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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中国远征军》揭开了已经被人们淡忘的那段岁月往事，那也许是中国抗战史

上最为激烈惨壮的战役。在腾冲、在滇缅边境、中国远征军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幕幕可

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抗战时期，中国远征军横刀跃马，经历最为惨烈的搏斗。枪林弹雨在这里留下满目疮痍，也挥就

了远征军的碧血丹青。“山之上，国有殇”，60年前，腾冲人在青山之上建造墓园，让九千英灵

接受整个国家的祭奠。光就这些历史片段，便足以支撑这座城雄性十足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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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腾冲概况

和顺古镇(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腾冲位于滇西边陲，四季如春，西部与缅甸毗邻，历史上曾是古西南丝绸之路的要冲。绿色晶莹

的翡翠让这座“极地边城”分外耀眼；火山热海又让它名扬天下；古镇侨乡则是它的另外一种风

情；傣、回、傈僳、佤、白、阿昌六种世居少数民族，使它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

最佳旅游时间

四季皆可

腾冲景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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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腾冲最棒体验

   

1、泡温泉，接大地温阳之气

(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云南温泉甲中国，腾冲温泉甲云南。”，腾冲境内星罗密布大大小小的温泉80余处，来到腾冲

泡在青山绿水之间，暖暖的温泉热汤中，绝对会让你的身心得到彻底放松。

   

2、闲游和顺，体会边陲古镇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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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和顺这个边陲古镇被火山环绕，大盈江穿城而过，虽说水火不相容，但和顺的水与火却可以相容

，且能和和顺顺。民国元老李根源先生曾在诗中这样描绘极边古镇——和顺，“远山茫苍苍，近

水河悠扬，万家坡坨下，绝胜小苏杭。”镇上有1000多座传统民居，可以欣赏到江南古镇小桥流

水的倩影，也可以寻觅到西方建筑、南亚建筑的元素。让我们放慢脚步，穿行于古镇的老街巷道

，闲适而自在！

   

3、沿古道徒步翻阅高黎贡山，探幽西南丝绸之路

从保山到腾冲除了乘坐班车以外，还可以像古人那样，沿西南丝绸之路徒步翻阅高黎贡山，让脚

步踏上远古的驿道触摸历史的痕迹。还可以体验到高黎贡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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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和丰富的各式物种。

提示：古斋公房古道线路相对成熟些，避免雨季前往，冬天垭口雪封的话也不适合徒步。

   

4、懒散在棕包街 过一个“丽江”式的午后

(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棕包街独居腾冲特色的名字，整条街是全木结构的仿古建筑依水而建，迂回曲折又错落有致。跨

水而建的拱桥，在水流的作用下水车翻转，水声清悦。街上茶馆、酒吧、餐馆、特色商铺鳞次栉

比。或许是因为存在相似的民族元素，这里又被称为腾冲的“丽江”。在一个阳光柔和的午后，

来棕包街走走逛逛，不需要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份懒散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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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租个自行车逛县城

(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总是从一个景点乘车赶往另一个景点，似乎少了那份沿途的欣赏风景的悠然自得。腾冲县城的景

点不是特别的多，不妨租个自行车悠然闲适的游览各处美景，那份沿途骑行的乐趣是不能不说的

享受。

提示：腾冲国际青年旅舍可以租到自行车（20元/天，会员15元）。

   

6、访红色景点，感受中国远征军之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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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天上的竹 提供)

从《我的团长我的团》到《中国远征军》，因那段特殊历史年代的故事，又让更多的人从另一个

侧面了解了腾冲。今天在腾冲，如国殇墓园、滇缅抗战博物馆等很多景点遗迹仍在向我们讲述那

段战火纷飞的岁月往事。 

   

7、腾冲东山，迎接第一缕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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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天上的竹 提供)

东山应该是腾冲最早迎接阳光的地方。清晨出发，穿越层层叠障到达最高峰芹菜塘。当旭日初升

，透过棉被一样的云层斜斜打出光线来，瞬间，辽阔的山坡上像被镀上一层黄金，万物闪动着令

人心醉的光芒，连野花上、草尖上的露珠都变成了黄金珠子。整个腾冲城及整个坝子一览无余。

   

8、腾冲4月，火山群里看“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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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wendylala 提供)

腾冲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里生长着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一株600多年高龄的难得一见的鹅毛树

。每年4月间，是鹅毛树开花的季节。一朵朵鹅毛花由无数片叶瓣牵手均匀环列，花瓣纯白透亮，

雪白的花朵压满枝头，微风轻拂，片片花瓣儿便随风起舞，轻轻四散飘落，纷纷扬扬如漫天飞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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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爱腾冲温泉

