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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夷山游玩总揽

武夷山地处福建与江西交界处。主峰黄岗山2158米，是武夷山脉最高峰，号称“华东屋脊”。武

夷的美在于山。是全国200多处丹霞地貌中发育最为典型者。武夷山有36奇峰、99 岩，所有峰岩顶

斜、身陡、麓缓，昂首向东，如万马奔腾，气势雄伟，千姿百态。优越的气候和生境，又为群峰

披上一层绿装，山麓峰巅、岩隙壑嶂都生长着翠绿的植被，造就了“石头上长树”的奇景，构成

了罕风的自然山水景观。

武夷山的美在于水。折萦回的九曲溪贯穿于丹崖群峰之间，如玉带串珍珠，将36峰、99岩连为一

体。山临水而立，水绕山而行，峰岩高低、河床宽窄、曲率大小、水流急缓、视域大小、视角仰

俯等都达到绝妙的程度，构成"一溪贯群山，两岩列仙岫"的独特美景，溪光山色中溶注了中国传

统的诗情画意和美学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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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丹霞地貌：由陆相红色砂砾岩构成的具有陡峭坡面的各种地貌形态。形成的必要条件是砂砾岩

层巨厚，垂直节理发育。因在中国广东省北部仁化县丹霞山有典型发育而得名。

   

1、最佳旅游时间

游览武夷山的最佳季节是夏季。

夏季虽然气温偏高，却是万物生长最为茂盛、武夷风光最具特色之时，此时去是最好不过的。武

夷山最热的月份是7月，如果选这个时候去旅游的话，切记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之前在酒店休息，

室外十分炎热，且可以遮挡的地方不多。因为夏天天黑的很迟，所以就算下午3点出去旅游也不迟

。

到了9月中旬，此时是淡季，游人相对要少，气候也适宜。如果想在九曲溪上漂流的话，最好在不

冷不热的10月、11月前往。

武夷山四季温和湿润，年均温度17.6℃。一般说来，一年四季都适宜游武夷山，但冬季山景萧条

，自然风光大打折扣。

   

2、旅游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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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主景区门票价格一日游、二日游和三日游分别为140元、150元和160元，包含天游峰、虎啸

岩、大红袍和遇林亭窑址4大景区的全部景点。自然保护区门票80元，包括黄岗山、自然博物馆、

挂墩、大竹岚。

去景区之前计划好自己要去的地方，如果当地导游带到计划之外的景点，往往是门票比较贵，景

点风景一般，最好是慎重选择。周末景区人很多，尽量避开高峰，爬天游峰可早点出发，错开人

流，不然就要能经得住烈日的暴晒和耐心去等待。在旅游开始之前先向导游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

气，好天气的时候可以去漂流，或是爬山；天气差点了可以走武夷宫这样平地的景点。

   

3、访茶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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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市井风情 提供)

福建是茶叶之乡，武夷山的大红袍更是天下闻名。喜欢茶的游客可以去被称为“武夷岩茶第一村

”的天心岩茶村参观。这是一个集茶叶种植、制作、销售以及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化农庄。在这里

可以与武夷山的茶人攀谈、参观茶厂、了解岩茶制作工艺。

   

4、印象大红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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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艾玛伊人 提供)

在3月开始演出的“印象大红袍”是由著名导演张艺谋、王潮歌、樊跃共同打造的“印象系列”的

第五部。

舞台坐落在武夷山国家旅游度假区武夷茶博园西南角、崇阳溪东侧河岸，背倚风光绮丽的武夷山

水。共有300多演员参与演出。《印象大红袍》突出故事性和参与性，不仅展示了茶史、各个制茶

工艺，还借助当下流行的“偷菜、炒房、蜗居”等语汇，说大王与玉女的爱情故事，说大红袍的

来历，说现代人所有的烦恼，说一杯茶所带来的幸福和感悟。

演出时间：20:00-21:15分

入场时间：19:30-19:50分，过时不得入场。

演出票价：普通席218元/人 贵宾席298元/人 尊贵席588元/人

预定电话：0599-515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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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夷山交通

