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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两天
花费：800 元
旅游最佳时间：
黄果树瀑布以秋夏雨季时分景色最为壮观。这时黄果树瀑布高 67

鸣谢

米，顶宽 84 米，达全年最高纪录。水从河的断面层滔滔而下，声
如雷鸣，气势磅礴，震天动地，摄人心魄。

本地人忠告
由于在瀑布下行走，水很大，如导游没有给游客准备雨披，最好自
己备好雨披。虽然在景区有卖一次性雨披，价格也不贵，但是那雨
披是极其薄的塑料。另外，如果夏天去，那种薄的塑料雨披贴在身
上很不舒服，其他季节去可以准备厚点的雨披，夏天的话从超市买
一次性的雨披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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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作者发现自己作品被使用，请及时向欣欣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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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作者的版权信息。
在此，本攻略特别鸣谢网友：

bigcall、

13251111688、plj123、prettya、
87588618758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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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做的事
观黄果树大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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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big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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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果树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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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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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之余可以一尝。

穿越水帘洞
黄果树水帘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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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是电视剧《西游记》中的花果山水帘洞的外景拍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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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黄果树
概况
黄果树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位于中国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
治县，距省会贵阳市 128 公里，距西部旅游中心城市安顺市区 45 公里，
有滇黔铁路、株六复线铁路、黄果树机场、320 国道、贵（阳）黄（果树）
高等级公路贯通全境，新建的清（镇）黄（果树）高速路直达景区。
黄果树瀑布，位于黄果树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内，是珠江水系打邦河
的支流白水河九级瀑布群中规模最大的一级瀑布，因当地一种常见的植物
“黄果树”而得名，瀑布高度为 77.8 米，其中主瀑高 67 米；瀑布
宽 101 米，其中主瀑顶宽 83.3 米。黄果树瀑布属喀斯特地貌中的侵蚀裂
典型瀑布。黄果树瀑布不只一个瀑布的存在，以它为核心，在它的上游和
下游 20 千米的河段上，共形成了雄、奇、险、秀风格各异的瀑布 18 个。
1999 年被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评为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群，列入世界吉尼斯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bigcall

记录。

古寨名胜
黄果树是布依族苗族聚居地，到处是别具一格的石头建筑。黄果树附近的石头寨是著名的蜡染之乡，滑石哨是全国第一个布依族
保护村。黄果树附近有很多的名胜古迹，以“千古之谜”的红岩碑最为著名，此外还有相传石三国遗迹的关索岭、孔明堂、跑马泉、
御书楼等。景区近年来投资数百万元在黄果树瀑布下景区内安置了大型照明灯和大型激光演示系统。夜游黄果树瀑布，如临幽幻迷离
的仙境，别有一番情趣、在瀑布旁边的老龙篝景区，石丛奇特，曲径通幽。内有碑林公园，记载了历年来文人墨客对黄果树的一片深
情。
黄果树瀑布的优美景色，很早就为人们所欣赏。黄果树瀑布，古称白水河瀑布，亦称黄桷树瀑布、黄葛树瀑布或黄葛墅瀑布。早
在明朝弘治年间的《贵州图经新志》中就有文字记载，之后在嘉靖年间的《贵州通志》、
《贵州山泉志》和《贵州名胜志》等均有记载。
至于明朝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更是对黄果树瀑布作了生动而科学的详细描述。

蜡染
蜡染是贵州著名的民间传统工艺品，也是我国古老的传统印
染方法之一，其中以安顺的最为有名。安顺蜡染已有两千多年的
历史，以苗族和布依族蜡染为主，承传了古老的工艺，在图案上
因民族的好尚不同而存在一些差异。其花纹细致，色彩浓郁，常
见的图案有山川风景、花鸟虫鱼、仕女人物、古代文物等。取材
十分广泛，加之造型不拘一格，极富浪漫主义风格。色彩通常采
用红、黄、棕等多色套染，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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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推荐
黄果树大瀑布景区 → 水帘洞 → 天星桥景
区 → 黄果树漂流

龙宫 → 黄果树 → 马岭河峡谷（2 天）

这条线路仔细的游览了整个黄果树大瀑布景区，尽享黄果树瀑
布震撼的景象。
这条线路可以看尽溶洞瀑布，还能欣赏到地球最美伤疤的美丽
交通

景色。

① 黄果树大瀑布 → 水帘洞：景区入门后可步行或选择电梯前

交通

往黄果树瀑布，然后步行至水帘洞。
① 龙宫 →黄果树：
② 水帘洞 → 天星桥景区：水帘洞出来后，乘坐景区内的旅游
龙宫至黄果树有私人的士，不过价钱挺贵，建议回到安顺，

车

从安顺南站乘车前往黄果树景区。游玩过后返回安顺住宿。
天王天星桥景区。
② 黄果树 → 马岭河峡谷：
③ 天星桥景区 → 黄果树漂流：游览完天星桥景区后步行至黄
第二天直接从安顺前往贵阳，从贵阳汽车站乘前往兴义的车，

