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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可不做的N件事

   

1、闲逛边城，感受凤凰

        凤凰的美，不是江南小镇的那种柔美，也不是丽江那样的浮华。它就像一位遮着

头盖羞涩湘女，含蓄而又多情。凤凰青山环抱古城，沱江水绕城过，红红石板街，小巧吊角楼，

风雨古长城，沧桑老城墙⋯⋯这就是凤凰古城，它需要你静心去品味。

        每一次勾勒心中的凤凰，脑海中总是浮现起这样的一幅画面：清清淙淙的沱江水

，踏着岁月的脚步，轻轻地穿过古城沧海桑田的时光。蜿蜒的江边，逶迤着一排排古旧错落的吊

脚楼，而那驻立在老城墙脚下的旋转水车，年复一年地转过了小城的四季炎凉⋯⋯清晨的第一声

鸡啼唤醒了沉睡的小城，早起的浣衣女子，“嗒嗒”的棰击声敲碎了黎明的宁静。

清晨的凤凰

      凤凰如今已经变得越来越市侩了，也许初到此处的游客会略有失望。但清晨的凤凰褪

去夜晚它略带繁华的外衣，此时的凤凰，才真正地属于她自己，宁静且富有诗意。浮躁的心是体

会不了凤凰的，也许只有一颗宁静的心沉浸其间，才能触摸到凤凰的灵魂，终究，凤凰是不适合

我们这些匆匆的脚步的。

      清晨的凤凰是一定要好好的逛一逛的，在薄薄的晨雾中，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与爱人

一起漫步在安静的凤凰小城里，都能体会到凤凰展现出的另一种静谧的美。　   

  

      晨光中的沱江一片流光溢彩，那摇橹的船翁乘一叶扁舟带着他的翠翠在晨风中踏歌而

来。“吱呀”一声，吊脚楼上不知谁家的闺女悄悄地推开窗，羞红了脸向外张望，寻找那个唱了

一夜情歌的痴痴少年郎⋯⋯我想我真是迷醉了，醉在沈老用那点点怀念，丝丝惆怅为我织成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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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网，用那声声叹息，浅浅忧伤为我酝酿的乡愁⋯⋯

摄影提示：

      清晨的凤凰是最适合摄影的时刻，通常在早上6点至7点前，凤凰是最安静的。也是游

人最少的时候，适合拍晨雾中的凤凰城。

推荐摄影地点：沱江，跳岩，万名塔，城墙，吊脚楼，大水车，虹桥等。

   

2、沱江泛舟，品味吊脚楼

       去凤凰最不能错过的就是住吊脚楼见识一下。凤凰古城最有名的是那一幢幢古色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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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富有浓郁土家族风韵的吊脚楼，但河畔的吊脚楼大多已不在了，只有十多间老屋，细脚伶仃

的木柱立在河中，托起一段沉沉的历史。

        吊脚楼也叫“吊楼”为苗族、壮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土家族等族传统民居

，在湘西、鄂西、贵州地区的吊脚楼也很多。吊脚楼多依山就势而建，呈虎坐形，以“左青龙，

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为最佳屋场，后来讲究朝向，或坐西向东，或坐东向西。

        即使你不愿意住在里面，也可以找一家临江的吊脚楼酒吧或咖啡馆歇歇脚。

        沱江河是凤凰的母亲河，她依着城墙缓缓流淌，世世代代哺育着古城儿女。坐上

乌蓬船，听着艄公的号子，看着两岸已有百年历史的土家吊脚楼，别有一番韵味。顺水而下，穿

过虹桥一幅江南水乡的画卷便展现于眼前：万寿宫、万名塔、夺翠楼⋯⋯一种远离尘世的感觉悠

然而生。

       看河边高低错落的吊脚楼，穿过和两岸的石墩被磨得光滑，身边似乎找不到什么

匆忙的身影，吊脚楼的窗口总是三三两两的坐着几个或者一身休闲装扮，或者一身湘西民族服装

的人，在那里看着河景聊天。

推荐的吊脚楼：

茂松园

　　沱江边上的吊脚楼，打开窗子就可以看到沱江水。不过只能住30个人。有8个临江房间。

价位：双标间100元一间。临江120元一间。 

TEL：13574424677

茂盛园

　　在万名塔对面的吊脚楼，打开窗子就可以看到沱江水。可以接待42个人。有12个临江房间。

价位：双标间100元一间。临江120元一间。

TEL： 15174356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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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公寓

　　有两栋房屋，一栋在南华打桥旁，离江边100.可以看到整个凤凰城的夜景。房间设施全新。2

4小时热水。一栋在民族村。离虹桥只有200米。虽都是江边可从这里看不见虹桥.房间舒适宜人。

价位：100元一间

TEL： 15174387851

   

