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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行时间 瑞丽属南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全

年分旱雨两季，年平均气温在 21 ℃左右 ，没有雪

天，冬天也不会很冷，夏天很热，这里的鲜花四季

都开。

瑞丽的最佳旅游时间为 7-9 中旬，旅游季节为夏天

转秋天的那段时节，那时的瑞丽，天气不冷也不热，

空气也不是很干燥，会让人感觉很舒服，是最好的

旅游时间。

妮宝 Alisa  独树成林景区

©北京蚂蜂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mafengwo.cn）独立拥有或与本

站注册用户共同拥有本站内容版权和其他相关知识产权；未经本公

司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复制或在非本公司所属服务器上制作

镜像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站内容。

瑞丽速览
瑞丽市地处云南省西南部，隶属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陆路距州府芒市 99 公里，距省

会昆明 890 公里，是起于上海的 320 国道的终点，是昆瑞公路与史迪威公路的交汇处。

其西北、西南、东南三面与缅甸山水相连、村寨相依。

中缅边境口岸

瑞丽的三面与缅甸接壤，边境线长 169.8 公里，是我国最大的对缅贸易口岸，这里拥有瑞丽、

畹町两个国家一类口岸，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的金大门、桥头堡。瑞丽市与缅甸友好邻

邦山水相连、村寨相依，民族同宗、宗教同源，形成了“一个坝子、两个国家”的独特景观。

中缅两国的经济、文化在这里交融，两国边民互市、通婚，边境和谐、友好，堪称世界典范。

东南亚重要的珠宝集散中心

瑞丽市内共有珠宝步行街、华丰珠宝加工区、新东方珠宝城、姐告玉城、中缅街五大珠宝

加工销售园区，有两千多家珠宝企业、商铺，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缅甸、巴基斯坦、

印度、孟加拉等国的珠宝商人，从业人员近万人。瑞丽玉雕每年都在北京荣获玉雕界最高

奖项“天工奖”，2006 年被评为“中国珠宝玉石首饰特色产业基地”。

孔雀之乡

瑞丽是著名的孔雀之乡，其孔雀舞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能歌善舞的傣族

人说：“不跳孔雀舞，就像生活缺少红糖，吃饭没有盐巴一样。”

Introducing RAUILI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RUILI瑞丽 更新时间：2015.01

傣族、景颇族、德昂族、傈僳族等少数名族占瑞丽居民的一半，在这里，各民族人民相处和

谐融洽、、热情好客。傣族有温柔如水的歌舞，景颇族有热情似火的目瑙纵歌，德昂族有原

生态的水鼓，还有神秘迷人的边陲风情和中缅胞波友谊等等。多元的民族文化的融合，使得

瑞丽更加令人向往。

特别推荐 Special

瑞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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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 瑞丽珠宝城

