印如镀赤金，巍然矗立，光彩壮丽，观赏者无不叹

为观止。今华山五云峰路口有观掌台，护以石栏铁索，为游人观掌提供

了方便，游人也多于此摄影留念。 但是在登山途中、五云峰等处虽可近

观仙掌，但效果不如远观。

相传汉武帝当年来登华山时，因感叹巨灵神的功德，在华山下建造了巨

灵神祠。史书又记载，唐垂拱元年 (685)，华阴县令因慕仙掌之名，也想

借仙掌之名宣传华阴，曾提议把华阴县名为仙掌县。

华山小常识

古人有许多吟咏仙掌的诗文赋记，表达对此自然奇景的赞美。唐王维的

《华岳》吟道：“昔闻乾坤闭，造化生巨灵。右足踏方止，左手推削成。

天地忽开坼，大河注东溟。遂为西峙岳，雄雄镇秦京。” 唐诗人刘象

也有《咏仙掌》诗一首：“万古亭亭倚碧霄，不成奇刻不成招。何如掬

取天池水，洒向人间救旱苗。” 据说刘象后来因此诗而名大振，被人

称为刘仙掌。此外，唐喻的《仙掌赋》、关图的《巨灵擘太华赋》等都

是佳作。

在南天门外，是华山著名险道之首“长空栈道”。栈道路分三段，出南

天门石坊至朝元洞西，路依崖凿出，长 20 米，宽二尺许，是上段；折向

下行，在崖隙间横贯有铁棍，形如凌空悬梯，游人须挽索逐级而下，称

之“鸡下架”，是中段；西折为下段，筑路者在峭壁上凿出石孔，楔进

石桩，石桩之间架木椽三根，游人至此，面壁贴腹，脚踏木椽横向移动

前行。

沿长空栈道行十余米，有一大石洞，名为“朝元洞”，洞内有塑像。从

洞口沿栈道直下，西折乃为“九节臬臬椽”，长六七丈，宽不足一尺，

是用九节木椽搭成的。因山高气爽，气候多变，即使换上去不久的椽也

会像朽木一样，故称“臬臬椽”。此处望之森森，登之危危。

过臬臬椽，有一石庄，高三四尺，粗尺许，名“定心桩”。过桩便是一

石洞，名“贺祖洞”。在洞的西南半山上，有一倒坎绝崖，上刻“全真崖”

三字，每字三米见方，其字古朴刚劲，刻工精湛。此崖上不着天，下不

着地，悬空向里，古民间曾有“不是神仙谁能凿”之说，让人不得不信，

又难以置信。如今常有游客将华山与金庸小说中的事物对号入座，因此

绝壁上的“贺祖洞”被认为是华山派剑宗风清扬的隐居之地。

长空栈道的故事

长空栈道是元代陇西贺元希来华山时所凿。初来时，住在山外的“全真观”

里。因为那里接近红尘，不便于羽化成仙，又在南峰开凿“朝元洞”。后来，

觉得这里也不好，又开“贺祖洞”。凿洞必先开道，所以这里的一切全

是这位开山元勋和他的徒弟们干出来的。他在华山用于开道、凿山洞的

时间就有 40 年，所以，后人把他尊为华山的第一位神来供奉，并有许多

神话故事流传。直到现在游客在登上华山赏玩之时，也还有些险道不敢

去走，可见贺元希当初开道、凿洞之艰辛。

费用：长空栈道处有出租安全绳的服务，30 元 / 人次；出于安全考虑，

要涉险必须使用安全绳。

此处真实发生过游客因为害怕而心脏病发作坠落而亡的事件，请

健康有状况的游客不要轻易尝试！

北峰（云台峰）

北峰海拔 1614 米，为华山主峰之一，因位置居北得名。北峰四面悬绝，

上冠景云，下通地脉，巍然独秀，有若云台，因此又名云台峰。唐李白《西

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诗曾写到：“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

白帝金精运元气，石作莲花云作台。”