果树漂流处。午饭可以在景区内吃饭，有小卖部。

再从兴义乘中巴到马岭河峡谷。
住宿
住宿
在此条路线中，可以住在黄果树瀑布景区内，里面有众多的民
在这条线路中，第一天游龙宫和黄果树，晚上可以直接住

间旅馆可住，价格在 60-200 之间。也可以住在景区内的金谷瀑

在黄果树景区，或者是返回安顺住宿。建议返回安顺，第二天

布山庄或者黄果树宾馆。

直接从安顺前往贵阳，再转车至兴义。这样会比较方便。

欣欣线路推荐

黄果树瀑布双飞精华五日游
欣欣价：3300 起

厦门到贵阳双飞五日游
立即预定

欣欣价：2480 起

>>更多线路推荐

厦门—黄果树深度双飞四日游
立即预定

欣欣价：2980 起

立即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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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攻略
外部交通
飞机

贵阳机场到黄果树
>>更多打折机票信息

方式一

安顺黄果树机场，距离黄果树还有 45 公里，目前航班较少，只有

① 贵阳——金阳客运站：从贵阳机场乘坐机场大巴或者是 216 路

到广州的直飞。其航班为每周二、周六各执行一班，机型空客 319.

（5 元）
，到达火车站，然后换成 60 路或 29 路（2 元）
，前往金阳

广州飞安顺起飞时间为 21:05，降落时间为 22:40。而安顺飞广州，

客运站。在金阳大道四号站下车即可。如果打车的话，大概是 70

起飞时间为 23:20，降落时间为 00:55。

元左右可到。

由于安顺机场航班单一较少，建议直飞贵阳。由贵阳前往黄果树会

② 金阳客运站—黄果树：从贵阳金阳汽车总站，乘车直接前往黄

比较方便。贵阳龙洞堡机场，距离贵阳市区 11 公里。目前已开通

果树。
（适合旅游旺季乘坐）

至北京、广州、深圳、上海等大中城市的航线，以及到香港、澳门、
新加坡、泰国曼谷等地的航线。

票价：50 元/人。
发车时间：8:00-12:45，人满即发，车程约 2 个半小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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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

汽车

① 贵阳—安顺：从贵阳机场先到贵阳金阳客运站，然后从金阳汽

安顺汽车南站

车站乘坐前往安顺的车。

>>更多汽车时刻信息

主要发往贵阳、六枝特区、兴义、织金、黄果树等方向的车。

票价：35 元

地址：南华路黔东大厦对面。

发车时间：7:00-19:00,10 分钟一班，车程约 90 分钟。
注：买到安顺的票时，记得购买到安顺汽车南站的票。

安顺汽车西站
主要发车方向与南站差不多，此外还有发往普定、格凸河、花江大

② 安顺——黄果树：安顺汽车南站购票前往黄果树。

峡谷的车。

票价：11 元。

地址：塔西路公安大楼旁边。

班次：20 分钟一班，车程约 1 个小时。

欣欣小贴士

注：如果是安顺汽车西站，则乘坐安顺到关岭的客车，在到达黄果

① 安顺汽车南站可乘坐安顺—黄果树客车，在新城票务中心下车，

树停车场时下车即可。

发车时间 7:00-18:00，20 分钟/班，11 元/人次。

方式三

② 安顺汽车西站可乘坐安顺—关岭客车至黄果树停车场下车，发

贵阳机场—安顺—黄果树：乘坐机场大巴到安顺（60 元）
，下车后
过马路（即黔中大厦对面）
，到安顺汽车南站乘坐安顺到黄果树的
专线车（13 元），到黄果树新城票务中心下车。

火车

>>更多火车时刻信息

安顺通过川黔、湘黔、黔桂铁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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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时间 6:00—17：30，30 分钟/班，11 元/人次。

自驾
黄果树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位于贵州省西南部，距省会贵阳市 128
公里，距西部旅游中心城市安顺市区 45 公里，距昆明 390 公里，
现有滇黔铁路、株六复线铁路、黄果树机场、320 国道、贵黄公路、
沪昆（上海—昆明）高速公路直达景区。

游专列“黄果树”号每日往返于贵阳和安顺之间。

到达黄果树

安顺站

贵黄公路

地址：安顺火车站位于南华路，离汽车南站尽 5 分钟路程很近。

贵阳—清镇—平坝—安顺—镇宁—黄果树瀑布；里程 134 公里，
耗时约 2 小时；

交通：途径火车站的公交有 1 路、2 路、3 路、4 路、5 路、6 路、
13 路等。

沪昆高速（上海—昆明）

贵阳火车站到黄果树

昆明—曲靖—胜境关—晴隆—关岭—黄果树瀑布—镇宁—安顺—
平坝—清镇—贵阳—凯里—怀化—长沙—上海；黄果树西距昆明

贵阳—安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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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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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果树
安顺汽车南站购票前往黄果树，票价 11 元。

400 公里，耗时约 4 小时 30 分钟；东距贵阳 128 公里，耗时约 1
小时 30 分钟。
320 国道
贵阳—平坝—安顺—镇宁—黄果树瀑布—关岭—晴隆—胜景关—
曲靖—昆明；
水黄高等级公路
水城（六盘水）——黄果树瀑布；里程 135 公里；
关兴高等级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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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义—兴仁—关岭—黄果树瀑布；里程 170 公里，耗时约 3 小时；

