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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江，寓意为“流墨成江”，是一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人文风情独特浓郁的地方。这里是“哈尼之乡”，是全国唯

一的哈尼族自治县，两千多年前，哈尼族祖先来到这里，孕

育发展出独特迷人的哈尼文化；这里是“回归之城”，北回

归线在墨江穿城而过，在这里可以感受“立竿不见影”的天

文奇观；这里是“双胞之家”，神秘的北回归线穿境而过，

造就了生物的多样性，双胞占比率达 8.7‰。八方通衢、茶

米飘香、九叠联珠，当你翻开此书，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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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回归线标志园
·立竿不见影 ·回音壁

·日晷看时间 ·石阵广场看 24 节气

·北纬 23°26′一脚跨两带

·墨江之眼  ·滇南第一镜

·哈尼十月年起源 ·北回归线上的星空

·探秘双生树
景星镇

团田镇

通关镇

联珠镇·曼平村岩子营 墨江国际双胞文化园

哈尼宴

回归宴

联珠镇·者铁村勐簸组 双胞宴

花宴联珠镇·克曼村

双龙烧烤城联珠镇·碧溪古镇

遇见非遗
·麻脆   ·土陶   ·紫米封缸酒   ·哈尼服饰

孟弄乡

龙坝镇

那哈乡

北回归线大江野钓基地

泗南江镇西岐桫椤林

墨江文庙

太阳广场

来墨江住这里
·双胞大酒店 ·双子星大酒店

·兰亭园大酒店 ·秘境奇缘酒店

·紫金宾馆  ·温德姆花园酒店

·成立早期党组织      ·“五烈士”壮烈牺牲

·成立墨江人民反蒋自卫军     ·边纵部队龙潭整训

·官厅战役       ·准备武装暴动

·墨江党组织重新恢复建立     ·解放墨江县城

·“八三”建政      ·剿匪反霸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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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抚镇

3600 年前，哈尼族的先祖们循着茶马古道而迁徙，他们的生活痕迹在崇山峻

岭中遗留至今。历经数千年风侵雨蚀的新抚岩画，犹如哀牢山上遗落的明珠，散

发着璀璨耀眼的光芒，成为后世触摸先民脉搏、破译哈尼文明的密码。新抚岩画

由红色和白色的矿物质颜料绘制而成，凭借简单的人物和动物图案，形象地表现

了哈尼族天体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文化内涵。

在新抚的云雾山中，藏着一座迷帝普洱

茶庄园。闲暇时，约上三五知己，在幽幽古

茶园看清风明月，听林涛阵阵，赏云海日出，

品迷帝古茶……在这里待久了，任谁都会感

叹“世上没有神仙，却有神仙一般的生活”。

每年春来到，酸木瓜花悄悄绽放，

待 2 月新抚的“酸木瓜花节”拉开序幕。

篝火迎宾、山歌对唱、大型情景剧《木

瓜花红情满山》轮番上演，节日的喧

嚣和茶山的幽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原来出世、入世就在一瞬间。

如果新抚有味道，那一

定是酸木瓜味的。酸木瓜煮

鸡、舂酸木瓜、酸木瓜酒、

酸木瓜罐头……这里能找到

酸木瓜的十八般做法，是吃

“酸”星人的天堂。

云雾山中出好茶，在新抚，有一

款叫“迷帝”的茶声名远扬，受许多

人追捧。迷帝茶原不叫“迷帝”，而

是“米地茶”。清乾隆年间，人们口

口相传的米地茶，因品质优良而被选

进贡京师。相传，乾隆皇帝喝了米地

茶后十分欢喜，赞叹道“朕品茗无数，

唯他色香俱佳”，并赐“岁俸京师”

匾一块。“米地茶”的名声由此不胫

而走，“米地茶”也因让皇帝迷恋而

改名为“迷帝茶”，并一直沿用至今。

奇闻
艺事

行家
都去这儿

吃
情
无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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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星镇

