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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平：金黄花海梦幻岛

(图片由网友 @一枚时光印 提供)

罗平位于滇、黔、桂三省（区）结合部，素有“滇东明珠”“鸡鸣三省”之美誉，得山川湖泊之

灵气，是云南进出口东南沿海的东大门。交通便利，江召高速公路（324国道）和南昆铁路横贯境

内，距省会昆明217公里，全县总面积30006公里，总人口60余万。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写下“

罗平著名迤东”的赞叹。

罗平是云南省重点旅游景区，民族风情古朴浓郁，自然风光秀丽迷人。雄奇壮美的九龙瀑布群、

柔美清幽的多依河风光、险俊幽深的鲁布革三峡景区，让人魂牵梦萦，留恋往返。尤其是每年春

季，盛开在罗平坝子里喀斯特峰丛中的80万亩油菜花海，更是充分展现了世界最大的自然天成花

园的独特魅力。 

早春二月，罗平的油菜花就开始泛出金黄，漫山遍野，郁郁葱葱。金色的山岗、金色的沟壑、金

色的原野、金色的河堤、金色的花坛、金色的盆景，金色铺设了罗平的山山水水，罗平成了金色

的世界。这个油菜花的海洋，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大海。春风习习，金色的花海，潮起潮落，荡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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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清香，吹奏着牧歌。当你站在白腊山上俯视这座县城的时候，但见近80万亩油菜花漫山遍野铺

天盖地，秀峰、村舍、道路、河流，皆融汇入油菜花海，蔚为壮观。

除了独特的油菜花,罗平还有层叠起伏的瀑布群,幽深静谧的湖泊群和高山峡谷奇观,更有浓郁的布

依族风情旅游。罗平城坐落在起伏花海之中，犹如沉浮不定的梦幻岛。

   

1、地图

罗平方位交通示意图（蓝色线框代表罗平所在位置，紫色线框代表与罗平之间有长途车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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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县旅游线路示意图

   

2、最佳旅行时间

                                                 6 / 25



�������

罗平：油菜花田

(图片由网友 @雨精灵 提供)

最佳游览时间为每年2月下旬至4月上旬，黄金时段为3月中。

春节过后,云南罗平坝子便是油菜花的海洋。在浓绿的群山里,一片片的油菜花映入眼帘,满目金黄

色,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

每年农历二月二，九龙瀑布群风景区附近的布依、水、壮、彝等各族青年盛装聚此，对歌择偶，

别具风格的兵器舞、狮子舞、高跷舞、野毛人舞异彩纷呈。

每年农历三月三，多依河景区举行布依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泼水节，全国各地的游客汇集至此

，泼水狂欢，祝福亲人和朋友，场面非常壮观。

而每年2月至3月间举行的中国云南罗平国际油菜花旅游节，更已经成为云南旅游的一个亮点，成

千上万中外游客、摄影家们纷至沓来，恨不得跳进金黄的花海中去打滚、亲吻那散发着浓郁芳香

的油菜花。花潮人潮辉映在花海中，形成了罗平难得的一年一度奇观。

   

3、摄影小建议：拍照、赏花的最佳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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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一枚时光印 提供)

1、登上县城东北方向的金鸡峰，看油菜花田显得很平坦,而稍远处有些孤峰拔起,很壮阔的感觉。

很多闻名海内外的花海的照片都是这里拍的，中国最美林的峰林—金鸡峰丛就由此而来的；

2、由县城至去多依河风景区的途中，十万大山的晨雾也是游客及摄影爱好者必到的地方。这里的

村庄和远处的峰林构成一幅自然的风光景色，让人目不暇接

3、城北的牛街乡。这里的螺丝梯田,梯田上油菜、小麦、村庄等,各种色块交织,与金鸡峰丛的花海

韵味不同，是摄影爱好者向往的拍摄基地；

4、九龙瀑布缆车的最顶端，,这里是观中国最美丽的瀑布最佳位置。

5、罗平的早晨多雾。雾就像是巨大无边的白色轻纱将80万亩的罗平坝子隐藏起来,此时花海就看

不见了。据气象专家与地理学家介绍,这茫茫无边的白雾,正是油菜花盛开的雨露。当白雾散去,就

露出了金色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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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景区实用信息

