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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游时间  5-10 月是武功山最美的时节。

4-5 月百草茂盛，4 月下旬 -5 月上旬，福星谷和

红岩谷方向的杜鹃花开得正灿烂，漫山红遍，非常

美丽。6-8 月是避暑的好时节，高山草甸绿草茵茵，

山间瀑布水量充沛，风光无限。9-10 月，9 月中

旬有盛大的帐篷节，枫叶满山，草甸被秋色染成金

灿灿的一片，格外耀眼。11 月，一些驴友对武功

山的冰盖和雪景也情有独钟。

穿衣指南  武功山内天气多变，山上较山下温度

低不少，昼夜温差大，不管几月份去，记得带上冲

锋衣，或是长袖衣服，春夏可偏薄些，秋冬毛衫、

羽绒服不可少，别想用一件 T 恤解决所有问题。每

年 5-6 月，风景最好。但也是雷雨季节，请做好相

应准备。

消费水平 武功山的消费并不高，大多数游客都

是去武功山徒步穿越，自己搭帐篷，自己带食物，

还不需要门票，所以费用可以非常低，主要花费就

是交通费。除去各地往返长沙或者南昌的交通费外，

人均消费可以控制在 200-300 元。如果你选择比

较轻松的游玩景区，乘坐缆车，消费会比徒步至少

多出 400-600 元，整个费用（除去往返交通费）

应该不会超过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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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江西西部，地跨吉安市安福县、萍乡市的芦溪县、宜春市袁州区三地，武功山历史上曾

与衡山、庐山并称江南三大名山，被冠以“衡首庐尾武功中”。

养在深闺的武功山，逐渐成为登山爱好者和徒步露营的挚爱之一，穿越途中一路花繁叶茂、

流水潺潺、高山草甸之上五颜六色的帐篷和满眼的绿意交相辉映，登上武功山最高峰——金

顶，翻滚的云海和壮丽的日出让人如入仙境。

武功山速览 Introducing WUGONGSHAN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WUGONGSHAN武功山

更新时间：2015.11

亮点 Highlights

群山怀抱着的“中国美丽田园”

武功山的草甸、日出和云雾让人无限神往，但是前往武功山的经过的“芦万武”公路上美景

也别错过，这里可以说的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美丽田园”，分布在武功山三勤村、茅店村、

黄江村小佛岭、蔡家村、龙王潭村，层层梯田伴着青山，夏日绿油油，秋日金灿灿，让人赏

心悦目。

绿油油的天上草原里打闹赏景

从发云界到最高峰金顶，连绵不绝的高山草甸将视野也染绿了。在此扎营、打闹、或者只是

身置其中感受绿意也好，仿佛有一种置身草原的错觉，可是 1000 来米的高山上。武功山比

较原始的草甸在“九鳅落湖”草场，这里的草甸是武功山保持最为原始的，最值得期待的观

赏之处，站在对面的高处看芦苇，是发云界最佳的地点。

登金顶看最美的日出和云海

登金顶、看日出、赏云海可以说是驴友们前往武功山最值得体验的三大项，当远处的红日一

点点从天边升起，山体被逐渐染红，心中自然开阔，如果运气好，日出后就有很壮观的云海，

特别是在秋季，随着满山的芦花盛开，草甸金黄一片，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显璀璨，平添一分

意境。

在青山瀑布间听流水潺潺

武功山的瀑布成群，从落差最大的金壶洒酒瀑布，到原始的油萝潭的瀑布群，还有最具口碑

的龙潭瀑布，在青山绿水中穿行时，流水潺潺，鸟声阵阵，自在在心间。

武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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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hts景点

武功山景区上界的入口很多，但是正门只有吉安安福和萍乡麻田两个方

向，整个风景区分为金顶、箕峰、羊狮幕、九龙山、发云界、武功湖、

武功温泉 7 个核心景区。多数武功山旅游者会选择萍乡方向进入，也是

开发的最完善和最安全的线路。上武功山以徒步露营居多，一般会在高

山草甸待上一晚，第二天赏完日出和云海后再下山。

萍乡市入口门票：70 元（1.1-1.4 米儿童半票，学生证、本地身份证可

以打折）+2 元保险费

安福市入口门票：90 元；乘坐观光车 30 元。

开放时间：全天 ( 索道下午 17:30 停止运行 )

联系方式：0799-7636666 

武功山本地人一般叫上山叫上界，因为当地通常管人去世叫上山，因此

询问时尽量避免。

金顶景区

金顶景区为江西省境内第一高峰。金顶的“江南祭坛群”，距今 1700 

多年的历史，被称为“华夏一绝”也是武功山三大绝景之一。九龙山九

龙十八塔现存十座古塔，均系明代建筑，堪称全省唯一的古塔群，恢复

之后可重现昔日风光 ; 这里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百里红色根

据地”。

1、金顶景区是开发了多年的成熟线路，宾招设施条件较好，交

通也方便。节假日通有公交到索道下站。有两条标准游步道上金

顶，分别是石鼓寺和红岩谷两块，从石鼓寺还可以坐索道上下山。

金顶景区是普通自驾、团体游的首选。

2、游览路线：在景区大门入口处，有一级索道到中庵（45 分钟

左右），步行要 2 个多小时。在“猴谷”处有一交叉路口，往右

走去中庵，往左走去吊马桩，二条路都可以去金顶。不同的是，

走吊马桩要多半个小时，且坡度较大。在天气炎热、太阳暴晒的

情况下，走中庵，过雷打峡，的确很辛苦（要走 2 个多小时）。

而走吊马桩的话，就免掉了这么辛苦，到吊马桩的分路口，往上

走 1 个半小时就可以到金顶。

要坐二级索道的话，则要从中庵走路（半个小时左右）到索道站，

坐索道（10 分钟）到福星谷的上方，再走半小时就可到金顶了。

从中庵往上走，可以考虑乘坐缆车，从金顶往下走就没有必要坐

了，全程走路也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到中庵，而且一路风景不错，

值得一走。

发云界景区

“发云界”为武功山山脉的第二大高峰，以壮观的高山草甸闻名。连绵

数十万亩的高山草甸一片翠绿此起彼伏，让人心旷神怡。“九鳅落湖”