   

1、航空

北、上、广都有直达武夷山的航班，基本是每天一班，票价在1000元-1500元左右。

武夷山机场到武夷山景区的路程在15公里左右，已开通武夷山至福州、厦门、晋江、北京、上海

、武汉、广州、深圳、珠海、常州等10条航线。从武夷山度假区打的到机场，车费在30元左右。

在机场大门外过马路坐从到市区的小公共汽车，可以到达武夷山的大部分景区，票价最高2元。

   

2、火车

福州7班、厦门2班和泉州1班每天有空调列车直达武夷山。北京、上海、沈阳等地也开通了前往武

夷山的线路。火车站到景区的面的开价是20元，可以砍到10元。

没有火车直达武夷山的地方，可以先乘火车到福建邵武火车站或江西上饶火车站下车，然后在邵

武转乘巴士，1.5小时左右，或在上饶转乘巴士，4小时左右，就可抵达武夷山了。

邵武至武夷山票价为20元左右，每1小时一班，空调豪华班车，时间为5:00－17:30；上饶至武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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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价为30元左右，空调豪华班车，每1小时一班车，时间为5:30－17:30。

邵武汽车站在火车站正对面，约100米距离；上饶汽车站离火车站较远，可坐三轮车或面的至上饶

长途汽车站。

   

3、长途客车

福建省的南平、邵武和江西省的上饶是进出武夷山的口子，每天都有客车往返，其中从上饶到武

夷山的班车票价为30元左右，4小时可到达；从邵武到武夷山车程3小时，票价20元左右。

武夷山市区到各处距离（公里）

西门车站   机场   桂林   武夷宫 九曲宾馆   一线天路口 

 5                  9      15        

15          20.5              22

   

4、当地交通

出租车：

如果打的的话，从市区到风景区车费在30～40元之间。市区内有湖桃、西门、南门三个汽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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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内的车站设在三姑、武夷宫和星村。在武夷宫、玉女峰、九曲宾馆、水帘洞、一线天、星村

码头、永乐禅寺和莲花峰等处均设有停车场。

公交车：

从武夷山市到武夷山景区有15公里，所有的景点坐公交车都可以到达，票价1～2元不等。此外，

沿途还有招手即停的旅游专线车，票价在5元以内。景区内各个景点之间的车程只需几分钟，十分

方便，仅有大红袍景区需要打车前往。

包车：

进入自然保护区，则需要包车，时间充足的话一定要上到山顶看看，300元包车费；如果只是到博

物馆、生态漂流一带，或者不进保护区而是到青龙瀑布一带，200元车费；车型为空调昌河，不带

司机，载座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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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夷山景观

   

1、天游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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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市井风情 提供)

天游峰海拔408m，相对高度215m。它是一条由北向南延伸的岩脊，东接仙游岩，西连仙掌峰，削

崖耸起，壁立万仞，高耸群峰之上。每当雨后乍晴，晨曦初露之时，白茫茫的烟云，弥山漫谷；

风吹云荡，起伏不定，犹如大海的波涛，汹涌澎湃。站在一览台上望云海，宛如置身于蓬莱仙境

，邀游于天宫琼阁，故名"天游"。一览台位于景区中心，是一处绝好的武夷山水观赏台。随着时

序流转，在这里可以观赏到日出、云雾、佛光、夕阳、明月等天游五绝，从一览台上赁栏远眺，

但见群峰点点。俯瞰九曲溪，可见溪水蜿蜒，竹筏轻荡，武夷山水尽收眼底，令人心胸开阔，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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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忘归。峰上有一涧沿崖壁流下峰底，形成高差约120m泉。峰上名木古树众多, 常绿阔叶林郁郁

葱葱。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赞道："不临溪而能尽九溪之胜，此峰固应第一也。" 

