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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9A_E5_AF_BC_E6_c34_234556.htm １、野三坡导游词

百里峡导游词尊敬的各位游客朋友： 大家好！非常欢迎各位

来野三坡百里峡观光游览，我是导游员XXX，这次旅游将由

我为您提供导游服务，衷心的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与配合，

预祝大家旅途愉快，谢谢！ 在进入景区之前，我先给大家介

绍一下百里峡的基本情况： 这是一张百里峡全图，三条红色

主线代表百里峡三条迂回曲折形如鹿角的峡谷，即蝎子沟、

海棠峪、十悬峡，总长105华里，故称“百里峡”，在百里峡

景区游览有以下几条路线可供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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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若是以前来过百里峡，我

便向您推荐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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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待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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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回我们现在所处

的位置汉城堡，全程16.3华里，需4个小时左右。 三、大环游

览。 大环游览路途较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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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所处的

位置是汉城堡，这是一座仿汉建筑，它采用了抬梁式和穿斗

式的建筑风格，是为了拍摄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空城计

”一出戏所建的外景，现以成为我们出入景区的显著标志。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百里峡景区内，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

，两个山脊之间有一石人仙官，这就是进入百里峡景区的第

一个景点“仙官指路”，它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这是由于

岩层中发育多组裂隙（地质学上称为节理），经后期风化作

用而形成的，在“仙官指路”右边的那条峡谷就是蝎子沟，

因沟中遍生蝎子草而得名，蝎子草属于荨麻科，一年生草本

植物，当人畜触碰其叶，就像蝎子蛰了一样疼痛，但半个小

时后疼痛便会自然消失了，沟内有龙潭映月、铁索崖、摩耳

崖等著名景点，令人望而生畏、叹为观止。 为了节省您的体

力和时间，我们为您准备了环保电瓶车和双人骑自行车，这

段路程为4华里，票价分别是：电瓶车5元/人，双人骑自行

车10元/辆。 在我们深入了解百里峡之前，我先向大家介绍一

下野三坡： 野三坡位于河北省涞水县境内，处于太行山与燕

山交汇之处，总面积520平方公里，距北京市中心仅100公里

，是距北京最近的一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因此，被北京市

民形象的称为“北京的后花园”。 这里交通非常便利，国道

、省道纵横交错，南接112线、保野路，北连108、109国道，

京原铁路横贯景区，两座标准的中间站可方便游人出入，形

成了联通北京、天津、太原、保定、石家庄等大城市一个发

达便利的公路、铁路网络，真可谓是“条条大路通三坡”。 



野三坡自古以来就有“世外桃源”之称，但为什么叫野三坡

呢？“三坡”是由于这里的地势由南向北逐渐增高，随着地

势的不同，气候也有所变化，人们习惯上称为三坡，那为什

么三坡前面又加了一个“野”字呢？据《涿州志》记载，在

明朝初期的时候，燕王朱棣兴师扫北，所到之处烧杀抢夺，

路经野三坡奴才岭，发现这里的野兽松鼠在捧食松果，燕王

龙颜大悦说：“兽且归顺，况人民乎。”就是说这里的野兽

都这么归顺于我，何况这里的人民呢？于是下令免除了三坡

人民的丁粮，徭役。“松鼠讨封”这个故事便在当地广为流

传。但是清兵入关以后，便免除了这一优惠政策，激起了三

坡人民的不满，他们更加崇敬明朝，便打起了“反清复明”

的旗号。于是清政府便下令不许这里的人民参加科举考试，

矛盾进一步激化。于是三坡人民便组织起来实行自治，推举

德高望重的“老人官”来管理坡内的事物，《涿州志》称这

种老人官制是“实开民选之先列，独树自治之先声”。传说

有一次康熙皇帝上五台山寻父，经过三坡受到这里的人民的

阻挠，康熙非常生气，就说这里是：穷山恶水，野夫刁民。

野三坡的“野”字由此而来，显然这个“野”字是封建帝王

强加上去的，其实这里的人民是非常勤劳纯朴、善良的，在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就是平西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

