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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游时间：每年的五一到十一之间。这期间山上草甸基本是绿

本攻略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果版权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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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功山最棒的体验
武功山拥有四季的风景，夏秋的主要看点是金顶日出、高山草
甸和云海。如果有特别的兴趣，还可以选择“宗教览胜”和“瀑布
溯源”的路线。

1、徒步走武功山

2、天上草原 欲纵马驰骋
“如果你爱一个人，就带他来爬武功山。”这样的说法一点都
不夸张，因为武功山烟雾迷蒙，充满了神秘和浪漫的气息。从金顶
到发云界，全是高山草甸，而且绵延不绝，满眼的绿色，让人有纵
马驰骋的冲动。
据庐山植物园林业专家考证，在如此高的海拔，生长着如此
大面积的高山草甸，不仅在中国，在整个亚洲都十分罕见。绵延不
绝的草甸碧波荡漾，像是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真有点让人喜极而
泣的感觉，感觉自己好像进入了天堂。现在是“夏绿”，听说武功
山的草甸还有春翠、秋黄的景致，但愿到时候有机会看看。

3、观金顶日出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我是一头驴

对许多驴友来说，武功山此行最为难忘的，就是走过绝望坡之
后看到云海的那个时刻。
又长又陡的绝望坡上，坐着滑的，四肢并用的，不小心摔坐在
地上的，形形色色的驴子们，铺满了令人崩溃的绝望坡。绝望坡是
金顶和发云寺之间的一段上上下下总也走不完的 V 型坡，爬了很久
也看不到尽头，真的只能用“绝望”来形容。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kuanning

然而不觉之间，山谷里吹来层层雾气，霎时间云破天开，终于
爬上了绝望坡顶，在山峦间流淌的云海一下子呈现在眼前了。经历

从九龙山出发，攀登目标直指金顶。沿着台阶拾级而上，经过

“绝望”之后，人特别容易沉浸在美景中，更何况是这样一个人间

“睡美人”和“武功山神”的岩石景区，大概 6 到 8 小时就到达了

仙境。

金顶。之后在此安营扎寨，在大自然中享受返璞归真。幽静的山野

注意事项：
对于驴友来说，负重行走武功山长线的难度系数很大，达到
A++级，也算是一条驴子的“毕业线路”
。具体路线是指从九龙山
出发，到达明云山的线路，即从沈子村上山，经九龙山、金顶、法
云界、沈家大院穿越至明月山(宜春)。
驴友感受
听得许多驴友提及“北太白南武功”之说，很有“北乔峰南慕
容”的味道。去武功山之前，看了好多非常漂亮的图，看到武功山
上的云雾是那样美丽地在脚下弥漫，就觉得非得走走不可。

清爽的风，欢快的驴子、美妙的歌声，时而还能传来阵阵花香或鸟
鸣——武功山绝对是露营地中标准的“五星级”。
第二天早上，就是观金顶日出的美妙时刻了。太阳在哪里都是
一样的，但看日出却因地点的改变而有不同。凌晨四时，金顶上已
经人声鼎沸。天刚蒙蒙亮，许多人已经占好位置。可是四周一片雨
雾蒙蒙的，能看到日出吗？渐渐地，金顶的太阳就要出来了。天上
云多，先是红霞布满半天，接着一线亮红，好像太阳听得到大家的
欢呼，加速升高，只短短一瞬间，就光芒四射。在阳光下，景物变
得异常清晰，正在由黄转青的草显出勃勃生机，山下的民居在雾气
迷茫中显现，让人有种飘然若仙的感觉。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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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山旅游地图

返回目录

03

武功山概况

温度为 23℃，低于同期庐山、黄山气温，是良好的避暑胜地。所
以，4 月到 11 月，都是游览武功山的好时机。

门票信息
门票：70 元/人（军官证、记者证免费）
全程大约需要步行 4 小时，内设多条步行径；索道到达终点后还要
行 2 小时左右才可抵达山顶。索道上行 55，下行 45 往返 9 折。
住宿：山顶有木棚可住，价钱 20 到 30 元不等。

天上的草原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是对塞外风光的借
词遐想，没想到不用去远方，大草原就在身旁。只是与蒙古草原相
比，武功山高山草甸少了牧食的牛羊。
武功山的独特在于它的高山草甸，从景色最美的发云界到最高
峰金顶，连绵不断二十余公里，面积达十万余亩。春日青翠如毯，
秋时芦花摇曳，雨雾缥缈，云海升腾，宛若川西草原一般，这里是
户外旅游和摄影的天堂。
武功山上的草，以貌似芦苇的芭茅为主。但武功山的芭茅，不
是一小块，不是一小撮，而是漫山遍野、浩浩荡荡。这连绵不断的
草甸啊，随着山势的起伏波涛翻滚。在武功山的丛林里，见不到草；
而在武功山的草甸里，却很难见到树。整座山头有时一棵、有时两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lb2010

驴友的朝拜地

棵、有时三五棵松树，显得那么突兀孤零零。这是草的家园，这是
草的海洋。

“如果你爱一个人，就带他来爬武功山。”这样的说法一点都
不夸张，因为武功山烟雾迷蒙，充满了神秘和浪漫的气息。从金顶
到发云界，全是高山草甸，而且绵延不绝，满眼的绿色，让人有纵
马驰骋的冲动。
武功山已成功入选首批世界自然遗产预备名单，未来将向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武功山也是华中驴子的朝拜
地，连绵不断的云海，高山草甸，是一片云中天堂。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湘约白沙

中国大学生最喜欢的旅游景区
国家 AAAA 级，2009 年成功入围“中国大学生最喜欢的旅游
景区”，2009 中国武功山山地户外旅游节暨第二届武功山国际帐篷
节在此成功举办。武功山风景名胜区位于江西安福、萍乡、宜春三
地交界处，峰白鹤峰海拨 1918.3 米，为江西第一高峰。武功山气
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14—16℃，夏季最高

洞天福地
武功山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远自汉晋起，被道佛两家择
为修身养性之洞天福地，明朝时香火达到鼎盛时期，山南山北建进
了庵、堂、寺、观达 100 多处，无数善男信女到此朝拜。自唐宋
以来，诸多仰慕其名而登山游赏吟诗作赋的名人学士络绎不绝，其
中最为出名的数汉之葛玄、晋之葛洪、梁之陶弘景、唐之袁皓、宋
之黄庭坚、明之徐霞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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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推荐
经典线路
1、常规旅游线路

