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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黄果树不能不做的N件事

观黄果树大瀑布

(图片由网友 @NAN.C 提供)

黄果树大瀑布高77.8米、宽101.0米，是我国最大的瀑布，也是世界著名大瀑布之一。黄果树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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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水、中水、小水之分，常年流量中水为每秒20立方米，时间在九至十个月。流量不同，景观

也不一样。大水时，流量达每秒1500立方米，银浪滔天，卷起千堆雪，奔腾浩荡，势不可挡，其

壮观自不待说。瀑布激起的水珠，飞溅一百多米高，如云漫雾绕，洒落在上面的黄果树街市，即

使晴天，也要撑伞而行，有"银雨洒金街"的称誉。上腾的水珠，如亿万颗闪耀的明星，随风浮沉

，漫天飘洒，使人目不暇接。中水时瀑布明显分成四支，各有形态和个性，从左至右，第一支水

势最小，又撒得开，秀美；第二支水势最大，上下一般粗，豪壮；第三支水势居二，上大下小，

雄奇；第四支水势居三，上窄下宽，潇洒。其实，中水时景观最好，瀑布清晰，轮廓分明，雪白

的瀑水在碧绿的深潭和蓝天的

衬托下以及横贯在瀑布前五彩缤纷彩虹的装点下，犹如一幅美丽的图画。

小水时，瀑布分成的四支，铺展在整个岩壁上，仍不失其“阔而大”的气势。

最佳时间是7、8月份，此时水量丰富，气势磅礴。

水帘洞穿越

(图片由网友 @NAN.C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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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世界其它著名的瀑布，黄果树大瀑布独特之处就在它的地面、地下、水上、水中有一连串丰

姿俊采的景致，其中最神奇的就是隐在大瀑布半腰上长达134米的瀑布水帘溶洞。吴承恩在《西游

记》有一段关于水帘洞的描写“原来那水帘洞本是一股瀑布飞泉，遮挂洞门，远看以一条白布帘

儿，近看乃是一股水脉，故曰水帘洞。黄果树水帘洞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水帘洞，它横卧在大瀑布

的腰间，是黃果樹主瀑布后面的岩壁上的一個溶洞，洞深20多米，有6个洞窗、5个洞厅、6段通道

。三股洞泉从崖上泻流而出。走进大瀑布本身就已惊心动魄，神移魂飞了，而要在大瀑布里面穿

行，更是神悚，但到了黄果树瀑布，而不进水帘洞，就不会真正领略到黄果树瀑布的雄奇和壮观

，那将是人生一大憾事。穿越水帘洞，还有一个绝妙奇景，从各个洞窗中观赏到犀牛潭上的彩虹

，这里的彩虹不仅是七彩俱全的双道而且是动态的，只要天晴，从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都能看

到，并随你的走动而变化和移动。前人："天空之虹以苍天作衬，犀牛潭之虹以雪白之瀑布衬之"

，故题"雪映川霞"。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的“花果山”、“水帘洞”，给人留下了美好而深

刻的印象。也使“水帘洞”外景拍摄地黄果树瀑布锦上添花、声名远播，吸引了无数游客不远万

里，来此一睹为快.

黄果树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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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NAN.C 提供)

黄果树漂流是黄果树景区最为经典惊险刺激的参与性项目。是贵州省最惊险刺激的漂流项目。黄

果树漂流位于黄果树大瀑布下游6公里处，天星桥景区出口处。自天星桥景区星峡飞瀑至郎弓景区

，漂流全程约6公里，沿途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全程水位落差30多米，激流险滩达12处之多，单