三坡人民积极抗战支前，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和牺牲，涌现出

了鸡蛋坨五勇士跳崖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留有保存完好

的刘家河烈士陵园，曾在这里生活、战斗过的聂帅及杨城武

、肖克将军都给予了野三坡高度的评价。 建国后，三坡人民

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发展生产，但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生

产力发展非常缓慢，人均收入不足70元，直至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的1984年，当时任涞水县文化局副局长的王宝义老先生

，为了帮助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率领一班人马来野三坡进

行考察，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县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他克

服了资金短缺、经验不足等困难，终于使野三坡这个沉睡了

千年的金娃娃得以苏醒，并茁壮的成长起来。 1988年8月1日

，国家建设部根据野三坡景区的观赏、文化和科学价值、环

境质量、游览条件，审定野三坡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2001年11月6日，野三坡百里峡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AAAA级

旅游区，国家AAAA级旅游区的评定是国家旅游局对全国旅

游区的旅游交通、安全、环境卫生、邮电服务、旅游购物、

综合管理、环境保护等八项内容的综合考评，它的质量等级

的确定，依据服务质量与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及景观质量评价

体系，是景区、景点质量等级的划分，AAAA级旅游区是当

时国内旅游区顶级标志。 二00二年七月，野三坡百里峡又被

中华环保基金会根据该景区的生态环境，环保设施，卫生质

量、空气质量等条件列为环保生态示范区，所以这里的生态

环境就需要我们大家来共同营造维护。 二00四年一月，野三

坡被国土资源部审核为国家地质公园。地质公园是在依法划

定的范围内，以其重要的地质科学意义、优美秀丽、珍奇独

特的地质遗迹景观为主，融合其它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并

强调需要加以保护的自然公园，分市县、省、国家三级，野

三坡国家地质公园，位于山西断隆带和燕山台褶带两大构造

单元的结合部，雄踞太行山深断裂东支紫荆关深断裂带构造

运动最强烈的北端之上，是华北板块内部最脆弱和构造运动

表现最强烈的地方，发生过多次断裂，褶皱和多次岩浆侵入

火山岩喷发，是李四光先生创名“新华夏构造运动体系”的



关键部位，是燕山运动、喜山运动和新构造运动表现最剧烈

、最深刻的地方，是我国地质学家称为“地台活化”的典范

地区之一，主要包括了三大块内容：即百里峡构造冲蚀嶂谷

景区，龙门天关花岗岩断裂构造峡谷景区，佛洞塔鱼谷洞构

造岩溶洞泉景区。 百里峡属于构造冲蚀嶂谷地貌，讲到这里

您肯定要问：什么叫嶂谷？我们可以看一下眼前的山峰，峡

谷两侧为冲天绝壁，直上直下，谷壁与谷底近乎垂直，如刀

削斧劈一般，谷底有少量沉积物，这样的峡谷在地质上称“

嶂谷”，如此宏大的嶂谷又是怎样形成？ 形成嶂谷必须有物

质基础，那就是10亿年前形成雾迷山组燧石条带白云岩，此

岩石产状近水平，厚度达千米，岩性坚脆，然后受到扬子板

块、伊佐奈岐板块、印度板块、太平洋板块的相互挤压，发

育十分宏大的垂直的，切穿岩层的“X”型裂隙（节理）和

近东西、近南北方向的张性裂隙（节理），最后在距24万年1

万年以来受寒冻风化、塌落，洪水冲蚀，使节理缝隙越来越

宽，最终形成了总方向近南北的“Z”型弯曲曲折的百里峡构

造冲蚀嶂谷。 是野三坡国家地质公园的一部分 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已走完了四华里的路，前方便是九四年五月份原国家