奇闻
艺事

“悠悠驼铃声，瑟瑟清谷风。”久负盛名的

古茶之乡——景星镇，不仅是墨江西北四镇的枢

纽，更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驿站。1937 年，这

里还建立了思普地区第一家规范茶厂——新华茶

厂。往昔，临街临巷的马店，供南来北往的马帮、

客商住宿、存货；如今，虽已没有了马帮铃声的

回响，但是古道茶香依旧。

景星镇的茶旅行程从洒次凤凰窝开始，走一段山

路来到凤凰窝的核心区，千年古茶树依山而立，空灵

的山林里回响着虫鸣鸟叫。每年入春采茶，20 多天的

时间里，当地人迎着晨曦结伴采茶，一入山林只闻哈

尼人的茶歌声，人早已和满山的古茶树融为了一体。

告别了洒次凤凰窝，来到山腰的太阳茶厂。创建于

2005 年的太阳茶厂是墨江最大的茶企之一，年销售额在

2000 万元以上。因为北回归线正好穿过凤凰山，太阳茶厂

一款名叫“ 北纬 23°26′”的茶，成为了墨江好茶的名片。

来到凤凰山，还有一个必打卡茶园——水之灵古茶园。

茶厂之所以取名水之灵，是因为古茶园核心区有一棵“茶

树王”，树下有口水井，井水清冽甘甜，茶树有蟒蛇守护。

当地人传说，这条蟒蛇为新华茶厂创始人李子忠的一缕茶

魂所化，守护着景星茶山。

如今，在凤凰山不仅能听千年茶树的传奇故事，赏云

雾缭绕的茶园美景，吃原汁原味的特色茶宴，还能自己动

手体验采茶、制茶工艺。如果你来到这里，请记得一定要

轻声细语，不要扰了千年古茶树的清梦。

“红酒论酒庄，普洱讲山头。”墨江景星镇有

一座名山头，名为凤凰山。相传，一日飞来了一对

凤凰在梧桐树上筑巢安家，当地人就把这个地方命

名为“凤凰窝”，再后来，整个大梁子山因为凤凰

的造访，就被当地人叫做了“凤凰山”。生于斯长

于斯的古树茶，被当地人命名为“凤凰窝”。

如今，当地仍有很多“守茶人”，他们祖辈以茶为生，

古茶树对他们而言不只是“致富树”，更像是从小陪伴

自己长大的长者。每一棵古茶树都是自然的馈赠，几千

年来，当地人在行动中自觉地传承着、遵守着老祖宗留

下的智慧。这种对大自然的崇拜、敬畏、不自觉的保护

行为，为的是让这些古茶树能有机会走向未来。

行家
都去这儿

“水之灵”千年双生古茶树

北纬 23°26′茶饼

“水之灵”古井凤凰山守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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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田镇

奇闻
艺事

核
桃
王
树

核
桃
王
树

“这山望着那山高，山上结满泡核桃，核

桃好吃多结个，山中老农笑弯腰，秋入团田敲

核桃，藏在林中觅珍宝。”

在墨江县团田镇，几个青年人合抱一棵核桃

树，丈量这棵百年核桃古树树围。遮天蔽日的树

冠，犹如一轮巨大的伞盖，洒下一片清凉，树影

斑驳间形成了独树成林、绿树成荫的壮美景象。

这“高龄”核桃树已经有 160 多年的历

史了，但至今仍“老当益壮”，每年能结出核

桃 1500 多公斤，被当地人誉为“核桃王”，

这样的“老寿星”核桃树只是团田镇“百年老

核桃树”中的一棵。

团田镇有山还有水，龙舞箐水库距镇

政府 1.6 公里，是一个天然的湿地公园，

四周群山环绕。蓄水期间，林荫倒映在水

面上，随风而动，树林间小鸟嬉戏，空气

潮湿清凉，是夏天消暑的理想胜地。

在漫山绿野之中，那翁田俨然一处别具韵

味的“自然氧吧”。山间的绿意与鲜红的樱桃

交相辉映，游人三三两两，提着篮子穿梭在樱

桃林，一边采摘一边品尝，尽情享受春日采摘

的乐趣。

吃
情
无
限

随着雨季的到来，羊肝菌、黄赖头、大红菌、青头菌、鸡枞…一波

又一波地生长，团田镇这个素有“野生菌之乡”美誉的小镇也变得热闹

起来。进山拾菌的农户不分白天黑夜了，野生菌交易的商贩也不分赶集

天了，吃货们也铆足了劲地赶来，只为了赴这一年一季的舌尖盛宴。

在团田做野生菌宴最有名的还属乡里人家农家院，掌勺老板师承当地名家，做

出来的野生菌宴色香味俱全，每年慕名而来吃菌子宴的人不计其数。青椒烩青头菌、

红椒油焖见手青、土鸡蛋鸡枞汤、蒜爆黄赖头、香菌炖蛋、大红菌煮鸡、奶浆菌炒

韭菜……不能再数了，口水要着掉下来咯。

大红菌 羊肝菌 鸡枞

购

樱桃 沃柑 核桃

初恋的味道 阳光吻过的甜蜜 口齿生香



张三黄焖鸡

温老八饭店

龙洞冲饭店

三七鸡饭店

张家农庄

张氏农家

沿边酒店

张六黄焖鸡

小小农家

金马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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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关镇

MO JIANG
CHINA

通关镇，素有“金马通关”的美称，自古以来就是茶

马古道的主驿站之一，史称“军事要塞通关哨”。在茶马

古道和茶埠古镇旁的中科山上有一个金马公园，园中有观

景塔，塔上矗立着腾飞的金马塑像。

站在公园内可以远眺连绵不断的哀牢群山，也可以看

日出、观雾海、鸟瞰通关小集镇和星罗棋布的村庄，还可

以沿茶马古道线路行走，感受马踏铃响的峥嵘岁月，探索

尘封的历史印记。

登临通关镇清水河万亩有机茶园，山的

崇高，天的辽阔，在此和谐相融，村庄恰如

一只小碗镶嵌在群山环绕之中，青山隐隐，

绿水悠悠，相映成趣。若你运气足够好，你

还能在茶园中一睹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哈尼

族神鸟白鹇的芳容。行家
都去这儿

在通关，茶树与香樟树共

生。香樟，那种不张扬的香气 ,

淡淡的却沁人心脾。就像有的

回忆 , 或许并不是很重要 , 却

总会在无意间想起。朝昔相处

中，茶树也染上了香樟的味道，

尝一口这里的茶，竟不知是茶

香诱人，还是香樟迷人。通关

茶园常年云雾缭绕，置身这片

“云雾之境”，是可以遇知音

的。而这知音，既是无边风月，

亦是四方茶客。

吃
情
无
限

来到通关尝过黄焖鸡，那才是真正的不虚此行。目前通关镇内共有

70 余家黄焖鸡饭店，这里黄焖鸡采用本地土鸡，酱香浓郁、鸡肉入味，

汤汁浓稠，一点不油腻，用汤汁拌饭绝对让人胃口大开。张三黄焖鸡是通

关黄焖鸡的鼻祖，每天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

通关黄焖鸡

必吃
TOP10

13987094222

13577945337

13577979534

13759048299

13769924088

18987914465

13578186087

13887953516

13577994671

13769936026

老张三

郝建益

徐树学

李学芬

张洪洋

许天燕

李    敏

张家成

何声候

马    斌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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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平村岩子营