处的高山草甸据传是整片草甸中保存最原始的地方，沿途许多地方是悬

崖峭壁，山岩奇形怪状，鸡嘴峰如金鸡兀立， 英姿挺拔；龙背石林神态

各异，风情万种；“猛虎跳墙”、“九鳅落湖”、“仙人下棋”更是形

神毕肖。瀑布逶迤延绵，气势惊人，风景绚丽。令人吃惊的“千丈岩瀑布”、

跌宕生姿的“龟潭瀑布”，活泼俏皮的“三迭泉”，还有武功山最大的

瀑布“银链瀑布”。

地址：万龙山乡青龙山村境内

羊狮幕景区

羊狮幕是武功山金顶的姐妹峰，羊狮幕景区内 1500 米以上的同峰竞

相挺拔，嵯峨罗列。主峰羊狮幕海拔 1674 米，峰峰景色各异，气象

万千。有草甸、有石笋、有奇松、有怪竹，在云海中时隐时现，阳光下

变得瑰绮壮丽，千姿百态。沟壑谷深不见底，流泉飞瀑自天降，峰、水、

石、松、云、竹、茶，仿佛进入了人间仙境。

主要景点：如来佛掌、关公面壁、夫妻峰、迎客松、金鸡回笼、猴子望月、

将军点兵、佛光神踪、玉笋穿天、活体灵芝、云海日出等三十多处景点。

地址：萍乡市芦溪县与安福县泰山、章庄两乡交界处，羊狮幕东与明月

山紧相连，西接发云界，南至芦溪县武功山泰山乡文家社边村。

推荐串联：羊狮幕景区也叫十八排景区，和江西明月山景区相连，

明月山景区内开通了观光小火车，羊狮幕——明月山可作为一条

参考穿越路线，到明月山索道上站全程约 8 公里，耗时约 2 小时。

全程为可行摩托车的土路，无坡度，无难度，无危险，基本无岔路。

如从武功山上明月山下可参考沈子村——金顶——绝望坡——好

汉坡——发云界——羊狮幕——明月山线路。

主要线路：

景区中蜂子江建有游步道，只要走 2 个小时就可到界上，其他的几条土

路均要 2-3 个小时。

1、杨家岭走十八湾，过洞口瀑布到磨子石（3 个小时）。

2、下村“老山里”过“童子拜观音”到界上（2-3 个小时），往左去沈

家大院（20 分钟左右），往右去发云界（2-3 个小时）。

3、潭家坊的“大王庙瀑布群”，此地是世界上最大灵芝的发现地，中央

电视台都到此采访过，记者们也是从这里上的发云界。在“三叠泉瀑布”

处往右走（1 个多小时），过木马坳可去发云界，往左走（1 个小时）过

“发云界钨矿”到发云界。还有一条小路，沿着瀑布的流向，可去羊狮

幕的沈家大院，不过此路很危险，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话，不要冒然前往。

封面 绿油油的高山草甸

多数游客是从青龙山上界，在南棚里的桥头处走新、旧二条路，

要不就走石屋里的银链瀑布上界。其实还有一条道可走，在银链

瀑布的上方有一条路通向东江黄狗冲，到机耕道只要一个多小时

左右。

http://www.mafengwo.cn/i/12909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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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Hotel

前往武功山可以选择在武功山山脚周边歇脚或者在山上留宿，山上住宿

不比山下，大部分条件艰苦，到驴友旺季时因接待能力有限，因此很多

徒步爱好者也会选择露营。

山上住宿

山上的住宿条件艰苦，住宿主要集中在金顶、发云界和羊狮幕景区，但

如在天气多变的情况下，能睡个安稳觉仍然十分重要。

1、山上臭虫很多，皮肤过敏的人，还是自带睡袋为宜。

2、山上的客栈，一般设有一两个公用的洗澡间卫生间，都是和

房间分开的，人多集中地情况还要排队使用。热水澡 15 元 / 人。

冷水澡，免费。

露营

露营点：武功山最佳的露营地点自然是有着十万草甸的观音宕，这里也

是每年帐篷节帐篷最密集的地方。再就是吊马庄，因为那是个山谷，风小。

蒙古包里可以搭帐篷。

费用：搭帐篷收取户外 10 元 / 顶，室内 20 元 / 顶的卫生管费，建议搭

室内，武功山多变天气，随时可能下大雨，而且风还大。

4、从羊狮幕去明月山的梦月山庄要 2 个小时左右，在梦月山庄可参观星

月洞，建议从星月洞里钻下去看“青云栈道”，过了玻璃桥走五分钟，

就原路返回，没有必要走到尽头的月亮湖了，走完的话要 1 个多小时，

又得返回到梦月山庄。在此处有电瓶车去虎背界，步行的话只要 15 分钟

左右就行，到了虎背界往上走是索道站，往下走是游步道，过“云谷飞

瀑”到明月山景区大门口，坐索道下界只要 45 分钟左右，徒步走的话要

2-3 个小时，明月山的索道站下午是准时关闭，没有商量的余地，冬季

17:30，夏季 18:00。

九龙山景区

九龙山位于金顶西北 10 公里的九龙界上，山峰平旷，草原辽阔，面积达

1 万余亩，为武功山面积第二的草原。主要景点有“蛤蟆爬石”、“老虎

进洞”、“九龙寺遗址”、“天心簸水岩”、“九龙山瀑布”、“铁蹄峰”