2、武功山两日游
第一个方案：正穿
沈子—九龙山（铁蹄峰）—金顶—发云界（风车口）—山脚
第一天，早上从沈子上界，步行 5-7 个小时，夜宿金顶（吊
马桩白云客栈）
。
次日一大早向发云界进发，中午时分在赤脚坳（好汉坡）补水
点休息。2012 年新建了三家客栈，可提供食宿，提前预定，较为
妥当。当天下午 15：30 左右到风车口，从这可以下到山脚的东江，
如果再往上走半小时，到达发云界，从青龙山或银链瀑布下界。
第二个方案：反穿
龙山（东江）—发云界—金顶—山脚
第一天，从龙山（东江）上发云界，4-5 小时到达，往前半
小时到风车口，有三家住宿点，往前走二个多小时，到东江峰（好

穿越武功山路线:
1 吉安---安福---泰山乡---武功山温泉山庄---沈家大院---发
云界---白云客栈---金顶---三天门---武功山温泉山庄---泰山乡
---安福---吉安
2 吉安---安福---钱山乡---和平村--三天门--金顶--白云客栈
---发云界---沈家大院---武功山温泉山庄---泰山乡---安福--吉安
徒步时间:
武功山温泉山庄---羊狮慕-沈家大院,灌木丛林穿越,正常徒步

汉坡）有三家住宿点。
次日，再去金顶，从吊马桩或福星谷下界。
第三个方案：走半程（金顶和发云界选一处）
第一天早上，从东江黄狗冲上界，中午时分到赤脚坳，往右走
3 个小时到金顶，往左走 4 个小时到发云界。
第二天，从发云界的青龙山下界，或者从金顶景区下界。
第四个方案：强驴走全程（轻装）

时间 4 小时左右。
第一天一大早，从沈了上界，中午时分到金顶，简单用餐，休
沈家院子---法云寺，山脊灌木丛林穿越，正常徒步时间 5 小
时左右。
法云寺---白云客栈，高山草坡，芒草甸，正常徒步时间 4 小
时左右。
白云客栈---金顶,高山草坡，芒草甸,正常徒步时间 3 小时左右。
金顶---三天门,山脊灌木丛林穿越,正常徒步时间 1 小时左右。

息片刻后直奔发云界，连过三座 1700m 左右的山头，晚上 19：
00—20：30 左右可以到达发云界。
次日一大早，从发云界开拔，中午时分到羊狮幕，这里有二条
大路下界。2013 年下半年，羊狮幕景区还将会通缆车，届时大家
可以座缆车下界。
如果打算去明月山，再步行 2 个多小时到达“虎背界”
，再坐
明月山的缆车下界。

三天门---武功山温泉山庄,公路,正常徒步时间 1 小时半左右。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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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功山三日游

线路 B 三天行程安排：

线路 A 三天行程安排：
第一种方案：正穿
正穿：
第一天：三天门—金顶—白云客栈
第一天：沈子—九龙山—铁蹄峰—金顶
第二天：白云客栈—赤脚坳—发云界
第二天：金顶—赤脚坳—发云界
第三天：发云界—沈家大院—社边
第三天：发云界—羊狮幕—明月山
第二种方案：反穿
反穿：
第一天：文家—羊狮幕（发云界）
第一天：万龙山乌下—羊狮幕—发云界
第二天：发云界—赤脚坳—金顶
第二天：发云界—赤脚坳—金顶
第三天：金顶—观音庙—三天门
第三天：金顶官道下界或是走九龙山（铁蹄峰）到沈子。
下面介绍几条非常规的上界线路，在有向导带领情况下，大家
安福一侧的户外线路介绍
安福武功山管委会建好二处游步道，一是三天门的古官道到观

可以走走这些线路：
萍乡一侧：

音庙，另一处是千年银杏树到白龙瀑布。如是二天游玩的话，可以
走三天门上金顶，夜宿吊马桩。
次日从吊马桩峡谷处，走土路到白龙瀑布的尽头，然后走台阶
下到龙潭，再到千年银杏树（三天门旧址）。

1、棱头（瓦屋里）—白沙塘—九龙山
2、源下（萍东一镇）—铁蹄峰—金顶
3、深江—乌狗潭—中庵—金顶
4、大江边—横棱—无人村—铁蹄峰
5、龙王潭—花坳—吊马桩
6、东江“油萝潭”—三沧—白云客栈
7、东江“木 云 树庵”—银链瀑布—发云界
8、万龙山大王庙—发云界（羊狮幕）
9、下村—坪棱—沈家大院
10、老山里—沈家大院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kuanning

安福一侧：
1、安福大岭—二丘田—九龙山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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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布芦台—九龙山（测风塔）

DAY2

3、南坪水库—赤脚坳

乘车前往武功山景区，进入山门后，便可以乘坐索道或者步行游览

4、章庄三江—羊狮幕

萍乡 武功山 武功金顶

武功山。一路上山，沿途经过武功金顶景区里的很多景点，如：石
鼓寺，福昨谷栈道。穿越十万亩高山草甸抵达大名鼎鼎的金顶。
住宿：住在山顶的金顶客栈，客栈其实就是住宿棚，价钱很便宜，
条件相对简陋了些。
DAY3

武功金顶 发云界 萍乡

清晨等待日出，期待这云海观日出的壮丽景色，游览武功山金顶风
光和高山草甸。乘坐索道或者步行下山，沿途会经过发云界的广袤
无边的绿毯草甸。下山后乘车返回萍乡市区。

5、驴友亲身体验线路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自由心旅游

D1：集合

4、特色线路

1、包车到萍乡市芦溪县新泉乡沈子村，170 元（7 座面包车，2011

洞天高山三日游

年 5 月 1 日的价格）
。

行程亮点： 溶洞 石乳 云海 日出 草甸

中途在新泉乡吃晚饭。如家饭店，8 菜 1 汤，160 元一桌，饭管饱！

三天时间里，一天去往义龙洞，感受洞内怪石、清风、流泉、飞瀑

江西菜很下饭，不错！
！（2011 年 5 月 1 日的记录）
。

的“四绝”景观。两天时间游览武功山，一天上山，沿途欣赏武功

2、19：30，到达九龙山脚下青年驴友驿站，可洗热水澡（水不大），

山的栈道，草甸，索桥等壮丽景色。宿在山顶。早起可观赏云海日

住宿 20 元/人，洗澡 5 元/人

出等景观；第二日沿索道下山或徒步返程，观赏十万亩高山草甸的
大美景色。
DAY1

萍乡 义龙洞

乘车去往栗县福田镇青溪村的义龙洞，观赏传说中的洞中四绝：怪
石、清风、流泉、飞瀑。蜿蜓曲折，深邃清幽，虽可容纳千人，低
窄处却仅可容一人侧身通过。观赏结束后，乘车返回市区吃晚餐，
建议晚餐后直接宿在武功山脚下的宾馆。
餐饮：建议在市区用晚餐，市区伙食要比武功山好很多，可以好好
品尝下萍乡的湘赣美食。
住宿：推荐住在武功山脚下，这样次日就可以直接进入山门开始第
二日的行程了。