在离墨江县城不远的阿墨江流域的大山深

处，藏着一个美丽的哈尼族村庄——岩子营。

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率兵南征孟获期间，

大军行至岩子营附近，见此地山势险峻、奇峰

异石林立，隐隐有八阵图之势，遂派兵在此布

下诸葛八卦阵，用以防备西南诸部再次犯蜀。

后来，附近的哈尼族碧约人陆续搬到这里，把

简易的军事营房整理成自己的家，随着人口增

长逐步形成碧约人别具特色的哈尼族村落。

远观岩子营，错落有致的民房掩

映在核桃林之中，若隐若现。走进岩

子营，满目皆石，仿佛误入了一本以

石头为载体的艺术画册。站在岩顶极

目眺望，层层叠叠的山峦尽在足下。

随着游览岩子营的人越来越多，村里人在

自己家中开起了民宿和农家乐。挑个得闲的日

子，在“诸葛营盘”里住上几天。清晨在云雾

间看太阳缓缓升起，傍晚看最后一抹霞光散去，

晚上扎营看星星，好不惬意！

从寨门右手边拾级而上，在这片幽静茂

密的原始密林里，有近千亩的杜鹃林海。阳

春三月，漫山遍野的杜鹃竞相开放，灿若云

霞的杜鹃花，吸引众多的游客慕名前来。顺

着大核桃树的台阶而下，几个大石头环抱间

流出的泉水与对面岩子上的泉水遥相呼应。

奇闻
艺事

行家
都去这儿

吃
情
无
限

在山里人的世界里，吃，不仅是为了满

足自己的胃，更重要的是对于舌头的偏爱。

岩子营和其他地方比起来，有点“野”。

扎根于石头缝的核桃树，漫山遍野随意走的

生态鸡，老乡家醇香的石斛酒，杜鹃林中的

野生蘑菇和仙人洞周围要看运气才能吃到的

“仙人韭菜”……这里的每一道菜都是藏在

大山中的绿色纯生态食材，没有过多的调料，

却能让无数老饕爱不释口。仙人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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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铁村勐簸组

距离墨江县城 5 公里的地方，藏着一个哈尼特色

民族村寨——勐簸民族特色旅游村。

勐簸村有四百多年的建寨史，是墨江县唯一一个

同时获得“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云南省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称号。这里民居特色突出，民间艺人

活跃，哈尼文化底蕴浓厚，至今仍完整地保留着“祭

竜节”等哈尼族传统民俗节庆。

千百年来，哈尼族一直继承着“建寨要立神”的

古老传统，而他们的寨神便是竜树。在墨江，每一个

哈尼村寨无论大小、人数多少都有自己的竜林和寨神

树。相传在勐簸村的先祖建寨的第二年，他们开辟的

林子里就长出了一棵紫油木，所以紫油木就成了勐簸

村的寨神树。

祭竜节是哈尼族最重要的节日，哈尼人认为自家

一年的六畜能否兴旺、五谷能否丰登都是与竜神有关，

所以他们祖祖辈辈、家家户户都非常重视祭竜。每到

祭竜节，淳朴善良的哈尼人就会把自家最好的谷米、

最好的食物拿去竜林献给竜神，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人畜兴旺。

奇闻
艺事

行家
都去这儿

勐簸寨子是一个典型的哈

尼族村寨，这里没有熙熙攘攘

的人流，也没有浓重的商业气

息，有的只是韵味十足的山寨

风光，枝繁叶茂的生态茶园，

神秘古朴的哈尼歌舞和绚丽多

彩的哈尼文化。

来到勐簸村，你可以在

寨子里的哈尼传习所学习农

耕文化，感受哈尼族传统民

族服饰的别样风情。这里陈

列着许多哈尼族古老的生产

生活用具，这里会让你嗅到

久违的乡土气息，那些即将

消失的劳作工具，也会勾起

你淡淡的乡愁。

山脚是鱼塘，山腰是果园，山中是哈尼村寨，山顶是生态

茶园和竜林……这里有平坦开阔的露营基地，也有颇具特色的

哈尼民宿，你可以随心所欲选择自己喜欢的留宿方式。夜幕降临，

勐簸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围着同一堆

篝火载歌载舞，消除一身的疲惫与烦恼。

寨神树

祭竜仪式

祭竜节，不仅传承了哈尼族千百年

不朽的仪式感，更借着节日展示了哈尼

人热爱生活、敦厚质朴、坚强不屈的民

族特质，传承了生生不息的哈尼文化。



20/21

联珠镇

MO JIANG
CHINA

克曼村

“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乡间的歌谣“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乡间的歌谣

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乡间的歌谣

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行家
都去这儿

春夏之交，克曼村到处波光粼粼，梯田里整齐的紫

谷苗，一派生机盎然。克曼村坐落在一个小山顶上，百

来户人家的村寨，四周被近 300 亩梯田围着，散发着浓

浓田园气息。

梯田与紫谷，天作之合。百年前，勤劳的哈尼人从

山上引来水源，灌溉出这上千亩富饶的梯田。如今，这

里是“墨江紫米”最重要的原产地。春插秧、夏赏景、

秋丰收、冬吃宴，一年四季，奇遇不断。

春插秧 夏赏景 秋丰收 冬吃宴

每年 4 月中旬，在克

曼村紫米基地，身着盛装

的哈尼人民都会围着层层

水光盈盈的梯田举行“开

秧门”仪式，伴随着哈尼

族牛皮大鼓舞，哈尼人民

敲鼓打铓，把“秧姑娘”

