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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泸沽湖最棒的体验

泸沽湖畔繁衍生息着摩梭族人。摩梭人称泸沽湖为“谢纳米”，意思是母亲的湖。在湖的北岸，

屹立着秀丽的格姆山，意思是女山。摩梭人把她视为女神化身。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

被赋予女性形象的神话，是名副其实的“女儿国”。 

(图片由网友 @洋葱小姐 提供)

冬天的泸沽湖非常美丽，尽管在这个时候湖畔已非常寒冷，但走在村村寨寨里，你还是会感到一

种温暖。不仅是摩梭人的热情好客让你感到特别亲切，还因为这个时候房顶上堆满的黄澄澄的包

谷，和这村那寨都响起宰杀年猪的声音，会感染你。当家家户户都在制作猪膘肉，人们那被包谷

和猪膘肉映红了的脸上总是那么的灿烂，一座座木楞子房构成的一个个村落是泸沽湖边一幅丰收

的美丽图画。

   

1、环湖徒步——不可不做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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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想要旅行，那么去泸沽湖吧。看冬天的草海，晒暖暖的阳光，徜徉在摩梭女儿国的传说里。

在泸沽湖很多人会选择用环湖徒步的方式和摩梭文化近距离接触。环湖走一周，顺便探访湖边不

同的村子。

沿途景点有里格半岛风光、尼塞村的情人树、尼塞村坐索道到格姆女神洞，小落水的田园风光，

大鱼出水处（泸沽湖的水源地），大嘴村（大咀村），女神湾，草海，喇嘛寺，走婚桥，王妃岛

，湖心岛，蛇岛等。根据你环湖方式的不同，游玩的时间和乐趣各有不同。

徒步的话可以到摩梭人家里参观祖母屋，聊聊天，也可以跟着当地人去采摘水果。饿了不妨亲自

到菜地里摘菜下厨。

踩单车会比徒步省力，走的范围也远一些，但不便于换其他的交通工具，如坐猪槽船到另一景点

，也无法在累了的情况下坐小面包车或者摩托车回客栈。

包车是最省力的玩法。不足之处是太走马观花。比较适合时间比较紧张的人。

环湖总距离约50－60公里，路上只是在里格至大嘴村段需翻几座很矮的小山包，其余地段均没什

么坡度，且路径清晰，沿途可向当地人询问情况，基本不存在迷路的情况。

所需时间：当地人走只需八小时左右，有徒步经验的驴友一般需要十二个小时。一般人一天完成

转湖不成问题。当然，停留时间越长，你就越可能发现一些独特之处。

环湖路线：大落水村—里格岛—独家村—小落水村—大嘴村—左所—草海。

旅人提示 ：租自行车一天30元到50元不等，包小面包车去草海往返200元左右。

可以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在大落水、里格、小落水参加当地人举行的篝火晚会。大落水和里格的篝

火晚会比较商业化，小落水的比较原汁原味，而且便宜一些。小落水约10元每人，其他地方20元

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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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湖路线图

   

2、泛舟湖上，乘猪槽船穿梭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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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雨精灵 提供)

从前的泸沽湖与世隔绝。湖中的唯一交通工具是摩梭人独特的“猪槽船”。由一根粗壮的圆木镂

空，两头削尖制成。因其状如猪槽得名。这仿若来自远古的小舟，如叶般飘荡在湖面上或草海中

，穿梭来去，别具风情。

而猪槽船的传奇不在捕鱼、捞虾、捞猪草等生产劳作，而是沿湖“阿肖”定婚的重要工具。男女

青年或两船相遇，以歌为话，一唱三叹；或同舟共语。无拘无束，纵情欢笑；或相偎船中，娓娓

细谈，倾诉爱意；船在水上飘，人在轻舟里，其乐融融。猪槽船就这样不知成全了多少谈情说爱

，接交“阿肖”的摩梭伴侣。

在船头燃起青松枝叶，一缕缕青烟随着缓行的独木舟飘散；人坐船上，以舟代步，绕湖而游；猪

槽船中，不以日出为早。不以日落为迟，周围的一切静悄悄，令人疑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的桃花源里，潇洒和浪漫到忘却了时间，忘却了自己。

旅人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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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下榻的客栈或者徒步的途中体验猪槽船。参考价格：猪槽船10-50元/人，视路线长短而定。

   

3、住湖景房，云上的日子

(图片由网友 @我要飞 提供)