“不览珠宝城，枉做瑞丽宾”这里是翡翠之城，来到瑞丽，一定要逛逛

这里的珠宝城。

★独特的民族风情

瑞丽居住着傣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这些民族都有着各自的节日，每

到节日来临，瑞丽就会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即使独在异乡的你，也会情

不自禁沾染上当地人的喜悦。

★热带水果

在瑞丽，一定要买一些当地水果尝一尝，或许有些水果是你之前没有见过

也没有吃过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哦。★ 在万平口观海、远眺、思考人生

Sights景点

姐勒大金塔

姐勒金塔，傣语名字叫“广姆贺卯”。意思是“瑞丽坝头塔”。极目远眺，

塔顶巍峨矗立，与缅甸仰光大金塔、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塔齐名。据传

此塔是在 2500 年前，勐卯国国王召武定执政时建造的，是瑞丽最古老

的佛教建筑。

姐勒金塔每逢傣族的重大节日，如“赶朵”（赶摆）的日子，不仅有瑞

丽坝远近村寨的傣族群众来朝奉，就连缅甸、泰国等地的僧侣也经常跋

涉千山万水到广姆贺卯来朝拜。

除主塔外，四周还有 16 个小塔宛如群星拱月，非常壮观。塔基用大小不

同的长方青石组成，中层为正八棱形，塔身呈圆锥体，顶尖置有铜冠，

系有近百个风铃，微风吹来，铃声悦耳。

地址 : 瑞丽市区东北的姐勒寨

费用 : 门票：10 元

到达交通 : 瑞丽市可打车前往

莫里热带雨林（扎朵瀑布）

莫里景区集自然人文景观、佛教文化于一体，景区内的扎朵河九曲十廻，

壮观的莫里瀑布从 60 米高的绝壁上倾泻而下。景区内古木参天，植被物

种丰富，更有各种野生奇珍异兽生活其中。

" 莫里 " 是傣语，意为 " 美丽的瀑布 "，古人称之为”扎朵“，是傣语地名，

意即”盲管式峡谷“，缅语叫”姐驮“，巴利语叫”八洞“，俗称”佛

脚印“。

景区内有在南亚、东南亚佛教界享有盛名、传说中佛祖释迦牟尼巨脚下

的“佛脚印”，无数信徒们纷纷前来。并将其涂以金粉，尤其在佛教节日，

这里的香客更是络绎不绝。

地址 : 瑞丽市莫温段瑞丽 302 国

费用：成人票 50 元，儿童票 25 元，1.1 米以下小孩、老人（持老人证）、

德宏州内现役军人（持证件）免票。德宏州外现役军人（持证件）、学生（持

证件）半价 25 元。

开放时间 :8:30-18:30

到达交通 : 瑞丽市包车前往

电话 :0692-4902174

Johnson: 走进莫里，你会感到有种神秘的感觉始终追随着，据说，这

里是中国负氧离子最高的一个天然森林氧吧。

独树成林

独树成林风景区中的这株大榕树，因母株树干向四周发展，又从枝干生

出气根，气根入土又长成粗干，再向更远的地方发展，组成了这一片榕

树林，成为令人叹为观止的独树成林奇景。

据考证，这株大榕树树龄已超过百年，母树主干要七八个人才能合抱，

枝繁叶茂，四季长青。榕树在佛教中的低位很高，是佛教的圣树。

独树成林奇景曾受诸多影视剧作家、诗人和电影艺术家的青睐，从最早

在德宏拍摄的电影《边寨峰火》到《孔雀公主》、《西游记》等十多部

影视片中，都能看到其身影。

地址：勐柳镇芒令村

费用门票：成人票 10 元，1.1 米以下小孩、老人（持老人证）、现役军

人（持证件）免票。学生（持证件）半价 5 元。

到达交通：瑞丽市可包车前往

妮宝 Alisa  独树成林景区

一寨两国

国境线将一个傣族村寨一分为二，中方一侧称为银井，缅方一侧称为芒秀。

边界无天然屏障，因此中国的瓜藤爬到缅甸的竹篱上结瓜，缅甸的母鸡

跑到中国居民家里生蛋便成了常有的事。

寨子里的两国老百姓语言相通、习俗相同，他们同走一条路，共饮一井水，

同赶一场集，和睦相处，世代相承，传为佳话。

看点

71 号界碑、一寨两国水井、一寨两国秋千

地址：瑞丽市姐相乡

费用：门票：20 元

到达交通：瑞丽市内拼车前往

到达交通瑞丽市可包车前往

三月天  寨子就是在边境上，蛮漂亮的，看到了银井国门，著名的71号界碑，

也荡了秋千成功飘出了界，还趁边防不注意的时候踏出了边界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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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告口岸（瑞丽国门）

