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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家界那几件事

   

1、游武陵源，寻桃花源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美文《桃花源记》中所述的桃花源,是一个与世隔绝、风光秀丽、亦真

亦幻的人间仙境,让历代的人们无不向往。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沅何处寻。究竟谁是桃花源本真的原型呢? 桃花源到底在哪里？千百年

来，考证一直没有间断，争论异议纷纭繁复，诸说也各有确凿证据，但又无不存在疑点，因此至

今无一处桃花源实景得到公认张家界武陵源山脉纵贯湖南省西部，成为东西交通的屏障，但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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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有较低的山隘、如洞口等地，构成东西交通的通道，穿行在峰峦幽谷云间，溪水明净，跌宕

多姿，小鱼游弋其中，溪畔花草鲜美，鸟鸣莺啼，人沿清溪行，胜似画中游，是不是桃源，要你

自己体会了。

   

2、不一样的湘味--土家土菜

　　说道湘菜就想到小肉和辣椒，吃不了辣的人来湖南确实痛苦，而张家界除了一般湘菜之外因

地处土家族居住区域，其菜系又有自己的特色：张家界市土家菜谱名闻遐尔，极富民族特色。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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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于高山大岭，融“山之民族”爱酸辣辛香之习性，创作出一系列风味独特的传统佳肴珍馔，

任君一饱口福。

   

3、坐电梯还是看电梯？

　　拥有“最高的户外电梯、最高的双层观光电梯、载重最大速度最快的客运电梯”三项吉尼斯

世界纪录，被称为“世界第一梯”的电梯在繁华都市的宾馆写字楼，也不在车站码头，而在了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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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水绕四门景点，一座拔地而起的悬崖上。它增加了景区收入，满足了新奇

特和懒人人的需求，但兼职极天然的几千年的白垩纪时代的景观上遭到旅游到驴友和学者的炮轰

，争论声中它依然伫立在那，你，是坐还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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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家界景区景点

   

1、天门山

　　天子山因明初土家族领袖向大坤自号“向王天子”，而得名。天门山古称云梦山，又名玉屏

山。坐落在张家界市区以南10公里处。公元263年，因山壁 崩塌而使山体上部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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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一门，南北相通。三国时吴王孙休以为吉祥，赐名“天门山”。 天门洞，位于海拔1260多米的

绝壁之上，门洞高131.5米，宽57米，深60余米。据地质专家考证，门洞中央系东西岩层向 斜的交

汇处，因挤压而导致岩石破碎崩塌，最终于263年形成门洞。天门山海拔1517.9米，因与山下市区

相对高差达1300多米，故尤显伟岸挺拔，其天际线之美，堪为山的典型。

   

2、天子山 

                                                 9 / 62



�������

张家界：美丽新传奇

　　天子山位于武陵源境内北部，它东自深圳阁起，西至将军岩止，绵延近40公里。南边张家界

，东南与索溪峪相接，属开展陵源三大景区之一。

天子山面积67平方公里，最高点昆峰海拔1262米，最低占领泗南峪  张家界—天子山海拔534米，

天子山地处开展陵源腹地，地势高，四面都可观景，具有授视线长，画面宽阔，景层丰富等特点

有人评价："谁人识源"，她峰多、峰高、峰剞，真是峰外有峰，峰中有峰。天子山素有"云雾、月

霞百、日、冬雪四大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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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家界

　　杨家界地处张家界市以西，北邻天子山，西抵袁家界，离张家界森林公园只有十公里，属武

陵源中湖乡管。海拔1000多米，险特、雄奇的悬崖陡壁，属张家界四大核心旅游景点之一，其中

乌龙寨、空中走廊、三道鬼门关、土匪窝等景点已列入张家界经典游览线路。

   

4、八大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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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公山自然保护区距桑植县城85公里，雄踞武陵山脉北端，澧水源头，其主峰斗篷山海拔1

890米，为武陵山之巅，景区由斗篷山、杉木界、天平山五大林区组成，总面积4.49万公顷，为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长江南部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原始森林。 　　

   

5、袁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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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家界位于杉刀沟北麓，地处张家界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海拔1000余米，四周陡壁悬崖，

矗立在武陵山区之中，恰似乎地突起高台。是以石英岩为主构成的一座巨大而较平缓的山岳。上

袁家界有三条路可选择：第一，直接从水绕四门乘坐百龙电梯上山，再转车景区环保车抵达袁家

界。第二，可从天子山乘坐环保车40分钟后抵达袁家界停车场。第三，可从金鞭溪中途的乱窜破

上袁家界。

   

6、黄石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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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石寨亦名黄狮寨,原名黄丝寨,黄氏寨。因古有一道人名叫黄石公在此隐居而得名，是张家界

旅游区的精华，向来有"不登黄狮寨，枉到张家界"之说。它海拔1200多米，由诸多的悬崖峭壁共

同托起而形成的一块南高北低的台地，面积16.5公顷。其主要景点有：天书宝匣、定海神针、南

天一柱、金海探龟等，是张家界美景最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是张家界最大的凌空观景台。

   

7、金鞭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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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界—金鞭溪金鞭溪是天然形成的一条美丽的溪流，因金鞭岩而得名。溪水弯弯曲曲自西

向东流去，即使久旱，也不会断流。走近金鞭溪，满目青翠，连衣服都映成了淡淡的绿色。流水

潺潺，伴着声声鸟语，走着走着，忽然感到一阵清凉，才觉察有微风习习吹过，阵阵袭来的芬芳

使你不由得驻足细细品味。清澈见底、纤尘不染的碧水中，鱼儿欢快地游动，红、绿、白各色卵

石在水中闪亮。阳光透过林隙在水面洒落斑驳的影子，给人一种大自然安谧静美的享受。 　　

　　

　　金鞭溪因流经金鞭岩而得名，全长5700米，穿行於绝壁奇峰之间，溪谷有繁茂的植被，溪水

四季清澈，被称为“山水画廊”、“人间仙境”。有诗赞曰：“清清流水青青山，山如画屏人如

仙，仙人若在画中走，一步一望一重天”。

　　途中你会看到点歌台,那里有土家姑娘时刻准备为游人唱民族歌曲,只要付十元钱她们就会为你

引吭高歌,当然,如果你不想花这个钱,也可以在一边听听别人点的歌,听完后走人。 　　

　　金鞭溪沿线是武陵源风景最美的地界，从张家界森林公园门口进入后，往前步行300米左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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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鞭溪的入口，全溪长5.7公里，穿行在峰峦幽谷云间，溪水明净，跌宕多姿，小鱼游弋其中，

溪畔花草鲜美，鸟鸣莺啼，人沿清溪行，胜似画中游。金鞭溪穿行于深壑幽谷之间，溪的两边千

峰耸立，高入云天，树木繁茂，浓荫蔽日，这儿溪水潺潺、琉璃飞瀑，奇花异草与珍禽异兽同生

共荣，构成极为秀丽、清幽、自然的生态环境，被称为“世界最美的峡谷”，“最富有诗意的溪

流”。

   

