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双版纳，理想而神奇的乐土，古语叫“勐巴拉娜西”。

关于版纳的印象和憧憬，除了以父母那个年龄段的知青们为主角的电

视剧——《孽债》里的场景，貌似就是“美丽婀娜的版纳少女”、“月光

下的凤尾竹”、“草木葱茏”、“水果遍地”、“泼水节”这一些系列词

汇了。

神奇独特的热带雨林自然风光，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风

情，同时又是缅甸、老挝边境小城的邻居，确实让西双版纳有着无与伦比

的神秘感。

可以把西双版纳定义为大自然的馈赠。相比城市的空气，版纳的每一

次呼吸都变得珍贵。你在这里能见到各种奇葩的动植物物种，吃从没见过

的热带水果，体验不曾见过的风俗习惯。

来到了这里，你会发现：人，可以这样纯粹而自然地生活在这片广阔

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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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攻略
——澜沧江上的绿洲坝子

目录 · CATALOG

印象 · IMPRESSION

神奇独特的热带雨林自然风光，多姿多彩的民族文

化和少数民族风情，同时又是比邻缅甸、老挝的边

境小城，确实让西双版纳有着无与伦比的美丽。

                 ——《西双版纳自由行游记and攻略》

                                    

熊猫爱旅行

冲那句歌词，去西双版纳过年。看热带雨林，坐索

道，滑溜索，看野象，享受穿傣族裙子的温度，喝

酒吃肉，篝火晚会，去傣族人家做客，吃各种没见

过的水果，看孔雀，跟当地少数民族聊当地匪夷所

思的文化，一大车朋友唱歌狂欢，总之，很开心。

                                           ——《我行在云南》
wandy3515

关于 · ABOUT

心愿单 · I WANNA……

1      夜宿吊脚楼，深度体验傣族人的生活

2      穿梭于热带雨林中，惊叹从未见过的美景

3      到野象谷、原始森林公园和大象、孔雀来个亲密接触

4      参加疯狂的泼水活动

5     品尝正宗傣味、缅甸小吃、热带水果，让你停不下嘴

西双版纳那些不可错过的小事

相关攻略

http://lvyou.baidu.com/notes/c3d95529bc3e4ef59fdd128c
http://lvyou.baidu.com/user/7df8df37521cca21ff059daf
http://lvyou.baidu.com/user/7df8df37521cca21ff059daf
http://lvyou.baidu.com/notes/7898223c3f5e30dd8df75ac5
http://lvyou.baidu.com/user/cc4900c24c402ee33b076259
http://lvyou.baidu.com/user/cc4900c24c402ee33b076259
http://lvyou.baidu.com/guide/a928a72fdd0694a69e38d7d5
http://lvyou.baidu.com/guide/b5387614a56212f2f85d9ed5#
http://lvyou.baidu.com/guide/bf6212f2f85de007ee4a9cd5


听过SHE有一首歌叫《热带雨林》，“月色摇晃树影穿梭在热带雨

林”，那该是怎样一块潘多拉的土地，带着那原始而纯粹的神秘感，等着

我们去探险。很可能会发现不明生命体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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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亮点 · HIGH LIGHTS

穿梭在热带雨林

傣族村寨到处可见的吊脚楼，好几代傣族人都住在一个吊脚楼里。据

说吊脚楼是不怕地震的，越震越稳固，另外还有防雨防潮的功能，有机会

一定要住住无敌吊脚楼。

No.4 傣家吊脚楼，风吹雨打都不怕

傣族园的下午会有热闹的泼水活动，也是看傣妹的最佳时间啦。即使

没赶上真正的泼水节，也可以围观泼水活动过过瘾。

No.2 泼水，看傣妹，穷开心

西双版纳的夜晚是属于傣味烧烤的，在夜晚的曼听小寨吃烧烤，或是

在景洪市中心的沿街排档一坐，边闻着香茅草烤鱼的香气边观赏夜景，怎

一个惬意了得。

No.5 再来一份香茅草烤鱼

夜晚的曼听公园，总有个把民俗风情的演出，“澜沧江之歌”傣族舞

蹈《贝叶之光》、拉祜族《口弦舞》、瑶族《咬手定情》、哈尼族《抢

亲》、老挝舞蹈《召树屯》……歌舞表演过后更有篝火晚会、放河灯等活

动，精彩纷呈。

No.6 歌舞篝火狂欢夜

西双版纳的野象谷有各路萌系动物，猴、长臂猿、鹦鹉、大象欢聚一

堂，看那小猴仔的眼神，背后一定有神马故事。

No.3 萌系动物集合

小猴仔  by 米恩karine

香茅草烤鱼 by 徐狮子

民族歌舞表演  by qnaq2004

原始雨林  by  pourraityeah  

傣族园吊脚楼  by 熊猫爱旅行

泼水活动  by 《中国城市旅游》杂志提供

西双版纳



川藏南线十日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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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次年的4月到西双版纳旅行是最合适的，这段时间气温不高，也

不冷。另外的时间段，西双版纳也有看点，如果6-9月到西双版纳旅行就有

机会尝遍那里的热带水果，吃货绝对不能错过。5-10月进入雨季，细雨绵

绵的吊脚楼，也别有一番韵味。

问：

有问必答 · FAQ

去西双版纳旅游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

西双版纳的公共交通非常不便利，大街上主要是摩托车骑行的。可能

等一个公交车需要至少半小时，像勐腊等一些偏远地方可能更久。因此，

对于赶时间的游客来说包车最佳选择。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边包车价格不太透明，市区内一日游价格一般

在100-200元。一般包车游览勐泐大佛寺和橄榄坝植物园，价格约100

元；望天树和植物园的2日包车要价一般在800-1000元，如果愿意配合租

车方的进店请求，可以拿到500元两天的价格。

需要提醒的是，还是因为西双版纳是旅游为支柱产业的自治州，所以

哪怕是自由行包车，也会遇到进店的情况。当然，有的师傅会提前和你商

量的。毕竟西双版纳的油费非常高，比如90号油的价格是1升8块多，比北

京还要高。所以师傅希望能通过进店赚取一些人头费贴补油费成本，只要

别被忽悠乱买东西就好，另外和司机说一下不要太耽误时间就行。

去西双版纳是自由行还是跟团呢？

问：如果想包车游西双版纳，需要注意什么？

傣族园建筑 by cairn86

西双版纳是亚热带雨林气候，比较潮湿，蚊虫较多。记得要带好花露

水、防晒霜、雨具，穿着运动装、运动鞋。如遇阴雨天气，摄影包记得罩

上防水罩，平时摄影器材也要注意防潮哦。

问：去西双版纳需要带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问：
来西双版纳旅行的人很多，90%以上都是跟团。其实版纳很小，所以