北峰是登临其它四峰的要冲，高虽不及其它几峰，但山势险峻非常，三

面绝壁，只有一条山岭通向南面，形势十分险要，是易守难攻之地。“智

取华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1949 年，国民党残部想借华山北峰之险

负隅顽抗，解放军在老乡指点下，用竹杆和绳子等工具从绝境处登上北

峰，从而全歼华山守敌。北峰顶上还有道观真武宫，倚山而建，造型别致，

风景宜人。

北峰绝顶处有一平台，是远望华山三峰和苍龙岭全景的好地方。峰腰树

木葱郁，秀气充盈，是攀登华山绝顶途中理想的休息场所。1996 年开通

的登山缆车上站就在北峰东壁。

自由子 华山北峰

南峰（落雁峰）

南峰海拔 2160.8 米，为华山最高峰。南峰一峰二顶，东顶松桧峰，因

长有许多松桧树而得名。西顶落雁峰，即南峰极顶。据说由于山太高，

大雁到这里也飞不过去，必须在此歇息，故取此名。登上南峰，极目四眺，

众山皆在脚下，俯瞰黄土高原、渭河平原，黄河、泾河、渭河皆收眼底，

令人颇感豪情满怀。北宋名相寇准曾赋《华山》一诗：“只有天在上，

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

南峰顶上有老君洞，相传道家始祖老子隐居于此。南峰顶最高处的岩石

上有“真源”两个大字，此外南峰上还有老子峰、炼丹炉、八卦池，这

些景点都与老子的传说有关。老君洞北有太上泉，东流涧下，今称“仰

天池”，泉水终年碧绿。在其东面崖下有“南天门”石坊。南峰上还有

明代建造的金天宫，又名白帝祠，供奉的是华山神少昊。金天宫后边的

松林中有一水泥亭子叫杨公亭，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于 1931 年

上华山时所建，亭座上刻有杨虎城华山游记。

避诏崖

避诏崖在华山南峰南天门西北。这里东西两岩相对，中间形成槽沟，东

岩前倾悬空如覆，岩壁布满石窝状蜂巢。岩腹间凿一长方形石穴，面积

约 3 平方米。洞口通西岩架独木为桥，抽去独木无法进入洞中，洞额镌

刻“避诏崖”三字，相传是陈抟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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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台·下棋亭

