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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大理原来是一个旅游的地方，所以可以说注定也会变成一个攀岩的主要基地。但是一直到

2007 年，都没有线路。直到那一年，有个当地攀岩者马云在宾川观音箐开了大理最初 的六条线。 

美国亚当 2008 年创建了大理攀岩俱乐部为了开发大理周边的攀岩，以提供给攀岩者更多的选择。

那一年 12 月份，亚当跟阳朔阿辉在双廊开了 5 条线。之后，多开了 66 条，现在大理一共有 71 条

线！ 

大理大部分的攀岩线路没有三年的历史，而且很多都是在一年以内开发的，尽管过来大理的攀岩

者一年比一年多，可是还是相当少。这个一方面很好，因为不用排队等着爬；另一方面，一定要

谨慎地爬。尽管所有的线路都清理过，但是松石的问题有可能还存在。你最好要先试一试，了解

石头是否松动，才确定要不要抓。当然戴上头盔是最好的主意！ 

最后，这里大部分的线路都是由大理攀岩俱乐部拨款开发。开线又贵又费时间。我们当然觉得最

理想的是攀岩应该免费。然而另一方面，所有的硬件，挂片都需要人花钱买。具体地说，开一条

合格安全攀岩线路大概需要 300 块人民币。如果你喜欢这里的攀岩，而且想支持继续开发新的线

路，那我们当然非常感激你的贡献 （可以保证 100%都会用来购买挂片），捐钱捐挂片都可以。 

“通行证”的情况 

大理攀岩俱乐部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解决了所有的攀岩许可问题。为了保证现状，请你们尊

敬我们的努力。不要随便扔垃圾 （包括烟屁股），一定要避免受伤，而且不要给非攀岩者带来危

险。最终一定要知道如果你不谨慎的攀爬而受伤，那将会影响到现有的整个攀岩现状。 

目前漾濞石门关的情况有点不稳定。本来政府不准攀岩，经过我们与县政府的多次协商才得到了

允许。县旅游局虽然还是不是特别支持攀岩，但是如果他们有机会理解攀岩而发现攀岩是一项很

好的运动，那将来应该会得到他们的支持。前往石门关攀岩中国攀岩者需要签一份中文免责书，

外国攀岩者还需要把护照签证提前传真过去。 

双廊和宾川观音箐的攀岩没有任何限制，只要大家保护环境和生态，其他的就是享受攀岩吧！ 

天气 

冬天是来大理攀岩的最佳季节。几乎每天天都是湛蓝湛蓝的，很少下雨，白天基本可以短袖或者

光着膀子爬，晚上气温比较低。夏天是雨季，但是攀岩也基本没问题。因为基本是阵雨，如果下

雨的话，暂时没有地方可以爬，但等雨停了后，太阳出来晒几个小时岩壁就干了。 

抱石 

如果你去漾濞石门关，你就会看到到处散落的大石头。大理攀岩俱乐部正在努力开发抱石，已经

有几十条线。可惜指南还没有做出来。如果你有自己的抱石垫，你还是可以自己去抱石、自己定

线路。 



线路开发 

除了一条传统攀岩线以外，这里所有的线路都是运动攀岩，而且都有固定的顶部锚点。大理攀岩

所开的线路都是用了标准无锈刚的挂片，链，等等，都很靠得住。尽管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挂片突

然失败的事故发生，但是你一定要自己承担检查挂片的责任。无论别人怎么说，盲目信任攀岩硬

件很危险！但请注意：宾川观音箐的线路不是由大理攀岩所开发，所购买的挂片情况如何也不清

楚，所以一定要小心！如果你对顶部锚点不够满意，你还是可以再加上一件保护器械。 

有一些顶部锚点有两个固定的主锁，到了顶之后不需要解绳而可以直接挂绳下来。只是一定要确

认主锁是拧紧的。如果想顶绳的话，麻烦你用自己的装备（比如两把快挂），而不要靠固定的硬

件。别的顶部锚点有一个主锁还要一段铁链。如果碰到这个式样的，那只能先解绳而穿顶才可以

安全地下来。如果你的经验不够的话，最好请别人帮你做。安全第一！ 

挂片距离，位置，难度，等等也许会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所以你可以考虑带上 一个放弃式的 O 型