不建议跟团。因为版纳是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地区，并且比邻缅甸，翡

翠玉器很多，另外版纳产茶，且村寨的傣族人民婚嫁也以银器为主要嫁

妆。所以，导游会多次让游客进入珠宝店或者希望游客为寺庙募捐等。

西双版纳

线路推荐 · SCHEDULE

上午从景洪市区出发到勐仑，沿途游览澜沧江风光，游览著名的“孔

雀尾翎”橄榄坝，欣赏热带风光和傣家村寨，同时可以品尝各种热带水

果。午餐时间到了，在镇上品尝正宗的傣味。午后从勐仑镇走过罗梭江吊

桥（步行约10分钟）便可来到勐仑的热带植物园，观赏各种热带植物以及

罗梭江风光。下午返回景洪，到曼听公园参加篝火晚会，观赏民族歌舞以

及品尝风味餐，随后宿景洪市区或直接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D1 傣族园-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曼听公园

上午到达西双版纳景洪市区，先前往大佛寺，感受一下古代傣王朝皇

家寺院的文化底蕴，随后在曼听路附近饱餐一顿，有众多本地傣味、缅甸

小吃、泰餐可以选择。午后前往橄榄坝傣族园，在傣族园围观泼水节活动

和当地的民俗表演，在吊脚楼上留下倩影，尝遍热带水果。晚上可以住勐

泐大道附近酒店。

D1 勐泐大佛寺-傣族园

第二天前往望天树景区，体验世界最高的树冠空中走廊，在热带雨林

里散步，形态各异的高大深绿植物，还有各种奇怪的自然现象和物种从书

本中跃然到现实中，比如植物弱肉强食的绞杀现象、蝴蝶的拟态、老茎生

花、大板根、滴水叶尖。

D2 望天树

一天时间可以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周边感受一下傣族风情和热带植物的

世界。

三天时间，可以悠闲地在西双版纳走走停停，尽情欣赏沿途的风景，

体验少数民族风情。

花开烂漫-热带植物园  by 米恩karine

一早在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小楼里呼吸新鲜空气、发发呆很是惬意，彻

底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看尽各色热带植物，随便普及了一下有关植物

的趣味知识。午餐可以自带食物，或在植物园内的餐厅解决。傍晚回景洪

市区，在曼听公园参加夜间的狂欢活动。

D3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曼听公园

园林一日游

风光三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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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到达西双版纳景洪市区，先前往大佛寺，感受一下古代傣王朝皇

家寺院的文化底蕴，随后在曼听路附近饱餐一顿。午后前往橄榄坝傣族

园，物美价廉的热带水果不可错过。夜宿勐泐大道附近酒店。

D1 勐泐大佛寺-傣族园

D2 望天树

既然到了西双版纳，就要把自己彻彻底底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中，吃

傣味、看傣妹，尽情享受版纳的热带风情。

D3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曼听公园

第二天前往望天树景区，体验世界最高的树冠空中走廊，深入热带雨

林里，发现大自然的精彩。

可以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小楼里徜徉，可以在植物群中聆听自然

的呼吸，怡情一日，忘却尘世间的烦恼。傍晚回景洪市区，在曼听公园吃

傣味烧烤，参加夜间的狂欢活动。夜市景洪市区。

农工商，世纪联华，
太平洋商场，好又多超市，金巴黎商城

D4 基诺山寨-野象谷
最后一天由景洪市区出发，走北线到基诺山寨探访基诺族。你会发

现，老一辈基诺妇女都有大耳洞，耳洞越大越权威。基诺族浓郁的民族风

情、神秘的原始宗教以及淳朴的生产方式在这里得到集中的展现。

午后继续前行至野象谷，看长臂猿、金刚鹦鹉、大象表演，这里是植

物的世界，也是动物的天堂。运气好还能看到野象哦！

野象谷公园  by 米恩karine

竹楼配傣妹  by 《中国城市旅游》杂志提供

西双版纳

怡情四日游

景点 · SIGHTS

野象谷
野象谷所处之地，原来有个野象经常出没和饮水的“象塘”。在野象

谷，游人可观看大象表演节目，这些训练有素的庞然大物，会向游客鞠

躬，会做头顶地、脚朝天的倒立，会合着音乐的旋律跳舞，能过独木桥，

会用象鼻作踢球表演……还有猴子、长臂猿、蛇、蝴蝶、鹦鹉来凑热闹。

沿途有长达四千多米的步行道，可与热带雨林中的许多少见植物、昆

虫亲密接触。步行道旁的森林中，可见野象出没和活动的痕迹，幸运的游

人或许还能在傍晚或黎明之际看到林间漫步的野象群。

门票：65元

开放时间：8:00-18:00

地址：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景洪市境内、勐养自然保护区南部

交通：从西双版纳客运站出发，到野象谷站下车，约1.5小时

大象杂耍  by 米恩karine

老长征

勐泐大佛寺
勐泐大佛寺是在古代傣王朝的皇家寺院“景飘佛寺”的原址上恢复重

建的。佛寺依山而建，整体像一座佛形。景区以佛祖释迦牟尼的生平及佛

寺活动为主线，巧妙融入到景观及建筑群体中，充分展示南传佛教的历史

与传统文化色彩。从万佛塔前广场俯视景洪市区，旖旎的热带风光尽收眼

底。

门票：120元

开放时间：8:00-17:00

地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泐大道顶端4路1号

交通：距景洪市区4公里，没有公交车到达，从市区打的到勐泐大佛寺

约15元

Janey323

旅游步行道的两旁，处处可见野象出没和活动的踪

迹。林中古树参天，树藤盘根错节，珍稀植物比比

皆是，我们感受到了回归大自然的乐趣。

             ——《西双版纳之梦：寻找最后的民族》

                                    

进了门，从大门到大佛的几段台阶上有几组龙头，

龙头分别是７、５、３、１的排列顺序。这几个

头，并不是每个都适合人与其合影拍照留念的，最

好的是跟一个头的龙合影，代表功德圆满。

                   ——《【春暖花开】俩小妞云南游》

                                    

http://lvyou.baidu.com/user/8430ee060ea58a1c44928512
http://lvyou.baidu.com/user/8430ee060ea58a1c44928512
http://lvyou.baidu.com/user/9046d5eeed52f2cad6dfd1af
http://lvyou.baidu.com/user/9046d5eeed52f2cad6dfd1af
http://lvyou.baidu.com/notes/view/37dbe13a49677b42ce4494de
http://lvyou.baidu.com/notes/e8863d04419d43347fbdd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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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攻略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这是我国面积最大、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植物园——中国科学院西双