峰顶胡麻涧旁的石壁上，有历代摩崖石刻近百处。其中最大一幅为"第一山"，系道光壬辰冬武显

将军岭南徐庆超题写。意思是说天游峰即是"武夷第一胜地"，理应号称"第一山"。也有人解释说，

武夷山是道教名山，列三十六洞天中的第十六升真元化洞天。道教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天下第

一。

   

2、九曲溪景观

 (图片由网友 @艾玛伊人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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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溪发源于森林茂密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全长62.8公里。进入风景区的一段河流除受河流自

然弯曲的作用之外，还受多组岩层断裂方向控制，形成深切河曲，使9.5公里长的河流，直线距离

仅5公里，曲率达1.9。九曲溪水流清澈，水源充沛，水质达国家地面水Ι类标准，九曲溪从西向

东，蜿蜒自如，山绕水转，水贯山行，溪水晶莹，可谓曲曲含异趣，湾湾藏佳景。清澈的溪水是

武夷山的灵魂，乘上古朴的竹筏荡入山光水色之中，如融入神话般的境界，令人心旷神怡，游人

可领略到探奇之美，心境之和，漂流之趣。

山与水的完美结合是九曲溪旅游线路最突出的特色。曲折萦回的九曲溪贯穿于丹崖群峰之间，如

玉带串珍珠，将36峰，99岩连为一体，构成"一溪贯群山，两岸列仙岫"的独特自然美景。由于水

绕山行，山临水立，仰角适中，滩潭交错，山不高有高山之气魄，水不深集水景之大成，身临其

间，有如漫步奇幻百出的山水画廊，钱其琛副总理游览武夷山后感慨万千欣然留下"三峡雄伟壁立

，漓江清碧秀丽，武夷山水，两者皆备，尽在其中"的赞叹。

游览九曲溪的水上工具是古朴的竹筏（当地人叫竹排）。坐筏观山，极目皆图画，丹山、碧水、

绿树、蓝天、白云相映成趣，呈现出武夷山大自然五彩缤纷的色彩美。沿途看到奇峰相叠、嵌空

而立，那高低相错的山峦，如旌旗招展，那气势磅礴的岩峰，如万马奔腾。展示了大自然中极富

韵味的参差美。武夷山以竹筏为游览交通工具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由于它浮力大，吃水浅，轻

便灵活，筏工只要用一根竹篙驾驭。它可以平稳地漂过深潭，也可飞快地滑下浅滩；可以灵巧地

避开突立中流的礁石，又可急剧地转弯。人坐筏上无遮无拦，全方位地沉浸在碧水丹山之中，无

噪音、无污染，抬头可见山景，俯首可观水色，侧耳能听溪声，伸手能触清波，动中有静，静中

有动，刚柔相济。可以说是竹筏水中流，人在画中“看山不用杖而用舟”，即使是白发翁妪，仍

可尽情漫游，遍览山水之美。 

   

3、大红袍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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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市井风情 提供)

大红袍景区位于武夷山风景区的中心部位，景区著名大峡谷 "九龙窠"内。这是一条受东西向断裂

构造控制发育的深长谷地，谷地深切，两侧长条状单面山高耸、石骨嶙峋的九座危峰，分南北对

峙骈列、独特的节理发育，使峰脊高低起伏，有如九条巨龙欲腾又伏。峡口矗立着一座浑圆的峰

岩，象一颗龙珠居于九龙之间，势如九龙戏珠，高远眺望，维妙维俏。谷地中、丹崖峭壁的上下

，劲松苍翠，修竹扶陈，绿意葱葱。久负盛名的武夷茶王"大红袍"就根植在峡谷的最深底部。区

内还有九龙洞、九龙瀑、九龙潭、海螺叠翠、流香涧、清淙峡、飞来岩、玉柱峰、雄狮戏龟等自

然景观和九龙名丛园，古代摩岩石刻等人文景观。九龙涧、瀑、潭。九龙窠两则悬崖峭壁上，常

年不断有岩泉滴落，涓涓细流汇成涧流，洞水流到九龙亭前山谷，涧床落差大，形成泉瀑，瀑下

深潭称为九龙潭，三者结合构成奇景，蔚为壮观。

武夷山大红袍举世闻名的大红袍生长在九龙窠谷底靠北面的悬崖峭壁上。这里叠着一大一小两方

盆景式的古茶园，六株古朴苍郁的茶树，挺拔精神、枝繁叶茂。它已有340余年的历史，其成品的

色、香、味均在乌龙茶之首，故有"茶中之王"美誉。椐民间传说：明朝有一秀才赶考途经武夷天

                                               17 / 44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249&do=album&picid=33945