政协副主席、社科院长胡绳，来此视察工作时的题词“天下

第一峡”。 我们所乘坐的环保电瓶车，至此就要回转了，这

些大小不一的同心圆，不仅是为了电瓶车回转方便，同时也

为了纪念我们涞水县的一位名人祖冲之。他是南北朝时期伟

大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 物理学家，他精确推出圆周率小数

点后七位数字，比欧洲早一千一百多年，著有数学专著《缀

术》，一九六七年国际天文学会决定将祖冲之的名字列为“

名登天外的中国人”，我们涞水县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除



了祖冲之外，还有东晋时期的祖逖和当代的郭琨等等。祖逖

是东晋时期最有宏愿恢复山河的人物，他在军事上很有成就

，曾几次击败当时统治中原地区的石勒，收复了不少失地，

郭琨是当代科学家，曾三次带队去南极考察，我国在南极建

立“长城站”后，郭琨被任命为考察站站长，为发展我国海

洋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进入峡谷以后，您是否感到气候凉爽

、空气清新呢？百里峡由于峡谷幽深，日照时间短，所以在

外面高达40℃气温的情况下，峡谷内依旧保持着20℃左右的

气温，号称“天然空调”，是您消夏避暑的好地方。另外，

在峡谷内还生长着一种植物叫耳羽岩蕨，属蕨类，当地百姓

叫它“蜈蚣草”或“羊齿兰”，它不但可以消毒杀菌，还可

以释放大量负氧离子，促进血液循环、新陈代谢。所以说，

进一次百里峡，您就相当于洗了一次肺。 眼前出现了一道山

门，此山门主要起分界线的作用，从这往里景点，越来越多

，像珍珠连在一起，右侧半山腰上有一平台，是《三国演义

》中“落凤坡”一场的拍摄外景。 百里峡历来以峡谷风光著

称，以奇峰怪石著称，瞧，右侧的小溪中那块抬头的石头，

多像一只浮出水面的小青蛙，还有这边横在路中央的大石头

，取横行将军之意“螃蟹”，它们在这里做什么？此处争执

起来，不分胜负，这时一只老乌龟慢慢的从水中爬出，说：

“你们别吵了，这样你们比比谁的本事大，这块宝地就归谁

。”青蛙和螃蟹一个说：“我能在水中游，岸上走。”另一

个说：“我能在水中游，岸上蹦。”这样两者又吵了起来。

这时老乌龟便又说道：“你们本事都不小，可是你们谁能像

我一样负重？”两者听后，目瞪口呆，于是三者便共同留下

，在为前往百里峡的游客守候这方宝地。 前方不远处出现一



巨石，拦住了去路，我们称为“拦路石”。如果我们仔细观

察，在石头的表面会发现许多波浪状花纹，这种花纹地质上

称“波痕”。这一现象的形成是在10亿年前由海浪作用，冲

击那些未固结的沉积物，并在其表面留下波状起伏的痕迹，

这就证明了10亿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海洋。 在此，我们可以回

头看一下，山壁上有许多类似钟乳的近代钙华，这是裂隙水

沿裂隙对白云岩进行溶蚀，使白云岩中的碳酸钙溶离出来，

并产生沉淀，天长日久，还可形成钟乳石。 前方出现了一处

乱石，这些不规则巨石如何而来呢？它们是由于山上的岩层

多方向的构造裂隙较发育，受到震动，暴雨或雪水渗透等作

用，垮塌下来，在此处，特别要提醒大家，到山区旅游，特

别是雨后，一定要注意安全。 站在这里抬头向上看，有一单

体独立山峰，右侧成一直线，左侧为一弧形悬崖，从整体形

状上看就像一只倒立的牛犄角，故此得名“牛角峰”。山峰

右侧有一土路，顺路攀岩，好像可以直接进入牛角尖儿似的

，其实这里是形似有门却无门，我们是永远钻不过去的。 现

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海棠峪和十悬峡的交汇处，我们今天的

游览路线是从海棠峪进入，穿过上下2800级的环保栈道，然

后进入十悬峡游览，最后回到我们现在的位置。 这儿有一方

形巨石，酷似和尚诵经时的木鱼，故称“木鱼石”。当地百

姓经常到这儿来敲石许愿，据说是相当灵验的，不信的话，

您可以试一试，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心诚则灵。 好了，我