安顺—威宁草海

毕节市至黄果树

清黄路至黄果树出口（45 公里）
，转上水黄公路 130 公里至水城，

① 毕节—贵阳—黄果树：由贵毕公路 200 公里到达贵阳，转贵黄
路 25 公里，前行上清黄高速 102 公里到达黄果树景区，共约 330
公里，耗时约 4 小时 30 分钟。
② 毕节—织金—安顺—黄果树：贵毕公路行 65 公里到黄泥塘出
口下，转 S209 省道 58 公里到达织金，转安织公路 90 公里到达安
顺，再转清黄高速 45 公里（贵黄路 47 公里）达黄果树景区，共
约 250 公里，耗时约 4 小时 40 分钟。

安顺至周边其他景区
安顺—龙宫
上清黄路至安顺西站（龙宫/幺铺）出口，18 公里，转 X007 县道

转 S102 省道 75 公里达威宁，共 250 公里，耗时约 4 小时 30 分
钟。

安顺交通
公交车
安顺市内的中巴车票价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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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雀，全部实行打表收费，7 时
至 24 时起步价 （3 公里以内）5 元，超过 3 公里每公里加收 1.4
元，延时 5 分钟按 1 公里计算。0-7 时起步价（3 公里以内）10

（12 公里）直达景区，共 30 公里，耗时约 30 分钟，过路费 10

元。

元。

租车

安顺—天龙屯堡、天台山

到黄果树包出租 120-150 元。可议价。黄果树景区内出租车起步

贵黄路 8 公里至两所屯转 S102 省道行 19 公里到达景区，共 28

价 5 元，可议价。

公里，耗时约 30 分钟。

黄果树至周边自驾线路

安顺—格凸河

安顺—黄果树瀑布 高速 45 公里，耗时约 30 分钟，过路费 20 元；

由紫云路出城上 S209 省道并经过紫云县城后直通景区，105 公里，
耗时约 2 小时 20 分钟。
安顺—花江大峡谷
由龙宫大道上清黄高速至黄果树出口（45 公里）
，转 G320 国道（公
16 公里）至断桥，转 S210 省道（21）公里至花江镇，再转游道
8 公里达景区，共 90 公里，过路费 20 元。
安顺—织金洞
安织公路（90 公里）至织金县县城，转 S307 省道（10 公里）至

贵黄路 47 公里，耗时约 45 分钟，过路费 15 元。
黄果树瀑布—石头寨—夜郎洞 9 公里到达石头寨，耗时约 15 分
钟；前行 10 公里达夜郎洞，里程共 19 公里，耗时约 3 0 分钟。
黄果树瀑布—天星桥—黄果树漂流—朗宫 7 公里游道达天星桥
（12 分钟），前行 3 公里达黄果树漂流，再前行 2 公里达朗宫，共
12 公里，耗时约 20 分钟。
黄果树瀑布—滴水潭瀑布 10 公里游道，耗时约 20 分钟。
黄果树瀑布—红岩天书 8.5 公里游道，耗时约 15 分钟。
黄果树瀑布—神龙洞 5 公里贵黄路，耗时约 10 分钟。

三甲，再转 7X48 县道 10 公里到达景区，共 110 公里，耗时约 2

黄果树瀑布—龙宫 上清黄高速安顺方向行至龙宫出口处，顺游道

小时 40 分钟。

前行约 8 公里即到达，共 40 公里，耗时约 30 分钟，过路费 10 元；

安顺—马岭河大峡谷、万峰林
清黄路至黄果树出口（45 公里），转 G320 国道 30 公里至关岭，

贵黄路经过镇宁，前行约 11 公里处向右转（路旁有明显的景区指
路牌）
，顺游道前行约 8 公里即到达，里程 42 公里，耗时约 45 分
钟。

转上关兴路 170 公里达兴义市，共 245 公里，耗时约 4 小时；兴
义距马岭河大峡谷景区约 5 公里，距万峰湖景区约 30 公里。

黄果树瀑布—花江大峡谷 国道 县道共 43 公里，耗时约 1 个小时。
黄果树瀑布—水城—威宁草海 水黄路至水城，县道至威宁，共 215
公里，耗时约 4 小时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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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
套票：180 元（旺季）
，160 元（淡季）
，包括黄果树、天星桥、陡坡塘；
天星索道：10 元；

黄果树漂流：158 元/人/次；

景区环保观光车：50 元元/人/次；
神龙洞景点：70 元

石头寨景区：40 元

返回目录

09

景点
黄果树大瀑布景区
黄果树大瀑布景区是黄果树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含黄果树大瀑布、水帘洞、盆景园、螺蛳滩瀑布等景点。

黄果树大瀑布

盆景园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bigcall

高 77.8 米、宽 101 米，是世界上唯一可以从上、下、
前、后、左、右六个不同方位观 赏的瀑布，世界上唯一有
水帘洞全程自然贯穿，且能从洞内外听、观、摸的瀑布。

