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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束河体验

   

1、一杯清茶 一缕轻风

(图片由网友 @天上的竹 提供)

云南深处，阳光似开裂了的花。有个小小村落，叫束河

。安详于阳光的覆瞰下，它安静，不说话，内里藏着很多不足与外人道的高明，是需你来慢慢体

会的。你可知道这样的束河，云散在天边，风把门吹开，花开在水边，狗四处乱窜，院里种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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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竹，有茶或酒，水车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麦子金黄了在田野等着收割，然后挂在木架上暴晒

。空气里有隐约的稻香和干净的风，围着屋边的树上都覆满了花，一川烟草的厚重味道。我不知

道你是否明白，束河，是这样一个让人忘记红尘万丈，多少欲望都会在这样缓慢的时空中被一缕

缕抽丝剥茧而去。

   

2、束河而居，遁入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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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束河而居，处处有意料之外的惊喜。客栈都别具风格，一段枝丫横飞的枯枝也能做也别具风格的

吊灯，猪槽更是被利用到了极致，茶几、洗手池、花槽、门牌，到处都有它的影子。这些冷漠无

灵的物体，就这样在不同性情的人手里被赋以了灵性。

   

3、束河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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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天上的竹 提供)

用心灵在歌唱的人，用心深入到极致，歌唱，仿佛他们的呼吸，那样贴合而融入。在田间，在客

栈，在大石桥，在束河随处可以听到歌声。

束河音乐人和活动

束河古镇每晚20：00－－22：00都将在四方听音广场举办民族打跳活动。

每年举办雪山音乐节

从一和高山，两个在束河呆了三年的人，写出那些关于爱情、关于缘份、关于生活、关于悲惘—

—一语即可洞穿人心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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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话说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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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河，纳西语称“绍坞”，因村后聚宝山形如堆垒之高峰，以山名村，流传变异而成，意为“高

峰之下的村寨”。

束河古镇，位于丽江古城西北四公里处，是纳西族先民在丽江坝子中最早的聚居地之一，是"茶马

古道"上保存完好的重要集镇，也是纳西族从农耕文明向商业文明过渡的活标本，是对外开放和马

帮活动形成的集镇建设典范。古镇核心保护区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古镇海拔2440米，核心区约5平

方公里，近千户人家，约3000人。

地理坐标：北纬26度55分，东经100度12分。

年平均气温12.6度，最高气温（极端）32.3度，最低气温（极端）零下7.5度。7-9月为雨季，其余

为旱季。

气候特点：日温差大，年温差小，干湿季节分明。

古镇依山傍水，民居房舍错落有致，清潭流水蜿蜒于村中道旁，与古城四方街一样可以引水冲洗

街面。古镇曾以发达皮革加工、竹编等手工业闻名于世。那些被人马踩踏得光溜平滑的石板，似

乎还能照见往日的繁华。同时，它也是木氏上司大发祥地，从这里，可以感受到更为古朴的纳西

民俗。

 

                                                 9 / 24



�������

束河:丽江后花园

丹凤含书之地

束河古镇束河坐东朝西，背风向阳，村后山林为玉龙山南下之余脉，山形秀丽，植被茂密，白沙

岩脚院有凤凰山，为丽江木氏发祥之地，至束河山形再变，呈祥瑞之象，堪舆家称为“丹凤含书

之地”， 预言文化昌盛，兴旺发达。(图片由网友 @杨志明 提供)

清泉之乡

村北柳荫深处有九鼎、疏河两个龙潭，泉水清澈、波光闪烁，分为三河水系，沿房前屋后、菜园

田边穿流而过，使束河既有山寨之奇，又有水乡之秀。

皮革之乡

由于茶马古道的发展，产生了各种商品需求，至明朝，木氏土司延聘一批江南工匠，定居束河，

此后，该地成为滇、川、藏交界地域内著名的“皮匠村”，出产皮鞋、皮货、麻线、铁器、竹器

等，束河工匠的足迹走遍茶马古道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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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束河盘点

束河比大研的历史更久远，保存得更“原汁原味”。它是纳西族农民在丽江坝子中最早的聚居地

之一，也是“茶马古道”上保存完好的重要集镇，更是纳西族从农耕文明走向商业文明的活标本

。束河依山傍水，古色古香的农居井井有条。束河有八景：龙门望月、烟柳平桥、雪山倒映、夜

市营火、断碑敲音、鱼水亲人、石莲夜读、西山红叶。 

   

1、白沙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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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30元 