8、武陵山脉

　　盘踞湖南的西北角，属云贵高原云雾山的东延部分，山系呈北东向延伸，弧顶突向北西，新

华夏构造带之隆起，海拔在1000米左右，峰顶保持着一定平坦面，山体形态呈现出顶平，坡陡，

谷深的特点，最高峰壶瓶山海拔2098.7米。武陵山脉山原土地地貌发育自关向南分为3支。北支：

分布于湘、川、鄂边境的八面山、八大公山、青龙山、东山峰、壶瓶山；中支：沿澧水干流北侧

，有天星山、红星山、朝天山、张家界、白云山等；南支，从贵州省境延伸过来，进入湖南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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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尔山、羊峰山、天门山、大龙山、六台山等，为武陵山脉的主脉，是澧水与沅水的分水岭。上

述三支山脉均消失于洞庭湖平原。武陵山脉纵贯湖南省西部，成为东西交通的屏障，但局部地段

有较低的山隘、如洞口等地，构成东西交通的通道。

   

9、市内景点

　　市区值得去的地方有秀华山馆（一个土家博物馆，在市委对面），门票好象35元/人（在环城

路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坐10路公交，1元/人，在市发改委下，在发改委后面，步行只要5分钟）；土

家风情园，门票好象是65左右，如果图方便打的也行但要5元左右，公交5路终点，车上写着有，

土家风情园是终点，1元/人（不要坐反方向了）。

　　　

　　另外值得去的地方是白羊古刹，又叫普光寺，本地人一般叫后面这个名字。从火车站乘5、6

或4路车，在步行街下，穿过步行街就是街道对面就是寺庙。门票好象是35。

　　最后推荐在市区去的地方是一山一园。山是烈士陵园，免费的，要爬一会，也不是很累，10

到20分钟可以爬到山顶一观张家界小城的全貌，也不妄来这里一趟。黄昏了散步闲逛的时候可以

爬一爬权当锻炼身体。（普光寺左边那座小山头就是，从庙前到山脚下最多5分钟）

　　另外那一园就是大庸桥公园，非常不错的一个歇息的地方，免费的，也是当地人吃完饭后歇

息的好去处，比较大，而且可以看见雄伟的天门山，就是飞机穿越山洞的地方。星期五、六、日

从7点开始有大型的音乐喷泉表演，值得看，信我！（在市内坐10路公交不分方向都可以到，10路

是环城公交，对开；其它还有2、7路可到，不过不要坐反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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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张家界门票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 景点等级 AAAAA

门票价格：248元/人

                    学生优惠门票 168元/人 

门票类型：2天通票

优惠门票政策：

1、幼儿：不足1.2米的幼儿免费；

2、未成年儿童：1.2-1.5米以上的未成年人享受168元优惠票；

3、学生：年龄在24周岁以下的全日制在校学生凭学生证可享受168元优惠票；

4、军人：现役军人凭《士兵证》或《军官证》可享受门票免票，但仍需购买景区内68元的环保车

票；

5、老年人：70岁以上老年人凭老年机构颁发的《老年人优待证》、身份证可享受门票免票，但仍

需购买景区内68元的环保车票；

6、记者：凭省级以上出版部门颁发的记者证，可享受门票免票，但仍需购买景区内68元的环保车

票；

7、本地户籍：拥有本地户口（身份证）可享受免费通行；

8、门票已含景区环保车费用；不含十里画廊小火车单程23元、往返33元，天子山缆车单程52元、

往返104元，黄石寨缆车单程48元、往返92元，百龙天梯单程56元、往返112元。

 

天门山 天门洞 景点等级 AAAA

门票价格：258元/人 

旺季3月1日至11月30日258元，景区门票75元、索道往返150元，环保车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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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季每年12月1日至次年2月28日225元，景区门票75元、索道往返150元。

门票类型：景区通票

优惠门票政策：

1、幼儿：不足1.2米的幼儿免费；

2、70岁以上老人、残疾人好烈士家属凭有效证件执行100元/次。

3、学生：24周岁以下全日制学生凭学生证享受188元优惠票；

4、军人：现役军人凭《士兵证》或《军官证》可享受188元优惠票；

5、老年人：70岁以上老年人凭《老年人优待证》和身份证可享受188元优惠票；

黄龙洞 景点等级 AAAA

门票价格：80元/人 

                    学生优惠门票45元/人

门票类型：景区通票

优惠门票政策：

1、幼儿：不足1.2米的幼儿免费；

2、未成年儿童：无优惠政策；

3、学生：24周岁以下全日制在校学生（本科学历下）凭学生证可购买优惠票45元；

4、军人：现役军人凭《士兵证》或《军官证》可享受半票优惠45元；

5、老年人：70岁以上老年人凭《老年人优待证》和身份证可享受免票优惠；

6、记者：无优惠政策；

7、本地户籍：无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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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门票已含洞内乘船费用。

 

宝峰湖 景点等级 AAAA

门票价格：74元/人 

                   学生优惠门票 42元/人

门票类型：景区通票

优惠门票政策：

1、幼儿：不足1.2米的幼儿免费；

2、未成年儿童：身高在120cm-150cm的儿童可享受42元优惠票；

3、学生：24周岁以下学生凭《学生证》可享受42元的优惠票；

4、军人：现役军人凭《军官证》或者《士兵证》可享受42元的优惠票；

5、老年人：70岁以上老年人凭身份证和《老年人优待证》可享受免票优惠；

6、记者：凭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广电总局颁发的记者证，前往宝峰湖景区行政部核实，可以

享受免费；

7、本地户籍：本地户口凭身份证或者本地学生凭学生证可享受42元的优惠票；

8、门票已含景区乘船费用。

 

凤凰古城九景 景点等级 AAAA

门票价格：148元/人 

                    学生优惠门票80元/人

门票类型：景区通票

优惠门票政策：

1、幼儿：不足1.2米的幼儿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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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成年儿童：1.2-1.5米以上的未成年人可享受优惠，即购买门票价格为80元/张；

3、学生：年龄在24周岁以下的全日制在校学生（本科学历以下）凭学生证可享受优惠，即购买门

票价格为80元/张；

4、军人：残疾军人凭《军人残疾证》可享受优惠票80元/张；

5、老年人：持《老年人优待证》和身份证，65岁以上可购优惠票80元/张；70岁以上可以享受免

费；

6、记者：凭省级以上出版部门颁发的记者证，可以享受免费；

7、本地户籍：凤凰本地居民凭当地身份证可免费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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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指南

   