水帘洞

堪称黄果树大瀑布一绝，位于大瀑布 40—47 米的高度

距黄果树大瀑布 500 米，占地 40 亩，园内展示盆景 3000 多盆，
树种 30 多种，花红叶翠交相辉映，楼台亭榭布局天然，既有姑苏
绰约风韵，又有贵州山野性情。同时结合贵州的奇石，布置精巧、
独特，
“盘龙云海”、
“音乐石”等就是贵州盘江奇石的典型代表。

犀牛潭

黄果树大瀑布前面的跌水潭，因状若犀牛，故而得名。

上，全长 134 米，有 6 个洞窗、5 个洞厅，3 股洞泉，进入

犀牛潭潭水深 11.1 米，满潭为瀑布所溅的无数水珠所覆盖。

水帘洞，瀑声萦耳，惊心动魄。瀑窗水挂珠帘，伸手可及，

峡谷两侧壁立苍翠，各类喜水植物枝繁叶茂，其间的望水厅、

称“天下第一奇洞”。

观瀑亭、茶楼、铁索桥、缆车等建筑物以及片片竹林，同大

螺蛳滩瀑布

瀑布一起构成了一幅大自然的立体山水画。

螺蛳滩瀑布，平均高度为 29 米，宽 120 米。由于滩面逶迤绵长，达 350 米，是黄果树瀑布群中较为奇特的一个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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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星桥景区
天星桥景区位于黄果树大瀑布景区下游 6 公里处，由天然盆景区、天星洞景区和水上石林区构成。它溶汇了喀斯特地貌的精华，集山、水、
林、洞、根、滕、石、瀑为一体。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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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生步

天星湖
天星湖四周景色跟刚才走过的天然盆景有些不同，给人柳暗花明又
一村的感觉，这里是《西游记》的“高老庄”猪八戒背媳妇拍摄点。
天星洞景区 天星洞景区在天星景区中段，主要由八八桥，回望石，
狭石桥，天星洞，冒水潭等景观组成。天星洞曾经是一条地下暗河，
后来由于排泄面的降底，流水改道，这里使形成了一个没有水的地
下溶洞。人们以续天星桥之名，把它叫做天星洞，天星洞是一个很
具观赏价值的溶洞，它由一个大厅和若干侧厅组成，这里景观千奇
百怪，洞中石笋、石柱、石花等形态各异、五光十色，最引人注目
的景观有鲤鱼跳龙门、八仙过海、美女梳头、石鸡晓唱、苗岭梯田、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13251111688

数生步是进入天星桥的第一个景点，这里水上有石、石中有水，石
上又长树，它比起云南的石林更多了一份灵气和秀气，脚下的石头

将军帽等。

冒水潭

散落在水中，形成了 365 块跳蹬，正好暗合了一年的周期，它韵

在天星洞出口，桥上桥绝壁下冒出一股水，如在涨水季节，这股水

含了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日，可以从第一个跳蹬开始数，因为每个跳

来势汹涌，并形成两米多高的水柱，非常壮观，当地人把这里称为

蹬上都刻有日期，当数到您生日的时候，看看四周围的景色，将有

冒水潭，河水哗哗的冒了出来，然后经过一片石滩，形成了冒水潭

美不胜收之感，因为此地无处不佳，所以可以许一个心愿，并照相

瀑布，著名的作家叶欣曾经为它提笔“迭浪飞雪”，电视剧《西游

留念表示人生处处有好景，这里因此得名“数生步”，又名“莲花

记》里的白龙马入出水就在这里拍摄。

踏步”。

水上石林区

天然盆景区
天然盆景区长约 800 米，位于 500 米长伏流表面和河岸西侧。有

水上石林区，此段河床宽阔达 400 米，石林就长在河床之中，任
河水长年冲刷。石林间长着大片的仙人掌和小灌木，终年点缀着绿

大大小小的天然山石及水石盆景。一条三公里的石板小道，穿行于

荫。冰冷的石头上，展现的都是生命的繁荣，所谓"石上流水，水

石壁、石壕、石缝之中，逶迤于盆景之上。

上有石，石上有石，石上又有树。"水上石林区有很多景观，如群
榕聚会、根墙屏障、盘根画壁、仙女飞天等，银链坠潭瀑布和星峡

沿小道游览，抬头是景、低头是景，前后左右都是景，仿佛到了天

飞瀑分别处在水上石林的左右二侧。

上的仙境，地下的迷宫。漫步其间，既领略山水之美、又可品味石
林之雄奇。近处石林，远处群山，倒映碧水之上，展现在眼前的是
一幅色彩淡雅景色协调的天然山水画。有的还可撑上竹筏，穿行于

银链坠潭瀑布

峡谷、石林之中，真可谓轻舟荡碧波，人在画中游。

天星盆景区
还有美女榕、仙山群掌、歪梳石、熊猫抱竹、雄鹰展翅等形态十分
毕真的天然景观。

美女榕

位于天星景区水上石林左上方。在黄果树瀑布群中，它既
不是以高取胜，也不是以阔或大惊人，而是以它那千丝万缕的
情态和如泣如诉的瀑声，让人看见就不想离开。
这个瀑布只有十余米高，上面成漏斗形，底部是槽状溶潭。
在潭沿面上隆起的石包，象一张张下覆的莲叶，交错搭连，河