“云南温泉甲中国，腾冲温泉甲云南。”  腾冲境内星罗密布大大小小温泉80余处。来到腾冲一

定要泡泡这里的温泉，在氤氲的水雾环绕中，全身的细胞慢慢舒张，整个人放松下来，这样美妙

的体验一定要你亲自尝试过才知道这其中的各番滋味！

   

1、热海温泉

(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热海景区可以泡的温泉有两处，都是景区门票之外另行付费的。一处是比较豪华的浴谷，门票268

元。设施类似于城市里比较好的桑拿浴场（浴谷里不许拍照）。另一处是美人池，门票80元，有

四个露天泡池和一个游泳池，适合夜凉后来泡（白天温泉池旁的游人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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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县城的热海路和文笔路街口的营运面的，客满发车，每人5元，如急需发车，可能贵一些。在景区

的停车场有回县城的面的。县城打车到景区大概需要30元。

住宿：

美女池酒店：就在美女池的旁边。

电话：0875-5149388

价格：标间388元（包括热海门票、美女池泡澡票、早晨）

热海养生阁：豪华生态别墅套房，每个套房内外都有单独的泡池和地热熏蒸房。

电话：0875-5150316

价格：套房960元起

餐厅：

大滚锅食府：景区唯一的餐厅，装修豪华，人均80元左右。

提示：其实在大滚锅景点边上品尝小吃，实际上更便宜更具风味。

   

2、樱花谷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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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泡樱花谷温泉不再另收费，包含在景区门票里。最吸引人之处是几处露天温泉（别忘记带上泳衣

）。第一处“风露池”，景区大门沿着石铺步道，约20分钟即到。再走10分钟可以到达玉女泉和

云碧泉，云碧泉是景区规模最大的露天温泉，旁边设有经营点（可以买到泳衣泳裤，但价格稍高

）和餐馆。

交通

：县城直达樱花谷班车班次8：30，14：00，车费为单程30元，往返50元。在县城西门乘营运的面

的单程80元，往返120—150元。

住宿：

住宿是景区独家经营的，竹楼双人间60元/间，有阳台，但是卫生间在30米之外（晚上起夜需备收

点）。条件稍好的木楼三人间150元，四人间300元，公用卫生间在木楼内。

餐厅：

在云碧泉旁边。

   

3、板山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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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在距腾冲县城20多公里的芒棒乡马场村的板山上，有一处被当地人称为“澡塘山”的板山温泉，

由于水量不大影响了开发的潜力，但也正因为这样板山温泉保留了一份天然原生态之美。温泉水

清澈见底，水温常年保持在38度到41度之间，非常适宜。板山温泉属于硫化氢泉，泡汤同时还可

治病。

价格：

单人池是5元一次，包一天20元，大澡池免费泡（但白天有人洗衣服，只有早上6：30以前和晚上9

：00以后水质更好）

交通：

从腾冲出发，自驾可沿腾冲至保山的老公路行25公里左右到芒棒的马场村，再向右找到一条新修

的泥路继续前行2公里左右即可以直达景点（从腾冲城到马场的路上右边陆续有两个比较宽阔的路

口，选第二个走。）如果自己不开车，可以在腾冲城里面的老客运站里找到车，包车是80元左右

可以直达景点，如果是坐10元票价的车去，那只能到叉路口，还需要步行2公里左右才能到达。

食宿：

到景点后住宿条件普通，价格便宜，有10元一晚的，也有30元一晚的。吃饭分两类，每顿和主人

                                               17 / 5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05&do=album&picid=38069


�������

腾冲：火山热海
家一起吃是6元一顿，也可以点菜吃饭，另外主人家还能为客人提供做饭的工具和蔬菜等，可以自

己做饭吃。

小帖士：

要自备盥洗用品。长发美眉要自备系发带，以避免头发碰到硫磺泉水引起头发干涩等问题。

   

4、荷花乡温泉

(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坝派巨泉是恒温2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温泉，地下水涌出汇成潭子，可以游泳。

价格：20元/人

交通：

在翡翠路西端的墓园加油站旁坐落荷花乡的营运面的，6元/人到荷花乡，在加4元/人到坝派。

热水塘温泉最高水温98.7℃，是治疗关节炎、皮肤病、沐浴的良好水源。整个温泉的位置背靠青

翠的森林，面向辽阔的田园。

交通：搭乘梁河方向的班车在荷花乡下车，往坡上不行5分钟即到。

   

5、黄瓜箐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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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箐在热海旁边，当地人说，热海至皮肤，黄瓜箐之风湿。黄瓜箐有两家家温泉澡堂。

黄瓜箐疗养院，条件相对较好。

价格：

大池20元/人；包吃包住每人每天50元/80元（普间/标间），大池免费泡（黄金周略有上调）

电话：0875-5834099

黄瓜箐老澡堂，设施相对简陋。也有当地人认为老澡堂的水温高，泡起来更舒服。

电话：1388783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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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腾冲景点