们前行两步，转过头来看一下这边的水沟旁，看到一种混身

上下都长满刺儿的植物，这种植物学名叫“牛迭肚”，由于

它的果实形状很像草莓，当地人称它为“野草莓”，果实可

以制酒，汁可以用来入药，起到补肾作用，含有丰富的SOD



，SOD是超氧化物，岐化酶可抗衰老，茎皮可造纸，整株提

取可烤胶。 这段峡谷为百里峡之精华海棠峪，全长35华里，

此处翠壁兀立、丛峦万仞，令人望而兴叹。奇险的“老虎嘴

”，狭窄的“一线天”，维妙维肖的“回首观音”，让您切

身领略到大自然的神韵。峡谷中生长着许多奇特的野生植物

，如：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独根独茎、独叶的独根草，像一把

绿色的小伞排列有序的从崖壁上伸展出来，即美化了环境，

又为峡谷内增添了很多氧气，海棠峪最具特色的植物要数海

棠花了，它红梗绿叶，在每年仲夏时节盛开出粉红色的小花

。海棠花只能在特定的温度环境，而且是没有污染或污染极

小的环境下才能生长，它不与桃李争春，不与牡丹争艳，当

地上山的老乡们如果渴了拔一把海棠花把红梗放在嘴里嚼一

下，就会有一股酸甜可口的液体流进嘴里，顿觉精神百倍，

心旷神怡，即解了渴又添了精神。海棠花的确是一种高雅并

带有奉献精神的植物。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就特别喜欢海

棠。所以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来有一个更舒适优美的生态

环境，请大家不要随意采摘花草，如果您喜欢尽可以在花前

树下留个影。因为拿在手中的鲜花再也不能结果。拿在手中

的枝条终会干枯、花无籽、枝无根，对大自然来讲是绝望和

死亡，对我们人类无疑也是痛苦和婉惜。 “闫王鼻子”听起

来有些不寒而栗，它指的就是前边这两排台阶路，或许您根

本不能想象哪里像鼻子，其实它的原状不是这样的，它是由

地表水冲刷的比较光滑的一块与两侧岩壁紧紧相连的形似鼻

子的巨石。因为要想从这里上去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当地人

称为“闫王鼻子”。为了方便游人行走，所以就把这个“鼻

子”给破坏掉了。虽然它在形态上不太像了，但在当地仍流



传着这样一句话“闫王鼻子走一走，最少能活九十九”。咱

们大家走过这个闫王鼻子都可以做个长寿老人，何乐而不为

呢？ 在这条峡谷中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故事：很久很久以前

，在百里峡内居住着父女俩，女儿名叫海棠，他们以打柴为

生，相依为命。一天，他们又到山上来打柴，只听一阵咆哮

声过后，一只猛虎向海棠女的父亲扑去，海棠女为了救助父

亲，与猛虎搏斗起来。父亲的呼救声唤来了当地的乡亲们，

众人齐心协力打死了猛虎，可当时海棠女已是力断气绝，乡

亲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把海棠女抬下了山，沿路洒满了滴滴热

血⋯⋯第二年的春天，洒过鲜血的路上开遍了粉红色的鲜花

。人们为了纪念大义救父的海棠女，便把这种花叫做海棠花

，从此这条峡谷也就取名海棠峪。 看，前边这位美丽姑娘的

塑像，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海棠姑娘，是山民们为了纪

念这位善良的姑娘而修建的。瞧，那只百灵鸟落在她手上都

不愿离去。 站在这里向上望去，有一弧形悬崖构成的圆洞，

极像老虎张着的血盆大口，有诗云“京畿胜景在三坡，三坡

魅力数苟各。幽峡三道藏绝景，虎嘴天桥一银河”。诗中所

指虎嘴便是这里。您瞧老虎已被眼前美景所陶醉，口水都不

知不觉的流了出来，进入虎嘴您便会充分领会百里峡雄险的

特点了。 通过老虎嘴的路有两条，左边是一条台阶路，上了

八十三级台阶还需钻过一条30来米的隧道到达老虎嘴中，右

边这条路相对来说比较惊险刺激，有两处比较陡，我们可以

顺着这些古藤攀岩而上，两条路殊途同归在老虎嘴中汇合。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虎口拔牙的感觉吧！到

