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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亨
与望谟道别，翻山越岭到册亨。
册亨，清雍正五年 （1727年），实行“改土归流”

政策，设册亨州同、道光十六年 （1836 年） 为理苗
州、光绪二十二年 （1896 年） 为理民州，民国三年
（1914年）废州制设册亨县。

洛凡燕子洞
“金州十八景”之一的燕子洞，位于距县城27公里

的岩架镇洛凡村，因洞内燕巢密集，常年成千上万燕子
翩然翻飞而得名。

燕子洞，洞深约 1500 米，洞高 40 多米、宽 10 多
米，洞口有从上游河道经溶洞伏流而出的大小水塘，塘
口可泛舟筏，汇合流入洛凡河，河两岸的古榕树枝繁叶
茂、盘根错节，景致迷人。每年春夏之间，群燕飞舞盘
旋，与穿洞而出的河水相映成趣，成就了一幅绝美的生
态景观。前人写有“于飞燕子翔空阔，涌出泉源泻玉
珠”的诗句。

岩架布依文化风情园
风情园，包括古榕树景区、岩架新寨、纳福新区

与古榕树景区相邻部分。岩架新寨区地处北盘江江
畔，74公里的者楼河是景区核心区，并横穿县城。平
寨古榕树群区位于县城西北部，景区内有4000余亩的
次原始森林，集中连片的古榕树群为独特景观，千年
以上古榕树达60多棵，古榕树群周边布依民居参差错
落。

万重山景区
景区有杜鹃花海、七彩滑道、草地掷球、枫香酒

店、探险步道、露营基地等30多个游玩项目及配套设
施，并计划建设草地掷球场、万重山缆车、山地自行车
赛道、溜索、吊桥、玻璃滑梯、攀岩等项目。景区森林
覆盖率高，物种丰富，景观复杂多变，花木种类繁多，
四季景观优美，林中蕴藏大量野生药材如灵芝、三七、
杜仲、黄精等。

册亨还有丫他板万古寨、陂鼐古寨、福尧福寨3个
国家AAA级旅游景区。近日，册亨上榜“2021中国最
具诗意百佳县市”。

安龙
喝了灵芝美酒、吃了美味的岩架鱼，我们向南明永

历皇帝驻跸之地——安龙前行。
安龙，明洪武二十三年 （1390 年） 置安隆守御千

户所、永历六年 （1652年，清顺治九年） 二月更名安
龙府，清顺治十五年 （1658 年） 改安龙府为安笼所、
康熙六年 （1667 年） 升为南笼厅、雍正五年 （1727
年） 五月升为南笼府、嘉庆二年 （1797年） 改为兴义
府，民国二年（1913年）9月废兴义府设南笼县、民国
十一年（1922年）11月改南笼县为安龙县。

招堤风景区
“金州十八景”之一，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安龙县

城东北。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为驻安笼
（安龙）游击招国遴捐俸修筑，因此得名招堤。

招堤风景区，由石堤、金星山诸亭阁、魁星山、荷
塘、绿海、溶洞及豹皮亭、三王墓、明十八先生墓、天
榜山诸寺院道观等景点组成，分为陂塘、天榜山两处，
陂塘景区以亭秀、荷韵为特色，天榜山则以文物古迹为
主。

天榜山景区，有南明十八先生墓、永历皇宫、兴义
府试院等重要景点。南明十八先生墓，为南明永历朝臣
吴贞毓等十八先生殉难处，由墓区、祠堂、摩崖3个部
份组成。永历皇宫（安龙历史博物馆），由门楼、文华
殿、配殿、角楼组成。

安龙还有笃山溶洞群、卧龙洞、仙鹤坪森林公园等
旅游景区景点。

兴义
翻阅安龙厚重的历史卷帙，品味令人难忘的美食佳

肴后，向着黔西南游记的最后一站金州首府——兴义出
发。

兴义，清雍正五年 （1727年），实行“改土归流”
政策，增设普安州判于黄草坝，嘉庆二年 （1797 年）
在黄草坝设左营游击署、嘉庆三年 （1798年） 置兴义
县，1988年3月撤县设市。