   

1、门票

(图片由网友 @雨精灵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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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门票75元、观光缆车30元/单程、50元/双程、竹筏10元；

多依门票55元、电瓶车20元/双程、竹筏10元、橡皮艇漂流155元/人、骑马10元/单程；

三峡船票100元、快艇120元/人。

   

2、相关电话

罗平旅游局：0874-8212524

旅游投诉电话：0874-8212524  8214876

罗平县医院：0874-8228196  8228102

九龙瀑布群风景区：0874-8754101

多依河风景区：0874-8783128

鲁布革三峡风景区：0874-8215063

   

3、景点详述

世界最大的自然天成花园

罗平是全国油菜籽生产基地及蜜蜂春繁和蜂产品加工基地。每年春季，油菜花开，罗平境内金黄

无边，深入其中，花人合一，让人如痴如醉，留连忘返。一年一度的油菜花文化旅游节，更是游

人如织，明星云集。2002年3月，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授予罗平油菜花海“世界最大的自然天成

花园”称号；2004年4月，被国家旅游局评为“首批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005年，被评为“中

国最美丽的峰林”。

雄奇壮美的九龙瀑布群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位于罗平县城北部35公里处。由于特殊的地质构造和水流的千年浸蚀，

在此形成了十级高低宽窄不等，形态各异的瀑布群，其中最大的一级宽120米，高60米，气势恢宏

，蔚为壮观，号称九龙第一瀑。九龙瀑布群因其瀑布众多、景点密集而形成其独有的观赏特点，

一年四季美景不断，素有“九龙十瀑，南国一绝”的美誉。每年农历“二月二”对歌节，当地布

依、彝、苗等青年男女聚集于此，对歌择偶，热闹非凡。2005年景区被评为“中国最美丽的六大

瀑布”，2006年被评为“中国最令人向往的50大旅游胜地”，2007年被评为“中国县城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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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景区”。

柔美清幽的多依河

国家AAA级旅游景区，位于罗平县城东南40公里处的群山峻岭之中，紧邻鲁布革三峡景区，在短

短8公里的河道，滩头密布，瀑布丛生，两岸古榕参天，翠竹遍地，河水剔透碧蓝，清澈见底，远

山近水倒映其间，美不胜收。而规格庞大的世界水车博览园，则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类农耕文化

的独特魅力。景区内布依风情浓郁，尤其是农历三月三泼水节，赛竹筏、送荷包，大人祭山祭水

，小孩泼水嬉戏，完全一幅世外桃园景象。花米饭、酸笋鱼、“马脚杆”、棕粑等民族食品更是

让人馋涎欲滴，大饱口福。2007年被评为“中国县城旅游品牌百强景区”。

险峻幽深的鲁布革三峡

云南省省级风景名胜区，位于罗平县城东47公里处，系鲁布革电站大坝回水而成的高原峡湖。景

区全长20公里，内有雄狮峡、滴灵峡、双象峡及飞龙瀑布等景点。峡谷两岸峭壁林立，清幽险峻

，“美女梳妆”、“猴子捞月”、“龙宫悬笋”、“万年灵芝”、“大鹏折翼”等自然景观令人

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泛舟其中，犹如在大自然精雕细刻的幽长画廊中穿行，令人迷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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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罗平交通

   

1、飞机

乘坐飞机可以到昆明，然后再转乘汽车或火车前往罗平，昆明到罗平的班车非常多，很方便。

   

2、火车以及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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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罗平：

昆明至罗平可乘大巴车、火车或自驾车到达。火车有旅游特快和其他南昆线的列车，慢车票价17

元，行程6-7个小时；快车票价38元，行程3个多小时；汽车票价60元不等，昆明汽车南站和北站

都有到罗平的车，行程4个小时。火车班次少但路上时间短，汽车班次密车程长，各有利弊。如果

包车前往的话，价格在200-300元/天。

广州——罗平：

行车要二十多个小时，且车次不多。罗平火车站距县城1.5公里，出站后可乘出租车或公交车去县

城。

元阳——罗平：

从元阳到罗平，可走元阳——个旧——弥勒——泸西——师宗这条线，花时7-8个小时，车费约60

-70元，路况还可以。元阳至个旧间新建了隧道，车程缩短至2个小时。个旧到泸西的车很多，泸

西到罗平的车也很多。

除此以外，贵州兴义、广西新林等地方每天也有开往罗平的长途班车，详情可问询罗平长途汽车

站：0874-8212327 。

   

