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阳旅游攻略（2013 年版） 

简介 
元阳梯田位于云南省元阳县的哀牢山南部，是哈尼族人世世代代留下的杰作。元阳哈尼族开垦的梯田随山势地形变化，因地制宜，坡

缓地大则开垦大田，坡陡地小则开垦小田，甚至沟边坎下石隙也开田，因而梯田大者有数亩、小者仅有簸箕大，往往一坡就有成千上

万亩。元阳梯田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绵延整个红河南岸的红河、元阳、绿春及金平等县，仅元阳县境内就有 17 万亩梯田，是红河

哈尼梯田的核心区。 
 
元阳县境内全是崇山峻岭，所有的梯田都修筑在山坡上，梯田坡度在 15 度至 75 度之间。以一座山坡而论，梯田最高级数达 3000 级，

这在中外梯田景观中是罕见的。元阳哈尼梯田主要有 3 大景区:坝达景区包括箐口、全福庄、麻栗寨、主鲁等连片 14000 多亩的梯田，

老虎嘴景区包括勐品、硐浦、阿勐控、保山寨等近 6000 亩梯田，多依树景区包括多依树、爱春、大瓦遮等连片上万亩梯田。如此众

多的梯田，在茫茫森林的掩映中，在漫漫云海的覆盖下，构成了神奇壮丽的景观。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搁浅的左岸 提供） 
 
 

门票 
元阳哈尼梯田  100 元  同程价 95 元  

>> 立即预订 

 

注： 

① 取票地点：箐山游客中心。 

② 门票包含 4 个景点以及意外保险。 

 

 

 

元阳摄影攻略 

景点介绍 

交通 

游览路线 

美
食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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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游时间 
元阳一般五月份开始插秧，九月份收割，十二月份灌水，所以

最佳的拍摄时间为每年 11 月到次年 4 月，其中又以 1、2 月份

最好，这中间春节前后最佳，此时极易看到云海。 

 

一般在元宵前后，当地野樱花、野木棉花、野桃花和棠梨花开，

满山的红、白色也是极为壮观的。 

http://www.17u.com/blog/9232300#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6448.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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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天梯 

元阳的梯田，是它带给世人的一个奇迹。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相信人类竟然能真的修建起如此的家园。 
 
这里的梯田有三十几万亩，沿着这里的群山连绵不断，从新街到爱春近三十公里长的路段，一路两旁都是梯田；据说再向里

面走，仍然还是梯田。同时，这里的梯田落差极大，最大落差(指从第一级到最上一级的垂直落差)有 1500 多米，坡面长度则

更是达到了几公里。想没想过，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长，梯田也就有多宽阔，这数公里连续不断的都是一层一层的阶梯，竟

然有三千多级，该是怎么样的影像呢？ 
 
当然，在这里最值得去看的梯田是老虎嘴。当年，法国的一位摄影师，就凭老虎嘴的一张照片，被评为当年世界七大自然景

观发现之一。老虎嘴的梯田立体感最强，因为坡度最陡，所以颜色的层次感也最强烈，五彩斑斓。在最低处的梯田是最吸引

目光的地方，其中离视线最远处的那一片，看起来极像一匹扬蹄奋疾的俊马——这些都是人与自然的巧合。 
 
而在龙树坝的梯田，却完全是另一番风情，它小巧，艳丽，少了几分壮阔，而多了一些俏皮与活力。龙树坝梯田因为水里的

含养成分跟其他地方的梯田不一样，所以浮萍最多，以红色绿色黄色为主，如果你想近距离接触它，这里是最合适的地方。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闲者老杨 提供） 

 

@ 闲者老杨： 

很早很早就听朋友们说元阳。 

说的最多的是元阳的梯田。 

说那儿的梯田，从山顶直倾而下到山底，很壮观。 

 

说那儿的梯田，在晨曦里轻雾缭绕，很美丽。 

说那儿的梯田，在夕阳西下时，片片水田衬映，很灿烂。 

说那儿的梯田…… 

于是，去元阳看梯田，一直是我的最想。 

——节选自一起游网友闲者老杨《老虎嘴上用哈苏看元阳梯田（组图）》 

 

http://www.17u.com/blog/7859821#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211391.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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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阳摄影攻略 

元阳梯田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绵延整个红河南岸。元阳县境内全是崇山峻岭，所有的梯田都修筑在山坡上，梯田坡度在 15°

-75°之间。以一座山坡而论，梯田最高级数达 3000 级，这在中外梯田景观中是罕见的。如此这般的梯田早逝，加之云蒸雾罩

的气势，能得不到好照片吗？ 

 

梯田拍摄技巧 
每年的 9 月，稻子成熟时，可以拍摄层层金黄的梯田。为了保持低温，

来年可以继续耕种，10 月以后开始放水泡田、修整田埂，这时可以拍到

大面积的如银镜一般的梯田，时间持续到来年开春。其中尤以一二月份最

佳。 
 
要想拍出气势，用大画幅相机更能表现，但也不是绝对的，用单反拍接片，

用长焦“吊”等都是可行的摄影手法，可以弥补设备上的局限。元阳梯田

常罩在云里雾里，拍摄时常用“长时间曝光”技术，三脚架必备，最好并

用快门线。 
 
到元阳创作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就是高落差的梯田群、水、合适的光线，所

以早早晚晚必须站在视野开阔的高坡上等待你所期盼的景观出现，这便是

拍元阳梯田的大视角。摄影创作必须有创作的大视角，然后就能选择合适的机位，也就是拍摄点。 
 
有几处拍摄点特别提示一下：多依树梯田是拍摄朝霞的最佳摄点；哈播乡附近，山谷两边的道道山脊上，梯田依次展开，也

是拍日出的一个好摄点；坝达梯田是拍落日、晚霞的去处。 

 