版纳热带植物园，当地人也把它称为勐仑热带植物园。流到这里的澜沧江

支流——罗梭江刚好拐了一个弯，把陆地围成一个葫芦形的半岛，人们就

把它叫做葫芦岛，植物园就建在岛上。

植物园里，是按每一大类植物或主题作为一个区展出，如百花园、榕

树园、民族植物园、奇花异卉园等。板根现象、老茎生花、绞杀现象、独

树成林和空中花园等热带雨林奇观在此处一次看过瘾。园区很大，建议坐

游览车游览。

门票：104元，园内游览车40元

开放时间：8:00-18:00

地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仑镇

交通：在景洪客运站乘坐勐仑、勐腊方向的车，到勐仑下车，行程约1

小时。如从昆明、思茅出发可乘坐开往勐腊方向的车到小勐仑镇下车。从

勐仑客运站步行到吊桥需10分钟，买票后过吊桥需20分钟才到景区

望天树
望天树热带雨林风景区是西双版纳州、老挝、泰国、缅甸等“金四

角”国际社区的核心，也是地球上同一纬度地区唯一的一片绿洲。

望天树树体高大，树干圆满通直，不分杈，树冠象一把巨大的伞，而

树干则像伞把似的，西双版纳的傣族因此把它称为“埋干仲”（伞把

树）。架设在望天树上的空中走廊贯穿原始森林，在广阔的视野中尽情领

略热带雨林的奇异风景。

门票：景区大门票60元，空中走廊票120，单程游船成人票40元，联

票188元（推荐在百度旅游望天树页面预定，有折扣优惠）

开放时间：8:30-18:00

地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望天树景区

交通：从勐腊县客运可以乘坐开往瑶区或者勐伴的班车，上车告诉司

机在望天树游客中心下车即可

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
热带花卉园是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内的一个热带植物观赏园，景区内清

静幽雅，热带花卉、植物繁多。如果年纪不太大，不建议乘坐景区电瓶

车，而可以在园内尽情漫步，赏植物、闻花香、听鸟鸣。连杨桃、香蕉都

不知道怎么长的游人可以来普及一下常识。另外还有许多奇葩的花草，足

以大开眼界了哦，感兴趣的可以顺便学习一下植物知识。

门票：40元

开放时间：7:30-18:00

地址：云南西双版纳州府景洪市城区的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内

交通：公交2路至热带花卉园站下车

植物园酒瓶棕 by 徐狮子

傣族园
人们常说，西双版纳是一只美丽的绿孔雀，孔雀的尾巴在橄榄坝，傣

族园就是孔雀尾巴上最美丽的羽翎。傣族园有五个傣族自然村寨。这里景

色秀丽，民风淳朴，一年四季青翠嫩绿、竹林环绕、果木成林。香蕉、椰

子、槟榔、菠萝密、芒果，给寨子洒下了一片片浓浓的绿荫。幢幢竹楼掩

映在青树绿竹之中，古色古香的佛塔。佛寺与旖旎风光相互掩映感觉很清

新。园内还有热闹的泼水活动，值得一看。

门票：100元

开放时间：8:00-18:00

地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橄榄坝

交通：从景洪乘坐到勐罕客运站的班车，车程约1个小时，勐罕客运站

离景区大门1公里左右，可步行或打车。

曼听公园
曼听公园是享受悠闲时光的理想之地，哪怕就在草地上坐坐，晒晒太

阳，看看书。这个公园离城区约2公里，处于澜沧江与流沙河汇合的三角地

带。园内风光明媚、林木蓊郁，特色的铁力木以及形状各异的果树布满了

公园的每一个角落。白天，有大象、鹦鹉表演和孔雀公主舞台剧；晚上，

有“澜沧江——湄公河之夜”歌舞晚会和篝火晚会，可以借此小热闹一

下。

门票：40元

          18:30以后有舞台演出和篝火晚会190元，贵宾票320元

开放时间：8:00-17:00

地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曼听路

交通：3路公交可直达，也可步行或乘人力车前往，从曼景兰风味街向

前走300米左右即到

老长征

曼听公园 by cairn86

TIPS 
1、从景洪到傣族园坐客车挺方便的，不过途中有一段在修路，较为

颠簸，晕车的游人记得带晕车药。

2、傣族园越往里走，卖的菠萝、木瓜等水果越便宜，都是寨子里自

家地里种的，推荐品尝哦。

3、泼水活动因为过度开发，商业气息略重，可不参与，但值得一

看，气氛很好很欢乐。

曼听公园分白天场和晚会场进入。我们购的是晚会

门票，晚6点半方可进入。进入曼听公园，两排衣

着鲜艳的少女夹道欢迎。公园内更是热闹非凡，身

着各式民族服装的男女青年站在广场周围，迎接游

人，一开始就给人热情好客的印象。

             ——《西双版纳之梦：寻找最后的民族》

                                    

西双版纳

http://lvyou.baidu.com/user/8430ee060ea58a1c44928512
http://lvyou.baidu.com/user/8430ee060ea58a1c44928512
http://lvyou.baidu.com/notes/view/37dbe13a49677b42ce4494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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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森林公园

景真八角亭
景真八角亭是很具有傣族风格的建筑，由亭座、亭身、刹顶三部分组

成，亭室内立有释迦牟尼的铜像一尊。亭的内壁用金粉绘制有各种花卉、

动物图案，其间还镶嵌着多种形状的镜片。亭檐四周悬吊无数铜铃。它是

我国小乘佛教建筑中的一件精品，也是古代西双版纳傣族建筑水平的一个

标志。

门票：20元

地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遮乡

交通：景洪市区客车站乘车至勐海下车，步行即到

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内，品种繁多的热带植物遮天蔽日，植物奇观

异景随处可见，峡谷幽深、乌鸣山涧、林木葱茂、湖水清澈。爱伲寨的抢

亲、泼水节的欢畅、各民族的歌舞表演，可以亲身参与，使游人置身于浓

郁的民族风情中留连忘返。孔雀开屏迎宾，猴子与人嘻戏，黑熊、蟒蛇、

蜥蜴、穿山甲等珍稀动物一次看过瘾。

门票：60元

开放时间：7:30-18:00

地址：云南省西双版纳昆洛公路8公里处

交通：景洪市车站有到森林公园的公交，或市区打车，去程约35-45

元，回程约25元

基诺山寨

基诺山寨居住着一个特别的少数民族——基诺族。这个民族是直接从

原始社会主义过渡的民族，因此保留下了许多原始的生活习俗和民族风

情。老一辈妇女都有大耳洞，耳洞越大越权威。

在这里游走，可以感受到基诺族浓郁的民族风情、神秘的原始宗教以

及淳朴的生产方式。门票包含了看演出时的当地时令水果和烤肉的，最让

人意外的是，游玩出来的路边上有免费供应的各种水果吃。总体觉得虽然

景点免不了商业化，但这里不让人生厌，仍能感觉到当地人的淳朴好客。

门票：160元

开放时间：8:00-18:00

地址：云南省西双版纳景洪市东北部的基诺乡巴坡寨

交通：打车或包车前往

曼旦村
耸入云霄的望天树，碧绿的稻田，把曼旦村包围在正中央。在曼旦村

可以看到女人在碧绿的稻田中劳作，看到男人们在吊脚楼下聊天，看到傣

族老人在吊脚楼上望天发呆小憩，看到妇女在土黄色的流水中洗衣服。

据说曼旦村有两座佛寺，新建成的佛寺用黄色琉璃瓦盖成，据说是和

尚们休息的地方；紧挨旁边的是一座庄严肃穆的旧佛寺，是和尚们诵经念

佛的地方。这里有慢慢的生活气息，是一个特别的不算景点的景点。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地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