圈，免得万一你爬不上去，而不得不放弃你昂贵的装备。 

需要的装备 

你应该准备标准的运动攀岩装备：60 米绳子（50 米勉强也可以，除了几条线），14 把快挂，扁

带，安全带，保护器，多余的主锁，头盔。 

当地的交通 

去所有的岩壁你都可以乘公共交通到达，很便宜，但是花费的时间久，有一点麻烦，有时候也会

受时间的限制。如果人多推荐包面包，大概价钱（先单程，后来回）在下面。你当然可以讨价换

价，因为价格都不是固定的。 

 

双廊: 140 / 250 RMB 

宾川观音箐: 160 / 250 RMB 

漾濞石门关: 150 / 250 RMB 

 

杨司机: 13577889671 

苏司机: 13987245707 

杨司机: 15912287468 

李司机: 13887247638 

施司机: 13987278337 



室内抱石 

大理攀岩俱乐部有一间室内抱石墙，为了训练、玩、交流，或有时下雨不能出去就抱石。 

请向导和租装备 

大理攀岩俱乐部是大理唯一的、有资格提供攀岩向导的俱乐部。拥有专业攀岩教练协会 PACI（澳

洲）资格证和大理州体育局颁发的许可证。如果想了接更多的服务，请与大理攀岩俱乐部联系：

info@climbdali.com 或者 13150644701. 

大理攀岩俱乐部也以合理的价格出租装备。 

 

住宿情况 

大理古城是全大理的旅游基地，有好几百个客栈，青年旅馆，大酒店，等等，符合每一种客人也

符合每一种预算。 

如果想省钱的话，可以考率住四季客栈，在大理攀岩俱乐部正对面。旁边的微笑客栈和猫猫果儿

客栈也很实惠，气氛很好。 

去双廊攀岩的时候，推荐住在容驿客栈  [0872-2506462]，位于大建旁村。住床位平时 40 块，标间

100 块起。附近的客栈，餐厅很多。 从客栈走路到双廊“软”岩壁只要 20 多分钟。旺季一定要提

前预订。如果想住在双廊硬岩壁，也推荐环海驿青年旅舍 [0872-2506348]，于长育旁村。住床位平

时 35 块，标间 120 块起。 

漾濞石门关附近有两家小农家乐，都提供吃住。卫生条件不是最好的，但是至少离岩壁特别近。

床位 15 块，标间 70 块左右。小心狗！本人被咬了一次！ 

不幸的是宾川观音箐附近没有地方住。勉强应该可以在寺庙里睡或者在宾川县成（15 公里远）。 

由于这里的线路不多，最好还是当天来回。 

 

其他的活动 

大理其他的活动比较丰富。租单车的地方无处不在，在双廊除了攀岩，也可以在海地生活租独木

舟在洱海划划。海地生活线“闲”的方式也很多，那里有书吧、乒乓球、桌球，也有机会做义工

（得到免费食宿）。大理周围也有很多很短途徒步路线，可以到大理攀岩俱乐部咨询一下。周围

也有很多别的古镇，包括喜洲，巍山，沙溪，都还可以。也有很多风景区（比如三塔寺，蝴蝶泉，

感通寺缆车，南诏风情岛）但是因为招待很多团队游客所以又贵又商业化，就不推荐了。在大理

古城只是休闲很舒服，有很多好吃，好喝，好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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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廊“软”岩壁 

双廊软有 20 条线，从难度 5.7 到 5.11d.  岩壁是石灰岩也可以说沉积岩。由于岩壁堆积一层接一层，

所以手点脚垫偏小。角度都很小，差不多垂直。一开始，这里的松石头特别多，都被开线者敲掉。

一方面岩壁不是最漂亮看起来破碎的样子，在这里攀岩一定要注意。另一方面，所有的线路都很

安全，很好玩。松石头越来越少。这个岩壁全天都晒太阳，气候很干燥。但是有一个小棚子可以

躲太阳。下雨的时候不能爬，但是下完雨很快干。大部分的线路在主要的岩壁，过右边凸出来的

那块，也有三条。 

想去那里攀岩，如果从古城出发，要去古城外的“东盟玉城”乘车去双廊（可以看看上面的地图）。尽管

从公路上能看得到上面的岩壁，但是你下车的时候还是看不见。有两条路，一条从大建旁村口上去，另一

条从海地直接上去。如果对路不熟悉，最好先在大建旁村口（从双廊镇过去 500 米左右）下车，从这个地

方上去。过马路经过寺庙，篮球场，到前面的小墙，往右转，走 5 米，往左转，从正在修的高速

路的高架的下面走过去。前面有一条小路往右边的方向。走上去 100 米左右会遇到一条拖拉机路。 

顺着曲径小路往上走，慢慢往南边走。然后会到拖拉机路的终点。过梨树园，左边是佛山公墓，

继续往上爬。路有点陡。走 160 百米左右，到了一颗丫型的树，要离开马路，往右转。再走几分

钟能看到岩壁。顺着小路上去吧！（从双廊“软”岩壁到双廊“硬”岩壁没有链接的路，要先下

去到公路然后重新上去才能到达）。 

 