移栽到水田中，种下新一

年丰收的希望。

盛夏的雨后，走在哈

尼梯田之上，迎风飘来一

阵淡淡的稻花香。放眼望

去，纵横交错的梯田泛绿

色，稻秧嫩绿清爽，与错

落有致的民居相互映衬，

勾勒出一幅美丽的乡野画

卷，宛如“世外桃源”。

进入 9 月中旬后，克

曼村哈尼梯田渐渐从青绿

变得金黄，稻田里泛起紫

色的稻浪、紫谷笑弯了腰，

微风轻轻吹过，哗哗地响，

扑面而来的是泥土香混合

着稻子的清香。

长长街上宴，浓浓哈

尼情。香醇诱人的紫米鸡、

香甜的哈尼特色麻脆、软

而不烂的牛扒烀、甜而不

腻的紫米饭，每逢祭竜节、

过年或者遇到喜事之时，

哈尼人都会在村子里摆上

长街宴，祭祀神灵、求神

护佑稻谷丰收、感激神灵

赐福人间。

奇闻
艺事

属于哈尼族碧约支系的克曼村，是哈尼牛皮大鼓传统

习俗保存最完整的村落，也被称为“鼓王村”。从前，哪个

寨子要做鼓，要先来克曼请“鼓神”，才能敲响。

至今，碧约支系还能完整传唱哈尼族民间叙事长

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

是两个人的名字，也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传说正

是因为洛奇洛耶想要追求扎斯扎依，才制作出了牛皮

大鼓，这部史诗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被国务院批准

公布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

在对爱情的表达上，哈尼人还有一

把“爱情的冲锋枪”——牛腿琴。在墨江

哈尼族的村寨里，年轻小伙用琴声来表达

对姑娘的爱慕之情。而年老的人则把对青

春的回忆、对家室和妻儿的眷恋一一附在

琴弦上弹奏开来。对哈尼人来说，牛腿琴

是情感交流的重要器物，是爱与情的见证

和象征，流传至今已有 1000 余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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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溪古镇
碧溪原名“碧朔”，这里可以说是“物

华天宝，人杰地灵”。民国初年，名垂青史

的“光复英雄，护国将军”庾恩旸就出生于

碧溪古镇。“庾家故居”是碧溪古镇人气最

旺的地方之一。

庾家三兄弟各有所长。庾家老大庾恩荣，有过人的经商头脑，清末就在昆明登

仕街开设“荣庆和”商号，1929 年任富滇银行总办和云南省整理金融委员会委员，

1930 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昆明分会会长。其二弟庾恩旸是滇军著名将领，他是辛亥

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的元勋，去世后，被追封为民国上将。三弟庾恩锡，曾任过昆明

市长，并于 1922 年独资创办云南第一家机制卷烟工厂“亚细亚烟草公司”，所生产

的“重九”烟，就是为了纪念其兄庾恩旸曾参与辛亥重九起义而命名的。

奇闻
艺事

行家
都去这儿自明清以来，碧溪在茶马

古道上一直就是一个重要的驿

站，每天，成千上百的马匹从

碧溪经过，一到傍晚，挂着各

大商家名号马旗的大批马帮在

镖局的护送下，踏着丁丁当当

悦耳的马铃声进驻碧溪，场面

十分的壮观。

古镇设立了东、南、西、北四个城门，由于防御的需要，还建有炮位和枪眼。

晚上，城门一关，俨然一个戒备森严的城堡。现在古镇的入口就是原来的东

城门，正前方书有“碧朔”二字。

从东城门走进古镇，雕檐花格窗，厢耳房隼扣，是传统

庭院式建筑，至今依旧保存以往的旧貌古韵。古镇的中心“十

字街”上有一座标志性的“八角楼”，站在楼上，古镇风情

尽收眼底。古镇房屋布局横成排、竖成列，道路成网格状，

具有鲜明的规划特征，是区别于其他古镇的一大特点。

吃
情
无
限

老张家祖祖辈辈都在碧溪做水豆腐。现磨豆浆，用碧溪

最好的水和柴火现熬，再用自己的独家秘方点豆腐，整个古

镇都飘散着豆香。白如玉的水豆腐，一定要配上老张家自制的

销魂辣椒油，一滴入魂的辣椒香和着豆花，让整个身心都舒服起来。

接着喝下一碗醇厚到治愈的豆浆，丝滑中满满

的豆香沁入心田，一口下去，满满的乡愁。

Tips
沿着“庾家故居”门口的青石板路

往里走，就是老张家。老张每天早上开

始制作，13 点营业，17 点关门。

购
白茶

紫花生

蜂蜜橄榄

辣椒油

米线

卤菜

滋味清淡，唇齿回甘

高蛋白低脂肪，口感倍儿棒

甜蜜酸爽，苦尽甘来

一滴入魂

像针一样细，保你没见过

香飘四溢，鲜美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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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家
都去这儿