1、国殇墓园

(图片由网友 @wendylala 提供)

国殇墓园是来到腾冲绝对不能错过的景点，因为这里安葬着3000多名中国远征军将士和十几位盟

军军官。忠烈祠旁的陵山上树立着在滇缅之战中牺牲的军官士兵的墓碑，铭刻着长眠于滇缅边境

的将士的职务和名字。让我们在墓园外的鲜花店里买上一束鲜花，献上我们对英雄们的一份诚挚

的敬意。

地址：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松园路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8：00-18：30

2、叠水河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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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叠水河瀑布有40多米的跌水，飞泄的崖顶，巨石蹲立，若龟似鳖，形态各异。距水口数十步，有

石桥横卧江上，叫太极桥。桥下激流奔驰，破青崖，挂白练，若银河倒泻，雪喷云飞，棉絮纷披

；山谷回声数百步外就可以听到，水气蒸腾，日光射影，常见五彩红霓，珍珠四溅，如同牛毛细

雨，飞洒周围，常年不停。

地址：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

门票：20元/人

开放时间：8：00-19：00，夏季至20：00

3、李根源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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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故居为土木结构庭院式建筑。内涵丰富，气势恢宏，园内芳草萋萋，环境清幽。展出有李根源先

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著作及部分手稿、信札、遗物；碑廊嵌有李根源先生及师友并一些古

今海内外名人的墨迹刻石数十方，楷行篆隶无所不备，宛若游龙惊鸿，壁间旋舞，蔚为壮观。

地址：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腾越路

门票：10元/人

开放时间：8：00-19：00

4、文庙

文庙既是古建筑，也是古战场。从残存的两个殿和泮池的规格，仍见当年的气派。收复腾冲的战

役中，日军又以文庙为堡垒负隅顽抗，时至今日，廊柱上、台基上的弹痕弹道仍清晰可见。

地址：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簧学路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5、英国领事馆旧址

战场遗迹，这座火山石砌成的英式建筑，残破但是仍显坚固，收复腾冲的战役中，日军以此为堡

垒负隅顽抗，如今外墙上仍是弹痕累累。

地址：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霁虹路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6、来凤山国家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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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公园森林茂密， 松杉葱郁，古树参天，苍翠欲滴。山顶有文笔塔，登上塔顶鸟瞰全城及四周山川

秀色，田园风光，美不胜收。山顶还保留有抗日战争时的战场遗址四处，可供游人参观。

地址：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8：00-17：30

7、文星街

(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23 / 5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691&do=album&picid=3809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691&do=album&picid=38097


�������

腾冲：火山热海
文星街的建筑风格以腾冲和顺侨乡民居建筑和原腾冲古城建筑作为范本。采用传统的具有典型腾

冲特色的多种建筑进行组合，建筑细部圆宝头、三砖、五砖一瓦、青砖碧瓦、副沿、木格子门窗

、木质匾牌等进行装饰，雄伟壮丽，气势辉煌。逛文星街可以感受腾冲的历史文化、选购珠宝翡

翠饰品和品尝腾冲的特色饮食。

地址：腾冲县文星步行街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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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腾冲周边景点

1、和顺古镇

(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和顺明清时期的祠堂、牌坊等遍布古镇，虽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但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未从未改

变，宛若传说中的世外桃源。 清代以来很多本乡人出国做生意，又有“侨乡”之称。蓝天白云，

火山雄峙，大河川流，小溪吟唱，亭台阁榭，古树参天，水车稻田，荷叶睡莲，野鸭嘻戏，青瓦

木楼，怎能不留恋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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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来到和顺有一个你一定要去的地方，那就是滇缅抗战博物馆。博物馆里展出了6000余件珍贵的历

史文物。这些文物将60多年前那段激烈而悲壮的滇缅抗战鲜活的呈现在你的眼前。让你对中国远

征军的壮举肃然起敬。

地址：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和顺镇

门票：80元/人（可游景点和顺图书馆、文昌宫、滇缅抗战博物馆、弯楼子、和顺小巷、刘氏宗祠

、元龙阁、艾思奇故居）

开放时间：全天

交通：腾冲县打车15元或者在腾冲一中对面的翡翠路一带做运营的面的2元/人。

提示：若是不想游览景区景点，只想在古镇自由行走，可以先订好客栈，让客栈的人来接；或是

乘坐营运面的进镇。

2、腾冲火山地热国家地质公园

                                               26 / 5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05&do=album&picid=38075


�������

腾冲：火山热海

(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公园内有97座火山体。景观主要有火山弹、火山角砾、火山灰、浮石、火山渣。火山弹形状各异