�������

武夷山：溪贯群山
心永乐禅寺、忽然重病，考期已近，病尚未愈，心焦如焚。寺中方丈以九龙窠崖上之茶叶为药给

秀才服用后，病即痊愈。后秀才高中状元，衣锦返乡。为报救命之恩，把钦赐的红袍披于茶树之

上，因此得名。

2007年7月，最后一次采摘自350年母树的20克大红袍茶叶被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这也是现代茶

叶第一次被藏入国博。今后，武夷山将不再制作母树大红袍茶叶。

   

4、遇林亭窑址

(图片由网友 @艾玛伊人 提供)

这是一个宋代瓷窑遗址，座落在九曲溪北的山谷中，距武夷山市星村镇约5公里。窑址分布在三座

小山岗上，背依青山，前临小溪。山岗上草木丛生，但地表却堆积着大量的匣钵、碗垫和瓷片，

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主要烧制黑釉(兔毫盏)、青釉(珠光)茶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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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溪贯群山
从已收集到的瓷片看，这里所出的碗盏，胎骨粗厚，造型简朴，釉色绀黑发亮，上有兔毫纤纹，

跟我国著名的古窑之一的建阳水吉窑出土的乌金釉碗极为相似。北宋初年，饮茶风尚盛极一时，

这种碗盏正是作为一种茶具而出现的。 据说得到宋徽宗青睐。

  

遇林亭窑址可以参观博物馆，也可以一睹一号窑址和二号窑址的真容，了解当年烧制瓷器的具体

情况。

   

5、华东第一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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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溪贯群山

 (图片由网友 @市井风情 提供)

桐木溪源于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黄岗山和青龙大瀑布，为九曲溪的源头之一，是武夷山最清澈纯

净的水源，距风景区20公里。

桐木溪漂流也称“华东第一漂”，为橡皮艇漂流，漂流河段全长12华里，整个漂流过程约需一个

半小时，惊险刺激。起点为自然保护区，终点靠近青龙川、桃源峪。   

桐木溪漂流也称“华东第一漂”，为橡皮艇漂流，漂流河段全长12华里，整个漂流过程约需一个

半小时，惊险刺激。起点为自然保护区，终点靠近青龙川、桃源峪。水流湍急，险石挡道，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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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溪贯群山
颠簸，最高落差2.8米。有四、五个落差极大的地方，全程都要紧抓皮艇，惊险不断，乐趣无穷，

游武夷山年轻人必去之处。

 

网友提示：

1、一定要带全身替换衣物，那里买衣服就不划算了。

2、华东第一漂每年11月到3月会停止漂流，此期间只有九曲溪可以进行漂流。

   

6、青龙大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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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艾玛伊人 提供)

青龙大瀑布位于武夷山九曲溪的上游，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通天河峡谷，景区游览道全长230

0米，地处断裂带，地势险峻，森林群落近乎原始。中亚热带的生物物种在这里都能找到踪影，峡

谷游道两边挂牌的珍稀观赏树种就有100多种。

周围森木茂密，水源十分丰富，深谷绝壁上，一道大瀑布飞流而下，直泻深谷，长200多米，落差

120多米，最宽处40余米。当您来到青龙大瀑布景区时，真切地让人感受到无法抗拒的大自然魅力

，奔腾的“通天河”水，犹如一条青龙银状从峡谷间呼啸而出，群瀑冲下一潭又一潭的深流，排

风带势，澎湃咆哮，激浪翻腾，飞珠溅飞，激起阵阵轰鸣雷动，百米之外水气蒙蒙远眺仿佛素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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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溪贯群山
悬空，银龙飞舞，最后盘旋在赤壁。