D2：沈子村（海拔 593）—武功山金顶（海拔 1918）--白云客栈（帐
篷节的营地）
路程：沈子村到金顶 8.7 公里＋金顶到白云客栈 2.96 公里，合计：
11.66 公里
6：00 起床，驿站吃米线加荷包蛋（传说中的米线盖蛋）
，5 元/人
7：00 出发，预计徒步 6-7 小时左右可以到达金顶，拍照后继续前
往白云客栈，大概 16 点 30 可到达。
（只能露营，不提供住宿）帐
篷要收 10 元/顶的费用。
客栈有饮料卖，土鸡也有，价格要谈，红牛 15 元。 一桌 8 菜 1 汤
200 元，饭 10 元/ 人（2011 年 5 月过去人多，都吃不饱）当日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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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途中拔高较快，应控制速度，保持体力。中午路餐干粮。
友情提示：我们 30 多人的队伍在白云客栈，可能是人太多的关系，
又有下雨。感觉白云客栈收费有点贵，吃饭 10 元/1 人，菜一桌 200，
8 菜 1 汤，但是自始自终连一点肉都没看到。。
。。
，所以推荐大家还
是在金顶露营。金顶露营可以看日出，赶到白云客栈也就是 2 个小
时最多，所以还是不要去白云客栈了。金顶客栈可以住宿。轻装的
同学可以考虑。
如果不在金顶住宿，到金顶和白云客栈之间的路上，有一个吊马桩，
可以住几个人，多了也没办法，房间有限。
D3：白云客栈-发云界接待站 （金顶有早饭吃，一样也是米线，其
他行程就不变了）
路程：白云客栈到绝望坡前：2.86 公里+绝望坡到发云界接待站 5.1
公里，合计：7.96 公里
06：00 起床，在白云客栈吃早饭，米线 15 元/ 人（这个很大碗，
可吃饱）
07：00 出发。从白云客栈倒出来，转个弯，就进入了发云界的范

07：00 出发去羊狮幕，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带上适合抓树藤树
枝的防滑手套！
！！为什么？到了羊狮幕你就知道了。人猿泰山就是
这样来的。
从发云界到羊狮幕的穿越线路可以用经典二个字来形容！既有深山
峡谷的壮观，又有辽阔草原般的气势。山间小路时而弯入深谷，时
而直上云霄，恍入天上人间，白云和薄雾就在脚边缓缓流动，入目
之处是满山的青翠和映山红的娇艳。及至走出最后一片树林，传说
中的高山万亩草甸就在眼前！一眼望不到头的山顶都是绿油油的茂
盛青草。
发云界和羊狮幕的分割点很明显，走到那边就会发现发云界的草和
羊狮幕灌木丛通过一条山脊分开，云雾也止步于发云界。
17：00 到达羊狮幕，当晚露营羊狮幕（可住日月山庄）
友情提示：如果觉得累，可以在沈家大院住下，有土鸡和小卖部，
还有住宿。
D5: 羊狮幕--明月山缆车站--宜春火车站--回家
路程：日月山庄到明月山缆车站：6.6 公里

围。在这里开始可以看到极具武功山特色的草甸。绿油油的一大片。

老规矩，6 点起床吃饭（干粮）
，6：30 出发。很平坦的机耕路+水

在发云界上徒步就如同走在辽阔的草原上，每登上一个山

泥路。 2 个半小时左右可以到达明月山景区缆车站，有食品饮料

头在一片绿草丛中仰面而躺，享受这微风带来的舒爽也是别有一番

补给，缆车下撤 45 分钟，价格 50 元/人。

滋味！白云客栈到发云界接待站的线路很清晰，要过五个落差超过

缆车出站后需徒步 20 分钟到达明月山景区大门外的公车站。时间

海拔 300 米垭口，而且每一个垭口缓冲较长，还有一些上上下下的

大概是上午 10 点。 乘坐 118 路公车到宜春火车站（6 元）公车全

起伏路，是考验意志力的路程，全程约 6-8 小时。这段风景是武功

程行驶 1 小时 ，11 点到达火车站排队买票。买好票车站附近吃饭。

山的精华，山脉连绵不绝、气势磅礴，天很蓝，云很白，有几处很

然后准备回家。如果不赶火车，可以做 118 路在温汤镇下车，然后

陡很长的上升和下坡。一路都在草甸上走...。中途有水源点补给。

问问人千年古井在哪里，过去泡脚，3 元还是 5 元一人。很舒服。

在绝望坡的下一个上坡 700 米的左手边。 当晚扎营发云界云甸客

真正的古温泉！

栈。可洗澡，有土鸡吃。
D4：发云界接待站--沈家大院--羊狮幕日月山庄

友情提示：不要去走什么台阶，那真的是和你的膝盖过不去。直接
下山就好。

路程：发云界接待站到沈家大院 7.53 公里+沈家大院到羊狮幕的日
月山庄 2.3 公里，合计：9.83 公里
06：00 起床看日出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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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山穿越攻略图(驴友提供)

图（一）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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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返回目录