东峰东南侧有一座孤峰，峰顶平坦，是为博台。台上面积约数平方米，

三面临壑，与东峰仅一刀形山背相连。云雾天气如海上仙岛，忽隐忽现，

非常神奇。华山著名险道鹞子翻身即为东峰通往博台的必经道路。

古时，因站在东峰望博台，见台上有一块方石，其上凸凹不平状若棋局，

故人称棋石。宋代以后，因台上筑有亭，又多称下棋亭。现在博台上建

有石亭，亭中有一石桌，桌上相传是当年赵匡胤与陈抟下棋时的残局，

桌旁有四个石凳。

传说故事

据载，在汉代以前，游人便从东侧的黄甫峪开始爬山，先登上“博台”，然

后由这里过“鹞子翻身”，然后游览华山各峰。韩非子曾记载过秦昭王令工

施钩从这里登山的情景。 相传汉武帝时，卫叔卿修道于华山，武帝命使臣

及其子度世到华山去召还，见叔卿与几个人博戏于石上，因而又名“博台”。

波波男 下棋亭

鹞子翻身

鹞子翻身是从东峰到下棋亭必经的一段绝壁险道，为华山著名的险道之

一。其路凿于上凸下凹的倒坎悬崖上，下视唯见寒索垂于凌空，不见路径。

游人至此，须面壁挽索，以脚尖探寻石窝，交替而下，其中几步须如鹰

鹞一般左右翻转身体才可通过，故得此名。现在鹞子翻身险道全面整修，

凿深了脚窝和石阶，多处更换了铁索，要下峰探险相对容易了一些。

费用：鹞子翻身处有出租安全绳的服务，30 元 / 人次；出于安全考虑，

要涉险必须使用安全绳。

●  此处并非登山必经之路，胆量和体力没有足够把握的游客观望

一下景色即可，没有必要一定下峰游览。另外，健康上有状况的

游客请勿轻易涉险。

●  鹞子翻身提供照相服务，30 元 / 张，建议如果选择照相服务的

话要说清楚照几张，否则会给你多照。

中峰（玉女峰）

中峰居东、西、南峰中央，略低于三峰，海拔 2042.5 米。本是依附在

东峰西侧的一座小峰，古时曾把它算作东峰的一部分，今人将它列为华

山主峰之一。峰上林木葱茏，环境清幽。峰头有座道舍，名为“玉女祠”，

传说是春秋时秦穆公女弄玉的修身之地，因此峰又被称为玉女峰。

史志记述，秦穆公女弄玉姿容绝世，通晓音律，一夜在梦中与华山隐士

避诏崖在宋代前本无其名，史志记是古代隐遁之士藏匿珍贵典籍的地方。

《华岳集》记述北周时道士焦道广曾在此隐居。自宋代著名隐士陈抟在

此躲避朝廷征诏之后，方得此名。

岩下道路是南天门通向南峰巅的必经之道。古时狭窄陡峭，崖下每年积

雪时间较长，路滑多险，现在已经开凿石阶，整修加固。

避诏崖典故

陈抟，字图南，熟谙诸家学说，才华横溢。宋太祖、宋太宗多次降诏召

他入京辅政，都被婉言谢绝。为逃避烦扰，陈抟躲进这三面悬空、无路

可达、仅容一人的崖龛中静修不出。后陈抟感念宋天子的恩德，在这里

写了一封奏折婉言谢绝。宋太宗明白紫袍金印无法打动这位世外高人，

只好作罢，赐陈抟号为希夷先生，取意其追求高远博深，无从感知。

西峰（莲花峰）

华山西峰海拔 2082 米，又因石叶如莲瓣覆盖峰巅，故又名莲花峰。西峰

东南陡坡下松柏苍翠，清泉如琴。峰南沿着山脊岭有一条通道与东峰相通，

长300余米，一面为绝壁，一边是斜坡，也是华山险道之一。西峰景观很多，

可以看到翠云宫、斧劈石、摘星辰、舍身崖、巨灵足、杨公塔等。

斧劈石：在西峰上，是华山著名的奇石胜景，因“沉香劈山救母”、“宝

莲灯”的神话传说得名。

斧劈石踞峰巅，高一丈余，长数丈，拦腰裂为三段，如同斧劈。石下与

峰头形成空洞，仅可容一人伏身爬入。进洞仰卧上观，可见顶端凹凸不平，

似一妇人躺卧后留下的痕迹，腹乳压痕清晰可辨。史志对此奇异多有记述。

石上有“劈山救母”的摩崖石刻。

翠云宫：为西峰上的主要建筑，也是山上唯一保存完整的一所建筑。它

为两层四合院形式，前殿作为旅社，西殿为工作人员住宿办公之用。东

殿是解放前《智取华山》时，伪保安六旅旅长韩子佩逃上华山后，以西

峰为指挥部，他本人和主要人员就住在东殿的房间里，现在还有他住过

的大床及用品。后殿供有三圣母像。

斧劈石的北边有一巨石名“摘星石”，寓意在此处伸手即可摘星，所以

这里石刻有“青天在握”、“高可留云”、“独立振衣”等。明清时期，

王来宾游山至此，留下的《摘星石》诗曰：“我来共上摘星石，奇石凌

峰应上台。举手欲摇星斗近，云堆石下即蓬莱。”西峰的西北面，直立

如刀削，空绝万丈，人称“舍身崖”，又名“守身崖”，有摩崖石刻的

大字。最北边是杨虎城 1931 年来华山时建的杨公塔，塔身六面，分别

书有“一览众山小”、“造化钟神秀”、“俊拔在寥廓”、“西镇何崇穷”、

“如此方为岳”。

波波男 西峰风景 斧劈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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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史笙箫和鸣，互为知音，后结为夫妻，由于厌倦宫廷生活，双方乘龙