交通：包车或自驾前往

熊猫爱旅行

1925年村子从老挝搬迁到此地，当时在现在的水库所在地

建村，由于地势较低，1946年全村稍作迁移，搬到了现在的

位置。传说后旦傣族部落首领的儿子要到老挝乌德娶当地一个

部落公主，因彩礼发生争执，公主的送亲队伍行至现在曼旦村

的地界时不再前行了。补齐彩礼后公主顺利地嫁到了傣族部

落。傣族部落因此决定定居在当时公主暂时停留的地方，这个

地方也因此被命名为“曼旦”。“曼旦”是傣语音译，曼字的

意思是“村落”，而“旦”字的意思则是“抵押物”。

曼旦村的历史

河边洗衣 by 熊猫爱旅行

基诺山阿嫫腰北女神 by 老长征

孔雀迎宾 by 米恩karine

由于车速小快，加之路边都是深绿色高大的热带植

物，它们散发出淡淡的草本香气，夹带着雨后清新

潮湿的泥土香，还有昏黄的太阳发出暖暖的光。当

这些自然气息混杂在一起，汩汩流向你鼻腔的时

候，你会不自然地想闭上眼睛，去感受这种难得的

静默，与这片土地心灵相通。

                 ——《西双版纳自由行游记and攻略》

                                    

西双版纳

http://lvyou.baidu.com/user/7df8df37521cca21ff059daf
http://lvyou.baidu.com/user/7df8df37521cca21ff059daf
http://lvyou.baidu.com/notes/c3d95529bc3e4ef59fdd12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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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 ACTIVITIES

逛夜市，吃傣味
因为西双版纳气温高，所以当地人有在外乘凉吃烧烤的习惯。西双版

纳有曼听小寨烧烤夜市、金沙滩娱乐广场等夜市聚集地。最好晚饭少吃一

点，到了夜市可以敞开胃口大吃一顿，每种小吃只尝一点，就可以吃得很

饱。 

篝火晚会

晚上可以到景洪市内的曼听公园参加篝火晚会，欣赏西双版纳最原始

的民族风情，感受到少数民族生活、文化气息。先欣赏少数民族歌舞表

演，如傣族王室宫庭舞、优美的葫芦丝演奏，瑶族独特的咬手定情婚俗互

动节目等等。看完表演后可以参加篝火晚会，和少数民族同胞一起齐舞

High歌。

                                          

与孔雀亲密接触
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的孔雀山庄，有成群的孔雀在小湖边的草坪上

晒太阳。养孔雀的傣家女子提着篮子准备喂食，哨声一响，孔雀们从四面

八方飞来，密集恐惧症的人们要颤抖啦。

泼水狂欢

在橄榄坝傣族园内，每天下午都有表演和大型泼水活动，游客可以观

看，也可以加入其中哦。随着西双版纳旅游业越来越发达，景点活动难免

有些商业味。其实，放宽心，感受一下气氛也不错啦。

时间：每天下午

河边傣女梳洗  by 《中国城市旅游》杂志提供

congdeju

奔走一天累了，可以去嘎洒镇泡温泉，让肌肉们歇息歇息。温泉中心

设有鱼疗、傣药浴、普洱茶浴、硫磺泉浴等地方特色温泉池，新鲜感十

足。

还有一种傣族盐浴，据说是传统医学中的自然疗法，把身体掩埋在盐

浴之中既可以灭菌消毒，还能去脂减肥、皮肤病、关节炎、风湿病等有独

特疗效，果断想去试一下。

泡温泉

泼水活动 by cairn86

罗梭江漂流

  罗梭江漂流全长3.5公里，约需1.5-2小时，漂流的最佳季节是每年

11月至次年5月旱季期间。在小小竹排上一坐，沿岸的风景都是你的了。

沿岸有勐仑植物园、绿石林公园和傣族村寨、哈尼村落，形成了美丽的田

园风光景色。

孔雀山庄 by 米恩karine

在夜晚的曼听公园，你可以跟朋友放河灯，许个美好的愿望，让那一

份祝福伴着河灯飘向远方。当想到孔雀在绿荫下旁若无人地来回踱步，野

象在那雨林中潇洒自如的嬉戏欢娱，割胶归来的汉子与起舞的女子含情相

望时……你就会相信西双版纳是个有灵气的地方。

放河灯

勐巴娜拉西歌舞秀 by 老长征

西双版纳

晚上的篝火晚会还是不错的，在曼听公园内，人很

多，一进门俩边就有傣家的妹纸用屁股撞你，路俩

侧都是欢迎你的傣家妹纸，有很多的美女，可以合

影。但我是领媳妇儿去的，就不凑热闹了，哈哈！

       ——《西双版纳泼水节、丽江两地9天攻略》

                                    

http://lvyou.baidu.com/user/cf67a006e42ea622f63b5c4e
http://lvyou.baidu.com/notes/c10508f774902aef233c5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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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 LODGING