10

欣欣线路

<武汉出发到绿色武功山一地纯玩火

【广州出发 江西武功山双卧徒步四

【武汉到武功山旅游多少钱 武汉到武

车三日游（每周五发团）>游福星谷、 日游|江西武功山四日自由行攻略】武

功山旅游纯玩三日团】乘云中索道；

问道岩、听涛阁等，到达十万亩天上

功金顶 观看美丽的日落（根据天气情

征服江西最高峰武功山金顶，纵揽湘

草原，尽情感受内蒙大草原的气息；

况）；相约一起看密密麻麻的星星，吹

赣风云；穿越十万亩高山草甸，游吊

游距今 1700 多年的神秘古祭坛群；

吹风吹吹牛，谈谈人生！两日游，

马桩、好汉坡等景点

原价:￥658

原价:￥850

原价:￥838

欣欣价￥559

欣欣价￥650

欣欣价￥638

>>更多武功山线路推荐

交通攻略
从萍乡芦溪上山
外围交通：

东江村，你可以向司机提出上山的路线，车将继续前行。沈子的路
线比较复杂，可以请当地的向导，适合户外游的驴友们前往。

319 国道、320 国道、沪瑞高速、浙赣铁路贯穿萍乡市，从京珠高
速、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到达萍乡市均在两小时车程之内，萍乡距
离长沙黄花机场 2 小武功山地图时车程，距离南昌昌北机场 3 小时
车程。
南昌至萍乡有武功山号（N627/628）旅游专列，从火车站可乘 1、

近距交通：
武功山距离萍乡市市区 47 公里，从萍乡市区可在城南汽车站乘班
车（每 20 分钟一趟）约 1 小时直达武功山。
从沪瑞高速芦溪出口下，约 40 分钟车程即达。

2 路公交车到萍乡南站转乘萍乡至武功山旅游客车。
芦溪火车站旅客可在沙湾乘座萍乡至武功山旅游客车
到达麻田后，有 3 条登武功山的路线，分别是沈子村、龙王潭村、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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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70 元，索道上行为 55 元，下行为 45 元。从索道上站（中庵）
欣欣小贴士：

至白鹤峰徒步约 1~2 个小时，现已修好第二段索道，可以直达金顶，
上行 45 元，下行 35 元。

近期还将开通萍乡火车站至武功山的旅游客车和
3、麻田乡黄狗冲村（红岩谷景区正门）——白云客栈
萍乡至武功山的旅游专客。
通往红岩谷景区正门的道路条件较好，40 座以下车辆可进，
红岩谷正门海拔 667 米，距山顶白云客栈约 1000 米海拔落差，徒

从吉安安福上山
外围交通：
105 国道、319 国道、大广高速、樟吉高速、京九铁路贯穿吉安市，
其中武吉高速经过安福县。从 105 国道、319 国道、大广高速、京
九铁路到达安福县均在一小时车程之内。安福距离井冈山机场 2 小
时车程，距离南昌昌北机场 3 小时车程。
近距交通：
武功山距离安福县城 45 公里，在安福长途汽车站可以乘坐武功山

步长度为 5 公里，上山约 4 小时，下山约 2 小时，全程有溪水，不
宜饮用，只有靠近正门处有一家饭店。全程为麻石台阶，无岔路，
坡度较陡，特别是一线天景区附近，500 米距离提升了 250 米海拔，
儿童无**的陪伴不宜走这段景区。红岩谷门票为 70 元。
4、华云乡龙山村——发云界
从龙山村上到发云界有三小路，耗时 4~5 小时，全程有水源，
爬坡线路居多，岔路多。
5、万龙山乡曹下村——羊狮幕

旅游巴士，或者在金岸广场租车去武功山。安福大多数旅行社有武

也有三条小路上到羊师幕

功山一日游项目，价钱 100 元左右。

之一：坐车去曹下村的路上有一个水电站过一分钟往右一直

目前从安福上武功山不需要门票，免费参观
从安福钱山乡和泰山乡至武功山山门图坪和三天门的公路已经修
好，但武功山安福侧大多数地方尚属于未开发状态。
武功山安福侧坡较缓步行径较短，仅需两个多小时即可登上山顶。

走到（下村）小地名的尽头，徒步到羊师幕 4~~~5 小时。
之二：坐车去曹下村的乌下，金乌休闲处下车徒步到羊师幕
3 小时左右。
之三：坐车去扬家岭，要经过曹下村，乌下，到尽头处下车，
开始徒步，到羊师幕 5 小时左右。

武功山上山徒步各登山起点：

从沈家大院到羊狮幕景区耗时半个小时。沿途有岔路，靠近沈
家大院处有麻石游道，全程无危险路段，有水源。

1 麻田乡沈子村——九龙山
通往沈子生态村的水泥道路宽阔，49 座客车可进。全程徒步
时间约 2~3 个小时，爬坡为主，岔路多，沿途水源丰富，在靠近上
九龙处还有一个补水点，带 500ml 够。

路径情况介绍：
1、新路：源下或脚庵上铁蹄峰，前段时间，有村民新开辟
了这条线路，从此处上界比沈子缩短一个小时，大客车也较好停放

2、武功山景区正门——白鹤峰
通往武功山景区正门的道路较好，49 座大客车可进。正门到
白鹤峰全程有麻石游道，徒步上山约 3~4 小时，全程有指示牌，有
卖水的摊位，溪水不可饮用。正门至半山的中庵有索道。正门门票

和倒车，笔者深信，不久的将来从这里上界是热门之选。
2、近路：从沈子村的机耕道上去野猪坪，最适合普通山友
驴行。近年来，从这里上界的山友最多，路上的状况明显。不足之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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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天梯”这里坡度较大，重装的话比较辛苦。
3、远路：从无人村往右走，前几年走这里朋友较多，2012
年有村民在这里修路搞水电站，破坏了原有的山路，致使不少山友