跨凤来到华山。中峰多数景观都与萧史弄玉的故事有关。如明星玉女崖、

玉女洞、玉女石马、玉女洗头盘等。玉女祠建在峰头，传说当年秦穆公

追寻女儿来到华山，一无所获，绝望只好建祠纪念。祠内原供有玉女石

尊一尊，另有龙床及凤冠霞帔等物，后全毁于天灾人祸。今祠为后人重建。

峰上还有石龟蹑、无根树、舍身树等景观，都有与其相关的传说趣闻。

行行 中峰美景

食宿：现在中峰上建有旅社，有游人接待站等设施，是游客登华

山的主要休息处之一。

云梯

云梯在中峰北面，于 1984 年凿辟，是从引凤亭经东石楼峰通往东峰的

一段捷径，成为华山一处新的险道。

云梯高十余米，与地面垂直呈 90 度角，中上部外突，呈倒坎崖之势。梯

上置悬索三条，游人挽索而攀，身体无法贴近崖壁，因而随索摆动，心

旌神摇，如同云驾雾，故名云梯。云梯的开辟，既缩短了自中峰登东峰

的时间，又增加了游人履险的兴趣，开通以来，许多游客都愿在此攀登，

一试身手。云梯旁架有金属制的人工楼梯复道，方便游人上下。

攀登云梯需要臂力较好，因为中段崖壁隐隐有大于 90 度之势，

腿脚不易用力，主要靠手臂的力量攀登。如果上到中段才想放弃

攀爬，原路下去会更加困难，只有努力攀顶。

o 宠辱不惊去留无意 o 华山论剑

自古华山一条路

“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华山峪”登山道，包括了自古

以来华山唯一登山道上的沿途各景点，连起来就是通常所说的“自古华

山一条路”。

登华山最大的乐趣即为登山本身，一边克服种种山路的艰险，一边移步

换景观赏沿途风光，所以这条经典的登山路线至今仍然是登华山的最佳

选择。

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黄甫峪的“智取华山路”凿通之后，华山才有了第二

条登山道。

从山下至山上的登山路线为：玉泉院→五里关→莎萝坪→毛女洞

→青柯坪→回心石→千尺幢→百尺峡→老君犁沟→北峰→擦耳崖

→苍龙岭→五云峰→金锁关。到达金锁关后，才可上中峰游览，

并以环线游览东、西、南三峰。

自古华山一条路——沿途景点

回心石

由青柯坪东折，跨石拱桥、绕东道院，沿阶约行 1 公里，悬崖绝壁就挡

住了去路。在千尺幢的下端，“回心石”便迎面突现。这里道路十分险要，

不少游记中都有关于“游太华山者，往往至青柯坪而止”的记述。

旧时从玉泉院到青柯坪的华山峪道并未整修，行走艰难，攀登华山的游

人能走到这里已然不易。而到此后，再往上行走山势只会愈加险恶，便

有一些意志薄弱者不敢前进，回心转意，视险而归。正因为如此，古人

又在附近四周的悬崖上刻写着“迈进”、“余勇可贾”、“英雄进步”、“脚

踏实地，步步留神”等激励话。所以回心石是华山对一个人意志的检验。

在这里是继续上山，还是折身转回，每个人都要做出选择。现在华山道

路几经拓宽、平整，从玉泉院到此已经不算困难，但回心石仍然是华山

之险的一个见证。

回心石的传说

相传，元代陇西人贺元希在华山修道时专门开凿石洞，他凿成一个，被

别人强占一个，最后他不得不带着他的两个徒弟在南峰下长空栈道为自

己凿石造室。当开凿“朝元洞”时，需用绳将人身缚住，悬在空中艰难

地作业。两个徒弟便在峰巅垂绳，他在下边日夜凿洞。徒弟随师日久，

以为师傅的本领只会凿洞，跟他学不到什么。于是他们便生歹意，将绳

砍断让师傅坠落山崖，企图将师傅的尸体丢在洛南商州。 之后他们匆忙

奔下山去，另投新师学艺。万没想到，当跑到“回心石”时，突然发现

贺元希却从山下迎面而来。他们大吃一惊，跪下求饶。于是三人又回到

南峰继续凿洞，修炼道功。后人便将二徒表示回心转意的地方叫“回心石”。

千尺幢

游人过回心石后，即是进入华山以来的第一条真正险道——千尺幢和百

尺峡。

千尺幢是在山崖极陡处开出的一条小路，盘旋于悬崖峭壁之上。有石阶

370 余阶，每级石阶的宽度只容勉强侧放脚掌，道路宽度只能容纳一个

人上下。游人需手握铁索，手足并用，沿陡峭的山路攀登。千尺幢形如

裂隙，四壁直立，凿石为梯，游人经此，如同穿行井中，上有青天召唤，

下有山风催促，向上看为一线天，往下望如深井。到达幢口攀出井外，

顿有超尘脱俗之感。

出口名曰“天井”，若用铁板将出口盖上，则登山道路完全断绝，无路

可走，为“自古华山一条路”的一处验证。直到“智取华山路”开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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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以不经过此处而登上北峰。这里的崖壁上刻有“太华咽喉”、“气

吞东瀛”等赞美之语，形容其山势确实像咽喉一样险要。

百尺峡

过千尺幢，马上就是百尺峡，虽没有千尺幢那么长，仅 46 米，石阶 91 级，

但仍是华山天险之一。这里势危坡陡，石壁峭立，通道狭窄，且有悬石，

摇摇欲坠。游人至此都心惊胆颤。明顾端木有诗状其险曰：“幢去峡复来，

天险不可瞬。虽云百尺峡，一尺一千仞”。

千尺幢、百尺峡的台阶都是从明末清初凿的，民国时几经加固，解放后

又多次修整。一九八五年又凿为复道，游人上下各行其道。

老君犁沟

从群仙观上行，便是“老君犁沟”。传说，这里原来没有路，是老子李

耳驾青牛用铁犁开的，形如耕地时留下的犁沟，故被称为“老君犁沟”。

事实上，山沟是山水长期冲蚀而形成的。

“犁险于幢，幢险而犁突。”这是对老君犁沟的描写。老君犁沟是夹

在陡峭石壁之间的一条沟状险道，深不可测，有石阶七百五十多阶。

传说太上老君见此处无路可通，就牵来青牛一夜间犁成这条山沟。至

今在西侧的崖上仍有石沟，赫然若犁槽。在北峰擦耳崖前有卧牛石，

旁边的对联值得品味：“天上本无稼穑事，莫怪闲卧；世上还多不平山，

切莫歇鞭”。

当初，人们上下华山便是从犁沟两旁的石窝爬行的，至今人们还可看到

犁沟两旁的石窝。当地流传说：“千尺幢，百尺峡，老君犁沟慢慢爬。”