从左到右, 线路是这样： 

1. 快死   5.11b (6c)   

从地上顺着钟乳石上去。难点在第四挂片，但是也许有节能的方法可以度过。在洞里面休息，然后

过一个难点，就到了很有趣的终点。挂第三挂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本人正在首登的时候差点掉在

地上。 

首登: Dane Schellenberg, Adam Kritzer, Andrew Hedesh (3/2011) 

 

2. 偷菜   5.7 (4)   

双廊最容易的线。如果能够到的话，从洞里面线挂好顶部，比顶部右边的石头挂得安全点。 

首登: Adam Kritzer, Ahui (12/2008) 

 

3. 甘肃之恋   5.9 (5b)    

最难点是跨过去“偷菜”右边的凸石。 

首登: Adam Kritzer, Ahui (12/2008) 

 

4. 训练手塞   5.10c (6a+)   

如果没有最后的那个动作，这条线根本不是那么难。快到顶，最好顺着裂缝，因为左边的大石头都

是松动的。 

首登:  Adam Kritzer, Ahui (12/2008) 

 

5. 你的双是多廊的？ 5.10c (6a+)  

这条线的难度比较连贯。难点，顶部都跟“训练手塞”一样。 

首登: FA Adam Kritzer (12/2008) 

 

6. 你一开线，他们就会过来   5.9+ (5c)      

这条线也许是双廊软最好玩的。只要小心顶部右边的巨大石头是松的坐在平台上。 

首登:  Adam Kritzer  (3/2009) 

 

7. 山姆大叔的报仇  5.10a (6a)     

这条线的顶部是跟“你一开线，他们就会过来”通用的，但是不是特别有意思。 

首登： Adam Kritzer  (3/2009) 

 

8. 仙人掌裤子  5.8 (5a)    

下面有点难解开，但是上面非常简单。有点脏。 

首登：Adam Kritzer, Ofir  Shaked (5/2010) 

 

9. 不是冬天的感觉   5.9 (5c)   

线路比较短，而且第一挂片有点高。 

首登： 刘勇  (1/2009) 

 

 

 



10. 欢迎到岩壁来！   5.10d (6b)    

第二挂片非常难。终点在钟乳石旁边。第二段很容易导致手酸。 

首登： Adam Kritzer  (10/2009) 

 

11. 耶稣哭了  5.11c (6c+)    

起部不好玩，但是难点很有意思。 

首登：Dane Schellenberg, Adam Kritzer  (3/2011) 

 

12. 鹰屎的河流    5.10d (6b)    

难点对矮人来说却是很难。中间的老鹰栖息很脏。 

首登：Adam Kritzer, Ofir Shaked (5/2010) 

 

13. 复原按钮在哪里？5.11c (6c+)    

一直很难，但是也一直很有趣。 

首登：Visiting Swedish Climber, Brian Rossa (7/2009) 

 

14. 千年鹰号   5.11d (7a)    

这条线的最初两个挂片跟“攀梯运动”通用。注意上面岩囱的右边有个巨大松石头。 

首登：Adam Kritzer, Roman Kesselek (6/2011) 

 

14a. 转世  5.10c 6a+   

如果先爬“攀梯运动”到顶，然后继续往上爬“千年鹰号”的第二段可以避开最难点。然而，这样

爬还是有意思。 

首登：Dane Schellenberg  (6/2011) 

 

15. 攀梯运动  5.9 (5b)     

这条线比较独特。不要因为角度小低估难度。 

首登：Adam Kritzer, Roman Kesselek  (7/2009) 

 

16. 腐烂的心脏  5.10a (6a)     

岩壁比较平，但是好爬。线路处于在“攀梯运动”的 15 米的右边。 

首登：Drew Hedesh  (2/2011) 

 

17. 中药蘑菇 5.10a (5c+)     

从“腐烂的心脏”往右边走，要绕过去凸出来的岩壁。 

首登：Reshi, Dane Schellenberg  (3/2011) 