，主要有纺锤状、面包状、麻花状。各种类型的火山锥、火山口、熔岩台地、熔岩流堰塞湖泊等

火山地貌十分显目，构成壮丽的火山旅游景观。

地址：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和梁河县境内。

门票：40元/人

开放时间：8：00-19：30

交通：县城西北客运站搭乘固东方向车，马站下（5元），下车往东走10分钟可到。

3、北海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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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天上的竹 提供)

北海湿地属高原火山堰塞湖生态系统，大片漂浮于水面的陆地；犹如在五彩缤纷的巨型花毯。水

草密密麻麻，根交错在一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形成整片整片的草甸各自浮在水面上，

宛如一个一个的小草岛，脱了鞋赤脚走上“草岛”，感觉像踩海绵一样。

地址：云南省腾冲县以东约12公里

门票：30元/人（船费15元/人）

开放时间：8：00-17：00

交通：腾冲西门客运站乘中巴，车费5元，车程20分钟

提示： 4、5月可以观赏成片紫色的鸢尾花

4、腾冲热海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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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景区的大滚锅、热龙抱珠、鼓鸣泉、珍珠泉、眼镜泉、怀胎井、仙人澡塘、热辐地、狮子地、蛤

蟆嘴澡塘河瀑布和鸟井等这些景点千姿百态，妙趣横生，景区的“大滚锅”最为吸引人，是直径

达6米的热泉，热气翻腾，和壮观。旁边就有卖鸡蛋的（云南十八怪，鸡蛋穿着卖。一串5个，10

元）。放在热坑里，约20分钟就熟。蛋白凝固蛋黄不干，别有风味。

地址：腾冲县城南15公里处的清水乡

门票：60元/人，热海浴谷268元/人；美女池游泳80元/人

开放时间：全天

交通：县城的热海路和文笔路街口的营运面的，客满发车，每人5元，如急需发车，可能贵一些。

在景区的停车场有回县城的面的。县城打车到景区大概需要30元。

5、樱花谷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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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wendylala 提供)

野生樱花遍布谷坡而得名。景区内设有原始森林温泉洗浴、跨江溜索、高空吊桥、龙江漂流、攀

岩、马帮、大型秋千等可供游客选择的服务项目，并配备有餐饮、住宿等旅游服务设施，是集

观光、旅游探险为一体的原生态旅游景区。

地址：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

门票：30元/人

开放时间：全天

交通：县城直达樱花谷班车班次8：30，14：00，车费为单程30元，往返50元。在县城西门乘营运

的面的单程80元，往返120—150元。

6、云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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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wendylala 提供)

云峰山主要吸引人的地方是可以登高远望，山顶上云峰山道观建于孤峰之上，是最佳的观景处—

—高黎贡山屏立东方，四野美景壮观。在道观留宿一晚（据说当年徐霞客曾在道观住过）可以观

看日出日落美景，如果幸运的话还可以观赏到云海。

地址：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瑞滇乡

门票：30元，索道往返80元

开放时间：8：00-17：00

交通：县城西北客运站乘到固东的中巴，10元。固东客运站的停车场有前往景区的小车，8元，若

是急于发车，可能有一些浮动。

7、银杏村

                                               31 / 5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387&do=album&picid=38035


�������

腾冲：火山热海

(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银杏村素以“村在林中，林在村中”的自然风光闻名。全村共分布有古银杏树3000多棵，其中树

龄在500年以上的有50多棵，400年以上的70多棵⋯⋯珍贵的百年银杏树让这个小村庄显得古朴和

深邃。冬日数千株古银杏已是满树金黄，微风吹过，片片叶子飘洒而下，如漫天飞舞的金色蝴蝶

。

地址：保山市腾冲县固东镇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最佳观赏时期：9月-12月中旬

交通：乘前往固东的班车在固东镇转车前往，或在途中的新河村(有很大的标志牌)下车后转车前

往。也可乘班车先游览火山公园，再搭面包车等前往。

提示：临近景点有腾冲火山地热国家地质公园；村中有若干客栈和“农家乐”供游人食宿。但吃

饭的价格昂贵，之前要谈好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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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滕冲交通

   

1、航班

直达

腾冲驼峰机场 

(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由东方航空公司和祥鹏航空公司经营。已开通至昆明、北京、重庆成都、丽江、西双版纳之间的

航线。昆明至腾冲的航班只需要50分钟的时间，票价在880元左右。

东方航空公司咨询电话：95808

祥鹏航空公司咨询电话：95071950，400-8899-737

祥鹏航空公司网址：http：//www.luckair.net/portal

机场大巴

机场大巴票价：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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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大巴终点站：叠水河瀑布景区对面的空港大酒店。

出租车

机场打车进县城大概40元

转机

保山机场

民航售票处：0875-211736

提示：腾冲机场投入使用后，保山航班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有时可以提供不错的打折机票。

   

2、铁路

腾冲目前暂无铁路经过，大理经保山到腾冲铁路已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

   