等等。

主要线路：

1、近路：从野猪坪过“铁蹄峰”到金顶，此条线路虽为近路，但在山脚

下的时候却极易迷路，特别是在机耕道的木伐道外和野猪坪去源下的小

路为最，在这两处地方经常发生迷路的事情。倘若有驴友（游客）没有向导，

初次前往的话，要格外谨慎。

2、远路：这是朋友们走得最多的路，一路水源丰富，瀑布成群，杉树成

林，松树成荫，一派原始森林的风光。在横棱（无人村）的上方莲花形，

有一个交叉路口，往右走是去“九龙山”（3 个小时左右），往左走去“铁

蹄峰”（3 个小时左右）。天公作美，体力良好的话，可以考虑上九龙山，

可以看到万亩草甸，到山脊梁上往左走去金顶（2-3 小时）。

3、便道：从棱头村的焦山上界。面包车可以直接开到焦山的村民门口，

只要走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山脊梁上，看到原始的、没有人烟的万亩

草甸了。不足之处就是，此线路没有水源，全是灌木丛，一路要猫着腰

前进。到了界上后，要仔细辩路，此处是最原始的草甸，没有人的脚印，

只有牛的脚印，安福农民常年把牛牵上来放养，最多时有上百只牛，非

常壮观。若是雾大的天，极易迷路，不小心就会走到安福去了。优点是，

上界时间较短，一路坡度不大，对体力要求不是很大，一般的朋友都能

胜任，只要走对了路，都会较顺利、较轻松得到达界上。

4、绕道：在十八湾的二丘田分路，往左走是去九龙山，往中走是去安福

长源头，往右走是去安福大岭，看“天心簸水岩”徒步的话要 2-3 个小时。

该瀑布就在公路边上，本来是非常壮观有参观价值的，但近几年建了水

电站，修了水坝，看后会大失所望。

封面 山青水秀武功山

 爺！只爲妞笑 山上还能看到成群的牛

封面 露营在山顶的驴友们

http://www.mafengwo.cn/i/1290953.html
http://www.mafengwo.cn/i/12909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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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顶景区

金顶目前共有 10 几家客栈，已全部被一个人承包。统一价格，统一条件。

接待能力 600 人左右，平时住宿价格 50 元 / 人，100 元 / 床。住宿主

管电话 13979948176 蔡。                                  

发云界景区

发云界目前有 8 家客栈所有客栈都是各自经营，住宿条件比其他景区住

宿要稍好点，所以来武功山的游客基本都是与发云界的客栈老板联系，

他们会为游客安排山上的所有住宿，联系向导，车辆等。发云界景区能

接待 500 多人，住宿价格 30 元 / 人，60 元 / 床。                    

发云界绿缘客栈：电话13207993088，QQ305153187接待能力较大，

能住 90 多人，客栈干净卫生，老板人缘也好。                   

法云寺：联系方式：13627990688          

旅游接待站：联系方式：13767863227       

云旬客栈：联系方式：15979451031         

云海客栈：住宿电话 13767881680               

发云山庄：住宿电话 15979966062              

金羊客栈：住宿电话 15907992179           

羊狮幕景区

羊狮幕有 4 家客栈，日月山庄、云海山庄、旭日山庄、沈家大院二分部，

现在就旭日山庄一家有人经营，能住宿 50 多人，离羊狮幕不远处有家沈

家大院能住 30 多人。（住宿价格 40 元 / 人）                           

旭日山庄：电话 15879968713 李            

沈家大院：13979949127 谭                     

其他山上客栈

除此之外，武功山九龙山、吊马桩和铁蹄峰等处也有客栈可投宿，价格

约在 30-40 元。

如果你们也是从沈子村爬上去的，建议在铁蹄峰客栈住，相比性

价比高很多。你只要早上早起两小时，就可到达金顶看日出，但

是要你考虑路上安全，因为天不亮，从铁蹄峰客栈到金顶的路很

崎岖，只有20CM宽的崖口小路，很容易掉下去，建议天亮了再走，

安全第一。

上九龙山客栈电话 13979932110                       

铁蹄峰客栈 13767863227                    

铁蹄峰客栈 15979451541

铁蹄峰客栈云海客栈 18317997627               

吊马桩客栈：13767892738                            

白云客栈 15079919910                           

赤脚坳客栈 15279907616 

  