1、飞机

　　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有直飞张家界的航班，杭州等城市在旅游旺季有直飞航班。

机场大巴：

　　国内到达厅大门口有机场大巴接送，每趟航班都有机场大巴，客满随时发车。

机场乘车地点：国内到达厅大门口

机场至市区公共交通：

　　4路公交车乘车地点：机场大门口前100米处为4路公交车始发站，此为环城线，为AB线：

A线：

出发走南庄坪方向，可到达机场大酒店、子午路、北正街、祥龙国际大酒店、百货大楼、汽车站

、步行街、火车站再经官黎坪回到机场；

 

B线

：出发走官黎坪方向，经过火车站、步行街、汽车站、百货大楼、祥龙国际大酒店、北正街、子

午路、机场大酒店经南庄坪回到机场。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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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车为环线，上车前可问清乘务员所去目的地应乘坐的路线，及转车地点，４路公交车全程票

价１元；运行时间：每日06：00—19：00

的士参考价：15-25元（注：此价仅为参考，实际价格根据当前市场情况而定）

机场问询电话：0744-8238417

   

2、火车

张家界火车站列车时刻表 

车次                始发站     终点站              

    开点 到点 运行距离 运行时间

1257次              襄樊 → 昆明                    

20:40 05:30 1868公里 32小时50分

1258次              昆明 → 襄樊                    

07:20 12:59 1868公里 29小时39分

1373/1376次 上海南 → 怀化                      17:14 18:15

1801公里 25小时1分

1374/1375次     怀化 → 上海南                  14:20 16:01 1801公里

25小时41分

1473次              襄樊 →

湛江                      09:30 11:30 1679公里 26小时0分

1474次              湛江 →

襄樊                      15:22 19:28 1679公里 28小时6分

1645次              郑州 → 贵阳                     

 17:20 21:51 1654公里 28小时3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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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6次              贵阳 →

郑州                       11:34 16:34 1654公里 29小时0分

2011次          张家界 →

南宁                         17:38 07:50 936公里 14小时12分

2012次              南宁 → 张家界                  

  17:50 08:20 936公里 14小时30分

7265次          张家界 → 怀化                        

08:49 15:32 228公里 6小时43分

7266次              怀化 → 张家界           

         07:14 12:29 228公里 5小时15分

K267次          北京西 → 怀化                    

  11:42 14:05 1887公里 26小时23分

K268次              怀化 →

北京西                   09:20 10:41 1887公里 25小时21分

K507/K510次 北京西 → 遵义                      22:16 10:13

2499公里 35小时57分

K509/K508次     遵义 → 北京西                  21:09 16:47 2499公里

43小时38分

K533/K536次 上海南 → 怀化                      11:51 11:42 1801公里

23小时51分

K534/K535次     怀化 → 上海南                  10:08 10:44 1801公里

24小时36分

K9024/K9025次 长沙 → 吉首                       23:30 08:06 521公里

8小时36分

K9026/K9023次 吉首 → 长沙                       10:18 18:23 521公里

8小时5分

K9031/K9034次 长沙 → 张家界                   20:20 07:32 720公里

11小时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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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9033/K9032次 张家界 → 长沙                   19:00 06:15 720公里

11小时15分

K9063/K9066次 铜仁 → 深圳西                 10:32 08:55 1586公里

22小时23分

K9064/K9065次 深圳西 → 铜仁                 11:38 08:30 1586公里

20小时52分

K9072/K9073次 广州 → 张家界                 20:03 10:00 1103公里

13小时57分

K9074/K9071次 张家界 → 广州                 17:10 07:06 1103公里

13小时56分

   

3、抵达张家界市后如何去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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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

　　下火车，出站后会有很多人向你推介几日游，此时你就别表示相关兴趣，一旦你有意问几个

问题，你就会被热情的婆婆妈妈野马们所包围。

　　所以此时的你应该直奔出站口的广场，对所有的人的问题一概不要回答。

　　广场上有去市区的公共汽车，6路车1元/人；其次还有路过火车站的5路车1元/人,不过要注意5

路不要坐反方向了；另外你可以直往前方走出火车站约200米到一个转盘路口左飞机场过来的4路

车1元/人，这些车都能把你带到汽车站。（特别提醒注意小偷）

        你也可以走路，出火车站一直往前，过一转盘路（转盘路口右边有个显眼的建筑

物叫鸽子花酒店，左边是一大片空地上有个顶部类似棺材状的建筑那是天门山索道站），过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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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往前，过一座桥，叫观音大桥，过完桥然后到一十字路口（全程8分钟左右），往左那条街一

直往前走，过一十字路口，叫十字街，那里是张家界繁华地段之一，再继续往前走到一丁字路口

，左边就是汽车站（全程8分钟）

      

　　当然你也可以打的，价格10块左右，不过火车站的都贵。张家界市区比较小，所以的士费用

很便宜，如果你比较懒，建议你在市区一路打的去想去的地方。起步价3块，两公里以后是4毛一

跳。从城东打到城西最远的直线路程也才10块钱左右

　　到汽车站后，你直接去汽车站的出站口搭去景区的中巴，那里的中巴很多，10分钟一趟。去

森林公园和武陵源均为10元（车上有线路牌，森林公园和武陵源其实就是张家界核心景区的两个

入口，一东一西，不要被弄晕了）

飞机场：

　　下飞机，走出来，在出口就能看到写有在“张家界机场大酒店”或“张家界荷花机场”字样

的中巴车，它是机场到市区机场酒店的车，5元/人，你直接上去；民航大巴的终点是机场大酒店

；也可以直接打的去市区或者风景区。如果是去市区做停留，的士费是30元，你运气好或者工夫

到家可以砍到20元，如果直接去风景区，费用是80元到100元可以拿下。（建议不要打的，那里都

是一帮固定的人成天守那里，价格奇高）

公交：

　　只有一路到市内的4路车，在机场大门外约20米处，分A线和B线，两条线都能到汽车站，A线

距离近些，B线从城市另一头转回来，票价1元/人。

   

4、自驾

长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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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经长常高速）→ 常德—（经常张高速）→ 张家界市-→

天子山景区（或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4.5小时左右

武汉方向 

线路1：　武汉—（京珠高速）→长沙—（经长常高速）→常德—（经常张高速）→ 张家界市-→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或天子山景区） 9小时左右

线路2

：　武汉—（经汉宜高速）→荆州—→公安—→湖南澧县—→石门县—→慈利县-（过桥之后直接

前行）→武陵源风景区（索溪峪） 10小时左右

广州方向 　

广州—（经京珠高速）→ 长沙—（经长常高速）→ 常德—（经常张高速）→ 张家界市-→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或天子山景区） 约12小时

上海方向 

线路1

：　上海—→南京—→合肥—→潜山—→黄冈—→黄石—→武汉—（经京珠高速）→长沙—（经

长常高速）→ 常德—（经常张高速）→ 张家界市-→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或武陵源风景区）（推荐）