有人说它象甘肃敦煌的飞天美女，也有人说它象一个跳水的美女。

水在每一张叶面上均匀铺开，纵情漫流，象千千万万条大大小

它是景区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根抱石的自然景观，这块岩石犹如一个

小的银链，轻音嚷嚷地缓缓坠入溶潭，永远没完没了。

雕塑家，它用坚硬的身体不断地控制和雕塑这株榕树根的生长，迫
使它严格的按照人体曲线变化发展，粗细得体，丰满均匀，最后毅
然生成了一个如同美女的身姿。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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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寨景区

陡坡塘景区
陡坡塘瀑布

从安顺乘车西行到黄果树大瀑布途中，可以看到一村村一寨寨
全是石墙石瓦的石屋。石屋的主人大都是布依族。整村整寨不见一
砖一瓦，房屋四周用石块砌墙，房顶以片石为瓦， 室内间隔也以
石砌成，院落的墙垣、寨中的通道、村前的小桥、梯田的保坎也都
用石头修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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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石头寨就是具有这种典型石头建筑的布依族村寨，南距黄果树
大瀑布约 6 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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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prettya

常见游鱼成群，互相追逐。

陡坡塘瀑布位于黄果树瀑布上游 1 公里处，瀑宽 105 米，
高 21 米，是黄果树瀑布群中瀑顶最宽的瀑布。陡坡塘瀑布顶

黄果树漂流

上是一个面积达 1.5 万平方的巨大溶潭，瀑布则是形成在逶
迤 100 多米长的钙化滩坝上。它就是当年拍摄《西游记》时，
唐僧师徒四人牵马过河场景的拍摄地。陡坡塘瀑布还有一个特
殊的现象：每当洪水到来之前，瀑布都要发出“轰隆.轰隆”的
吼声，因此又叫“吼瀑”
。
“遥闻水声轰轰，从陇隙北望，忽有水自东北山腋泻崖而
下，捣入重渊，但见其上横白阔数丈，翻空涌雪，而不见其下
截，盖为对崖所隔也。
”这是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中对陡

黄果树漂流位于黄果树大瀑布下游 6 公里处。自天星桥景
区星峡飞瀑至郎宫景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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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遏飞舟让你惊心动魄。
漂流船在河流中起伏跌宕，高歌猛进，尽显勇士风范。

坡塘瀑布的描述。
陡坡塘瀑布新增了垂钓、观鸟（孔雀）
、黑天鹅、野鸭、
白鹭、红嘴鸥、斑燕等 30 多种珍惜鸟类，出现了百花齐放、
百鸟争名的“凤凰百花园”
，被誉为“生态万鸟园”
。几千只鸟
常年生活在这里，因此，又被称为：“陡坡塘生态万鸟园”。

郎宫
位于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晒甲山上，距黄果树
大瀑布不远。
可乘艇漂流前往。这是一片谷地开阔，环境优雅，极富亚
热带河谷田园风光的天然度假胜地。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87588618758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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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天书

滴水滩瀑布

在距黄果树瀑布约 7 公里的红崖山的半山上，有一块巨大
的浅红色绝壁，壁长 100 米，高达 30 多米，在山峦的一片绿色
中，格外耀眼夺目，好似镶嵌在碧绿地毯中的红宝石。石壁上
有 21 余深红色的形似古文的符号，似篆非篆，若隶非隶，非镌
非刻，横不成列，竖不成行，大者如斗，小者如升，均透出一
种古朴苍劲的韵味。
自明代嘉靖年间起，许多文人雅士曾来此地吟诗作赋，对
它进行研究。先后有拓本、摹本、缩刻本等问世，并被收入全
国性的碑刻著录。关于崖壁上符号的释义，众说纷纭，但都百
滴水滩瀑布在黄果树瀑布以西六公里，这里有二条对峙的