   

7、下梅古民居

 (图片由网友 @市井风情 提供)

下梅，座落在武夷山市东部，离武夷山市区6公里，武夷山国家风景名胜区5公里，南接武夷山度

假区、属武夷街道办管辖。全村占地面积为220141平方米，村落建筑面积为124802平方米。全村

现有人口2000多人，有村民500多户。全村目前仅有一所村级小学，医疗点4处。村民多为汉族，

也有畲族。 

   

下梅村落生态环境好，具有独特的风水意象。山护村落，水养邑人，山环水抱营造了一个封闭安

宁型的村落。下梅历史上除土地革命时期发生过几起国共之间的战火劫乱外，从没遭遇过严重的

战争外患，日寇战机轰炸赤石、公馆、城关、星村、五夫时，也不敢贸然闯入下梅上空。平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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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溪贯群山
和的下梅村，使村民拥戴社稷，守土勤耕，绅士、贤人注重村落礼教，办学堂、私塾，修庙宇，

捐公益。村民们恪守农事节气，春种秋收。农闲之余，参加乡村寺庙的迎神赛会。下梅历史上曾

展示了民风蔚然的好风尚。 

2005年9月16日，经国家文物局、国家建设部的批准，下梅村荣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称号，从

此下梅有了一张通向世界的“国家名片”。

门票：20元

讲解费：20元

   

8、一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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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艾玛伊人 提供)

一线天在九曲溪二曲南面的一个幽邃的峡谷里，有一座巍然挺立的巨石，长数百丈，高千仞，名

“灵岩”。岩端倾斜而出，覆盖着三个毗邻的岩洞：左为灵岩洞，中为风洞，右为伏羲洞。从伏

羲洞而入岩内，到了深处，抬头仰望，但见岩顶裂开一罅，就像是利斧劈开一样，相去不满一尺

，长约一百多米，从中漏进天光一线，宛如跨空碧虹，这就是令人叹为“鬼斧神工之奇”的一线

天。

在伏羲洞中观赏一线天，沿石罅右行约数十步，就可以折入风洞。凉风从石罅中习习吹来，即使

是盛暑时节到此，稍坐片刻，也会感到肌骨透凉。洞口石壁上的“风洞”二字，十分醒目，为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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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溪贯群山
徐自强所书。出了风洞，再绕过一道石廊，就是灵岩洞了。相传先前有个姓葛的仙人，曾在此降

妖，故此洞又称葛仙洞了。洞内有一口古井，叫圣水井。

一线天南面，与之相对立的，是楼阁岩。这是一座壁立如屏的石岩，半壁上有几处洞穴，相传这

就是所谓的神仙楼阁。在它左边，又有一岩，名兰岩。岩壁石刻纵横。岩下一石，倚于崖壁，石

径伸入其间，如同一道关隘，号称天门。岩前的乱石堆中还有一个妙趣横生的螺蛳洞。

   

9、大王峰

 (图片由网友 @市井风情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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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溪贯群山
大王峰又名沙帽岩、天柱峰，因山形如宦者纱帽，独具王者威仪而得名。它雄踞九曲溪口北面，