线路2：　上海—→杭州—→金华—→衢州—→南昌—→株洲—→长沙—（经长常高速）→

常德—（经常张高速）→ 张家界市-→

天子山景区（或武陵源风景区）约20小时，建议中途在武汉或长沙停宿

郑州方向

郑州—（经京珠高速）→ 长沙—（经长常高速）→ 常德—（经常张高速）→ 张家界市-→

天子山景区（或武陵源风景区） 约1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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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方向 　

重庆—→涪陵—→武隆—→彭水—→黔江—→咸丰—→湖南龙山—→永顺-→张家界市 约14小时

南昌方向 　

南昌—（经207国道）→株洲—→长沙—（经长常高速）→ 常德—（经常张高速）→ 张家界市-→

天子山景区（或武陵源风景区） 11小时左右

 　　如果你是以自驾车的形式来张家界，野马、野导会想空一切心思来与你洽谈有关旅游包团

之事。因你是自驾车，所以他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在你未到张家界之前，就能提前上你的车。只

要上了你的车，便就有了他们的发挥之地，他们所想的就没有办不到。

 

　　一、搭车地点:常张高速张家界出口处，出口至市区沿途，以及在临近张家界周边市县境内(

如:澧县、石门、常德、慈利)的分岔路口，十字路口，加油站、收费站、交警执勤处。

 

　　二、选择对象:张家界境外的小轿车，面包车、商务旅行车、非线路运营的中巴或大客

车。 

 

　　三、搭车理由:我是张家界人，正好回张家界，搭个便车，顺便还可以给你们带带路。不知情

的人还往往以为自己运气好。还有高级一点的野马会以公安、交警及政府机关人员的形式出现，

要路边执勤的交警为其拦车，称自己是那边的同行，在此处办事，现需要找个便车回去。上车之

后，他们便极尽宣传吹嘘自己，好像本事通天，张家界各旅游环节及部门无不知晓，若在车上能

成交（或意向性的），则他的任务完成，若客人反感，他们会有接头人，在抵达景区后便由“能

力更强”、“声势更大”的同伙与你洽谈。若他们的这些努力在精明的客人面前还不奏效的话，

客人可能是自找酒店入住或在当地找有信誉的旅行社，此时他们可能像苍蝇一样盯住你，去找您

所入住的酒店（或旅行社）要回扣，声称这是他们花了很大精力拉来的客人，酒店（或旅行社）

作为一个经营体，若要考虑给“野马”回扣的话势必要提高住宿价格，这样吃亏的还是客人，更

主要的是扰乱了正常的旅游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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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上述情况，自驾车朋友完全可以有理由拒绝他们，若遇到纠缠不休的，你可以拔打110报

警电话。

景区内必须乘坐环保车？

 　　为保护世界自然遗产着想，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五个门票站之内，游客各个景点的交通

通行一律乘坐景区客运环保车公司的环保车前往，客运环保车的费用已经含在进景区时所购大门

票中；所以自驾车的朋友只能把车停在景区大门旁边的停车场内或停在景区外入住的酒店。

   

5、从张家界去凤凰

汽车：

　　从张家界直达凤凰的车每天有两趟旅游大巴。时间分别是上午8：30和下午2：30，车程4个小

时左右。另外可以选择从张家界到吉首然后从吉首到凤凰。张家界到吉首每天从上午7：30开始每

小时一斑车（旅游快巴），最晚一斑是下午7：30。从吉首到凤凰的汽车每天早上7：00开始每半

小时发一趟车，最晚是下午7：30。

火车每天有如下车次：

1、7265 普慢 张家界 ----怀化：到张家界09：08到吉首11：10

2、2011普快 张家界--- 南宁 到张家界17：34到吉首19：40

3、5380/5381普快张家界- 衡阳 到张家界17：56到吉首20：00

4、2645普快 张家界 --贵阳 到张家界19：20到吉首21：20

5、N582/N583快速深圳西--怀化 到张家界03：30到吉首6：00

6、K267快速 北京西-----怀化 到张家界10：30到吉首12：30

7、1473普快襄樊----- 怀化 到张家界18：22到吉首20：20

L17/L20临客北京西------ 遵义 到张家界20：37到吉首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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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吃在张家界

   

1、张家界小吃

土家特色菜

石耳炖鸡

　　取整鸡（鸭亦可）与石耳清炖，拌以佐料，为席上上珍。

梆梆肉

　　梆梆，即华南湍蛙，其肉十分细嫩，为土家待宾之上珍。尤皮最是鲜美，可独作一菜，名“

梆梆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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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鳅钻豆腐

　　猪油若干，鸡蛋数个，乘泥鳅饥饿之时投入让其将猪油鸡蛋吃完，再取嫩豆腐数块，将泥鳅

拌清水置入锅内加盖，慢慢加热。泥鳅钻入豆腐内死去，遂旺火让泥鳅肚内的猪油冒出来，再拌

紫苏叶等佐料上火锅，其味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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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炖鱼

　　苦瓜苦，鱼儿鲜，情如水火，可土家人将二者煮成一锅，却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嫩南瓜炖干牛肉

　　将炕干牛肉发湿切片，与嫩南瓜炖火锅，一道妙菜。

　　

鱼儿辣子

　　取熟透红灯笼椒若干，割蒂去籽，再取黄豆、芝麻若干，与糯米粉混合灌入辣椒内，筑紧入

坛腌十日即可开坛取食，油炸黄中透红，辣尾曲翘，一如游鱼，吃时满口流香，酸辣兼有，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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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比。

　　

血豆腐

　　将白豆腐若干与猪膛血（仓血）拌和，加肥肉丁、花椒粉、桔子皮、食盐等一并捏拌均匀，

做成拳头大小炕干。切片加蒜苗小炒，风味独特。

荷渣

　　以黄豆磨酱（或春粉），拌以小菜合煮（韭菜、南瓜叶、白菜、油菜等小菜均可）。

　　

腌菜

　　土家腌菜种类繁多，如腌肉（糯米粉拌肉片）、腌鱼（同前）、腌猪肠、腌蒜苗、腌豇豆、

腌辣椒、腌萝卜、腌包谷粉辣子、腌生姜、及至青菜、排菜、大兜菜、金豆......叫条条酸、坨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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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丝酸、块块酸、粒粒酸、腌菜酸香辣，开胃下饭，是土家人的“压桌菜”。

　　

野菜

　　山里多野菜，土民采之以食，即可口又治病。常上席的野菜有：地米菜（又作雷公耳，多生

浸水石头之上）、野葛粉、蕨粑、蕨樱子尾、百合、椿芽、野茭、野芹菜、野脚板（多生水田中

）、马王苦（典出马援征壶头山）、冬菇子叶、黄花、汁儿根、竹笋、鸡肉菌、油菌、油菌、枞

菌、野木耳、南金姜。

　　