姐告口岸为为国家级的边贸口岸，是中国对缅贸易陆路通道最繁忙的地

区之一。

国门对面是缅甸木姐市。分为三座宏伟建筑，依边境而建，中间为主国门，

右边为货物通道，左边为人员通道。在主国门旁边有免税店，旅客可按

规定购买进口商品。

地址：瑞丽市南 4 公里

到达：交通瑞丽市内拼车前往

到达交通瑞丽市可包车前往

三月天  打车去姐告口岸，这里是没有公交的城市，都是像的士的车子，

不过车子不是哪里都去，我们去姐告就要坐车子上贴有姐告的车。按人

头收钱，每人是 5 块吧。

瑞丽江风光

瑞丽江傣语古称南卯江，即雾水河，元明时期称麓川江，清代既称龙川江，

也称瑞丽江。

瑞丽江上游叫龙江，发源于高黎贡山西侧，流经腾冲陇川、梁河等县，

经畹町、瑞丽流入缅甸，在缅伊尼瓦附近江入伊洛瓦底江，其中 20 余公

里属中缅两国界河，属亚热带长流河。

瑞丽江水流平缓，清平如镜，江畔良田万顷，傣家村寨树竹环绕，风光如画，

景色十分秀丽。

Jacqueline  姐告那边大桥上看到的瑞丽江

傣族历史壁画长廊

傣族历史壁画长廊总长 400 余米，由 104 幅壁画画卷组成，总绘画面

积 1200 平方米，创作人员用三年时间创作完成。

整组画卷运用中国画写意的手法，围绕历史进程、文化艺术、民族风情、

亲切关怀等几大主线，涵盖南亚、东南亚傣族整个历史文化变迁过程，

生动地再现了傣族达光王国、果占璧王国等历代傣王国辉煌的政治、经济、

文化、艺术和宗教历史，展现了傣族历史发展进程、民族风情和生产生

活场景。

地址：姐告文化广场内

中缅街

中缅街全长约 1.5 公里。中缅街中间便是国门通道。在我国境内一段称“中

缅友谊街”，在缅甸境内一段缅甸人称其为“白象街”。

中缅街商铺林立，堪称“国际商贸一条街”，在这里展销的商品有：珠

宝玉器、翡翠玛瑙，各国化妆用品、柚木雕饰制品以及山珍野菜、孟加

拉湾盛产的生猛海鲜、热带水果等等。

入夜后，这里甚至会比白天更加热闹，灯火辉煌、霓虹闪烁，那些卖缅

式咖啡奶茶、甩粑粑、柠檬茶、景颇族烧烤的小摊吸引着众多食客。当

地的特色小吃应有尽有，令人垂涎欲滴。

地址：瑞丽市姐告经济区一侧（国境线 81 号附 1 号、附 2 号，82 号 -83

号界碑两侧）

到达交通：瑞丽市内拼车去姐告

一院两国

奇特的“一院两国”景点在瑞丽屯洪寨边的傣族农民家里，在他家的院

里立着中缅边界上 84 号界碑，“一院两国”由此得名。该界碑是双立的，

由于此处的中缅边界位于江中，无法立碑，于是根据有关国际规定双方

各后退一定距离立碑。

地址：瑞丽屯洪寨傣族农民项补家

费用：门票：2 元（参考）

到达交通：瑞丽市拼车去洪屯村

因为一院两国的界碑是立在居民的院子里，所以只有在主人的同

意下才能进门参观，2 元钱也是要交给主人的，不过主人也有权

利拒绝游人参观。所以前去参观的人要做好被拒绝的准备。

瑞丽珠宝步行街

珠宝步行街位于瑞丽城市中心区，以集中销售、展览数以万件璀璨夺目、

价值连城的珠宝而闻名珠宝界，是瑞丽最繁华的街区。

珠宝步行街建成于 1993 年，现在整个步行街的珠宝店有近 200 多家，

步行街的珠宝以翡翠为主，价格低的有几元钱的手机坠，价格高的有几

千万元的摆件。

畹町市

畹町 " 系傣语，意为 " 太阳当顶 "，所以人们喜欢把畹町叫做 " 太阳当顶

的地方 "。畹町又名勐回，意为 " 大山洼子寨 "。是全国最小边境城市的

国家级口岸，亦有边境 " 袖珍城市 " 之称。

100 年前的这里曾是一片豺狼出没的荒野之地。一条羊肠小道，就是通

往境外的 " 驿道 "；畹町河边的一间破茅屋，即是过往商贩饮马歇脚的 "

驿站 "。

畹町桥

位于畹町市区一侧，乃祖国西南之门户，滇湎公路之锁钥，中印公路之

纽带。三二 0 国道之终点。它北抵昆明至上海，南下缅甸腊戍通仰光，

逆西北上可达印度，可谓一桥锁关，四方莫开矣！因天设其险，史造其

雄而名扬中外，世人瞩目！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5中国系列

九谷桥

位于市区南缘的畹町河上，既是中缅两国的界河桥，也是滇缅公路出入

国境的口岸桥河中缅两国的友谊桥。桥头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和边

防检查站。每天早晨 8 时，这里都要举行升国旗仪式和开关仪式。

地址：瑞丽市畹町镇

到达交通：瑞丽市拼车前往

从畹町前往缅甸边城南坎、九谷、木姐和腊戍，旅游手续简便：

向中方旅行社交两张照片和费用后，即由中方旅行社带出境交缅

方旅行社导游，返回时再由缅方旅行社交给中方旅行社。

瑞丽江广场

瑞丽江广场是瑞丽市最大的文化休闲场所，临瑞丽江修建，广场绿草如茵、

三角梅竞相开放、巨大的象脚树矗立，鹅卵石铺就的小道在树木间蜿蜒 .