山下住宿

武功山山脚下的住宿集中在上山口，如沈子村、龙山村、万龙山乡、杨

家岭等处，景区正门处也有住宿可供选择，山下农家住宿 10-20 元 / 人。

在这里，可以把不必要带上山的东西寄存在客栈，整理和检查好鞋子、

帽子，同时，补充水、干粮、饮料等爬山必备之物。               

沈子村农家                               

青旅驿站 15979451541                                   

九龙驴友农庄 13879987489                      

九龙驴友户外基地 15879959198                            

龙山村农家                                  

龙山村住宿 13627990688                          

龙山村农家 15579989198                             

龙山村农家 15979451031                       

杨家岭农家                          

家晓农家乐 13635939963                       

杨家岭灵芝峰宾馆 15979443409                    

武功山景区大门             

世华山庄 18779928160                            

聚来福 13177556911                               

农夫山庄 15579953502                        

一品居 13437994832                                             

万龙山乡华云宾馆住宿：（80 元 / 房）                             

武功山民间菜 07997651666                            

华云客栈 13387998476           

封面 上山的住宿点多是这种铁皮房子

http://www.mafengwo.cn/i/12909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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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 Eat

武功山上大部分餐饮都需自备干粮，但下山后不妨在景区脚下的萍乡市

和福安县尝尝当地土菜。武功山地区的菜主要以江西菜为主，喜香辣和

偏爱咸鲜，口味注重浓郁。

1、武功山上的食物靠挑担上去，比较贵，建议自备。

2、如果是不吃辣椒的朋友去萍乡，即使关照厨师不要放辣，但

是上来的菜最少还是微辣的。

特色美食

莲花血鸭

莲花雪鸭是萍江市的一道名菜，鸭仔杀好和黄酒、茶油、鲜红辣椒一起

炒制，有时也加点丝瓜、青豆、鲜茄进去，鸭子肥而不腻，皮薄香鲜，

连骨头都可以一块吃下。

萍乡炒粉

粉丝、豆芽和适量辣椒下锅炒制，就成了萍乡炒粉，萍乡炒粉是萍乡老

百姓早餐或者夜宵必不可少的一种小吃。 尤其是外地读书或者工作回来

的萍乡人，下了火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吃一碗炒粉，可见有多风靡了。

 

萍乡小炒肉

萍乡小炒肉受到湘菜的影响，以香和辣著称，吃在口里虽辣，但香气四溢，

具有浓郁的家乡风味，回味无穷。

艾米果

萍乡人叫艾米古，由艾草叶和米粉按比例擀和成均匀的粉团，放入蒸笼

用猛火蒸，蒸到米果油光发亮，摸不粘手即熟透了，这时的艾米果看起

来绿绿的，油油的，亮亮的，闻起来香气沁脾，令人垂涎欲滴。

洋辣椒

在萍乡，洋辣椒有凉拌、炒食、油炸和做汤等多种食法，简简单单的一

碗洋辣椒炒青辣椒是萍乡人喜欢吃的家常菜之一，色、香、味俱全。

武功山多味豆腐

武功山多味豆腐又叫“武功山霉豆腐”，是豆制品系列之极品，选用优

质黄豆和天然矿泉水，经祖传工艺精制而成，香嫩可口，清香四溢，色

纯味美，具有纯正乡村风味。

山下餐饮

武功山分两个正门入口，一边是吉安安福，一边是萍乡麻田。

萍乡入口正门麻田大江边村村委会附近有很多农家乐，数量多也实惠，

不管是开车还是坐大巴都会经过，要是直接过了山门到了山脚下再找吃

饭的地方就会很贵了，而且选择余地很小。

吉安安福的农家乐多集中在泰山乡文家村，村内有农家乐一条街。

山上餐饮

在山上，一般会自备干粮，但只要有客栈，都有会简单的农家菜和早餐

提供，山上餐饮相对贵，山腰较之于山顶稍便宜 5-10 元。

物价参考：

金顶：每个菜 30 元以上，土鸡 40 元 / 斤，早餐米线盖蛋 15 元 / 份。

红牛 10 元 / 厅。

羊狮幕等山腰处：每个菜 25-30 元，土鸡 30 元 / 斤，药酒 20 元 / 斤，

早餐米线盖蛋 8 元 / 份，单吃荷包蛋 2 元 / 个，王老吉 5 元 / 厅。

only 桃  山高，资源贫乏，物价也会比较高。4 个人，家常菜，二荤一素

一汤 ， 餐费合计 150 元。（肉菜 40 元 / 碟，汤 30 元 / 份，青菜 25 元 / 碟，

还要看菜系；米饭 5 元 / 人，任意吃。

Entertainment娱乐
武功山内的娱乐设施不多，但温泉资源丰富，山间还有刺激的高山滑索，

是个放松的好地方。

高空滑索

武功山高空滑索建在老君采药和福星岩之间，全长 190 米，高差 28 米，

最高离地距离 280 米，在山崖间利用自身重力滑行，十分惊险刺激，全

程滑行时间约 25 秒。

票价 25 元 / 人，团购（10 人以上）20 元 / 人。

武功山温泉

武功山山脚下温泉资源充足，温泉的水四季恒温，不失为放松身心的好

去处。

爱拉 萍乡炒粉，当地人都吃这个 only 桃 山上的饭菜

http://www.mafengwo.cn/u/43704635.html
http://www.mafengwo.cn/i/11455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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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山温泉山庄