野味

　　甲鱼、麂子、白绵、蛇、锦鸡、岩鸡、土香鸡、上宿鸡、野鸡、竹鸡以及野蜂蛹、葛蛹、蛀

木虫、黄鼠狼、野猪......不下百种之多。

其他小吃

南门口炒汤圆 （正宗师傅已去世10余年）其大如拳，熟菜油炒制，色黄，糯米为主料。入口滑爽

，焦香开胃，售价 0.5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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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场油粑粑 

（奇峰市场口百货大楼旁，师傅系六旬老太）熟菜油炸制，色黄，个大，内包豆腐丁，入口香脆

，舌底余香  1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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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三角油粑粑 

（岩塔下坡往人民电影院）熟菜油炸制，色黄，个中，内包豆腐丁，大蒜苗。其特点焦香绵软，

耐嚼回香  1.5元/2个。

草帽面 （奇峰对面的茂农口面内，本面点仿品及多，应注意）自擀面，猪面皮，熟猪油，清水面

，其特点吃要一个快，热面热胃肠，售价2.5元/碗，更加章显草帽面的食之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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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粉 （房管局楼下口面）重铺厚盖，食味鲜美，梢子就一种“三鲜”，开胃菜若干，售价5元/

碗，但老板实在，赶早吃可能藏有“油渣”不加钱，喜好吃油渣的人必吃之场所。

   

2、哪里吃

首先推荐的是张家界的特色菜：三下锅：

　　三下锅其实就是一种方便火锅。最有本地特色的是干锅，就是炖着不放汤的火锅。我认为做

得最好吃的地方是在老人民银行旁边的“胡师傅三下锅

”(金都宾馆旁边,10路、4路、7路公交凤湾路口站下)，三下锅20元一份，一份够吃1个半人。所以

两三个人最实惠经济的是点30块的分量。推荐的菜是干煸肠子和干鞭核桃肉，两者可以放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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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里炖，味道棒棒！吃的时候顺便点一份酸萝卜，脆脆的，酸酸的，流口水哦！

其次推荐你吃鱼：

　　吃鱼的地方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吃鱼头的地方，叫老武鱼头

，在市区一个叫三角坪的地方，到了三角坪后你一问就知道了。不过我倒觉得一般，没以前好吃

了。他家的特色就是炖鱼头的时候放的是本地的樱桃西红柿，小小的那种，所以衬着汤非常鲜。

　　南庄大市场不远的一个叫牛皮酒家

的地方（1路车终点站，4路、5路和10路公交也可以到），乘面的就说在桥南加油站那里的牛皮酒

家下车，这个酒家距离土家风情园很近。他家的鱼是本地叫桂花鱼的品种，忘记学名了。25元到3

0元一斤，一斤够吃两人。

吃酸菜牛肉的地方：

　　银满斗

，比较难找。在航院对着那条小巷子进去，毗邻步行街，街口的建筑是一个叫松竹梅的大网吧，

米白色的，另一边的建筑就是步行街的三层建筑。从这里进去走一段，位置在这个小巷子的中部

，有招牌。他家的酸菜牛肉比较有名，还有羊肉做得非常不错，羊肉做出了猪肉的味，不知道这

么说他，是褒还是贬呢？

　　当然，这些你也许不感兴趣，只想填饱一下，那么推荐几个饭馆给你，不贵，又口味不错的

地方。

　　丰园，在闹市区，好找（张家界最繁华的文昌阁那里）。

　　丰园对面是音乐厨房

，他家的铁板鲫鱼好吃。还有阿五餐馆，都挨着的，味道都不差，我觉得阿五家的干煎肉好吃，

很久没去吃了，有点想了。旁边还有几个吃饭喝茶一起的店子，花之林、小木屋，红月亮，可以

吃大碗饭、煲仔饭等等；想吃点地摊上那种特色的东西，前进20米左右在普光寺那小巷里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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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吃洋快餐，紧靠他们的路口就是KFC，往前200米的百货大楼那里是麦当劳。

　　如果人多又想吃点张家界特色的，则可以到2路公交的大庸桥终点站那里，有家江湖饭庄

，庄主是搞文学的，而且喜欢唱山歌，那里都是本地的土菜，价格也还适中。

　　夜宵呢，在火车站出来的观音桥那里；喜欢泡吧的，可以到大庸府城那里的酒吧一条街，如

果不喜欢那的氛围，就去5A户外酒吧呆呆吧，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为北正街音乐厨房正对面巷里

（花之林茶楼的右边），酒吧老板是个特豪爽的女驴，叫含笑QQ是416995157，反正5A户外酒吧

基本都是驴子，本地的，外地的都有，交流和共同都比较方便，想在张家界玩下自行车或徒步的

，可以轻易找到伙伴。

　　忘记了，如果想开胃的话，电影院对面有家卖酸罗卜酸黄瓜的地方，很有名老字号了，在一

家商店门口摆摊的，据说老板因为卖罗卜赚了几百万了。有点夸张，但是说他有50万是绝对绝对

的。

吃“草帽面”：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老板常年戴着草帽卖面，臊子非常香，可以添加，面是他自己加工的

据说是全手工的，老板人很古怪，每天只卖那么一点，以前更古怪，只有星期1、3、5的晚上9点

才有卖，想吃他家的草帽面居然还得跟他打电话问他是否心情好，出不出来卖面？预约了才不会

扑空。但是就因为这点神秘，所以他家的面有些神话色彩。现在的有了个简易的店铺，在汽车站

口百货大楼东门对面的巷子口，一辆板车上面挂了一顶草帽，那就是了，不过每天下午1点左右就

没了，要吃啊，嘿嘿，您赶早！能不能吃的上，得看您造化咯！说实话呢，面确实不错，3块一小

碗，大碗3.5元，吃了还想吃，尤其是臊子。

　　　

　　最后说一个远一点的地方，可以吃野味，供兜里米米多的人腐败，‘八米桥’

名字很有特色，味道还是不错。地点在南庄坪往凤凰去的路上的八米桥边，这个地方需要专程打

的去，15左右，自己砍，可以叫司机接你回程。有野猪肉，芭毛鼠，麂子肉，腊肉等等，推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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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特色菜：黄子肉，又称榨肉，苗家酸肉。黑竹沟野山菌,新鲜的各式菌子让你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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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住在张家界

   

1、张家界市区

张家界逸臣华天大酒店

　　位于张家界市永定区回龙路金海岸旅游商业中心，按五星级标准设计建造，矗立于碧波宁静

的澧水河畔，与神奇险峻的天门山隔河相望。酒店距火车站、荷花机场仅10分钟车程，距核心景

区30分钟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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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张家界市回龙路金海岸