 

梯田拍摄点 
元阳梯田多数都在元阳至绿春公路两旁。元阳老县城往绿春方向 5 公里就是土锅寨梯田，在公路的左边，早晨拍最好；由土

锅寨前行 11 公里到勐品梯田，在公路右侧，下午、黄昏拍效果最好。 
 
还有一些地方也可以拍到不错的景色： 

1、胜村乡多依树村，距新街镇 25 公里，从胜村进去四五公里，海拔 1900

米。多依树的日出是最美的，就算是不能看到日出，它的清晨，也是美到

极至的一幅动态风景画。大家看到有关元阳的照片中，可能最多的也就是

多依树了，像版画一样，而且颜色多变。 

 

2、胜村乡坝达村，位于县城南部 43 公里，新街东部 15 公里，途经箐口

梯田民俗景区，坝达的日落，只能用让人目瞪口呆来形容它。该景区可观

赏箐口、全福庄、麻栗寨、主鲁等连片 14000 多亩梯田，是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核心保护区之一。在去胜村乡多依树村的途中经过坝达村。 

 

3、俄扎乡哈播村，位于县城南部 115 公里，新街南部 85 公里。因较边远，

所以去的人比较少，哈播四面环山，坡度也陡，所以梯田到现场看感觉会好很多，拍照的话视野不太开阔，光线也不太好处

理。但当地是是研究哈尼族节日、民俗、歌舞的地方。可以在南沙坐去绿春的班车，到哈播村下，首末班车分别是 8:00 和 14:30；

元阳老县城的新街有很多微型车去哈播，沿途会经过老虎嘴。  

 

4、老虎嘴，位于元阳县城南部 50 公里处，在这里可以看到包括勐品、硐浦及保山寨阿勐控等 6000 多亩梯田，它是元阳申

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核心保护区之一。老虎嘴梯田除了立体感强外，颜色的层次感也最强烈，五彩斑澜，像是人画上去一

样的，而且周围梯田的坡度也陡些，在最低处的梯田是最吸引目光的地方，其中离视线最远处的那一片，看起来极像一匹扬

蹄奋疾的俊马！此外近攀枝花处的螺丝田也相当有名，是摄影者的挚爱。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搁浅的左岸 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照看天下 提供） 

http://www.17u.com/blog/9232300#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8506306#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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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街镇龙树坝，位于新街镇西南 5 公里，是土路，有一点难走，面包车可以进去，底盘低的车只好租了当地的小面包，进

村后爬上村后的山头，是最好的取景点。龙树坝的梯田因水里的含养成份跟其它地方的梯田不一样，所以浮萍多，以红色绿

色黄色为主，色彩艳丽。春节前后去的时候浮萍却最多最美，最佳拍摄时间是下午和黄昏。龙树坝附近的金竹寨也值得一去，

步行可到。 

 

 

摄影提醒 

1、元阳一般五月份开始插秧，九月份收割，十二月份灌水。所以最好赏

景的时间就是十月到来年三月间，其中春节前后最佳，此时极易看到云

海。一般在元宵前后，当地野樱花、野木棉花、野桃花和棠梨花开，满

山的红、白色，极为壮观。当地气候多变，建议带上伞，可以遮阳又可

挡雨。当地早晚温差大，注意防寒。 
 
2、龙树坝和多依树的日出可算是元阳梯田中非常精彩的部分；老虎嘴更

有航拍的感觉；另外，老勐星期天有赶集，傣、苗、哈尼、彝、瑶等民

族风情浓厚，特别衣饰上色彩斑斓，建议提早前去，看赶集的同时可抽

时间逛逛周边的寨子。 
 
3、如果不是摄影发烧友，只是随心看看，大可不必赶着人流去那些拍摄

点去凑热闹，随意选一块地方都可以体味到元阳梯田的恬静优美。 
 
4、专程去元阳摄影最好是带上 28-70 广角的镜头，三角架和遮光罩这些配置也应该带上。 
 
5、县城周围少数民族寨子很多，但都在山上，如果想到寨子里去看看，可以找到路边摆摊的老乡领路。这里多数寨子不通公

路，基本上都是山路，很难走，最好穿平底鞋，出发前应该吃点热量比较高的东西，包里备点巧克力、牛肉干之类的东西会

有用的。 

 

其他摄点 

1、菁口：一个哈尼族民族村寨，有民族歌舞表演和哈尼族陈列室。当年

中央电视台专门对菁口的生态农业系统作过专题拍摄。 
 
2、村寨建筑：最有特色的当属哈尼族的蘑菇房，各处都能见到，在菁口

和牛角寨一带比较多。 
 
3、长龙宴：各村寨都有，以哈播的最为有名。每年农历十二月十二举行。 
 
4、新街镇云海：由于地势高，经常被浓雾笼罩。新街镇附近是拍摄云海

的好地方。沿 214 省道过元阳一中，再走 300 米，路边拐弯处有“南无

阿弥陀佛”石碑，左前方出现下坡的水泥岔路。沿此路到元阳民族职业高

中院墙外，水泥路变成了机耕路，继续往山下走 500 米，从路左小径下坡，

一直走到一个狭长的高坡上（坡上有几座孤坟）。如果天气好，站在这个草坡上能拍到云海日出，时间为早上 07:30-08:00。 
 
5、民俗：除了梯田之外，哈尼族服饰和民俗也是拍摄的好题材。特别是因为天气不理想而郁闷的时候，不妨带上相机到乡镇

的街上走走。遇上圩日，满街的人群和色彩会让你觉得就算没有拍好梯田，也不虚此行了。要拍妇女，民族服装和首饰摊附

近是出片多的地方，烟丝摊旁可拍抱着大竹筒抽水烟的老人。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搁浅的左岸 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草净沙 提供） 

http://www.17u.com/blog/9232300#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1079462#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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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 
多依树景区 
多依树景区以五个哈尼族村寨，四个彝族村寨为主，包含爱村、大瓦遮等连成片的六千多亩梯田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展示