3、享受凤凰的白天与黑夜

        凤凰的古城自然也不再可能还像百年前那样幽静而安宁，但只要我们能够去体会

那种感觉，也是一样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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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的街道尽管古朴，但是也有着繁荣的商业，现在已经很难看到古时挑担，牵

马，背背篓的乡土风情。但是那种市井的情趣依然随处可见。

        街道的两旁几乎是淋漓满目的铺子：玉器行，银号，蜡染店，苗族服装店⋯⋯不

少铺面仍保留着各式的格子窗，雕花窗，以及屋檐象征着图腾檐角。

        凤凰的夜有着宁静的外表，内心却是沸腾的。成千上万的游人在它体内搅出无数

个气泡，争先恐后地冒开，发出汩汩的巨响。它仿佛在不停重复着一句话：靠近一点，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

酒吧 凤凰夜的精髓

        都说，万万不能错过的，是凤凰的酒吧，这是凤凰的夜的精髓。不论你与它匆匆

擦肩而过时听到的是里面重低音的巨响，还是扭动身体的人群，或者暗色暧昧的灯光。

        在凤凰，晚上泡酒吧追求的是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可以让爱流浪的人休憩的地方

。从凤凰古城北门沿沱江到虹桥短短的500米距离，沱江两边聚集了很多家风格各异的酒吧。

        一般酒吧里的啤酒都与日常我们在酒吧里喝的差不多，如科罗娜、百威、小蓝

带、喜力、太阳⋯⋯大概都是20～30ＲＭＢ／瓶。也有现磨咖啡，在一般25-40ＲＭＢ／杯。建议

除了喝酒和果汁咖啡外，叫点当地的小吃。

威马酒吧：位置极佳，号称广东人的大本营，路过时果然发现里面鸟语阵阵。

地址：老营哨13号！

青石酒吧

：位于游船码头对面，原始人酒吧旁，是凤凰的最舒适的酒吧之一，二层的木质地板上有很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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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子，可以随意坐、卧。

推荐：青石酒吧的青石之恋鸡尾酒（酒精度较高，色彩艳丽）

地址：老营哨14号

阿罗哈酒吧

：“阿罗哈”是夏威夷土语“你好”、“我爱你”，2位老板都是湖北的而迷失在凤凰的人，舍去

很不错的工作，来到凤凰古城经营着自己的淘金梦。

地址：老营哨8号，0743-3261707 

水木酒吧 ：沱江跳岩前面，平时人来人往，二楼是观景的发地方。

地址：沱江镇老营哨119号，0743-3261149

古城守望者酒吧

：是个规模较大的酒吧，环境位置好，地方较大。与水木酒吧相邻，二楼靠江的观景窗，可以看

到跳岩的全貌。

　　古城守望者位置最醒目，是最好找的一家，你到了跳岩，就可以看到它了。

推荐：古城守望者（鸡尾酒，色味都像巧克力）

地址：沱江镇老营哨118号

   

4、走走戴望舒描述的悠长长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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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是适合发呆的，若不是丽江抢先注册了“柔软”这个词，它或许更适合凤凰。

       诗人戴望舒笔下曾有这样的场景：悠长的雨巷，丁香般的姑娘打着油纸伞，脚步轻

敲在麻石街上。如今，我们再也寻不到如此诗意的场景了。然而在凤凰却有那样的小巷。如果你

心中仍有这雨巷情结的话，不妨在雨天时候去那儿寻寻。

       当然，凤凰也不是那种人人都不食烟火的小城，这里一样有着市侩的一面。好在，

这里的人们有着随遇而安的性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种性格也被发扬在今天。上至耄耋老

者，下至豆蔻女童，全民皆商。这座本该是世外桃源的小镇，真的拥有我们想象中的气度吗？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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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许没有我们，它会更幸福一些？

   

5、关于凤凰的咖啡馆

 Soul Café

　　门口悬一块扎染蓝布。写着Soul Café，和一个隶书［素］。门口旁边是下楼的楼梯。还有一

个小书架。翻得烂烂的书。小说，散文，杂文，哲学⋯⋯各种读本。书架顶层一个盒子，装着老

板收集的和出售的雪茄。桌椅被漆成咖啡色。全木质。散落阳光和爵士。这样美丽的地方，永远

少不了这样美丽的小资女子。

提示：Soul Café有两家，分别开在沱江左右两岸

凤凰左岸：湖南凤凰县沱江镇回龙阁17号Detail

Tel：86－(0)743－3229927 P.C：416200

凤凰右岸：湖南凤凰县沱江镇老营哨18号1楼

Tel：86－(0)743－3260396 P.C：416200

摄影提示：

      素咖啡就在凤凰水车的上面，这里美女云集，可以拍照，但不要直接对着姑娘家拍个

不停，会引起美女们的反感的。

      俏皮的凤凰，总在天堂与凡间之间勾留着那最后的渴望。像那绝望般的单恋，在你心

灰意冷的时候，给你一个摄人心魄的媚眼，一个美若仙人的微笑。

      凤凰，并不适合匆匆的脚步：“青山、绿水、古桥、吊脚楼；寺祠、亭阁、民居、石

板街；傩戏、苗歌、鼓舞、拦门酒；城楼、碉卡、烽烟、镇竿人⋯⋯”人们就是用这些词来概括

凤凰的。

   