景区景点：马岭河峡谷风景区、万峰林风景区、万

峰湖风景区
兴义共有马岭河峡谷、万峰林、万峰湖、奇香园、

云湖山、泥凼、间歇泉、贵州龙化石群等“金州十八
景”八个。

马岭河峡谷风景区
马岭河峡谷集雄、奇、险、秀为一体，谷内群瀑飞

流，翠竹倒挂，溶洞相连，两岸古树名木点缀其间，千
姿百态。

马岭河峡谷自上而下，还可分为车榔温泉、五彩长
廊、天星画廊、赵家渡景区。车榔，是一个位于马岭河
上游的布依族村寨，有一颗千年古树——金丝榔、两处
温泉、“一洞穿三县”的莲花洞，还有石墙瓦房的村落。

万峰林风景区
在三百八十多年前，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文学家、

旅行家霞客先生面对万峰林，发出“天下山峰何其多，
唯有此处峰成林”这样的赞叹，在游记中写道：“丛立
之峰，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

万峰林，包括东、西峰林景区，峰、陇、坑、缝、
林、湖、泉、洞景致纷呈，峰林气势磅礴、景观各异，是
国内最大、最典型的喀斯特峰林，被称誉为“天下奇观”。

西峰林，以水取胜，峰林脚下纳灰河畔，富有布依
族村寨特色的村落与田园、峰林、古榕交融构成美丽的
峰林仙境。东峰林，以巍峨的喀斯特峰丛为特征，山峦
起伏，主要景点有洋坪天坑、聚秀峰、坡洋口、苏铁林
等，晴日观峰、雾里看山，景致各显其妙。

万峰湖风景区
位于兴义市东南部，是国家重点水电工程——天生

桥高坝电站建成后蓄水形成的淡水湖，水面烟波浩淼，
湖光潋滟，主航道 128 公里、湖面平均宽度超过 4 公
里，湖内岛屿与半岛 80 余个，小岛、港湾、内湖交
错，景色多变，有一日三景之妙，四季可游。

兴义还有鲁布格、坡岗间歇泉、泥凼石林、奇香
园、云湖山等风景区，贵州龙化石群景点，何应钦故
居、王伯群王文华故居、革里窦氏故居、刘氏庄园（贵
州民族婚俗博物馆）、鲁屯古镇等人文景观，义龙云屯
生态体育公园。

霞 客 金 州 新 游 记
文/邓 刚

引子

旅行，可以放飞心情，开阔视野。
旅行，能让你认识不同的人，遇到不同与往的事，能让

你体验到不同的风情民俗、不一样的历史和故事，感受到美
好、感受不一样的生活节奏和人文气息。

让我们做一个旅行者吧，来我的家乡黔西南旅行吧！
380多年前，徐霞客先生于崇祯十一年 （1638年） 农历

四月游历安南卫 （晴隆）、新兴所 （普安），八月到黄草坝
（兴义）、观峰林，两次在金州（黔西南）流连十日有二，所
观景点不盈十也。

岁月留下痕迹，历史的绵延和人类的探索不断造就了新
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今日金州美景繁呈、美食诱人，交
通发达、行旅方便，四季气候宜人、环境静美，是上佳的康
养之地。

金州八属知名、不知名的景点有数百之多，让许多游客
总觉得眼花缭乱、行程难定。今日的“霞客们”都希望有一
次顺畅、愉悦的旅行，那么出发前都会事先了解景区景点的
情况，规划好路线。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领略金州风物、欣赏美丽黔西南，今
以霞客先生所著《徐霞客游记》中记述进入金州之晴隆（安
南卫）为先导，重点介绍省级以上景点、其他景点提名略记
的方式，以“金州十八景”为轴，游览名胜景观、愉悦体验
各地的风土人情，逐县、逐市、逐景展开美丽黔西南的画
卷。

兴仁
在普安品茶、怀古后，折转向南，沿晴兴高速

（现为纳兴高速）公路向兴仁出发。
兴仁，明洪武十六年 （1383 年） 筑新城所城 （即

今兴仁市），清宣统三年（1911年）暂设新城县，民国
元年（1912年）设新城县，民国三年（1914年）1月改
新城县为新县、7月定名兴仁县，2018年8月经国务院
批准民政部批复设立县级兴仁市。

兴仁有两个景点入选“金州十八景”，分别是位于
兴仁市北面有“高原塞外”之称的放马坪高山草原景
区、东南面的鲤鱼坝景区。

放马坪高原草场
位于兴仁市北面的下山镇境内，距市区 24 公里，

具有“高原塞外”之称，总面积28490多亩，其中有天
然草场21000亩，有天然林7490亩，放马坪山顶草原北
端有马乃屯营盘遗址，还有一个天然湖泊——洗马
塘、天然竖井——马乃天坑、冬季暖和的大白龙洞。