每个去过泸沽湖的人，十有八九都会选择一间靠近湖水的客栈，临湖而居，捧茶看湖，白云倒影

在湖面上，会令人永生难忘这云上的日子。而那浪漫的体验往往也是结束了旅程之后最美好的回

忆。

泸沽湖里格岛保护得最好的两层摩梭建筑叫做摩梭往事，是一间老牌客栈，由一栋120年的摩梭老

民居改造而来。是人气旺盛的背包客集散地。所有房间全都面朝泸沽湖，距湖水不过五米。而且

每个房间都有可以看到泸沽湖的落地窗。可以躺在房间里看的日出、日落、黄昏和星光密布的夜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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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丽江市宁蒗县卢沽湖里格村

价格：标间80元

   

4、围着火塘吃秘制猪膘肉，喝苏里马酒

围着火塘吃秘制猪膘肉，喝苏里马酒

冬天来到泸沽湖，就要去摩梭人家围着火塘吃饭，吃秘制猪膘肉和喝苏里马酒。

猪膘肉是泸沽湖畔摩梭人家非常有特色的一种佳肴，它特殊的味道和制作方法同泸沽湖一样令人

感到神秘而玄妙。这是宁蒗泸沽湖周围摩梭人和普米族独特的腌肉制品，又名琵琶肉。猪膘久存

而不腐，存放时间越长，其肉味越清香。

苏里马酒即黄酒，又称"日几"或"克几"。是家家户户待客或自饮的必备饮料。清香甜美爽口，味似

啤酒却胜过啤酒。酒度低，色黄，内含丰富的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维他命等多种营养物质，晴

天劳作后或旅途疲劳口渴，或在温暖的火塘边闲聊时，饮上数碗苏里玛酒，令人容光焕发。 

篝火晚会(图片由网友 @洋葱小姐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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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泸沽湖详述

(图片由网友 @雨精灵 提供)

地理

泸沽湖地处两省交界处，一边是云南，一边是四川，确切地说是位于四川凉山盐源县和云南宁蒗

彝族自治县接壤的崇山峻岭之中，海拔2685米，平均水深40米，是一个形状似马蹄的高原淡水湖

，湖中有六岛，野鸭成群。湖周围青山环绕，树木参天。山茶花、杜鹃花和不知名的花木五彩缤

纷。

这里的气候已经属于高原性气候。高原气温较低，即使是8月份，白天的气温也只有15度左右。注

意带上御寒衣物。海拔虽然有点高，但由于周围草木茂盛，并不缺氧，无须担心高原反应。

湖中有五个全岛、三个半岛和一个海堤连岛，沿湖有18个自然村，均可租船或骑马前往。

主要的岛是：里务比岛，谢瓦俄岛，鸟岛，蛇岛，里格半岛

主要的村寨是大落水，小落水，里格，尼塞村，大嘴村

民族人文特色

泸沽湖不仅以其自然生态美而使人流连忘返，而且以其特有的风俗民情引人入胜。泸沽湖畔住着

一个古老的民族纳西族。纳西族的服饰华丽风采，纳西人的歌声优雅壮观。纳西的象形文字是迄

今留下的东巴文化的代表。泸沽湖畔居住的摩梭人，有所谓“阿注”婚姻和以母系血统组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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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特点。世界各国民间传说中的女儿国，存在至今的，恐怕只有摩梭人这一族了。摩梭人世

代生活在泸沽湖畔，他们至今仍保留着“男不婚、女不嫁、结合自愿、离散自由”的母系氏族婚

姻制度。

沪沽湖畔村落棋布，当地居民以摩梭人（纳西族支系）为主。摩梭人民居建筑为方木垛成的井千

式木楞子房，以木板当瓦，每块长约0．8米，宽0．2～0．4米不等。内部以火塘为全家的中心，

旁有老人及未成年孩子住的地方；另一幢二层楼房为客房，上为青壮年妇女与她们的阿注（朋友

）的居室。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摩梭人中还保留着具有早期对偶婚特点的阿注婚姻形态，保留着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一些特点，这种婚姻，在时间上，可长达数十年，也可短到一二夭；在数量

上，可与一二人结为阿注，也可以与更多的人偶居。结合自愿，解除容易，双方不来往即算解除

阿注关系。与此相适应，家庭是由血缘为纽带的母系亲属组成，家中财产均由母系血统的成员继

承，子女均留母家，随母姓。男子的身份是舅父或舅祖父。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和生产管理上是主