云海、梯田、山寨的奇丽风光，哈尼、彝族的多元文化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万六千多公顷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和国家一、

二级的保护动植物。  
景区梯田三面临大山，一面坠入山谷，状如一个大海湾。布满在临山三面的无数村落，一座座蘑菇房如整装待发的帆船；6000

亩梯田均由东至西横向。站在高高的黄草岭村后山观赏，如万马奔腾，似长蛇舞阵。整块梯田上半部分稍缓，如万蛇蠕动，

下半部分较陡直入深渊，如将倾的大厦，令人提心吊胆。6000 亩梯田水源充足，白花花的大海湾如一个巨大的瀑布从南向北

倾泻，壮观无比。  
门票  60 元/天，套票（120 元） 

地址  距新街镇 25 公里，从胜村进去四五公里，距离胜村 10 多分钟路程。 

贴士  多依树的日出是最美的，就算不能看到日出，它的清晨也是美到极致的一幅动态风景画。特别是在日出之际，眼前变

化的颜色让人目不暇接，烟雨迷蒙下若隐若现的多依树村庄，是现实中的梦幻仙境。 

 
 
 
 
 
 
 
 
 
 
 
 
 
 
 
 
 

 
（多依树日出：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闲者老杨 提供） 

@ 闲者老杨： 

乘车来到多依树景区时，天还黑黑的，那儿却已经有了许多摄影人了。 

五、六级的观景台上，已经架满了脚架。 

要想找到最佳机位，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儿了。 

... 

黑黑的夜幕下，我们只好四处寻找拍照的地。 

景区观景台下，有一处咖啡店。 

咖啡店前有一观景阳台。 

一打听，喝咖啡就能去观景阳台拍照。 

于是，花十元钱要一杯咖啡，来到咖啡店的观景阳台上，边喝咖啡边等日出。 

——节选自一起游网友闲者老杨《元阳多依树晨曦日出宛如仙境（组图）》 

 

http://www.17u.com/blog/7859821#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221566.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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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嘴景区 
老虎嘴也叫勐品，距新街镇约 18 公里，是元阳哈尼梯田最具有代表性，最为壮观的地方。1700 多亩数千级的梯田气势磅礴、

线条奇特，在其顶部有一处远观犹如一匹奔腾的骏马，扬鬃奋蹄，十分生动。进入景区后路边有观景台，但最好的拍摄地点

在半山腰的观景台，是拍摄夕阳的好地方，当夕阳西下彩霞满天的时候，梯田水面云光霞影、色彩斑斓，有令人震撼之美。

到达元阳，老虎嘴不可不去。 
 
老虎嘴梯田位于元阳县城 50 公里处。这片梯田分布于深谷间，状如一巨大的花蕊，梯田形状各异，如万蛇静卧于花蕊间，阳

光照射下似天落碧波，浪花泛起，万蛇蠕动。老虎嘴梯田是元阳哈尼梯田最具有代表性、最为壮观的地方，完全可以用绵绵

不绝、丝丝相连、无边无垠去形容。站在高高的老虎嘴上俯视，如潮似海，仔细观看，隐约有两匹奔驰的骏马，又似一只千

年乌龟静卧山间，仿佛讲述着哈尼先民开垦梯田的沧桑史。近百个田棚点缀其间，尤如欲扬帆远航的小舟，令人惊叹不绝。

往西望去，无数级梯田由南向北从深谷伸高，映影于云雾中如三条巨龙在挥舞，在夕阳余辉下，红白黑相映，光彩夺目。往

东遥望，数千亩梯田攀附在七座半圆型山梁上，全成弯月型天梯，直指苍穹。又与七座半圆型山梁上的梯田相连，阳光倾泻，

波光粼粼，形成立体的海洋。  
门票  30 元 

地址  位于元阳县城南部 50 公里处，距离胜村稍远，大约 30 分钟左右。 

贴士  老虎嘴最佳拍日落的地方，是收费景点，人非常多。 

 
 
 
 
 
 
 
 
 
 
 
 
 
 
 
 
 

 
（老虎嘴日落：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闲者老杨 提供） 

@ 闲者老杨： 

下午五时许，我们的车停在了元阳老虎嘴景区门前。 

买上门票进入景区。景区有两处观景台，一处在山下，一处在山上。 

进景区大门，往左下山就去了山下的观景台。 

太阳还老高老高。山下观景台上，已经架满了相机脚架。 

也许是约定俗成，一支相机脚架就是一个机位。 

摄影爱好者们为了拍到一张好照片，如此辛苦地候在那儿等候着最美丽的时刻。 

摄影爱好者们都喜爱山下观景台。 

那儿拍梯田，梯田能表现出层次。那儿拍日落，日落能表现出灿烂。 

——节选自一起游网友闲者老杨《老虎嘴上用哈苏看元阳梯田（组图）》 

 

http://www.17u.com/blog/7859821#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211391.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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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达景区 
坝达的日落，只能让人用目瞪口呆来形容它。坝达景区可以观赏箐口、全福庄、麻栗寨、主等连片 14000 多亩的梯田，这里