达虎口之中第一感觉就是凉气逼人，这就是峡谷中每年夏季

最凉快的一个地方，温度保持在17℃左右。在狭窄陡峭的岩



壁两侧出现了犬牙交错的侧洞，在地质学上称为“双曲凹槽

”，这一奇特景观国内罕见。一个个陡坎，一排排侧洞，抬

头仰望两侧岩壁合成一条窄线，仅见蓝天一线。这是距今70

万年以来新构造运动多次抬升及间歇性洪水涡流多次侧向侵

蚀的结果。当嶂谷抬升较快时，流水沿构造裂隙迅速下切，

形成悬壁和陡坎，当嶂谷相对稳定时流水就向侧方向侵蚀，

尤其是涡流的掏蚀作用，使岩壁上出现了侧向凹坑，这样抬

升和稳定交替进行，就在岩壁上出现了这种奇、险的犬牙交

错的侧洞。 虎口脱险后，继续前行，前边就是海棠峪里最大

的一道瀑布，站在这里空气清新，气候凉爽，使人心旷神怡

，称“爽心瀑”。 一路上我们聆听着清脆的鸟语，潺潺的水

声，清风拂面，让人感觉如身在“世外桃源”一般。 百里峡

可以称得上是“百里一线天”，只不过宽窄程度不同罢了，

最宽可达十几米，最窄只不过0.83米，这里悬崖峭壁，雄险惊

心，窄涧幽谷，天光一线，真有一种“双崖依天立，万仞从

地劈”的意境，如此狭窄的嶂谷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主要是

由于岩层中发育了宏大的垂直的构造裂隙（节理）经物理风

化，岩层就顺着这些节理垮塌，间歇性洪水冲刷谷底及侵蚀

两壁，使垂直地面的裂隙不断扩张形成十分狭窄的嶂谷，“

一线天”就是嶂谷形成的初期阶段。 山体上这一突出的形如

蟒蛇的巨石，便是隧石，由于此石含有大量sio2，故硬度较强

，等同于石英，一般不易风化。而白云岩硬度为3，极易风化

，所以我们看到的隧石一般比白云岩突出。 前面这座山体之

间有一条垂直的裂隙，好似一条线，下面有一圆孔，好比是

一枚针的针眼，再往 下看就是针的主体。一条线倒悬着一枚

针，因为每年夏至时节正午时分，太阳直射下来，形成一条



金线，故称“金线悬针”。这里由于嶂谷中南北方向的裂隙

，原来是沿着嶂谷延伸的，当嶂谷突然转变时，原有的裂隙

继续向南延伸，因此在岩壁上就留下了这样的一条大而垂直

的裂隙。 野三坡自1986年正式接待游人至今，已经取得了不

少荣誉和桂冠，但这一切都是与县委政府支持，员工的辛勤

努力分不开的。 二00一年春，我们在县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实施了“野三坡旅游二次创业”，修通了保野公路，对