个险滩最大落差达4米多，急流直下、浪遏飞舟让人惊心动魄。漂流沿线峰林高达上千米，时常可

见山顶下雨、山下阳光的奇妙自然景观，下雨时沿线峰林漂下条条瀑布，像玉带缠绕在青山绿水

之间。漂流沿线欢笑声、尖叫声响成一片。与波涛声合成一首美妙的交响曲。如有幸遇上雨雾天

气，漂流的轻舟穿梭在波涛与雨雾之间，时隐时现非常壮观。中途依靠在岸边的瀑布下看水天一

色，令人神往。雨中漂流更是黄果树漂流最为经典的场面。在黄果树漂流起漂码头有黄果树美食

舫，对面是风景优美的水上石林风光，旁边河面上可以感受到水上步行球和漂流船从美食舫旁驶

过。美食坊有以贵州牛为主料的牛全席、以瀑布鱼为主料的系列石锅鱼和各类野菜，漂流之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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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尝。

石头寨走“石头王国“看蜡染

(图片由网友 @灿烂春天秀 提供)

石头寨位于黄果树大瀑布以北约6公里处，是贵州省文化厅批准的“布依族蜡染之乡”。整个寨子

沿一山坡迤逦散开，层层叠叠的石屋，井然有序地排列着，石阶、石墙、石拱、石瓦——村后山

茂林修竹，村中茂枝果树，远远望去，秀丽迷人。家中的用具，如碓、磨、钵、槽、缸，全是用

石做成。到了这里仿佛进入“石头王国”。石头寨依山傍水，四周有秀丽挺拔的群山，寨前田连

阡陌，寨后绿树成荫，寨边有宽阔的石头河，河水清澈见底，常见游鱼成群，互相追逐。河上有

座30多米长、5米宽的五孔石桥，弧形石拱 与倒影连成一个个圆的洞门，对岸绿水青山，分别映

在圆洞里，正如五幅不同画面的山水彩屏。竹林、果树相间的岸边石屋村寨，在阳光辉映下，如

片片白云，散落在青山绿水间，形成一派独特的山村美景。石头寨的妇女心灵手巧，个个都会飞

针走线。做蜡染，织纳锦是她们的特长。全寨约80%的成 年妇女都会做蜡染，有一半以上的人家

                                                 7 / 29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395&do=album&picid=24871


�������

黄果树：大小18瀑
设有染缸，约三分之一的农户从事纳绵生产。石头寨的蜡染 和纳绵素以古朴、典雅的风韵著称，

工艺精湛、制品精美，锦面鲜艳夺目，蜡花冰纹清秀。近年来 随着黄果树风景区的不断发展，石

头寨以其优美的自然景色和传统精湛的蜡染、织绵民族工艺，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

石头寨交通

从黄果树出发，每天都有专门的旅游班车，到石头寨。也可以乘当地的“摩的”前往，价钱稍贵

一些；从贵阳汽车站出发，乘大巴约3小时，到达镇宁县。再乘中巴到石头寨，有脚力的话可以步

行去石头寨，大约1小时到达，还可以欣赏到沿途的风景。

石头寨住宿

石头寨里没有专门的旅馆，可以回县城住宿，或者到黄果树景区住宿，这些地方的宾馆都不错。

想体验一下布依族人的生活，也可以住在村民家里，村民都会热情招待的，但是住宿条件就很艰

苦了。石头寨里没有专门的饭馆，要随身带一些食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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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果树瀑布景点

黄果树景区门票价格

（含大瀑布景区、天星桥景区、陡坡塘景区，两日有效）： 180元／人*次（注：淡季160元／人

*次）

大瀑布自动扶梯： 50元／人*次

大瀑布自动扶梯单程： 30元／人*次

景区环保车车票价格： 50元／人*次

天星索道： 10元／人*次

石头寨景区： 40元／人*次

神龙洞景点： 70元／人*次

黄果树漂流： 158元／人*次

景区门票优惠对象

1、学生凭学生证五折

2、现役士官、军官凭有效证件五折

3、残疾人、下岗工人凭有效证件五折

4、城市低保对象、农村“五保户”凭证件五折

5、60——69周岁的老年人凭有效证件五折（身份证或老年证）

景区门票免票对象

1、1米2以下儿童免费入园

2、70周岁以上老年人凭证件（身份证或老年证）

3、记者凭记者证（国家新闻总署或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签发）

4、现役义务兵凭士兵证（不含士官）

5、军残凭有效证件。

黄果树中心区

以黄果树大瀑布为主体，包括陡坡塘、螺丝滩等瀑布，位于镇宁、关岭两自治县交界处的白水河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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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果树大瀑布离贵阳市一百三十公里，瀑布七十七点八米，宽一百零一米。瀑布河水的流量，水

