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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滇南环线】

昆明+墨江+西双版纳+建水+元阳+弥勒 8 日 7 晚房车私家团

版纳热带雨林风光+傣族柔情+醉美梯田+哈尼风情+建水紫陶文化+普洱

茶旅+弥勒温泉

**行程特色**

★【醉美滇南自驾环线】：房车精品私家出行，滇南精选景点推荐；
★【版纳柔情】：妙曼的舞蹈的服饰，热情奔放的泼水节，《让世界听懂你的语言》；
★【最美梯田】：世界遗产哈尼梯田，观看最美梯田日落日出；
★【民族风情】：傣族、哈尼族、彝族民族文化交流；
★【茶文化品鉴】：厚重的普洱茶文化，普洱茶山行，亲领建水紫陶工艺；
★【弥勒情缘】：温泉、红酒、玫瑰，感受弥勒独特的魅力；
★【美食推荐】：傣族风味，哈尼风味，建水小吃，等你来横扫！
★【全程陪同】资深房车管家全程陪同保驾护航，免去您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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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行程概况

Day1

昆明—墨江北回归线标志园（258 公里，车程约 4小时） 集合时间：下午 13：00

今日亮点：│初识房车│墨江北回归线标志园│结缘双胞井│

★提供机机/站服务。

■下午：带上美好心情出发，前往第一站墨江；

到达墨江北回归线标志园景区营地驻停房车，接下来游览观光北回归线标志园景区、

国际双胞文化园；结缘双胞井，将好运相伴，县城美味很多，根据喜好，自寻美食享

用。

景点介绍：

【双胞井】在美丽的云南省，一个叫做墨江的小县城里，有一口双胞井，井水清澈，

据村里的人讲，喝了井里的水，就会生下双胞胎。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在这个小

小县城，竟生活着 1200 多对双胞胎。更令人称奇的是，外地人短暂来访，喝了井水也

能生出双胞胎。

【墨江北回归线标志园景区】融天文、地理、植物及科普知识和园林艺术、旅游文化

为一体，以公元 2038 年北回归线的位置（北纬 23。26）为主轴线，截北回归线上 500

米地段，间以“太阳之路”、“夸父追日”、“北回归线之门”、“日晷广场”、“春夏秋冬”

等建筑小品，雕塑以及主体标志，向人们陈述从悠悠亘古到今日文化科学发展的宇宙

世界，并通过技术手段精确地展示北回归线的地理位置及变化，使人们每年夏至均可

在此“捕捉”到北回归线的身影。

住宿安排：房车/墨江北回归线标志园景区营地

Day2

墨江—景洪市曼掌村 墨江—野象谷热带雨林景区（284 公里，约 4小时）；

野象谷热带雨林景区—曼掌村（20 公里，约 40 分钟）

今日亮点：│野象谷探秘│大象表演│曼掌风情│篝火晚会│

■上午：从墨江出发前往野象谷热带雨林景区，到达野象谷景区入口停车场停好车，

取票后进景区观光，乘坐缆车进山，再徒步走栈道出来到大象学校看表演

■下午：离开野象谷后前往曼掌村，玉单公社带你吃遍《让我听懂你的语言》电视剧

中的所有地道傣味，饭后参加村里的篝火晚会，跟着跳起傣家团结舞，感受傣族的热

情

■晚餐：享用玉单公社傣味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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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

【野象谷热带雨林景区】西双版纳野象谷是中国首家以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为主题的

国家公园，野象谷通过高空观象栈道、雨林观光索道、亚洲象博物馆、亚洲象种源繁

育基地、亚洲象表演学校等多个游览项目，让游客得以在不干扰亚洲象生活的条件下

安全地观察亚洲野象及其生存环境，成为中国唯一一处可以与亚洲野象近距离交流的

地方，被誉为“人类与亚洲野象沟通的桥梁”。

【曼掌村】离红尘不远，离自然很近，牛群牧归、田野篝火，生于意外，蕴于象内隐

匿山水间忘归的地方—曼掌。曼掌，傣语意为“大象寨”，曼掌村作为云南省首个文化

农庄，是一个传统文化丰富、且保存较为完整的传统傣族村寨，拥有完整的傣族特色

非遗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和特色资源。

住宿安排：房车/曼掌村玉单公社

Day3

曼掌村—曼听公园—告庄 曼掌村—曼听公园（29 公里，约 50 分钟）；

曼听公园—告庄（4.5 公里，约 15 分钟）

今日亮点：│古法造纸│总佛寺│大金塔│告庄夜市│

■上午：感受曼掌村纯净的田园风光，体验傣族手工古法造纸工序。之后前往曼听公

园观光，参观总佛寺

■下午：前往告庄，参观大金塔

■晚上：游逛告庄夜市，品尝特色小吃

景点介绍：

【曼听公园】有保存完好的 500 多株古铁刀木林及植被，园内有山丘和河道，又有民

族特色浓郁的人文景观，是个天然的村寨式公园，以前是傣王御花园，已有 1300 多年

的历史。景区集中体现了“傣王室文化、佛教文化、傣民俗文化”三大主题特色。

【总佛寺】西双版纳总佛寺，是解放以前西双版纳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召片领(直译为土

