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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节又中秋 赴一场古道探趣之约

大山健身步道一日游
横河大山登山健身步道环线保持着植被交融、林木葱茏的原始
生态面貌，以落叶步道和木栈道为主，有大量自然景观和文化历史
遗迹。
这条线路路况好，风景好。香格里农庄的农家菜别具特色，若
是出游人数较多，可以自己动手体验烧烤和大灶。感受烂漫秋意的
同时，再去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孙家境宗祠享受一场文化历史盛
宴，非常适合一家人出游。
上午：大山步道环线 （约 1.5－3 小时） 长度为 2500－7000 米，
爬升 140－250 米，下降 140－250 米，免费
中餐推荐：香格里农庄 （农家菜，人均 50 元）
下午：孙家境宗祠 （约 1.5 小时），免费

慈溪旅游吉祥物

任家溪古道一日游

筋竹古道

任家溪多古宅、古树、古道、古迹，更多的则是古寺、古庵、古庙
等古刹。由任佳溪湖墩自然村出发，走古道，倾听山寺钟声让人凡尘杂
念顿消，心亦慢慢静下来。再到未经雕琢的后茅山，山坳里处处散发着
早秋温婉之美，自在惬意。
上午：湖墩—高山寺 （约 2.5 小时） 曲径通幽，似在画中游，免费
中餐推荐：高山寺素斋或者后茅山农庄 （都需提前预约，人均 40
元）
下午：高山寺段—任家溪村口 （约 2 小时） 山坳里处处散发着自然
淳朴之美，免费

藏云溪古道

潘岙古道一日游

大山—岗墩古道一日游
大山健身步道延伸至岗墩，一路上，每隔一段路都能看到简明直
接的指示标志与地图，给健身者明确的目标选择。从大山村一路行至
岗墩村，扑面的秋意围绕的蜿蜒山路，让人恍若置身时空交错的境
地，陶然忘机。下午再到依山傍水、层林尽染的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一探体验秘色瓷的烧造过程以及青瓷的制作工艺，增添了无
限的情趣和遐思。
上午：大山村－岗墩村－岗墩古道入口 （约 2－3 小时） 长度
4687 米，爬升 170 米，下降 268 米，免费
中餐推荐：杨梅树下 （农家菜，人均 50 元）
下午：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约 1.5 小时） 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最大的“露天青瓷博物馆”
，免费

栲栳山古道

潘岙古道虽然年代久远，但古道保存仍旧完好。踏在古道上，穿梭
于树丛间，远处是红黄绿交织的多彩浅山，近处是鸟叫虫鸣，让人觉得
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下午悠游潘岙村，无论是巨大的姐妹樟，还是古
朴有味的民房、清澈见底的湖泊，都在诉说着岁月静好，等到夜晚月上
树梢，更让人身心沉醉。
上午：潘岙古道到夹岙古道 （约 1.5 小时） 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免
费
中餐推荐：兰屿农庄 （人均 60 元）
下午：潘岙村 （约2小时） 宁波市生态村、浙江省森林村庄，免费

岗墩古道

桃花岭古道一日游
方家河头村溪涧环村流泻，遍村古木成荫，还有保存完整的老宅、
古街、老井，光是这些就让人移不开眼。当然，这里的桃花岭古道是
“宁波十大古道之首”，串联起散落在山坳里的别致景观，山中过半之云
雾缭绕，珠湿衣襟，一路风光独好。
上午：桃花岭古道东西环线 （约 2.5－3.5 小时） 国家登山健身步
道，有大小环线，免费
中餐推荐：听溪轩 （古道入口的别致农家乐，人均 50 元）
下午：方家河头古村 （约 2 小时） 3A 级景区，千年历史文化古
村，免费

岗墩古道一日游
这个时节，岗墩古道的秋意若隐若现。车停在岗墩古道停车场，
走在小石铺成的羊肠古道上，一路上风景变幻，云雾缭绕，林木森
森，富有生趣。跨过千顷山巅，在最高点登临远眺，令人流连忘返。
午后吃完山野佳肴，去越窑青瓷研究所或细细品鉴精美成品，或亲手
团泥拉坯，收获满满。
上午：岗墩古道 （慈溪最高峰塌脑岗，约 3 小时），免费
中餐推荐：绿雅山庄 （农家菜，人均 80 元）
下午：慈溪市越窑青瓷研究所 （约 1.5 小时） 国家非遗传承基地

凤浦岭古道一日游
凤浦岭古道蜿蜒曲折，有不少路段堪称经典，是徒步旅游的优质线
路。目前，古道已经修到山顶，从凤浦岙村岙底徐走古道到达蓬山，秋
色一览无余，登山路线清幽喜人，让人倍感舒适。行至达蓬山前往仙佛
谷景区，感受千年秦文化，感受遥望湖光山色，顿觉心境开阔。
上午：凤浦岭古道 （约 2 小时） 古道已经修到山顶，山不高也好
走，道路蜿蜒多趣，免费
中餐推荐：达蓬山庄 （人均 50 元）
下午：仙佛谷景区 （约 1.5 小时） 4A 级景区，55 元/人