野三坡大街进行了改造。同时，在百里峡进行了“升级晋档

”工程。对景区进行了深度开发，开通了大小环线，修通了

二千八百米的卵石甬路，改变了以前“看景不走路，走路不

看景”的路况。同时建成了上下2800级的天梯栈道，这是一

条用木板修建的环保栈道，既开发了山顶游览，又解决了以

往游客来百里峡走回头路的问题，同时在栈道台阶上写下了

历史纪年，增加了百里峡景区的文化内涵，对景区内卫生我

们更是下大力度治理，更换了免冲厕所，而且每个进入景区

的员工都是环卫员，领导干部带头拣垃圾，致使部分游客在

我们的带动下也主动拣垃圾，这一切都为我们AAAA和列为

生态示范区奠定了基础。 在“SARS”蔓延期间，我们一面下

大力度防治，一面着手景区建设，您脚下这些圆盘和潺潺流

水的水渠，都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为了达到制作精细，我们

用手和水泥把指甲盖大小的石子镶在上面，作出精美的图案

，致使在“SARS”过后，我们的景区不仅干净卫生，而且还

有小溪水潺潺流过，为游客创造了一个更加舒适优美的生态

环境。 走到这里，我们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在侧山壁上有

一尊“观音”石雕，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这完全是大自然

的杰作。主要是由于岩层中发育了多组垂直裂隙，垮塌后形



成岩柱，在经球状风化和物理风化形成观音的头和脖子，因

为走到这里我们必须回头才能一睹观音的芳容，故成“回首

观音”，在这里我们可以双手合十虔诚的拜一拜观音。 “回

首拜观音，万事皆顺心。上山饮虎泉，益寿又延年。”拜完

观音大家可随我到上边平台来看一下这两眼泉水。传说这里

是山上老虎来饮水的地方，所以叫它“虎泉”。此泉实为裂

隙泉，岩层中发育了许多裂隙，裂隙水便向下汇聚，遇到下

面的不透水岩层阻挡水就不会在渗透下去，便汇集到这里形

成了“虎泉”。这的泉水冬季不结冰，夏季清爽怡人。会有

许多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如：锌、锡、钅 、铁等。但山水

一般情况下较硬，大家饮用时一定要注意，稍稍品尝一下就

可以了。 好了，现在大家在这里稍作休息，有兴趣的话，您

可在岩壁上仔细观察一下，看看可以发现什么？ 首先，我们

发现了呈波浪状的“藻叠层石”这是10亿年前海里生长的一

种单细胞植物----蓝绿藻，因为在生长时在呈席子状生长，并

且它自身分泌一种粘液，粘在海里的沉积物，植物要进行光

合作用，就用力向上顶，如此反复进行经过压实固结就形成

了“藻叠层石”你看它明暗相间，一般情况下，暗的是藻类

，浅的是沉积物，所以说这不完全是生物化石，而是一种生

物---------沉积构造。 站在老虎泉旁边。抬头仰望，顶面上还

有“波浪”。 休息片刻后，我们一起去拜佛，现在我们来看

一下这种植物，这是一种檀木，属榆科落叶乔木，因檀木主

要以黄檀、青檀、白檀和紫檀，咱们这里大部分属黄檀和青

檀，木质比较坚硬，树干可以做拐杖、杆面杖等。树根可以

做根雕，是重点野生纤维植物，茎皮纤维含量58.67%是制造

宣纸的重要材料，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说着就来到了佛缘



圣地，里边供奉的是释伽摩尼-----如来佛祖，大家既然来到

了这里，就说明与佛有缘，尽可以在里边烧香拜佛。 在这里

还坐落着一座天然形成的石拱桥，-------天成桥。桥长10米，

宽2米，厚1.5米，桥孔高11米，桥墩为6500万年前生成的岩浆

岩，桥梁是10亿年前形成的沉积岩。这是在白云岩生成以

后6500万-----1万年以来，岩浆顺着白云岩的层理侵入进来，

冷凝后形成，由于燧石条带白云岩中产生多组方向裂隙，大

约距今70万年左右，地壳抬升，经物理风化，沿节理面岩层

，层层剥落，又经流水冲刷侵蚀而形成了天生桥，当地有一

民俗：青年男女在订婚以前来此预测婚姻。程序是这样的：

分男左女右，同 时站在桥的两端，而后同时迈出同一条腿，

用同样的步伐在桥中央相会，说明这段姻缘是非常幸福美满

的，反之则要分手，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这一民俗早已移至

桥下，我们当中有情侣的话不妨试试，也体验一下“鹊桥”

相会的感觉。 走出佛缘圣地，绕道前行，便到了“五子登科

”景点，此景为五个高低不同形状相仿的石柱组成，《三字

经》中记载“窦燕山，得五子，名俱扬”即为“五子登科”