6、放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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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愿灯是唐朝时出现的，当时凤凰城经常出现洪涝等灾害，苗民为了祈求来年风

调雨顺就在沱江上放起了许愿灯，到后了来，人们用许愿灯祈求幸福平安和美好爱情。当夜幕降

临，可以拿着五彩缤纷的许愿灯，当人少的时候我们可以到沱江去放许愿灯，祈福全家平安。

提示：

       

河灯通常都在沱江跳岩边卖，卖者众多且集中，有心型、全家福型、船型等造型。

价格：2~20元，大个的河灯可以侃价。

                                               12 / 47



�������

凤凰：湘西古城
  

二、凤凰景点

提示

：凤凰只有联票出售，通票（古城内11个景点）168元。通票11个景点包括：南方长城、苗人谷、

沈从文故居、古城博物馆、崇德堂、东门城楼、杨家祠堂、沱江泛舟、熊希龄故居、虹桥艺术楼

、万寿宫九景。现在不单卖古城内九个景点票，采用一票制168元。售票处在文化广场旁，旅游局

售票窗口，跳岩边上的城墙下还有一售票点。

   

1、沱江跳岩

　　位于凤凰古城北门外沱江河道中，跳岩全长100米，15个岩墩依次横列在沱江河床上，墩与墩

之间相距5米，上面用木板搭铺，木板再用铁链捆牢，固定在河两边的铁桩上，以防被洪水冲走。

沱江跳岩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旧时是进出凤凰古城的主要通道之一。乾嘉苗民起

义，辛亥革命凤凰光复起义、解放战争，这里都是进攻古城凤凰的主要通道。为方便百姓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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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在原址上游20米处修一石墩木桥，也称“跳岩”。如今，跳岩坚固牢实，保存完好，成为凤凰

古城颇具民族特色的亮丽风景。

   

2、沈从文故居 

        世人知道凤凰，了解凤凰，是从沈从文开始的。1902年12月28日，著名作家、历

史学家、考古学家沈从文先生就出生在这里——一座具有明清建筑风格的小巧院落。小院中间有

个天井，共有10间房，是沈从文的祖父沈洪富于清代同治初年建造的。沈从文在这度过了他的童

年和少年时光。

交通：就在古城里面，走路就能到，位于古城中营街10号。

开放时间：冬天8：00-17：30 夏天7：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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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属于古城11景内，使用168元的联票就可观看

祭拜沈从文

      你被沈从文的《边城》感动过吗？如果有，请你在放下行礼之后先轻装到沈先生的墓

地，哪怕只是去献上一束小花也好。沈先生的墓地就在听涛山下。拾阶而上。石青径曲，泉水淙

淙，苔绿藤绕，清幽宁静。这，就是沈老魂归故里的憩息地。 上山的路旁立着一碑，“一个战士

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先生回到了故乡。现在先生的书在故乡也多了起来，游客们因

为湘西凤凰古城而记起了先生，也会有更多的人来看望先生的。墓地没有凸起的坟土，没有华丽

的装饰，一块从墓穴后凿起来的不规则的天然五色巨石肃然矗立，成为沈从文墓独特的标志。这

块巨石高1.9米，重6吨多，前面临摹沈从文手迹，刻有沈老富有哲理的语句：“照我思索，能理

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刻有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张充和先生撰书和沈从文侄女婿

——中央美术学院著名雕塑家刘焕素教授镌刻的挽联；“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

其人。”这四句话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是“从文让人”，这是沈老一生的真实写照。听其言、观

其行、读其文，就能找到沈从文之所以受到人们敬仰，得到众多文人骚客祭拜的答案。

   

3、熊希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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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希龄故居位于古城北文星街内的一个小巷里，故居往东200米便是秀丽的沱江

。故居为四合院系南方古式的木瓦结构，比较矮小但很精致，故居现存房屋4间基本是保持原貌，

很富于苗族情调。环境幽静安谧，建筑古老质朴，四方形布局，中有一天井宽坪。熊希龄人生的

脚步，演绎着他人生的轨迹。家事、国事、天下事都在他文晦蹈略之中。他胸藏珠玑，学富五车

，在中华民族堪乱危难之时，为国家和民族倾注了一生的心血。毛泽东同志曾评价熊希龄：“一

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周恩来总理曾中肯地评

价：“熊希龄是袁世凯时代第一流人才，是内阁总理。熊希龄的事，我看后就记得很清楚。”