也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核心保护区之一。  
门票  30 元 

地址  位于元阳县城南部 43 公里处，新街东部 15 公里，途径箐口梯田民俗景区。  
@ 随心飘飞： 

沿着栈道可进入到坝达景区，从这里俯瞰在中午时分的坝达梯田，与我第一眼就被震撼到了，那是一种被电击的感觉，刹那

的迷失。眼前鱼鳞般地闪亮着的梯田，从山脚一直挂到天上，这是流淌在高山上的海吗？以前，人们说，高山上的湖水，就

是躺在地球表面上的一滴眼泪，然而，这里的梯田已不再是朴素的农业梯田的概念了，而是提炼成了线条、平面和光影——

这分明就是画啊。 

——节选自一起游网友随心飘飞《飘飞在红河州——醉迷元阳梯田》 
 
箐口梯田景区（箐口哈尼民俗村） 
元阳箐口哈尼族民俗村位于元阳老县城——新街镇往南 6 公里处，坐落于半山腰，占地约 5 公顷，全村有 150 户人家，800

多人。村寨树林异常茂密，鸟啼蝉鸣，充满了浓郁的原始乡土气息。民俗村集中体现哈尼梯田文化的共性即森林、村庄、梯

田和江河四度同构的特征，所以又被称为哈尼族四度同构展示区。   
沿着村里的步行游览石板路，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感受到哈尼梯田文化的精华。在这里不仅可欣赏到壮丽的梯田风光，而

且还可以观赏哈尼蘑菇房、寨神林、水渠、分水木刻、水碾房、水磨房、水碓房等生产生活设施，可以参观哈尼族的民族服

饰、梨、耙、锄头和织布机等生产生活用具，展示区内还有两眼清澈见底的泉水即白龙泉、长寿泉。据说不会生孩子的人饮

了“白龙泉”的水后就会生儿育女，喝了“长寿泉”的水后会长命百岁。  
贴士  箐口梯田并不突出，但配上哈尼人的蘑菇房就是别的地方就没办法比了。用小光圈把梯田和蘑菇屋捏在一起，就是精

美如油画般的民族乡村风景。这里的小孩特意穿上民族服装，给他们一两元钱他们会很配合你拍照。有几个摄影者，可能是

等了一早上没有拍出满意的片子，于是想到指挥几个小孩到田埂上走，制造人为景致，效果不错。 

 
 
 
 
 
 
 
 
 
 
 
 
 
 
 
 
 

 
（哈尼族文字：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闲者老杨 提供）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71607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7859821#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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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者老杨： 

箐口村与哈尼族的其它村落一样，座落在大山的半山腰。 

村落的上面有大山，村落的下面也有大山。 

村落的上面是梯田，村落的下面也是梯田。 

哈尼族人在漫长的岁月里，用辛勤和劳苦，用梯田和森林把村落围在了大山里。 

我们在公路边停车下车，一路下坡就到了村子里。 

在去村子的路上，可以看见坝达那边的风景。 

站在村外半山腰的高处，一样可以俯瞰层层梯田。 

仿佛梯田叠在脚下的悬崖上，头上的峭壁上。 

进村的路上，碰见了村民出工下地，也看见了村民在田间耕田和修整田埂。  

——节选自一起游网友闲者老杨《【同程会员日】元阳哈尼族箐口村的前世今生（组图）》 
 
龙树坝 
龙树坝，距离老县城不过五公里，但它是独立的一个点，不与其它点一起，到了村口还要登半小时的山才到观景点，不认识

路的话，可以花钱请村民带领登上观景点。  
龙树坝梯田是离县城最近的大片梯田区，拍夕阳很好，时间合适的话可拍摄红色浮萍。龙树坝的梯田，完全是另一番风情，

它小巧、艳丽、五彩缤纷的浮萍将单调的田园妆扮得充满生机与活力。龙树坝梯田因水里的含养料成份跟其它地方的梯田不

一样，所以浮萍多，以红色绿色黄色为主，故色彩艳丽，是拍近景及爱好徒步人士的极佳去处。  

 
 
 
 
 
 
 
 
 
 
 
 
 
 
 
 
 

（哈尼族文字：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闲者老杨 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搁浅的左岸 提供） 

 
@ 搁浅的左岸： 

而在龙树坝的梯田，却完全是另一番风情，它小巧，艳丽，少了几分壮阔，而多了一些俏皮与活力。龙树坝梯田因为水里的

含养成分跟其他地方的梯田不一样，所以浮萍最多，以红色绿色黄色为主，如果你想近距离接触它，这里是最合适的地方。  

——节选自一起游网友搁浅的左岸《云南·元阳梯田梦幻五线谱》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23686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7859821#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9232300#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091025.html#refid=2582175


                      元阳旅游攻略（2013 年版） 

交通 到达元阳 
 

 

 

 

 

 

 

 

 

 

 

 

 

 

 

 

 

 

 

 

 

 

 

 

 

 

 

 

 

 

 

 
 
 
 
 
 
 
 
 
 
 
 
 
 

