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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滇东南大门
  

一、“小桂林”美誉普者黑、 现实版“桃花源”坝美

普者黑(图片由网友 @一枚时光印 提供)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似乎成了云南在人们心中的旅游“代言人”，其实彩云之南的美丽

永远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文山一个严重被我们低估的地方，这里有的是藏在深闺的不为人知的

美丽。文山州地处云贵高原东南岩溶地貌区，是云南喀斯特地貌发育最典型的地区之一，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在这里尽情演绎着美丽与神奇，雕琢出了处处美不胜收的仙境奇地。这里，是山与水

的完美结合，是灵与秀的神奇幻化，自然与人文的融合辉映，让人流连忘返，醉而忘归。

文山城，是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这里“山水林洞相揉合，奇险秀稀皆齐备”优美

如胜的自然景观，使其获得了“钟秀文山”赞誉。丘北的普者黑山明水秀，素有“小桂林”的美

称。广南的坝美村早已成为旅行者心中现实版的桃花源，八宝镇的三腊瀑布和河野村温柔秀丽，

而峰岩洞则作为一个直接建在溶洞里的村庄，也吸引了许多喜欢猎奇的旅行者。

文山州世代聚居壮、苗、瑶、彝等少数民族，普者黑的彝族撒尼特色、坝美和八宝的壮乡风情，

以及踩花山、跳盘王等欢乐华美的苗族和瑶族民族节庆，让这里一年四季都充满民族风情。

最佳旅游时间

四季皆宜，但7、8月是雨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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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滇东南大门
  

二、文山旅游最棒体验

   

1、在普者黑的湖光山色中打水仗 观赏《僰乐普者黑》

普者黑荷花(图片由网友 @一微风儿轻吹 提供)

普者黑是为典型的中国南方热带岩溶峰林地貌，孕育出了世界罕见的喀斯特岩溶山水田园风光。

这里有湖泊50多个，乘着柳叶小舟在宽阔的水面上尽情的与水近距离亲近；蓝天白云下的万亩荷

塘，让你体会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中意境；80多个大大小小的溶洞，洞

中石柱林立，幽雅奇特，千姿百态，形形色色；300多座峰林、峰丛和孤峰群，错落有致，形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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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滇东南大门
异，多姿多彩，奇秀迷人；体会浓郁的彝家民族风情和观赏《僰乐普者黑》以僰人文化为主题的

水上实景演出。徜徉在这山水田园的诗情画卷中，不能自拔。

普者黑“泼水节”(图片由网友 @一微风儿轻吹 提供)

在普者黑有一个传统的玩法，就是打水仗，在较浅的水域，游客们甚至可以拿着水桶或水枪，朝

自己喜欢的人头上浇水或喷水，号称“天天都可过泼水节”。

提示：

1）、每年6-8月荷花盛开，普者黑湖面美不胜收。此外，有重大节庆活动的时候，也是到普者黑

旅游的最好实机；2）、普者黑景区没有ATM，所以应该在到达之前备好现金；3）、相关电话：

管理处0878-4123043，咨询0876-4610003 4610004，投诉0876-4610006；4）、景区入口处的商店里，

有塑料桶、塑料水枪和一次性雨衣出售。如果你乘船时带相机，最好套上一个防水罩，或者告诉

船工，不要参加泼水游戏；5）、《僰乐普者黑》（0876-4610000）旺季或人多时在蒲草码头的船

上演出。淡季可以参加旅行社的散客团，最好提前一周预定。6）、每到周末的晚上在西南角斗城

（0876-4610378；30元；20：00-22：30）的晚上，有斗牛、摔跤、抹花脸等演出，有时还举办民族

风情篝火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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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滇东南大门
普者黑旅游贴士

1、景点

普者黑景点图

青龙山：免费；24小时开放

位于普者黑村西约600米，山上灌木郁郁葱葱，四季长绿。青龙山三面临水，雄伟秀丽，山体内有

火把洞、月亮洞、张咀石洞等8个溶洞。登青龙山山顶，可以俯瞰普者黑的整体风光，可以拍出令

人满意的全景图片。登上山顶大概用20分钟。

火把洞：20元/人；9：00-19：30开放

位于普者黑大龙山北东麓，全长992米。与月亮洞相通。洞中有大大小小的厅堂，最大面积约600

平方米；洞中有数个清潭，最大面积70平方米，平均水深在5米左右。洞内石笋如林，钟乳石琳琅

满目，颜色有白、黄等。洞内有“人间天堂”、“天池”、“八百罗汉拜观音”等30余个景点。

月亮洞：5元/人；9：00-19：30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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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滇东南大门
位于普者黑大龙山北东麓，洞体呈北西东向展布，主洞长483米，其中水路（可行小船）长184米

，洞底平坦，次生碳酸钙沉积以钟乳石、石幔、石柱类为主。200米处形成了一个直径约10米的近

圆形大厅，沿构成洞顶的一组岩层面沉淀形成了一圆形盖板，似十五的月亮挂在上方，“月亮洞

”就此得名。

观音洞：15元/人（含导游费）；9：00-19：30开放

观音洞原名白牛角石洞，位于普者黑青龙山南部山脚洞口。观音洞内洞中有宽敞的大厅，面积为6

00平方米，大厅四周分别为九个不同长度的溶洞，总长约500米，与月亮洞、火把洞相连。现雕有

2000余件形态各异的观音雕像，被称为“东南亚最大的观音洞”，是展示观音文化的最佳场所。

提示：其他溶洞还没有对游客开放。

仙人洞彝族文化生态村：免费；24小时开放

仙人洞彝族文化生态村是省委宣传部为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而建立的示范村，2001年仙人洞村