持人，享有崇高的地位。

宗教

环湖居住的大多为摩梭族，信奉藏传佛教，尼玛堆和白塔随处可见。转湖在当地人看来是一件很

平常的事情。每年农历4月25日是摩梭人特有的转湖、转山朝拜女神格姆的节庆。

节日

转山节

农历七月二十五日的转山节，是摩梭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也是最有"摩梭味"的节日。如果你

正好在泸沽湖旅游，可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

火把节

宁蒗很多民族都喜爱过的一个传统节日，彝族民间将火把节视为极为隆重的传统节日，彝语称之

为“社责”。

普米族隆重的传统节日的“吾昔节”

普米族为丽江地区宁蒗县境内世居民族之一。“吾昔节”是普米族隆重的传统节日。“吾昔节”

（“吾”意为年，“昔”意为新，即新年）一般在农历腊月初六或初七、初八日举行，按常规吾

昔节一般要过9天，现绝大部分普米族地区仍隆重过此节日，部分普米族地区则与汉族一起在腊月

三十日过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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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沽湖地图

价格信息：

泸沽湖门票80元，包含保险。家访10元/人，篝火晚会15元/人。

乘船从四川泸沽湖前往云南泸沽湖船费为80元/人，从云南泸沽湖乘船到四川泸沽湖船费为120元/

人，乘船游岛上岛费用为25元/次。

湖中各岛和村落均可租船或骑马前往。 各村都有自己的船队马队，统一经营,价格是明码标价的,

所有收入均是摩梭村的集体分配收入。

从大落水到里务比岛船票是30元/人，到谢瓦俄岛船票是40元/人，如果两个岛都去的话船票是45元

/人

景区电话：0834-6390302   6390322

   

1、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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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沽湖海拔约2700米，是由断层陷落而形成的高原湖泊。面积约50余平方公里。湖水平均深度约4

0米，最深处达73米，在云南省的湖泊中，深度仅次于抚仙湖，居第二位。整个湖泊，状若马蹄，

水质纯净。东北方有肖家火山；西北有格姆山（狮子山）。湖东，有条山梁蜿蜒而下直插湖心，

似条苍龙俯卧湖中汲饮甘泉，形成泸沽湖上一个美丽的半岛。

湖内，有5个海岛，属云南境内的3个，属四川境内的2个。最小的里格岛，位于狮子山下，靠湖的

北岸。岛北面坡下土地平坦，居住着8户摩梭人，全是木楞房，木房沿岛而筑，大门面对湖水，景

色迷人。土司岛地处湖心，顶端高出水面36米，岛周长约700米，东西窄而南北宽，为狭长形。土

司岛的得名，是因为它过去专为永宁土司消闲游乐之用，现在岛上所有建筑物荡然无存，只留下

残砖断瓦。里无比岛，又名大堡岛，距土司岛3公里，处在一直线上。岛高43.4米，长450米，宽20

0米。里无比岛西南坡缓，藤树密布；东北方向山坡成台，下至海边，有小沙滩。

 主要看点

1、情人滩：大嘴村往东不到1公里是满是格桑花的情人滩，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最浪漫的意境。

2、凹垮码头：情人滩东面就是凹垮码头，在码头上看狮子山是最美的，最好是早晨或傍晚去看；

早晨云雾缭绕；傍晚红色霞光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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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家湾：凹垮码头往东走大约3公里（有个路标--鸟觉）左拐六公里就到，这里是我们梦想的

仙境，非常的纯净而安宁，你甚至可以感到时间的停滞，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也可以什么都不

想的发呆。这里也是游泳的最佳处。

4、草海：大嘴村往东8公里处，就是圣湖的湿地草海。“草海”就是指长满草的高原湖泊，在这

海拔2000多米的高原上很有特色。它是泸沽湖的子湖泊，泸沽湖的水与它相连。每当春夏时节，

草海里绿绿的，让人以为那是一望无垠的草原，只有看见半截身子的牛马在草里食草、戏水，或

看见猪槽船在草里轻轻地滑动，你才会明白那就是有草的湖。秋天或冬天，湖里的草枯黄，轻轻

地倒在湖面上，黄黄的，映着高原上的蓝天白云，让人更加喜爱这个金黄的草海。一年四季，草

海都各有特色。

这里还有著名的走婚桥及王妃府、王妃岛、落洼码头。

如果运气好遇到天气晴朗且风平浪静，在王妃岛对面湖面上可以看到一奇特景象，湖对面山的倒

影形成一个活生生的菩萨像。

杨二车娜姆妈妈家及博物馆：客栈往西2公里处是泸沽湖及摩挲人的形象代言人杨二车娜姆的家及

以她名字命名的摩梭人博物馆，里面存放了她本人及有关摩梭人的书籍及物品。

里格岛：这里坐落了许多雅致的客栈和别有特色的酒吧，这里是时尚和古老的完美结合。从狮子

山上看去里格岛实在像是镶在圣湖上的明珠。

   