借道昆明 
坐飞机到元阳——需先到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再由昆明转车

至元阳。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开通有国内各大城市的航班。 

 

 

 

 

【机场到昆明市区】 

 空港快线 

空港一号线（主城区、西市区、西北市区线） 

空港二号线（南市区线） 

空港三号线（北市区线） 

快线票价：每班空港快线票价为 25 元。 

运营时间：昆明市区—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05:00-22:00，每

30 分钟一班，高峰期每 15 分钟一班。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昆明市区 09:00-24:00，每 30 分钟一班，高峰期每 15 分

钟一班。 
 
 地铁 

机场到昆明东部汽车站的地铁 6 号线已经开通。运营时间为

每日 9:00—18:10，发车间隔 25 分钟。目前只开通东部客

运站→长水机场。首班车 9 点，末班车 18 点 10 分。 
 
 公交 

903 路：东站—昌宏路口—大板桥镇—大板桥园艺场—戒毒

所—女子监狱—长水国际机场南工作区—长水国际机场 

 

从昆明如何到元阳 
 汽车 

从昆明南部汽车客运站有日班和夜班班车到元阳，日班车是

高快客车，10:20 发车。夜班车是卧铺车，发车时间大约是

晚上 20:00 左右，第二天早上 5:30 左右到元阳新县城（南

沙） , 7:00 到元阳老县城新街镇．但卧铺车不太干净，而且

不走高速公路，所以时间也特别长，票价 128 元。 
 
南部汽车客运站（新螺蛳湾公交枢纽站） 

方向  到普洱市(景东县、上允镇除外)、西双版纳州、玉溪

市、建水县、石屏县、元阳县、绿春县、红河方向      
 
公交路线：154 路；165 路；178 路；179 路；186 路；190

路；C4 路；C5 路；C6 路；C7 路；C12 路；C13 路；C14

路；另,该车场周边途经 3 条线路(12、170、170 专)      
 

地址：广福路与东城中干道交叉口东侧 

东部汽车客运站      

方向：开往陆良县、师宗县、罗平县、文山州、红河州(除建

水县、石屏县、元阳县、绿春县、红河县外)、石林县、宜良

县方向。      
 
公交线路：临 1 路、临 2 路、60 路  
 
地址：东连接线与人民路延长线虹桥立交桥西侧 
 
小贴士：从南站和东站出发车程都差不多，但是东站走的路会

相对舒服些，因为走的地方大多都是高速，而选择南站的建水

到南沙这一段走的是山路。 

 
 自驾 

自驾车如果从昆明出发，可以走昆明到玉溪再到元江。这段是

高速。过了元江，一直到红河都是二级路，车少路好，相当好

跑。从红河到元阳也是二级路，有两处塌方，每段不超过十米，

不影响行车。从元江到元阳不到三个小时就能到。建议走这条

路。因为元江到红河的二级路新开通不久，地图上还没有。 
 
如果从研和镇下高速，经海通和建水、个旧到元阳。研和到海

通的一段，还有个旧的一段不如红河的路好。 
 
如果从建水直接到元阳都是山路。 
 
自驾线路 

昆明——江川——通海——建水——鸡街——个旧——冷墩

——元阳（南沙）——元绿二级路——新街镇。   

 

从建水如何到元阳 
建水——元阳早晚有很多班次，7:15-18:40 滚动发车，车很

干净，票价 32 元，3 小时就到了。 
 

坐 7 :30 昆明汽车客运站到建水的车，票价 42.5 元，11:30 

到建水，时间充裕还可以顺便到建水古城去看看。 
 
如果直接走，11:50 有到元阳的车，12:10 有到绿春的车。2.5 

小时到元阳新城南沙镇，都是盘山公路，有点让人晕头转向，

但司机的技术特别好，在这样的公路上也能开得飞快，乘客的

担心有些多余。 
 
南沙镇到老城新街镇还有 28 公里，大约需要 1 小时，公共

汽车 3 元／人，中巴 5 元／人。 

预 订昆明 特价机 票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kunming-1.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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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阳到罗平 
从元阳到罗平，可走元阳—个旧—弥勒—泸西—师宗—罗平

这条线，花时 7-8 个小时，车费约 60-70 元，路况还可以。 
 
元阳至个旧间新建了隧道，车程缩短至 2 个小时。个旧到泸

西的车很多，泸西到罗平的车也很多。但泸西直达罗平的车

并不多，只有早上 7:50 有一般。建议从泸西包车或者从泸

西转车到师宗，然后前往罗平。泸西到师宗以及师宗到罗平

的车程均在 1 小时左右。 

 
回程路线 
元阳新县城（南沙）到建水的首末班车分别是 7 :10 和 18:40，

基本上是 20 分钟一班。 
 
元阳新县城（南沙）到个旧的首末班车分别是 7:40 和 18: 

35，也是 20 分钟一班。 
 

元阳新县城（南沙）有直接到昆明的车，发车时间是 09:05、

16:00、18:30。班车途经南沙、个旧、建水、通海、玉溪，

全程不到 7 个小时，票价 100 元左右（含保险）。 
 
元阳老县城（新街）到开远（南站）每天早上 06:40 途径南

沙时会停留半小时，11:00 左右到，票价 23 元。基本都是

在山下走，比起去建水的路要好很多。 
 
新街汽车客运站距离镇中心的梯田文化广场 1 公里，若步行

前往，顺来时的公路（214 省道）往回走，在新苗幼儿园对

面（公路右侧）有笔直的下山台阶，走下去就到客运站了。 

 

 

 