被省委宣传部命名为“云南民族文化第一村”。到仙人洞彝族文化生态村可领略到彝族支系撒尼

人传统的“花房”、“情人房”等民俗风情，能看到古老的撒尼舞蹈以及汉代石虎、甲马、木雕

、石刻、刺绣等，可听到古曲古调，观看毕摩祭祀，还能登山观峰，选购纪念品和土特产，并能

住农家屋享受农家乐，品尝彝家正宗特色菜。这里已成为云南对外文化宣传的窗口和民族文化交

流示范基地。

景区内部交通

景区各个景点之间都铺设了平坦的公路，每个景点门口都有不带门窗的观光电瓶车载客，车票3元

/人，四人起发车。人少的时候，也可以包车游览全部景点，30元。运营时间淡季7：00-18：30；

旺季7：00-22：30。

农闲时还有当地村民驾驶的马车，4元/人，包车游览全部景点30元。运营时间从天亮到天黑。

如果你不想乘船或者打水仗，可以不买160元或100元的船票，而是通过骑自行车的方式，沿景区

的公路到达各个景点，但是在游览溶洞是需要购买每个溶洞的门票（景区的银湖大酒店可以租到

自行车）。

2、如何到达普者黑

飞机

乘飞机从昆明转机到文山普者黑机场，打车到普者黑景区，大约1小时，200元。

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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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滇东南大门
在丘北客运站（0876-4122561；丘北县锦屏镇护城路（县城东北方向））以南的东正街和环城东路

的交叉路口，是去往普者黑景区公交车的停靠点。乘坐景区专线公交车即可到达普者黑景区（2元

；30-40分钟；7：00-16：30，滚动发车）。从普者黑景区回县城的公交车首末班时间是7：30和17

：30。

自驾车

昆明—石林—师宗—罗平—普者黑（适合旅行团或想多玩几个地方的人群）

昆明—石林—弥勒—江边—普者黑（常规线路）

昆明—泸西—东山坡—普者黑（建议玩友行走）

昆明—石林—弥勒—锁龙寺—炭房（高速路）—普者黑（高速路）（这条路是到达普者黑最方便

、最快速的一条）

南宁—百色—罗村口—富宁—八宝—炭房—普者黑（这条线路都是高速路，行车非常快捷方便）

3、普者黑住宿

在景区住宿可以近距的亲近山水，仙人洞村有很多干净的农家乐，设施齐全，吃住娱乐都方便。

普者黑村（乘丘北县城至普者黑景区的公交车，到普新桥站。也可以在景区内乘电瓶车或小马车

到普者黑村）非常适合“静中取静”的游客。

提示：下面所列住宿价格都是淡季价格，旺季是价格可能上浮一倍。

欢乐农家庄

电话：13388762027

价格：标双/单30/30元

推荐理由：位于景区的普者黑村，太阳能热水，三层小楼，对面是充满彝族特色的彝族土掌房。

仙人居

电话：0876-4610033 13987065852

价格：标双/单40/40元

推荐理由：在景区的仙人洞村，太阳能热水，二楼有露天餐馆，早饭米线5元随意吃。

生态农家乐

电话：0876-4610688 13887651888

价格：标双平日40元，周末50-60元

推荐理由：在景区仙人洞村入口处，电热水，装修的风格温馨可爱，一楼有一个开放式的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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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滇东南大门
烹制农家饭菜。

荷花农家乐

电话：0876-4610603 1308766091

价格：标双/单100/50元

推荐旅游：位于景区的仙人洞村，寨心石虎雕塑旁边，很好找，一楼小院是露天餐馆，有清爽的

瓜棚和花花草草，出大门，左手边还有一个超市（6：00-23：00）。

清荷院

电话：0876-4610096 13404932123

价格：平日标单/双50/50元，复式100元；周末标单/双100/100元，复式200元。

推荐理由：景区中最具小资情调的住处。房间设施齐全，特别是二楼复式客房，榻榻米、天窗和

楼梯都非常可爱。

普者黑度假村

电话：0876-6951810

价格：标双80-100元，豪标单/双160-180元

推荐理由：景区入口处走路几分钟就可到达，许多房间都可以看到湖泊风景（跟度假村同属一个

集团的三鑫旅行社，在总台设有营业点，游客可以现场订购丘北本地和从丘北出发的外地旅行团

和导游服务）。

银湖大酒店

电话：0876-4610068

价格：标单/双200/200元

推荐理由：湖群东侧，景区入口步行15分钟可到，略带古典的中式装修风格，前台可以出租自行

车（租金每天40元，押金500元）餐厅出售本地湖泊美食。

4、普者黑餐饮

景区中食材大都取自湖中，新鲜和原生态，最知名的是荷叶粥、清汤鱼、醉虾、荷叶炒蛋。非水

产类美食有，高原腊肉、手统辣、苗族小黑药顿鸡等。烧烤一条街（营业时间，天亮—天黑）位

于青龙山的山脚，从观音洞一直延伸到火把洞，大约有五六十家烧烤摊位，价格一般是小鱼虾1元

/串，稍大点的也只要三五元。还有仙人村寨心的石虎雕像前，每天晚上也有很多烧烤。

雷凯清真餐厅（15906977887；普者黑景区；7：00-22：00）在西南角斗城大门的旁边，除了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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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美食外，还提供米线和当地特色食品。

银湖餐厅（0876-4610298；普者黑景区；7：00-21：00）位于银湖大酒店内，为住客和非住客提供

餐饮，味道不错，价格稍贵。

提示：

摄影最佳位置，如果要拍全景，可爬上青龙山、金锁峰、银锁峰、观音洞背后山顶、老仙人洞山

顶等；如果拍近景，可沿湖步行，或者是乘船拍摄。赏荷要爱荷，游客在观赏荷花之余，一定要

爱惜荷花，在乘船途中，不能把游船划进荷花丛中，不能随意采摘荷花、荷叶及莲子。

普者黑彝族“花脸节”，每年7月份普者黑荷花开得最旺盛的时候举办一次。如果在普者黑你的脸

被别人抹得脏兮兮的，请不要生气。你的脸被别人抹得越黑，吉祥和幸福就越会降临你的身上。

   