2、泸沽三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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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要飞 提供)

200多年前的《永北府志》就将“泸沽三岛”列为胜景之一。人们往往慕名远道来游，这里绝妙的

景致引起人们的惊叹。岛上是一个极佳的览胜之处，并可访问热情好客的摩梭村寨。

交通：从“摩梭山庄”乘独木舟，15分钟可到，从“摩梭之家”骑马或步行，约3小时可到，沿湖

边走一走，可以欣赏泸沽湖的湖光山色。

   

3、格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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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洋葱小姐 提供)

泸沽湖岸群山之中尤以格姆山最为人们喜爱。这座山雄伟高大，状如雄狮在湖边蹲伏静息，狮头

面湖。人们常称呼它为狮子山。

   

4、湖畔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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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雨精灵 提供)

泸沽湖沿湖村落棋布，民房建筑风格奇特，大多为方木垛成的井干式木楞子房，以木板当瓦，每

块长约1米，宽0.17至0.26米不等。内部结构为适应其母系原则而组成家庭特点，有火塘所在的正

室，为全家的中心。旁有老人及未成年孩子住的地方；另一幢二层楼房为“客房”，上为青壮年

妇女与他们的“阿注”的居室，保留着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一些特点。

   

5、吉意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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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洋葱小姐 提供)

吉意溶洞位于宁蒗县红桥乡，是泸沽湖附近最新探明的一个大溶洞，清翠的吉意河从村口东流，

清山溪流，宛若画图。村中居住的，大都是摩梭人，村寨的北部是一条山辔，沿这个山脊上行数

里，即可到达古意溶洞。

吉意溶洞景观丰富，十分奇异，洞内宽敞，钟乳石林立，蔚为壮观，堪称地下迷宫。该洞全长1公

里多，由主洞、上洞及众多的支洞组成。洞内最高处30多米，最宽20米，前后洞口穿越一座大山

，整个溶洞分布面积12平方公里，容数千人聚会，距前洞口约400米处有一清泉常年涌出，清澈能

见游鱼。每逢清明时节，附近各民族群众到洞内一巨型观音像下烧香拜佛者甚多。

   

6、扎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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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要飞 提供)

扎美寺是宁蒗彝族自治县藏传佛教黄教寺院，摩梭人最大的朝圣寺庙。它东面与噶木山遥相对应

，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建筑雄伟壮丽，藏式庙宇分正殿、偏殿、禅房等。寺庙外围有东、西、南

三扇门。正殿流光溢彩、气势恢弘，有三丈金佛通连偏殿。寺内壁画极富艺术性，各种宗教题材

的绘画另令目不暇接，虽年代久远，但仍色调浓烈，充满了浓郁的印藏风格。

交通：在永宁城边，步行15分钟可到。每天早上有多辆中巴从宁蒗开往永宁，从泸沽湖边的公路

拦乘中巴，40分钟可到。

   

7、高原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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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雨精灵 提供)

高原温泉位于宁蒗县永宁乡，当地俗称“热水塘”。永宁温泉面积约50平方米，泉水恒温38℃，

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天然浴场。温泉水从挖都山脚岩缝间涌出，清澈异常，终年热气腾腾，蒸气弥

漫，四季可浴。温泉坐落在山弯里，四周摩梭人、普米族的村寨依傍着群山而居。格姆山黛色的

山峰和斑驳的灰岩清晰可辨。

因其泉水中含有硫化氢，具有较高的医疗价值，对关节炎和皮肤病疗效显著。

大池每人20元，小池每人30元。温泉过去还有个徒步线路，从温泉徒步来回大概需要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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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泸沽湖当地交通

(图片由网友 @洋葱小姐 提供)