山庄设有温泉泡澡池、露天游泳池、组合泡澡屋、鸳鸯泡澡屋、福寿汤

等洗浴设施。温泉山庄掩映于万倾林海中，与青山合抱，与松竹相依，

由翠竹、古树、怪石、温泉四大自然景观构成。

地址：萍乡安福县泰山乡（文家村路边）

费用：138 元

联系方式：0799-7661666

到达交通：从吉安直至山庄全是柏油公路，周末及假期自驾泡温泉是个

非常不错的选择,同时每日有两班客车，第一班 : 8:00点山庄开出-15:00

点安福汽车站返回。第二班：早上 7:00 点吉安火车站发车，13:00 点返

回吉安火车站 

C- 杰克  这里泡温泉真是超级享受，有 30 多种不同的温泉泡，有 SPA，

有水疗。

武功山万龙峡漂流

万龙峡漂流蜿蜒 4200 余米，落差 150 米。河道岩石裸露，溪道曲折，

左冲右突，跌宕起伏，冲坡刺激，四周山体陡峭，沿途奇松怪石、飞瀑

流泉顺势而下，景色优美。峡谷漂流为皮艇漂流。 每艇可坐二人。

地址：萍乡市芦溪县万龙山乡

费用：198 元

联系方式：0799-7661888  

到达交通：萍乡到万龙峡漂流客车：萍乡南站直达万龙山客车，可以直

达到万龙峡漂流景点。9:00、10:20、13:40、15:00 各一趟。

Tours线路推荐
来武功山的人一般是徒步，多是从萍乡方向（也是武功山的北面）上山。

安福方向也是上山入口，属于非常规路线，穿越武功山大多耗时 2-3 天

即可。

萍乡方向入口：

1、沈子村往九龙山方向上去的；

2、红岩谷往金顶上去；

3、金顶正门；

4、万龙山乡龙山村上发云界；

5、万龙山的下村跟杨家岭上羊狮幕；

6、到沈子村小学后走右边的水泥公路上凌头村，可以去看看天心瀑布，

此路可以全穿整个武功山的草甸。

7、在红岩谷下面东江村还有一条路上金顶，很少人走。具体是到东江村

黄狗冲走油箩潭上去，没有开发，听说瀑布很漂亮。    

8、万龙山还有一条路可以上发云界，大王庙路线。听说瀑布生态风光不错。

安福方向入口：

安福武功山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从泰山乡文家村上山至三天门（旅游

公路，路稍陡，但路程比较近，建议走此路），一条是从钱山乡上山至

三天门（旅游公路，路平缓些，但路程较远），只要在这两个乡上山路

非常好找。到三天门可以开车到武功山的半山腰，徒步只要 1 个多小时

就可以到金顶，比萍乡方向轻松多了不过只适合吉安、赣州、东莞、深圳、

南昌、九江、宜春、福建方向的驴友，走京九线或大广高速到吉安或安福。

武功山各下行路线：

1、金顶有标准游步道和缆车下行至麻田景区大门；

2、白云客栈可下至东江村（红岩谷景区）

3、风云客栈可下行至东江村 4KM

4、绝望颇驿站可下行至东江村

5、发云界有两条路可下行至龙山村；

6、沈家大院、羊师幕均有多条路往万龙山乡。

常用上山路线详解

一、萍乡片区

1、沈子村上金顶

先到沈子村，走 10 分钟后到电站，走 20 分钟到无人村中心位置。然后

左边上铁蹄峰，右边取道上九龙山，前者更近但陡，下雨不推荐，后者

路远但稍好走一些，如果不赶时间可以走后者，两条路最终都在铁蹄峰

入汇合，此路离金顶只有 1 个小时路程，从无人村起到铁蹄峰一般 4 个

半小时左右。

2、东江村上发云界 

先到东江村宾馆过桥后到黄狗冲，（黄狗冲有几条户外路线），到老桥

后，徒步向左方向上发云界，沿着简易小公路 30 分钟到一户人家，接着

走 20 多分钟后，有分路转向右，向左是向银链瀑布方向，向右后沿着小

路 3 个小时到风车口，往左去发云界接待站，右往绝望坡。

3、黄狗冲去绝望坡、油箩潭   

在黄狗冲村口沿河上 40 分钟后有分路，大路上绝望坡，小路去油箩潭瀑

布群，建议观瀑后原路返回，路难走，从山下依山而上依次是米塞瀑、

油箩潭、三角潭、伏虎瀑，总共落差 300 米，到了最上一个瀑可以返回。

4、龙山村上发云界

驱车到青龙山村大桥边，往左是走远路上发云界，往右是走银链瀑布上

发云界，前者路更好走，后者比较陡。

二、安福片区

1、三天门上金顶

有两条路上金顶，古官道全是石阶到观音庙（比较陡），后者图坪上观

间庙（土路虽远一点但不陡）到顶大约 2 小时。

2、在三天门宾馆古银杏树边上有一条石阶路上吊马桩

白龙江沿着小溪一路小瀑布而上。走 1 个小时到了游步道尽头后，要找

小路到右边的防火带到草甸，此处古松众多，沿着山背 1 个小时可以吊

马桩，风光不错，适合驴行。只是人少。

3、三天门下南坪文家村

这里已修好公路，非常方便，从文家村可上发云界、羊狮幕，比较累，

沿着社边村小河而上，40 分钟到电站，然后沿着山谷过几座吊桥可上羊

狮幕，强度较大。需 5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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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山休闲游