栲栳山古道一日游
位于上林湖畔的栲栳山古道也一直受到众多登山爱好者的青睐，
素有“仙山神瀑，飞珠溅玉”之美誉，车停栲栳山停车场，从栲栳山
古道入口上山，沿途可观赏到栲栳古道、米筛瀑布、王龙潭、松杠
石、茶园等，阵阵秋风袭来，丝丝凉意，倍感惬意，休闲踏秋很不错。
上午：栲栳山环线 （约 2.5 小时） 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免费
中餐推荐：杨梅树下 （农家乐，人均 50 元起）
下午：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约 1.5 小时） 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最大的“露天青瓷博物馆”
，免费

筋竹古道一日游
寻访达蓬之路，也可以从达蓬山北的筋竹古道上山。这条路线相比
凤浦岙的古道，略有些强度，但一路山路蜿蜒，溪流奏鸣，上行过岙
里，登达蓬山顶，景色非常不错。
下午若是精力充足，一定要一游达蓬山旅游度假区，无论是在乐园
畅玩，还是感受温泉氤氲，都让你不虚此行。
上午：筋竹古道 （约 2 小时） 全长 5 公里余，古迹遗存丰富，免费
中餐推荐：达蓬山庄 （人均 50 元）
下午：达蓬山旅游度假区 （约 2 小时） 4A 级景区，套票 130 元/人

藏云溪古道一日游
“五磊润名寺，山暇藏云溪，身处仙境中，不觉三四里。
”以清溪、
怪石、奇树、幽谷为特色的藏云溪景区是整个五磊山景区的一个重要部
分，这条线路一路山谷溪水交相辉映，奇石怪潭随处可见，沿途还能到
浙东第一古刹五磊讲寺聆听佛音，正是寻秋赏秋的好路线。
上午：石湫头－五磊讲寺－藏云溪停车场 （约 2－3 小时） 约 5 公
里，浙东第一古刹五磊讲寺所在地，免费
中餐推荐：望湖酒楼或者枕湖人家或者双湖人家 （人均 60 元）
下午：鸣鹤古镇 （约 2 小时） 省级风情旅游小镇，千年山水古
镇，免费

大山步道

伏龙山健身步道一日游

倒爬岭—藏云溪古道一日游
任家溪后茅山古道

伏龙山滑翔伞基地

慈溪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慈 溪 日 报 社

主办

五磊寺边的另一条古道倒爬岭古道，是一条要倒着走、由上至下
的山道，可经过倒爬岭进入五磊寺，再沿藏云溪下至终点。下午再到
鸣鹤古镇闲庭信步，若是等到明月升空，古镇赏月，更有一番趣味。
上午：杜岙村入口－倒爬岭－五磊讲寺－藏云溪停车场 （约 3 小
时） 线路长度 6370 米，爬升 405 米，下降 410 米，免费
中餐推荐：双湖农庄或枕湖人家 （农家菜，人均 60 元）
下午：鸣鹤古镇 （约 2 小时） 省级风情旅游小镇，千年山水古
镇，免费

梅美

金秋时节，最适合登高望远。这个周五正逢中秋，不仅秋高气爽，亦是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节，邀上三五知己，携家带口来个应节的
登山之旅，是许多朋友的最新出游计划。
慈溪的每一条古道，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当秋意染醉巍巍山林，更是多了一分诗情画意。中秋时节，我们为大家推荐了 12 条各有特
色的古道探趣一日游线路，并详细介绍了登高时间、长度和附近餐饮旅游点，无论是登高、入林、喊山，用双脚去感受那一份历史积淀，
或是到附近的人文景观或自然风光中流连，都可谓人生快事。

伏龙山位于村庄西北角，山中风光旖旎，古迹众多。横亘于伏龙山
滑翔伞基地与伏龙禅寺之间的登山步道与到伏龙禅寺的盘山公路构成一
条环线。若是中秋恰逢一个好天气，你可以请个专业的教练带你飞，感
受滑翔伞的魅力，或是来一场伏龙山露营，静待中秋月明。下得山来，
虞氏旧宅和民国一条街也是不错的观光选择，想想就让人心生期待。
上午：伏龙山登山步道 （约 1 小时） 伏龙山滑翔伞基地与伏龙禅寺
之间步道，小景众多，免费；伏龙山滑翔伞基地 （约 1 小时） 体验高空
滑翔，680 元/人
中餐推荐：伏龙寺斋饭 （需提前预约）
下午：虞氏旧宅 （约 1 小时） 3A 级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免费；民国一条街 （约 1 小时） 众多慈溪市级文物保护建筑，免费
■全媒体记者 王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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