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又到了毕业季，无论你

是独自旅行， 还是三五好友一

起，山水人文、神奇秀美的贵州

都是不错的选择， 花式打卡，应

有尽有。

登高望远游

梵净山

游览梵净山， 登山途径共有两

种：徒步登山，无问西东，只求与自然

来个亲密接触；乘坐观光缆车，穿梭

于山峰之间，俯瞰群山叠翠。

几个好友轻装上阵， 勇攀高峰

……当大家登上顶峰之时，那种大好

河山都臣服在你脚下的快感油然而

生， 我想那种满足感是不言而喻的。

或与自己最亲密的人坐上缆车，拍摄

下沿途的美好风光，这些一定会是这

趟旅程最美好的回忆。

地址：铜仁市江口县

云台山

云台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

间云海犹如白龙翻腾，石阶两旁谷壑

幽深，山中流泉淙淙，水质甘甜。云台

山也是贵州地区徒步之行的佳地，随

着石阶小路前行，沿途风景都各不相

同，有樱桃弯、铁索桥……

地址：贵州省黔东南州施秉县

探秘溶洞游

织金洞世界地质公园

2015 年 9 月， 织金洞荣膺世界

地质公园。

织金洞被评为 “中国最美六大

旅游洞穴” 之首， 许多到访过的人

纷纷感叹 “黄山归来不看岳， 织金

洞外无洞天” ， 这也是对它最好的

赞美。

对于织金洞，可以用“大、全、

奇” 来概括，它囊括了全世界溶洞堆

积物类别的 40 多种堆积形态， 被称

为“岩溶博物馆” 。规模宏大，形态万

千，色彩纷呈，是织金洞景观的显著

特色。

地址：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官寨

乡

绥阳双河洞

就在今年，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

双河洞，以 238.48 公里的长度，超过

马来西亚杰尼赫洞，成为亚洲第一长

洞、世界第六长洞。 双河洞是中国最

长的洞穴群。洞内结构复杂，水洞、旱

洞并存，洞洞相连，构成了层状蜘蛛

网样的地质洞层。

早在 20世纪 80 年代，绥阳县就

开始了对双河洞系统全面的科学研

究。 31年来，世界洞穴专家在洞内发

现了地下梯田、洞穴瀑布、卷曲石、石

膏晶花等地质奇迹和大量洞穴生物

化石、洞穴活体生物，为洞穴地质、生

物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极有价值的资

料。

地址：遵义市绥阳县温泉镇境内

浪漫星空游

花溪高坡露营地

花溪高坡云顶草原是贵阳市民

最爱去的地方之一，无论是到这里野

外烧烤，还是夜晚露宿草地，这里的

浩瀚星辰足以

让你仰望星空。 沿途美景美不胜收，

发电大风车让这里独一无二的美一

览无余。

地址：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云顶

草原

乌蒙大草原营地

艾蒙帐篷营地处于空旷无垠的

乌蒙大草原山顶上，白天，这里微风

习习，夜晚，空中繁星点点，而且昼夜

温差大。 话说，许多省内旅游达人把

它看做别样露营体验的必选之地。10

万亩的高原草场上一望无际，谁不想

有机会去体验一番呢？

艾蒙帐篷营地上的帐篷形状与

蒙古包大体上有点相似，咋一看会有

种身处内蒙古草原的错觉。

地址：六盘水市坪地乡乌蒙大草

原景区牛棚梁子

古镇文艺游

朱砂古镇

作为贵州新晋的网红景点———

朱砂古镇，它的前身是“中国汞都·

贵州万山国家矿山公园” ，不仅美如

仙境，还能玩玻璃栈道、时光隧道，对

喜欢挑战和玩耍的小伙伴再适合不

过了。

走进万山朱砂古镇，你会惊奇地

发现，昔日世界罕见的人工采矿坑道

变身为供游人穿越的 “时空隧道” ，

以往矿工们贴着崖壁上下班的小道

成了惊险刺激的玻璃栈道……

这里海拔较高，沟壑纵横，湿润

多雨，独特的地质构造和气候，使这

里一年四季都有云海奇观。如果你喜

欢挑战，又喜欢云海，也不妨带着 TA

来这里仰望浩瀚的日月星辰。

地址：铜仁市万山区万山镇矿山

公园

丹寨万达小镇

说起丹寨万达小镇，近年来也受

到大家的追捧，它以苗族传统特色建

筑为基础，以丹寨历史文化传承与民

族风情为核心，依山傍水、交辉相映。

小镇全长 1.5 公里，总建筑面积

超 5 万平方米，是一座集“吃、住、

行、游、购、娱、教” 为一体的休闲、度

假、历史、养身文旅小镇。

景区里的鼓楼， 是苗侗人民娱

乐的好地方，每当炎炎夏日，男女老

幼都会来此乘凉， 寒冬腊月在中间

设置火塘，大家聚到这里围火，唱歌

弹奏。

恰逢节日，村寨人民更是会聚集

在这里，吹芦笙，对歌作乐。据说当地

青年男女都是在夜晚对唱情歌。设计

者对鼓楼的灯光进行了加强处理，让

鼓楼夜景具有浓厚的浪漫氛围。

地址：黔东南州丹寨县

激情漂流游

镇远高过河

要说最适合放松的方式，漂流应