3、自驾

1、曲靖市至罗平170公里，公路等级：曲陆高速—江石一级，路况良好；昆明至罗平217公里。公

路等级：昆石高速—江石一级，路况良好。

特别提醒路段是：师宗境内亮口子段坡陡且长，注意检查刹车，罗平县城-多依河、罗平县城-鲁

布革三峡景区路面较窄，请谨慎驾驶。

全程公路收费站有：曲陆收费站20元，江石一级法雨收费站18元(小车)、金鸡收费站18元。

昆石高速、江召一级公路沿途或县城周边均有加油站，日夜加油。

2、县城至九龙瀑布群风景区32公里（江召一级公路、路况良好）；罗平至鲁布革三峡风景区66公

里（四级路面、弯道较多、路况好）；罗平至金鸡峰丛风景区12公里（一级路面、路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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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至多依河风景区40公里（四级路面、弯多、路窄）；县城至主会场5公里；县城至十万大山15

公里，县城至金鸡峰丛10公里，自驾车可直达景区（点）。

   

4、县内交通

火车站距县城1.5公里，乘出租车或公交车去县中心地区振兴街大约10分钟。

罗平的美景随处可见，而且罗平的交通很方便，路上的中巴随叫随停，在车站附近很多中巴车和

出租车，只要以罗平为中心，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必做周详的安排。租车可以侃价，包车至景

区一般200元-300元/天，如果不知道在哪里搭车，可给的士司机5元钱，叫他搭你到车站就是。

火车站——县城内：出租车5元，公交车1元。

县城内：出租车5元，公交车1元

罗平——金鸡：中巴5元

罗平——板桥：中巴5元

罗平——九龙瀑布：中巴6元

       罗平——多依河10元/人

罗平——牛街：公交车2元

专线车：罗平——小三峡——鲁布革电站——多依河——罗平，一天游车费50元/人。（没有直达

车，需包车前往，包车费用200元-300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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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罗平住宿

  罗平县有多家星级宾馆、招待所，价格从30～200元/间不等，你大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住处

。振兴街、九龙大道上旅店非常多，如新风街附近，标间40～60元，床位20元/人。油菜花节期间

住宿有点紧张，尤其休息日更紧张，但条件要求不是太高的话相信还是可以找到住的。比如县委

招待所，普通间20元/人，公用厕所，但隔音较差。 

推荐住宿：

星级酒店：

中原酒店  0874—8226666  8215666（销售部）

鑫源宾馆（3星）：0874—8227800 8227818（销售部）

多依河宾馆（3星）：0874—8256888

鲁布革大酒店：0874-8257788

客栈：

东云酒店：0874-8215788

金山假日酒店：0874—826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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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罗平饮食

白果肉丁、布依族竹裹粑粑、饵丝等。油菜花盛开的时节还可吃到凉拌嫩油菜芽、清炒鲜油菜花

。新华书店对面的一条小巷晚上有夜市，烧烤，沙锅米线；振兴路上的砂锅饭也很好吃。这里的

吃价格很便宜，早餐1-2元搞掂，中晚餐几个人也只要二三十元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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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荐行程

游览罗平一般安排2天为宜，第一天可观赏万亩菜花，第二天则可前往九龙瀑布、多依河景区游览

。

九龙瀑布和多依河是在一条线上，与鲁布革小三峡形成一个旅游环线。据一些游侠说，鲁布革小

三峡没啥意思，不如多看一下日出日落时菜花的美景。其它两个地方倒是值得一游，虽然一天游

完感觉还是有些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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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罗平特产 