 

交通  行在元阳 
新 街 镇 有 班 车 前 往 附 近 的 乡 镇 和 村 庄 。 到 多 依 树 首 班 车

07:30，返回末班车时间不定，大概在 18:00-19:00，票价 5

元。到胜村首班车 10:30，末班车 16:00，票价 5 元；到噶娘

12:00、13:30、16:30 三班车；到攀枝花、黄茅岭、哈播、俄

扎、绿春方向的首班车大概在 07:30，末班车大概是 18:30。 
 

梯田广场上有很多微型车，从早到晚运营从新街镇往返各梯田

摄影点以及各乡镇的交通，滚动发车，坐满就走。价格大约如

下：菁口 5 元、坝达 7 元、胜村 10 元、麻栗寨 10 元、老虎

嘴 10 元、攀枝花 10 元、多依树 15 元、黄茅岭 18 元、牛角

寨 15 元。 
 
如果在元阳时间较紧，天气又好，最便捷的交通工具是包租一

辆微型面包车，春节前的价格是 280 元/天，凑够 7 人，更为

划算。一般是 06:00 出发去多依树拍日出，返程沿途拍摄，中

午回到新街休息，16:00 去老虎嘴拍日落。如果司机熟悉拍摄

点，能根据天气情况，为你提些拍摄建议，随时停车指路，那

收获可就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了。 
 

到元阳的其他地方旅游，建议还是包车比较好。在县招待所门

口租车，一天的费用大概是 300 元，如果能讲价的话，还可

以拿到更便宜的价格。去哈播可以做到金平的公共汽车，中巴

车也有，也有中巴车可以到老勐。 

元 
阳 
景 
区 
游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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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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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路线 
元阳三日游 
D1：元阳 → 老虎嘴 

D2：大鱼塘 → 坝达 → 黄草岭 → 老虎嘴日落 → 多依树 

D3：多依树 → 箐口 → 元阳南沙新镇闲荡 → 返程 

 

行程详解 

D1：元阳 → 老虎嘴 

到达元阳新县城南沙或者老县城新街镇。时间充足的话，可以先前往老虎嘴看日落，观赏完毕后，返回元阳老县城新街镇住

宿。 
 

D2：大鱼塘 → 坝达 → 黄草岭 → 老虎嘴日落 → 多依树 

大鱼塘村，大鱼塘村位于景区门口，是 6 个原始蘑菇房改造的村落之一。村子很干净，

村口有一个停车场，黄色的蘑菇房很漂亮，很有感觉。 
 
坝达梯田景区，沿着栈道可进入到坝达景区，从这里俯瞰在中午时分的坝达梯田，非常

震撼。 
 

继续前往黄草岭观赏完毕后，前往老虎嘴观日落。观赏完毕后前往多依树景区，以方便

第二天看日出。多依树景区内可以住宿，不必住在胜村。 
 
D3：多依树 → 箐口 → 元阳南沙新镇闲荡 → 返程 

早上早点起床，前往多依树景区，观赏云海日出。 
 
日出观赏完毕后，可返回箐口，游览哈尼民俗文化村。观赏完毕后可以在元阳新县城逛

逛，感受元阳的民俗风情。然后从南沙返程，或者第二天返程。 

 

网友实地体验——元阳二日游 

D1：大鱼塘-坝达-黄草岭-老虎嘴日落-元阳老城； 

D2：多依树日出-箐口-元阳南沙新镇闲荡 
 
门票：100¥，含坝达、老虎嘴、多依树、箐口，每个景点只可用一次，多日有效，导游证免票。 
 
没想到即使在前几次见识过绿春的梯田美后，归来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元阳归来不再看梯田”的话语，如果说绿春的梯田

是美的话，那么元阳的梯田是壮观和震撼到极致了。这些哈尼梯田给人带来的怎样的一种视觉冲击啊，梯田，演变成了一只

只精灵，时而宛如一道道天梯直挂云天，时而又像叶叶扁舟显现于茫茫大地上，这就是哈尼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写成的一首首

高原上蔚为壮观的乐章——哈尼梯田。 

——具体行程参见一起游网友随心飘飞《飘飞在红河州——醉迷元阳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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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旅游线路推荐 

昆明至坝美环线（昆明—腾冲—怒江—大理—元阳—坝美）  

D1，乘飞机至昆明  

D2，昆明-大理-腾冲 

D3，和顺古镇  

D4，腾冲热海、绮罗乡 

D5，猴桥、槟榔江 

D6，火山、柱状节理、黑鱼河，返程去北海湿地  

D7，腾冲－六库 

D8，六库－贡山 

D9，贡山－丙中洛 

D10：丙中洛－重丁村－石门关－上秋那桶 

D11：秋那桶周边村落采风，休整，宿丙中洛。 

 

红河州•元阳：昆明—玉溪—通海—建水—元阳 

线路看点： 

保山寨梯田，如万马奔腾，浩浩荡荡恰似航拍的老虎嘴梯田，似天落碧波、双龙飞天

的阿勐控梯田。你可在公路下边的某个位置支好三脚架，等候黄昏日落时的梯田熔金

效果。在这世间罕见的梯田景区，定让你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赶到胜村乡住上一宿，次日一大早驱车直奔多依树景区。如果运气好，多依树梯田峡