2、寻访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坝美

坝美村(图片由网友 @一微风儿轻吹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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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滇东南大门
坝美的地形和村落结构跟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里描述的村庄惊人的相似，或许这里就是那

个桃花源吧！坝美，洞幽船渡、流水清澈、山峦峻峭；村寨宁静、桃源春色、良田桑竹。从古至

今，坝子里的村民要与外界联系，必须乘船通过那大约960米的幽深水洞，虽然是这样原始似乎还

有些不便捷的方式，但是确是让坝美有了她的别有洞天，豁然开朗之意境。

乘船进出坝美村(图片由网友 @一枚时光印 提供)

坝美的居民世世代代以农耕为主，生活质朴而宁静，男耕女织、鸡犬相闻、和睦邻里，处处给人

农田牧歌的悠闲风情。早晨整个坝子弥漫在晨雾中，一切都是隐隐约约的朦胧，是那么的安静，

也只能听见林中的鸟鸣和报早的鸡啼，在这样的环境中早起散步，心似乎都得到了洗涤。黄昏时

耕作了一天的人们陆续归来，虽然有一天的劳顿，但是脸上却可以显出满足笑容，因为他们为收

获播下了希望。

提示：

1）、坝美的旅游还属开发阶段，所有没有网吧、ATM，到坝美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2）、每

年初春，坝美村的河谷里开满了粉色的桃花，和着绿色的柳丝，分外的娇嫩可爱，是坝美村旅游

的黄金季节；3）、农历三月初三是壮族的传统节日“花街节”，节庆活动持续三天，让坝美的民

族风情达到极致；4）、在过年和过节游客多的时候，坝美村晚上会歌舞晚会，地点一般在千年古

榕树面前的空地上，表演内容是手巾舞的壮族歌舞，游客也可以参加他们的篝火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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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滇东南大门
坝美旅游贴士

1、门票：40元/人（含进出水洞租船费用）

目前坝美的收费景点：桃源洞、猴爬岩、桃花谷、汤那洞（都含在40元门票中）。

提示：

桃源洞和汤那洞是进出村庄的两个溶洞，需要乘坐木船；猴爬岩也需要乘船，从猴爬岩到汤那洞

需要乘坐小马车（10分钟）；坝美村的游览是单向的，桃源洞进村，汤那洞出村，准备游览这里

的洞时，可以先在旅馆退房，背上行李游览。

开放时间：7：00-19：00

2、如何到达坝美

进坝美有两条常规的路线：

a、从广西百色——富宁——珠街——广南——法利；

b、从昆明——丘北——广南——法利。

在广南县客运站门口的公交站乘坐3路公交车，终点至坝美（8元；43公里；1小时；8：00-17：00

，每小时1班）但是从坝美售票处到桃源洞的洞口还有1公里的土路，步行15分钟左右。当地人的

小马车在那里也可以载客，每人3元，2人起发车。

3、坝美食宿

鉴于坝美实际情况，这里的住宿房间都没有空调和网络，卫生间也少有电热水，基本上是太阳能

，坝美村几乎每个旅馆都自带农家乐。

兰草堂

电话：13769505351

价格：标双/单60/60元；普六人间120元

推荐理由：宽敞的四合院，房间的装饰很古朴，二楼的露台上还有露天餐厅。

88农家乐

电话：13688734897

价格：标双/单60/50元；普三90元

推荐理由：典型的农家小院，院子里经常晒着农作物，如果你的行李重的话，可以在预定房间时

跟老板说一声，老板可以到村口接你，帮你拿行李。

古榕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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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滇东南大门
电话：15812267635

价格：标双/单50/40元

推荐理由：在坝子的中心地带，千年古榕树的后面，楼上的房间正好对寨心的草坪，有节庆活动

或歌舞晚会的时候，站在客房的窗前，就可以看到。

云外山庄

电话：13887645474

价格：标双/单40/50元

推荐理由：二层小楼，房间很干净，主人做的五色米饭（3元）和岜夯鸡（30元）很好吃。

坝美村都是壮族人，有热情好客的传统，会尽可能用好酒好菜来款待。

用餐

来到坝美用餐都是和村民搭伙吃饭的，常见的饭菜包括绿色蔬菜、高原腊肉、壮族自酿米酒和五

色米饭，每人大约20元。

   

3、八宝镇——赏一幅风情万种的山水丹青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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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滇东南大门

俯瞰八宝(图片由网友 @一微风儿轻吹 提供)

与广南坝美桃源仙景之不同，八宝则是一幅风情万种的山水丹青画卷。走进八宝，山峰林立，如

雕似刻；流泉遍地，如绸似缎；异石点点，栩栩如生；古桥处处，点缀河间。一派田园翠色，令

人陶然欲醉。八宝河河水四季清澈，宛如玉带，串连起两岸13个壮族村庄，山水相依，村寨农舍

，老人、古桥、河流、村舍，声声打谷声伴随着幽幽飘来的稻香，唯美的壮家田园风光如梦如幻

。

八宝镇旅游贴士

八宝镇旅游最方便的办法是坐着木船在八宝河游览，欣赏河畔的村寨和民俗风情。

八宝河漂流

八宝河水流平缓，上下游落差不大，因此漂流没有任何风险，属于休闲级的户外活动。从河野村

飘到八宝镇，10公里约2个小时。沿途能看到喀斯特峰丛、万亩稻田、甚至古代的烽火台，两侧的

山寨和村寨里，典型的壮族干栏式建筑和蓝黑色民族服装，也清晰可见。

提示：八宝镇没有到达河野村的固定班车，可以租车前往，面的大约25元，30分钟。机动三轮车

也可以到达，价格也稍便宜些，但是路面颠簸，不建议乘三轮车。

                                               14 / 40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567&do=album&picid=37201