思不得其解，至今仍是一个谜。

险峻山岭—关索岭和大坡顶，是一个深达七百余米的峡谷。滴
对红崖天书由来，有三种代表性的说法：一说是三国时诸

水滩瀑布由三个瀑布组成，最上面叫连天瀑布，中间为冲坑瀑

葛亮南征时留下的遗迹，故又有名"诸葛碑"；二说是殷高宗伐

布，下面为高潭瀑布，它是集高、大、美、秀著称的瀑布群。

鬼方时的纪功碑；三说是蜀汉时爨族首领济火协助诸葛亮 南征
高：瀑布总高 316 米，其中冲坑瀑布高 160 米。高潭瀑布

有功，此碑就是用古爨族文字书写的济火"纪功碑"。

高 130 米。无论总高度或个体高度都是黄果树瀑布群中最高
红崖天书壮观奇丽，扑朔迷离，期待着人们去探索、去解

的。

开这个谜。
大：瀑布气势雄伟磅礴，最高一层波涌连天，中间数层翻

神龙洞
黄果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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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涌雪，最下一层震荡群山。
美：远远看去它那美丽多变的姿态宛如一位天仙般的白衣
女郎，提着雪白的衣裙轻捷地从高岩上奔跑而来；一忽将裙子
收拢束紧，妖媚窈窕；一忽儿又将裙子随意撒开，显得落落大
方，潇洒自如。
奇：瀑布的形态多有奇特之处，最上一级瀑布顶仅是一个
三点五米宽的峡谷岩道，而最下一级瀑布顶宽则有四十五米。
由于它是深切于峡谷之中，多处为山崖遮掩，时隐时现，有的
地方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实难窥其全貌，使人愈觉神秘奇妙。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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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果树住宿
黄果树风景区内有住宿的酒店，但是价钱不低。但是黄果树景区周围还有不少酒店可住宿，距离景区很近。另外，周围还有众多的民间旅
馆，价格在 60-200 元之间，都还不错。
在黄果树镇上的景区售票点对面有很多家庭旅馆可以选择，一般一个房间的价格为 80～100 元，住宿条件还算可以。可以先去看房间再
做决定，千万别忘了还价。

安顺凯旋大酒店

简介：酒店毗邻安顺市著名的休闲购物广场

顾客点评：第一次入住安顺，这个酒店

及北京华联超市。距离贵阳机场 110 公里，

性价比还不错，但相对来说早餐还是稍

打车约 2 小时即到；距离安顺火车站 5 公里，

微逊色了些。

打车约 15 分钟即到。

顾客点评：酒店服务一流，房间干净。
欣欣价：348 元起
安顺君临酒店

>>立即预定

简介：酒店所有房间内配备高端电脑加上免
费光纤宽带接入，距离安顺火车站 2 公里，

四星级酒店，很满意…更多
顾客点评：还行吧，在旺季这个价格住
也还不错了，不过离市区有点远了。

从火车站乘坐 1、2 路中巴车或出租车正常 5
分钟到达，费用 1 元，打的 6 元。
顾客点评：房间还干净，就是有点味道，
欣欣价：278 元起

安顺黄果树驾乘商务酒店

>>立即预定

停车不方便…更多

简介：酒店地处黄果树风景区，步行 2 分钟

顾客点评：房间比较宽，也比较干净卫

即可到达景区售票厅，距离安顺火车站 40 公

生，服务态度很好，离景区很近。

里，乘黄果树风景区专线大巴车约 1 小时到
达酒店。
顾客点评：房间较大，比较干净，酒店
的饭店不错…更多
欣欣价：208 元起

>>立即预定

>>更多酒店预订信息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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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果树美食
安顺的特色菜有八宝娃娃鱼、烧烤香猪、罐罐鸡、天麻鸳鸯鸽、篮球鸽蛋、凉拌折耳根、折耳根炒肉丝等；当地的豆腐丸子也很有特色。
小吃有安顺牛肉粉、镇宁波波糖、五彩珍珠汤、刺猬包、包谷粑、安顺破酥包、碗耳糕、南瓜包、红油脆哨糯米饭、梅花香芋、荞凉粉、
油炸粑稀饭、碎肉豆沙粑、酸菜粑、卷粉裹裹、锅渣等，种类极为丰富，令人食而难忘。安顺的豆腐丸子、小锅凉粉很有特色，其他如荞
凉粉、油炸粑稀饭、碎肉豆沙粑、酸菜粑、卷粉裹裹、锅渣等，种类极为丰富，令人食而难忘。安顺的小吃夜市主要集中在东街小十字和
过府街一带，塔山路东行也有许多小吃摊点。价钱很便宜，基本上一人十多元就可以搞定一餐。

肠旺面

冲冲糕

肠旺面是贵州极负盛名的一种风味小吃。它的主要原料
是猪大肠、新鲜的猪血旺和擀制的鸡蛋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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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料和调料有 20 多种。其汤色鲜红、面条蛋黄、肥肠粉

核桃、花生粒、冬瓜条等佐料、食之味美、香甜，松软可口。

白，葱花嫩绿，豆芽金黄，一碗捧出，使人顿感赏心悦目，
待举箸下咽，更是满口生香。面条脆细爽口、食不粘牙；肉
哨香脆、肠旺鲜嫩；辣而不猛、油而不腻；汤鲜味美、回味
悠长。

灰粽粑
布依族过“六月六”节时，要吃的粽子。
粽子心选用上等糯米泡制，然后将糯米秧子或糯米草洗净
晒干烧成灰，两者搅拌均匀，佐以花椒、八角、黑桃仁、茴香、
猪肉等，用粽粑叶或竹笋壳包成长方形状，蒸食，色香俱佳，
深受布依族人的喜爱。