交通：在古城内，徒步可到

时间：冬天8：00-17：30 夏天7：30-18：00

门票：属于古城11景，使用168元的联票可观看

   

4、杨家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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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凤凰唯一一个在古城内建的祠堂，也是至今在凤凰保护最为完整的祠堂，位于

县城东北部古城墙边。是由太子少保、果勇侯、镇竿总兵杨芳捐资修建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

）。由于杨芳官任三品，兵权在握，地位显赫，曾以镇筸总兵职务统辖部队镇守凤凰，且杨家本

为名门旺族，祠堂建筑的规模并不比一般寺庙逊色。

　　祠堂由大门、戏台、过亭、廊房、正厅、厢房组成。

交通：在古城内，徒步可到

时间：冬天8：00-17：30 夏天7：30-18：00

门票：属于古城11景内，使用168元的联票就可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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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湘西古城
5、田家祠堂

        凤凰规模最大的祠堂。位于沱江北岸老营哨街。始建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

，为时任钦差大臣、贵州提督的凤凰籍苗族人士田兴恕率族人捐资兴建。民国初期，湘西镇守使

、国民党中将田应诏（田兴恕之子）又斥巨资最后修建完工。 这是一处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建筑

群，有大门、正殿、戏台20多间屋宇，并有天井、天池、回廊，还设有“五福”、“六顺”两门

。

交通：河上游，步行8-10分钟

开放时间：冬天8：00-17：30 夏天7：30-18：00

门票：属于古城11景内，使用168元的联票就可观看。

   

6、虹桥、北门城楼、石板老街

虹桥

　　原名卧虹桥，建于清代康熙九年（1670年），民国三年重修，改名为虹桥。桥有二墩三孔，

是用木地红条沙石砌成的石拱桥。原桥面两侧各建有12间吊脚楼木板房，开设饮食、百货店，中

间为2米宽的人行长廊。长廊上方建有屋顶，行走廊中，可避风雨，故又称风雨楼。几经拆除兴建

，1999年底又重修复了虹桥风景楼，两边仍作为店铺，只是不知当年的风貌，如今又能还原几分

。

北门城楼 

　　本名“壁辉门”，因位于古城北面，俗称北门城楼。北门城楼始建于明朝，北门城楼与东门

城楼之间有城墙相连，前临清澈的沱江，既有军事防御作用，又有城市防洪功能，形成古城一道

坚固的屏障。壁辉门虽几经战火，仍巍峨耸立于沱江海岸。

石板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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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不足5米的青石版街，自道门口往西，经十字街、东正街、西正街、回龙阁、营哨冲、陡

山喇、接官亭、沈从文墓地直至天下第一泉，全长3000多米。是凤凰最繁华的商业街。道两旁的

建筑、街巷，都能让您饱览古镇的万种风情。

   

7、奇梁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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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湘西古城

 

　　奇梁洞位于凤凰古城以北的奇梁桥乡，吉凤公路左侧。该景点集山、河、峡谷、险滩、绝壁

、飞瀑、丛林、田园、村落于一洞，以“奇、秀、幽、峻”四大特色著称，有“奇梁归来不看洞

”之说。洞口宛如巨龙张口，高50余米，宽20多米，一条清溪穿溶洞而过，洞长6000余米，洞内

有“古战场”、“画廊”、“天堂”、“龙宫”、“阴阳河”五大景区。相传宋代末年，土人首

领何车聚众起义反对官府，攻城夺寨，势如破竹。朝廷举派“杨氏三兄弟”统兵征剿，被何车用

“追命鼓”、“迷魂锣”、“荷花伞”三件法宝打败。后因叛徒告密，法宝被破，退守奇梁洞中

，将士全部战死。民间至今流传“三十六人杀九千，死在奇梁洞门前”的故事。小溪右岸石壁上

垂下一把“荷花伞”，流水有声，传说是何车的护身法宝。

交通：由凤凰小镇汽车站乘前往奇梁洞方向的中巴，票价3元。

   

8、夺翠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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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城东回龙阁，是著名画家黄永玉的画室，属牌坊式结构。整个建筑青瓦凝古、飞檐翘角

、雕花木窗，如亭似榭。不过属于私人住宅，一般都不能进去，在外面观看（碰到过黄老头，被

他骂出来过）。

   

9、万名塔

　　位于东岭山麓的沱江之滨，东靠雕梁画栋的遐昌阁，西望气势若虹的风雨桥。塔高21米，为

大级六角砖塔，塔面饰以彩绘、雕塑；六通皆有丰月拱门窗，小塔精美秀丽。

交通：在古城内，步行就能看到，游客不能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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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湘西古城
  

三、凤凰周边景点

   