该是大多数人的选择。贵州的漂流胜

地众多，不过要说最刺激也最有情怀

的，非镇远高过河莫属了。

高过河就流淌在被誉为 “东方

威尼斯” 的镇远古城旁边，这样一个

充满情怀的地方，漂流可绝对不止是

小资休闲，5公里的漂流河道、3 小时

的漂流时长，落差大、险滩多、水质

好，让你激流勇进畅享漂流的乐趣。

沿途原始森林峡谷和深潭险滩

飞瀑，各类奇花异草、野鸭金雕、潭秀

瀑美，一年四季瀑声不断，蝉鸟唱和，

就像“一条会唱歌的河” 。

地址： 镇远县城西北 34 公里处

的羊场镇

南江大峡谷漂流

如果你问大峡谷哪些景点好玩，

其实，大峡谷本身就是个最具观赏性

的景点。

南江大峡谷一直主打漂流项目，

漂流自然是来此的必须体验。峡谷漂

流分为休闲漂与激情漂两种，全段共

长 6.5公里，用时 3 小时左右。 是距

离贵阳市区最近的漂流地。

依托山水优势，南江大峡谷景区

开辟出飞拉达攀岩、 真人 CS 野战、

丛林探险露营等丰富多彩的旅游项

目，在悬崖峭壁上徒手攀爬，在密林

草丛中惊险激战，很适合同学们团体

出游，尽情欢乐，挥洒激情。

地址：贵阳市开阳县南江乡龙广

村

梯田自驾游

龙里谷脚梯田

龙里县谷脚镇新坪村的千亩梯

田，在山野间展示出一幅令人震撼的

图景。 随着光线的变化，龙里千亩梯

田展示出一幅幅不同的美景。大雨过

后， 大山上的千层梯田水波滢滢，如

诗如画，让人流连忘返。

无论是在余晖中，还是在晨间雾

里，梯田总会在夕阳的照耀下，映出

天空最美的样子，就像是遗落在人间

的一面镜子。

地址：黔南州龙里县谷脚镇新坪村

从江加榜梯田

在贵州，说到梯田就不得不提加

榜梯田， 它是中国最好梯田之一，也

是摄影爱好者们追捧的圣地。加榜梯

田总面积近 1万亩，是苗族人世世代

代留下的杰作。它比云南元阳梯田更

加秀丽，比广西龙胜梯田更加壮观。

“云雾奇观” 是加榜梯田的一大

特色。 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清晨都会

有层层云雾将梯田和苗乡吊脚楼笼

罩，给人一种身在人间仙境、世外桃

源的感觉。

地址：黔东南州从江县加榜乡

屯堡文化游

天龙屯堡

天龙屯堡，处在喀斯特地貌的大

山深处，在这里，你将能亲耳听到正

宗的明代 “普通话” ， 亲眼看到从

600 多年前继承至今的江南地区传

统风俗，感受穿越时空的乡愁。

这里， 没有城市的高楼大厦、没

有城市的喧嚣， 有的只是一砖一瓦、

一尘一石构成的古建筑！“石头的瓦

盖石头的房，石头的街面石头的墙”

这就是天龙屯堡古镇的面貌。

穿着当地特有的翘翘鞋往古镇

深处走， 踏着 600 年铺就的石板路，

眼中是依然矗立的碉堡和家家户户

还留着望窗的宅院，如同进入了时空

隧道，来到石头建筑的世界，重回了

远离我们的明朝。

地址：安顺市平坝县天龙镇境内

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云山屯

云山屯始建于明代，是现存最完

好的屯堡文化村寨， 也是 “云峰八

寨” 中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它是明代

军屯、商屯遗存的真实见证和屯堡文

化的典型代表。

明清一条街，由青石板铺设的古

街道，被历史分成了三段，建筑与风景

人文以明朝为主，街道两旁店铺林立，

古时这里的商业贸易曾经繁荣一时。

高高的屯墙，古旧的老宅，清幽

的街巷， 云山屯每一处都是历史，每

一处都有景致；回到从前，回到 600

多年前，每逢节庆，这里的集镇一定

是热闹非凡的。

想象一下，穿越回 600 多年前的

云山屯， 从士兵把守的古屯门而入，

长长的集市上，形形色色的商人和百

姓穿着汉服，穿行于集市上，应着热

闹的节庆，悠游于集市，会是怎样令

人着迷的光景。

地址： 安顺市区以南的 18 公里

处

据“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公众号

悠游天下

YOUYOUTIANXIA

A

08

2019�年6月22日 星期六

编辑／版式 王欣 校对／尚敏

订阅热线：85834880��85821740

小河区域：83906466�������三桥区域：86860184�����观山湖区（碧海）：84715554�����大营路区域：86860184

小十字区域：85820039���贵惠路区域：85980238���观山湖区（金华园）：82239839����乌当区域：86410008����

广告热线：0851-85860467��85842830

毕业季出游 在贵州花式打卡

草原看星空、探秘大溶洞、古镇品人文……

贵州的星空

加榜梯田

高过河漂流

天龙屯堡的巷子

乌蒙大草原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