这里同千尺幢、百尺峡一样，是登华山的必经险道之一。现在，已在犁

沟的右上方，凿成 271 个石级，两旁铁链下垂，行走较为安全。

擦耳崖

从北峰往南走，便开始登上攀爬主峰的道路。距北峰不远处是“仙人砭”，

与“仙人砭”相连的就是“擦耳崖”了。这里一面是向外凸出的悬崖绝

壁，一边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游人行至此处，唯恐被山势逼下悬崖，

需身体紧贴崖壁慢慢侧身而过，道路紧仄之处更是岩壁擦耳，连脸面都

蹭在崖壁上才走得过去。

袁宏道曾有诗描写擦耳崖之险：“逋客时时属耳垣，倚天翠壁亦可言。

欲知危径欹危甚，看我青苔一面痕。”形容经过这里不仅要贴崖擦耳，

甚至脸皮都沾上了青苔。现在擦耳崖的道路已修整，宽处可走两人。但

是到了最逼仄的地方，仍然可以感受到当年的擦耳之险。擦耳崖周围摩

崖石刻很多，像天然的书法屏障。

鸿森盛世 擦耳崖

五云峰

五云峰在苍龙岭上，金锁关下，位置居东、西、南、北四座主峰中央，

古时也曾称为中峰。五云峰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峰头，西面下临深壑，崖

壁陡峭，东面较平缓，是攀登东、西、南三峰的必经之地。峰上攀山道

路千折百回，路两边青松成林，风景秀丽。每当深秋季节，松翠枫赤，

山花耀目，在阳光照耀下，犹如五色彩云，故因此而得名。

五云峰自然景观很多，以奇石古松为最。有名的如八公龛、上马石、将军面、

单人桥、五老松、夫妻松、卧虎松、锦鸡守玉函等。

o 宠辱不惊去留无意 o   五云峰

金锁关

金锁关是建在三峰口的一座城楼般石拱门，是经五云峰通往东、西、南、

中四峰的咽喉要道，锁关后则无路可通，所以又称为通天门。杜甫《望岳》

诗中，“箭栝通天有一门”句指的就是此处。道家认为，华岳为仙乡神府，

只有过了通天门，才算进入仙境。所以有“过了金锁关，另是一重天的”

的民谣。

金锁关北接五云峰，南控华山主峰，东西两侧壑深千丈，关前仅有一米

宽的台阶石径。从这里回首北望，苍龙岭更加险奇，云台峰倍觉秀丽。

环周古松苍翠，奇石林立。站在关前，北可观锦鸡守玉函奇石，西能望

老虎口景观。关内关外登山路两侧铁索上挂满的情侣锁、平安锁重重叠叠，

红绳彩线迎风摇曳，也是关前一道风景。

金锁关的传说

金锁关前后路两边的铁链上，有数千把游客锁在上边的锁子，称为“连

心锁”或叫“同心锁”。全是夫妻或有情人上华山时买一把或一人买一

把锁，到金锁关锁在一起，然后将钥匙仍到悬崖下。关于金锁关夫妻共

同系同心锁。 民间还有一个动听的故事。相传，三圣母因与应试举人刘

玺相爱成婚，恼了哥哥恶神二郎杨戬，将其压在西峰巨石下，幸有玉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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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帝赐的护身金锁才免一死。刘玺赴京投考，金榜题名后，来到华山寻