西双版纳首府景洪星级酒店众多，住宿条件都不错，当然也有价格适

中的经济酒店可供选择。如前往野象谷游玩，还可以尝试住住野象谷的树

屋，别有一番滋味。

西双版纳皇冠大酒店属于别墅式酒店，有游泳池和旅人蕉，像个公园

一样，感觉很温馨，服务人员很友善、热情。房间装修普通，老房间设施

略显陈旧，小楼的新房间相对好。缺点是没有电梯，行李需要自己搬上搬

下。早餐比较有特色，都是当地米粉一类的小吃。

地址：西双版纳景洪市勐泐大道70号（勐泐大道与勐腊路交叉口）

价格：248元起

电话：0691-2199888

 从象家酒店走到江边就几分钟，设施比较普通。江景阳台房在20楼，

晚上看夜景不错，早上可以隐隐看见日出。象家酒店整体风格很温馨，房

间内有各种大象的装饰品，据说灯是老板亲手设计的，墙上的挂件是老板

妈妈亲手做的，感觉是个很用心的小窝。

地址：西双版纳景洪宣慰大道1号黎明万象B区20楼

价格：135元起

电话：0691-2566077 

西双版纳皇冠大酒店

曼丽翠国际青年旅舍离客运站较近，人气很旺，适合背包客、文艺青

年居住。房间干净整齐，装修一般，谈不上奢华。旅舍有小花园、图书

室，走廊上有中外客人们留下的留言和涂鸦。另外，旅舍还提供出租自行

车的服务。缺点是旅舍在一片民居内，周边环境略显脏乱。

地址：西双版纳景洪市噶兰中路曼允巷5号（市民族体育馆斜对面）

价格：35元起（四人间）

电话：0691-2126210

曼丽翠国际青年旅舍

西双版纳象家酒店 

湄公河国际青年旅舍在市中心热闹的风情街上，招牌不是很明显。服

务人员很热情，房间装修整洁，设施较新，性价比高。有空调和网线，24

小时热水供应，免费无线上网，并有山地自行车租赁。如果是住多人间，

记得自备牙膏牙刷哦，楼下也有平价便利店，可以补齐生活用品。

地址：西双版纳景洪市勐龙路景兰国际G栋（近曼听公园）

价格：40元起（六人间）

电话：0691-2298000

西双版纳湄公河国际青年旅舍

酒店位于景洪市宣慰大道，附近有中国植物园研究所南药园和西双版

纳花卉园，去景点游览很方便。客房基本设施完善，装修简约。房内电

视、宽带、洗漱用品、热水很全，还配有大小会议室可以租用。

地址：西双版纳景洪市宣慰大道93号（宣慰大道与民航路交叉口西行

约350米）

价格：261元起

电话：0691-2228680

金棕榈大酒店

西双版纳

西双版纳最吸引人的是当地的热带风光和傣族风情，这在西双版纳的

美食里面也有体现。傣味菜以糯米、烘烤肉类、水产为主，口味酸辣。还

有独特的热带水果，新鲜多汁。在景洪夜市热闹的气氛中，一边品尝当地

独具特色的美食，一边欣赏美丽的夜色，想想也是乐事一桩。

香茅草烤鱼

餐饮 · EATING

菠萝紫米饭

香竹饭具有浓郁的傣族风味，每年11月至次年2月间做出的饭最好。

此时竹子内有一层香气扑鼻的香膜，所以叫香竹。

傣族人先将香竹的竹节作底砍下，然后将泡过的糯米放进竹筒内，用

芭蕉叶塞住竹筒口，用水浸泡15分钟，放进火灰里焐着或在炭火上烤，待

竹筒口冒出蒸汽达10多分钟后，再取出来，吃的时候用木锤敲打，使饭变

得又软又香，吃起来芳香柔糯，别有风味。

香竹饭

菠萝紫米饭看起来就很诱

人，整个菠萝很萌的样子。首先

要将紫糯米浸泡7-8个小时，将菠

萝顶端切一个盖，掏去菠萝心，

放入紫糯米，盖上菠萝盖后放到

蒸锅里煮，闻到香味后，即可开

盖食用。味道有点甜，而且有补

血润肺的功效哦。

香茅草烤鱼也是一道傣族风

味菜。一般先将洗净的鱼裹上味

道芬芳的香茅草，然后置于火上

烧烤，并抹上适量的猪油，烤时

香气四溢，这样烤出来的鱼香味

扑鼻，鱼肉酥脆、味道鲜美独

特。 香茅草烤鱼 by 其实没那么远

徐狮子

菠萝饭 by 其实没那么远

酸笋煮鸡食傣族传统名菜，西双版纳大小餐厅的常见菜品。用特质的

酸笋配上鲜嫩的鸡肉熬成汤。大口吃肉，大口喝汤，酸酸辣辣，很开胃的

哦。

酸笋煮鸡

美食·DELICACY

当地的烧烤就更超值了，烤鱼5元一条，真正的香

茅草。不过当地人好像很喜欢吃一些奇怪的东西，

比如猪的牙床，震惊加无语中。另外，在镇上的农

贸市场我们买过水果、小包谷等，也是巨便宜。     

                                    ——《长在勐仑植物园》

                                    

推荐

       网址：http://hotel.kuxun.cn/xishuangbanna-meigonghe-

jiudian.html

推荐品尝

推荐品尝

推荐品尝

TIPS 在西双版纳的饭店里吃糯米的时候，要先洗手，因    为

糯米要用手捏，捏的时间越长，口感就越好。当地人说，吃糯米的时

候，要边摸头边捏，那样才会越吃越香，说是这样说，可没人这样去

做，其实只需在捏的时候加上一点油，就会更香。

http://lvyou.baidu.com/user/a1f7aa35e28cae096715018d
http://lvyou.baidu.com/user/a1f7aa35e28cae096715018d
http://lvyou.baidu.com/notes/132830743d04419d4334de8a
http://hotel.kuxun.cn/xishuangbanna-meigonghe-jiudi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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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春青
财春青是西双版纳知名的泰国餐馆，服务员基本都是泰国MM，非

