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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土苗风情
  

一、恩施：上古巴文化发源地

恩施，地处湖北省西南腹地，位于长江之南清江中游，东瞰江汉，西接渝蜀，南控潇湘，北通豫

陕，是镶嵌在鄂西南山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因拥有举世罕见的硒资源而被誉为中国“硒都”，土

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38%，是湖北省九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现为恩施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 

恩施：上古巴文化发源地(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恩施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一片富饶的土地、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一片机遇垂青的土地。域内喀

斯特地形地貌发育完善，加之30余万土、苗、侗等少数民族儿女所传承的民风民俗，使恩施旅游

独具特色且已成为环长江三峡、张家界大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江漂流”被誉为“神州第

一漂”；“梭布垭石林”已成为省级重点旅游景点；土家“女儿会”被称为“东方情人节”；“

撒尔嗬”、“傩戏”等被学术界视为民族文化奇珍。

最佳旅游时间：

每年四、五月份。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属季风性山地气候，夏无酷暑，冬少严寒，雾多，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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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土苗风情
充沛。由于地形复杂，海拔高差悬殊，恩施州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最高三千多米，最低六十多

米，民间素有“低山称谷、高山围炉”、“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的谚语。气温随海拔升高

而递减，全年气温最低在1月，最高在7月。由于恩施州雨多、雾多，雨热同期，所以在此地旅游

常会因为一连几天的坏天气而影响游览，所以前往恩施旅游最好避开雨季，并事先多了解一下当

地的天气状况。 

图为恩施地理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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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恩施必去景点

 

(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恩施大峡谷：

大峡谷位于恩施市屯堡乡和板桥镇境内，是清江大峡谷一段，峡谷全长108公里，其中百里绝壁、

千丈瀑布、独峰傲啸、原始森林、远古村寨美不胜收，除了河小峡谷大，最大的景观特色是两岸

典型而丰富的喀斯特地貌。

恩施土司城：

国家4A级景区，是全国唯一一座规模最大、工程最宏伟、风格最独特、景观最靓丽的土家族地区

土司文化标志性工程。城内建有土家族、苗族、侗族三个民族的传统建筑，以展示各具特色的建

筑、雕刻艺术。

神农溪：

国家4A级景区，位于长江之滨，地处西陵峡与巫峡之间，在距巫峡口2.5公里处的巴东县西壤口汇

入长江，属典型的水域风光类生态旅游风景区，一路上可尽情领略两岸山水蓝天一色的美景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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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激昂的纤夫号子。

腾龙洞：

腾龙洞风景名胜区集山、水、洞、林于一体，以雄、险、奇、幽、秀而驰名中外。是中国目前最

大的溶洞之一，世界特级洞穴之一。

梭布垭石林：

国家3A级景区，平均海拔900多米，是全国奥陶纪灰岩戴冠石林之最，整个石林外形象一只巨大

的葫芦，四周翠屏环绕，群峰竞秀。千姿百态，万种风情，令人叹为观止。

龙麟宫：

国家3A级旅游区、国家水利风景区，俗称"出水洞"，钟乳石保存完好，奇形怪状，千姿百态，巨

柱擎天、长龙横卧、雄鹰高踞，帷帽低垂，百步天梯，水镜仙境，美不胜收。

清江闯滩：

惊险刺激的闯滩漂流，如梦如幻的清江画廊，古朴独特的土家民俗，歌飞莺绕的的人景融和，沿

途既能感受到惊险刺激的险滩漂流，观赏到如梦似幻的清江画廊，还能体验古朴独特的土家民俗

，被许多媒体誉为“神州第一漂”。

坪坝营原始生态旅游区：

是中西部连接最大的原始森林群落，到坪坝营可以看到罕见的穿洞群落、幽深的峡谷急流，别致

的飞瀑流泉以及宜人的高山气候、古朴的土苗风情。

鱼木寨：

土家族山寨，四周皆绝壁，鱼木寨占地6平方公里，这里有土家古堡、雄关、古墓、栈道和民宅，

是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土家山寨，景区内城堡寨墙、古栈道保存完好，数十座古墓石雕精湛，隘