开放时间：8:00 - 18:00

交通：丽江坐6路公交车白沙镇下车。或从束河搭车10分钟车程。

著名的“丽江壁画”是明代纳西族社会大开放的产物，它的绘制从明初到清初，先后延续了300多

年。明末清初，是丽江壁画繁荣鼎盛时期，距今已有五百年历史。在这漫长岁月中，丽江经历了

十多代土司与流官们的统治。土司与流官中，有开明者，也有昏庸者；有兴盛者，也有衰败者；

有信佛者，也有信道者，还有信喇嘛教者。随着统治者的喜好，丽江的各种宗教常有此起彼伏的

交替发展过程，加上丽江的庙宇常有时起时衰，这就直接影响了壁画的兴衰。

1962年，云南省文物工作队的调查报告是这样写的：“丽江壁画分布于漾西之万德宫、大研镇皈

依堂、寒潭寺、束河大觉宫、崖脚村木氏故宅、芝山福国寺、白沙琉璃殿、大宝积宫、护法堂、

大定阁、雪松村之雪松庵等处。”当时，丽江现存的壁画还有十余处之多、200多幅作品。现存的

55幅壁画分布在古城周边的宗教建筑群大宝积宫、琉璃殿、大定阁和束河的大觉宫等四座寺庙里

。其中，位于大研古城以北五公里白沙村大宝积宫的壁画于1996年被国家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2、青龙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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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青龙桥建于明朝万历年间，距今已有 400多年历史，它的西面就是聚宝山，青龙桥的中轴线正对

着聚宝山，这是木氏土司的设计，也是木氏土司鼎盛时期的标志性建筑。长束河青龙桥25 米、宽

4.5 米、高 4 米，全部由石块垒砌，列为丽江古石桥之最，可见束河在丽江历史上的经济文化格局

中所占的重要地位。青龙桥的桥面经过数百年风雨的洗刷使它变得斑驳苍老，却不失它的英雄气

势和庄严厚重感，站在这里，你也许会听见马蹄的声音在回响。

这里还流传着一个故事：藏传佛教大师葛玛马追赶一个魔鬼，从这里一步跨到了玉龙雪山上，在

桥上留下了一个仙人脚印。开春时节，桥畔的杨柳长出了新芽，如烟似纱，仿佛绿色的波浪要涌

到桥面上来，这就是束河八景中的又一景：“烟柳平桥”。

   

3、四方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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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天上的竹 提供)

长宽不过 30 几米，有五条道路通向四面八方，水流环绕、日中为市，为丽江坝子最古老的集市之

一。古时候，束河的四方街上设有夜市，人们像今天的都市人一样漫步在四方街上，随心所欲走

走停停，看看稀奇，吃点儿自己想吃的东西参与一下喜欢的游戏，逛夜市的人手里举着手氢，穿

行在青龙河畔，如夏夜流萤，成了一道风景，叫做“夜市萤火”，列入束河八景之一。

   

4、龙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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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龙泉山下古树参天，一道好水积成九鼎龙潭，潭水清澈晶莹，水草曼舞，游鱼逍遥，玉龙雪山倒

映其中，清姿傲岸，意境无穷，成为束河八景之又一景：雪山倒映。

潭边有一截断碑，年代已不可考，用石头敲击，会发出清脆的声音，是束河八景之中的“断碑敲

音”。不过，为了保护这一景观，大家还是不敲的好。

潭中的鱼儿是游人最喜欢的景致。它们不怕人，每当喂食的时候，纷纷争指令性计划令物，溅起

的水花泼到喂食者脸上，人与鱼如此亲昵相处并不多见，这番情景被列入了束河八景，叫做“鱼

水亲人”。

龙潭上端有一座寺庙，名叫“三圣宫”，西殿供奉观音，北楼供奉龙王，南楼供奉皮匠祖师孙膑

。东楼楼基直接入水，三面都有回廊，供游人凭栏远眺。在这里，远近风光尽收眼底，田畴润绿

，炊烟袅袅，鸡犬争鸣，生机勃勃，一派田园牧歌，无限诗情画意，令人流连忘返。尤其是月明

之夜，登楼赏月最有风味，文人墨客每每对月吟诗作画，传为佳话。此景在束河八景中叫“龙门

望月”。

   

5、西山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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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天上的竹 提供)

束河西山上有很多漆树。每到秋天，树叶鲜红，秋光灿烂，令人赏心悦目。在束河八景中，这叫

“西山红叶”，最为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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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和门票

(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丽江古城坐11路车到“丽客隆”商城，商城门口很多到到束河小面的（晚上9点以后需要包车），

基本上10分钟有一趟，每人2元，可以直接坐车到古城里（终点）,该公交车可绕行收费口（不在

售票口停留；如果是包车，司机看你是游客，会故意在售票口停要你们买门票，拿提成）； 

其实，骑自行车前往是个不错的选择，耗时约30分钟。 

从各地到丽江参考丽江攻略交通http://d.lvren.cn/gonglue/lijiang/#s_523387

束河古镇门票50元，在丽江包车，司机会带你逃票。如果是自己骑车前往，可以尝试从束河古镇

的旁边小路进去，不要走大门，能不能成功就看运气啦。 束河古镇有停车场，景区内银行医院都

很方便。门口被查(查票口晚上6点以后就撤了)，直接下车，往回走150米，左手边一条小路，直

接进入，到一工场门口再左拐就绕进去了，一刻钟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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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色客栈和酒吧