常腼腆。菜单是中英泰三国文字，所以不用担心不会点菜。不过，菜单

图片少得可怜，所以最好先了解一下泰国餐馆好吃的菜品再去。如果喜

欢吃酸汤锅的，可以点冬阴功汤。财春青也有鸡油饭的，一定要拌着辣

酱吃才香。

人均消费：45元

地址：景洪市曼听路曼景兰193号，中玉酒店对面（近勐龙路）

啰啰冰屋

啰啰冰屋在西双版纳共有四家店，是当地人吃饭的首选。店内饮食种

类齐全，睡印椰、帕露达、鸡油饭等都很有特色。推荐睡印椰，里面有椰

子汁、椰肉丝、珍珠、紫米，还有脆面包片，泡起来很好吃。

人均消费：25元

总店地址：景洪市宣慰大道96号

电话：0691-2131160

财春青银色小火锅 by 熊猫爱旅行

 睡印椰 by 西双版纳湄公河青旅

特产·SPECIALTY

无论在景区、市区都有傣族妇女出售傣族特色的服装、金银首饰、黑

陶器皿、大象木雕、竹编工艺品等，还有热带水果、干果蜜饯、茶叶（普

洱茶）、香料等。购买时，可以尽量砍价。另外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里还

出产许多珍贵的药材，如血竭、金鸡纳、白豆蔻、阳春砂仁等。 

茶叶
西双版纳是中国最古老的茶叶发源地之一，著名的普洱茶六大茶山均

在版纳境内。早在明清时期，普洱茶就是中国最古老的茶马古道上的重要

商品，并经古道远销中亚及西亚地区。另外，版纳的大叶种茶加工出的红

茶香气馥郁，绿茶汤色清绿。著名的茶叶品种有：南糯白毫、佛香茶、云

海白毫、岗绿、旋云茶等。爱茶叶的不妨带一些茶叶走，建议在正规大型

超市或专卖店购买。

购物 · SHOPPING

热带水果
优越的自然条件使西双版纳盛产各种热带水果，例如芒果、荔枝、龙

眼、菠萝、柚子、菠萝蜜、西番莲、杨桃、西瓜、木瓜、番石榴、神秘

果……神秘果是一种会改变人的味觉的果子，成熟的神秘果有些像樱桃，味

微甜，但神奇的是，吃过它之后，再吃任何酸的食物都会觉得是甜的。

小粒咖啡
小粒咖啡是西双版纳的重要咖啡品种，浓郁的香醇之中，有一种特有

的回甜，是热带非洲出产的咖啡所不能比拟的。在版纳的热带作物研究所

可以买到加工好了的小粒咖啡作为伴手礼。

制茶工艺  by 熊猫爱旅行

熊猫爱旅行

血竭
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生长着众多奇异的药材。“活血圣药”血竭就

是其中的一种。血竭又称“麒麟竭”，主要医治跌打、损伤、血瘀疼痛、

风湿麻木、妇科杂症等疾病，同时也是配制药品“七厘散”的主要原料。

缅甸玉
西双版纳有许多售卖缅甸玉的店铺。集市上的缅甸玉多数为假货，不

要贪图小便宜，最好到有信誉的大型商场内购买，并且索要发票。此外，

如果不甚懂行，价格高昂的玉制品一定要谨慎购买。

推荐餐馆 ·RESTAURANT

去了西双版纳才知道，原来普洱茶不是产自普洱！

而是产自西双版纳。当然，这个论断不是听当地茶

商忽悠我才相信，而是看了很久之前出版的《云南

风物志》，里面也提到这句话，我才敢相信的！

                 ——《西双版纳自由行游记and攻略》

                                    

西双版纳

http://lvyou.baidu.com/user/7df8df37521cca21ff059daf
http://lvyou.baidu.com/user/7df8df37521cca21ff059daf
http://lvyou.baidu.com/notes/c3d95529bc3e4ef59fdd12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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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

交通 · TRANSPORTATION

西双版纳虽然位于我国西南边陲，但是交通相对便捷。飞机、长途汽

车甚至轮船都可以到达。一般乘坐大巴、轮船所费时间较久，选择飞机到

达较为快捷。

飞机

长途汽车

西双版纳主要的客运站有：

1、景洪客运站

地址：景洪市勐泐大道16号

电话：0691-2123699

发车方向：许多到本地各景点的短途班车，以及发往昆明、大理、丽

江的长途汽车

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

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位于景洪市西南部，距景洪市区5公里。目前开

通国内航线16条，国际航线2条。通航城市有昆明、丽江、大理、上海、

成都、重庆、杭州、郑州、广州、北京、武汉、香格里拉、腾冲、曼谷

（泰国）、琅勃拉邦（老挝）等。

主要航线：

昆明—西双版纳：有许多直达航班，也有部分在丽江转机，飞行时间

约1小时。

机场交通：

1、机场小巴：出机场候机楼就能看到，每位10元即可抵达市区。小

巴发车时间不固定，需要等候，人满即走。运营时间：8:00-22:00

2、出租车：直接乘出租车前往市区，价格约30元。

2、景洪客运南站

地址：景洪市勐海路77号

电话：0691-2137105

发车方向：发往昆明、大理、曲靖、蒙自的直达快客为主

昆明市区—西双版纳

昆明南部汽车客运站每天都有多班开往西双版纳的车次，有卧铺和高

速客车可以选择，全程大概需要6-8小时，票价约200元。

昆明南部汽车客运站

地址：官渡区矣六乡新昆洛路东侧

电话：0871-7361722

发车方向：发往普洱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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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县及部分国际班车

从西双版纳出发

3、西双版纳客运站

地址：民航路3号

电话：0691-2136288

发车方向：发往大理、普洱以及西双版纳境内各县乡的客车

到达与离开 ·GETTING THERE & AWAY

轮船

公交

景洪港位于景洪市区澜沧江北岸，是国家一类对外开放的水运口岸，

由景洪、橄榄坝和关累三个码头组成。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为联结中

国至东南亚的水上大动脉，为著名的黄金旅游线路。目前，已开通了中国

景洪至老挝万象国际水运航线。

景洪市内可乘坐2路公交直达景洪港。

景洪市区不大，打车一般5元不打表，晚间加价2元。

出租车

热带植物园  by Drally3

景洪城里共有三路公交车，城内的主要景点都可乘公交车到达，但是

等车时间较长。

公交1路：景德路民航路口—嘎洒

自景德路民航路口（民航售票处对面，在此可转乘3号线）至嘎洒，票

价2元，沿途经过民族风情园大门，机场门外。

公交2路：洪港—嘎栋

自景洪港至嘎栋，票价2元，沿途经过客运站（在此可转乘3号线），

热带花卉园，药用植物园。

公交3路（环线）：景洪、嘎兰北路交叉口—曼听公园

自景洪北路嘎兰北路交叉口至曼听公园，票价1元，沿途经过景洪客运

站，版纳客运站，集贸市场，金凤宾馆，天顺超市，曼听公园。

在市井闲逛累了，可乘坐当地的三轮车，费用约为5元/人。

三轮车

Drally3

一些宾馆可提供出租自行车的服务，如湄公河国际青年旅舍、金版纳

宾馆等。曼听公园门口也有自行车出租。

租用自行车交押金200-400元不等。有的地方也可以用身份证代替押

金。租车的费用一般为25或30元不等。

自行车

当地交通 ·LOCAL TRANSPORTATION

在景洪市区兜，可以租自行车，8元一天，很方

便。如体力充沛可骑到景洪以外的景点去。可到宾

馆的总台问问，西双版纳宾馆北面100米有一家，

两位老人家人很好。

                                 ——《西双版纳旅游介绍》

                                    
TIPS 从景洪市到整个西双版纳州的各旅游景点，都可以在汽
车站购票上车，票价均按照国家规定，不必有顾虑。但是如果你不在

车站上车，注意要和司机谈好价格。

http://lvyou.baidu.com/user/c94ff7d3df1e815e4ac3748e
http://lvyou.baidu.com/user/c94ff7d3df1e815e4ac3748e
http://lvyou.baidu.com/notes/6044a4cae00799b2b62752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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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

西双版纳州人民医院 

地址：西双版纳景洪市高噶兰南路4号 

电话：0691-2147123  

邮局

中国邮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邮政局

电话：0691-2132611

地址：西双版纳景洪市宣慰大道73号

实用信息 · INFORMATION

西双版纳傣医医院

地址：西双版纳景洪市民航路17号

电话：0691-2122456

上网

西双版纳的一般旅店可提供宽带上网。部分旅店和餐厅会提供WiFi服

务。景洪的网吧不像大理和丽江那么集中。景洪市中心的金鹿步行街网吧

很多，而且环境和硬件设施都不错。

银行

中国银行版纳大厦支行

地址：西双版纳景洪市勐泐大道39号 

电话：0691-2123131

紧急电话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旅游局：0691-2121589

全国免费电话：400-666-5642

西双版纳旅游投诉电话：0691-2122323

西双版纳旅游投诉电话：122077

昆明国旅总机：0871-8080583

中国农业银行景洪广场支行

地址：西双版纳景洪市勐泐大道47号( 金鹿步行街旁 )