景区内配套设施完备，游客可体验热气球升空、
四轮越野摩托、极限滑草、传统射箭、骑马、民族秋
千等20多种娱乐项目。

鲤鱼坝景区
位于兴仁市屯脚镇境内，距市区15公里。鲤鱼坝

苗族风情体验区，以黔西南苗族民俗风情为主题。景
区有龙泉、鲤鱼湖，融山、水、林、湖、田园等自然
景观，环境优雅、美如诗画，民族风情浓郁，歌美、
舞美、人美的好地方。

马金河景区
位于兴仁市城北侧，距市区 2 公里的锁寨、大桥

河、丰岩、黄土佬、丫桥等 5 个村，景区丘陵连绵起
伏，马金河在小山间、树林间、村舍间蜿蜒，景色宜
人。内有中国长寿之乡康养示范基地。

贞丰
在长寿之乡探索长寿秘诀之后，我们向东前往有

“小贵阳”之称的贞丰，那里有令人着迷的景色、独特
的美食。

贞丰，清雍正五年 （1727年），实行“改土归流”
政策，置永丰州 （州治为长坝，今望谟县王母街道平
绕村）、雍正七年（1729年）治所移至珉球（今贞丰县
城）、嘉庆二年 （1797 年） 改名贞丰州，民国二年
（1913年）改置贞丰县。

县名取自清嘉庆皇帝所赐“忠贞丰茂”匾额中间
的“贞丰”二字。

贞丰双乳峰景区、三岔河景区、北盘江峡谷景区
景点入选了“金州十八景”。

双乳峰景区
距贞丰县城北约9公里。双乳峰高261.8 米，从

观峰亭远望，可谓鬼斧神工、自然天成。景区包括双
乳峰、竹林堡石林景观、原生态布依文化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区、贞观寺、名人碑林、盐海水上娱
乐中心、湖滨浴场、野营露宿、星级酒店等十大景点。

三岔河景区
距贞丰县城北约 18 公里。景区由纳孔河、坡乍

河、纳摩河汇合而成，集湖静、山秀、峡美于一体，
周围有杨氏庄园、纳孔布依村寨等众多景点，如诗如
画的湖光山色，有“碧水丹枫”之名，令游人心旷神
怡。与双乳峰景区比邻、相映成趣。

北盘江峡谷风景区
距贞丰县城东北与安顺市关岭县隔江相望的北盘

江上一段约 94 公里长的大峡谷。峡谷两岸奇峰、秀
木、溶洞、怪石、瀑布错致，是一处集观光、探险、
漂流、科考、攀岩、生态旅游的好地方。景区主要景
点有花江峡谷、花江铁索桥、关兴公路大桥。花江峡
谷，因两岸悬崖上春夏时节百花盛开，花瓣飘落江
中，美不胜收而得名。

文昌宫
位于贞丰县城东门内，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建筑

平面布局沿用均衡对称手法，沿纵轴线建造正殿和左

右配殿。清光绪二十三年 （1897），翰林吴嘉瑞创立仁
学会于文昌宫内，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并讲授数、
理、化等课程。

1985年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望谟
赏过贞丰的美景、尝遍珉谷的美食，走走“乡间

小道”向永丰州治故地望谟出发。
望谟，雍正五年（1727年），实行“改土归流”政

策，置永丰州 （州治为长坝，今望谟县王母街道平绕
村）、七年（1729年）州治搬迁到贞丰珉谷，民国二十
九（1940年）设望谟县。

红军卡法连队活动遗址
“金州十八景”之一，位于望谟县麻山镇卡法村，

距县城约40公里。
1933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二十一师六十三

团一营一连在中共黔桂边委领导下进驻卡法，开辟根
据地，习惯称之为卡法连队。4月成立的中共卡法支部
是黔西南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在葫芦湾创办兵工
厂。卡法连队在卡法活动8年，期间开展剿匪、维护治
安，打开了革命新局面。