1、云南方向去泸沽湖

丽江——宁蒗——泸沽湖

从丽江乘长途中巴车到宁蒗县城，23元/人，历时：3.5小时

在宁蒗县城长途车站就有很多前往泸沽湖的小车，20元/人，可以到达大落水村、里格村和永宁乡

。历时：2小时

乘丽江—泸沽湖专线车，早晨8：00—8：30发车，65元/人，历时：5—6小时（提前订位）

乘丽江到西昌班车；早7：10分发车，买票买到泸沽湖镇。

包出租车从丽江直接到泸沽湖，一般来回三天500-600元，单程300元；

2、四川段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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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西昌——泸沽湖镇（又名左所）

成都每天都有飞往西昌的航班，到西昌机票价格单程为460元/张，40分钟。

成都到西昌，火车10小时，40元/人。

成都到西昌高速通车，成都到西昌5小时左右到达。

西昌到泸沽湖班车8：40、9：20，到达泸沽湖镇15：00 、15：40；车费70元左右，需时约6-8小时

，全程265公里，均为高等级柏油马路，途中只有少部分地面为碎石路。沿路风光秀美。

磨盘山隧道开通后，西昌到泸沽湖开车5小时左右到。

攀枝花——宁蒗——泸沽湖

成都每天都有飞往攀枝花的航班，单程票价为570元，团队旅客每张400元。

成都到攀枝花，火车16小时，70元/人，

汽车前往宁蒗280多公里， 58/人，历时：7小时

宁蒗县城长途车站就有很多前往泸沽湖的小车，20元/人，可以到达大落水村、里格村和永宁乡。

历时：2小时

稻城亚丁——泸沽湖

亚丁徒步到泸沽湖  历时8天。

坐车6小时左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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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夜生活

泸沽湖边有许多小酒吧。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落水村的大狼吧，有一段摩梭小伙大狼和广州女孩HE

LEN的美丽爱情故事。他们还开了一个展览馆。此外，一般的客栈都附设有酒吧。

被游客们诟病为十分商业化的锅庄晚会仍然是你不太忍心错过的夜生活。锅庄晚会是泸沽湖的传

统娱乐项目，是摩梭女人挑选自己情郎的佳期。晚会时男女手牵手围成一圈，中间燃起篝火载歌

载舞，姑娘们穿戴整齐，所有饰品都戴在身上，头缠黑布大包头，身穿白色百褶裙，高声歌唱对

情歌，再端上一碗“苏理玛”酒，要情郎当众誓言忠诚。小伙子尽量表现自己的英俊潇洒，但有

时过了头的兴奋反而闹笑话，乐得大家人仰马翻。在舞会上男女牵手之际，如果女孩希望这男孩

晚上来走访，就会在男孩手心里扣几下，暗示晚会后可随行。男孩可以不去，但没有挑选或暗示

的权利。

锅庄晚会原本定期举行，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已成为一项面向游客的日常活动。

摔跤比赛以往只在摩梭人的传统节日举行，是摩梭小伙子展现自己的英勇的好时机。现已和锅庄

晚会一样，成为面向游客的日常活动，而且在形式上加以变化，由摩梭人小伙子和男性游客单打

独斗或与多名女性游客厮斗。游客不必担心自己的安全，因为摩梭小伙子虽然勇猛无比，但颇知

待客之道，既会让游客尽兴，又会让他们保全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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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泸沽湖住宿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泸沽湖畔的摩梭人住房——木摞房大多已改建为客栈，民族味儿和商业味儿

一个也不缺。由于丽江到宁蒗县的公路修建一新，也使来这里的旅游者有了更多的住宿选择。可

以入住宁蒗县，旅游旺季时这里也会宾客盈门。当然更好地是在泸沽湖畔下榻。

泸沽湖畔的落水村和里格村，有不少家庭客栈性价比很高，条件也还不错，3、4人间均为15元/人

，2人间约为40元/人，大部份都有厕所及淋浴的地方。当地特色木摞房的条件也还不错：价格便

宜(3～4人间均为10元／人)，但没有单独的卫生间，没有浴室。

 

推荐客栈

1、落水村

摩梭风情园

(图片由网友 @我要飞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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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床位25元／人