关险道惊心动魄，村民生产生活用具古朴传统，民族风俗别有风味，素有“世外桃源”之美称。

大水井建筑群：

始建于明末清初，是长江中下游目前规模最大、保护较好、艺术价值极高的古建筑群，集西方建

筑与土家建筑特色于一体。整个建筑群由李氏宗祠、李氏庄园和李盖五宅院等三部分组成，演绎

着一个家族的荣与辱，凝固了一个民族的建筑文化史。

齐岳山：

似一壁巍峨的城墙横亘西天，为古时荆楚、巴蜀中间地带的一大屏障和军事要地，山上曾设有七

处关隘，有“万里城墙”之美誉，是中国南方最大的山地草场。

龙船水乡风景区：

包含水莲洞和三渡峡二大风景区，顺清江泛舟而下，江水碧绿如缎，风光秀丽，春意盎然；也可

由三渡峡逆而上。两岸山峰耸峙，波光峰影，丛林相映，充满诗情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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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恩施行程推荐

恩施美景两日游：游览当地美景的同时感受少数民族特有的建筑、以及特有的风土人情。

D1：恩施土司城、腾龙洞

D2：恩施大峡谷

恩施民风三日游：三天时间里游遍恩施美景。

D1：连珠塔、恩施土司城

D2：恩施大峡谷

D3：腾龙洞、鱼木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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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恩施娱乐

比兹卡歌舞表演

在湖北西部的清江水系，发祥并繁衍着一个古老悠远的民族——比兹卡，世称土家族。他们是山

与水的子民，创造了奇异的民俗风情。千山万壑间，比兹卡人勤劳朴实又桀骜不驯，乐观豁达又

粗犷豪迈。大型土家风情歌舞《比兹卡》正是土家民族生活状态、风俗民情与精神意志的精美缩

影。该剧不设置线性发展的故事和剧情，也没有互为关联的角色化人物、却无不涵盖土家民族人

文风情的方方面面，包括了比兹卡后裔男女老幼各种角色，亦歌、亦舞、亦诗、亦剧，交融同构

的艺术样式正是土家风情的立体呈现。透过该剧，不难看出土家民族原始古拙的生活方式，领略

其原生态的土家歌舞韵味，感受比兹卡儿女勤劳的生活态度，浪漫的爱情故事和豁达的生命观念

以及他们热爱生活、冀望未来的时代心声与灿烂远景。

天籁大剧院

天籁大剧院，是恩施州目前唯一的一所规模最大，设施设备优良，演员阵容强大，艺术品种丰富

的健康文明的娱乐活动中心。天籁剧院的创建，不但增加了城市功能和文化品位，也为恩施州文

化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天籁大剧院于2005年9月12日正式开业。开业以来，受到了广大观众的

一致好评，成为了恩施州目较高层次的艺术精品汇聚地，是大众日常休闲娱乐的好场所。剧场的

节目每日一小变，每周一大变，常换常新，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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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恩施美食：土家浓香

恩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所以当地餐饮既有蜀地麻辣特色又具潇湘香辣风格，特别是当地颇

具土家族和苗族特色的风味小吃更是吸引了不少的游人。恩施的酸菜、富硒洋芋糊、辣子鸡、薇

菜烧腊肉，以及土家族、苗族的格格、合渣、腊肉、土豆干等风味独特美食小吃，特色鲜明，花

样繁多。 

图为恩施美食(图片由网友 @钓鱼岛是我们的 提供)

恩施小吃

格格

在恩施街头的小饭馆门口随处可见，有许多极小的蒸笼在旺火上蒸，而这蒸笼里的东西便是“格

格”了。“格格”的品种有很多，有牛肉格格、羊肉格格、猪肉格格、肥肠格格等。

合渣

一个小火锅里面放些豆渣、花生渣、肉末等底料，再加上猪肉、牛肉或者羊肉等原料以构成各种

口味，吃合渣的同时配几小碟凉菜，比如花生米、凉菜、豆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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鲊广椒炒腊肉