电话：0691-2122291

景洪市人民医院 

地址：西双版纳景洪市嘎兰中路48号 

电话：0691-2146801

中国工商银行景洪南路支行

地址：西双版纳景洪市勐泐大道51号 

电话：0691-2122239

冲浪网吧

地址：西双版纳景洪市宣慰大道166 

电话：0691-2419390

纵横网吧

地址：西双版纳景洪市金鹿东街G201  

电话：0691-2144407

景洪北路邮政支局

电话：0691-2138262

地址：西双版纳景洪市勐泐大道18号

小贴士 · TIPS

1、西双版纳机票紧俏，需提前预定。

2、为防备蚊虫和强烈的日光，需准备驱蚊和防晒用品。

3、游览时要尊重傣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

4、版纳地区珠宝玉器较多，选购时需仔细甑别。

5、赴边境地区旅游，须特别注意安全和卫生。

6、自助游就餐时，基本到各处的普通餐厅自行就餐都能吃好，但最好

不要去定点的旅游接待餐厅。

7、常用词汇的普通话和傣语对照：

大伯→波龙

大妈→米涛

大哥→比仔

大姐→比颖

小伙子→卜冒

小姑娘→卜哨

版纳的活动基本以景洪为轴心，景洪银行很多，但前往一些偏僻景区

时，建议带上足够游玩的现金。

花里看世界 by 徐狮子

热带植物园-繁花似锦 by 徐狮子

西双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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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路线 · OPTIONS

洱海位于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形如一弯新月，是一个风光明媚的高

原淡水湖泊。洱海湖水清澈见底，透明度很高，自古以来一直被称作“群

山间的无瑕美玉”。

如今越来越多去大理旅游的人们，会直接选择一个洱海边的村子，一

家看得到海子的客栈，住上十天半个月。

游船价格：露天座位120元，大厅150元，包厢200-300元

开放时间：全天

大理（2天）

圣光映三塔  by punishlee

西双版纳没有直达大理的客车，乘客车需要从昆明中转，西双版纳到

昆明约8小时的车程，一般从景洪客运站、客运南站出发至昆明班次较多。

昆明西部客运站到大理的客车15分钟一班（7:30-23:50），96-134元，全

程4小时左右。

长途客车

西双版纳到大理自驾可以依次走G213、S222、G214、 S213高速

路，全程约620公里，具体路线可以使用百度地图导航。

自驾

洱海  by zelhr

宠爱之名VIVI

月圆之夜，洱海边仰观玉镜高悬，俯赏月映海中。洱海月与苍山的倒

影交相辉映，所谓“银苍玉洱”，颇有意境。

大理蝴蝶泉公园以“蝴蝶泉”而闻名。蝴蝶泉是一个方形潭，泉水清

澈如镜，有泉底冒出，泉边弄荫如盖，一高大古树，横卧泉上，这就是

“蝴蝶树”。

每年春夏天之交，蝴蝶树芬芳引蝴蝶。大批蝴蝶聚于泉边，满天飞

舞。最奇的是万千彩蝴蝶，交尾相随，倒挂蝴蝶树上，形成无数串，垂及

水面，蔚为壮观。

蝴蝶泉

洱海月

崇圣寺三塔
崇圣寺三塔，背靠苍山，面临洱海，三塔由一大二小三座佛塔组成，

呈鼎立之态，是苍洱胜景之一。三塔也是云南古代历史文化的象征，历经

千年时光的洗礼。

古城街巷

大理古城的街巷间一些老宅，也仍可寻昔日风貌，庭院里花木扶疏，

鸟鸣声声，户外溪渠流水淙淙，“三家一眼井，一户几盆花”的景象依

然。古城内的“洋人街”，招牌、广告多用洋文书写，吸着金发碧眼的

“老外”，在这里流连踯躅，寻找东方古韵，渐成一道别致的风景。

D1  洱海→南诏风情岛→大理古城

D2  蝴蝶泉→苍山→崇圣寺三塔

大理古城有传统的白族民居，古城护国路上的许多私人旅馆、招待

所，都是由旧时民居改建而成，古色古香，很有韵味，推荐自助游客住在

大理古城，以便更好地体验大理的民族文化。

大理市城区内集中了众多的餐饮、美食的店，吃货朋友们就走到哪里

吃到哪里吧。烤饵块、乳扇、雕梅、凉鸡米线、白族三道茶……众多美食，

总有你的菜。

西双版纳景洪机场有直达大理的航班，平时有3班航班，出发时间为上

午9-11点，全程用时1小时左右。也可以选择到昆明转机的航班，班次更

多。

飞机

行程·SCHEDULE

交通 ·TRANSPORTATION

 大理站-洱海：10路公交至州纺厂站，步行至洱海码头；或8路至市医

院站，步行至洱海码头。

洱海码头-南诏风情岛：乘坐游船往返。

洱海码头-大理古城：4路公交至大理南门站下车

大理古城-苍山、崇圣寺三塔：19路三塔公园站下车

市内公交

亮点 · HIGH LIGHTS

住宿·LODGING

餐饮 ·EATING

西双版纳

 在游船上，欣赏白族传统民间歌舞，品尝了著名

的“三道茶”。第一道，味苦清澈；第二道，香甜

暖身；第三道，甘甜回味。吃货对此表示满意!

——《跟着宠爱往南飞——云南之旅》

http://lvyou.baidu.com/user/4b42ebe3f8d419a39d05404f
http://lvyou.baidu.com/user/4b42ebe3f8d419a39d05404f
http://lvyou.baidu.com/notes/view/d959f80734fd6ed314246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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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BACKGROUND