是进入九曲溪的第一峰。大王峰海拔530米，上丰下敛，气势磅礴，远远望去，宛如擎天巨柱，在

武夷三十六峰中，向有“仙壑王”之称。

大王峰四周悬崖峭壁，仅南壁一条狭小的孔道，可供登临峰巅。这是一条直上直下的裂罅，宽仅

尺许，中凿石级，可拾级盘旋而上。裂罅越高越窄，有的地方登临者需侧身缩腹，手足并用而过

。明代徐霞客称其为武夷三大险径之一。峰腰有张仙岩，相传是汉代张垓坐化之处。有天鉴池，

池水极清沏，虽旱不竭。池上流泉名“寒碧泉”。池侧为宋羽士林文能结庐处。从这里再升一梯

，有升真观故址。从观左拾级而上，则为通天台。再往上登数十步，便到了大王峰顶。

山顶有清庚子年（公元１９００年）崇安南门潘氏建立的“云屏山房”。这个潘氏云屏山房，当

时还出版过宋大学者刘子翚的代表作“屏山全集”。潘氏祖孙三代都热衷地方教育，在大王峰上

编著史籍，刊印大量书籍发行。可称为一个小型出版社。 大王峰巅地势平旷，古树参天，积叶遍

地。东壁岩罅间有升真洞，洞内有虹桥板跨空，船棺架临其上，历数千年而不朽，人亦莫能取。

山顶上还有一条深不可测的岩罅，宽约一米多，下窥黝黑，投以石，声殷殷如雷，片刻方息。相

传这就是宋代屡遣使者送“金龙玉简”的地方，故名“投龙洞”。站在峰巅，俯瞰武夷群峰碧水

，江山如画，令人心旷神怡。

   

10、玉女峰 

                                               27 / 44



�������

武夷山：溪贯群山

(图片由网友 @艾玛伊人 提供)

位于九曲溪二曲溪南，奇峰亭亭玉立，插花临水，有姝丽之态，故名。玉女峰突兀挺拔数十丈。

“插花临水一奇峰，玉骨冰肌处女容”，这就是玉女峰风采神韵的真实写照。

玉女峰与大王峰隔溪相望，铁板嶂横亘其间。据说：很早以前，武夷山是个洪水泛滥，野兽出没

的地方。百姓辗转沟壑，无以为生。后来，从远方来了位叫大王的勇敢青年带领大伙劈山凿石，

疏通河道，终于治服了水患，被疏通的河道就是今天的九曲溪,挖出来的沙石，便堆成了三十六峰

，九十九岩。从此，人们过上了好日子。一天，玉女驾云出游，被武夷山美景所迷，并下凡与大

王相亲相爱。不幸此事被铁板鬼知道密告了玉皇，玉皇大怒，下令捉拿玉女归天。玉女不从，定

要与大王结为夫妻。铁板鬼便施展妖法将他俩点化成石，分隔在九曲溪两岸。铁板鬼为讨好玉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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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溪贯群山
，也变成山岩横亘在两恋人之间，日夜监视他俩，这就是现在的铁板嶂。从此，两人只好凭借镜

台，泪眼相望了。玉女峰下的浴香潭，相传是玉女沐浴的地方。潭中的“印石”是大王送给玉女

的定情信物。玉女峰东侧有圆石如镜，光洁照人，是玉女梳汝台。壁间“镜台”二字，是武夷山

最大的摩崖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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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溪贯群山
  

四、武夷山住宿

到武夷山旅游不用担心找不到满意的住处。这里的武夷山国家旅游度假区建有各类宾馆、酒店。

面积不大，只有12平方公里，但高、中、低档的酒店都有。

但也就是因为度假区的地方不大，所以大部份的都是小酒店，规模大的酒店不是很多，但能满足

不同层次的客人的需求。如果想体验当地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可以选择服务态度良好的各类中

小型招待所或旅店。

武夷山市区有些家庭旅馆和小型招待所，通常价格是空调房间60元/床，不带空调的30元/床，旺季

、黄金周、周末会涨价。

   

1、武夷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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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溪贯群山

星级：4星

价格：豪华标间 前台价430元

位于国家旅游度假区内，是一家四星级的旅游饭店，地理位置优越，临近武夷宫景点，与武夷山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也仅一水之隔。山庄依山傍水，环境清雅，共有168间客房，温馨舒适的套房，

高标逸韵的标准双人房、单人房独具匠心的布局都是你武夷山度假旅行的最佳选择地。

   

2、武夷山九龙湾度假酒店

价格：园景大床房 前台现付4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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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国家旅游度假区内，是一座全别墅度假酒店，临崇阳溪水而建，掩映在葱郁的原生古木之中

，具有浓郁的休闲度假气息，武夷美景尽收眼睑。

   