广场上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飞檐重叠，泼水龙亭风铃阵阵，入口处的知

青纪念碑巍然屹立，广场南边的佛教协会经声朗朗，好一幅边陲和谐图。

广场一侧的人工湖上有三座桥：胞波桥、泼水桥、目瑙桥，分别象征中

缅胞波友谊万古长青、欢腾的泼水节、万人同舞目瑙纵歌。

每年的中缅胞波狂欢节、泼水节，瑞丽江广场都会作为节庆活动的主要

场所容纳数万边民同欢。

地址：瑞丽江旁边

姐告玉城

姐告玉城以玉石毛料批发和树化玉销售为主。每天上午 8 点至 10 点是

玉城最繁忙的时候，人们集中在这里买卖玉石毛料，珠宝雕刻师们往往

在这个时候到这里“淘”毛料，然后拿回去转手或雕刻。

玉城的另外一个看点是树化玉。姐告玉城的树化玉形形色色，小者犹如

笔筒，大者高达四五米。

地址：瑞丽姐告边贸区

史迪威公路

史迪威公路是 1944 年中国军队在滇西和缅北大反攻胜利后修通的自印

度东北部雷多终至中国云南昆明的公路，在枪林弹雨中为中国抗日战场

运送了 5 万多吨急需物资，被称为“抗日生命线”。

yoyo  史迪威公路交汇点

它从印度东北部边境小镇雷多出发至缅甸密支那后分成南北两线，南线

经缅甸八莫、南坎至中国畹町；北线经过缅甸甘拜地，通过中国猴桥口岸、

经腾冲至龙陵，两线最终都与滇缅公路相接。

姐东崃榕树王

姐东崃榕树王面向瑞丽坝，背靠景颇山，是山坝结合的一处天然美景。

这里的榕树占地数亩，是瑞丽最大的，所以人称榕树王，

榕树王旁边有一座外表看似普通的奘寺，但是里边却有着一尊迄今为止

国内最大竹编大佛，整尊竹编佛像高约 5 米、宽约 3 米，呈现了释迦牟

尼念经打坐的神态。编制佛像的是缅籍华人、傣族民间艺人弄恩相，他

用一个月的时间编制了这尊竹佛。

地址：瑞丽市区西南 3.5 公里处姐东崃寨旁的丘包台地上

喊沙奘寺

喊沙奘寺是瑞丽最著名的奘寺之一。喊沙佛寺原住持伍并亚·温撒长老

是南传上座部佛教著名高僧，在信教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

喊沙奘寺凤竹环绕、榕树垂须、别具民族特色的建筑，是傣家建筑之精华，

傣族文化荟萃的艺术宝库。据傣文史籍记载，在勐卯古国时曾一度为其

京都，也传闻它最早是鸳鸯栖歇之地。

地址：瑞丽勐卯镇喊沙村

住宿 Sleep

瑞丽的宾馆酒店大多数都集中在南卯街和边城街上，住宿的价格也比较

便宜，瑞丽景成大酒店是当地的 4 星级酒店，价格在 500 元左右，也有

如家快捷酒店，价格在 200 元左右，普通的宾馆价格一般在 60-100 元

之间。

豪华酒店

瑞丽景成大酒店

酒店地处市中心，位于新安路与卯喊路交汇处，邻近瑞丽客运站和水上

娱乐园，比邻缅甸繁华的边境贸易城市木姐、南坎。酒店于 2000 年开业，

2003 年重新装修。

星级：4 星

地址 : 瑞丽卯喊路 95 号中段

费用 :528 元 / 间（普通大床房）

电话 :0692-4159999

瑞丽景成地海温泉度假中心酒店

酒店于2011年开业，是一家以度假村标准投资建设的大型温泉旅游项目，

地处瑞丽棒蚌渡口，酒店设施包括接待中心、会议中心、娱乐中心、国宾馆、

度假别墅区、温泉 SPA 区等。

地址 : 瑞丽市瑞丽大道东段

费用 :758 元 / 间（双人标准间）

电话 :0692-6999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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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 Eat

特色美食

傣家撒苤

傣家人的一种独特的风味小吃，有苦撒和柠檬撒两种，做法是将用棒子

敲得一丝筋也不留的精瘦生牛肉与特殊的野香菜和韭菜捏拌，使两者合

为一体。柠檬撒的蘸水采用当地产的柠檬榨汁兑成，特别开胃。吃法是

用米线或牛肚丝、肉片在撒苤汁里沾一下即食。

泡鲁达

泡鲁达是傣味里的一种饮料，里面有烤的焦香的面包片，上面在放上新

鲜的椰丝，底下是漂着冰块的乳白色的水，插着麦管，色彩丰富美丽。

泡鲁达是用西米露、炼乳、特制面包干、新鲜椰丝加上冰块和水做成，

香甜扑鼻。最好吃的其实是面包干，泡在奶香浓郁的冰水了，又酥又脆

又香甜。

景颇绿叶宴

绿叶宴是景颇山寨中既古朴又带点野性的名宴。以当地极为丰富的山菜

和野味为主，采用传统的烤、煮、炸、腌等手法烹制，用肥大的树叶或

芭蕉叶包盛饭菜，用树叶叠成勺、盆盛汤，因满席翠绿、全不用碗筷而

得名。

逐一打开“绿包”：有喷香的糯米饭，有鲜美的鱼腥草，有蜂蛹荷包蛋，

还有飞蚂蚁煎饼、舂烤绿斑鸠、帕滚酸菜鱼等。

招财小兔  景颇绿叶宴

酸帕菜

酸帕菜是一道用傣族特制酸水做的煮菜。味道感润而不燥，甜而不腻，

汤里还有大量的西红柿素，荤素相搭，营养健康。

腌制的水果

在瑞丽，有好多路边小摊，会卖一些腌制的水果，可以选择白木瓜、菠萝、

柚子、吗啡果、李子、梅子等，这些用用糖和盐腌制水果，拌上辣椒粉末吃，

酸酸的，又有点辣，味道很爽口。

各种米线饵丝

瑞丽的饵丝很多，有泡饵丝、滑饵丝、腾冲饵丝、细米线、粗米线。有牛肉、

猪肉的。调料丰富，辣椒都至少有四种，胡辣椒、油辣椒、泡椒、“糟辣椒”。

酱油有三种：咸酱油、甜酱油、泡椒的酱油。还可以添加葱、芹菜、香菜（当

地叫芫荽）等一般都有酸菜可以自己拿：笋子、酸腌菜、泡包菜、泡萝卜等。

瑞丽荣丰酒店

星级：3 星

地址 : 瑞丽市卯喊路 30 号

费用 :228 元 / 间（双人标准间）

电话：0692-4100799

经济型住宿

如家快捷酒店（卯喊路店）

地址：瑞丽市乐城街 11 号

费用：130 元 / 间（双人标准间）

电话：0692-3031333

如家快捷酒店（卯喊路店）

瑞丽市中欧大酒店

地址：瑞丽市卯喊路中段

费用：100 元 / 间（附楼标间），298 元 / 间（豪华标间）

电话：0692-6888888

瑞丽瑞茂酒店（军分区瑞丽宾馆）

一家比较新的酒店，于 2011 年开业，由德宏军分区投资兴建，装修豪

华典雅。

地址：瑞丽市金泉路团结大沟新法院旁

费用：140 元 / 间（双人标准间）

电话：0692-6664555

钟瑞宾馆

地址：瑞丽市南卯街 1 号

电话：0692-4100555

可可西里蔷薇 我们住在瑞丽市中心南卯街钟瑞宾馆，带停车场，住宿条

件比较干净，卫生。我们去的时候只有五楼有房间了，由于宾馆电梯在

维修期间，宾馆在房费上给予了我们优惠。标间 80 元一间。平时好像是

100 还是 120 哦。南卯街是瑞丽市的市中心，大多宾馆，酒店，专卖店都

聚集在这条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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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小姐 echo  路边摊上腌渍的木瓜，配麻辣饵丝，好好味！