小时只有几个流量，最大时达到一千多个流量。水大时，瀑布溅珠飞洒到一百多米高的黄果树街

上，两三里外能听到雷鸣般的响声。水小时河水仍然分成四支，辅展在整个岩壁上，不失其"阔而

大"的气势。

瀑布后有一长达一百三十四米的水帘洞拦腰横穿瀑布而过，由六个没事窗、五个洞厅、三股洞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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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六个通道组成。从水帘洞内观看大瀑布，令人惊心动魄。这样壮观的瀑布下的水帘洞，在世界

各地瀑布中也是很罕见的。瀑布前面是一很深的箱形岩溶洞峡谷，左为悬崖峭壁，古木森森；右

为钙华坡、石笋山，芳草繁花，辅上云天；中为犀牛潭、马蹄潭......潭滩相连，逶迤相接。位于黄

果树瀑布下游二公里处的螺丝滩瀑布，以滩面逶迤绵长为其特点。河水从拦河坝翻下，分成两股

，环绕石间梯间、绿州，最后作方形交汇，形成左右相对的两个瀑布，左大而缓，右小而陡。瀑

布最高处为三十一米，滩面逶迤长达三百五十米。黄果树中心区还有一些小型瀑布。

(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水帘洞

水帘洞隐藏在黄果树瀑布的半腰上，长达134米。洞内由六个洞窗、五个洞厅、三股洞泉和六个通

道组成，主要景点有：倒挂仙人掌、古榕悬根、藤帘、袖珍花园、鼓风口、水晶宫、摸瀑台等。

游人穿行于洞中，还可以从水帘洞的各个洞窗看到犀牛潭的双道彩虹。

犀牛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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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黄果树大瀑布前面的跌水潭，因状若犀牛，故而得名。犀牛潭潭水深11.1米，满潭为瀑布所溅的

无数水珠所覆盖。峡谷两侧壁立苍翠，各类喜水植物枝繁叶茂，其间的望水厅、观瀑亭、茶楼、

铁索桥、缆车等建筑物以及片片竹林，同大瀑布一起构成了一幅大自然的立体山水画。

天星景区  

天星景区是黄果树风景区中已全部开发的景区，景区规划面积7平方公里，开发游览面积4.5平方

公里，分为三个相连的片区，即：天星盆景区、天星洞景区和水上石林区。这里石笋密集，植被

茂盛，水到景成，集山、水、林、洞为一体。

 

天然盆景区

天然盆景区也就是天星景区较大的一片天生桥上石林。这里有大大小小的水盆和漫水坝以及一个

个大大小小的天然的山石、水石盆景。弯弯曲曲的石板小道，穿行于石壁、石壕、石缝中，透迄

于盆景边石之上。沿小道游览，抬头是景，低头是景，前后左右处处皆成景，仿佛到了天上的仙

境，地下的迷宫。其著名的景观有：数生步、响水洞、天水一线、空灵、仙鹰回巢、八面景、天

星照影、长青峡、大肚难过、歪梳石、寻根岩、鸳鸯藤、美女榕、人生百态、天星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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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星洞景区

(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天星洞景区在天星景区中段，主要景观天星洞位于冒水潭旁的河岸上。洞内形成若干大厅和侧厅