找圣母。圣母在山神、地仙的帮助下，二人逃至三峰口，不巧又遇巡山

归来的恶神杨戬。圣母便用护身金锁，把她和刘玺的腰带同锁于路旁的

铁索上，并将钥匙抛于悬崖之下，表示至死不分离的决心。后来人们在

这里依险筑关，据说因此得名，相沿成习，自古至今。

o 宠辱不惊去留无意 o   金锁关

华山旅游贴士

●  购买最新游览图（2 元 / 张）。

●  装备提示：穿轻便的软底鞋，配手套以方便抓攀，可根据个人

情况带 1 － 2 双干袜子。春夏季登山，要带着防寒衣；夜间要带

上手电筒，华山山道较长，行李以轻便为宜；老年人要备拐杖；

雨天须带伞雨衣。

●  物品租用和寄存：在玉泉路和玉泉院有出租登山鞋、相机的地方，

物品寄存处在一些小型商店即可寄存，提前讲好价钱，最好当面

理清自己的物品，列份清单，不要忘记双方签字。

●  常备药物提示：速效伤风胶囊，六神丸，肠胃药，晕车药，创可贴。

●  如果游客负重较多，可以请当地挑夫，当然要在谈好价格的前

提下。

住宿 Sleep

山下华阴市里旅馆也随处都是，一般都有热水洗浴，可作为下山后休整

的选择，如果是在旅游淡季夜上华山，在旅馆里结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

行者，会让旅途多几分安全和欢乐。

华山上的酒店目前都是国营的，条件比较简陋，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便

宜，讨价还价的余地不大。而且在旅游旺季或节假日房间还会上涨百分

之五十左右。

中峰的观日饭店

费用：多人间 80-100 元 / 床。

西峰的气象餐厅

费用：多人间 95 元 / 床，两人间 600 元 / 间。

东峰旅社

费用：多人间 120 元 / 床，两人间 710 元 / 间。

●  如果足够强壮，夜上华山，看日出以后再把几个峰一逛，直接

下山，都不用住宿；如果时间比较紧张，可以坐缆车上下，那么

早晨上来，下午就能回去；不过，在山上住宿，轻松惬意地游玩

华山，也是非常美妙的事，会让你不舍得离开。山上每个山头基

本都有住宿的地方，不过都没有水可供洗澡。

●  特别提醒：所有饭店不要理会标价，一定尽量砍价，而且是到

的越早越容易砍价。如果要看日出，可以跟饭店的人说一声，到

时间他们会叫的。

餐饮 Eat

华山多民间小吃，既有陕西的特色美食，面花、麻食、荞麦凉粉、锅盔、

牛羊肉泡漠等名吃。又有华山特色小吃，凉皮、凉粉、锅贴、大刀面、

豆腐脑、踅面、黄河鲇鱼，尝过后让人流连忘返。华山脚下玉泉路上，

以及华阴市都有很多的餐馆、酒店，就餐非常方便。

登华山最好自带食品，因为山上餐馆里的饭菜价格不菲，而味道并不

见得的有多好，另外，华山上饮用水比较缺乏，所以别忘了再多备几

瓶矿泉水。

购物 Shopping

华山脚下玉泉院登山口还有不少小店，在华山上沿路也有很多当地人摆

摊设点，出售各色商品，多为登华山的小纪念品和具有陕西民间风情的

一些工艺品之类。价格为山下较便宜，越往山顶越贵，都可以讲价，但

要注意如果讲好了价钱而不买，可能会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特色

锁

各中样式的铜锁，是用来挂在华山上各处的铁链上的，代表不同的愿望，

锁上后扔掉钥匙，取实现愿望之意。锁上还可刻字。在山底下的锁较山

上贵，可以上山后到金锁关购买，最便宜的大概 3 元 / 个。

刻字金牌

金属制的纪念品，上面刻有华山风光和一些赞美的字样，游客可以把自

己的名字、祝福语等刻在金牌上，带回去以示登山留念。参考价位 5 －

15 元 / 个。

关于租赁

玉泉院登山口的许多小店除出售各种物品外，还出租一些上山需要用到

的东西。不过在哪里租赁必须还到原处，所以如果乘索道或走“智取华

山路”下山后，得坐车回到玉泉院处才能归还。

登山手杖：有的游客可能会用到，但总体来说在华山上用处不大，因为

很多地方需要手脚并用，携带手杖反而会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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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电筒：夜晚登山必备，因为自然环境原因，山上的电力并不充足，沿

途灯光不是很亮，用手电筒则可以照清楚脚下的路况。可用绳子把手电

筒系好挂在脖子上，以便爬山时解放双手。

球鞋：登山穿用的橡胶底球鞋也有各种尺码可出租给游客穿用，所以即

使穿着的鞋子不适合爬山也不用担心。每次租完归还回来店家会清洗鞋

子保证卫生。

大衣：在东峰看日出租赁大衣 7 月份的费用：是押金 100 元，租金 40 元。

途中也有大衣租赁，租金 30 元，也要押金，但要自行背负。

我要的幸福 在山脚下买了手套，红腰带，同心锁，这些东西都可以在山

脚最右面有一家，一个大爷有个卖壁画什么的店，门前摆着一个小摊子，

专门卖同心锁、手电、红腰带等，价钱也比其他家的便宜，而且同心锁

上面刻的字也比较有好看。

 