隔界田村落依山傍水，背靠原始森林，

鲁池河穿寨而过，是一个典型的彝族聚居古

村落。这里的彝族自称为“聂苏泼”，保留

着传统的彝族歌舞、彝族文字、节庆习俗。

《彝族四弦舞》《彝族毕摩文字》《敏编咪编》

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彝族文化在

这里源远流长。

游彝族村寨，路过的彝族老乡都

会对你报以微笑，寨子里的狗会为你

带一段路，引着你在彝家石头房间穿

行。文化传习所里的农耕用具、十兽

历，展现着先民们的智慧。每逢节庆，

乡亲们就会聚在一起点燃篝火、弹起

四弦、跳起舞蹈，感谢大自然给予这

片土地的丰厚馈赠。

现在的隔界田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前来游玩，

游泳、漂流、烧烤……这样的休闲游传统项目一

应俱全，这里还有原生态的采摘、插秧、摸鱼体验，

在给“神兽”放电的同时，还能识五谷、倡节约，

在田野间 get 新知识，其乐无穷。

吃情无限

甜 菜： 生 长 于 海 拔 1000—

1400 米河谷密林中的甜菜可是“金

叶子”，产量少，价格高，口感鲜

甜脆爽，是招待来客的“头牌”。

彝人阿三毛驴汤锅：软烂滑润，

鲜香醇厚，汤鲜味美，风味独特。

三华李：色质清雅，闻之芬芳，

个大肉厚，入口脆爽酸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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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园之中，云端之下，是万亩茶园。

进入龙坝镇，一望无际的茶园，与远处连绵起

伏的山峦交相辉映。郁郁葱葱的茶树林深处传出阵

阵哈尼歌声。循着歌声找去，身着民族服装的采茶

人将春天从树梢掐在指尖，带到千家万户。没有文

字的哈尼族，用一针一线在自己纺织和扎染的蓝布

上，绣出了哈尼族的千年文化底蕴。

看过土掌房，顺江而下，你就能看到享誉

省内外的“冬钓胜地”——北回归线大江野钓

基地。这里四季温暖如春，山水秀丽如画， 是

感受野钓风情、吃生态鱼、看“阿墨江、把边江、

泗南江”三江并流美景的好去处。

哈尼土掌房被世人誉为“大山里的城堡”，见

到它的第一眼你就会忍不住啧啧称奇。层层相衔的

土掌房，将村中数百户人家结为一体，只要走进一家，

你就可以“飞檐走壁”般凭空出现在另一户人家了。

每逢晴好天气，三五成群的老人就会悠闲地

串门唠家常，层层相衔的屋顶是孩子们追逐嬉戏

的天堂，这里虽然不像大城市那般繁华，却藏着

哈尼人民最浓的人情味儿和乡愁。

当我们谈论恐龙和侏罗纪时，必然会讲到

一种古老的植物——桫椤。桫椤是世界上最古

老的植物之一，也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它和

恐龙同时代，曾经是恐龙的食物，科学界称它

为研究古生物和地球演变的“活化石”。

坐落于普洱群山之间的西岐村，是一片

人杰地灵的神奇土地，也是桫椤的“世外桃

源”。这里幸存着 10 万多株高大密布的桫

椤群落，连绵不绝的桫椤树铺展于天地之间，

叶片飘逸似孔雀开屏。

沿着蜿蜒的山间小道走进茫茫

林海，虫鸣鸟叫不绝于耳 , 和煦阳光

从树叶缝隙中洒落下来，甚是惬意。

深深地吸一口纯净的空气，清新湿

润的空气让人仿若置身于一个天然

的大氧吧，闭上眼睛感受着原始森

林的幽深静谧，史前时代的幻想立

刻向你奔涌而来。

在这片神奇而古老的桫椤林里，

生活着哈尼族白宏、腊米、阿木等

哈尼族支系。来到这里，你不仅能

近距离观赏哈尼“活化石”，还能

深度体验哈尼人文风情。

行家
都去这儿

龙坝镇龙坝镇

那哈乡那哈乡

北回归线北回归线
大江野钓基地大江野钓基地

哈尼族腊米支系棕扇舞

泗南江镇泗南江镇
西岐桫椤林西岐桫椤林



23°
26′

北回归线标志园

墨江国际双胞文化园

双龙烧烤城

墨江文庙

太阳广场

北
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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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回归线标志园

墨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北回归线穿过城中心的县城，这

里建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北回归线标志园。

立竿不见影 石阵广场看 24 节气

回音壁
日晷看时间 北纬 23° 26′一脚跨两带

每年夏至，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墨江北

回归线标志园就会出现“立竿不见影”的天

文奇观，而后太阳直射点将逐渐南移至南半

球。因此，这里也被称为“太阳转身的地方”。

石阵广场是一个测量二十四节气的圭表，

由 12 根长短不一、形态各异的石柱组成，代

表一年中的 12 个月，同时也象征着哈尼族

12 个支系团结、和睦地生活在北回归线这片

神奇迷人的绿洲上。石阵广场的正南柱上有一

个金属圆球，正午时的投影总是在紫红色线上

移动，可据此来准确推断出二十四节气。

北回归线上有很多奇怪的现象，“回音

壁”就是其中之一。站在日晷广场的中央，

你即使发出的声音很小，也会被扩大无数倍，

而且连绵不绝，颇为有趣，这里是一处与自

己对话的绝佳场所。

日晷是最古老的、以日影测时的计时

仪器，又称“日规”，其原理就是利用太

阳的投影方向来测定并划分时刻，通常由

晷针和晷面组成。针影渐移，日晷的光影

流转着寸寸时光，把握好生命的每一分钟，

是日晷给我们的启示。

北回归线是热带和北温带的天文分界

线。恰好被北回归线穿过的墨江，一半在热

带热情似火，一半在北温带温暖如光。北回

归线标志园有一条和北回归线重合的分界

线，踩在这条神奇的分界线上，可以直观感

受“一脚跨两带”的天文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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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江之眼