线路特色：武功山精华路线轻松游览，适合轻松游览的初级驴友

方案一：

如果你是长株潭或者南昌等地的想周末玩武功山的游客，最佳行程是：

周六上午开车或坐车到武功山山脚下，找个农家乐吃午饭。农家乐最好

是在麻田大江边村村委会附近，不但数量多而且很实惠，不管是开车还

是坐大巴都会经过。要是直接过了山门到了山脚下再找吃饭的地方就会

很贵了，而且选择余地很小。

在大江边吃了午饭后，客栈老板有私家车送你们到买门票的地方，开车

的游客最好把车停在客栈老板家。最好选择索道上山，同时，按照紫极

宫（中庵）——观鸟点——吊马庄栈道——好汉坡——滴水观音——灵

鼠朝王爷——吊马桩——雷打峡——白鹤峰山门——金顶游玩，在金顶

住宿一晚，有帐篷的驴友可以在吊马庄露营，因为那是个山谷，风小。

这一段路线是景点最多，基本所有的景点都在，人也比较轻松，最划算

的一个路线。

第二天上午沿着古祭坛群——高山草甸——蝎子石——武功神拳——狮

象峰——情人花廊——回音谷——乾坤柱——悬索桥——许愿石——福

星岩——猴谷——龙潭——仙池——迎霞亭——尽心桥路线下山，坐索

道到山下，可以给客栈老板打电话，接你去吃了饭再坐车（开车）回家。

点评：对于 2 日游的游客来说， 时间上的安排最为重要了。上述安排从

游客的角度出发，包括交通、住宿、线路、吃饭等都包含在内，可以说

是周边城市想玩周末的旅客来说最好的安排。

方案二：

如果你时间充裕或者是来自广州、上海等较远的地方，2 天时间玩不下来

或者武功山只是你整个行程中的一站的话，下面的行程安排可以借鉴：

D1：不管你是跟团还是组队或者是自驾，长途奔波而来，你可能是中午

或者下午才到武功山景区，在武功山脚下找个客栈住下，收拾好行李、

吃饱肚子，大江边村石兜里的地方，有很多客栈，很集中，晚上休息好。

D2：一大早就开始上山，最好是天亮了吃了早餐就出发，买了缆车票坐

缆车上山，达到中庵之后，按照下图红色箭头的路线前进，途径吊马庄

一定要去那一趟，特别是那个吊马庄上面，虽然没有石板路，但是风景

特别好，不容错过。13:00 点左右可以达到武功山金顶吃午饭，天气好

的话可以在山顶晒太阳，享受大自然的无限风光；下午可以在山顶的草

甸上聚会，也可以从山顶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感受高山大草地；如果自

己带了帐篷的驴友可以选则在吊马庄附件扎营，没有帐篷也可以在山顶

客栈老板那租，晚上可以开个篝火晚会，特别是和朋友一起时（篝火晚

会所需要的东西都可以在吊马庄客栈租），也可以和遇到的游客一起。

当然，这一切都需要注意安全。

D3：早上一大早看日出，之后从狮子石那下山，一路风景特别好，整个

武功山的奇峰、异石、怪松都可以领略，特别推荐的是索桥过去的栈道，

从万丈悬崖上过，脚下是玻璃，惊险无比。一路下来，到了中庵，可以

在这里吃午饭和休整，之后不再坐索道下来，走猴谷 - 夫妻瀑布 - 尽心桥

下山。一路游玩，大约下午四五点可以到达山脚下，这时，与来时的客

栈老板联系，准备好丰盛的晚餐，回到客栈之后大吃一顿，再好好的洗

个热水澡，美美的睡一觉。

D4：早上出发，回家或者下一个景点。 

此路线由 武功山雅客轩度假客栈  提供，游记地址：http://www.