3、温馨之家

地处市区最繁华的地段，楼下有两家最大的超市，同时也是主要公交车的起点和终点，无论是景

点还是火车站就可以一站到达。配有宽带上网，洗衣机，电冰箱，空调，微波炉，还有厨房自己

还可以做东西吃，很人性化。

   

4、候鸟家驴友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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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溪贯群山
价格：观景标准间100元

一个热爱远行的候鸟.开驴友驿站的主题就是为各地的驴友服务，不接待旅行团，只为营造一个户

外共同的家。驴友驿站位于三菇度假区和景区之间，兰汤桥头右边大王峰和三菇岩脚下，交通便

利，到景区和度假区步行都是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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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武夷山购物

武夷山旅游购物市场主要集中在武夷宫宋街、星村竹筏码头、三姑旅游度假区和武夷山市区这四

大块地方。

一般比较正规的旅游定点购物商店有，岑威购物广场，宝树堂制药有限公司，武夷山书画社，北

苑茶艺交流中心，茶文化交流中心，延年灵芝场经营部。

值得一买的，有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武夷岩茶，素有“八闽山珍”之称的武夷笋干、红菇、香菇

、白莲，以及木制品、竹制品、蛇类制品、陶瓷、茶具等旅游工艺品。不过一定要砍价，如果不

买千万不要乱摸乱碰，不要轻易评价好坏。

小贴士：

1、景区内买东西的价格是比较贵的，记住一定要还价。

2、武夷山出产的大红袍茶叶非常名贵，如果没有特别的鉴别能力，不要随便购买开价极高的，只

是图个愉快和纪念，可以买些便宜的尝尝。

3、景区还有很多卖蛇粉、蛇药的，最好不要轻信推销，根据需要采购。

   

1、武夷岩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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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唐朝时就有“溪边奇茗冠天下”的美誉，作为乌龙茶的发源地，茶中之王大红袍更是名冠天

下。不过第一代母树的大红袍一年只有6到8两的产量，切勿相信度假区沿街小店里会有正品大红

袍，可以考虑到当地的岩茶村，到村里买些正宗的岩茶。

   

2、笋干

如果时间对的话，也就是冬笋或春笋上市的时候，可以考虑带些干货回去，笋干煮肉的味道可是

非常鲜美的哦。

   

3、红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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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市井风情 提供)

当地的菇王，早在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此菇只有野生一种，目前人工培育不出

来，是老人小孩滋补疗养、补血养气的好东西。而地方更有女人产后吃红菇的说法。建议购买时

到当地老乡家，从农民手上购买，一是价格是市面上正宗的便宜三分之一，二是不易上当。

   

4、当地的蛇制品

武夷山被称为“蛇的王国”所以跟蛇有关的制品也是很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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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武夷山美食

基本上到武夷山的人都会去吃山珍、野味，而当地的美食文化更是丰富。有很多的风味宴，如文

公宴、野味宴、农家宴等，无论是味道、花色、做工方面都具有武夷特色，到了当地，除了玩的

开心，吃点特色的也是很重要的，那怎么吃才能吃的开心，吃的正宗而又不被宰呢？

首先选择地点：到做工地道的酒店里吃，价格的透明度很高，水平也很好。

A、当地的有名的小店：做特色的风味宴的经验和手艺都很不错，最主要的还是卫生，价格很公

道，味道还不错，位置很好找。比较有名的文公宴、野味宴、大多的都是顶呱呱，岚谷熏鹅这道

正宗的武夷山菜可别放过。

B、当地的草屋：专门接待团队，所以规模还是很大的，上菜速度也快，点菜之前谈好价格，东

西看着点，味道的喜好提前告诉师傅，相信这样选择也是不错的。

贴心提醒

A、对于随团队走的可以品尝导游推荐的套餐，虽然有提成在里头，但远比陌生人带你去吃野味

要便宜，不信试试。套餐比点菜也要实惠。

B、如果你自己去吃，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不要贪便宜，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点些常见菜和