滇南第一镜

北回归线上的星空

哈尼十月年起源

探秘双生树

北回归线标志园“超越塔”由八十一级台阶组成，高 23.26 米。从高处往下看，“超越塔”

就像是一只眼睛，被称为“墨江之眼”。登上超越塔顶，四围青山，村落田野，九叠联珠，县城

新貌尽收眼底。

飞碟形的墨江天文馆是云南省第一个

天文科普馆，也是东半球北回归线上最大

的单体天文科普馆。馆内主径 40 厘米的天

文望远镜可以深度地探寻太阳、月亮和其

他行星的奥秘，被广大天文爱好者喻为“滇

南第一镜”。

星河入梦，璀璨墨江。在墨江北回归线标

志园，你离漫天星辰和奥妙宇宙，只有一步之遥。

这里是天文爱好者的天堂，来过便不想离开。古

往今来，这里的璀璨星空，始终辉映着风景如画

的小城墨江。

在远古时候，哈尼族使用一种历法来

记年、月，从而进行农事活动，即“十月”

太阳历。哈尼族按照木、火、金、水、土，

把一年分为五季。一季有两个月，一个月

有 36 天，一年就有 360 天，剩下的 5 天

便用来过年。

每一方土地都会有自己的植物基因，

在墨江，不单是人生双胞胎，就连动植物

的双生现象也非常普遍。墨江北回归线标

志园，长着许多“双生树”，它们就像两

个人站在一起，形成跟人一样的非常有特

色的双生现象，非常奇特。

Tips

门票信息：40 元 / 人 

开放时间：8:30~18:30 

适宜季节：四季皆宜 

建议游玩时间：2-3 小时

咨询电话：（0879）4235113

交通方式：1 路、3 路公交车

                  出租车 / 自驾 / 骑行

太阳黑子

摄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

北回归线标志园



回归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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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墨江是一座极为好吃的小城，这里是北回归线穿过的

地方，也是让人情、乡风停驻和回归的城市。

所谓的美食不外乎是将带着泥土芳香的食材，做成充满人情味的美食。燕归来、茴香

煮豆腐圆子、骨头生炖稻田鱼……墨江“回归宴”菜肴丰盛，每一道菜都有不同的寓意。

来到墨江，一定要吃一次“回归宴”，听听美食背后的故事。

哈尼宴

墨江是全国唯一的哈尼族自治县，哈

尼族世代以农耕为主，特殊的生长环境使

哈尼族形成极具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哈

尼姑娘无论上山砍柴、锄地，或下田栽秧、

锄草，总喜欢随手采集一把可以食用的野

菜、野果带回家，烹饪风味别致的野生菜

肴，供全家食用。

哈尼人用餐桌上的美食慰藉舌尖上的

乡愁，由黄焖鸡、水酥、马掌黄鳝、哈尼

土猪腊肉等 12 道哈尼特色菜肴，再加哈

尼特色主食和饮品为主的“哈尼宴”，是展

现墨江“哈尼之乡”形象的美食名片。



双胞园附近的河西村，有一个有趣的名字，

叫做“双胞村”，双胞村的名字来源于村庄中一

眼神奇的“双胞井”。说起这双胞井，还有一个传说。

从前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哈尼族少女，与水神深深

相爱并悄悄怀上了他们爱的结晶。邪恶的巫师抢

夺少女不成，便趁水神外出之时，诽谤少女腹中

的双胞胎是恶魔的孩子，将会给世间带来灾难。

少女被逼无奈，只好逃亡他乡。来到河西这个地方，

她产下了一对双胞胎后悲愤而死，双胞胎为证明

母亲的清白化作了两汪清泉。

住在附近的哈尼族群众感于双胞胎的馈赠，

将两眼泉水保护起来，砌成水井，这便是声名远

播的河西“双胞井”。这两眼水井伴着河西村走

过了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至今仍在使用。

墨江国际双胞文化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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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里有个子母河，传说只要喝了这河里

的水，就能迅速怀上宝宝。墨江国际双胞文化园，有

一口 1800 年神秘的双胞胎井，据说喝了井里的水，

就会怀上双胞胎。

据统计，墨江全县常住人口约为 28 万，其中双胞胎数量就有 1200 多对，而

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出生于北回归线穿过的区域，不得不说，墨江真是一座名副其

实的“双子城”。 浓厚的双胞胎文化氛围，催生了中国·墨江北回归线国际双胞胎

节暨哈尼太阳节。每年的 5 月，世界各地的双胞胎都会云集于此，共同庆祝属于他

们自己的节日，所以墨江又被称为“双胞之家”。

Tips
墨江国际双胞文化园

门票信息：20 元 / 人

开放时间：8:00~19:00

咨询电话：（0879）4363989

交通方式：出租车 / 自驾 / 骑行



双胞宴

38/39MO JIANG
CHINA

如果城市有颜色，墨江一定是紫色的。大概是离太阳近，紫气东来的缘故，墨江人

格外喜欢紫色，甚至植物也多带紫色。紫米、紫色刺五加、紫薯、紫洋芋、紫甘蓝、紫包菜……

紫色被墨江人民运用得淋漓尽致。

来到墨江最不能少的是吃双胞宴，它以紫色食品为主：紫米鸡、紫汤圆、紫米肠、

紫米粑粑、紫米三七炖鸡……满满一桌的颜值与味道并存的紫色美食，凑在一起很是养眼。

不禁赞叹：墨江，真是“紫色控”的天堂！

紫
米
粑
粑

紫
米
肠

紫
米
藕
团

紫
米
甜
菜
粥

紫
米
茴
香
饭

花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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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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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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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江，春吃百花、夏吃百菌、秋吃百根、冬吃百虫，舌头都是跟着季节走的。四时竞妍