油菜花蜜、烤烟、生姜、鸡枞、竹笋、杜仲茶、菜油、老厂酒等。民族工艺品有布依族五彩花饭

、挎包、彩蛋、靛染服饰、油纸伞、小水车、铜器、水烟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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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罗平民族文化

(图片由网友 @一枚时光印 提供)

罗平是一个少数民族杂居县，民族文化氛围较浓，底蕴深厚。境内居住着布依、彝、回、苗等少

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县总人口的12%，其中，以布依族群众所占的比例最高，在全县十二个乡（

镇）中就有两个布依族乡，布依族人口占全省布依族总人口的70%左右。相对其它民族，布依族

群众在语言、服饰、生产生活、居住环境、婚丧嫁娶等方面均还保存着古老的传统民族文化。

   

1、节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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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油菜花田

(图片由网友 @雨精灵 提供)

中国云南罗平国际油菜花文化旅游节

“中国云南罗平国际油菜花文化旅游节”是由曲靖市人民政府和云南省旅游局主办，罗平县人民

政府承办，是集农业观光、自然风景揽胜、民族风情展演和商贸洽谈活动于一体的旅游大型节日

活动。每年1月下旬开节，2月中下旬举行大型文艺活动，每届历时2个半月。自1999年第一届至今

共举办了十三届油菜花文化旅游节。节日期间，按照“体现罗平布依民族风情、美丽的自然山水

和万亩油菜花风光”这一主线，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三月三”泼水节（布依族传统节日）

云南省共有布依族3.7万人，其中2.6万人生活在罗平，占全省布依族总人口的70%。生活在罗平境

内的布依族,世居于多依河、九龙河、黄泥河、南盘江一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布依族以自己

的勤劳和聪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布依文化，营造了古朴浓郁的布依风情。三月三，布依语为“更

三粉”，是布依族隆重祭祀山神、水神、泼洒圣水、全民欢乐的传统节日,是布依族众多节日活动

中最盛大的一个节日,也即布依族的春节，是布依族文化和风情的缩影和展示。 “三月三”于每年

农历三月三日（公历4月11左右）在多依河风景区举行。节日期间，开展集游客参与性、娱乐性为

一体的、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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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期间，来自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区）身着盛装的各族群众以及国内外的游客数万人云集

河边路旁参加各种节庆活动,形成一遍欢乐的海洋。

罗平“二月二”对歌节

“二月二”对歌节是布依族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布依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水边民族，他们即兴编

唱的情歌，充满浪漫色彩。每年农历二月初二这一天,九龙河、块泽河、黄泥河沿岸和贵州近邻的

布依族青年男女,便自发云集九龙瀑布群风景区一带对唱山歌，欢庆布依族的这一传统节日。“二

月二,龙抬头,男女老幼出竹楼”这句话生动形象地概括出布依族“二月二”对歌节的欢乐场景。为

了更好的保护和宏扬布依族的这一传统习俗，提升这种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促进全县旅游业和

经济文化的发展，罗平县委、县政府高度关注“二月二”对歌节并积极投入到节会的举办中。

开始时，布依青年男女便集在一起（男女分开），双方用手巾示意是否愿意对歌。开始时是群唱

群合，尔后男女慢慢靠近。对唱中若彼此中意，便男女结对，通宵达旦地对歌。对歌择偶是布依

族婚俗的一个组成部分，男女青年通过对歌和表白相互建立了感情和信任，才请人说亲、定亲。

这种经过长时间感情交流结下的夫妻，婚姻稳定和谐。如今,“二月二”已发展成集歌会、民间民

俗表演、景区游览观光、旅游商贸洽谈于一体的民族传统节日。

   

2、服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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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雨精灵 提供)

       布依族是一个崇尚纺织的民族，有“选婿看犁田，择妻观纺织”的说法。至今在布

依族聚居区仍较完整地保留着传统工艺，家家户户仍有扎花机、弹花机、纺纱机、织布机、染缸

等设备，一个家庭就是一个集纺、织、染为一体的综合小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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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油菜花田
  

九、注意事项

曲靖一带日照强烈，尤其是多依河地区，海拔比罗平其他景点低约1000米，气候较为炎热，务必

带太阳伞和防晒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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