谷中涌上云海，太阳呈逆光角度，驱使天边观音山顶的彩霞慷慨地将金色洒满面前的

层层梯田，普高老寨、多依树、岩子脚等哈尼族彝族山寨坐落其间，被梯田和云雾掩

映得扑朔迷离，如诗如画。国内外大师及影友至此，屡有佳作。  
 
如有专车最好是越野吉普，你还可以从容地到果期、新安所、新城、小新街、大坪、

逢春岭等地转一转，探探险，猎猎奇，也许还有更多独到的意想不到的收获。  
 

元阳有哈尼，瑶，苗，傣，壮，彝等民族。民族风情非常浓郁。在县城的街上就可以

看到赶街的少数民族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很有味道。但最好的欣赏民族风情的地方

就是乡下的街子。老勐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在那里以苗，彝，瑶，哈尼为主，一到赶街日，山民们就盛装出门，街上商

品琳琅满目，有牲畜，生产资料，民族手工艺品，日常用品，农副产品，风味小吃等。  
 

交通参考：自客运站长途班车直达.，或先乘班车至建水转车。  
 

行程建议：  

D1：昆明—元阳  

D2：元阳—胜村乡多依树村—元阳  

D3：元阳—攀枝花乡猛品村—昆明 

 

 

 

 

 

 

D12：丙中洛－贡山，休整准备进入独龙江  

D13：贡山至独龙江 

D14，独步拜访一些独龙的村寨  

D15：独龙江－福贡－六库－大理 

D16：大理 

D17：大理-昆明 

D18：建水-元阳  

D19：多依树、胜坝、坝达乡 

D20：体会民族风情 

D21：元阳－个旧－开远－砚山－广南，宿广南 

D22：广南坐车至法利，坐船进坝美村 

D23：法利—广南—丘北—昆明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53_2.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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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想拍清晨的梯田，住老县城比较好，较大的宾馆有云梯顺

捷酒店、云梯大酒店、梯田公寓等，标准间都在 150 元以

上。除了新街外，住在胜村也是不错的选择，周围拍摄点

比较集中，但租车、吃饭估计没有新街方便。 
 
另外，如果要到多依树看日出的话，不要住在元阳新镇（南

沙镇），南沙镇在山下，也不要住在元阳老镇（新街镇），

新街镇在山上。南沙镇到达元阳老镇（新街镇）要四十分

钟以上，到达看日出的多依树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所以住在多依树最好，走出来就可以看日出，因为只能在

这里看日出。 
 
推荐几家价格比较便宜口碑甚好的住宿以供参考： 

1、县政府招待所，在汽车站对面。三人间 15 元／人，四

人间 10 元／人，还有八人间 5 元／人，豪华标间 150

元。如果喜欢热闹还想借外出的机会多交些朋友的话，八

人间就不错，光线也好，寝具每天都换，公用洗澡间及卫

生间也是每天打扫的。这里最不足的就是住客拿不到钥匙

的，服务员不在时不太方便。 
 
2、元阳陈家旅社，在元阳县老县城老汽车站旁，为家庭

式的旅馆，住宿环境整洁，老板人好，比较专业，登记住

宿时会给每人赠送一张手绘地图，告诉客人第二天如何安

排游玩线路。无敌阳台，在上面可以看梯田和日落。标准

间  65 元 / 间 ； 普 通 间  25 元 / 间 。 老 板 电 话 是 

0873-5622343 。 详 细 介 绍 ：

http://www.likefar.com/inn/249/ 
 
3、多依树阳光客栈就在多依树观景台下方，标间 70 元，

楼上的阳台就可以看见梯田。 
 
4、胜村乡观田大酒店，标准间 100 元/间，春节期间会贵

一些。电话 0873-5620199。条件不错，晚上热水有保证，

一楼还有个饭店，这里吃饭是你到厨房看了菜告诉老板要

些什么菜。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随心飘飞 提供） 

 