车运行不是正常，来游览的朋友，要做好徒步上下山的准备。景区
有红岩谷售票口和石鼓寺售票口，目前多数朋友是从石鼓寺方向上
界，红岩谷方向成了驴友下界的线路。

在此迷路，值得大家警惕。走一个小时左右到“莲花形”，有一个

峰白鹤峰(金顶)海拔 1918.3 米，为江西省境内第一高峰。金顶

交叉路口，往右走是去九龙山，往左走去铁蹄峰。如天公作美，体

的“江南祭坛群”
，距今 1700 多年的历史，被称为“华夏一绝”也

力良好，时间充裕的话，可以考虑走九龙山去金顶。

是武功山三大绝景之一;九龙山九龙十八塔现存十座古塔，均系明

4、便路：从棱头村的瓦屋里上界，面包车可以开到瓦屋里

代建筑，勘称全省唯一的古塔群。

水库，顺着山梁走，只要走一个半小时，可以到山脊梁上的“白沙

从石鼓寺大门入口处，步行 2 个小时左右，在“猴谷”这里有

塘”，这是原始的草甸，几乎没有人的脚印，地上全是动物留下的

一交叉路口，往右走去中庵，往左去吊马桩，往吊马桩方向走要多

痕迹。不足之外，在上界的路上，有一段小路被倒置的大树掩盖，

走半个多小时。往右走到中庵，有二条路上金顶，在武功山庄后面

需要仔细辨路，在山梁上，如遇上大雾天，极易迷路，不小心就会

有条老路，从挂榜石、雷打峡这里上界，不过路上有几处台阶踏陷

走到安福去了。

了，有点安全隐患，从福星谷方向也可上界，这里是新建的景区，

安福镜内上界有许多线路，其传统线路为三天门（古官道）上
去，还有一条线路为千年古银杏树，这里上到吊马桩。其他户外线

有长约 50m 的高空吊桥，有悬空玻璃观景台，也有缆道到金顶，
许多旅行社的游客都是从这里座缆车上到金顶。

路有五、六条之多，其一，章庄的三江到羊狮幕；其二，文家的社
边到羊狮幕；其三，文家到发云界；其四，南坪水库到赤脚坳；其
五，大布到九龙山；其六，大岭到二丘田（九龙山）。

景点介绍
武功山地处罗霄山脉北段，山脉起伏绵亘 120 公里，主峰白鹤
峰海拔 1918.30 米，为赣西地区第一高峰，被有关专家誉为“草甸
奇观，山景雄秀，瀑布独特，生态优良”。整个景区规划面积 237
平方公里，分为金顶观光区、羊狮幕游览区、发云界保护区、九龙
山宗教遗址区。
武功山山名由来一说，据明朝张程在嘉清年间编写的《武功
山志》其卷一《山水志》载：武功山根盘八百里，汉 葛玄，葛洪
二仙先后练山中，白鹤峰又名葛仙峰，又传有武氏夫妇修炼名山，
称之为武公山，后来因陈武帝助王师、平候景之乱武治有功，故更
为武功山。

1、金顶观光区
金顶景区以十万亩云中草原，千年古祭坛，高山瀑布，云海奇
观为主要特色。2013 年上半年金顶缆车在维修，在 4 月份以前缆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自由心旅游

中庵到尽心桥，有一条千年古道，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可以
走一走。只可惜这几年来，鲜有人走，年久失修，多处台阶塌陷有
安全隐患。不过此外“三包盐”最为著名，又称飞来石，位于路左
上边一突起的石岩上，恰与打子石上下对峙，三巨石成“品”字形
砌其上，颇寓神奇仙意。
龙王潭上吊马桩也是一条捷径，从这里上花坳，再到吊马桩，
只要四个小时左右，是景区里面最为便捷的户外线，不足之处就是
路途艰险，需要当地村民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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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顶区景点：

后又得返回梦月山庄。此外，有电瓶车载客去虎背界，步行的话需
要 30 分钟左右，到了虎背界往上走是索道站，往下走是游步道，

安福侧；

过“云谷飞瀑”到景区门口，全程徒步要 3 个小时左右，坐索道下
1．金顶道教丛林
江南银杏王 6．行台
10．龙潭瀑布

2．金顶

3．鸡冠岩

7．集云庵

11．赤脚坳

4．图坪道教丛林

8．观音岩

12．香炉峰

5.

9．白龙岩瀑布
13．发云界

14．

界要 50 分钟左右。明月山景区门口有班车去宜春市区，在下午 17：
00 以前到这里还可以赶上。

主要景点

千丈岩
巨型灵芝

这个小村庄名字叫谭家坊，2004 年 4 月，在这

萍乡侧；

个村庄后山的一株青冈古树上发现了两朵巨大的真菌类植物，这是

1、金顶 2、好汉坡 3、十万亩高山草甸 4、石鼓寺 5．紫极宫

第二次的重大发现，在此之前的 2003 年 7 月份，在发云界景区的
一棵树上第一次发现了这种植物，它的直径有 1.1 米，高有 85 厘

2、羊狮幕游览区

米，重达 110 公斤。9 月份把它采摘下来，曾被运到省里展览，现
在已制成标本，存放在市博物馆。

羊狮幕是新建的景区，2013 年 4-5 月左右，就会开通缆车，省

不可思议的景象就在眼前，这两朵巨大的真菌经中科学院植物

去游人爬山之苦，这也意味着将来也要收门票了。如果你现在没去

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 3 个教授进行过鉴定，证明是灵芝科植物，

过的话，请赶紧游览。从这里上界有多条小路上去，其一，从杨家

学名“树舌”
。

岭上界；其二，从老山里上界；其三，从坪岭上界，后二条小路近
年鲜有人走，没有向导的话，不要冒然前往。

穿云石笋(石笋双峰)

这两尖岩如一对春笋，从深谷中挺拔

而出，直插云表，高约 260 多米，这一奇特景点取名为“穿云石笋”，
又叫石笋双峰。

主要特色
山：险、奇、峻、秀，是她的显着特色。羊狮幕千米以上的山
峰众多，在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一峰更比一峰高，高过千尺的
石笋峰视为奇观。峰上长松，四季常青，松间有花，四季飘香。
水：清、甜、多、长，是她的又一特色。山泉飞流直射，形成
无数瀑布群，清澈见底的溪流有娃娃鱼游戏其中，点缀其中。
奇：石、松、藤、雾，尽情殿现，大石笋高 264 米，天公削成。
小石笋成百上千，栩栩如生的金鸡相依，石盆装古松，天送地得，
羊狮幕景区的“大王庙瀑群”，生态优良，游人较少，恍然是

美妙绝伦，非巧手精心设计所能及。

“世外桃源”的世界，这里是世界上最大活体灵芝的发现地，央视

茶：醇、清、爽、神，闻名全国。羊狮幕独特的土壤、气候、

探索频道的记者，就到这里亲身拍摄。在“三叠泉瀑布”处，有个

环境，不仅宜茶，而且赋予茶天生的丽质。有名的“月山松针”，吃

路岔口，往右走二个小时可到发云界，往左边沿着瀑布走，也可到
发云界，这二条路都是在发云界钨矿旧址汇合。

则醇、清、爽、口舌生津。曾有茶医治太后，眼睛复明，仁宗降旨，
是龙袍盖茶出之典敌。
竹：大、多、齐、广。竹林遍布羊狮幕，方圆近百里的山岭，

从羊狮幕去明月山的梦月山庄要 2 个小时左右，参观星月洞，

连绵起伏，修长笔直的毛竹俊秀挺拔，青翠欲滴。随风扬起阵阵绿

再从这里去看“青云栈道”，过高空玻璃桥，走十分钟，就原路返

波，成为绿色海洋。特别是羊狮幕顶峰的近千亩小竹林，更是别有

回，没有必要走到尽头的月亮湖，全穿走完得花费 1 个多小时，之

一番景色，走进竹林，爬上竹楼，尽展异族风情。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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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云界：观看云起云涌