董万溶洞群
位于望谟县乐元镇董万村，距县城36公里，这是

我国最古老的溶洞之一。
溶洞以水洞、雪宫、滴水洞、风洞为最佳。水

洞，洞厅宽阔，洞顶巨大的钟乳石倒悬，石壁流出的
泉水形成溪流汇集成潭，洞顶有一处天窗阳光直照洞
厅。雪宫，洞中如树、花、伞、笋的钟乳石白如雪，
奇妙多姿、美不胜收。滴水洞，洞内有暗河、支洞，
最宽敞的洞厅可容万人，各种奇形异状的钟乳石令人
脑洞大开。风洞，有一横洞常年风吹不息，炎夏临此
凉风习习，可谓妙哉。

景观景点还有：七星桥、双江口、红水河、桑郎
峡谷、麻山峰林。

晴隆
跟随霞客先生的足迹，从省城贵阳出发，采取自驾游方式，沿沪昆

高速公路（G60）跨过北盘江进入晴隆。
晴隆，于明洪武十五年 （1382年） 置尾洒卫指挥使司 （今晴隆）、

十七年废卫设驿、二十年置所、二十一年置站堡、二十三年复置更名为
安南卫指挥使司（驻江西坡）、二十五年迁治尾洒堡（今晴隆县城），清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改安南卫为安南县，民国三十年（1941年）安
南县改为晴隆县，有人以县名作诗曰“晴山千峰翠，隆地万物华”。

二十四道拐景区
2007 年入选“金州十八景”，2014 年 9 月成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金州唯一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景区由二十四道拐、安南古城、观景台、史迪威小镇、美军加油

站、马帮山寨等景点组成。位于城西原1公里的古驿道乌鸦关处，是抗
日战争时期修建的史迪威公路的标志路段，公路沿盘旋曲行于雄峻陡峭
的晴隆山和磨盘山之间乌鸦关隘口陡坡修建，全长4公里，宽约6米，
第一拐到第二十四拐直线距离约350米、垂直高度约250米，可以坐观
光车游览。从观景台俯瞰蜿蜒曲折的二十四道拐，仿佛能够穿越到了抵
御倭寇的抗战烽火岁月。在晴日，和风拂面、举目远眺，云蒸霞蔚、苍
山莽莽，思绪万千。

晚上，入住距县城中心不远的阿妹戚托小镇。小镇是晴隆县三宝彝
族乡整乡搬迁安置打造的具有苗族、彝族民族文化元素景区，景区内有
社区商业中心、游客接待中心、祠堂、民宿、餐饮街、酒店等。在小镇
广场，每天晚上有两个小时的民族舞蹈表演是阿妹戚托。

三望坪草场风景区
三望坪草场，有“高山草原”之称，位于晴隆县城南43公里，距大

厂镇3公里，一望无际的草原南有片片林海环抱、北有村寨田园风光，
春有山花烂漫、夏日远山如碧。

倘若时光冉冉、恋恋不舍，晴隆还有光照湖库区、晴隆山草场、万
亩柑桔场、万亩茶园等绿色生态风景区可供探寻，还有明清时代的盘江
摩崖石刻群、哈马洞、古墓群、欲飞石、莫忙亭、铁索桥等历史文化遗
迹可以怀古。

普安
带着对晴隆辣子鸡的回味，踏上探寻普安旅途。
普安，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置新兴所（即今普安县城），清

顺治十八年 （1661 年） 改马乃土司置普安县，清康熙二十二年 （1683
年）迁普安县治于新兴所城。普安县名有“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平安
生息”之意。

普安县茶文化生态旅游景区
景区位于江西坡万亩茶场，有观赏性强、风光秀美的特点。景区包

括万亩茶场和布依茶源小镇，修建了清茶竹风、神农祠、福娘阁、茶马
古道等景点，还有森林温泉疗养区，客房舒适典雅。景区内建有集比赛
和观光于一体的“中国最美山地自行车赛道”，常年举办国际山地自行
车等体育赛事，还有露营、越野等体育旅游项目。

白水瀑布景区
也称当额瀑布，距县城东北约32公里的白沙乡白水村。村侧的当额

田水库，库容约10万立方米，为原普安铅矿一级电站的发电水库。库水
溢出汇于小龙潭，流经石拱古桥，从半山岩缝之间喷泻而下，形成宽约
10米、落差近30米的瀑布。景区有观瀑台，瀑布如白练垂悬、珠花飞
溅，丛树枝繁叶茂，环境清秀。

“金州十八景”之一的崧岿寺，位于县城北十五公里的罐子窑镇谭
家湾崧岿山顶。黔滇古驿道经此而过，该寺始建于明代中叶。崧岿山周
围有五条似龙的山岭环绕，俗称“五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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