   

1、客栈

(图片由网友 @天上的竹 提供)

丽江束河古镇绍坞别院

地址：丽江市古城区束河古镇街尾巷33#

价格：单人标 50元/间；2人标 60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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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0888-5151004  13888672353

推荐理由：是由一对爱上云南丽江的情侣亲手打造的小束河客栈，纳西族民居改造，客栈住宿环

境幽静，二楼房间可直接遥望雪山。

丽江束河熙熙楼客店

地址：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束河古镇仁里路35号

价格：标间 128元/间

联系：0888-5188310 18908880215

推荐理由：客楼顶层有古镇独有的观景平台，去享受着发呆，晒太阳，看星星。老板是一个年轻

的北方大汉，又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驴子，酷爱独自旅行。最想跟客官交流川菜的文化以及畅谈

世界足坛发生的一切。还能指点当地及周边的旅行攻略。

 康年丽水阳光酒店

共由八个各具特色的院落组成的康年丽水阳光酒店，其中七个院落的布局形态与北斗七星的分布

非常相似，并据此命名为天枢苑、天璇苑、天玑苑、天权苑、玉衡苑、开阳苑和摇光苑。七星院

落紧紧围绕大堂“月华苑”错落布置，既与纳西传统民族服饰中“披星戴月”的含意相吻合，也

蕴涵着“七星伴月”这种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酒店的七星院落及中央的“阳光花园”

均以丰富的本地植物、雪山溪流、纳西建筑以及中国传统园林的造景手法有机结合，既有浓郁的

丽江特色，又具雅致的情调，突现了古朴、自然的“茶马文化、纳西文化、农耕文化和生态文化

”。

地 址：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束河古镇

电 话：0888—5151078

丽玛融泰客栈

简介：本客栈有标间五间，套房六间。

免费市话，随时与您的偶遇进行情调勾兑。

“自助洗衣，自助烹调”，充分享受度假乐趣。

全方位网络接口，为您提供免费网络服务，让您身在山村，胸怀全球。

电话： 0888-5118711 传真： 0888-5118908 

水岸客栈 

特色：家的感觉。水岸的人不错，茶也不错，还有更可爱的大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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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质朴的茶楼，宽大干净的庭院，让人闲静的休息室，宽大明亮的卧

室，每天都能感受到朝阳与晚霞的光彩，阳光随处不在，让您犹如身临乡村之家的感觉，既亲切

又舒适。

电话：0888-5136271

13988871967  15008794080

联系人：陈星星

地址：古镇老四方街中和路口

   

2、酒吧和其它

(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束河彼岸花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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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花是一家集酒吧，餐厅，客栈为一体的户外旅游俱乐部。共有客房6间，其中标间4间，有独

立卫生间，塌塌米式，有天窗。另有2人普间和3人普间，有公共浴室和洗手间。提供洗衣，房内

送餐，旅游咨询，联系车辆，代订机票，车票，及各类票务，组织出游等一系列户外服务项目。

彼岸花设有餐厅，提供中西餐点，及烧烤。有上海菜，川菜，纳西风味菜。特色菜有外婆红烧肉

，纳西烤肉焖茄子，药膳土鸡煲，丽江腊排骨等。

彼岸花沿河而建，可以坐在水上平台喝着冰镇的啤酒

可以坐在院子的躺椅上听着泉水丁冬。

可以站在二楼阳台原眺玉龙雪山的美丽；

可以躺在床上透过天窗数数丽江的星星 。

(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39度8酒吧

位于丽江束河古镇老四方街旁，青龙桥边，上下两层，总面积1000多平米，由传统纳西庭院改造

而成，在丽江的，特点是在束河，受传统房屋结构的限制，这样的规模算得上丽江最大的酒吧之

一。39度8酒吧，晚上是热情洋溢的重金属摇滚乐酒吧，白天却是清静幽雅的咖啡吧。这大概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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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河:丽江后花园
江的双重气质有关，白天，人们更愿意约三两好友点杯咖啡坐在酒吧二楼的围栏边，聊聊天、静

静地看风景。到了夜晚便是丽江的另一面，随着摇滚乐释放激情，身与心一起摇摆。39度8不定期

会邀请一些国内摇滚乐队来开专场

 写真摄影

地 址： 丽江 丽江市束河古镇东康路-品摄影(爱情花园)

联系电话： 0888-6681999 66898888

网 站： http://www.p99.com.c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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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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