1、芙蓉镇

　　大部分知道芙蓉镇的人，都是因为那部著名的电影《芙蓉镇》，电影中那个繁华、热闹的小

镇如今其实只剩下一条古街了。五里长的青石板小街，两旁都是老式的大木板门的店铺，这条古

街是顺着坡道慢慢向上延展，而土家族吊角楼也都顺坡而建。古朴的民居，富有土家风格和地方

特色的吊脚楼临水而建，鳞次栉比，别具一格。古街上最多的就是米豆腐店了，当年刘晓庆扮演

的米豆腐西施直接成了这里米豆腐的活广告，所有的店铺都打出自己店家是电影拍摄基地的口号

，不禁让人想起丽江很多客栈门口都写着《一米阳光》的招牌。其实正宗的拍摄点是米豆腐113号

。芙蓉镇古镇依山傍水而建，山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山高坡陡，主要山峰有鸡公山、诸文山等

，海拨在139-927米之间。北面是奇特的石林，峰锐如刀似剑，迂回曲折，面积达1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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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在电影中，刘晓庆卖的是米豆腐，这是湘西的著名小吃之一，到芙蓉镇则非吃米豆腐不可，

那怕是排队等候也值得。著名的米豆腐每碗3元，看起来像面疙瘩，不过是米粉制成的，跟豆腐好

像沾不上边。主餐方面，这里的特产是猛洞河的水鲜，有当日捕捞的鲤鱼、桂鱼、河蚌、田螺等

，十分美味。

特色推荐：

　　芙蓉镇的码头上，有一个小小的电影院，一天到晚只放一部电影：《芙蓉镇》，也许你已经

年过不惑，那么你可以在电影院里找到过去的记忆；你也许还正年轻，那么与你的情人一同走进

去吧，灰暗年代的爱情故事同样是感人的。

门票：100元/人

交通

：在吉首乘坐到永顺方向的车，到王村的车票是20元。公路与王村擦肩而过，要从王村村口下车

，然后乘二人座的机动三轮车才能到当年拍芙蓉镇的老街入口，车票2元，若是走着去的话要花半

小时左右。

   

2、猛洞河漂流

        从芙蓉镇可去好几个地方，如果想漂流，沿河向上乘车半小时，便是天下第一漂—

—猛洞河漂流的起点哈尼宫。中国国际旅行总社评定猛洞河为全国仅有的两条四星级漂流线路之

一。从"哈妮宫"出发，顺水而下，一叶扁舟，出没浪端谷底，途经"三角岩"、"鸡笼门"、"捏土瀑布

"、"阎王滩"、" 落水坑瀑布"、"梦思峡"⋯⋯数十个景点，络绎而至，美不胜收。一般漂流都是从

哈尼宫到猴儿跳一段，这里多险滩，水流较湍急，此段漂流全程约需5个小时；当然你也可以只漂

半程，那是从哈尼宫到泥路河大桥这一段，需要3个小时。如果是全程漂流，到达猴儿跳后，会有

游船载开往芙蓉镇，全程约需2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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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128元/人

交通

：从猛洞河车站到芙蓉镇的船单程每人5元，七座面的也是一样的。芙蓉镇到哈妮宫（也就是漂流

的起点）是每人15元，大巴或者中巴车。包车大概要200多元左右。下到王村码头有人出租船，15

元/小时。猛洞河火车站到王村，坐船，14:00左右开，1个小时到。

   

3、德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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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夯——苗语是“美丽的大峡谷”。深藏在武陵山脉的中部，却躲开了武陵源的喧

嚣。断崖石壁，瀑布溪流，凝结着原始的幽静；密林木楼，竹篓苗服，深藏着神秘的气息。《乌

龙山剿匪记》、《湘西剿匪记》、《六个梦》、《血缘》等多部影视剧在此拍摄。德夯的苗语为

“美丽的峡谷”。德夯居住着一寨苗族，他们讲苗语、穿苗服，以歌为媒，自由恋爱。他们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种田养蚕，纺纱织布，手工织品巧夺天工。

区内溪河交错，四季如春，气候宜人，有丰富的 动植物资源。自然风光十分秀丽迷人。

门票： 60元

住宿

：可以就在德夯村里的旅店住，也可以返回吉首市区，市内住宿方便，标准间带星级的300元左右

，没星级的100元左右，也可以去一些部门的招待所住，如湘西电视台招待所，三人间带独立卫生

间的只要1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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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从吉首市搭一路公交车到火车站，票价一元，再从火车站转搭至德夯的中巴车，票价4元，总共

路上所发时间差不多一小时。

美食: 小吃“桃花虫”非常不错，美味可口。

   

4、勾良苗寨

        凤凰最具特色的两个苗寨之一，是一个充满苗族生活气息的小山寨。这里保留着

很多古老的苗家习俗，有幸游勾良的话，艳丽夺目的苗族服饰，情调别致的拦门酒，风格独特的

卡鼓、拦路歌、边边场，会使您如痴如醉、耳目一新。

门票

：门市价58元。通常在当地旅行社或者当地人手中可以买到打折票。或者参加一个包含勾良苗寨

的一日游，砍价之后价格不超过100元。

交通：可在当地报团，每天有专车接送。如自行去的话，路况不好，路上比较费时。

   