山珍。否则计价出来时，你会肉痛。不要相信什么武夷山的野味才十几元一斤这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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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武夷山旅游线路推荐

   

1、武夷山二日全景游

行程为武夷山黄金线路，包含武夷山风景名胜六大景区（天游峰景区、一线天景区、虎啸岩景区

、大红袍景区、水帘洞景区、九曲溪漂流）。 

 

第一天：天游峰景区——九曲竹筏漂流——武夷宫

上午

：登临武夷第一山——天游峰，一览武夷山水，游览云窝、茶洞、隐屏峰、接笋峰、水月亭、晒

布岩、天游阁、胡麻涧、中正公园等景点；

下午

：乘竹筏漂流九曲溪，体会碧水丹山之神韵（沿途观赏大藏峰、金鸡洞、笔架峰、双乳峰、玉女

峰、大王峰）、徜徉古街，参观名人馆、三清殿、武夷宫及欣赏武夷茶艺表演。（宿武夷山度假

区）

第二天：水帘洞景区——大红袍景区——一线天景区——虎啸岩景区

上午

：游历山中绝佳处——水帘洞，探寻古崖居，鹰嘴岩、慧苑寺、流香涧、九龙窠、礼拜茶王大红

袍景区；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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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一线天、风洞、神仙楼阁，虎啸八景、集云关、半入云、观音石雕、天成禅院、语儿泉、

宾曦洞、定命桥、探幽寻密返回。

   

2、武夷山精华线路三日游

第一天：上午：天游峰、茶洞、云窝、隐屏峰、仙掌峰、洞源洞；

                下午：一线天、风洞、神仙楼阁、虎啸八景。

第二天：上午：大红袍、鹰嘴岩、天车架、水帘洞；

     下午：九曲溪漂流、武夷宫、宋街、万春园。

第三天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一日游：桃源峪、黄岗山、桐木生态漂流、青龙大瀑布、龙川大峡谷等

。

（注

：天游峰景区为武夷山第一胜景，九曲溪武夷之灵气所在。当地人称不登天游=白游，不坐竹排=

白来。）

各景点门票价格表 ：一日游140元/人，二日游150元/人，三日游160元/人，竹排100元/人，保护区

门票调整为80元/人。其它景点门票不变。

注：武夷山风景区（天游、大红袍、水帘洞、一线天、虎啸岩、大王峰）实行一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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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武夷山旅游注意事项

   

1、交通

去武夷山旅游，交通问题不要太担心，不论是武夷山市区，还是武夷山度假区，都是很小的。从

火车站打车到度假区20～30元。机场到度假区20元，如果想省钱，出火车站一直向前走约2、3百

米，就可坐票价3元的6路公交车到度假区了。如果事先订了旅馆，会有车来车站免费接你的。在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只有大红袍水帘洞景区是需要包车的，其他坐6路公交车就可以。

   

2、购物

1、导游、司机带你去购物的地方都是有回扣的，一定要多比较。

2、在景点里会有以帮客人拍照的摄影人员，他们大多说一张10元钱拿到再给钱，这个意思不是说

拍完马上就会拿到照片，而是拍完后你可以先旅游，告诉他你住在什么酒店，然后他会送到酒店

里给你，但是提醒一下哦，自己要几张就拍几张，别被他摆着照，要不等拿照片的时候就会有十

几张哦。

3、有免费车接送的便宜大排挡千万不要去吃，连犹豫都不能有。特别是当地，他们的价钱和名片

上的绝对不一样，而且是强买强卖，你说看一看的东西，他会捞出来直接给你摔死，你不要也得

要，如果坐车直接告诉他要去的地方就可以。

4、大红袍很有名，但别轻易相信那种很便宜就能够买到的。

   

3、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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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夷山最值得玩的就是天游峰和九曲溪。有空的话，再沿从大红袍到水帘洞的这条章堂涧走一

走。其他景点不必求全。

2、备一个小的手电筒，到武夷山旅游一线天这个景点的时候就知道有用了，里面比较黑，通常需

要用到，而里面也有出租的，3元钱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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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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