电话：(0744)8222222

张家界八戒青年旅舍

　　张家界八戒青年旅舍四位很年轻的主人，爱好户外和旅游，虽然各自有着各自不同的职业：

一位户外运动教练，一位健身教练，一位国家公务员，再加一位神秘身份的军官，但有着同样的

梦想：青年旅舍。可以在这游戏、发呆、闲逛，也可以出去户外徒步、登山、游览景区。当地的

美食介绍、游玩攻略我们都能会为你准备好。

　　大庸府城店位于城市最中心地带、国家AAAA景点大庸府城的石牌坊边。整个旅舍为复式结

构的仿古建筑，房间布置按照三星标准，结合少数民族特点，全部采用原木家具，极具古朴、清

新、淡雅之色。 三间别墅标间，窗户面对的就是市区最高峰——天门山。两间双人间和两间大床

房以及三间4人间，推开窗户即可俯瞰整个大庸府城，并可在夜晚免费欣赏原汁原味的土家风情歌

舞表演。

1、飞机场打车过来10分钟20元（目的地大庸府城新一佳超市）2、飞机场晚上八点钟之前可以坐4路公交车在新一佳超市站下 

2火车过来的朋友：1、直接打车到大庸府城新一佳超市约10元。

2、火车站6路或者5路公交车，在新一佳超市站下车。

地址：湖南张家界市永定区解放路大庸府城迎福楼401

张家界中天国际青年旅舍

　　张家界中天国际青年旅舍，位于被誉为“中国山水画原本”的湘西张家界市区，作为一个世

界性的住宿品牌，青年旅舍拥有近百年的历史，拥有会员500余万人，遍布全球的多个国家和地区

，以“经济、卫生、安全、环保”为经营理念，倡导“自助、互助、沟通、联谊”，开创了一种

全新的非酒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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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张家界城市中心——子午路与北正街相交处——凤湾路口 中天大厦4楼

公交车价格：1元/人（夏季空调车：2元/人）

站点：凤湾路口站中天大厦

1、从荷花机场到本店：①公交车：4路/20分钟；②出租车：20-40元（晚上比白天贵）/10分钟

2、从火车站到本店：①公交车：走出广火车站广场乘10路/15分钟；②出租车：10元/3-5分钟

3、从汽车站到本店：①公交车：3路或7路/10分钟；②出租车：6元/3-5分钟

   

2、武陵源景区

武陵源国际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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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界景区唯一一家挂牌五星级酒店，是张家界目前最好的酒店；酒店位于索溪峪镇，距离

天子山、宝峰湖、黄龙洞非常近，环境非常优越。

地址

：张家界市画卷路

电话：(0744)5668888

青年旅舍蜗牛驿栈

　　张家界青年旅舍蜗牛驿栈在张家界景区的分店位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内丁香溶村村部，出

门5分钟即可坐上通往各个景点的环保车，离大观台景点徒步10分钟，是驴友们看日出的最佳住宿

地。如果您是坐环保车直接进山，下车后徒步8分钟即可到达。 店内设施齐全，有夫妻间，双标

间，三人间三种房型。50元/人（含早晚餐），房间内均带独立卫生间，木地板，彩电，大厅可免

费上网，倒卡。可提供住宿，用餐，交通，往返票务，导游等一条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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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357 4444 228

 QQ：1285406883

张家界武陵源青年客栈 

　　张家界武陵源青年客栈位于张家界武陵源区宝峰湖家庭旅馆村，参照国际青年旅舍的经营理

念, 以背包客和学生等自助游者为主要服务对象。距离宝峰湖仅500米的距离，距离世界自然武陵

源门票站2公里，世界溶洞奇——观黄龙洞也在7公里内的范围。客栈交通便利，从市内汽车站坐

中巴车到武陵源汽车站（8元、旺季10元），从武陵源汽车站坐微型面包车（1元）到青年客栈，

仅1.5公里的路程徒步都行。

客服电话：13574410258   13100243333  

MSN：yhawly@hotmail.com

E-mail：yhawly@163.com 

客服QQ：10950863  

地址：湖南张家界武陵源宝峰湖家庭旅馆区

   

3、张家界森林公园地区

张家界湘电国际酒店

　　地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与黄石寨顶摘星台隔溪相望，距“世界最美丽的溪谷”---金鞭溪

峡谷一箭之遥;公园入口信步可达;到荷花机场、火车站仅30分钟车程，是交通便利环境幽雅怡人的

四星级生态酒店。 

　　山景客房的设计风格融合了度假酒店的风格，西餐厅设计独有的可视山景的天庭、客房均有

观景露台，开窗即见蝴蝶峰等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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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客栈

　　米兰客栈地理位置优越。客栈座落于张家界天子山景区海拔1200余米的山顶。距离景区环保

车乘坐点仅 160 米左右，赴天子山景区或袁家界景区及杨家界景区游览都只需要 20

分钟左右车程。客栈距离张家界景点大观台步行仅 8

分钟即可，大观台是张家界景区内唯一可观日出 奇观的游览点。外观是土家族风情建筑。淡蓝色

外墙、黑瓦、绛红色窗套窗格、青竹的栅栏、房间内铺设木地板、墙纸、按四星级酒店设床上用

品。

订房及联系网址：http://www.milankezh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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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张家界风景区的线路建议

两日游路线（不算在市区的停留）

　　森林公园——武陵源区——天子山——回市区

具体景点顺序：

　　首先澄清一下的是，森林公园就是以前的张家界景区，后来由于景区做大，资源整和，张家

界成了一个大的概念，森林公园就成了一个小的概念而已。张家界市有两个区，一个叫永定区，

即市区，一个叫武陵源区即风景区。森林公园在行政上隶属武陵源区。

　　好了，开始进森林公园，最好是10点以前就进门。

　　进山的门票是248元，管两天，（学生票168元）也就是说，同一张票，你可以在两天内反复

进山（门票有指纹查询系统不能换人用）。　　

　　森林公园的最佳游览路线：

从大氧吧广场过一个桥，看见黄石寨的一个石碑，从这里爬到顶，3小时以内可以完成。

　　到山顶后从右边的另一条路下山回到大氧吧广场。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乘缆车上下，或者缆车上徒步下，由你自己的体力和银子决定。景区内所

有的车都是免费的，除了缆车和观光小火车。

　　推荐的玩法是缆车上，步行下，黄石寨索道(上行) 48 黄石寨索道(下行)

38。这样比较节省体力又花费不多。

　　估计在中午或者下午两点可以结束爬山，此时你就回到了大氧吧广场，走去金鞭溪的路，沿

路是景色异常美丽的峡谷。这个峡谷比较长，慢得话你得走上两到三个小时。路的尽头是叫水绕

四门的地方。换乘免费的大巴车去武陵源区住一晚。或者走到中途一个叫千里相会的地方开始上

山，到天下第一桥肖老师那住（电话13974437361或0744-5712597），肖老师的为人相当不错在磨

房里很有名气的！师母的土鸡火锅一定要尝尝！

　　如果晚上住在武陵源区，也有很多选择，多问几家吧，你可以选择毛尖尖那里的武陵源青年

旅馆，主人为人朴实、热情好客，价格也很实在（毛尖尖电话 1357441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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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了吧，找地吃晚饭，比较便宜又实惠，老板不怎么砍人的餐馆位置在武陵源政府边的一条