Tours线路推荐

华山徒步二日游

D1 玉泉院→北峰→西峰

早晨游览玉泉院后登山，经北峰上至金锁关。然后有两种安排：一是由

金锁关行至镇岳宫或西峰，安排好食宿，游览西峰诸景、赏夕阳晚霞；

D2 西峰→南峰→东峰→中峰 

清晨于西峰顶或南峰顶观日出，遍游南峰、东峰、中峰，返回金锁关，

沿原路下山。二是自金锁关南行，游览中峰诸景后，在中峰、迎阳洞或

东峰下榻；第二天游东、西、南峰后回金锁关，沿原路下山。

华山庙会

时间：每年农历三月期间西岳华山举办盛大的祭山庙会，起于望，止于晦。

三月十五日是朝山盛会日。

历史介绍：华山早在秦以前，就有“黄帝巡游”、“尧四巡华山”、周武王、

成王、恒王巡狩华山的记载。自秦始皇开始祭封华山以来，汉武帝、武则天、

唐玄宗、清乾隆等历代帝王均对华山进行过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华山之

神“少昊”被禅封为“金天大利顺圣帝”。汉武帝元光年间于黄甫峪建“集

灵宫”，并亲自主持祭祀举行封禅之礼。清乾隆皇帝曾先后十一次祭祀

华山。历代帝王都把祭祀华山作为一件大事来办。由于帝王如此敬崇华山，

所以华山上下到处都有观、院、宫、祠的建筑，华山道教徒及四方香客

更是信仰虔诚。

现代庙会：如今每年的华山庙会，除仍有部分香客外，大部分为登山揽

胜的游客。庙会的活动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有国际登山节、中国象棋

比赛和书画、摄影展览等，还有民间社火、秦腔演唱、素鼓表演等地方

民俗文化活动。同时当地小商贩云集，物资交流活跃，外地文艺演出团体、

杂耍艺人等都赶来助兴表演。

费用：门票：旺季 180 元（3 月 1 日－ 11 月 30 日）；淡季 100 元（12

月 1 日－次年 2 月底）。门票有效期 48 小时，景点含西岳庙景区、仙

峪景区、含游客中心至各景点交通费，门票中不含黄甫峪、瓮峪旅游专

线客运车交通费。

免票对象：现役军人（含军校学员）、军队离退休干部、70 周岁以上老人、

残疾人持本人有效证件办理免票，身高 1.2 米（含 1.2 米）以下儿童实

行免票。

优惠对象： 1、65－69周岁老人持本人有效证件购半票，身高1.2米-1.5

米（含 1.5 米）儿童购半价票。在校全日制大、中专院校学生凭本人有

效学生证购买门票为 90 元 / 人。

华山索道：由瓦庙沟至北峰。单程80元/人，往返150元/人， 军官证8折，

学生证 9 折。营运时间：旺季 7:00 到 19:00、淡季 9:00 到 17:00。 

专线旅游车票：由华山游客中心至索道下站（瓦庙沟）。40 元 / 人（往返），

单程 20 元。营运时间：旺季 7:00-19:00，淡季 9:00 到 1700。

咨询电话 :0913-4362691

华山官网：http://www.huashanly.com/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

华山距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138 公里，自驾车走高速公路约 1 个半小时车程

可到达。 不过机场没有直达华山的班车，一般还需要在西安市坐车前往华山。

火车

华山火车站

由陇海线各站可乘火车到华山站下车。西安到华山火车站之间的铁路行

程约 123 公里，全天有多趟东行列车会停靠华山站，用时一个半小时到

两小时左右不等，硬座票价 10 － 20 元。

华山站下车后，乘公交即到景区，也会有旅游公司的旅游专线在华山车站

接送。华山站至华山峪 7 公里，巴士 3.5 元，小昌河 3 元，出租 15 元－

20 元。

华山北站

西安现在也有动车和高铁可以直达华山，停靠站是华山北站，动车票价

35 元（二等座），高铁票价 59 元（二等座）。华山北站离华山约 5 公

里左右，下了高铁后，有旅游专线车 10 元 / 人可以到华山游客中心或华

山玉泉院。出租车 20 元左右到华山景区。

长途汽车

旅游专线车

西安火车站东广场乘坐旅游专线车游 1 路，票价单程 22 元。早 8：00

火车站东广场出发，途经西岳庙，终点站玉泉院登山口；下午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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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玉泉院返回，车程 2 小时左右。淡季（1 － 3 月）停运。另外，火车