西双版纳位于云南的南端，与老挝、缅甸山水相连，和泰国、越南近

邻。她美丽、富饶、神奇，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西南的边疆。

澜沧江纵贯南北，出境后称湄公河，流经缅、老、泰、柬、越5国后汇入太

平洋，誉称为"东方多瑙河"。

气候方面，西双版纳属热带季风气候，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一年内

分干季和湿季，年平均气温在21℃左右。干季从11月至翌年4月，湿季从5

月至10月。终年无霜雪。年雾日达108-146天。景洪地区极端最高气温达

41.1℃，极端最低气温2.7℃，常年适于旅游观光。　

西双版纳山区为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终年温暖、阳光充足、热量

丰富、湿润多雨，具有“长夏无冬、一雨成秋”的特点。一年只分为雨季

和旱季两季。

数百年前，小乘佛教传入云南省西双版纳，成为傣族全民信仰的宗

教。这里佛寺建筑随处可见，几乎每个村寨都有佛寺，有的佛寺旁还建有

佛塔。佛寺、佛塔成了傣族群众生活的中心场地，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圣

殿，佛教建筑艺术也成了傣族人民宝贵的文化艺术财富。

傣族是西双版纳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拥有自

己的语言和文字，主要信奉小乘佛教，自古将孔雀和大象视为吉祥物。傣

族分为水傣、旱傣和花腰傣。傣族少女服饰优美、容姿秀丽、能歌善舞，

是版纳迷人的景致之一。

傣历新年又称泼水节，是傣族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由公历四月十三

日至十五日，持续三天。届时，人们先到佛寺浴佛，然后以互相泼水来表

达真诚的祝福，把过去一年的烦恼辛劳冲洗干净。

时间：公历4月13日-15日

西双傣语为十二的意思，双版纳即为十二个版纳：版纳景洪、版纳勐

养、版纳勐龙、版纳勐旺、版纳勐海、版纳勐混、版纳勐阿、版纳勐遮、

版纳西定、版纳勐腊、版纳勐捧、版纳易武。西双版纳是明代隆庆四年

（1570年），宣慰司（当地最高的行政长官）把辖区分十二个“版纳”

（傣语“十二”“西双”“版纳”是一千亩之意，即一个版纳，一个徵收

赋役的单位）。从此便有了“西双版纳”这一傣语名称。

泼水节  by 红辣椒chili

居民生活 by 易融

公历7月中旬（傣历9月15日）是傣族的关门节，当天，各村寨的男女

老少都要到佛寺祈福。从此到开门节的三个月里，男女青年可以谈情说

爱，但不能结婚，不能外出。

公历10月中旬（傣历12月15日）的开门节，象征着三个月以来的雨季

已经结束，即日起，男女青年可以开始自由恋爱或举行婚礼。节日这天会

举行盛大的集会。这时，正逢稻谷收割完毕，所以也是庆祝丰收的节日。

时间：公历7月中旬、10月中旬

傣乡风情

水在傣族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他们的许多节日、习俗与水有

关，例如辞旧迎新的泼水节。傣家人十分在意水源的清洁，路过傣家寨子

时，切记不可往水井里扔东西。

傣家竹楼颇具特色，大多临江河湖畔而建，是上下两层的干栏式建

筑，周围绿树环绕，花香扑鼻，令人赏心悦目。

傣族民居

傣族与水

泼水节

关门节、开门节

傣家庭院 by《中国城市旅游》杂志提供

西双版纳

历史·HISTORY

地理气候 ·ENVIRONMENT

宗教文化 ·THE CULTURE

民族 ·MINORITY

节日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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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它们去旅行· TRAVEL WITH THEM

电视剧 ·TV SERIES

    那是一个时代，几十万热血知识青年响应号召奔赴

云南边疆。十年一梦，大返城的汹涌狂潮又把他们卷回城

市。在边疆，他们抛下的不只是红土地、流沙河、橡胶

林……还有他们的青春情怀和爱情结晶——孩子。 

    岁月荏苒，光阴似箭。历史走到了九十年代的今

天，孩子们长大了，懂事了。有的隐隐约约知道了自己的

生身秘密。于是他们中一些胆大的便呼群结伴，瞒着养父

母偷偷踏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去探究自己的生命奥秘，

寻找生养了自己，又抛弃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孽债》是一部生活伦理类型的电视剧，在江浙地区

乃至全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该剧创下了42.62%的高

收视率。

书籍 ·BOOK

音乐·MUSIC

孽债
Nie Zhai

导演：黄蜀芹

编剧：叶辛

主演：赵有亮 / 严晓频 / 吴冕 / 金鑫 

/ 李家耀

类型：动作 / 惊悚 / 冒险

制片国家/地区：中国

语言：生活 / 伦理 

首播日期: 1994

集数：20集

我的家在西双版纳
作者：猪乐桃 　

猪乐桃以自己的故乡西双版纳作为

素材创作的《我的家在西双版纳》，延

续了她的一贯清新美丽的路线，读者可

以从彩云之南的椰风蕉雨中找回都市里

遗失已久的恬静心情。

这本书之前猪仔整理了自己所有的

回忆，惊讶地发现尽然可以记住这么多

的童年往事，多到整本书都不足够放下

了……

雨林精灵
作者：林妲 / 宛妲 

在森林里的木屋，有两个精灵一样

的女孩，她们以雨林为家，和雨林里的

动物、植物一起长大；她们不用上学，

大自然才是最好的课堂；她们摘果子喝

花蜜在树上盖房子，过着纯天然的生

活……她们不是无忧无虑的森林公主，

而是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帮助更多的雨

林重新站在这个地球上。

每个人心底都住着一个孩子，每个

孩子都向往这样的生活。

月光下的凤尾竹
作词：倪维德 

作曲：施光南

《月光下的凤尾竹》是一首著名的

傣族乐曲，以葫芦丝演奏的版本最为常

见。许多舞者将其改编成优美的舞蹈，

尤其是优雅恬静的傣族舞，风韵十足。

西双版纳
演唱者：黑龙

“我的故乡美丽的西双版纳，那是

一个人间的天堂，到处都是鸟语花香，

只有欢乐没有悲伤。”简单而朴实的歌

词，述说着一段思乡情，饱含深情的旋

律最动人。

西双版纳

http://music.baidu.com/song/5965762?fm=altg4
http://music.baidu.com/song/232191


官方微博： e.weibo.com/baidulvyou

《中国城市旅游》杂志、徐狮子、

wandy3515、pourraityeah、qnaq2004、c

airn86、Drally3、Janey323、老长征、其实

没那么远、胡同里的小蚂蚁、

zelhr、punishlee、红辣椒chili

特别感谢 以下用户的贡献： 你 的 位 置
期待你的参与 ：）

联系我们： lv-bugs@baidu.com

百 度 旅 游  荣 誉 出 品
lvyou.baidu.com

http://music.baidu.com/

合作伙伴

王凳子，杂志《Flyer531》编辑总监。

游荡型旅行者，著有美食专栏，间或有旅行

散记问世。

王凳子

柔软丽江

西双版纳

责任编辑：沁元

顾问介绍

媒体人+旅行狂+猫咪控=【熊猫爱旅

行】，踩过西双版纳，留下满满回忆。

熊猫爱旅行

顾问介绍

资深驴友，一个登山包，一部相机，走

遍天南海北。

lumin621013

顾问介绍

南方小姑娘，热爱生活，随性洒脱，喜

欢背包旅行，爱上大自然的每一个表情。

米恩karine

*  本攻略图片均由用户提供，如有侵犯到您的权益，请

及时与我们联系。  lv-bugs@baidu.com

*  感谢 唤云 提供封面图片。

http://e.weibo.com/baidulvyou
mailto:lv-bugs@baidu.com
http://lvyou.baidu.com
http://music.baidu.com
http://t.qq.com/li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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