小街道进去不远，全是小餐馆。有家叫红辣子的馆子味道不错，价格便宜，老板人很好，不怎么

说话，套用《青蛇》里面白素贞的话就是：这个相公比较好相处哦！

　　好了，走了一天想按摩吗？想起来了，据说按摩这个词在英语里面的单词是“马杀鸡”，不

知道是不是哦，很搞笑的说法，求证一下。如果真是想“马杀鸡”的话，或者你更看重这个词语

的最后那个字，我劝你还是掂量一下口袋里的米米再决定，哪儿都有黑店，碰上圈套了，你就卖

血回去吧！

　　住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了。咱们又开始继续游览吧。

　　住在武陵源的朋友们拿着昨天买的门票乘面的车去门票站吧，进门，换乘免费大巴去水绕四

门，那里有个百龙天梯，也就是被很多人咒骂的天下第一电梯。其实我倒觉得这个电梯没什么不

好，它修建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并没有影响到周围的观瞻和环境，相反，它把几个景区有机地

结合了起来，为游客省了不少脚力，却能看到最美丽的景致，我对这个电梯非常推崇。

　　百龙天梯是非常壮观的，附着在山体上，十分雄伟。这里周围的景色也非常好看。百龙电梯

观光电梯（上行） 53 百龙电梯观光电梯（下行） 43 。

　    上到顶后乘免费大巴去天下第一桥，几分钟的车程。

　　这里的景色是最壮观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精华所在。我就不多说什么了，一定要来看。游

览完天下第一桥要两三个小时吧，全是在悬崖绝壁上看风景，信我。

　　如果是住在肖老师家可就便宜您了，早上起来就可以尽情的耗你的内存，抹杀你的胶卷！

　　快到中午了，乘大巴去天子山，免费的。那里有个风云餐厅，是吃饭的地方，自助餐，有18/

人标准，28/人的标准。比较贵，不过18的标准还是不错的，菜很多，还有水果，咬咬牙吧！要不

您就得自带干粮，山上的东西可是很不便宜的！

　　在天子山可以看云海，看贺龙的铜像，看树，看花，看美女，看帅哥！

　　下午了，你可以选择乘缆车下山，这个缆车实在壮观，推荐一下，天子山索道(上行) 52 元/人

天子山索道(下行) 42元/人 。当然你也可以步行下山，然后在山下乘大巴出景区。

　　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乘缆车下山的话，你的时间是非常充裕的，你可以在下午去宝峰湖转转，

看看秀水，欣赏挂在山崖上的瀑布，走走铁索桥，乘船听听山歌，休息放松一下，银子不便宜得6

4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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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想去宝峰湖，你就去比较有名的黄龙洞吧，门票有点高，65元/人。洞里要乘船过阴

河，里面居然有瀑布从洞顶降落，每个洞里的大厅都非常巨大，石笋石柱发育得也相当好，没看

过喀斯特溶洞的人完全可以进去看看，不枉费这68的银子。如果你看过溶洞兴趣不大，也就别进

去了，能省则省。毕竟钱不是那么好挣的，想想，农民为了给子女挣学费，成天衣衫褴褛，在田

里辛苦劳作，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如果你时间还来得及的话，可以去一个刚开发的地方给你---天门山。10路公交车可直接到达

索道站，坐亚洲第一长索道上山，价格258元/人，有点贵，但是那个路叫一个壮观，绝对是中国

公路的奇观，一层一层的路象搭积木一样码上去，直到那个著名的天门洞。

   

1、跟团or自助？

　　俗话说“看山张家界，赏水九寨沟”客观地讲，如果单纯比山，张家界的风景的可欣赏度桂

林和黄山之上，而且接待设施相当齐全，旅游市场比较成熟，参团和自助游都是可行的。 

         参加旅游团团可以省下你不少的事，比如吃住行等，但是省事之后还有很多限

制等着你！相对来说，参团之后的很多自费项目和必须的购物环节是少不了的。

        而且如果客人没有贡献导游可能也没有好脸色看，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因

为现在全国所有的成熟的景区因为竞争地接社都是成本接或亏本接旅游团（打个比方说，你在出

发地参加旅行社组织的旅游，不管你在出发地交了多少钱，出发地旅行社交给目的地旅行社的时

候是没有利润的，出发地旅行社就像抱着金娃娃一样对目的地旅行社待价而估，谁的报价低就交

给谁做。在激烈的竞争之下，目的地旅行社往往只能以低价求客源，以宰客求生存。）

        地接社和导游的报酬基本上全部来自于导游的二次创收。而且参加旅游团很不自

由，每个地点都是走马观花。正是因为参加旅游团的许多限制导致目前的自助旅行一片火暴，因

为自助旅游没有限制，无拘无束，非常自由，只要挑好旅行目的地，和当地的自助导游或旅馆联

系好，就可以轻松搞定了。

        张家界相对于全国其他的景区来说，自助旅游更有其优势，那就是参加旅游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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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间关系绝对不可能游玩到张家界最吸引人的景点如杨家界的天波府，乌龙寨，大观台的一步

难行，仙人桥，天子坐，老屋场的神兵聚会，空中田园，鸳鸯瀑布等精华景点，不信，那些参团

的朋友可以回忆是否游玩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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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张家界特产

   

1、葛根粉、蕨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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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根粉、蕨粉是由一种多年生长张家界景区天子山的植物葛根或蕨根部研磨而成，成粉末状

。吃的时候先兑少许冷开水，再在锅中兑水煮沸、搅拌，配白糖，顿成晶莹糊壮，尝之顿感丝滑

入喉。因多年的老葛根很难寻到，葛根粉便成为了土家人平日用来招待贵客的小吃，它不仅味独

特鲜美，而且有褪火清肠的功效，是纯绿色食品的典型代表。在张家界，你随处可看到装在小竹

篮里的葛根粉，成白色原球状，约２元～５元／个，不过有的是由番薯粉做成的，所以，购买葛

根粉的时候最好请内行帮你鉴别一下哦，也可到正规的超市购买，质量会有保障一些。

   