�������

文山:滇东南大门
如何到达八宝镇

八宝镇距广南县县城87公里，广南客运站每天7：10、8：10、9：50，有班车到达八宝镇（21元；2

小时）。乘坐往富宁、百色方向的车，也可以路过八宝镇，价格也是21元。

八宝镇住宿

河野农家乐

电话：0876-5847928 5847988

地址：八宝镇河野村88号

价格：普双/三40/90元

推荐理由：距离八宝河步行仅5分钟，房间简单干净，洗澡要到公用的卫生间。经营木船漂流，住

宿的客人可以享受每人5元的漂流优惠价格。

金阁宾馆

电话：0876-5847168

地址：八宝镇商贸街

价格：标双/单50/60元

推荐理由：是八宝镇性价比较好的宾馆，房间干净宽敞。距离八宝客运站步行七八分钟的路程。

门口有个菜市场，可以买到当地的特色小吃，周日的集会上，可以领略地道的民俗风情。

   

4、峰岩洞村探寻中国最后的穴居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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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岩洞中房屋(图片由网友 @一枚时光印 提供)

《白毛女》中的喜儿为了躲避黄世仁的迫害，才被迫住进了山里的洞穴中。但是你不会想到，现

实社会的今天真的存在这样供人居住的“洞穴”。广南县南屏镇的峰岩洞村全村60余户300多人，

直到2002年以前还都生活在一个方圆十几亩的大溶洞中。除了房屋没有屋顶外，这里的房屋建筑

结构完善，甚至连学校和执行其他公共活动的建筑都一应俱全。

峰岩洞村旅游贴士

如何到达峰岩洞村

南屏镇到峰岩洞村有15公里没有通公交车，需要租车前往。道路路面不好，只能乘坐摩托车，往

返需要3小时，车费100元。

广南县客运站有开往南屏镇的班车。

八宝镇客运站有微型车开往南屏镇（6元；1小时；滚动发车）。

徒步到达

如果你有很好体力，可以徒步到达这里，来回需要8个小时，沿途的岔路可能会让你中途迷路，最

好在南屏镇请一个当地的导游（80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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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滇东南大门
提示：

目前峰岩洞村的农家乐之类的旅游接待设施开发还不完善，不便住宿，徒步的话要准备好中午的

午饭。

   

5、在广南尽情享用饕餮美食

花糯米

广南自古富庶，一直被称为“滇桂走廊”，这里的美食定能让你大饱口福。曾作为贡米的八宝米

和和染成红、黄、蓝、紫黑等颜色的花糯米，即使是米饭也做的如此精心。在红野菜加上米汤泡

三天做成的酸汤中加入鸡肉片和多种调味料做成的酸甜中带着微辣口感的岜夯鸡，准保让你的饭

量大增。烤乳猪的肉质鲜嫩、颜色鲜艳、香脆酥松，10公斤左右，最适合和朋友一起分享。美女

配英雄，美食配好酒才是道理，所以再喝上一杯那榔酒，岂不是美哉，美哉！其实广南的美食还

不止些，如豆沙肉、凉卷粉、糍粑、褡裢粑、千层粑、面蒿粑、粽子、红团等都独具特色，令人

垂涎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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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滇东南大门
  

三、文山景点

文山景点图

文山西华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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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滇东南大门

三元洞(图片由网友 @一微风儿轻吹 提供)

公园依山而上，山势巍峨峻秀，宕壁陡垂险要。山林碧绿苍翠，山花如霞，楼间雕梁画栋，匾额

知鳞。亭台玲珑别致。雅静宜人。乳石晶莹剔透，色彩斑澜，石阶层层叠叠，尤如天梯，池水清

澈明亮，静影沉壁。石雕栩栩如生，形象逼真。园内的三元洞位于悬崖绝壁上，是一个天然秀丽

而险峻的溶洞，岩洞宽敞如厅、幽然想通。相传清道光年间有一道士在此隐居，是光绪时始建的

亭台楼阁。从山脚沿石级而上，过山门抵达中亭，有一宽阔庭院，登楼可遥见山川平畴相通。

门票：6元/人

开放时间：8：00-17：00

地址：文山州文山县城西的西华山上

交通：文山城内乘坐1路公交车，15分钟左右即可到达景区；由于西华公园离城很近，去游玩也可

以徒步；从城里打的，5-8元就可到。

文山白沙坡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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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滇东南大门

(图片由网友 @一微风儿轻吹 提供)

明净清澈的暮底河水从三面包围着一片面积数十亩的绿洲，温泉自沙洲深处汩汩冒出，如龙吐珠

，颗颗亮圆。白沙坡温泉出水量每秒0．34立方米，水底含碳酸钙较重，每公斤含可溶性二氧化硅

14mg，水温34度，热泉如丝如玉，清澈透明。经常沐浴不但可以保健身心，延年益寿，而且对皮

肤病患者有良好的疗效。白沙坡温泉除设有男女隔离的浴池外，另新设露天泳池，可近千人同时

洗俗。

门票：免费

地址：文山州文山县白沙坡村

交通：文山县南桥客运站乘中巴车即可到达，票价10元左右。打车20元。

老君山风景名胜区 

                                               20 / 40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567&do=album&picid=37205


�������

文山:滇东南大门

(图片由网友 @一微风儿轻吹 提供)