其他小吃

牛肉丸子、魔芋：配上特殊的“糟辣子”酱料吃的。

煮西米：红糖煮西米，加上椰丝和炼乳。

豆粉：凉拌豆粉，加上傣族的甜醋，凉拌很好吃。

稀豆粉：稀豆粉米线或“毫甩”作为早餐，很有民族特色，别的地方吃不到。 

卷粉：一层薄薄的米皮里面包着凉拌好的韭菜、豆芽、米线等，味很美。

另外瑞丽的粑粑、拌白森、绿叶酸肉、竹筒烧肉、荷叶香鸡，还有用各

种昆虫做成的昆虫宴，重口味或者喜欢尝鲜的人可以尝试。还有缅甸锅贴、

奶茶、煮小洋米、牛肉圆子、圆子饵丝、苦撒撇、大烟子牛肉干、麻辣菜、

辣螃海等都是当地特色的小吃。

餐饮推荐

华丰美食广场

华丰美食广场位于瑞丽去姐告的路上，里面有一些大排档，可以吃到当

地的特色美食，价格在 15-20 元。里面也可以买到一些国外的食品，这

里也是瑞丽晚上比较热闹的地方。

步步冷饮

瑞丽比较出名的一家冷饮店，网上的好评也比较多。里面的冷饮很好吃。

地址：瑞丽市南卯街南洋宾馆楼下

电话：0692-4123643

瑞丽的傣家菜偏酸辣口味，一些腌渍的果子味道叫酸，虽然开胃，

但也忌多吃。

购物 Shopping

特产

玉石

瑞丽处处充盈着珠光宝气，是地地道道的、名副其实的东方珠宝城，而

瑞丽翡翠交易最早可追溯到傣族勐卯古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瑞丽五大珠宝园区：华丰珠宝加工工业园区、姐告玉城毛料批发市场、

中缅街、珠宝步行街珠宝销售区、新东方珠宝城珠宝销售区。

树化石

树化石又称木化石、硅化木。它是由树木演化而成。其形成是由于地质

作用和外界自然环境的变迁。在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树化石是一种吉

祥安宁的象征，有镇宅辟邪的作用。

民族服饰

瑞丽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因此民族服饰也是瑞丽的一大特色，来到

瑞丽，不妨带一套民族服饰留作纪念。

外国食品

在瑞丽可以买到一些缅甸特产和食品，也是比较好的旅行特产。

如何鉴别真假玉器

玉器可分为软玉和硬玉两种，硬玉又名翡翠。从化学成分来看，

软玉是含钙、镁和铁的硅酸盐，而硬玉则是含钠和铝的硅酸盐。 

下面介绍鉴别真假玉器的一些常用方法：

1、手触摸法

若是真玉，用手摸有冰凉润滑之感。

2、观察法

将玉对着光亮处观察，颜色剔透、绿色均匀分布的是真玉。

3、舌尖鉴别法

舌尖舐真玉有涩的感觉，而假玉则无。

此外，还可以用放大镜观察，主要看有无裂痕，有裂痕的其价值

大减。

瑞丽主要购物地

瑞丽边贸街

瑞丽市内有一条贸易集市街长达 1 千米多，被人称为“边贸街”。那里

卖主均是中缅边民，货物琳琅满目，而且有很多具当地傣族特色的木雕、

皮革、纺织等工艺品。每当夜色降临，那里便灯火通明，成为瑞丽的不夜城。

可步行或乘出租车前往。

姐告边贸经济区

姐告边贸区东、南、北三面与缅甸对外贸易主要口岸木姐市相连，中缅

友谊街坐落在姐告中缅边界靠近中方的一侧，那里有许多颇具缅甸风格

的商业店铺。

到达交通：瑞丽市内可乘微型车前往，票价 5 元，也可从中缅街走到木

姐市区，但需要在边防检查站办理相关手续。

南菇河淘宝场

南菇河淘宝场位于中缅边境地带，全长不过十余公里，是南宛河的一条

小支流。南菇河上游是中国边境上的宝玉石矿带，属中缅宝玉石矿带的

一个部分。

这里淘出的宝石有的只供观赏，无经济价值；有的可做首饰挂件；若有

走运者，也能淘到价值不菲的翡翠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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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买玉石最好不要买从街上兜售玉石的缅甸人那里购买。