3、公路

腾冲有两个长途客运站：旅游客运站和城东老客运站。

旅游客运站

地址：腾冲县热海路

咨询电话：0875-516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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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东老客运站

地址：腾冲县东方路

电话：0875-5152363

老客运站主要是发德宏州方向的班车。梁河车每三四十分钟一趟（8：00-18：20，共18趟，13元）

，盈江车每二三十分钟一趟（7：30-18：40，共32趟，23元），瑞丽车每天9趟（52元，7：00-15

：50），芒市车每天9趟（28元，7：30-16：30）。

   

4、县内交通

1、公交

有5条公交，旅行者常用的可能是连接旅游客运站和老城区的2路公交车，1元投币，末班车时间约

晚上8：00。

一路（往返）：城北中队 老客运站 雷华酒店 保险公司 一职校 县政府 十字街 花灯团 文星楼

娘娘庙 罗武堂

二路（往返）：绮罗 旅游客运站 宏盛酒店 保险公司 范家坡 县政府 十字街 花灯团 文星楼 西门

水厂 杨家坡

四路（往返）：松园 叠水河 国殇墓园 旅游文化园 腾一中 县政府 十字街 花灯团 文星楼 城北中队

饮马水河 闰家塘 尚家寨

五路（往返）：三角地 花灯团 十字街 县政府 国税局 保险公司 中医院 海关 倪家铺 洞山小街子

沙坝 永乐

六路（往返）：玉泉园 西北停车场 三桥 人大 第二幼儿园 商贸城 花灯团 十字街 县政府 腾一中

旅游文化园 山脚 大庄 马鹿场 石头山工业园区

2、出租车

出租车不打表，上车先议好价。县城内短途5元，稍远10元，到和顺15元，夜间价格上浮。

3、包车

面的或普通小汽车，一天一般不超过200元，除非这天的行程很长，或者是在黄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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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有的司机中途提出带你去逛翡翠店，最好婉言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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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腾冲餐饮

   

1、特色美食

1、“大救驾”

即腾冲炒饵丝配“青龙过海汤”。将饵丝切成块片，加以新鲜肉片、西红柿、鸡蛋、香菌、嫩绿

豌豆尖及葱花、酱油等作料用油锅猛火炒熟即可。（这种吃法在腾冲非常普遍，任何一家餐馆都

可吃到。）

2、青龙过海汤

用开水冲泡干腌菜，加入盐巴、辣椒及捣姜块，再放上三两截大葱，置海碗内，便是著名的“青

龙过海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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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煮饵丝”

将饵丝切成细丝，用滚水烫熟，加上鲜肉丝或火腿丝，肉汤或蛋汤，若是鸡汤则更妙，再加酱油

、葱花、芫荽或少许腾冲腌菜即可。其中，又衍生出猪肉汤饵丝、牛肉汤饵丝、鸡肉汤饵丝、三

鲜饵丝、酸汤饵丝、稀豆粉饵丝、烧腊饵丝等多种口味以满足不同顾客的选择。

推荐：

李嫂早点铺：

国殇墓园附近，金佳酒店旁。主营饵丝、米线。其特点是汤浓味厚，佐之以酥肉、绿菜等配料，

味道的确不凡。

姚恩发：

教育局旁边，推荐这家的酸汤饵丝。酸汤饵丝是一种风味很特的小吃，其特点是肉汤里加酸腌菜

膏调制成的调料，酸甜可口，清爽不腻。

明家早点铺：

药王宫旁三角地。特色的早点铺，每天早点顾客络绎不绝，生意非常火暴。

4、坛子鸡

其色金黄玉润，晶亮养眼，其色纯正持久，不闷不腻，入口细品，皮脆肉嫩骨酥，满口溢香。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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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鸡还因为中药秘方的卤制，有活血舒筋，清肺、健胃之功，尤为适合老人和小孩。