 

18. 软型  5.8+ (5b)     

有很多爬上去的方法。注意挂第一个挂片。 

首登：Dane Schellenberg  (12/2010) 

 

19. 青蜂侠 5.10b (6a)     

很好的线！不要怕破碎的下面，但是快到顶不能往左走。顶部有点难挂。 

FA Adam Kritzer  (12/2010) 



 

双廊“软”路线图 
 

 

 

  



双廊“硬”岩壁 

这里一共有 21 条线（20 运动攀岩线和 1 条传统攀岩线），从难度 5.9 到难度 5.12d. 表面上，岩石看出来是石灰岩，

但是里面的样子是石英岩 。 线路的角度范围是从特别仰角到比较仰角，包含有意思的点形状和钟乳石。所有的线路

都是 2011 三月份开的，所以松石头还是有的。在这里爬要小心，建议你戴上头盔。全岩壁都朝着太阳，所以晴天一

定很热。线路有点长，所以多带快挂。 

到这里要搭车到双廊，然后在长育村 （离大建旁村 1 公里左右远）下车。（也可以从海底生活客栈走过来但是这样

要加上 20 分钟走路的时间）。从公路上能看得到岩壁。要通过村子，从铁路下面走过去到正在修建中的高速公路施

工地。到岩壁的徒步线路一直好走，但是有点陡。顺着岩壁右边的山脊上去，经过高压电线杆。到岩壁的高度，就要

往左转。首先到达的岩壁叫“女朋友岩。”这里有四条线： 

从右到左:   （路线图片还没有做出来） 

1. 胡同吸脂术  5.11a (6.b+)  

难点以前没有现在这么难，因为有一个重要的点掉了。 

首登: Nicole Curtis (4/2011) 

 

2. 霹雳修女 5.10d (6.b)  

在“女朋友岩壁”其中应该算最好的线。一直好爬，但是最后的动作也是最难的。 

首登: FA Dane Schellenberg (4/2011) 

 

3. 叫醒 Mustakrakesh  5.10c (6.a+)   

因为下面的一层破碎石头所以起点很麻烦，要小心。 

首登:  Amir Gilead (4/2011) 

 

4. 荆棘安魂曲  5.10a (5+)  

破碎岩层也在联到这里，但是过了之后钟乳石很好玩。 

首登:  Dane Schellenberg (4/2011) 

过了“女朋友岩壁”就会到了主要的岩壁。从左到右： 

5. 大海兽  5.11c (6c+)  

一开始一直很厉害，但是难点在上面。手力要求很高。 

首登:  Dane Schellenberg  (4/2011) 

 

6. 恐惧的外貌 5.11b (6c)  

首先爬“刺激裂缝”的钟乳石，然后把手伸到右边挂好挂片，就可以往右转开始爬。超棒！ 

首登:  Amir Gilead (4/2011) 

 

7. 刺激裂缝 5.10b (6a)  

从平台钻上去到岩槽里，然后到更宽的裂缝。挂片的距离有点远，可以保证刺激。 

首登: Dane Schellenberg (4/2011) 

 

8. 兔子拥抱   5.10a (5+)   

爬完了前面的脏岩就开始很有趣的两个平面的冒险。 

首登: Nicole Curtis (4/2011) 

 



9. PROJECT  5.12d (7c)  

前面看出来很容易因为手点多，可惜都不这么好用。快到顶的话一下子很难。 
 

10. 世界末日 5.11a (6b+)  

连贯难的线路，各种各样的动作。跟上一条线的顶部锚点是通用的。 

首登: Amir Gilead (4/2011) 

 

 

11. 甜的像亲吻 5.10c (6a+)  

顺着中断的裂缝，有很多打手点。难点很有趣！ 

首登: Dane Schellenberg (2/2013) 

 

12. 出血的死亡 5.10a (6a)  

很有意思，有几个反扣点。 

首登: Gen Dron-smith (2/2013) 

 

13. 天使先坠  5.11a/b  (6b+/c)  

平衡指力都重要。到了上面你就能选择你自己想去经历的冒险了。 

首登: Amir Gilead (5/2011) 
 

14. L.D.G.  5.10b (6a)  

一条很漂亮的线，到达可怕的钟乳石。值三个笑脸！ 

首登: Amir Gilead (5/2011) 

 

15. 精神洗涤 5.12a (7a+)  