，各厅自有特色。最大一厅高50米，直径150米，面积约1.8万平方米。在五光十色、变幻无穷的奇

峰异石之中，4根雕花大柱直抵天穹，每根石柱高度都在20米以上。柱上石花丛生，如雕龙刻凤，

色泽艳丽。洞中的许多奇景是在别的溶洞中无法看到的。其它主要景观还有：天星亭、天星桥、

一线天、冒水潭、回望石等。

水上石林区

水上石林区在景区的下段，沿天星洞景区往下走1公里的石板石梯小路，即可到达。小路沿河而建

，有栈道和跌水可欣赏。小路两旁假苹婆树很多，所以叫苹婆小道。有许多天然的榕树盆景，盆

景边有石条、石凳供游人休息。石林间也长着大片的仙人掌和小灌木丛以及各种花草，终年点缀

着绿荫。所谓"石上流水，水上有石，石上又长树"，若不是亲眼所见，是难以置信的。主要景观

有：藤条奇观、三树一身、群榕聚会、根王、天星桥石芽林、水上石林等,其中一处景观是游客必

到之处，那就是"美女榕"，"美女榕"乃一棵榕树的分枝缠绕而成，乍一看，就象一个倒立着的裸女

刚刚出浴，为了躲避游人的目光，害羞地用手遮住脸，不让别人看到她的真面目。

关脚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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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NAN.C 提供)

在黄果树下游打邦河上，与黄果树瀑布相距四十多公里。山势在此陡然升高，峭壁对出，直插云

霄，地势强烈深切七百余米，河水骤然跌落，形成总落差达一百二十米的三级瀑布。打邦河将白

水河、王二河、灞陵河、断桥河等纳入关脚峡瀑布，是黄果树瀑布群中水量最大的瀑布。

龙潭暗湖区（安顺龙宫）的龙门飞瀑，高三十四米，声如雷鸣，气势磅礴，堪称地下瀑布之冠。

它和龙宫的天池、暗湖三位一体，组成龙宫的绝好景观。

4、神龙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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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NAN.C 提供)

黄果树地区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发育最为典型的地区之一，它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溶洞群，黄果

树大瀑布就是该溶洞群中一个塌陷的溶洞形成的世界奇观。神龙洞处于该溶洞群的核心位置，位

于黄果树至贵阳贵黄公路旁600米，距黄果树大瀑布上游3公里处，游览时间约为70分钟，是黄果

树溶洞群中最为典型的、最奇特、最具有欣赏价值的溶洞，也是黄果树风景名胜黄果树神龙洞风

光区唯一独立向游客开放的溶洞景观。神龙洞风光神龙洞洞内厅厅相连，溶洞纵横交错，各类溶

洞景观层出不穷，洞内分上、中、下三层，底层暗河与黄果树大神龙洞风光瀑布相连，洞内十余

万根钟乳石琳琅满目，大至十余人方可拥抱，小似绣花针。洞中石幔、石瀑、石笋、石花、石柱

等溶洞景观比比皆是。神龙洞曾作为当地土著少数民族抵抗官匪的军事要塞，军事设施至今尚有

保存，被当地土著少数民族尊为“神洞”。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神龙洞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并

向游人开放。

黄果树往西320国道上的美景

红崖天书 

晒甲山有一道赭红色势必上凹刻有数十个耐人寻味的神秘符号。明清以来，不少人为破解“红崖

天书”（又称“红崖古迹”、“红崖碑”）远道而来绞尽脑汁，然后留下至今无定论的猜测。当

地政府更是煞费苦心要悬赏百万破译“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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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索岭古驿道 

晒甲山对面是关索岭隘口，等古驿道翻越隘口就是关岭县城，相距不过3公里，而公路却还要兜一

个15公里的大圈。据说这段古驿道最早是诸葛孔明南征时开辟的，后人也称“孔道”。

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 

位于关岭至晴隆之间，总面积200平方公里，320国道横穿公园，核心区是卧龙岗。地质公园内埋

藏并出露了大量距今2亿2千万年前的古生物化石。瓦窑村旁的小凹有野外天然观察点，并建有简

易的陈列馆。

晴隆24道拐 

是滇黔古道的险隘，古称鸦关。在贵州山区众多的盘山公路中，24道急弯也许算不上最多，但如

此密集壮观，并且能一眼望到头的状如游蛇的盘山路恐怕就此一处。难怪半个世纪前这条路就通

过一张照片在国内外名气大振，只是人们都以为在云南境内，直到2002年研究二战史的专家戈叔

亚才纠正了这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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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程线路建议