4、九龙山宗教遗址区
九龙山景区位于金顶西北 10 公里的九龙山上，山峰平旷，草原辽
阔，面积达 1 万余亩，为武功山面积第二的草甸，主要景点有“蛤
蟆爬石”
、“老虎进洞”
、“九龙寺遗址”
、“九龙山瀑布”
、“铁蹄峰”
等等。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湘约白沙

发云界养在深闺人不识，一朝面世众人惊，旖旎的高山草甸，
气势磅礴的“千丈岩瀑布”，青龙山 枫林如画，一步一景，一步一
叹。发云界承造物之垂青，集大自然之灵秀，山与张家界竞奇，水
与九寨沟媲美。
发云界位于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万龙山乡，海拔 1628 米，为
武功山山脉的第二大高峰，以壮观的高山草甸闻名。一处风景秀丽
还未开发的原生态景点，连绵数 10 万亩的高山草甸一片翠绿此起
彼浮，让人心旷神怡。发云界因其在天欲雨时有云雾腾空而起而得
名。这里的天然林面积已经很有限而破碎。山脚还是被大片油茶林、
毛竹林、杉木林和马尾松林所占据，常绿阔叶林支离破碎，海拔 1100
米以上有小片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林的分布。
在如此高的海拔生长着如此大面积的高山草甸，不仅在中
国，乃到整个亚洲都十分罕见，堪称中国一绝！“发云界”是一个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iamshukaikai

著名景点：
九龙山瀑布
武功山的水景是一大特色，水量充沛，长年不竭，在全国各大
山岳型风景名胜区中都鲜有。整个武功山有大小瀑布近 200 处，造
形奇特，形态各不相同，或飞流直下，气势磅礴，或逶迤潺潺，峭
丽异常。武功山还有四季如春、具有良好保健作用的温泉；再加上
规划中的两个人工湖建成后，届时可形成湖水与奇山相伴的景观。
九龙寺：又名胜佛禅林寺

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一个让人足不出江南就能领略高山大草原情
怀 的仙地。

距主峰金顶不远的九龙寺，其兴盛时有僧人上千，成为明、
清两朝江南重要佛教圣地，清以后渐衰。 九龙寺右峰上有九龙十

发云界：有人趣称是"发晕界".其实从"发云界"这个名字就知道

八塔，六角，七层，麻石结构。为僧家寿终莹藏之处。现存“法轮

什么意思了.发云界古称集云，海拔在 1400 米，这里常年云雾迷漫，

塔”
、
“镇山塔”
、
“千佛塔”
、
“通天塔”等十座古塔可辩迹象，其余

是云雾发起的地方。发云界最好是在早晨来这里观看云起云涌.这

损毁，均为明代建筑，是江西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古塔群。

里吸引人的还有连绵十万亩的草甸.
发云界是核心保护区，因多种原因，这里没修公路，无论从那
里上去都要走 3-4 个小时，主要风景点有银链瀑布、九鳅落湖、猛
虎跳墙等。

相传九山下有一龙蟠之，复名九龙，而聚九山环寺”正因为
如此，建星煌煌，文记秩秩的胜佛禅林，成为湘赣两地缭绕的圣地。
嘉靖年间，长年在这里潜心修炼的佛子就达三、四百人之众。朱元
璋的的第十六子，宁献王朱权，闻胜佛祥林之盛，从南昌赶往九龙
寺拜谒。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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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推荐
武功山的住宿还是比较方便的。在景区内无论是山脚下还是半山腰还是在金顶，都有住宿的宾馆和客栈。住宿条件上，有简易的住宿棚，
有便宜实惠的农家乐，也有经济的客栈，也有宾馆式相对高端的住宿。不过当地农家乐或者旅舍较多也最大众化，值得推荐。

简介：位于萍乡市区繁华的跃进北路 399 号， 顾客点评：位置很好，硬件齐全，就是旧了
毗邻美丽的绿荫广场，距火车站仅 3 分钟的

点。我住的豪华套间，有电脑，麻将桌，还

车程，交通非常便利。是一家集客房、餐饮、 有个大观景窗，这个价位来说不错了，就是
娱乐、沐足等多个服务项目为一体的三星级
旅游商务酒店。 酒店楼高 21 层，大厦外形
独特，是萍乡城标志性建筑之一。
萍乡豪门国际大酒店

抽水马桶不太好用。
顾客点评：挂牌三星酒店。位于商业中心。
离沃尔玛步步高很近。房间设备不错 。只是

欣欣价：￥159 起

旧了点。价格比较合理。
……更多点评

>>立即预订

简介：
，为萍乡市首家三星级旅游涉外宾馆， 顾客点评：前台服務不錯,房間乾淨,離象山等
地处萍乡市政治、金融、文化、商业圈中心， 景區蠻近的,周邊也挺熱鬧的!
交通便利，设施齐全，服务精益求精。宾馆
以诚挚、周到、热情、细致的服务，恭候宾
客的光临。