地之主或土地之王)及其土司头人拜佛的圣地，同时也是西双版纳佛寺中等级最高的佛

寺。各地佛寺的主持不时到此参拜、议经，是昔日拜佛圣地。

【大金塔】西双版纳景洪大金塔寺，也称缅甸大金塔，是当代新建佛塔。大金塔寺是

景洪市的总佛寺，主管景洪市内贰百零伍座寺院，是南传佛教圣地。这里环境宜人，

景色优美，是佛教信仰者必去之地。

住宿安排：酒店/思瑞秋艺术酒店（或同级别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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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告庄—热带植物园—普洱倚象山汽车旅游营地

告庄—热带植物园（55 公里，车程约 1小时）；

热带植物园—普洱倚象山汽车旅游营地（170 公里，约 3小时）

今日亮点：│热带植物园│南腊河房车营地│

■上午：从告庄出发，前往中科院热带植物园游玩，赏析神奇的热带动植物景观

■下午：前往普洱倚象山汽车旅游营地，茶山慢行，茶园观光

景点介绍：

【中科院热带植物园】（游览时间不少于 2小时）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是中国面积

最大、收集物种最丰富、植物专类园区最多的植物园 ，也是集科学研究、物种保存和

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和风景名胜区。2017 年 3 月 28 日，中国科学院西双

版纳热带植物园被国家旅游局、中国科学院推选为“首批中国十大科技旅游基地”。

住宿安排：房车/普洱倚象山汽车旅游营地

Day5

普洱倚象山汽车旅游营地—建水 （354 公里，车程约 5.5 小时）

今日亮点：│建水美味│建水古城│朱家花园│

■上午：营地早餐后，离开普洱倚象山汽车旅游营地，前往建水

■下午：到达建水临安酒店，之后游逛建水古城，参观朱家花园，品尝建水特色小吃

景点介绍：

【建水古城】（游览时间不少于 2小时），建水城最早为南诏时修筑的土城，明洪武二

十年(1387 年)扩建为砖城。李定国攻占临安城时，南北西三城楼毁于战火，康熙四年

又复修，后再度毁损。1994 年，建水经国务院批准定为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建

水古城被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古城历经 12 个世纪的建设，至今保存有 50 多座

古建筑，被誉为“古建筑博物馆”和“民居博物馆”。 城里有保存完好，规模宏大的

号称"云南第一"的文庙，以及朝阳楼、双龙桥、指林寺、朱家花园等一大批极有特色

的古建筑。

【朱家花园】（游览时间不少于 1小时）地处建水古城的建新街中段，是清末乡绅朱渭

卿兄弟建造的家宅和宗祠，有‘西南边陲大观园’之称。整组建筑陡脊飞檐、雕梁画

栋、精美高雅。2013 年 3 月，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住宿安排：酒店/建水临安酒店（或同级别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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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建水—元阳梯田景区（179 公里，车程约 3.5 小时）

今日亮点：│紫陶工艺│元阳梯田│最美梯田日落│

■上午：前往碗窑村《“烂泥社”紫陶工作室》参观，了解紫陶工艺，现场观摩师傅做

陶，在师傅的指导下体验制陶工艺：揉泥、拉胚、塑型，制作属于自己的作品，作品

可以请师傅代完善部分工艺，待烧制完成后邮寄给您

★【“烂泥社”紫陶工作室】又名‘垚垚建水陶工作室’，是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陶瓷创新研究设计实习基地，也是云南大学教授吴白雨老师科研云南建水紫陶的工作

室。

■中午：前往建水古城中餐，餐后出发前往元阳

■下午：到达元阳梯田内‘老虎嘴’观看梯田最美日落。在老虎嘴景区晚餐后，前往

‘多依树’景区驻停

景点介绍：

【元阳梯田】元阳梯田是哈尼族人世世代代留下的杰作，是哈尼族人 1300 多年来生生

不息地“雕刻”的山水田园风光画。规模宏大，气势磅礴。2013 年 6 月 22 日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