美食 
在元阳吃是一个独特的享受，元阳气候复杂，动植物种类繁多，

又是六个少数民族高度聚居地区。各民族有自己的饮食习俗，

形成了错综复杂，各具特色的饮食。 
 
鲤鱼 

梯田是养鱼的好地方，因水是流动的，清澈的。在这样的条件

下养出来的鱼光滑柔软、肥胖、其肉质细嫩、骨酥、味甜。酸

笋煮鱼，便是一道难得的佳肴。 
 
田螺 

元阳梯田水流动、清澈，田中泥软而深，是田螺生长的地方，

在这样的条件下生长的田螺肉质香甜，味美无比，其含钙质较

高，又有较好的药用价值。 
 
田棚鸡 

元阳人民为耕作方便，喜欢在梯田里建一个田棚，以作歇凉，

存放农具用品。而中老年人喜欢清静，就住在田棚里，这里往

往还养着鸡、鸭。这种鸡早出晚归，以外虫、果、叶为食，实

际上成了野鸡。田棚鸡健壮，肉瘦细嫩，其味香甜，备受欢迎。 
 
闷锅酒 

将精选出的包谷，荞子或稻谷发酵后，用没有经任何污染的高

山清泉水人工酿制而成。制作特别，酒色清亮淳净，清香醇扑。 
 
烧豆腐 

用本地产的黄豆做成豆腐，压干后用布块包成方形，再经三至

五天凉干后，用火烤吃，味香，是元阳的一道独特风味。 
 

食蛹类 

采集野生可食幼虫加工而食，有大黑蜂蛹、大黄蜂蛹、马蜂蛹、

草蜂蛹、白脚蜂蛹、葫芦蜂蛹、土蜂蛹、蜜蜂蛹、树蛹、竹蛹、

虾巴蛹等，采集时间为 8 至 11 月，采集后水煮食为甜，油炸

食为香，以大黑蜂蛹、竹蛹为最佳。是宴席上的上等佳肴。 
 
食虫类 

采集野生可食虫类加工而食，有土狗虫、蚂蚱、蝉等，采集到

后油炸食，味香甜可口，以蚂蚱和蝉为上等品。元阳还有许多

野生植物的叶、花、根、茎可以食用，且味道鲜美，如皂角叶、

甜树叶、玉荷花等。 
 
美食贴士 

① 新街的主要饭馆都集中在广场周围，如六军饭店、包老六

饭店、老四川饭店等。 

② 所有饭馆都没有菜单，原材料一律装盘放在厨架上，由顾

客直接“点”菜。 

③ 拍摄梯田起早贪黑，最好自备些干粮带着。镇上有超市和

糕点铺，买食品是方便的。 

 

http://www.17u.com/blog/1038600#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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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士 
1、元阳梯田主要景点就是四个：多依树看日出，坝达看

日落、看云海，老虎嘴看日落，箐口看云中仙境。 
 

2、坝达看云海日落：从多依树去坝达看云海日落，路上

拦车，10 元。日落：一般下午都是 04：30 后开始去，大

概 06：30 日落，这段时间梯田颜色变化最多。另外，坝

达看云海，随时可以去看。 
 

3、老虎嘴看日落：老虎嘴只能看日落，老虎嘴单独一个

方向，最好是在客栈组团包车去，从多依树或者新街镇过

去都要四十分钟，路上拦车也可以。除非就一天时间，不

建议包车。因为从新街镇到任何地方拦车 20 元最多，一

般都是 15 元。去老虎嘴 04：30 后去就行，去早了没有

用，六点半多结束。 
 
4、白天一般都是去箐口和坝达，看云海。如果只能看一

次日落的话，就去老虎嘴。 
 

5、如果就安排一天时间，建议住多依树，包车 300 元以

内每天。多依树看日出，坝达看云海，箐口看云海，老虎

嘴看日落。切记把时间分配好了，多依树不能看日落，老

虎嘴也不能看日出。 
 

6、关于看日落：不是晴天才算好天，要梯田上面有白云

才能看日落，雾天没法看日落，晴空万里也没法看，梯田

上面有白云最好。 
 
7、气温：别看天气预报，全假的，那都是南沙镇的气温。

山上要冷很多，都是穿面包服看日出。 
 

8、长途客车：一般客车都是到南沙镇，要转车才能上山

到新街镇，多依树。新街镇也有回建水和昆明的客车。到

建水最晚的下午四点半。建水古镇到元阳的长途客车 11：

30 分有一班直达新街镇的，走的都是高速和二级路。其

余的车都是到南沙，而且都是走的盘山路。昆明到元阳大

概七个半小时，建水到元阳大概两个半到三个小时。 
 
9、其他景点没时间或者不是发烧友就别去了，四个景点

已经审美疲劳了，有时间的话，去梯田边走走也不错。 
 

10、元阳梯田的寨子都是在山顶上，所以坐车环山顶就可

以到各个观景点，梯田都在观景点下面，不象龙脊梯田还

要自己爬几个小时山路。 

 

 

 

 

11、各个景点之间几乎没有更好的观景点， 所以徒步的意义

不大，体力好走走也无所谓，在路上随便可以拦车，哈尼族人

非常友善，不会宰人，上车 3 元、5 元、十元、最多 15 到 20

元，根据距离要价。 
 

12、多依树景区就是个寨子，里面有客栈可 以住，就是住在

青旅空闲时间下去到梯田看看，也很漂亮。老虎嘴附近没法住

人，来回都不方便，最好组织客栈的人一起包车去看日落。当

然搭便车也能回来。坝达和箐口附近也有很多寨子，住宿情况

不详，也不建议住，白天看这两个景点最好，当然坝达也可以

看日落。 
 
13、从元阳老镇（新街镇）往上其他景点寨 子都在山顶，海

拔 1600 以上，相互间距离较远，但山路车辆比较好走，围着

山顶转圈。 
 
14、南沙镇（元阳新镇）在山下，从南沙镇 到新街镇都是爬

坡山路，很陡但是比较好走，到了新街镇就比较平缓了。 
 
15、路上很多长安小面包车，这是元阳主要 交通工具。有专

门的来往于各村落的，也有顺路经过的，都可以拦。还有自驾

车去的，运气好可以免费搭车。住青旅只要在大厅里站着，就

会有人主动组织一起包车玩。不是每天都能看到日出日落的。  
 
16、元阳的天气变化很快。经常雨啊雾呀的 ，所以很多景点

要去两三次才能看到。雨后第二天立即去箐口，云海最美。 
 

17、网上所有的地图都仅供参考用，其实没有那么多观景点，

就四个主要的，所谓的观景点，很多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

片梯田，比如从坝达到箐口，都是一片梯田，角度不同而已，

既然设了观景点，肯定是最好的位置，所以不要乱跑着看。 
 

18、老虎嘴是一片，多依树是一片，龙树坝 很小很分散，不

是摄影家看不看无所谓。 
 
19、梯田最美的是不同的时间段，同一个位 置会看到不同的

颜色，所以呆在一个位置一下午，会看到雾海和梯田颜色的变

化，这个最美。 
 

20、包车就是长安面包车，价位大概在 220 到 300 之间。其

实就是去老虎嘴比较不方便。多依树、坝达、箐口一路上都可

以拦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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