行程建议

游览线路：黄果树大瀑布、天星桥景区(水上石林、天星洞等)、石头寨

旅途风情

：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风情，世界上最壮观的瀑布之一的黄果树瀑布，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形成了

无数神秘的洞穴，石头王国购蜡染

贵阳——安顺路线说明：

在客运站坐有直达黄果树的旅游车；也可坐至花江方向的车，在景区路口下车；也可坐到安顺、

镇宁的车，再转车。

第一天

上午游览黄果树大瀑布，去大瀑布里的水帘洞看银瀑飞溅、看彩虹、摄影。下午游天星桥景区(水

上石林、天星洞等。

第二天

游览石头王国石头寨，购蜡染。从黄果树出发，每天都有专门的旅游班车，到石头寨。也可以乘

当地的“摩的”前往，价钱稍贵一些。

如果还有时间，可以从黄果树去龙宫，仅需半小时，门票：35元。景区以溶洞、洞穴、瀑布为主

体，堪称黔中一绝，包括龙宫、油菜湖、漩塘、蚂蟥四大片区。洞穴附近还有三岔和田原风光、

石林公园、龙旗洞和龙潭布依族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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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吃住黄果树

住宿推荐

在黄果树瀑布景点所在地镇宁县黄果树镇，各种宾馆、高中低各档床位应有尽有，条件不算很差

，价格大多可面议。其中最有名的是黄果树宾馆。除了宾馆，景区附近还有许多当地人开办的旅

店，每床20-50元即可拿下，且住宿条件不算太差。

黄果树宾馆（电话：0853－3225243）

黄果树宾馆地处黄果树风景区的中心，距黄果树大瀑布仅400余米。如果不赶时间，还可以在距离

黄果树瀑布45公里的安顺市下榻。市内条件相对较好，且交通便利，有多家星级酒店、涉外酒店

和餐馆。其中较好的有神奇福运大酒店、贵州燕安大酒店等。

特色美食

黄果树大瀑布峡谷崖顶有小吃一条街，各种当地美味小吃在此云集。

花江狗肉：

选用当地良种狗，以黄狗为上品，黑狗次之。加工时，将肥壮带皮狗肉刮洗烧制干净，以文火清

炖，将肉炖至熟而不烂，香而不膻、油而不腻、嫩软可嚼又抿牙耐品即可，配料选用黔中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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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产药料香料煎制，色香味俱佳，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保健食品，在全国各地有数千家花江狗肉馆

。

荞凉粉：

选用贵州高原特产甜荞加工而成，食用时可切成片，也可刮成条状。佐料很特殊，除一般的酱、

醋、葱、蒜、姜、香油外，撒上油炸黄豆、花生米，加上辣椒油和安顺有名的豆腐乳，食之爽滑

可口，其味甚佳，有荞子的清香味，围摊吃食者络绎不绝。

肠旺面：

是以新鲜猪大(肥)肠和猪血旺为主要配料，大肠又以多种佐料以文火炖至适当，血旺稍烫即可，

面条选用本地特制湿面，加上脆哨、红油、豌豆尖等配料，面条红脆，汤色鲜红，辣而不猛，味

道浓香。

油炸鸡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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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优质米和大豆，浸泡后磨成浆，再盛入六角型的铁皮盒子，加入鲜肉馅，放入滚油锅中炸成

，其外脆里嫩、酥软相宜、肉馅鲜美。

油炸粑稀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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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将米面搅熟成糊状盛入碗中，再从滚油中将炸得黄脆的糯料豆沙粑捞起放进去，然后舀上一勺