2、岩耳

　　岩耳在张家界当地又称石耳，岩耳又名石耳，生长在张家界境内的绝壁之上，岩耳是岩石的

苔衣，体呈叶状，背面大都为灰色或黄褐色，它营养丰富，并有消炎滋补的特殊功能，既是食品

，又是药品，《本草纲目》记载：“石耳气味益精。”岩耳为张家界人的山珍，它不仅是山民餐

桌上的上等菜，而且是国宴的佳肴。由于岩耳得来不易，连那些长住名山宝刹的和尚，都把它当

作佛家珍物，如果偶然得到岩耳，便“宝而藏之”，用来馈赠教友和亲朋。　吃岩耳必须得法，

先将干岩耳放在30-70℃的温水中浸泡七八个小时，等岩耳舒展以后，再用淘米水轻轻揉搓，将沙

与灰尘洗净，再滤干食用。岩耳炖鸡汤，其味鲜美，但必须等鸡肉基本炖熟以后，再放入岩耳，

切忌同鸡肉一起炒炖。岩耳炖排骨与猪蹄，也是上品，做法同上。您来到张家界欣赏风光秀丽的

山水，一饱眼福；再喝上一碗好客的主人用白沙泉水熬制的香味浓郁的岩耳鸡汤，又可一享口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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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仲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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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界可以说是茶叶之源，品种特别丰富，像青岩茗翠茶、龙虾茶、毛尖茶、甘露茶等等，

都是武陵源的名茶之一。而“茶类之王”要数杜仲茶，被称为“张家界一绝”。杜仲是一种雌雄

异株的独特树种，为杜仲科杜仲属的多年生落叶乔木，中国第四纪冰川期孑遗之“活化石”，国

家二级保护珍稀植物。杜仲属中国特有的名贵中药材，入药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我国第一部药

学专著《神龙本草经》就列之为“药之上品”。《本草纲目》曾曰：“昔有杜仲服此得道，因此

名之，其功效补肝肾、强筋骨、调血压......久服可轻身耐老。”《本草纲目》中记载：“凡下焦之

虚，非杜仲不补；下焦之湿，非杜仲不利；足胫之酸，非杜仲不去；腰漆之痛，非杜仲不除”。

被奉为药用、保健之上品。杜仲具有养肝滋肾、调节血压、强筋健骨、消除疲劳之功效。杜仲所

含松脂醇二葡萄甙，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天然的、无副作用的双向调节血压的有效成分，抗肌

体疲劳作用的延长率可达100%。

   

4、五步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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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界市地处湘西北，崇山峻岭，植被覆盖，林木和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盛产葛根粉，蕨根

粉，岩耳，杜仲茶，茅岩莓茶等，在张家界市各大山区里，随处可见各种野生动物，五步蛇（在

张家界也叫五甲棒）就是其中的一种，，不过五步蛇有它自己的栖息地，，因此，也不用担心会

遇上这种奇毒，奇懒惰的毒蛇，传说只要被这种蛇咬了一口，，不到走出五步距离的时间，人畜

就会倒地毙命。被本地人视为最毒的蛇类。五步蛇油精就是以五步蛇油为原料，运用土家配方精

制而成的蛇油精。对肩周炎，风湿关节炎，颈椎炎，四肢麻木，坐骨神经痛，骨质增生有较好的

效果。 

　

                                               57 / 62



�������

张家界：美丽新传奇
  

九、注意事项

   

1、常用电话

       火车问询电话：0744-2145572           

　　张家界汽站问询电话：0744-8222317

　　张家界航空问询电话：0744-8238294           

　　张家界市旅游局办公室：0744-8380188

　　武陵源区旅游局：0744-5618109         

　　武陵源景区管理科：0744-5618654

　　张家界市人大常委办公室：0744-8223623   

　　张家界市公安局办公室：0744-8222151

　　张家界市交警支队：0744-8222837         

　　张家界市电视台：0744-8350102            

　　张家界公园派出所：0744-5712381          

　　武陵源区交警队：0744-5618323

   

2、当地禁忌

“36 禁忌”

　　土家人最忌讳的数字是36。在土家人心目中，36这个数是个“劫数”，甚至连3斤6两、3元6

角、3尺6寸等数字亦在禁忌之列。如记序号，当排到35后，便又从第一开始记。一生中，最怕36

岁生日。届时，要穿上红布内裤，或扎一条红腰带，据说如此可以禳解掉36岁所带来的煞气。民

谚云：“三十六，接跟头，人到三十六，不打官司要卖屋。”有的人到了36岁这一年，邀请亲友

，摆设宴席，提前贺生祝寿，来宾们要在主人屋内放鞭炮，以避煞气，席上，亲友们还要向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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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者祝贺一番，以求吉祥。

交际禁忌

　　土家人对外族人忌用土家语，忌用粗话、鄙话和不礼貌语言；晚辈对长辈忌直呼姓名、平辈

呼叫姓名忌不带姓，男女之间忌呼“逮、喂”；晚辈对长辈忌呼“逮、喂”；忌长声呼叫，如“

啊——”；有病人忌说“不高、不长、死、亡、完了”等语；有人去世，忌直说“死亡”，而改

用“作古”、“归天”、“走了”等替代，对生意人忌说“折、亏、损、耗”等字。忌男女同坐

一条板凳或相对坐视，忌男人触及女人腰部。忌遇见别人时或当总别人面吐口水。忌留胡子。婚

嫁喜庆之际，不准说“分开、分离”之类的话，更不能谈丧葬之事，否则，认为会带来灾祸。

出行忌讳

　　旅行忌七、九日出门，忌八日起程归家，建间称“七不出门八不归，逢九出门惹是非”。土

家人还认为，农历一月、四月、七月、十月的蛇日，冬月的鸡日，三月、六月、九月的牛日，均

为“红煞日”，忌出远门。有“出门遇红煞，一去不归家”之说。人们出门走亲访友或办事，最

忌讳遇到的第一个人是妇女，若是遇见，则不宜出门，等至第二天再出门。若第一个遇见是男性

，第二个是女性，则不忌。

摸头禁忌

　　土家族男子严禁别人触摸自己的头，无论善意的或其他什么原因。唯自己祖父母、父母除外

。谚云“男儿头、女儿腰，只许看，不许挠。”俗信，摸男子头，是侵犯男子汉的尊严，再好的

朋友，也必须严守这一禁忌，否则会使友谊化为仇怨。

   

3、其他

　1、湖南(张家界)湘西是多民族地区，主要以土家族、苗族为主，请游客保持良好心态，并尊重

当地少数民族习惯，做到“入乡随俗”。 

 

　2、湖南(湘西)地区为山区，道路交通多山道且大弯急，请游客准备必要之药品(乘晕宁、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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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等药物)。 

 

　3、湖南气候潮湿，多雨，出发前请注意当地景区的天气预报; 

 

　4、张家界景区多为山，体力消耗较大，请游客根据自身体力选择爬山或自费乘坐缆车。 

 

　5、张家界为国家级森林公园，请游客爱护景区环境，不要在景区内随便吸烟，需吸烟的游客请

到景区内指定的吸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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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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