油炸鸡蛋糕
油炸鸡蛋糕：贵州安顺、镇宁一带特色小吃。用大米、
黄豆涨发后掺入米饭，磨成浆，装入模具至半，再加入调
味肉馅，复装浆至满，

丝娃娃

炸成金黄色取出压破，淋上辣酱或折耳根即食。形似
蛋糕，外脆内软，味美色鲜。

有米面粉做成薄纸状小圆饼，烙熟，将萝卜丝、折耳根、
绿豆芽、海带丝、炸黄豆、 糊辣椒等多种佐料，包在面皮
裹成小卷食用，别名素春卷。口感绵着四溢，极富特色。

去哪里吃
民主路夜市
这里的小吃到了晚上是最热闹的。酸汤鱼、毛肚火锅、花江

水晶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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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肉，各类烧烤、米粉、面条，通通摆出来，让人垂涎。

小吃广场
种类丰富，价格便宜。从荞凉粉到冲冲糕一应俱全。

解渴。
地址：从南华路到百货大楼，有一个小广场，专营小吃。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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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果树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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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站门口和市区的很多地方都有不少小店，经营具有安顺特色的土特产和纪念品。随便逛逛就能有不少收获，记得讲价就行了，比贵阳
北京路上的店铺要便宜很多。景区内还有各式旅游特产出售，到处都可以看到具有贵州特色的工艺品，如傩面具、牛角梳、根雕，天麻酒
和杜仲酒等。

波波糖
镇宁波波糖，又叫波波酥。它香甜、易化，所以又叫“落口酥”。
主要特点是香、甜、脆，色泽麦黄。食之口内久留芝麻的清香。波
波糖，是清朝咸丰年间，当时的贵州安顺镇宁州知州，为在当地发
展糖食，广向民间征集糖食制品。这时在钟鼓楼脚的刘家老曾祖刘
兴汉认为镇宁六马盛产芝麻、糯米、麦子，于是决定以这几种农副
产品作主要原料试制糖食，经过多次试验，几度失败，终于制成了
酥、脆、香、甜、味美可口，别具一格的“饽饽糖”。

蜡染
安顺的蜡染以当地的少数民族制作的最漂亮，有两种不同的做法，
蜡画跟蜡染并不相同。蜡画是用经过高温的蜂蜡在白色的布上画出
各样的图案来，画的惟妙惟肖，然后填上一些颜色就可以了，这蜡
画比较的方便些。把画好的布经过一系列的工序，通过蜡染之后变
得很漂亮，图案更加的抽象。布依族与苗族的蜡染图案还不同，不
过都蛮典雅，成品包括有服饰、床单等，个个都等精美的。

地毯
当地布依族的地毯图案比较的别致，民族感特别强，比较的典雅质
朴，可是很漂亮的工艺品，当然既是装饰又有实用性作用。图案上
有代表幸福、健康的一些图案，质量也挺好，用的是很优质的羊毛
制造成的，如今的布依地毯品种还蛮多的，不会太艳的感觉，比较
大众化，不过还是觉得挺好看。

安酒
安顺的安酒以早前米酒酿造而来，用了大小曲的酿造工艺，后来学
习了浓香型酒的方法生产，使得这安酒的品质更好，使得这酒爽口
不易干燥，很香很醇。

百花串酱菜
当地的百花串酱菜可是有名的特产，把很多种的香料跟中药制作一
起，原料包括了几种萝卜、黄瓜、大头菜、蒜头等等，再加上调料
盐、酱油。这酱菜虽咸，便却有甜味儿，很香很脆，开胃可是不错
的小菜，再加上内有中药材，所以对于身体某些方面有好处。这些

木雕

小酱菜，基本上为罐装，捎带也蛮方便。

安顺的木雕艺术，主要是雕刻面具，这些面具非常的好看，想像与

麻饼

夸张相结合，虽古朴却有另类美。刀法比较的奇特，雕刻出的线条
整体粗犷，不过看这面具表情却是非常的丰富，很多的民间艺人雕
刻这些面具，买上这些面具还蛮有意思的哦。

三刀

安顺麻饼纯手工制作成的，用的而且还是当地的土灶烘制的，非常
的香，馅儿挺软和，外表酥脆，口感还不错。

牛肉干
牛肉干在安顺好像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据说用的是关岭黄牛生厂加

安顺有名的三刀，锋利，比较的耐用，再加上使用方便，到是还蛮

工制作而成，肉蛮鲜嫩，清香扑鼻，营养也挺丰富的，在安顺当地

受到一些用户欢迎，像剪刀、菜刀平常用户都是需要用得到，皮刀

可是非常让人喜爱的休闲食物。就安顺来说，因为少数民族的还不

对于生产皮鞋的商家必需。这三刀很轻便，用起来不用觉得硌手，

少，所以当地有很多的特产之类的都是出自于布依、苗族等之手，

安顺牌还有古钱牌等著名品牌的不错。

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少数民族的制作方法不同，所生产出的无论是
吃的、用的、穿的好像都比较的特别，有民族传统感，到是蛮受欢

银饰

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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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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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果树娱乐
果树景区周围乃至贵阳都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尤以钓场和高尔夫最为受欢迎。景区里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民俗活动和节日庆典。想要体验
当地的风土人情，建议去附近少数民族村寨，比如苗寨、布依族村落等，那里的活动更加有民族特色。
城区内的文化娱乐场所可谓是“乱花渐欲迷人眼”。KTV、舞厅、迪厅、网吧、陶吧、保龄球馆等等现代娱乐场所多种多样，甚是繁多。
安顺的传统民间娱乐——地戏，也在现代都市中慢慢显现了其民族特色。每年春节之后、十五以前，安顺地区的当地农民便在露天平台上
自编自演世代相传的地戏，称为“玩新春”
。