过了很难的起点就到平面式攀爬。上面的难点是超级技术性的，要劈腿但没有手点。 

首登: Dane Schellenberg (5/2011) 
 

16. PROJECT 5.12c (7b+)  

起点不是一般的难。但是上面超好玩！ 
 

17. 岩塞和卵子 5.10c (6a+) 传统线  

先挂“攀登 Mordor 的墙壁”的最初三个挂片，然后进入荒地。裂缝好塞，而且休息的地方挺多。首登者冲

坠了，而岩塞都没有出来了。因为上面的顶部还有两个挂片，顶绳也可以。 

首登: Dane Schellenberg (4/2011) 

 

18. 攀登 Mordor 的墙壁 5.10d (6b)  

顺着下面的岩槽，然后细心往左边走。下面有点锋利. 

首登: Dane Schellenberg (4/2011) 
 

19. OPEN PROJECT 5.12c (7b+)  

起点很难解开，但是估计有意思。跨了屋檐，到了很性感的钟乳石。顶部跟“攀登 Mordor 的墙壁”是通用。 
 

20. 清除装腔作势的人 5.12a/b (7a+/b)  

先爬仰角的刃岭，需要精确的动作。之后的平面一直很难。 

首登:  Dane Schellenberg (5/2011) 
 

21. 苦修 5.11b (6c)  

先爬平面的右手边，如有需要也可以爬刃岭。手点小，有点锋利。 



首登: Amir Gilead (5/2011) 
 

22. 仁慈的上帝 5.11c/d (6c+/7a)  

开始爬大石头到平面上。钻过去两个钟乳石的中间到了比较容易的后面。 

首登: Amir Gilead (5/2011) 

 

23. 劈腿而信任橡胶  5.9 (5)  

开始爬大石头进入角落。劈腿动作，钟乳石，小洞，什么都有。超好玩！ 

首登:  Dane Schellenberg (5/2011) 

 

24. 谈何容易  5.9 (5)  

起步有点难，要爬进去小洞里。然后享受烟囱。  

首登: Sharon (2/2013) 

 



廊“硬”路线图 

 



宾川观音箐 

这是一个仰角石灰岩壁。2006 年这是由当地攀岩者最早开发的。注意：这里大部分的线路都不是大理

攀岩俱乐部开发的，有可能不合格，爬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共这里有 8 条线，但是因为 1 条是

无法爬的 project 还有另外一条太危险了，所以最好考虑当天来爬当天回古城。 

岩壁在寺庙区里面，所以也含文化价值。顺着石板楼梯从公路停车场一直到悬挂寺。攀岩壁在半路，走路

上去大概有 10 来分钟。保护点在水泥地上。有一棵巨大榕树蔽太阳。参观拜佛的当地人也对攀岩有兴趣。 

到这里，要先做 8 路公交车从大理西门（或者东门）到火车站（也是终点站）。往前走 200 米左右到对面

的汽车站。买从下关～宾川的车但到观音箐下，票价（15 元）。可以从公路上看到岩壁，但是最好请司机

提醒你下车。要不然你会坐到宾川县城。 

 

 

 

 

 



1. 营养快线 难度 5.10b  (6a)  

挂第二个挂片一定要小心！ 

首登：刀痕 (11/2006) 

 

2. 狂石 5.8  (5a)  

有两个顶部，但是最好在第一个停下。 

首登：马云 (11/2006) 

 

3. Towards Nirvana  5.11c  (6c+)  

特别好玩，爬完了之后会很酸。 

首登：方强 (11/2006) 

 

4. 荒鼓 5.10a  (5+)   

直接爬钟乳石到顶部。 

首登：马云(11/2006) 

 

5. 半边人 5.11c (6c+)  

首登者定了难度 5.11a 但是最后的动作更难。 

首登：马云(11/2006) 

 

6. Project 

最后的动作基本上是无法做。如果爬上去到右边的顶部，应该是 5.11 左右。 

 

7. 到极限  5.11b  (6c)  

FA Simon, Adam Kritzer (3/2011) 

 

8. 松动石头的难题 5.10b  (6a) 

基本上没有人爬这条线。 

首登：马云(11/2006) 

 

 

 

 

 

 

 

 

 

 



漾濞石门关 

经过多次与政府协商，政府后面同意我们在这里开线。2010 十二月份新开了 11 条线。这里的潜力是无限

的，包括结组，传统线。不幸的是允许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被解决了。到这里要先签免责书才能攀岩。希望