2、瑞丽有一项很火的活动——赌石，运气好的人固然可以赌到

好的玉石，不过千万不要沉迷于此项活动。

Tours线路推荐
瑞丽风情一日游

08：30 酒店用完早餐后，瑞丽出发，开始瑞丽之旅。

09：00 逛姐告中缅街自由活动。

10：00 前往独树成林景区观赏。

10：30 拼车前往莫里热带雨林，

12：00 在餐厅吃午餐，可以选择傣味或景颇菜

13：00 前往井一寨两国景区，荡秋千，赏风景。

16：00 拼车去看姐勒大金塔

18：00 逛夜市，用晚餐。

瑞丽、缅甸一日游

08：30 瑞丽出发前往姐告

09：00 找相关旅行社在姐告办理出境手续。

10：00 出境，由缅方旅行社接团。

12：00 进入缅甸后参观木姐市貌、金鹿寺、高尔夫球场。

13：00 在缅甸用午餐，还可以欣赏缅甸歌舞

14：00 观看人妖表演

17：00 游览南坎螺蛳塔、民族花园、云峰大白塔等景点

18：00 入境、到达姐告中缅街，晚上可逛中缅街。

瑞丽自驾游线路

蜂蜂 yun 的春节滇缅自驾游：

相关游记：http://www.mafengwo.cn/i/819117.html

D1：成都 - 宜宾

下午 14:00 出发，18：00 左右到达宜宾，宿宜宾某商务连锁酒店，车

程 330 公里。路况较好，全高速。

D2：宜宾 - 水富 - 昭通 - 会泽 - 昆明

早上 08:00 出发，下午 18:30 左右到昆明，宿昆明，车行 570 公里。

路况一般，宜宾 - 水富 - 麻柳湾为全高速，路况较好；麻柳湾 - 昭通为省道，

需翻五连峰，山上有雾，五连峰路面坑洼很多，有暗冰，路况差；昭通 -

昆明其中一段仍为省道，其余为高速，路况一般。

D3：昆明 - 安宁 - 楚雄 - 大理 - 保山 - 龙陵 - 潞西（芒市）- 瑞丽

早上 09:00 出发，凌晨 24:00 左右到达瑞丽，宿瑞丽，车行 730 公里。

路况较好，昆明-安宁-楚雄-大理-保山-龙陵为全高速，路况较好；龙陵-

潞西（芒市）- 瑞丽为盘山省道，路况一般。

D4：瑞丽 - 腾冲

当地参团，300 元 / 人，中缅边境一日游。下午 16:30 出发，由于经

验不足加上轻信 GPS，走了一段已经弃用的山路，到达腾冲已是凌晨

01:30 左右，宿腾冲郊区温泉酒店。 瑞丽 - 潞西（芒市）- 龙陵为盘山省道，

路况一般；龙陵 - 腾冲为省道 + 碎石盘山道（疑是原史迪威公路）+ 省道，

路况特别差。 Tips：后来经腾冲当地老师傅指点，从瑞丽到腾冲应走瑞丽-

陇川 - 盈江 - 梁河 - 腾冲，虽然表面上公里数会多很多，但是这一路都是

省道，路况较之我们走的路会好得多，时间大约只用 3 小时左右。

D5：宿腾冲郊区温泉酒店

包车游火山地质公园 - 滇西抗战纪念馆（腾冲市区）- 和顺古镇，包车为

商务车，游完付款，包车费用大约五六百。

D6：腾冲 - 保山 - 大理 - 楚雄 - 昆明

早上 08:00 出发，晚上 10：00 到达昆明，宿昆明，车行 650 公里。腾冲 -

杭瑞高速（龙陵-保山段），盘山省道，路况一般；经杭瑞高速到保山-大理--

楚雄 - 昆明，全高速，路况较好。途中从大理（下关）口下高速，到滨海

大道吃饭、观洱海，停留 2-3 小时。

D7：昆明 - 宜宾 - 成都

原路返回，早上 09:00 出发，途遇车祸，堵车接近 4 个小时，到达宜

宾为 21:30。兵分两路，一路宿宜宾第二天回成都，一路于当晚凌晨

01:30 左右到成都。行车 900 公里。 特别提醒：昭通还是阳光明媚，到

达五连峰山脚（17:00 左右），山脚已变天，天色很暗，浓雾弥漫，能

见度大约 500m，请小心驾驶。

旅途计划方面，该路线较长，7 天时间比较仓促，旅途赶路时间

居多，游玩时间较少；

路况方面，需特别注意五连峰，暗冰、天气状况恶劣，小心为上；

另外部分路段会有横风，路牌会有提示，根据个人车况小心驾驶；

驾驶方面，最好一车配至少 2 位驾驶员轮流驾驶，否则很容易疲

劳驾驶，无益于安全，也无益于游玩。（由 yun 提供）

节日 Festival

傣族、德昂族的狂欢—泼水节

泼水节亦称“浴佛节”，系瑞丽傣族、德昂族的主要节日。傣语叫“赏见”，

德昂人称“拱拍”。相传是从印度的“洒红节”和到圣河沐浴的习俗演

变而来。泼水节有浴佛、祈雨、迎春耕、祝愿人畜兴旺和五谷丰登之意，

在巴利语系佛教文化圈内，它是一年中最盛大的宗教礼仪。

时间

泼水节举办时间在傣历 6 月 17 ～ 19 日之间，以农历清明节后第七天计，

即公历每年的 4 月中旬，一般欢庆 3 ～ 7 天。

节日盛况

第一天为傣历除夕，这天家家户户要打扫卫生。卜冒、卜少身着节日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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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起象脚鼓和铓锣，成群结队进山采摘“赏见花”，打扮泼水亭，年龄