，在这则表现了三坡人民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出人头第，

扬名天下”的愿望，这是由于距今10亿年前形成的雾迷山组

燧石条带白云岩中发育了多组垂直宏大的“X”形节理，因

受风化作用，顺节理裂隙，不断剥落形成了石柱等“似峰丛

”地貌，大家还可以看到脚下的黄土，这是比嶂谷形成稍早

的坡积黄土积物，是70万年前形成的。 跨过这座小石桥，前

面岩壁上出现了盘回曲折的复杂的“揉皱”，地质学上称“

旋卷层理”这是在滨海环境中受岩层没有完全固结时风浪作

用，使纹层扭曲而产生的。 呈现在眼前的这条用钢架和木制



踏板而建的台阶路，便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环保天梯栈道，这

条栈道全长1200米，上下台阶2800级，相对高度270米，上面

记载了从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至公元后2001年天梯建成，共

计2842年的历史长河，登栈道即可以锻炼身体，挑战意志，

又增长了知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挑战百里峡。 栈道两旁植

被相当茂盛，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为了保护好生态环境，我们

在修建栈道时，没有破坏一点儿植被和山皮。 刚上栈道时，

您不要急于前行，可以俯身闻一闻这种植物的味道，这种植

物和臭椿树的味道差不多，叫接骨木，当地百姓叫它“康伯

伯”属忍冬科，分布于我国东北、华北各地，野生于向阳山

坡，可治疗跌打损伤，瑞典植被学家林奈曾说：“假如将接

骨木的叶子放入谷仓内，就可以驱鼠，这种植物的挥发性物

质，对鼠类有剧毒，鼠闻味就逃。 刚才有朋友问道，这棵植

物是不是桃树？对了，这就是桃树，但是叫山桃，属蔷薇科

，落叶乔木，高可达10米，每年3----4月份，山坡上开满粉红

色桃花，为山区的春天增色不少，7月结果，果实可食用，可

酿酒，做果脯，种子可以穿成纪念品，主要供制肥皂及做润

滑油，也可掺制成油漆用。 有道是无限风光在险峰，朋友们

，努力吧，只要您肯向上攀登，就一定能战胜眼前这一点儿

困难登上胜利的顶峰。 “百里峡，我赢了！”朋友，站在这

里您可以尽情欢呼，因为您又一次战胜了自我，达到了顶峰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犹然而生，您可以在

这里拍照，也可以到上边凉亭上休息。 休息片刻，我们沿栈

道下山，下山台阶较陡，我们要注意安全，或许大家已经注

意到了，刚才我们在峡谷了高喊的时候，回声很小，这主要

是因为山壁曲折不平，而且这里植被比较茂盛，所以声音就



被吸走了，我们也就听不到回声了。 这里的植被被覆盖率达

到了90％以上，主要有92科395种，其中不乏一些中药，如：

柴胡、沙参、丹参、黄栌、玉竹、穿山龙，益母草等数十种

。 胜利是永远属于强者的，现在我们就征服了栈道进入了十

悬峡，此沟全长45华里，由数十个造型各异的悬崖组成而得

名。峡谷内的“抻牛湖”瀑布、灵芝山“水帘洞”、弧形悬

崖构成的“不见天”、令人费解的“怪峰”、高耸入云的“

擎天柱”映入您的眼帘，使您目不暇接加入童话世界。 走到

这里您可以留意一下路边的岩石，这些岩石不再具有燧石条

带的白云岩，而是距今6500万年以前，地壳深部灼热、熔融

的岩浆向上涌动，在距离地表比较浅的地方冷却、凝固后形

成的“闪长玢岩”。主要成份为角闪石和斜长石。 这里有一

高高耸立、险竣壮观的石柱，因其高耸入云故称“擎天玉柱

”，也叫“玉柱擎天”喻意为撑起一片天空之意。这是在10

亿年前，形成的燧石条带白云岩中发育多组直立裂隙，经后

期风化作用，石柱周围的石块垮落下来，就留下了现在我们

看到的高高耸立的石柱。 抬头仰望，前方有一片状山峰，形

似一中年妇女怀抱一小孩相互亲昵、爱抚的样子，故称“母

子峰”，等到我们转过山头去再看，就只剩下了一个峰顶，

所以此山峰叫“怪峰”，“横看成岭侧成 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在这里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这儿形成怪峰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岩层中发育多组裂隙，经后期长时间的差异风化而形