由老君山原始林区、薄竹山和西华山三个片区组成，并纳入了上天生桥、下天生桥、东方红电站

、头塘森森公园、柳井溶洞和白沙热带至南温带的多层性高原岩溶地貌特点，是滇东南地区唯一

的一块亚热带“植物宝库”。老君山和薄竹山9峰16岭21溪谷，山景、密林、清泉、翠竹、花卉、

珍禽浑然一体。被誉为“活化石”的特大追栗树胸围9.7米、树基12米，树干内空，可同时容纳十

多人站立当中，堪称奇观。

门票：10元/人

位置：文山县老回龙乡。

交通：山县南桥客运站乘中巴车即可到达，10元左右。

侬氏土司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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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滇东南大门

(图片由网友 @一枚时光印 提供)

始建于元初，建筑古朴的砖木结构，坐北朝南，占地约15亩，规模庞大，很有气势。门窗上的木

雕比较精致，值得一看。是中国壮族土司中建筑规模最大、权力较为集中、管辖范围最宽、世袭

时间最长的土司府。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白天

地址：广南县莲城镇北街

提示：现在侬氏土司衙署的房子由广南县第一小学使用，因此参观时，需要和门卫打声招呼。

三腊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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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滇东南大门

(图片由网友 @一微风儿轻吹 提供)

三腊瀑布也叫“响泉瀑布”，瀑布因山势分为三帘，一帘一景各显风情。第一瀑帘宽20多米，落

差足有侧米。奔腾直下的瀑水形成了一个3亩多宽的水雾蒸腾的水潭。第二瀑帘水帘宽20米，落差

36米。奇妙的是，飞泻而下的水帘，在中段又分成左、右两道水帘，最终又共同跌入一个水潭中

。第三帘瀑布的帘面虽然比上面两帘稍窄，但落差却达50米，其气势比上两帘更为磅碍，水帘直

落，水珠飞溅，白浪翻卷。

门票：20元/人

开放时间：8：10-18：00

地址：广南县八宝镇三腊村

交通：广南客运站每天7：10、8：10、9：50，有班车到达八宝镇（21元；2小时）。乘坐往富宁

、百色方向的车，也可以路过八宝镇，价格也是21元。再包车前往价格25-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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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滇东南大门
提示：瀑布对面的山崖并没有安装扶手和其他安全设施，而瀑布的水舞经常飞溅到山崖上面，因

此观赏时不要距离瀑布太近，不然脚底打滑很容易发生意外。需要旅行者格外注意。

老山风景区

由老山、南温河、大王岩、下金厂、新寨五个片区42个景点组成，面积约180平方公里。 主要景观

有：老山自卫反击战遗址、老君山林海、奇特幽深的溶洞群、猫猫跳峡谷、变幻万千的云海、珍

稀植物、天保边贸口岸等，是边贸购物，跨国旅游，地质科考，生物多样性考察、观赏的好去处

。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白天

地址：麻栗坡县城以南的猛硐乡

交通：文山－麻栗坡80公里，中巴车大约20分钟一班。约2个小时车程，车费为19元（含1元保险

）。麻栗坡县城－天保口岸，40公里，坐面的到船头（天保口岸的旧地名），票价10元，约1个小

时车程。天保口岸－老山风景区，30公里山路，一般包车去，费用约为200元一个面的。约1个半

小时车程。

浴仙湖 

(图片由网友 @一微风儿轻吹 提供)

进入湖区绕过珍珠岛，宽阔的湖面顿时展现在眼前。湖平如境，水鸟翱翔，一阵微风过后，湖面

波光鳞鳞；鲤鱼岛冬季可看到成群的红嘴鸥在水面嘻闹戏水、争抢食饵，其他季节可见山鸡、画

眉、云雀、杜鹃、喜鹊等数十种鸟类。浴仙湖沿岸共有3个村寨，分别居住着彝族、壮族、苗族。

逢苗族花山节，壮族三月节，彝族火把节，各民族都穿上绚丽多彩的民族服装，唱起悠扬的民歌

，跳起欢快的舞蹈，这时，便可一睹苗族芦笙舞、彝族弦子舞、壮族草人舞的风采。

门票：10元/人

开放时间：8：30-18：00

地址：砚山县城西42公里323国道南侧

交通：可乘昆明至砚山、丘北等方向的班车在海子边收费站下车，票价40元左右，湖就在公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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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滇东南大门
边，有旅游码头可乘摩托快艇游览浴仙湖，费用约8-10元，一次可以乘15人。还可以在砚山乘到

平远街的中巴车，票价5元。

下坝尾典型民居住宅

民居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系清光绪年间地方富豪的住宅。分东、西两个宅院，西宅为两个四合

院组成，属清代乡间豪门典型民居建筑，东宅距西宅20米，为三合院，是民国初年仿法式民居住

宅，由单间、过厅、花厅、厢房等组成。正房面阔16米，穿斗式梁架。整个住宅大方严谨，古朴

典雅。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地址：西畴县城南郊5千米下坝尾村

交通：驾车文山州沿S211行驶25.5公里，左后方转弯；行驶890米，稍向左转；行驶1.5公里，到达

终点。

天生桥溶洞

是一座天然形成的桥梁，横跨于畴阳河岸。桥下流水湍急，进水处有一大滩塘，出水洞水面约8米

，桥洞空间岩燕成群，桥下有一水洞盛产小虾。 洞分三层，洞中有洞，洞洞相连，主洞雄浑深邃

。盘龙河奔腾直下，支洞沿江环绕，纵横交错。洞中奇岩怪石绚丽多姿，石笋、石钟乳、石慢、

石柱、石花拟人似物、形态万千。

门票：5元/人

开放时间：8：00-18：00

地址：麻粟坡县城北向3公里磨山大小寨旁

交通：有开远到文山的公路通过，可以从开远坐至文山方向的短途客车，然后中途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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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山交通