萍乡安源宾馆

顾客点评：很不错的酒店，离七星公园漓江，
购物步行街很近。
……更多点评

欣欣价：￥188 起
>>立即预订

简介：坐落于繁华的萍乡市商业文化中心—

顾客点评：房间还可以，不是暂时不能看电

—文化路步行街 K 区。毗邻萍乡市著名的秋

视，据说在换机顶盒。上网需要自己和动输

收起义广场、绿茵广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

下 IP 地址。就是不能刷卡，只能现结。

纪念馆、鹅湖公园等景点。距离火车站、汽
车站 5 分钟车程，交通十分便利。

客栈

为您设身打造多款房型，设施设备齐全，同
时配备的早餐厅为您新的一天提供营养可口
非常客栈（萍乡步行街店）

的自助早餐。

顾客点评：酒店在步行街边上，打车去火车
站才 6 元，离沃尔玛也很近。整体环境不错，
就是晚上休息时，走道隔壁比较吵闹，没人
管理，隔音效果不好！
……更多点评

欣欣价：￥119 起
>>立即预订

>>更多武功山住宿信息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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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武功山并没有什么餐馆，一般餐饮都在住宿处解决或自带食品。或者去萍乡准备吃的。
萍乡是江西与湖南的交界处，饮食主要以湘菜口味为主，湘菜其特色主要为辣和腊味。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在这里大吃一顿。比较传统的
有：三层楼（萍乡杂烩）
、红白肚尖、粉皮羊肉、活煮禾花鲤鱼、栽禾米粉肉、莲花血鸭、砂钵牛肉煮仔芋、香酥小河鱼、上栗手撕狗肉、
煎太极图（黄鳝）、香辣蔸浆（牛腩）
、扎鱼、甲鱼焖猪手、油淋仔鸡、腊肉及各种腊味……
萍乡的点心小吃也颇有特色，米制品点心种类繁多，如萍乡米面、米豆腐、推浆米古、米发糕、硬米麻片、空心麻圆、各式棕子、汤圆、
艾米古、麻糍、葱油米饼、象形水点心等，这与萍乡地处江南稻米之乡有关。
萍乡人嗜辣，哪怕是一桌丰盛的筵席摆在面前，如果没有两三个辣味菜，还会说吃不下饭。这种饮食习惯与萍乡地处“卑湿之地”有关。
俗语说：
“鱼仔打个屁，辣椒都有味”。
“鳙鱼头，草鱼腰，黄鳝泥鳅炒辣椒”。辣椒几乎可与所有的动物性原料相配伍，风味互补，相得益
彰。萍乡的“小炒菜”就是此类菜肴的代表。萍乡的辣味有鲜辣。香辣。糊辣。糟辣。豉辣。酱辣等多种风味，由此衍生出五光十色使人
垂涎欲滴的辣味菜。辣得韵味悠长，辣的淋漓酣畅。萍乡人加工辣椒有独到之处，象铺辣椒、白辣椒、油酥干红椒、辣酱、辣味霉豆腐等，
都是佐酒下饭的好小菜，到谁家做客，主妇们会殷勤地拿出来让客人品尝，炫耀自己的当家本领。

粉蒸肉
武功山甜茶
“一村甜茶”野生于山陡、坡险、荆棘丛生的武功山原始森林，过
去只有少数山民懂得它的价值，常冒风险进山采摘，送给尊者、朋
友，很少外卖。一村公司为满足消费者需要，历经长期开发，终于
研制生产出“一村甜茶”，将产品用沸水冲泡，香气清新、野味浓
郁、味醇甘爽，饮用此茶清热解暑，解毒止渴，视为现代人一种高
贵防病凉茶。产品质量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是茶楼、居家待客、馈
赠亲友之佳品。
品尝一顿萍乡的热气腾腾的粉蒸肉，扣肉咸香鲜嫩，肥而不腻，入
口即化，又伴有谷酒的清香，真是叫人难忘。

饮用方法：每次 2-3 克，以沸水加盖冲泡三分钟以上，可连续泡数
次，冷饮最佳。

萍乡腊肉
萍乡腊肉又称萍乡烟熏肉，是萍乡老百姓的家常菜。萍乡的腊肉、
腊味堪称江西一绝，讲究原汁原味、口味清鲜、醇浓并重。冬月金
黄的腊肉腊味令人大快朵颐，食后难忘。

武功山多味豆腐
武功山多味豆腐又叫武功山霉豆腐，是豆制品系列之极品。采用优
质黄豆和天然矿泉水，经祖传工艺精制而成，香嫩可口，清香四溢，
色纯味美，具有纯正乡村风味，也可以作为特产送给亲朋好友。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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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贴士

况下加 500ml 足矣。全线基本无危险地段，上土路后，除白云客栈
一处岔路外，基本无岔路，到发云界后才有岔路，不过此时距法云

注意事项

寺及发云界招待所均不超过 1000 米。

1、全程穿越线路以九龙到明月山为宜，在明月山很难找到熟

11、发云界招待所及法云寺相距不超过 15 分钟，招待所高低

悉武功山地形的向导，但在武功山脚下的向导基本都熟悉整个武功

铺约 10~12 个铺位，挤挤可睡 20 人左右，法云寺高低铺加通铺共

山范围内的线路。

14 个铺位，挤挤亦可睡 20 人左右，但上铺无护栏，睡 2 人较危险。

2、坐车至萍乡站或者包车前往!
3、萍乡市距九龙山脚的芦溪县新泉乡沈子村约 2 小时车程，
坡陡路难走，岔路多，建议要求向导到芦溪县来接再一同前往。这
条路适合 30 座以下客车，30 座以上车辆走这条路不方便。
4、全程穿越建议不带帐篷，每个歇宿点都可住店，条件简陋

住宿按人头算，20 元/人。土鸡 30 元/斤，有时有王老吉，7 元/厅。
无大量热水，能凑合着洗个脚就不错了。早餐米线盖蛋 7 元/份。
12、发云界至羊狮幕全程 15 公里，下坡居多，起伏较大，基
本无危险地段。全线在灌木丛中穿越，身体裸露部分易受划伤。进
入灌木林后无岔路，至羊狮幕附近才有岔路，但有指示牌，仔细看
清就不会走错。走本段路强烈建议带手套，便于下坡时抓树枝借力。

了点，但足可满足恢复体力的需要，也比扎营方便，扎营点的被褥

登山杖在本路段基本无作用（依个人喜好来定）
。全程耗时约 6 小

又厚又重，有的还有点霉味，建议自己带薄睡袋。

时，走得快的约 4 个半小时。全程无水源，个人感觉 1.5 升水足够

5、九龙山脚农家“九龙山青旅接待站”.