成的不同形态。 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最想了解的应是当

地的民风，那么在这里我首先就从当地的吃风给大家谈起，

三坡人民讲究粗粮细做，如：蒸糖糕、炸油香、瓜条粥、压

合烙等等，这些饭菜都可称得上是香甜可口，不信的话，您



可以去尝尝，同时若是正式酒宴，不但饭菜花样多，而且讲

究“双上”以表示丰盛，主食先是馒头、后米饭，最后是水

饺。 然后我再给您说说这里的穿戴：古时，三坡人民装束与

境外不同，妇女头发前面蓬起，后面用红头绳扎起，形若弯

弓，扁簪长八寸，长簪银质，附有“五毒”花，即：蛇蝎、

蜘蛛、蜈蚣、蟾蜍、壁虎。耳环重八钱，冬季上衣领，内穿

红袄、扎红腰带，考其来历皆系明代遗风，当然这些都是古

时装束，现在与您我已经没什么差别了。 最后我要说的是这

里的婚丧嫁娶：旧时，这里包办婚姻特别严重，订婚前男方

须由媒人领到女方家“下酒瓶”既带三斤酒、三斤肉、三斤

面到女方家，收下则表示同意，反之则不成，迎娶时无花轿

和鼓手，以骡马代之、新娘蒙盖头，出家门时须嚎啕大哭，

以表离乡之情，一般不与境外人通婚，在丧祭时，不是躺在

床上而是置椅于炕上，子女扶坐之，死后亲属烧纸 哭，报五

道庙，出殡时妇女须抓破脸血泪俱下，以表哀痛之情。 野三

坡的民族风情，就简单向大家介绍到这儿，现在我们所处的

景点是由两弧形悬崖构成的“不见天”。这里嶂谷延伸方向

呈“之”字形和锯齿壮，在岩壁上仰望，就看不到天空，这

种锯齿嶂谷是由于岩层中有两组近垂直的“X”型裂隙。沟

谷沿“X”型节理裂开，又经风化作用、崩塌、水流冲蚀，

节理就不断扩张形成嶂谷。“不见天”可以说也是嶂谷形成

的初期，且两壁保存有锯齿状的原始状态。没有达到完全直

立的地步。 在左侧山壁上可以看到两条南北方向平行排列的

垂直裂隙（构造节理），在两条节理之间，是一些破碎坍塌

的大小石块，如果有强大的流水将这些石块冲走，就又形成

了两壁直上直下的新嶂谷。 现在我们脚下踩的这是一山体露



头，仔细观察它属于“竹叶状白云岩”，这是在10亿年前的

滨海环境下，刚生成的白云岩，还未完全固结，就受到了较

大的海浪冲击，白云岩被打碎，然后又被海水中的白云质沉

积物胶结起来，形成了类似竹叶状的砾岩片，呈不定向排列

，地质学上称为“竹叶状白云岩”。 远远地我们就听到了水

声，这水声就是从水帘洞传出来的。泉水顺着洞口流出来，

形成一道水帘，所以此洞称为“水帘洞”，岩石中发育多组

构造裂隙控制了山洞的形成。 听到“水帘洞”这个名字，您

便会自然的想到“花果山”，不过咱这里的山不叫“花果山

”而叫“灵芝山”，因此山盛产乌灵脂而得名，钻过这条长

达132米的“水帘洞”就可到达百里峡又一侧门灵芝山票口，

且有缆车和滑索直通景区外公路。 这里的瀑布柔美轻盈，如

月笼轻纱，又象洁白无暇的垂帘，瀑布落下的地方成为一清

潭，水花飞溅，水声潺潺，像一幅十分优美的山水画，这个

景点就是“叠瀑洞天”，由于岩层产状近乎水平。其中又发

育了多组垂直裂隙，同时受风化作用的影响，岩性的差异，

沿垂直节理与层面剥落，在流水的长期作用下形成阶梯状陡

坎，每当雨季，流水沿陡坎形成“跌岩为瀑，流连为潭”的

景观。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巨大石瓮，叫“抻牛湖”

，直径30m，高20m，落差15m，为什么叫它“抻牛湖”呢？

相传有一年，三坡天降大旱，拒马断流，只有抻牛湖有水，

但一头野牛精霸占了这个地方，不让这里的人民到这里喝水

，民怨沸腾，玉皇大帝知道这件事后便派一条长须鲇鱼精下

凡，偷偷地潜入水底，等野牛精到此喝水之际，用两根长须

抻住牛角，把它拽进湖里淹死了，于是这个湖就叫“抻牛湖

”了，抻牛是假的，但它独特的造型却是真实存在的，这主



要是在上百万年前后，山间流水的长期冲刷、侵蚀以及涡流

的掏蚀作用而形成的。 好了，走过了连心桥就回到了三叉路

口，小循环的游览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

支持与帮助，真诚的希望您对我们的景区以及我的工作提出

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于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朋

友们，我期待着我们再次相遇百里峡，再见！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