1、航班 

航班图

文山普者黑机场位于文山州砚山县，主要运营往返昆明的航班，以及通过昆明中转的其他城市的

航班。每天9：40、19：30，有航班从机场飞往昆明（420元；30分钟）。昆明巫家坝机场每天8：3

0、18：00有航班飞往文山（420元；30分钟）。

文山普者黑机场（砚山县盘龙乡）售票电话：0876-3896069。

提示：1）、虽然以普者黑命名，但是距离普者黑景区还有80公里；2）、从机场打车到普者黑景

区，大于1小时，200元。

2、铁路

文山州暂时没有通火车，云桂铁路建成通车后可以乘火车到文山州。

3、公路

文山州的交通主要是靠公路，文山县是交通中心。

文山县北桥客运总站在北桥路，每天都有到州内及昆明、广西南宁、玉林、百色、贵州兴义、红

河州开远、个旧、蒙自、屏边、河口等地的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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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县南桥客运站在南桥路每天都有到州内砚山、广南等地的班车，但没有到州外的车。

客运站咨询电话

文山州运输公司（文山中灵街）电话：0876-2122946 2122546

文山县南桥客运站（南桥路）电话：0876-2122343

文山县北桥客运总站（北桥路）电话：0876-2122886

砚山客运站电话：0876-3123977

广南客运站电话：0876-5150344 5154719

丘北客运站电话：0876-4122561

富宁客运站电话：0876-6122912

西畴客运站电话：0876-7622747

马关客运站电话：0876-7122645

麻栗坡客运站电话：0876-6625527

4、各县县内交通

文山县

公交多为售票中巴，票价为0.5-1元，出租车起价5元，出城或远行可与司机当面议价。

丘北县

县城内的公交车票价统一为1元，出租车起步价3公里4元，以后每一公里1元。

广南县

县城内的公交车票价统一为1元，出租车起步价3公里3元，以后每一公里1元。

麻栗坡县

公交车可以说是招手即停，县城内车票价统一为1元，出租车起步价3公里3元，最多5元可以走遍

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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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山住宿

蓬莱宾馆

电话：15987655725

价格：普单/双40/40元，标单/双50/50元

推荐理由：位于丘北县锦屏镇客运站斜对面，从宾馆走三分钟就可以到去普者黑景区的公交停靠

点，房间干净整洁。

珂祥大酒店

电话：0876-5157999

价格：标双/单158/138元

推荐理由：位于广南县莲城镇宾田西坡路176号，可以算是县城的繁华的地段，距离客运站步行15

分钟的路程。

白领宾馆

电话：0876-6626929

价格：标单/双50元

推荐理由：位于麻栗县玉尔贝路中段，房间干净整洁，床头的橙色小灯给人温馨的感觉。

提示：普者黑景区、坝美、八宝镇住宿信息详见“最棒体验”中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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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山餐饮

   

1、文山美食

三七汽锅鸡 

(图片由网友 @一枚时光印 提供)

三七汽锅鸡是砚山县的风味名肴，先将三七细根用清水浸泡洗净，装入洗净的鸡腹内，将鸡块置

于汽锅，配上佐料，放在一只盛有四五公斤水的砂锅上，将两锅接触处密封，用旺火上炖三、四

个小时，直到鸡肉蒸熟，以至肉骨分离。这样炖出来的鸡肉原汁原味，肥嫩鲜香，汤汁鲜甜。

狗肉火锅

狗肉火锅的选用健康的黄毛狗肉，把狗肉放入沙锅炖熟后，配上蘸水（有草果粉、姜末、花椒粉

、食盐、芫荽、薄荷、葱等）吃，味鲜可口。

荷叶粥

荷叶粥选用1/3的糯米和2/3的粳米，将鲜嫩的荷叶洗净后切碎，包在纱布里放进粥锅，用一片稍大

的荷叶罩住，粥熬好后，退火稍冷，拌入白糖或蜂蜜即可。可以消暑、化热、宽中、散淤，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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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暑、水肿、淤血症等。

岜夯鸡

岜夯鸡是广南县壮族独有的一道传统美味菜肴，为云南一绝。“岜夯”为壮语，意为酸汤，是用

红青菜或野菜制作的一种酸菜汤。烹制岜夯鸡时，首先将洗净的鸡肉切为小块，用佐料拌匀浸透

；再把准备好多种佐料入锅，倒入酸汤；沸腾后放入青菜、猪油，煮一至三分钟后放入鸡块。汤

沸后即可食用。也可放入粉丝、木耳、海带等一同煮吃。岜夯鸡以香甜、鲜美和奇特的酸味为特

色，油而不腻，开胃，易消化。

豆沙肉

豆沙肉也是广南的一道地方名菜，具有200多年的历史。这道菜主要采用豆沙、肥肉、糯米精心加

工制作而成，颜色晶莹透亮，味美香甜，油而不腻，肥嫩可口。

文山氽肉米线

氽肉米线的汤料极为讲究，由猪大骨与猪皮加上特制的豌豆牙熬成的浓汤，肉是用新鲜里脊肉切

薄片，或者加以肝片，腰片，加上红油用高汤氽熟，再放入烫好的米线，和猪血旺，杂酱和炸香

的猪肉皮。在米线里还要放上花椒粉，胡椒粉，味精，芝麻面，酱油，酸辣椒，胡辣椒面，在蔬

菜方面有韭菜，小香葱，绿豆芽，芹菜，酸菜，芫荽，包菜（莲花白、晶白菜），这样才是一道

正中的文山风味氽肉米线。

文山温淘米线

温淘米线是用猪蹄熬的浓汤，然后在糖涨的时候加上豌豆角，大葱头，白云豆，排骨，肉圆，蛋

皮煮一会，待这些东西都煮熟后加上准备好的水淀粉熬成糊状有点类似糊辣糖的做法，然后把生

的米线抓好在碗里往碗里浇上一勺勺的浓汤最后放上酱油、面浆、花椒油、芝麻面、和味精、韭

菜、绿豆芽、芹菜、酸菜、芫荽、包菜（莲花白、晶白菜）即可享用。

   