黔中特产“引子”，浇上一瓢滚油便可，油而不腻，内酥外软，十分可口。

水晶凉粉：

又称冰粉，用木瓜籽加工而成，用料齐全、讲究，除撒放核桃仁、花生粒外，玫瑰糖、冬瓜片、

红枣等配料是少不了的，酷热天气，喝上一碗清凉爽口，驱暑解渴。

冲冲糕(松糕荸粉)：

先以糯米面用水和成颗粒，放进特制的大锡壶上用蒸汽蒸熟，再置于荸荠粉里冲开水搅拌而成，

然后加上玫瑰糖、芝麻、核桃、花生粒、冬瓜条等佐料、食之味美、香甜，松软可口。

土特产

黄果树景区内有一些民族商品商店和集市，这些具有民族风情的特产一直深受游客们的青睐，其

中蜡染、银饰、竹雕、地戏脸子等特产尤为受欢迎。其他贵州特产有：茅台酒、董酒、玉屏箫笛

、六方漆器、威宁黄梨、兴义红袍桔、罗甸黄果等

蜡染：

蜡染是贵州民族民间传统工艺品，特别是安顺地区的蜡染尤为著名。安顺蜡染有2000多年的历史

，早在唐代就远近驰名。传统蜡染用蜡刀沾上融化之蜡，描绘花鸟虫鱼于土布上，放入靛蓝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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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温煮化蜡块，留下白色图案，而白布染成蓝色。

现在蜡染工艺已发展为彩色蜡染，由单纯的布料发展为丝、绸、缎、绒、呢、纱等，品种上千，

主要用作衣料、床上用品、壁挂等装饰品以及帽、包等生活用品。

银饰：

(图片由网友 @灿烂春天秀 提供)

贵州的苗族重视银饰，逢年过节、婚嫁庆祝，苗家女儿总要装扮起来。白银打造的首饰、头饰、

腰饰和手饰披挂全身，走起路来刷刷作响，十分悦耳。不同的苗族支系银饰的款式和银饰上的花

纹和图案都各有特色，式样繁多、图案各异，使得这些银饰显得丰富多彩，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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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地戏脸子：

(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就是地戏面具，为安顺民间传统戏剧地戏演出者头戴的脸谱，用白杨木精雕细刻而成，再涂以脸

谱彩绘，造型生动形象，神采飞扬，有的神态夸张诡秘，颇具民间艺术色彩和粗犷风格。

 面具分为文将、武将、少将、老将、女将五种，一向是人们所喜爱的一种旅游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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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

外部交通

航空

：安顺黄果树机场已经通航，机场位于市区南部、距离市中心六公里，目前开通了北京、大连、

青岛、昆明航线。也可坐飞机到贵阳再转车至安顺。贵阳火车站 有“黄果树”号旅游列车，每日

往返于贵阳市和安顺市。在贵阳火车站附近，还有开往黄果树和安顺的客车、旅游空调客车。安

顺市有开往黄果树大瀑布、龙宫以及 附近景区的客车。

铁路

：通过川黔、湘黔、黔桂铁路，安顺与省外各地相连，来自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的列车均在

这里停靠。贵昆铁路贯穿安顺全境，旅游专列“黄果树”号每日

往返于贵阳和安顺之间。安顺火车站位于南华路，离汽车南站很近。

公路

：贵黄高速公路从贵阳经安顺直达黄果树，仅需2个小时，给旅游者提供了方便。此外，安兴、安

六、安毕公路亦穿境而过。游客可在贵阳火车站对面的长途汽 车站乘坐开往安顺的汽车，票价15

元，约2小时的车程，每二十分钟就有一班。也可在黔灵公园旁的贵阳旅游客运中心车站乘坐黄果

树——天星桥——苗寨一日游 的专线车，票价60元往返。

从安顺回贵阳的顺风快运大巴最后一班是19：10发车。不过个体的大巴最晚可以到22：30，

每人50元。从黄果树回贵阳30元/人，最后一班车是下午16：45左右。

安顺有许多中巴、小巴专跑黄果树瀑布，到黄果树的小面包5-15元，坐满即走。客车南站、西站

和火车站广场上都有去黄果树和龙宫的专线车，票价8-12 元。

如果要从安顺到织金县城，可在北门车站坐车，28元，3个半小时即到。早上5点半就有，每20-30

分钟一班。安顺的客运站主要是汽车西站和汽车南站。

内部交通

公交车：安顺市内的中巴车票价是1元/人，基本上没有大公共汽车。

出租车

：安顺市的出租车主要车型为夏利和奇瑞旗云、捷达、长安羚羊、云雀，全部实行打表收费，7时

至24时起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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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里以内）4元，超过2公里每公里加收1元，超过8公里，每公里加收1.2元，延时5分钟按1公

里计算。0-7时起步价（2公里以内）8元，超过2公里每公里加收1.