5、稀豆粉

腾冲稀豆粉的美味出自其独特的制作方法。一般稀豆粉是用豌豆面制作，腾冲稀豆粉是用吊浆液

制作。首先，制浆要分别制成清浆和浓浆两种，然后再用两种浆制成稀豆粉。腾冲稀豆粉的吃法

也有大讲究，一碗稀豆粉要分三部分，一部分不拌佐料、一部分轻拌佐料、一部分伴和佐料，将

这三部分变幻顺序轮着吃，不同的轮换顺序吃起来有不同的美味，妙极！

推荐：

寸丽芹豆粉店：

叠水河景区旁。早上吃早点的队伍排成长龙，白天则买凉豆粉、凉米线、卷粉，人气相当了得。

周记百年老店：

腾冲法院附近。早晚买热豆粉，中午买凉豆粉，百年声誉经三代人经营，早已是声明远播。

杨家豆粉店：

腾越一完小附近。也是一天卖到晚，吃客不断。

6、腾冲棕包

腾冲盛产棕包；腾冲人爱吃棕包。棕包甚至成了腾冲的代称，腾冲人的雅号就叫“棕包”。棕包

米的吃法主要有炒吃和煮吃两种。炒吃法是将棕包米洗净切碎，配以瘦肉丁和胡萝卜丝、腊腌菜

一并炒熟，其色鲜艳，其味醇香可口。煮吃法是将洗净的棕包米切碎放入清汤里煮熟，佐以干腌

菜、糊辣椒和捣姜块、葱白、芫荽，其味酸中有苦，苦中回甜，有解表驱寒、泻热去暑之功效，

食后浑身松爽。

7、油炸撒撇

油炸撒撇最大的风格就是味道油而不腻、怪而不厌、辣不伤肝、微苦带香。对于而且肝火旺，有

一定食疗作用。

8、腾冲火锅

腾冲火锅使用腾冲烧制的土陶火锅究慢火慢煮，菜味鲜甜醇和，是一道风味独特的菜肴。火锅用

青菜、芋头、淮山、红苕、黄笋等，用鲜肉骨头汤煮熟为底料，上铺一层泡皮(泡皮的制作很独特

，它是用洗净的鲜猪皮晒干后，用油泡炸，再用冷水浸泡，然后切成薄片)，泡皮之上点缀一圈蛋

卷，即成一色香味俱佳的腾冲火锅。

9、大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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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薄片已成为滇西名菜，工于火候，长于刀法，用特制的猪头肉片成薄如蝉翼的大片，调料齐全

，具有咸、酸、辣、麻、香多种滋味，肉脆嫩，嚼时有劲，回味无穷。

推荐：

黉学路上文庙斜对面的邓氏大薄片很受好评。

10、赶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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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马肉是曾经茶马古道上马帮在风餐露宿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食肉方法。将大块的肉加上各种调

料一起焖熟，油而不腻，香气扑鼻、营养丰富。

11、松花糕

松花糕是在两层非常薄的糯米面中间夹着一层同样薄的玫瑰豆沙馅儿，然后在外边扑上松花，就

成了松花糕。口味软糯甜美，而且非常天然健康。

推荐：

和顺古镇艾思奇故居旁，洗衣亭边有一位叫蔺的大妈，称为当地所制的松花糕最正宗，价格也不

贵，只需要1元。

   

2、餐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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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玉泉园餐厅

(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地址：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新闻路。

电话：0875-5090396

推荐理由：餐厅环境互相古色，小桥流水的江南建筑风格，园内百余间古代建筑风格的房屋成街

、成市，院落成群。用餐之余，绝对值得在这里游览一番。周末还经常举行傈僳族篝火晚会，你

可以领略傈僳族精彩的上刀杆下火海表演。

2、越州食府

地址：腾冲县腾越镇内

电话：0875-5192289

推荐理由：这里的菜品主要本地特色和粤菜且菜品很好。每晚7点左右有一场15分钟的皮影戏表演

。

3、和顺人家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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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地址：腾冲县和顺镇旅游开发区

电话：0875-5158888

推荐理由：酒楼设在有百年历史的古宅里，特色菜肴推荐和顺三滴水、和顺头脑、大救驾、青龙

过海汤、棕包、和顺咸鸭蛋、稀豆粉套餐、大薄片等。

4、林云夜市

(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地址：腾冲县腾越镇天成社区光华小区67号（县人民医院正门往北100米）

推荐理由：林云夜市位于县城中心，交通便利，是腾冲规模最大、环境最好的也是。腾越阿波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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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龙江傣味撒撇等二十多家风味小吃店汇聚于此。

5、明记卷粉

地址：腾越中心小学附近

推荐理由：可以品尝到很多腾冲的风味小吃，如良豆粉、凉米线、卷粉、凉面、凉吓、荞凉粉、

擦粉等。丰富的调料和辅料。除了辣椒油、酱油、芫荽、蒜泥等这些普通的调料外，喷香的大蒜

油、草果油、花椒油，再加上剁碎的小米辣、鸡蛋果和番茄汁，以及当地的特产香笋末，这十多

位调料拌在一起，不用品尝，光看看这一碗头青的、红的、黄的、绿的作料就够让人眼馋的。而

在其中加入烧肉是明记最大的特色，和豌豆面、鸡蛋经油炸而成的烧肉，拌上光华的豆粉、米线

、卷粉，吃起来香而不腻外酥里嫩。此外，鲜嫩的黄瓜丝、豆芽，耐爵软香的猪皮烧等辅料的加

入，味道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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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腾冲住宿