2、餐饮推荐

品尝狗肉的几家店

1、金山狗肉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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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县环北二路

2、马关脆皮狗肉馆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县环北二路

3、荣兴狗肉旱鸭店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县威远街

4、赵家久久狗肉馆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县郊路

5、文山一罐汤狗肉馆

云南省文山县城学海巷52号

6、马关黑妹火烧狗狗肉馆

文山县交警队对面

品尝米线的几家店

1、老灵酒家

文山县烟草公司河边那条路上，这家是老牌名店。

2、果园饭店

文山县果园街过了桥，县四中后门，有两家的米线味道很不错，主要是汤很清秀，品种也多。

3、大庄牛肉馆

文山县体育馆对面，通往三鑫别墅的那条路。

4、肥肠米线

文山县新街农贸市场旁的街上有一家，味道不错，它家的排骨米线也很好吃。

品尝凉卷粉、凉鸡的几家店

凉卷粉是个代称，准确的说，还有凉米线、凉面、米粉、豌豆粉。有店面的卖凉卷粉的地方都卖

凉鸡。

1、威远凉品店

这家在文山县有2家分店了，一家在下沙坝钟楼往下的大街上，另一家在国税局背后的街上。

2、北正凉品店

凉鸡很鲜嫩，在文山县环北路，武警之队正对面。

3、姐妹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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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县钟楼旁边，卖凉卷粉，中午就卖烧烤，还有水晶凉粉，东西多，选择面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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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山特产

砚山米线

砚山米线可以算是云南米线中的佼佼者，以色白而有光泽、细长柔韧、耐烫不断而见长。

三七

文州盛产三七，又叫田七。生用能止血强心、散淤生新、消肿定痛，熟用能活血、补血、强壮补

虚。“三七汽锅鸡”就是云南传统名菜，食后有养气补虚之功。

丘北辣椒

始种于明末，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辣椒具有个小、肉多、色艳、皮辣、籽香、热量大、含油

脂高等特点。不仅可以作为调味品，而且还具有刺激胃液分泌、助消化等药用功能，被称为“云

南小椒”。

八宝米

广南县八宝地区出产的一种优质米，由于当地特殊的气候和水土条件，八宝米色白而有光泽，粒

大、富于粘性，做饭质地松软，味道清香，久食不厌。

壮家花糯米

制作花糯米，因地区、染料不同而制法有异，多数是将香糯米分别放入一些可食有黄花草、枫叶

、红蓝草、紫香藤等植物的浆法中浸泡，让它染上植物的颜色，盛入甑子蒸出黑、红、黄、蓝、

紫、白等花色饭。花色色泽鲜艳诱人，装在碗里，犹如一朵初放的五彩花，馨香四溢，沁人心脾

，味美可口。

扁米

是广南的一道传统美食。清康熙年间开始制作，有200多年历史，具有色泽青绿、光滑柔嫩、颗粒

扁平、软糯可口、清香回甜等特点。

腊猪脚

生猪脚经腌制后，滤干水分，用松毛或甘蔗渣烧火薰烤一两个月即可。一般在冬腊月加工，全年

都可食用，味道鲜美，香味十足。

丘北腻脚酒

腻脚酒产于丘北县腻脚村，用当地塘蓄雨雪水，配以特制曲药，通过固体发酵蒸馏而成。色清亮

透明、味甘醇，有余香，无异味，有“小茅台”之美誉。

普者黑藕粉

以普者黑湖中的野生鲜藕为主要原料，采用现代生产工艺精工提取，适当加入蔗糖，并按新的科

学配方加入定量的人体容易吸收的乳酸钙加工而成，且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普者黑藕粉有

“水下人生”之美誉，它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维生素、纤维素及多种微量元素。

辣子酱

广南辣子酱选用鲜大红辣椒、大蒜、花椒等剁碎、磨酱、发酵而成。呈鲜红色，香、酸、甜、鲜

、辣味俱全，为民族传统食品，可作酱菜、调料，是提味、上色的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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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壮锦

壮锦是我国四大名锦之一，有织锦和绣锦。织锦图案生动，色彩夺目，结实耐用，一般用作床罩

、壁挂、挂包等。绣锦是在土布或织锦上，刺绣出特色图案，图案灵活，色彩迷人。

文山苗绣

苗家妇女擅长纺织和刺绣，苗绣以五色彩线织成，讲究对称美、充实美和艳丽美，主要用来镶嵌

服装的衣领、衣袖、帕边、裙脚等部位，亦可用来缝制挎包、钱包等。

购物场所推荐

文山博莱玛特超市

位于文山县新城路的商和文化大厦的文山博莱玛特超市经营的特产加工品比较齐全，这里可以买

到文山所有的特产。

丘北县特产商店

丘北县城（普者黑大街、文翠路与重阳街交界处），普者黑景区（普者黑度假村门口、普者黑宾

馆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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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文山旅游行程推荐

1、丘北广南三日游

观赏普者黑的湖光山色，感受坝美世外桃源的恬适生活

D1：从文山客运站乘车前往丘北县城。丘北县城到普者黑景区有专线旅游车。游览普者黑美丽的

风光，观赏满湖的荷花，还可以入乡随俗尽情地打一场水仗。晚上住在普者黑景区内，或者返回

丘北县城住宿。

D2：从丘北客运站乘坐到广南县的大巴车，行车2小时左右即到广南县，再从广南客运站乘2小时

的中巴车到坝美村。到坝美后已是下午，可以在坝美村内找私人旅馆住下，然后在村内走走。傍

晚时分，暮色下的乡村别有一番闲情野趣。

D3：早上起来到外面走走，看到晨雾笼罩的田野很美。上午在坝美继续游览，中午返回广南，从

广南县城出发去八宝风景区。景区山清水秀，建议乘船沿八宝河游览，欣赏两岸风光，三腊瀑布

也在该风景区内，可以一并游玩。

2、老山、天保口岸一日游

老山边境、国门口岸游览观光

从文山客运站乘车至麻栗坡县城，前往老山风景区，参观猫耳洞、老山主峰碑等景点，感受爱国

主义情怀，同时也可领略稻边疆少数民族醇厚、古朴的民风民情。之后从麻栗坡乘车到天保口岸

参观国门，可以顺便在当地的边境集市上买些特产、纪念品，游览后返程。

旅行计划：http://d.lvren.cn/plan/iprint/5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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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少数民族节庆活动