了，1 升水略为紧张，进入羊狮幕附近在离沈家大院 10 分钟处有
水补充。

6、九龙山脚至九龙山顶徒步时间约 3 个半小时，全队速度较
快的话 2 个半小时可完成。沿途水源丰富，不需要带水。

13、羊狮幕附近离羊狮幕顶最近的住宿点是日月山庄、云海山
庄、旭日山庄、沈家大院二分部，距登顶约 20 分钟路程。最远的

7、中餐在离九龙顶 100 米处最后一个补水点较为适宜，九龙
顶至金顶线路无水源,个人感觉 500ml 水足矣，天气炎热的话 1 升
水也就够了。
8、九龙顶至金顶全程约 20 公里，坡度较缓，无难度，基本无

是沈家大院，距登顶约 50 分钟路程，价格较贵，但王老吉便宜，
5 元/厅。目前整个羊狮幕所有的客栈已由旭日山庄统管，土鸡 30
元/斤，药酒 20 元/斤，早餐米线盖蛋 8 元/份，单吃荷包蛋 2 元/个
（头面琛抖口齿伶俐的 1 元/个）
，看人给价。旭日山庄有热水淋浴，

危险地段，无大起大落，5 个小时肯定可以走完，速度快的 4 个小

但因是柴火烧水，故出水较慢，每 20 分钟可洗 2 人，连续洗则水

时以内走完。武功山向导周水根正在探九龙顶向南的线路，下次去

变冷。住宿单间 70 元/间，双人间 120 元/间。找老板谈一下价可以

也许可以穿越整个九龙山区，当然也就意味着这条线路更长更难

压到单间 50 元/间，双人间 100 元/间，或 7 间双人间 600 元。每间

走。

房住几个人老板不管，只要你住得下。单间可睡 2 人，双人间可睡
9、
武功山金顶住宿联系方式：金顶 2 号客栈电话：
13576433111，

13030562099。客栈可住宿近 50 名旅客，服务周到，备有各种家乡
特色菜，客栈可洗淋浴热水澡。
10、金顶至发云界全程约 30 公里，共 3 座 1700 米左右大山。
从发云界穿金顶则为 4 座大山（金顶算一座）。全线除这 3 座大山
外还有很多小山，故不要期待靠着数山来捱完行程，会越数越失望。

4 人。
14、羊狮幕至明月山索道上站全程约 8 公里，走得快的 2 个小
时，慢的 2 个半小时。全程为可行摩托车的土路，无坡度，无难度，
无危险，基本无岔路，不需要向导。06 年初走的那条小路我找不
到了，可能修摩托车道时已被挖断。
15、明月山下山为盘山公路或石台阶，走公路无趣无风景，走

金顶至发云界全线无水源补充，起伏大，晴天耗水量较大，故需做

台阶伤膝盖，故建议驴子们坐索道下山，索道下行 50 元/人，上行

充分准备。个人感觉 2 升水足够，1.5 升略为紧张，天气炎热的情

55 元/人。走下山约 2-3 小时。索道下山约 40 分钟。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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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山所需装备
16、要泡温泉的可去宜春温汤镇，温汤镇距明月山大门口约
15 公里，有公共汽车可直达，徒步约 3 小。温汤镇矿疗温泉不错，

重装参考（轻装的自己把不要东西的拿掉）

价格 88 元/人，砍价后 60 元/人；邮疗温泉 40 元/人，直接找温泉
馆的王老板砍价可以砍到 30 元/人。矿疗是室外温泉，邮疗是室内
温泉，矿疗和邮疗温泉在斜对面，进温汤镇后直走一公里可以找到

1、背包 60L 以上（可外挂帐篷睡袋的最好不要低于 40 升）
、
背包防雨罩
2、睡袋（温标-10°~10°舒适为宜，夏季抓绒即可）
、帐篷（一

这两家。温汤镇还有一家天沐温泉，名气很大，条件很好，价格也
很好，在 148 左右。

定要防雨的，能防暴雨更好）
3、防潮垫（帐篷内使用）、地巾布（也叫地席，是帐篷下面用

17、下撤：从金顶下至索道站约 1 个半小时，无岔路，全程台
阶。索道 60 元/人，约 30 分钟到大门。从索道站徒步下山约 2 小

的）

时。从发云界下山约 4 小时，路难走，岔路多，必须有人带才能下
去。从羊狮幕下山约 3 小时，路难走，岔路多，必须有人带才能下

4、登山鞋（推荐中帮以上，防泼水、适合重装徒步的）
、袜子
（推荐带 3 双专业徒步厚袜换着穿）

去。
5、冲锋衣裤、速干内衣（推荐多带 2 件备用）
、雨衣（要有背
18、我和武功山向导周水根一起刚探出了一条新路：羊狮幕山

包专用的，比如路客的）

脚——大王庙——羊狮幕风景区，全程 15 公里，耗时 9 小时，很
6、头灯（备用电池）
，防紫外线的遮阳帽、防风的线帽或抓绒

不错的线路，无危险，有 4/5 的线路有水源，带一升水足够，岔路
较多，不易做标记，建议全队紧跟。
19、发云界山脚有两家住宿：发云界旅游接待站.

帽。
7、个人碗筷、炉头套锅（看团队人数带，建议人多就分组）、
气罐沈子村的驴友驿站有卖。

食物药品
全程需要：3 早餐（3 餐都有米线吃，建议自带干粮备用 1 餐）
、
3 中餐（路餐、自己煮+干粮，建议干粮备用 1 餐）
、3 晚餐（店餐，
依然建议备用 1 餐干粮）
水：从出发每个人至少要带上 4 瓶水，觉得自己喝的少可以带
空瓶

8、水袋，水壶也可以、瑞士军 dao、指北针、手持 GPS（推
荐，加我 QQ 发轨迹，跟着轨迹走）
9、登山杖、手套、魔术头巾、护膝、太阳镜
10、个人随身的洗漱用品、特殊药品、女生记得带上防晒霜（夏
季注意防蚊）

露营
功能饮料（红牛蓝瓶装）、能量食品（巧克力、咖啡、奶糖等）
袋装面条（菠菜面那种波纹面，不推荐泡面）、袋装紫菜

武功山户外露营非常有名，每年秋季都会举行帐篷节。露

营应该选择地面相对干燥，能躲避风雨，蚊虫较少，地势较高的地
方。露营装备物品：帐篷，睡垫，炊具，饮用水，照明灯，应急干
粮，急救药品等。

鸡蛋、各类罐头、水果、自己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这里只是
说个大概。
只要是正常的季节上去，山上的客栈都有开的，吃的用的都能

其它事情

（1） 个人要带好换穿衣服，多准备几双袜子。安

排人员带好对讲机，以便保持队伍的通讯畅通； 安排有关的小组
长带好柴刀，以及烧开水的炉具，气罐。

买到。
（2） 山高路险，注意安全，大家要做好吃大苦的准备； 所有队
土鸡：45 元/斤、红牛 10 元、鸡蛋 5 元/个.....

员必须购买户外保险，对自已，对家人，对他人都是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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