土家人喜食腊肉，土家腊肉色泽焦黄、肉质坚实、熏香浓郁、风味独特。鲊广椒，也称为鲊辣椒

，将鲊广椒在锅中焙熟后与土家腊肉一起炒食或作扣碗底料蒸食，成品色泽微红，酸辣味十分特

别。

土家油茶汤

土家油茶汤是一种似茶饮汤质类的点心小吃，香、脆、滑、鲜，味美适口，提神解渴，是土家人

传统的非常钟爱的风味食品，喝油茶汤又是土家人招待客人的一种传统礼仪，凡是贵客临门，土

家人都要奉上一碗香喷喷的油茶汤款待。

柏杨豆干

柏杨豆干因产于利川市柏杨坝镇柏杨村而得名。色泽金黄，美味幽长，绵醇厚道，质地细腻，无

论生食还是热炒，五香还是麻辣，均有沁人心脾回味无穷之感。

社饭

社饭自古有之，其味鲜美，芳香扑鼻，松软可口，老少皆宜。土家人做社饭不光是自家人吃，还

把它作为馈赠亲友的佳品，故有民谚说，“送完了自家的，吃不完别家的”，充分显示出土家人

淳朴、亲和的民风。

土家炕洋芋

“洋芋”就是土豆。 吃洋芋有多种吃法，其中炕洋芋松泡味美。客人来了，奉上一碗，作为饭前

压肚之食，是一种地道的土家风味食品。

来凤皮蛋

无铅松花皮蛋是来凤县传统产品，利用来凤本地麻鸭所产鸭蛋制作而成。制作工艺独特，蛋清如

玉，上有松柏叶状花纹，俗称松花，食之鲜嫩味美，余香满口。

巴东五香豆腐干

巴东五香豆腐干，以选料讲究，精工卤制，颜色深黄，质细坚韧，五味俱全，食之回味无穷而独

具特色。

葵花年肉

土家人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蒸几大块熟肉，是土家人春节期间筵席上的主菜。

薇菜烧腊肉

薇菜，是一种名贵的天然野生草本植物，俗称猫儿蕨、兰茎苔，用它来炒腊肉，色泽鲜艳，腊香

味美。

神农溪刁子鱼

巴东神农溪出产的刁子鱼肉质细嫩、味美少刺，将它与姜丝、干椒、芝麻以及各种调味料一起用

大火煸至皮脆里嫩，香辣无比，非常开胃。

莼菜口口脆

福宝山莼菜可煮、可炒、可凉拌，尤其是与鱼肉、熟鸡、火腿、香肠等配在一起做汤，鲜嫩可口

，风味独特，鲜脆、滑嫩如鱼髓、琼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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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恩施购物

恩施资源众多，物产丰富，极富民族风情与地方特色，因此，到恩施旅游不要忘记购买当地独有

的特产和纪念品带回家。凤头姜、宝石花漆筷、莼菜、菊花石、木瓜、银杏以及各种药材都是值

得一买的佳品。 

(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恩施是富硒茶的主产区，所产茶叶，绿色纯天然，富含多种微量元素，是很好的保健饮品，我国

名茶“恩施玉露”也产自这里，此外，制作历史悠久，古朴精美的宝石花漆筷，色泽鲜艳、图案

精美的土家族织锦——西兰卡普，都具有极高的鉴赏和收藏价值，是出游恩施，旅游购物的首选

。

恩施特产

沙地油栗：产于恩施市沙地乡，果肉香甜可口，营养丰富。

鸡爪黄连：

黄连又名味连、雅连，因外形酷似鸡爪，又被称为鸡爪黄连。恩施市是全国著名的黄连产地之一

，故素有“黄连之乡”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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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硒茶叶：

恩施市因盛产富硒茶而久负盛名。恩施山青水秀，空气清新，硒矿储量位居世界第一。所产茶叶

无污染且富含人体必需的硒元素，长期饮用，是人体补充有机硒的最佳途径，具有抗癌防癌、抗

高血压、延缓衰老的功效。

板党：

板党以根入药，具有补气血、养脾胃、润肺生津、治疗身体虚弱之功能。可炖肉吃，泡酒饮。在

国外，板党的功效与人参有同等之说。

当归：

恩施市栽培当归有近百年的历史，是全国五大当归基地之一。其中石窑所产当归，以其特殊的优

良品质而名扬国内外，被誉为“窑归”，产品远涉重洋，销往东南亚各地，颇负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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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恩施住宿

到恩施州旅游住宿比较方便，高中低档一应俱全，普遍花费不多。设施较豪华的四星级酒店有恩

施市的亚洲大酒店和利川市的国际大酒店，在各个县市也有价格适中的星级酒店与普通招待所也

有价格便宜的宾馆、招待所。 

图为恩施酒店(图片由网友 @小白兔白又白 提供)

恩施清江宾馆

地址：恩施市舞阳大街4号

恩施亚洲大酒店

地址：恩施市舞阳大道一巷122号

利川国际大酒店

地址：利川市清江大道216号

谋道宾馆

地址：利川市谋道镇林业站旁边，看完腾龙洞、大水井，去鱼木寨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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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东金苑大厦

地址：巴东县楚天路17号

来凤宾馆

地址：来凤县翔凤镇渝鄂路34号

建始武陵大酒楼

地址：建始县人民大道4号

鹤峰金叶宾馆

地址：鹤峰县容美镇车站路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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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恩施交通