苗族跳月节

中秋之夜，苗族男男女女全家团聚后，都要到山林空地上，载歌载舞，举行“跳月”活动。苗族

的古老传说，月亮是个忠诚憨厚、勤劳勇敢的青年。有个年轻美丽的水清姑娘，她拒绝了来自九

十九州九十九个向她求婚的小伙子，深深爱上了月亮。最后，她还经历了太阳制造的种种磨难，

终于和月亮幸福地结合一起。苗族父老为对他们幸福爱情的怀念，世世代代都要在中秋之夜，沐

浴着月亮的光辉，跳起苗家歌舞，并把这一风俗称为“跳月”。青年男女在“跳月”中，相互寻

找心上人，倾吐爱慕之情，表示要象水清和月亮一样，心地纯洁明亮，永结白头之好。

瑶族盘王节

盘王节历史悠久，早在唐代瑶族文献中已有记载。各地瑶族过盘王节的时间不一致，一般在冬季

农闲时节，节日活动可单家独户，也可联户或同宗同族一起举行。但不管哪种形式都要杀牲设宴

，尽情款待亲友，互致祝贺。节日一般3天3夜，有的长达7天7夜。节日期间除了“跳盘王”外，

青年男女在村里材外摆设“歌堂”，互相答歌对唱，通宵达旦。未婚青年男女常常通过对歌物色

对象，双方情投意合，即互赠信物，以定终身。老人们利用这个机会交流生产经验，互通社会信

息，互祝来年丰收。

壮族跑马节

八宝跑马节，一年一届，历时3天。传说在很久以前，有木氏3兄弟团结八宝土著民族共同开发八

宝，使其成为鱼米之乡。后来，人们为纪念木氏三兄弟，于正月第1个属鸡日（即3兄弟祭日）举

行隆重的跑马活动。节日期间，由八宝坝子13寨的群众组织。跑马者披红戴绿，用一面大红旗开

路，然后燃放鞭炮催马奔驰，预祝当年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现今的跑马节，不仅跑马，还表演

沙戏、舞龙耍狮、踩高跷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节目，这种文艺大汇演的盛况景象，令人留连忘

返。

壮族陇端街

“陇端街”又叫“花街”，是聚居在广南、富宁等地壮族人民一年一度最隆重的民族传统节日，

于每年农历正月到3月的农闲时间举行，历时3到5天。“陇端”是壮语，意思是在田坝、草坪上赶

的街。宽敞开阔的草坪、田坝、天高地广，好尽情地欢聚跳舞、摆舞台、唱壮戏，同时，也便于

进行集市贸易活动。青年男女们则主要开展对歌比赛，借此谈情说爱。当对歌告一段落后，已选

好意中人的未婚男女，一对对相随相依，步入树林。许多壮族的青年男女就是通过这样的对歌交

往之后配成佳偶的。

壮族六月节

又叫过小年，亦有“六郎节”、“七郎节”的不同称谓。是境内壮族侬支系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

节日。节日期间，村村寨寨、家家户户宰牛杀鸡、染五色糯饭，进行祭祀活动，极为热闹、欢快

。届时，一般按族规规定，酒肉饭菜备办就绪之后，先由寨主在村头祭献壮族首领侬智高，尔后

各家各户可在门前摆上竹榻祭献、祈祝祷。这天晚上，还要举行扫除“杨鬼”的活动。以村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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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杀鸡、猪、鸭、狗和用谷草捆成形形色色的魔鬼，敲锣打鼓，由“仆摩”念咒语进行驱赶 。

壮族祭龙节

因地域等原因，各地举行日期不尽相同，但多半在二月初三、三月初三、六月初六举行。祭龙分

大祭和小祭，小祭即杀猪宰鸡，大祭则宰牛。有的村寨在祭龙期间还舞龙，举家备清水一盆，当

“龙”从门前经过，即将水泼龙身，龙身泼湿，才显见风调雨顺。

壮族抛绣球

广南壮族五、六百年前就有抛绣球这一活动。绣球是姑娘们用不同颜色的小块绸布亲手缝制的，

有园的、方的、八角形的，直径约六厘米。内装米、豆、沙子等物，重二至三两，绣球上端系一

根彩绳。场地器材是在草坪或空地上竖一根高十公尺左右的木杆，顶端钉一块约一米多的四方或

园木板，板中凿一直径六十公分的园孔，园孔周围有几个直径十五公分的小孔，大小孔上糊上颜

色不同的纸，醒目而美观。杆高、板宽和园孔的大小以及场地情况可根据各地习俗而定。抛绣球

时，把参加者分成若干队，男女分开，人数相等，各站一方。每次一男一女相对而投，抓住彩绳

甩动绣球，当甩到用力均匀时，对准杆顶园孔投去，以穿过园孔多者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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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提示

1、即使是夏天去，也要准备一些春天的带长袖的衣服，这里是高原，温度也只是20度多一点，没

有暖气，晚上坐车会很冷。

2、文山少数民族众多，出游至此应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习惯。

3、文山境内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出行应准备必要的防寒、防晒、防雨用品。

4、实用信息

文山州旅游局电话：0876-2126862

丘北县旅游局咨询投诉电话：0876-412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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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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