2元。市内一般是一口价5元，出城则需另外议价。

租车

：到黄果树包出租60-80元，单程50-60元，来回100-120元。去陡坡塘瀑布、天星桥景区游览，包

车通常是小面包，费用30元。长安小面包 包车游黄果树、龙宫报价100，可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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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特别建议

摄影建议

1、游览黄果树瀑布需带好伞，否则会被水淋得湿透。也可在景区买2-3元一件的一次性雨衣。

2、拍照一定要下到犀牛潭边，那里的景色、视角和取光都是最理想的，千万不要和一大群人挤在

去水帘洞的路上抢镜头，角度、效果均不好，而且经常会让其他的游人成为你照片里的主角。另

有一些取景的最佳地方：一、取瀑布全景，以观瀑亭为佳，可以远眺整个黄果树瀑布的全貌；二

、取彩虹，以“水帘洞” 三字石牌旁为佳处，技术好的可照出双重彩虹（上午此处为折射区）；

三、望水亭，可以鸟瞰黄果树瀑布飞流直下的雄姿。

安全建议

黄果树景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区，景区内山路陡峭险峻，在景区内游览宜穿胶、布鞋。雷雨

天不宜游览，更不要在树下避雨。景区内尤其是天星桥景区多石阶磴道，且有多处险段，游览时

身体宜前俯，下台阶时尤需缓步。在天星桥景区内可以说是一步一景，在游览过程中边走边看，

即分散注意力，又易失足，故需看景时不要走路，走路时不看景。在景区内游览、摄影、摄像时

请注意景区的安全提示标志和安全员的提醒，有困难及时与管理人员联系。高血压、心脏病者，

除随身携带必备的救急药品外，还不宜单人出游，更不宜身临险境。老、幼者应有亲人陪同。

着装建议

黄果树景区地形复杂，爬山下山机会较多，因此游览时宜轻装简从。出发前可将多带的行李物品

寄存在住宿的宾馆、旅社或景区游客服务中心的小件寄存处。

游览时切忌穿高跟皮鞋、塑料凉鞋。景区的气温夏季在30度左右，太阳辐射较强，请备恰当的遮

阳衣帽。夏季时有雷雨,不宜打伞。下雨时气温较低要注意感冒。夏季正是黄果树瀑布水量最大的

时候，因此许多游道非常湿滑，特别是在穿越水帘洞时瀑布冲起的水雾很大需备好雨季，如果是

有摄影器材的游客雨衣也就显得必不可少了！春、秋两季，景区内下雨的时间较多，而且温度格

外冷，需多备两件御寒的衣物，同时需预备一些常用药品。另外，贵州地区饮食多喜辣味，所以

在景区用餐时需提醒服务员是否要放辣椒。

冬游黄果树：以着羽绒衣戴风雪帽为好。冬季雨水多，路滑，宜穿旅游鞋，同时别忘了带手套。

夜宿以黄果树宾馆为好：宾馆有冷暖空调，24小时有热水沐浴。；晚餐可适量饮酒，以御寒气，

尤以是再品尝一下当地著名的花江狗肉火锅更宜。

其他建议：不可相信的事情

                                               26 / 29



�������

黄果树：大小18瀑
骗人的30元看黄果树大瀑布： 在黄果树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很多地方，可能会有一些三轮车

司机、照相人员和当场居民等景区工作人员，会热心的告诉您只要30、50元就可以看黄果树瀑布

，要知道相信他们的话，那么您一定上当了。首先，他们会带你翻跃景区围墙或是到黄果树街上

某个可以看到瀑布的餐馆观看瀑布，接下去您碰上的就可能是必须要去住他介绍给你的宰客酒店

，按照他的建议去某个餐馆吃饭，如果游客拒绝他们推荐的就会一直纠缠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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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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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果树：大小18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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