的鲜花对于墨江人而言，不仅是观赏的植物，而且还是餐桌上时兴的菜肴，几乎每一种可食之

花都与一种菜谱联系着。

石斛花煮肉片、杜鹃花煮绿豆、

红烧肉煮芭蕉花、甜菜花煮鸡蛋、韭

菜炒老白花……来墨江北回归线做一

个“花吃”，一口一口把鲜花吃进肚

子里，这个春天才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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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龙烧烤城

没有什么是烧烤不能

解决的，有的话，就再吃一

顿。墨江双龙烧烤城素有

东南亚第一烧烤城的美誉，

这里最大的特色和亮点就

是可以自己在集市上选购

食材拿到店家去加工，独特

的“量贩式烧烤”为吃货们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三线肉滋滋冒着油、外焦里嫩，烤

鸡脚个大饱满、胶质丰厚，牛扒烀软烂

入味，凉拌树花酸辣开胃，紫米甜白酒

风味独特……伴随着食物带来的幸福感，

加之耳畔的猜拳声、欢笑声、吆喝声，

让人不禁感叹：不愧是市井之气、市井

之乐、市井之味的双龙烧烤城。

Tips

门票信息：免费

开放时间：周三、周六、节假日

交通方式：墨江——双龙客车 /

自驾 / 骑行

双龙烧烤城



酒， 是 大 自 然 的 恩 赐，

这种散发出芬芳气息的液体，

在中国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省级非遗紫米封缸酒是

墨江另一张带着香味的非遗名

片，荣获巴黎国际名优酒金奖、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特级金奖等

奖项。紫米封缸酒属于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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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非遗
走出双龙烧烤城，在回县城的路上，有一条当地居民才晓得的非遗打卡路线，

快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麻脆

土陶

“金不贵，银不贵，麻脆最珍贵。”麻脆，是一种

形状丰富多样、颜色鲜艳、口感香酥脆甜的纯天然传统

特色年货食品，也是墨江人春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

美食。不同形状的麻脆有不同的寓意，绣球图案代表吉

祥如意，金鱼代表年年有余，其他动物图案则代表了五

谷丰登、家畜兴旺。

Tips

Tips

1、非遗传承人：李美芳

2、体验时间：11 月 - 次年 1 月

3、地址：墨江联珠镇双龙连路

村大寨社

4、交通方式：乘坐墨江——双

龙客车 / 自驾 / 骑行

5、咨询电话：18087977985

1、非遗传承人：柳成明

2、体验时间：全年皆可

3、地址：墨江联珠镇桑田社区

大路边组 5 号

4、交通方式：1 路公交车

出租车 / 自驾 / 骑行

5、咨询电话：13759031673

1、非遗传承人：蔡凤英

2、地址：墨江联珠镇班中社区新桥组 14 号

3、交通方式：1 路公交车 / 出租车 / 自驾 / 骑行

4、咨询电话：13987994701

1、非遗传承人：罗万忠

2、地址：墨江联珠镇双龙工业园区

3、交通方式：乘坐墨江——双龙客车 / 自驾 / 骑行

4、咨询电话：13987964299

紫米
封缸酒

度数低，口感醇厚、回味甘柔。

认真地嗅一下，白酒的香气夹

杂着时间的味道扑鼻而来；喝

上一口，米香和酒香在舌尖翻

滚，让人欲罢不能！

吃完麻脆，我们一起去联珠镇桑田社区大路边组玩泥巴克 ~

墨江有上百年的土陶制作历史，这里的许多人家曾经祖祖辈辈都

以烧制土陶为生，路边的龙窑有气势的一字排开，这里的“守艺

人”用热爱和执着，让土陶在烈火里脱胎换骨，成为崭新的模样。

Tips
Tips

哈尼
服饰

哈尼服饰是哈尼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哈尼

族虽然没有文字，但哈尼人却用针线将民族文

化和历史绣在衣服上。哈尼服饰上的每一幅图

案和每一种配饰背后都有一个神奇鲜活的故事。

喝完紫米封缸酒，乘车到哈尼服饰传承人家里，

听她讲讲哈尼服饰的故事，摸一下他们的衣裳，

感受藏在细密针脚下的哈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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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江文庙
墨江文庙始建于清道光元年（公元 1821 年），至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 , 是滇南规模最宏

大的古建筑群之一，同时也是墨江县重要的历史人文景观。整个建筑依山而建，层层相连，气势雄伟，

布局精巧。2019 年，墨江文庙成为墨江第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Tips
门票信息：免费