安顺地戏
安顺地戏，历史悠久，可追溯到 600 年前的明初。每年春节前后，
游人们常在安顺公路两侧村寨与阳坝，看到演员们头戴面具，脸蒙
青纱，背扎靠旗，在高亢的唱腔和锣鼓声中挥动兵器格斗厮杀。这
种古老而质朴的文娱活动，就是闻名遐迩，被称作戏剧“活化石”
的安顺地戏。

黔戏
黔戏又称之为贵州梆子，唱腔丰富，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黔剧是
由贵州弹词发展而成的，主要剧目有《秦娘美》、
《张秀眉》等；花
灯剧又称灯戏，由民间歌舞"花灯"发展而来，剧目有《蛇郎》、
《典
型人家》等。

垂钓

快客尚饮
地址:西秀区宋官巷
标签:咖啡厅

哈尔滨
地址:西秀区学府路
标签:酒吧

林肯公园 Pub
地址:西秀区老大十字
标签:酒吧

时光休闲养身足疗馆
地址: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消防小区
标签:洗浴/按摩

平坝秀园生态养殖场农家乐

镇宁县黄果树白马湖

地址:平坝县平坝农场

钓场鱼类：鲤鱼、鲫鱼、青鱼、草鱼、鳙鱼、白条鱼、白鲢、花鲢、

标签:农家乐

鲶鱼等等
收费方式：不收费
景点名胜：天下奇景-黄果树瀑布景区
详细地址：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黄果树瀑布景区

领秀量饭式 KTV
地址:西秀区南马大道
标签:KTV

麦芽花开咖啡馆
地址:西秀区新天地二区 3 栋 1 单元 1 楼 1 号

米诺
地址:西秀区老大十字荣建大厦
标签:咖啡厅

Luhas coffe
地址:西秀区塔山东路 8 号长安大厦 3 楼
标签:咖啡厅

老电影咖啡馆
地址:西秀区市府路 8 号
标签:咖啡厅

标签:咖啡厅

群众艺术馆
地址:西秀区东山路 9 号
标签: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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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
黄果树瀑布节
黄果树景区至 2004 年成功举办中国·贵州黄果树瀑布节以来，至今每年都举办，扩大贵州的对外影响，提高贵州旅游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促进自然生态旅游、民族风情旅游和红色旅游的有机结合，推动贵州红色旅游加快发展。经过几年的努力，将黄果树瀑布
节打造成全国知名品牌节庆活动，实现以黄果树为龙头，加快贵州旅游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让贵州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全国了
解贵州，让世界知道贵州。

“六月六”布依文化节
“六月六”是布依族人民的传统佳节，由于居住地区不同，过节的日期也不统一，有的地区六月初六过节，称为六月六；有“六
月六”文化节开幕式的地区六月十六日或农历六月二十六日过年，称为六月街或六月桥。布依族人民十分重视这个节日，有过“小
年”之称。节日来临，各村寨都要杀鸡宰猪，用白纸做成三角形的小旗，沾上鸡血或猪血，插在庄稼地里，传说这样做，
“天马”
（蝗
虫）就不会来吃庄稼。节日的早晨，由本村寨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率领青壮年举行传统的祭盆古、扫寨赶“鬼”的活动。除参加
祭祀的人外，其余男女老少，
按布依族的习惯，都要穿上民族服装，带着糯米饭、鸡鸭鱼肉和水酒，到寨外山坡上“躲山”（当地汉族人民称为赶六月场）
。祭祀

旅游贴士
摄影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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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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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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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望水亭，可以鸟瞰黄果树瀑布飞流直下的雄姿。黄
果树瀑布水量大雨过后 黄果树瀑布的水量
约 110-150 立方米/秒，这样的水量通常出现在每年
的 6-8 月份，出现的次数 3-5 次，每次约持续 1-2 天。
水量约 80-100 立方米/秒。一般在每年 6-9 月出现，每
年出现约 8-12 次，每次持续时间约 5 天左右。每
年 6-10 月份，水量约 45-60 立方米/秒。每年 4-11 月份，
水量约 25-40 立方米/秒。每年 12-3 月份，水量
约 5-8 立方米/秒。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big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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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贴士
1、游览黄果树瀑布需带好伞或雨衣，否则会被水淋得湿透。也可在景区买一件的一次性雨衣。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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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热心的告诉你
只要 30、50 元就可以看黄果树瀑布，要知道相信他们的话，那么一定会上当。
3、景区内有亚洲最大的手扶电梯，足有 300 多米，上下一次 5-6 分钟，票价 50 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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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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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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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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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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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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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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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略制作者
本攻略由欣欣旅游网打造，并将定期更新，最新版本请关注欣欣旅游网黄果树瀑布攻略！如有批评
建议，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周边攻略推荐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欣欣旅游网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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