5、古妖潭

　　古妖潭，离勾良苗寨很近，坐车10分钟就到了。通常把车停在与旁边景色并无二致的盘山公

路处，山侧是一蜿蜒的下山小路，山下便是古妖潭瀑布群了。

　　这里的景致很美，天热炎热时候到这里，不但可以在瀑布下面钻来钻去，感受冰凉的山泉，

还可以在潭里租一个小皮艇玩水。

　　勾良苗寨适合去感受一下苗族的生活方式，而古妖潭则适合夏天去避暑。

                                               26 / 47



�������

凤凰：湘西古城

                                               27 / 47



�������

凤凰：湘西古城
  

四、特色住宿

　　凤凰古城内住宿非常方便，旅店价格20—100元/晚不等。可住在沱江边的吊脚楼

，那里能体会到真正的湘西风情。价格一般是10—50元。（视淡旺季而定） 

旅人网友情提示：

　　沱江以南客栈大都以吊脚楼为主，优点是可以亲身领略苗家的建筑风格。沱江以北的客栈虽

不是吊脚楼，却有着更好的视野空间去欣赏沱江风情与吊脚楼，从虹桥到跳岩之间有还有几家不

错的客栈，如萧萧客栈、翠翠客栈、江北客栈、老客销客栈等。

　　从回龙阁到沈从文墓地，有许多很不错的吊脚楼客栈，如沱江人家客栈，观景楼客栈，田老

三客栈，凤凰古城青年旅馆等。东门到北门之间的城墙背后，一排吊脚楼大都为客栈，一间挨着

一间，一定能找到一家您满意的。（记住，只要不是旺季，就拿起你的大刀来使劲砍）

   

1、凤凰国际青年旅舍(凤凰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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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一幅“何须脂酒宴老驴，不必香车迎美女——全是老板”的门楣对联很是招人眼，沿着木制的

楼梯走上去，二楼的走廊正对着万明塔，傍晚有太阳斜斜地射过来，整个凤凰便笼罩在温暖和煦

的柔光里。

地址： 湖南省湘西市凤凰县沱江镇沙湾11号（虹桥东关门旁）

 

价格：多人间 20元/床；标间 80元/天

联系：0743－3260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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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沱江人家客栈

推荐理由

：网上最有名的客栈，与黄永玉画室一墙之隔，客栈本身就是吊脚楼，房间干净整洁这里有拍摄

虹桥、望江亭等的绝佳角度。

地址：回龙阁13号，虹桥下游夺翠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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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普通间30元～50元/床位。

电话：0743-3224558

   

3、凤凰小桥流水人家客栈 

推荐理由

：紧临沈从文故居，视野极好，西边靠南门城楼，南依小桥流水，非常有诗意，最大的优点是客

房宽敞大气，共有60个床位，而且阁楼的格局非常好。

地址：凤凰县南门沱36号（沈从文故居旁）

价格：豪华型双标间：150     豪华型蜜月房：180    豪华型三人房：200

联系：0743-3221786

旅人提示：此客栈适合肥驴。

   

4、凤凰蜗牛驿站

推荐理由

：温馨的客厅书吧、榻榻米式大床、日式清酒酒具、青花瓷洗手盆，处处透露着小资味道。小院

里有个葡萄架棚，一把小椅，可以看看书，聊聊天，让喧嚣的都市心情平静下来。

地址：湖南省吉首市凤凰县老营哨街

联系：普通双人房 80-100元/间  临江大床房 120-150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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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5974336973  1303742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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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色美食

吃懂一座城市的性格

　　有看懂，听懂，也就该有吃懂。一座城市的性格，可以从食物及其做法中窥斑见豹。凤凰用

“辣”的味觉，向我们解释了湘西人大喇喇的性格、这里曾经遍地土匪的历史，以及足够千秋万

代引以为傲，数位敢想敢为的开国元勋。如今的凤凰到处都可以吃到地道的湘西风味。所以嘛，

大可自己去挑一家满意的饭店吃正宗的湘西菜。一句话：丰俭由人。

凤凰的烧烤：在虹桥边上，一到傍晚就摆出一大排烧烤摊，品种繁多，口味以咸辣为主。

血粑鸭：

凤凰的另一大招牌。用鸭血与香糯米制成血粑，油煎过后与鸭子一起烹制，口味很重，如果不能

吃辣最好提前告诉店家少放辣椒。 苗家社饭：凤凰的一大特色，饭中有田野采来的鲜嫩社菜、野

葱糯米、土家腊肉。饭锅一开，香味四溢，直令人馋涎欲滴。提醒：胃不好的人少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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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家酸鱼：