在石门关攀岩的攀岩者一定要特别小心和注意环境生态的问题，如果一切顺利进去峡谷开结组、或更多的

线路将会有可能。 

到这里要坐 8 路车到下关环城南路. 从这里可以走路打的去昆大高速收费站对面的当地汽车站。（不是附

近的长途客运站）。乘车到漾濞（10 元），但是通知司机要在石门关下车。你可以从公路上看到远处的大

峡谷，但是走路还要 45 分钟。可以打面包车或者三轮车到门口，15 元左右。 

因为石门关是个风景区，所以要买门票（10 元）。（夏天不准进去峡谷里，因为管理员怕落石会砸死游客，

所以夏天门票只要 5 元。不影响攀岩）有一条游道进入峡谷，经过山泉水、瀑布、吊桥、景色很美。天气

热也可以游泳。 

从停车场顺着石板游道走 10 分钟。目前，所有的线都在峡谷的外面，在 4 个巨大石头上。从游道上能看

的很清楚。有一条又陡又滑的小路从游道到岩壁下。附近有很多核桃树，请脚、手下留情！不要破坏跟村

民的友好关系。 

 

 



从左到右：    
 

1. Flamingo Kid  5.10a (5+)  

这条线在大石头上。线要做点很简单的“抱石”才能真的开始攀岩。很不错。 

首登: Andrew Hedesh (12/2010) 
 

2. 被偷的粑粑  5.10c/d  (6a+/b)  

过一个很动脑带的起点。 

首登: Adam Kritzer, Dane Schellenberg (1/2011) 
 

3. 樱桃处女 (6a)  

平面式的攀岩，但是不是很难。石门关的第一条线。 

首登: Dane Schellenberg, Andre Hedesh (12/2010) 
 

4. W.W.S.D.?  5.10d (6b)  

前面跟后面截然不一样，而很有意思！ 

首登: Dane Schellenberg, Adam Kritzer (1/2011) 
 

5. The Gardeners of Eden   5.11a  (6b+) 

走路爬上去开始的缓石，然后做几个很简单的动作到一个很明显的难点。很有技术性的。可以说这

条线是抱石而不是攀岩。 

首登: Dane Schellenberg, Adam Kritzer (1/2011) 
 

6. 花生酱在哪里？   5.10b (6a)  

反抠，小平台，平面，什么样的手点都有。短是短，但是很好玩。（花生酱在大理攀岩的冰箱里）。 

首登: Adam Kritzer (12/2010) 
   

7. 亚当刃岭    5.11b  (6c)  

前面有一个很可怕大抱石动作在刃岭上。 

首登: Dane Schellenberg, Adam Kritzer  (1/2011) 

 

8. BB Kuen Kuen Chu  5.8 (4)  

FA Dane Schellenberg  (3/2012) 

 

9. 啦领域 5.9+ (5b)   

FA Dane Schellenberg  (3/2012) 

 

10. 魔鬼的徒弟  5.10a  (5c)   

FA Cody Millar, Adam Kritzer  (3/2012) 
 

11. Moxis 在屋顶地上   5.11c  (6c+)  

站在大平台上挂好地一个挂片。难点在这里。超棒！ 

首登: Adam Kritzer (1/2011) 
 

12. 血呕吐物  Project  5.12c/d  (7b+/c)  

很技术性的线。渺小的反抠会让你先哭后吐。 



 

13. 红胡子的选择   5.10d  (6b)  

石门关最好的线之一。开始有点难解解开，但是一直到顶部都很有意思。 

首登:  Andrew Hedesh  (12/2010) 

 

14. 再见，谢谢你的挂片  5.12a  (7a+)   

前面的动作都很细心，但是后面的动作都需要手力。中间有个小洞，挂片很远。如果很怕的话，可

以考虑带上岩塞（BD#1 to #4）.   

首登:  Simon “小偷”  (3/2011) 

 

15. Open PROJECT  5.12d/13a (7c/c+)   

 

16. 调情 5.10b  (6a)   

FA Dane Schellenberg, Adam Kritzer  (3/2012) 

 

17. 烤羊肉  5.7  (4)   

FA Adam Kritzer, Dane Schellenberg  (3/2012) 

 

18. 驴肉热狗 5.6  (4)   

FA Lara Prince, Dane Schellenberg  (3/2012) 

 

19. Vulcan 的玄秘  5.11b  (6c)   

FA Dane Schellenberg  (3/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