   

1、飞机

恩施建有民用机场，现有许家坪机场是1993年11月交付使用的。离恩施市区4.5公里，每周有20多

班航班往返武汉、宜昌、重庆等地。

机场与市区之间可以乘坐2路公交车，坐出租车的话也只要10-15元。

   

2、火车

恩施现已开通铁路，可以从成都、上海、贵州、杭州、南昌、北京、广州、重庆、武汉、南昌等

城市出发乘火车到达恩施。

   

3、客车

到恩施旅游，乘坐汽车是比较方便实惠的。209、318国道与沪渝高速在恩施交会，从这里可以很

方便地到达武汉、宜昌、重庆、广州、上海等大中城市。恩施州的主要客运中心集中在恩施和利

川两市，恩施市到达州内各县市及景点的车站主要为舞阳车站和清江宾馆车站；利川的客运站为

南门客运站。

武汉傅家坡客运站每日从9:30到17:40有7班车发往恩施，路程641公里，车程8小时左右，票价因为

车型不同，从120元到200元左右不等。

从重庆菜园坝客运站和汽车北站每天都有3班车发往恩施，全程9个小时左右，票价约150元。

从宜昌汽车站到恩施的班车每小时一班，普通车70元，卧铺车80元，路程360公里，由于很多盘山

公路，因此车程要12小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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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恩施到利川的班车，经停航空路客运站（0718-8224610），每20分钟一趟，25元，2小时，末班

车是18:00。

舞阳车站每日有多班汽车发往武汉、广州、重庆等大中城市以及州内其他县市。

地址：恩施市舞阳坝

电话：0718-8226164

清江宾馆每日班车主要发往武汉、宜昌、沙市、仙桃等省内地市以及州内其他县市。

地址：恩施市清江宾馆

电话：0718-8246240

利川南门客运站主要发往利川市内各景区及周边县市。

电话：0718-7282254

利川—谋道（看鱼木寨），班车8元，除此之外，车站外面有流水车，坐满就走，10元/人，1小时

路程。

   

4、码头

长江黄金航道从恩施北部巴东县穿过，每日有30余班客轮途径巴东，分快艇和普通客船，主要目

的地为重庆和宜昌，同时三峡游轮也会停靠巴东。

售票地点：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巴东县西壤坡沿江路新客运大楼

联系电话：0718-4395106

   

5、内部交通

出租车

恩施的出租车基本上以天然气为燃料，绿色环保，且价格便宜，起步价只要3元。由于恩施市区很

小，因此做出租车很方便，一般在市区车费不超过15元。车型大多是雪铁龙。

公交

恩施市内公交非常方便舒适，有15条线路，车体状况优良，一般车内都有车载电视，采用语音报

站，实行无人售票，并可使用公交IC卡。由于恩施市区很小，因此大部分公交线路路程都比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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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靠的车站也比较少。

舞阳坝是恩施重要的交通枢纽，不仅是长途客运中心，市区绝大部分的公交线路都从这里始发或

者经停。到宣恩县可以在这里乘坐18路公交车，到机场可以坐2路公交车，到筹建中的枫香坪火车

站可以乘坐6路公交车。

人力三轮车

恩施市区的机动三轮车（当地人称之为“麻木”），随处可见，城区内票价均为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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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恩施特色节庆与表演

特色节庆

恩施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民俗节日，这里的节日主要有赶年、

牛王节、六月六（晒龙袍）、女儿会、社日、端午、月半、小年等。

女儿会

时间：农历七月十二

地点：梭布垭石林

女儿会是鄂西少数民族独特的节日，每年举办一次，不同地方举办的日期也不同，有的是农历五

月初三，有的是七月十二，有的是八月十五。其中，梭布垭石林每年农历七月十二的“女儿会”

从古至今一直保留了下来。“女儿会”一般伴有乡场，也就是土家人的大集，各种风土人情集于

一体。每当此时，姑娘们为了等待意中人的到来，便会在“女儿会”上摆摊出售各种土产，小伙

儿们则假装买东西，一旦看到中意的姑娘，小伙儿便上前问价购物，双方开始讨价还价，如果小

伙儿也被姑娘看中了，价格就会越来越低，最后双方就相约到乡城附近的丛林中互表爱慕之情。

如果小伙儿未被相中，价格则越来越高，他便会知趣地离开，再重新寻找自己的意中人。

牛王节

时间：农历四月初八（也有四月十八）

地点：恩施

牛王节是土苗两族共同的节日，一般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举行（也有在四月十八举行的）。