是凤凰苗乡独步天下的名菜。把鱼洗净，除去内脏与糯米粉或苞谷粉一起入窖坛腌制，等上十五

天左右即可拿出食用，可煎、可炒、可生吃，口味别具一格。认得它平躺下，被清蒸时的模样。

但当它被斩件，碎块浸泡在汤里时；或是当它被削成鱼片，爆炒，摆盘时⋯⋯重新陌生，必须再

一次记忆它的形象。

湘西腊肉：

经过特殊的香料腌制，再用柏树叶火烧熏制而成，因此比一般的腊肉更可口。虽然现在一切都讲

求原生态健康饮食，但当蒸熟的腊肉摆盘端上桌子的时候⋯⋯请忘了您的健康格言，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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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小炒肉：

忘了是谁的解释：当时这里穷，想用一点点肉炒出许多菜来下饭！确实很下饭。当然了，这么辣

，不多扒点饭，能受得住么。湘菜中的经典，湖南有很多饭店甚至就是以农家炒肉作为店名，由

此可知这道菜在湘菜中的地位。

合渣：以黄豆粉掺青菜叶温火煮，营养丰富。其实就是豆腐渣，有一种酸酸的焦糊味道。

曾有人问老板：真是这个味道吗，还是这里做坏掉了？老板看了一眼，搬出康师傅的广告词：没

错，就是这个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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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凤凰的名馆子

   

1、大使饭店

推荐理由

：名气大，口味正，来这里的人十有八九带着攻略，所以人气始终很旺,来这里的兄弟姐妹们，宁

杀错勿放过！ 

      在凤凰很有名气，黄永玉曾在此地招待过德国大使。菜份量很足。酸白菜、腊肉、炒

松油菌等菜极具地方特色。饭点儿要早去，晚了会没座位。这里的红烧鸭子是招牌菜之一，还有

罐罐菌炒肉、地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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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凤凰县永丰桥对面

TEL：0743-3222654

人均消费：50元

   

2、凤凰人家饭馆

　　在东门口有三家小饭馆，一面临街，一面临江，价格稍贵，味道还不错。

人均消费：50元

地址：沱江东门口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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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可以买买的凤凰特产

　　到了湘西可以选择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商品，如闻名的苗族刺绣、苗族银饰及当地的蜡染制

品。有兴致的女孩也可选件当地的蓝布印花褂穿上逛一逛凤凰的老街。选购这些东西可以到“民

间工艺一条街”，街道两旁的商店里全是湘西的民间特色。 当地也有不少土特产品，如蕨菜、山

竹笋、香椿、天然松菌油、鸡耳根等野菜，牛肝菌、干豆角、干茄子、干蕨菜、干竹笋、干香椿

、干苦瓜、干辣椒等干货以及具有湘西特色的腊乳猪、苗家腊肉、苗家酸鱼、特色牛肉干、酸豆

角、麻辣香椿等。

凤凰姜糖

：可是必须要买一些的，一般小袋的2元一袋，最小的一元一袋。都是在街面上现场加工，味道也

不错，可以买一些。回去送人还是不错的，大袋的不好拿，买2元一袋的就行。但不太好的是，包

装有点粗糙。 

刘氏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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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凤凰县从文广场对面 

电话：0743-3225575

凤凰蜡染

：凤凰蜡染原始古朴，分为两大流派：一为土家族蜡染印花布；一为苗族蜡染土布。土家蜡染印

花注重配色纯净，讲究立意构图，成形的布料呈花异彩流布，幅面艺术风格特异纯美，突出的工

艺特点为热色；苗族蜡染土布注重染色纯，不讲究华美雕饰，给人一种自然纯净的艺术感，突出

的工艺特点为冷色。 

　　在古城区内随处可见蜡染作品，一般蜡染花布的颜色较为丰富，一幅大约30元左右；蜡染土

布，由工艺师用蜡在土布上画图，颜色局限于白和蓝，一幅小件作品大约30-50元左右；夏季较流

行的具有凤凰特色蜡染T恤（25-40元/件）；民间工艺大师的作品收藏和艺术价值较高，价格较贵

（400-1000元/幅不等）。熊承早、刘大炮大师的蜡染作品成就较高。

凤凰扎染

：扎染可称为蜡染的姊妹艺术，但它的特殊工艺性能，突出表现在手扎制作方面。用白色的线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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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纯白光滑的布料上扎制好形象各异的花纹图案、飞鸟虫鱼等，置入已准备好的蓝能溶液里浸