mafengwo.cn/i/1063183.html

武功山二日徒步经典路线               

1、谭家芳——大王庙——发云界（住宿）——金顶——景区大门。

此线路是武功山最经典线路之一，大王庙瀑布生态在武功山算是最完美

的了。两天穿完这条线还是有点难度的，每天徒步时间在 6-8 小时，所

以建议轻装穿越。                         

2、杨家岭或乌下——羊狮幕海——发云界（住宿）——金顶——景区大

门（每天徒步时间 8 小时左右）                          

3、龙山村——发云界（住宿）——金顶景区下撤  （这条线适合到山脚

时间比较晚的游客，因为龙山村到发云界只要 4-5 个小时）                                      

4、沈子村——金顶（住宿）——景区下山（这条线适合第一天时间比较

多，第二天要早点回家的游客，第一天徒步 6 小时，第二天 2-3 小时。                           

5、三天门经金顶——（6-8小时）——发云界（住宿）——（4-5小时）——

文家村。（此线路为吉安市安福县入口进入）                                         

武功山三日经典穿越路线           

1、沈子村——徒步 5-7 小时——金顶（宿）——徒步 5-8 小时——发

云界（住宿）——徒步 6-8 小时——经羊狮幕到明月山索道站（此线路

也叫全穿武功山，难度较大）                        

2、龙山村——发云界（住宿）——金顶（住宿）——景区下山，此线路

较休闲

武功最美下山路线

线路全程：金顶——吊马桩客栈——白云客栈——望日山庄——绝望坡

驿站——武发休闲山庄——风云客栈——发云界——明月山——报仙

寺——沈家大院——羊狮幕——旭日山庄——梦月山庄——索道站——

景区大门

金顶—发云界是武功山最美的黄金路段，大多数驴友都是冲此而来，是

较出名的路线。该段约 12 公里，要翻越三座 1700 米左右的大山，上

上下下 20 多次，实际应该有 30 公里的路程（正常是考虑 6-8 小时）。

金顶 - 吊马桩客栈 1.6 公里约 1 小时，降 315 米 ; 吊马桩 - 白云客栈约 1.4

公里，30 分钟，上 100 米，降 118 米；白云客栈 - 望日山庄约 30 分钟，

1.2 公里，上 58 米，降 125 米 ; 望日山庄 - 绝望坡驿站（赤脚垇）1.5

公里，约 50 分钟，上 118 米，降 234 米（绝望坡驿站可下至东江村，

约 4 公里）；绝望坡驿站 - 武发休闲山庄 790 米，约 30 分钟，上 200 米；

武发休闲山庄 - 风云客栈（风车口）约 3.2 公里，需 1:50 时，上 350 米，

降 450 米，强度较大，最后再走 1 公里就到发云界了，约 35 分钟会到。

（发云界可下至龙山村，5 公里，2.5 小时）

继续发云界往明月山走，到达报仙寺 6.6 公里，可能要 4:20 时，总上升

530 米、降 620 米，穿密林的多，再走 10 分钟就可以到达沈家大院了，

吃住方便。沈家大院 - 羊狮幕 900 米，30 分钟，上升接近 150 米，调

节好状态就可以了。羊狮幕景区不错，类似三清山。

如果不玩的话再走 30 分钟可到达旭日山庄等客栈，吃住方便。旭日山庄 -

梦月山庄好走，6.2 公里多的路程 2 小时多些可以搞定，再走往上走 20

分钟就到达索道站了，索道行程 2 公里，40 分钟左右的下行时间，如果

不玩的话 30 分钟（1.6 公里）可以到达景区大门。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11中国系列

节庆 Festivals

武功山帐篷节

武功山帐篷节包括负重徒步、山地车赛、篝火狂欢、山居电影等特色活动。

时间：9 月中旬

地址：武功山上

Practical Information实用信息

银行

武功山内无银行，山内宾馆均需现金结算，出行请带足现金。

电话

景区服务热线 :0799-7636666

景区派出所 :0799-7591007

景区导游服务 :0799-7636666

景区投诉建议 :0799-7631161

网络

武功山内目前并无 wifi 覆盖，山内只有少数高档宾馆提供 WIFI。

医院

武功山内无医院，因此在山上徒步请尤其注意安全，自备简单药品比如

驱蚊药、创可贴、胃肠药等，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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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

1、背包 60L 以上（可外挂帐篷睡袋的最好不要低于 40 升）、背包防

雨罩

2、睡袋（温标 -10° -10°舒适为宜，夏季抓绒即可）、帐篷（一定要

防雨的，能防暴雨更好）

3、防潮垫（帐篷内使用，可以带 2-3 个防潮垫代替气垫，气垫略重）、

地巾布（也叫地席）

4、登山鞋（推荐中帮以上，防泼水、适合重装徒步的）、袜子（推荐带

3 双专业徒步厚袜换着穿）

5、冲锋衣裤、速干内衣（推荐多带 2 件备用）、雨衣（要有背包专用的），

一定要带风衣、或薄毛衣，穿厚袜子，不会长水泡。

6、头灯（备用电池），防紫外线的遮阳帽、防风的线帽或抓绒帽。

7、个人碗筷、炉头套锅（看团队人数带，建议人多就分组）、气罐（九

龙山脚下青年驴友驿站有卖，电话：15932894090。22 元 / 个，100

元 /5 个，武功山范围内包送货。）

8、水袋，水壶也可以、瑞士军刀、指北针、手持 GPS

9、登山杖、手套、魔术头巾、护膝、太阳镜、气罐

10、个人随身的洗漱用品、特殊药品、女生记得带上防晒霜（夏季注意防蚊）

11、手机、充电器或是移动电源、相机、备用电池。

12、 全程需要：3 早餐（3 餐都有米线吃，建议自带干粮备用 1 餐）、

3 中餐（路餐、自己煮 + 干粮，建议干粮备用 1 餐）、3 晚餐（店餐，

依然建议备用 1 餐干粮）；巧克力；水：从出发每个人至少要带 4 瓶水，

觉得自己喝的少可以带空瓶。只要是正常的季节上去，山上的客栈都有

开的，吃的用的都能买到。

安全事项

1、山上风大，帽子、防水罩绑牢，否则极易被风吹走。一旦吹走，不要

下到山脊下面去捡；。

2、出行前做好功略，牢记线路，掌控好露营地，不要错过营地；

3、出行前购买短期的出行交通意外保险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注意有些

保险公司对户外运动是有要求的，购买时看清楚，不要购买普通的人身

意外险，这个纯户外的活动，在他们的免责声明里面，普通保险是不赔的；

4、带足 2L 饮用水，身上备点糖果，如巧克力就是不错的选择，既能防

止低血糖，又能补充能量。注意维它命的摄入，这个对身体非常重要；

5、不想晒伤，最好摒弃男人不用防护这种过时的观念，山上紫外线很强，

即便没有太阳，也要防护；

6、不随便喝山林间的生水，除非你带有消毒片。带上你的急救包，里面

必备的外伤药品、头疼脑热的药品最好每样装上几片；

7、山上野蜂很多，1900 米以上也有，不会伤人，不用害怕，没有刺。

野蜂喜欢鲜艳的颜色，你不想招蜂的话，穿得平淡些；

8、路上遇上打雷时，不要待在山顶，迅速从山的两侧选择合适路线下撤，

尽量找到旅馆避雨后再走。如果你无处可躲，那么马上关掉手机，将登

山仗放在远离自己位置，并最好低姿蹲下；

9、途中遇到暴雨时，不要呆在山谷底部等低洼的地方；

10、保持好登山鞋的干燥性，给脚一个舒服的环境很重要。

蜂蜂 光影 提供 , 游记链接：http://www.mafengwo.cn/i/3098790.