1、腾冲世纪金源大饭店

地址：腾冲县腾越镇观景大道1号

电话：0875—5899999 

网址：http://www.empark.com.cn/tc01/

推荐理由：拥有54洞高尔夫球场，更可一览北海湿地胜景。而且每个房间可以提供24小时地下温

泉。 

2、锦程大酒店

地址：腾冲县华严路与保腾路交叉路口处

电话：0875－6293472、6293486、5161888转销售部

推荐理由：酒店交通便利，南临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热海”，距在建的“腾冲驼峰机场”仅15

公里，离中国第一魅力古镇——和顺侨乡仅六公里。

3、腾冲兴华大酒店

地址：云南省腾冲县腾越镇山源社区团坡小区7、8号（旅游文化园对面）

电话：0875-5132688 513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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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xinghua.108198.com/

推荐理由：地理位置优越，坐落于腾冲来凤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山麓，毗邻腾越文化广场、国殇墓

园、叠水河瀑布、李根源故居等风景名胜区。

4、和顺总兵府客栈

(图片由网友 @天上的竹 提供)

地址：腾冲县和顺古镇

电话：0875-5150288

推荐理由：位于和顺古镇和顺小巷里，早上走出房间在露台上的躺椅上小憩片刻，野鸭白鹭荷浪

金稻尽入眼底，绝对超值的体验。

5、和顺金隅民居

地址：腾冲县和顺镇水碓村大桥（和顺图书馆左侧第一巷上行120米）

联系电话：0875-5152727

推荐理由：位于和顺古镇的核心保护区内，毗邻和顺图书馆、双虹桥、和顺小巷等著名景点和停

车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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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腾冲购物

   

1、腾冲特产

1、腾冲饵丝

腾冲饵丝采用当地特产浆米加工制作而成，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了，为腾冲本地和外来客人所

普遍喜爱的一种方便小吃。饵丝一般有煮吃和炒吃两种吃法。

2、鸡枞

鸡枞是一种美味山珍，有“菌中之王”之美誉。肉肥硕壮实，质细丝白，味鲜甜脆嫩，清香可口

，可与鸡肉媲美，故名鸡枞。腾冲肥厚的火山灰土地丰富的降水，为鸡枞的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腾冲鸡枞种类丰富，白鸡枞、青鸡枞、土堆鸡枞和黄鸡枞等几种。

3、果脯蜜饯

腾冲果脯 选用梅子、芒果、山楂、木瓜、李子、杨梅等鲜果原料，经过科学配方，生产出具有京

味和广味的甘草芒果、话梅、柠檬李、开胃多依、开胃山楂、山楂片、蜜糖木瓜等30多个产品，

各种亚热带、温带果脯几乎应有尽有，味道各具特色。

4、干腌菜

腾冲人家家会制干腌菜，人人爱吃干腌菜。干腌菜酸味可口。干腌菜可以可凉拌食用，酸汤鱼和

“青龙过海汤”中也是必不可少的。

5、茶油

茶油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是一种滋补保健的高级植物油，具有平肝肺、理气降压、

调谐肠胃功能及增强心脏活力、抑肥胖、搞衰老的功效。生茶油还具有神奇的杀虫作用。

6、腾冲玉器

以缅甸玉石(即翡翠)为原料制成，具有造型美观，做工精湛、质地细腻等特点。腾冲玉器品种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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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手镯、别针、簪花、观音、佛像、耳环、鸡心、大花件、小花件、象蹲、兽蹲、戒指等品

种。

7、藤编

腾冲藤编手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藤编手工艺者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又在不断创新。现在腾

冲藤编产品有方单椅、藤蔑床、藤杆沙发、午睡椅等十余种。方便、耐用、美观。

8、木雕�根雕

腾冲森林资源丰富，优质木材树种较多，加之腾冲历史文化深厚，逐渐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木

雕。木雕上的各种图案，古朴典雅，雕法细腻，棱角分明，形象生动内涵丰富。现在根雕艺术也

正在兴起，各种大小不等的根雕，成为了人们用来装缀生活、工作环境的青睐之物。

   

2、购物场所推荐

1、腾冲温泉花园翡翠商业广场

集旅游购物、翡翠博物馆、保税库和加工厂、腾越小吃、康体娱乐为一体。

2、珠宝玉器交易中心

腾冲县凤山南路70号，是腾冲第一家珠宝玉器专业市场。

3、腾越珠宝城

占地60余亩，建筑面积440000余平方米，共有商铺380余套。交通顺畅，是腾冲最规范、环境最好

、基础设施最全的商场。这里招牌林立，店铺相连；柜台里的翡翠珠宝，晶莹剔透，光彩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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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线路推荐

   

1、县城一日游

国殇墓园凭吊远征军的英勇壮举——参观李根源故居——叠水河景区游览城市里唯一的叠水河瀑

布——文庙、英国领事馆旧址——来凤山文笔塔俯瞰全城——逛文星街——林云夜市尝美食

   