长者在家杀鸡宰牛，做泼水粑粑、饵丝、米线，准备待客。

次日是傣历元旦，一年岁首，这天，中老年人须进奘寺听经，用净水为

菩萨洗浴。请佛爷在泼水亭前念经，举行祷告仪式，大家纷纷向水龙倒水，

之后互相泼水祝福。

傣族和德昂族同胞认为，水是圣洁的，不但能冲刷污秽，驱妖除魔，还

能消灾免难，带来吉祥。如今，每当佳节来临，宾朋欢聚，不亦乐乎。

泼水节便成为经贸洽谈、促进交流，推进双赢的纽带和桥梁。

招财小兔  泼水节

景颇族的狂欢—目瑙纵歌节

目瑙纵歌节原属祭祀性的驱恶扬善，预祝吉祥幸福、庆祝丰收的传统仪式。

景颇称为“目瑙”，载佤称为“纵歌”，含有大家跳舞的意思。相传只

有太阳的子女会跳目瑙纵歌，后来由景颇族的祖先宁贯娃传到人间。

时间

景颇族目瑙纵歌节一般在农历正月十五以后举行，为期 3 ～ 7 天。

节日盛况

目瑙纵歌节期间，景颇族男女身着节日盛装，从山山寨寨，四面八方聚

集到举行目瑙纵歌节活动的场地纵情歌舞。目瑙纵歌舞由两位德高望重

的“瑙双”领头。“瑙双”头戴美丽的孔雀羽冠，伴随着优美，粗犷的

旋律，手中挥舞熠熠闪光的银刀领舞在纵歌队伍的最前头。

招财小兔  目瑙纵歌节

在“瑙双”的引领下，景颇族男女老少踩着象脚鼓和用“桑比”、“巴扎”

伴奏的节拍，边歌边舞。“纵歌”队伍规模庞大，气势恢弘、舞步刚健有力，

变换有序。在歌舞声中还伴随着“哦啦！哦啦！”的欢呼声，声振遍野，

是团结和力量的象征。

舞场中央竖有高大的“目瑙示栋”，上刻跳目瑙纵歌的路线。人们围着“示

栋”尽情纵歌，通宵达旦，场面颇为壮观。参加纵歌的人们来自十里八乡，

人数多达数千人，甚至上万人，故景颇族目瑙纵歌亦称“万人舞”。

傈僳族的阔时节

阔时节是傈僳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阔时节即新年的意思 , 在傈僳语

中 ,“阔”是“年”的意思 ,“时”是“新”的意思。阔时节的主要活动

内容包括跳三弦、弹口弦、吹葫芦笙、对歌和跳对歌舞 ,“都达”( 一种

游戏 )、“跳嘎”( 群众性舞：歌唱一年来生产生活的全过程 )；下火海 ,

上刀山 , 过刀梯 ( 陇川一带 )、打弹弓等。

时间

春节期间（一般在农历正月初九、初十）举行节日活动。

中缅胞波节

中缅政府每年都要举办一届中缅胞波狂欢节活动。活动的主题是“和平、

发展、吉祥、共欢”，胞波”是缅语，意味同胞兄弟。

时间

10 月 1 日 - 日 5 日（时间仅供参考，每年时间或变化很大，建议多关注

官方信息）

节日盛况

节日的内容有中缅大型文艺演出、泼水狂欢、中缅牛车选美、瑞丽小姐

评选、民族服饰评选、牛车赛跑、民间体育竞技、竹筏竞赛、象队表演、

民族焰火、水灯祝福以及缅甸传统的藤球比赛、斗鸡比赛等能够体现中

缅两国民间艺术和共同喜好的活动。

实用信息 Practical Information

旅行注意事项

1、瑞丽紫外线较强，外出是要注意防晒。

2、在瑞丽旅行要记得随身携带身份证，以免遇到边防检查站的武警检查

是遇到麻烦

3、女生在瑞丽，逛夜市或者游玩，晚上最好有同伴或者男生随行，以免

遇到危险。

4、在瑞丽碰到缅甸过来的僧人，切记不要摸僧人的头，这是极其不礼貌

的行为。

5、旅行的过程中，有可能会碰到一些小孩来向你伸手要钱，记得不要给，

如果给了一个，将会有一群小孩子围住你向你要钱。

6、夏天瑞丽的天气会比较热，注意防暑。

重要电话

瑞丽市旅游局 :0692-4143272

瑞丽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 :0692-411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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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赴缅甸旅游的一些信息