开放时间：08:00~11:30

                  14:30~17:30

咨询电话：（0879）4238445

交通方式：出租车 / 自驾 / 骑行

清代举人金棠利用上京赶考之便，绕道

山东曲阜，并雇请当地匠人，用高粱秸秆将

曲阜孔庙原版复制成型，再穿越数不清的高

山峡谷，把“圣庙”带回了墨江。

墨江文庙有“二奇”。第一奇是“昆虫惧

柱”，文庙大成殿的顶梁柱均采用球香树木修

建而成，球香木天生带有奇香，有驱虫效果，

故蜘蛛不在檐上结网。再加上梁间构造别具一

格，使得落尘难以驻足。至今，木梁依然伫立

在大殿内，无惧岁月和风雨。

第二奇是“青龙托梦”。原文庙大成殿

门前石阶上有半截青龙陛石，这块青龙石碑

本已丢失，不知所踪。奇妙的是，在重修文

庙的头天晚上，原文物管理所所长做梦梦到，

在文庙某个角落的土里升起一股青烟，随即

一条青龙腾空飞起。第二天，所长率领工人，

在所梦的地方竟真的发现了缺尾的半块青龙

石碑。

如今，在人们进入墨江文庙后，时间仿

佛被按了暂缓键，无论外面如何繁华，文庙

都是一如既往的幽静。每当踏入其中，便会

不自觉地放慢脚步。这里是无数学子朝拜的

圣地，也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文庙的一砖

一瓦承载着一代代人的流金岁月，随手一拍

都极为好看。

如果借着无人机，你还能看到屋舍俨然

的文庙，静静伫立在闹市中，不声不响，却

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弦。天气好的时候，倚着

文庙的栏杆远眺，整个墨江尽收眼底。微风

拂面，檐角上悬挂的风铃随风摆动 , 发出清脆

的铃声 , 这是墨江文庙与我们心灵的对话。

杨衍嗣，他郎人，乾隆十五（1750）年昆明考乡试中举，乾隆三十一年

到北京会试中进士，墨江也因为杨衍嗣有了修建文庙的资格。

墨江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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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广场 来墨江住这里

清晨，太阳伴着阵阵唢呐声从太阳广场冉冉

升起，唤醒了沉睡一夜的墨江；夜幕降临，墨江

的夜生活正式拉开了序幕。微风吹走白天的炎热，

人们三三两两来到太阳广场，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太阳广场位于墨江县城新区中部，

是墨江县城的标志之一。广场占地 27

亩，以雕塑为主，绿化为辅，融天文、地理、

观赏、研学、休闲为一体，建有主标志、

《扎斯扎依与洛奇洛耶》浮雕、地平日

晷、人体太阳钟、四象和二十八宿、黄

道十二宫、赤道式日晷、无影手等景点。

在这里你可以从一颗星球走到另一颗星

球，也可以探索宇宙的无穷奥秘。

古时，人们通过太阳光影的移动辨

别时间。如今，作为追赶太阳的民族，

墨江追随太阳的脚步，建设自己的家园，

太阳光也在这里被运用得淋漓尽致。

双
胞
大
酒
店

双
子
星
大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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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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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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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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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姆
花
园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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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双胞大酒店始建于 2009 年 , 并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建成并

投入营业，是家集餐饮、住宿于一体的三星级酒店。内设健身中心、

会务服务、茶室、药店、ATM 自动取款机、汽车租赁美容等功能

服务区。

房数：146 间       电话：（0879）4333888

交通：酒店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回归大道，距汽车客运站不足

100 米 , 临近北回归线标志园、太阳广场、月亮广场等景点。

特色：酒店按照现代国际豪华标准设计装饰，拥有中餐厅、自助早

餐厅、宴会厅等餐饮设施，可同时容纳 1000 余人用餐。有行李房、

贵重物品保管室、洗衣房、SPA、桑拿等综合服务配套设施。

房数：147 间       电话：（0879）8881777

交通：酒店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南片区回归大道，距墨江双胞文

化园、太阳广场仅 5 分钟车程 , 交通便利。

特色：酒店坐落于墨江国际双胞小镇，紧邻昆曼高速，与高速公路墨

江服务区相连，坐拥北回归线标志园、墨江国际双胞文化园以及旅游

休闲栈道、秘境茶园，是旅游小镇里的民族文化主题酒店。

房数：68 间       电话：（0879）4363888

交通：酒店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墨江国际双胞小镇，紧邻墨江国

际双胞文化园，交通便利。

特色：紫金宾馆位于县城中心，集吃、住、会议于一体，是被北回归

线穿过的宾馆。据说新婚夫妻在这里住宿，可以增加生双胞胎的概率。

房数：55 间       电话：（0879）4232940

交通：宾馆所处的新建路是墨江县城黄金商业街，出行、购物、就医、

停车都很方便。

特色：酒店是集旅游度假、特色餐饮、运动休闲、生态居住、商务会

议为一体，以康养为核心的墨江地标性国际度假酒店。

房数：137 间客房、40 套度假套房

交通：酒店位于双胞胎小镇附近，出行、购物、就医、停车都很方便。

兰
亭
园
大
酒
店

特色：兰亭园大酒店环境优雅，交通便利，设施设备齐全。酒店外部

种满了绿植和鲜花，推开窗户，收获的将是蓬勃的生命力和满满的好

心情。

房数：119 间       电话：（0879）4338333

交通：酒店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南片区回归大道，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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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朱德
领袖题词碑

毛泽东、朱德领袖题词碑位于距墨江县城 40

公里的昆洛公路 213 国道忠爱桥头。桥北碑亭内

刻有“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

的毛泽东主席题词，桥南碑亭刻有“以一往无前的

精神，战胜天险，打通昆洛交通，实现巩固国防、

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的朱德总司令题词。毛泽

东、朱德领袖题词碑属于革命文物，具有极高的历

史价值。数年来，不仅鼓舞着边疆各族人民战胜困

难，开拓进取，而且已成为历史丰碑永远矗立在边

疆人民的心中，同江河长流，与日月同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