站也有公交公司的大巴直达华山，票价 30 元，班次很多；

长途汽车

可以在西安城东客运站乘坐长途汽车到达华山。

西安城东客运站（长乐中路 103 号）有发往华阴的长途汽车，首班 7：

00，末班 19：15，约 15 分钟一班，运行时间 2 小时左右。票价按车

型不同为 24 － 28 元，另收 2 元燃油附加费。途中会在华山停靠，下车

即为登山处，在车上说明到华山下车。

自驾车

华山处西北地区的东大门，处于连通两区三省的交通枢纽地带。连通

西安到兰州的高速公路，连接秦晋的高速公路，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至

华山的高速公路，与京珠高速、京沪高速相交叉的三开高速公路都经

过华山。从华山下高速之后沿着 40 米宽的迎宾大道进入景区只有五

分钟车程。

西安出发自驾车路线：华清路——西潼高速（途经渭南、华阴）——玉

泉路（华山脚下）。

黄甫峪（即索道站和“智取华山路”入口）旅游公路建设费：6座以下20元，

6 到 12 座 30 元，12 座以上 40 元，26 座以上不能进山。 

停车费：12 座以下 20 元，12 座以上 30 元，26 座以上不能进山。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景点间区间车

凭景区门票免费乘坐，区间车乘车地点如下

华山游客中心乘车点：生态广场 1 号停车场

华山玉泉院乘车点：华山玉泉院门前停车场

华山西岳庙景区乘车点：西岳庙景区门前

华山仙峪景区乘车点：仙峪景区门前

景区摆渡车

由华山游客中心至索道下站（瓦庙沟）。

价格：40 元 / 人（往返），单程 20 元

营运时间：旺季（3 月 1 日 -11 月 30 日）7:00-19:00；淡季（12 月 1 日 -

次年 2 月底）9:00-17:00

景区索道

华山索道现有两条，一条在北线，一条在西线。

华山西峰索道（太华索道）

票价（单程）：旺季（3 月 1 日 -11 月 30 日）：140 元，淡季（12 月 1 日 -

次年 2 月底）：120 元。 索道配套工程为瓮峪旅游进山公路，旅游专线

车票价 40 元（单程）

华山东线三特索道：由瓦庙沟至北峰

票价：旺季（3 月 1 日 -11 月 30 日）单程 80 元 / 人，往返 150 元 / 人；

淡季（12 月 1 日 - 次年 2 月底）单程 45 元 / 人，往返 80 元 / 人。

营运时间：旺季 7:00-19:00、淡季 8:00-18:00

旅行路上 Travel on the road

推荐阅读 ——《华山论贱》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如果您在山清水秀的书海中潜水时，一不小心在这

本书身上打了个冷颤，进而说上一句“好过瘾啊”，那恭喜你，你中招了。

世途险恶，北风如刀，接下来，就请你把视线集中在一点以改变你以往

对事物的看法吧。如果你碰巧是一位贱客，那么恭喜你，这本书对你来

说可以说是有屎以来粪量最重的一份礼物，如果你还是感觉粪量不够，

那还请自便。

《华山论贱》是主题针对“贱”的杂文集，列举与抨击了“不分好坏、

人模狗样、麻木不仁”等贱的特点，以及诗人、小说家、影视界、音乐

界中的“贱客”等。 

有史以来最爆笑的犯贱体悟和最彻底的犯贱指南。作者语言幽默诙谐，

鞭辟入里，嬉笑间显示了“贱”这个字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的行为、思

想和影响。

作者简介 : 黑漆板凳，原名张继峰。普通写手，中等编辑。做过报社记者，

干过杂志主编，也当过几年枪手。现为房地产策划人和准专栏写手。生

肖马，血型 B，星座天蝎。喜欢尼古丁和麦芽糖，看体坛周报、中央 5，

上各类 BBS。有心跳没信条，如果非要说有，那就是：挤兑别人还是挤

兑自己，这是个问题。

推荐专辑 ——《听酒》

杯中乾坤大，壶里日月长。淡淡一杯薄酒，盛满五味的生活。这五味，

融解在音乐里。

这是国内首张以酒文化为主题的原创音乐 CD，每首乐曲籍由与酒相关的

诗词，来表达不同的意味：相思的酒、离别的酒、沙场的酒、喜庆的酒，

忧伤的酒……或恢宏大气，或婉转缠绵，或娓娓道来，或畅然直白。酒

的芬芳散发在灿若星辰的古诗词中，也散发在这一唱三叹、高旋低回的

乐声里。与其说是历史的回响，不如说是现实的咏唱。

酒在诗中，诗在歌里。如果，在酒神的注视下，音符也添了一份灵气。

那么，从不善饮的你，是否也有了端杯的欲望？面对那些被酒之双翼投

下美丽剪影的历史典故、民风民俗、诗词歌赋……敬畏之心油然而生！酒，

这一滴神气的水，穿越历史的长河，沉淀成深厚的文化。

古有煮酒论英雄，又有华山论剑，今天我们煮酒听酒上华山——好像其

实没有什么关系可言，不过，想象一下在险峻的华山之巅豪饮一番，是

不是很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