缅甸旅游注意事项

1、缅甸旅游时，游客应当遵守旅游目的国家（地区）的法律，尊重当地

的民族风俗习惯，不要做出有损害两国友好关系的行为。

2、要保存好旅游行程中的有关票据、证明和资料，以便当自己的合法权

益受到侵害时，作为投诉凭据、索赔证据。

自驾车出境游

自驾车出境一日游，出境车辆须有合法行驶证，驾驶员须有驾驶证，凭

行驶证和驾驶证在瑞丽市国际旅行社办理出境手续（当天即可办理）。

出境后，可聘请瑞丽导游或缅甸导游当行车向导。

缅甸自驾车旅游注意事项

1、司机需要靠右行驶。

2、如前面车辆右转向灯亮时，是告知后面车辆注意前方有对头车或障碍

物，禁止超车，左转向灯亮时，则可以超车（与中国交通法规相反）；

3、出境车辆要听从导游安排并服从当地交警管理，如遇军警或贵宾车队，

请靠右边让道，切勿插队超车；

4、路边如有红、白颜色相间的标志，则该路段不准停车；

5、如发生紧急情况，请速与当地自驾车接待中心联系，请求应急救助。

办理出入境通行证

要到缅甸的中国公民，需要凭有效身份证通过当地国际旅行社办理出入

境通行证（可当天办理），由当地导游陪同方可出境，未成年人凭户口

簿办理，须有监护人的陪同方可出境；如果在缅甸呆的时间超过 1 天，

则须提前三天办理。

注：因受政策影响，参加出境游的游客出游前请向当地旅行社咨询。

目前去缅甸只能通过黑导游，无须办理相关出境手续，路线是木

姐市和南坎镇，景点多为寺庙。还有一个布岛村，需要花 30 元

门票。一日游目前的价格为 240-300 多不等，可以通过代理进

行砍价。   （由 ingganwy 提供）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

德宏州境内的芒市（原潞西市）有飞机场，芒市（风平）机场距芒市6.5公里，

昆明每天都有 1 － 2 个航班往返芒市，昆明至潞西飞行距离 470 公里，

飞行时间约45分钟，全票价530元。游客来德宏州，一般都是由潞西中转，

到达潞西市后，再前往畹町、瑞丽、盈江等地。

芒市机场—瑞丽

1、芒市机场门口有跑瑞丽的小轿车，白天拼车一般 4 人一车，除了司机

能坐满四个人的话，是 60 元 / 人。白天包车一般 200 元。晚上如果太晚，

司机可能会加价，全程 93 公里左右，车程 1 个半小时左右。

2、在机场打车到芒市后，可以在芒市的客运南站，或三棵树客运站买票

坐车去瑞丽。上午8点开始到下午17：40左右都有车，约半小时左右一班。

芒市机场

地址：德宏州潞西芒市坝

电话：问询电话 :0692-293465

客车

昆明—瑞丽

昆明至潞西里程 733 公里，至瑞丽里程 827 公里。昆明长途汽车客运

站每天有卧铺班车和高速班车到达潞西、瑞丽，在昆明西部汽车客运站

可坐车至瑞丽，运行约 10 个小时。

昆明西部汽车客运站

地址：昆明市西山区马街益宁路

费用：昆明—瑞丽票价参考：高一级卧铺车 266 元，普通卧铺车 248 元

到达交通：市内可以乘坐 80、82、148、153 路车到达。

电话：0871-8181168,0871-8215178,0871-8182746

芒市—瑞丽

芒市的客运南站和三棵树客运站有车到瑞丽。

芒市客运南站

地址：云南省德宏潞西市团结大街 101 号

电话：0692-2114694,0692-2121417

三月天  芒市客运南站

芒市三棵树客运站

地址：云南省德宏潞西市团结大街

电话：0692-2115489

瑞丽客运站信息

瑞丽客运站

发车方向：施甸、腾冲、保山、昆明、六库、南撒、（腾冲）龙陵、盈江、

梁河、景洪、下关

地址：云南省德宏瑞丽市南卯街 .

电话：0692-4141423

瑞丽畹町客运站

地址：云南省德宏瑞丽市

电话：0692-515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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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公交车

昆明公交线路查询电话 :0871-5326597

出租车

白天收费：瑞丽出租车有两种，起步价 6 元（排量 1.6L），3 公里以外

加收 1.7 元 / 公里，起步价 5 元（排量 1.6L 以下，不含 1.6L）的车辆

5 元起步，3 公里以外加收 1.4 元 / 公里。

夜间收费：每日 00:00-06:00 为出租车驾驶员加班时间，步价为 8 元 -9

元。

微型车

瑞丽一些比较偏僻的景区需乘坐专线微型车前往，县城内有站牌。每天

有几十辆微型车往返于市区与姐告边贸经济区之间，票价 5 元，从中缅

边贸街可步行至木姐市区。

旅行路上  Travel on the road

推荐阅读：德宏秘境

内容简介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处中缅边境，南亚热带风光旖旎，民族特色浓郁，

口岸文化繁荣，异域风情诱人。德宏是贝叶经记载的“勐卯国”，《史记》

中的“滇越乘象国”，《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金齿国”。

德宏是傣族的发祥地，是孔雀舞和葫芦丝的诞生地，景颇、阿昌和德昂

族是其特有民族。自古玉出德宏，流光溢彩的翡翠、黄龙玉令人叹为观止，

心驰神往。古代的“西南丝路”和近代的滇缅公路贯通其境，今天瑞丽

和畹町口岸仍然是我国通向南亚和东南亚的黄金口岸。

带着音乐去旅行：《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这首民歌在瑞丽一直流传至今，来到瑞丽，不妨听一听这婉转的旋律。

感受一下歌曲里这个美丽的地方。

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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