煮，放于通风透光处晒绳，那一幅幅形象逼真的图像便出现在你眼前。最后再做些防止脱麓的技

术性加工处理，整个工序便告完成。扎染一般比蜡染价格要稍贵一些，小件的扎染作品，如头巾

（5-15元/件），较大的扎染方布（60-90元）。扎染名师吴花花，张桂英的艺术作品因为艺术价值

较高，作品以100-1000元不等。

凤凰银饰：

大街上有好多卖银饰的，但肯定不是银的，手镯要价二三十元一只，最低砍到5元一只，听说还能

砍到更低。小包包什么的也可以买几个，装手机等物的小钱包。小镜子10元4个，小耳坠10元3对

。虹桥上游稍微繁华一些的地方要比下游的贵一点点。 

老凤凰银号

地址：凤凰县杨家祠堂旁边

电话：0743-3225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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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酒：

通常都说是自家酿的，实际估计已经变成流水线生产了。猕猴桃酒和米酒不错，味道甜甜的，酒

精度不高，适合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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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凤凰的交通

   

1、如何到达凤凰

飞机

　　先飞抵张家界机场，沿铁路到吉首，再到凤凰。或从距离凤凰30公里的贵州铜仁大兴机场打

车到凤凰，约40元。

火车

　　可乘火车至吉首和怀化或者贵州玉屏，再转汽车去凤凰。

　　从长沙坐K533/K536次或K9031/K9034次火车到吉首（用时7~9小时），从吉首再到汽车场站倒

去凤凰的小公共汽车，票价20元左右。半小时一班。火车站门口也有私人营运的小巴，但要坐满

人才走，车较次，不推荐。

　　从长沙坐K109次或K577/K580次火车到怀化，从怀化西站坐去凤凰的直达班车，票价是40元作

左右，行程大概3个半小时，平均一个小时一班，山路崎岖，适合不晕车的朋友。

　　从各地坐火车到铜仁，西南的朋友可以坐火车到铜仁，再倒去凤凰的长途汽车，班次可能不

太多，票价30元左右，但铜仁离凤凰只有60公里，很近啊。

公路

　　长沙—凤凰    从长沙汽车西站乘坐直达凤凰的高速大巴，135.5（包括1元保险和4.5元燃

油附加费）元，一路高速到张家界，往前没有高速，改走国道或省道，经宋祖英的家乡古丈县和

吉首市，中间还经过著名的芙蓉镇，晚7.30分到达凤凰，车况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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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首—凤凰    从吉首火车站出站，一般站前广场就有去凤凰的空调旅游大巴，10——15

元/人。吉首汽车南站7：00——18：00，每20分钟一班到凤凰的车把，中巴票价10元，空调大巴票

价12元。

　　怀化—凤凰   

出怀化火车站乘坐出租车（4元/辆）到怀化汽车西站，乘班车去凤凰，怀化到凤凰的车票33，

回程车票是30。

　　铜仁—凤凰    可以在玉屏下火车，先到铜仁市区，再转车到凤凰。20元/人。

   

2、凤凰城内交通

1、凤凰县城很小，一般不用坐车，绿色的士起价3元，环保电瓶车1元／人。

2、在沈从文广场（即县广场）附近的“探路人”书店等地可租到自行车。价格20元左右，老板姓

陈，有单车和双人车。

3、由凤凰到南长城、山江，板吉、黄丝桥古城、都罗寨、舒家塘、亭子关等地，人多的话可以从

长途汽车站前广场包车前往、根据距离远近，每车在50～150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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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议行程

行程参考

吉首——>凤凰——>游览古城（沱江泛舟、沈从文故居、田家祠堂、看吊脚楼、北门城楼、石板

老街等——>勾良苗寨——>古妖潭——>吉首）

D1、早从吉首赴凤凰，游览凤凰古城（沱江泛舟、沈从文故居、田家祠堂、看吊脚楼、北门城楼

、石板老街等景点）夜宿古城。

D2、苗寨之旅，游览勾良苗寨和古妖潭。

D3、强烈建议什么都不干，瞎逛，发呆，享受闲散的味道。

旅人网特别提示：

1）在凤凰，租船党与丽江的包车党同样的多，但这里厚道许多。如果不想掏168大洋买套票，那

不妨花十几元钱，坐当地人的小船在沱江下游泛泛舟，古城本身的景致就足够享受。

2）随着凤凰古城名声鹊起，游人蜂拥而至。而凤凰本身对外接待硬件上的不足，造成自助旅游者

如在没有提前预定住房的前提下到了凤凰会很难找到满意的旅馆客栈！（就算历尽艰辛找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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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如网上提供的参考价那般经济实惠）

3）拉客：在前往凤凰古城途中的汽车上，有很多当地的苗族妇女和司机串通好上车拉客！（其实

拉客的那些人既不是导游，也不是正规的旅游从业人员。又没有自己的客栈和旅馆！）他们打着

导游或者说自己家是客栈的幌子，以各种理由引导你去“他们家客栈”（其实是别人的）。一般

会产生两种境况：一、带你去以高价入住；二、低价入住，而陷入另外一个陷阱，也许他家正是

那些不正规旅游景点的 “托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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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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