土家族关于牛王节起源的传说是：土家族在一次战斗中败退到一条大河边，为洪水所阻挡。正在

这时，河对面游来了一条水牛，他们拖着牛尾巴过了河。为感谢水牛的救命之恩，每到这一天，

土家人就杀猪宰羊，打糍粑，接亲人，十分热闹。这一天让牛休耕一天，给牛喂精饲料。恩施来

凤县大河土家族每年四月八都过牛王节，不仅给水牛喂鸡蛋和酒，还要请巫师举行祭牛仪式。

苗族传说四月初八这天，神牛为苗民盗来了谷种，以兹养活了苗民，为了纪念，便也于这天不使

用耕牛，给牛喂好饲料，还修建有牛王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建始县就曾在邺州城附近建有

牛王庙。供奉有牛王牌位。来凤一带的苗族每年牛王节时，还在村寨场坝中供一纸扎牛头模型，

摆上食物，叩头祭奠。

特色表演

摆手舞

摆手舞是土家族最有影响的大型歌舞，带有浓烈的祭祀色彩。摆手舞以讲述人类起源，民族迁徙

，英雄事迹为主要内容。祭祀仪式由梯玛或掌坛师带领众人进摆手堂或摆手坪跳摆手舞、唱摆手

歌。摆手歌长达数万行，堪称土家族民族史诗。

土家人跳摆手舞讲究时辰、场地和规模。跳摆手舞不拘人数多少，少者数百，多则上万，摆手时

，以击大锣、鸣大鼓呼应节奏，气势恢宏壮观，动人心魄。主要特点是手脚呈同边动作，踢踏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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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翩翩进退，成双成对，节奏鲜明生动。

摆手舞按其活动规模分为“大摆手”、“小摆手”两种。大摆手是在摆手堂中举行的，以祭“八

部大神”为主。小摆手是土家族居住区普遍盛行的一种文化习俗活动，�在恩施流行于酉水流域

。过去，凡百户之乡，皆建有摆手堂，有的还建有排楼、戏台等。来凤舍米湖、大河等地现有摆

手堂遗迹。

苗族傩戏

傩戏是从苗族祭祖还愿的词曲中衍生而成的一个地方戏种，是旧时迎神赛会、驱逐疫鬼的一种仪

式，又称地戏、傩堂戏、傩愿戏、还傩愿。苗族先民“信鬼不信神”，认为人的灵魂不灭，祖先

死后灵魂仍在，可以保佑子孙后代。因此，苗民往往祈求祖先，助其实现心愿，一但酬愿便要祭

祀祖先，俗称“还傩愿”。还愿时举行的仪式就是傩仪。

还愿则必戏，演唱傩戏的班子称为“坛”，班主则称坛主或掌坛师。演出时以三五人头戴木制面

具，一人主唱，众人合之，随着锣鼓的伴奏且唱且跳，虽动作呆板而不失风趣诙谐，歌腔单调却

也词粗理正。目前既能演傩戏又能雕刻傩戏面具的民间艺人，尤以恩施三岔乡老艺人谭学朝最为

出色。他创作的傩戏面具作品曾于1987年入选全国首届民间艺术节，部分面具作品赴西欧16国巡

回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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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提示

安全事项

恩施州多蛇，三月三、蛇出洞。夏季带些雄黄，走山间草路时脚步响一点，最好拄一根棍子边走

边打草惊蛇。虽然蛇一般不会主动攻击行人，但是还是要提防。另需备风油精、创可贴、跌打损

伤药。

恩施州山路多，一双软底、平跟、耐磨且透气性能好的鞋尤为重要。

漂流注意事项

恩施州山多、水多、峡谷多，是漂流运动的乐园。全州有多处闻名省内外甚至蜚声全国的漂流河

段，如著名的神农溪、清江闯滩等。但是，漂流不仅要选择好合适的时机和河段，还有很多其他

需要注意的事项。

1）漂流属于一种户外水上竞技旅游活动，严重的心脏病、精神病、高血压、高度近视等疾病患者

不宜参与此类活动；

2）参与漂流者在整个漂流组织者或船工的组织和安排；

3）漂流者在漂流途中未经许可不得离艇下水；

4）如发生翻船落水，漂流者不必惊慌，救生衣绝对保证了你的安全，积极配合船工的救护措施进

行救护，重新上船继续漂流；

5）漂流者在整个漂流活动中，要团结、友爱、互助，在紧张刺激、快乐安全中漂流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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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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