【老虎嘴】老虎嘴梯田景区位于元阳梯田国家湿地公园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

这里有 850 多公顷壮丽梯田，千姿百态，气势磅礴，当冬春两季的晴朗时光，梯田会

呈现出两匹奔腾骏马与藏龙卧虎的图案。又似一只千年古龟静卧谷底，仿佛告诉人们

哈尼先民开垦梯田的历史沧桑。这里是元阳山势最险峻、气势最恢宏壮观的梯田，堪

称“大地雕塑”的最高典范。

【多依树】多依树梯田景区位于元阳梯田国家湿地公园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

是观赏、拍摄云海梯田、日出及山寨的最佳景区。著名风光片《云南故事》就是以这

片梯田、村寨为主要场景拍摄而成。

住宿安排：梯田房车露营/精选酒店

Day7

元阳—弥勒 元阳梯田景区—云南红酒庄（245 公里，车程约 4小时）；

云南红酒庄—弥勒万花谷玫瑰庄园（21 公里，车程约 1小时）。

今日亮点：│最美梯田日出│弥勒温泉│大树玫瑰│

■上午：多依树观景台看日出（日出时间 06：55-08：30），早餐后离开景区，前往弥

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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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到达弥勒云南红酒庄，游览云南红酒庄，了解云南红酒历史文化，品茗云南

红酒佳酿；之后前往万花谷玫瑰庄园享受温泉浴（泳衣自备）

■晚间：入住万花谷玫瑰庄园木屋酒店

景点介绍：

【万花谷玫瑰庄园】庄园建筑、景观以中西结合为主，巧妙结合大树玫瑰花营造出浪

漫、清新、自然的环境氛围，其内还设有温泉区、泳池区和酒庄，为游客打造一个独

具魅力的大树玫瑰主题乐园。

住宿安排：酒店/万花谷玫瑰庄园木屋酒店（或同级别酒店）

Day8

弥勒—昆明还车 万花谷玫瑰庄园—锦屏山弥勒大佛（6公里，车程约 15 分钟）；

锦屏山弥勒大佛—昆明（135 公里，车程约 2小时）。

今日亮点：│锦屏山弥勒大佛│昆明还车│

■上午：早餐后前往锦屏山弥勒大佛打卡留念；

■中午：在弥勒享用中餐返回昆明行程结束。

★提供送机/站服务。

景点介绍：【锦屏山弥勒大佛】（游览时间不少于 2小时），锦屏山风景区弥勒寺拥有大

佛、大运、大雄、大智四院之宏阔，集弥勒强巴相、弥勒思维相、弥勒仙光相、弥勒

布袋相、弥勒天冠相之绝，遂成“弥勒道场”之大寺。其间有南怀谨先生亲笔题词的

弥勒大佛（弥勒布袋相）于 1999 年 12 月落成，高度为 1999 厘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笑

佛，象征跨世纪的祖国和平统一繁荣富强的美好祝愿。锦屏山呈大丛林之恢宏，托 1999

厘米大佛之高大，延 1999 级台阶之绵长，显千年梯田、百年古树、潺潺清泉之灵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5%E5%8B%92%E5%AF%BA/96918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91%E4%BD%9B/17739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91%E4%BD%9B/177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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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服务**

1.大交通： 往返集合地的大交通（可自行购买，也可代订机票、火车票，建议提
前订购）
2.房车使用：豪华/舒适 C 型房车，含车辆清洁费及车辆基本保险；
3.房车布草：定制房车备品、毛巾、拖鞋、洗漱用品等
4.全程用餐：可选择包含行程所有正餐，或安排行程特色餐：玉单公社傣味晚餐，
万花谷玫瑰庄园晚餐等；
5.景点门票：墨江北回归线标志园景区门票、元阳梯田景区门票、弥勒万花谷玫瑰
庄园门票、朱家花园门票等；
6.活动安排：建水《“烂泥社”紫陶工作室》制陶工艺体验、玫瑰下午茶制作等；
7.房车营地：行程房车营地使用，含水电服务（墨江北回归线标志园营地、普洱倚
象山汽车旅游营地、曼掌村玉单公社驻停）；
8.酒店住宿：行程中所列酒店住宿 3 晚；告庄思瑞秋艺术酒店；建水临安酒店；弥
勒万花谷玫瑰庄园木屋酒店等；
9.房车管家：全程领队兼资深房车管家服务；
10.贴心服务：接送机/站服务；
11.其他项目：行程策划、跟拍摄影、旅行纪念册等定制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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