2、和顺侨乡古镇游

景区景点游

参观和顺图书馆感受文化氛围；文昌宫有神马、造纸、翡翠站和土法制腾宣；滇缅抗战博物馆里

收藏了了6000余件珍贵文物；弯楼子是沿巷道而建的精致古民居；和顺小巷展出有马帮文化展和

民俗展；经刘氏宗祠到龙元阁，龙元阁依山而建，佛道和祀的寺院；艾思奇故居展出他的生平事

迹

古镇自由行

这些景点不需要景区门票，你可以自己选择，闲游于古镇之中。大石巷的贞洁牌坊、尹家巷牌楼

、寸氏宗祠、财神殿；坡上有中天寺；还有翡翠大王故居、张氏宗祠、魁星阁、三官殿、尹氏宗

祠。

   

3、腾冲两日游线路推荐

第一天：

探幽和顺侨乡，感受古镇美丽；热海公园赏景泡温泉。

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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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公园参观壮美火山群；北海湿地划船游湖，烤鱼尝鲜；樱花谷观樱花花海泡温泉。

                                               51 / 55



�������

腾冲：火山热海
  

十二、民风民俗

1、耍龙灯——小背龙

耍龙灯是腾冲民间传统的民间表演。腾冲龙灯分双龙抢珠、一龙耍场、小背龙三种，其小背龙在

腾冲县龙灯中最具地方特色。小背龙由龙头、龙身、龙尾三部分组成。表演时舞龙者身背龙身，

两手分别执龙头、龙尾，作“双龙戏珠”、“翻波涌浪”等各种形态表演。小背龙小巧玲拢、形

象生动、挥舞方便、穿梭自如，倘多人集体表演，场面甚为壮观。

2、阿昌族蹬窝罗

于每年春节后两天举行。跳前，场地中央烧一火塘或摆一盏灯，放一张摆有各种食品的桌子；由

村寨中有威望、能歌善舞、称为“烧于”的领舞者（男女均可）领唱起舞，且歌且舞；缓缓而行

，围成内外两个圆圈上舞者双手叉腰，双脚成大八字步；半蹲，每行进一步，仰望天空一次。无

伴奏乐器，伴唱曲调多用鼻音，歌唱及动作给人以神秘庄重、质朴稳沉的感觉。

3、佤族清戏

佤族清戏历史悠久在明清时期就已逐渐形成。佤族清戏剧目故事感人，情节生动，文辞优美，人

物性格鲜明，曲调抑扬顿挫，悦耳动听，既善叙事，又善抒情，具有较强的表现力。且被誉为“

珍贵的民族剧种”。

4、傈僳族刀杆节

傈僳族刀杆节在每年农历二月初八举行。刀杆节上表演的“上刀山，下火海”惊心动魄，令人叹

为观止。

5、傣戏及傣族歌舞

傣戏多于春节、中秋节演出。男角服装与汉族戏装近似；女角穿本民族服装。常常连演数日至半

月，颇受傣族人民喜爱。傣族民歌以演唱民间故事、叙事长诗及情歌为主。傣族舞主要是“嘎光

”和“故踏舞”两种形式。嘎光”属自娱性集体舞蹈，为圆圈舞，以鼓、拔、芒伴奏，穿插刀、

剑、棍、拳等武术表演。形式有“所鼓对影”、“走圆圈”、“打西门”等；内容有

“金鸡啄谷”、“金鸡朝阳”、“鲤鱼抢水”、“崩龙跳花鼓” 等。多用于泼水节、开厂节、关

门节。“做踏舞”系自娱性和祭扫性相兼的古老舞蹈，类似汉族舞狮。多在春节演出，祈求人寿

年丰、村寨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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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旅人提示

1、云南旅游服务热线0871-12301

2、因腾冲景区（点）海拔高差不一，分布广泛的特点，应根据个人的体质带上必要的衣物、常规

药品等。

3、高黎贡山探险游，只适宜中青年游客，游览时应请专业向导全程陪同。

4、在腾冲购买昂贵的翡翠，记得所要“腾冲宝玉石饰品检验站”出具的检验证书。检验站咨询点

0875-5135165，监督电话0875-5183110

5、在腾冲的翡翠店里，谨防翡翠店经理跟你认老乡（常用推销手段），虽然“老乡”给了你一个

很大的折扣，但是实际买的东西并非真的物有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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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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 55

http://d.lvren.cn/feedback/
http://d.lvren.cn/gonglue/lijiang
http://d.lvren.cn/gonglue/emeishan
http://d.lvren.cn/gonglue/hangzhou
http://d.lvren.cn/gonglue/beijing
http://d.lvren.cn/gonglue/xiangganggouwu
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http://d.lvren.cn/gonglue/niboer
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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