html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机场到武功山

目前没有飞机可直达武功山，若要乘飞机前往，可以选择乘飞机抵达长

沙或者南昌机场，然后转乘汽车前往武功山。萍乡距离长沙黄花机场 2

小时车程，距离南昌昌北机场 3 小时车程；安福距离井冈山机场 2 小时

车程，距离南昌昌北机场 3 小时车程。

长沙机场有发往萍乡的机场大巴，下大巴打车到萍乡城南，那有去武功

山的大巴。南昌机场没有直达萍乡的大巴，需要在机场坐大巴直达火车站，

然后在火车站广场乘前往萍乡的班车（60 元）；也可以坐机场公交 1 线

到永叔路口，换乘 88 路到建设路东口站下，往回走 50 米，徐坊客运站

坐去萍乡的车（55 元），这里每小时会发一班车。

火车

乘火车去武功山，游客通常需要乘车抵达江西省萍乡市，萍乡市有两个

火车站，萍乡站和萍乡北站。

萍乡火车站

萍乡火车站为普快列车站，有始发北京、南昌、九江、鹰潭、上海、南京、

杭州、义乌、金华、温州、宁波、无锡、连云港、醴陵、广州、湛江、深圳、

福州、厦门、福州、长沙、怀化、衡阳、邵阳、北海、南宁、泰州、贵阳、

遵义、昆明、成都、重庆、济南等地的普快和高铁列车。

地址：萍乡市跃进北路

到达武功山：出火车站在左侧汽车北站坐到武功山班车，大约 30 分钟一

趟，直达武功山金顶大门，车程约 1 小时 20 分钟。城南汽车站也有直

达武功山的班车。

萍乡北站

萍乡北站为沪昆高铁杭（杭）长（长沙）段的一个站点，目前有始发上

饶、南昌、长沙、怀化、杭州、南京、上海、义乌、广州、厦门、深圳、

南宁的 G 字头和 D 字头列车。

地址：萍乡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田中新区彭高镇

到达交通：9、37、7（夜）、1（夜）、高铁快巴 1 号线、高铁快巴 2

号线萍乡北站，其中普通公交 3、4、10、11 月票价 1 元，其余时间 2 元，

快吧票价3元。夜间车7路和1路分别接驳乘坐G1608和G638的旅客。

到达武功山：从萍乡北站 1 号专线 15 分钟到萍乡火车站，从高铁站萍

乡北站坐 1 号专线 15 分钟到萍乡火车站，再从旁边的汽车站坐小巴士

约 1 小时 20 分到达武功山山脚下。

汽车

乘汽车前往武功山一般先车到江西省的萍乡市或吉安安福，此两处是武

功山上山口所在地，一般来说，大多数人会取道萍乡，最后再由两地辗

转上山。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13中国系列

一、萍乡——武功山

从萍乡去武功山有两个车站可以选择。一个是城南汽车站，一个是紧挨

火车站的长途汽车站。两个车站每天发往武功山的车都非常多。两处均

直接抵达武功山山门。

1. 萍乡城南汽车站

从萍乡南站到武功山的班车途径：高坑、芦溪沙湾、三口岩水库（卢德

铭烈士陵园）、新泉、麻田，最终到达武功山金顶索道售票处。

发车时间：每天 6:00-16:50，每 20 分钟一班，节假日根据客流量增加

班次。

票价为 18 元每人，车程约 1 小时左右。

地址：萍乡市安源区

到达交通：1、2a、9、12 路城南客运站下。

2. 萍乡市长途汽车站

乘火车来武功山的游客，可以在萍乡火车站下车，然后直接在火车站门

口的长途汽车站乘坐萍乡北站到武功山的快速巴士，经过西海温泉和发

云界。

全程票价为 22 元。运营时间为 5:40-17:00，每 20 分钟左右一班。

地址：萍乡市安源区萍乡火车站旁

到达交通：乘坐 1、7、8、16 路火车站下。

一些资深驴友会选择首先前往沈子村，之后徒步上山。

  

二、吉安安福县——武功山

武功山距离吉安安福县城 45 公里。吉安火车站——武功山温泉山庄（泰

山文家村，武功山安福县的），早上 6:30 点左右吉安火车站开出，10

点左右到达武功山温泉山庄 ,13:00 从武功山温泉山庄开回吉安火车站 ,

每天一班次，票价 :25 元 / 人。

吉安——安福客车半小时一班次，票价 (15 元 / 人 )：安福——浒坑镇途

经泰山乡客车半小时一班次，票价 (10 元 / 人 )。

安福县前往山门：一条是从钱山上三天门，一条是从泰山上三天门。著

only 桃 萍乡火车站直达武功山的汽车

名的温泉也在泰山文家村，文家村也是安福县区域内武功山景区的景区

管委会所在处。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缆车

福星谷索道共有两级缆车，每级上下行只需 10 分钟。  

一级索道：上行 65 元，下行 55 元，上下行 100 元

二级索道：上行 55 元，下行 45 元，上下行 80 元

运行时间 :8:00-17:00    

租车（包车）

火车站到沈子村 、东江村、龙山村、正门平均每个人 30 元，到两丘田

每个人 35 元，到羊狮幕每个人 40 元。

江师傅 15083890058  

刘师傅 13879966298

罗师傅 15079989533

周师傅 15879950828

李师傅 13979903040

周师傅 13879944138

谭师傅 13807997175

袁建芳师傅 13767892183

向导

老黄：13767863227 （为人忠厚）                              

老周；15979451031                           

刘国全：13407992479                        

老段：15979451541                        

小段：15932894090

http://www.mafengwo.cn/i/13531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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