电话：0888—5881 268

旅馆为客人提供独特的摩梭传统食品．尤其是早餐，你能品尝到别具风味的酥油茶、糍粑面。当

然，如果你不习惯吃那里的早餐，你也可要求他们为你准备米饭、咸菜。这里有热水淋浴。

背包客的家

价格：床位15元/人

电话：1 988823184

在泸沽湖岸大狼吧旁边，老板阿牛是湖北男孩。深深的庭院，中间一棵一百多年历史的核桃树，

核桃树的旁边是一个木头做的露天酒吧，有西式的长长餐桌中式的老长板凳。四周的土围墙画满

了背包客自己创作的画和签名。后院小小的八瓣花围绕着白色瓷砖的24小时热水开放的冲凉房和

洗手间。还有专为背包客准备的背包客大餐，价格非常便宜，分量特足。据说这里有泸沽湖最好

吃的火锅。老板阿牛还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给客人提供免费上网。

旅人提醒

：

落水村有个澡堂叫曹家浴室，公共的，3元／人。不过离旅店群比较远。提醒不能忍受没有淋浴的

客栈的游客注意选择住处。

橡树缘女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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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雨精灵 提供)

价格：200元起

地址：泸沽湖大落水下村湖边大道3号（摩梭村口）

电话：0888-5886116， 15894384456

MSN:  luguhu-xsy@hotmail.com

网址：www.luguhu-xsy.cn

传说中泸沽湖最美的客栈，坐落于大落水村。独占鳌头的地理位置，面朝湖水，春暖花开。24小

时全天候热水，以提供吃住行游一站式服务著称，成为泸沽湖性价比最好的客栈之一。有覆盖全

院的无线网络，免费国内长途电话。

 

2、里格村

里格岛扎西家

价格：床位15元/人

电话：0888-5881005

扎西家大名鼎鼎，主人扎西是摩梭人，诚实，厚道，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是里格村非常漂亮的

大帅哥，可与他闲聊，了解摩梭人的故事。

平措卓玛家

电话：0888—588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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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13988820478

这间家庭客栈摩梭味道氛围浓厚，家里可上网。

旅人提示 ：扎西家和平措卓玛家都可以搭伙，价格为：早餐5元

/人，中晚餐各10元／人。有好吃的高原红米和猪膘肉。

 摩梭往事

价格：50元起

电话: 0888-5881035

手机: 13578360071

泸沽湖里格岛保护得最好的两层摩梭建筑，由一栋120年的摩梭老民居改造而来。是人气旺盛的背

包客集散地。摩梭往事所有的房间全都面朝泸沽湖，距湖水不过五米。而且每个房间都有可以看

到泸沽湖的落地窗。可以躺在房间里看的日出、日落、黄昏和星光密布的夜晚。

泸沽湖青年旅舍

价格：50元起

地址：泸沽湖里格村中段

青年旅舍坐落在泸沽湖里格村的山脚下。 临水而居，有豪华湖景套房。客房是是典型的摩梭传统

的四合院。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还可以享受24小时免费上网和热水澡。

五彩里阁客栈   

地址：云南丽江泸沽湖里格村里格湾

价格：湖景标准2人间 100元/间/天

电话：0888-5822717  5822716

离湖只有8米，楼中楼跃层，实实在在的复式大套房，原生态设计，没有一块砖，彻底的原木结构

，所有房间都是百分百湖景房，超大落地玻璃窗，带独立阳台，独立卫生间。

 朵朵家客栈

价格：吃住一天为35～40元

拉克客栈

电话：0888—5881052。

住在她家，推开门窗就能见到水波潋滟的湖光山色，就尽情地拍照吧!也可从她家后门去看日出。

晴天客栈

价格：普通间20元／床

在里格岛的尽头，三面环湖景致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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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云间客栈

地址：云南省丽江市泸沽湖里格湾口处

价格：迷你大床房 180元/间

电话：0888-5820053 

手机：13988850358

位于里格湾口处，与里格唯一的观景台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是观赏里格半岛美景的最佳位置。躺

在房间的床上，满眼就是蓝蓝的湖水。

3、环湖线路上的住宿

海拔2690 客栈

地址：四川省西昌市盐源县泸沽湖镇博树村五指落（草海边）

价格：观景情调房 138/间

电话：0834-6302449  

手机15828758595

就坐落在草海旁边。有舒适、温馨、浪漫的湖景房，全落地的窗户能让你在早上躺在床上就能欣

赏到草海湖光山色，晚上则可以观赏到满天繁星。

游走部落客栈

地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泸沽湖镇达祖村（大嘴村）湖边

价格：标间 88元/间

电话：0888-5824956  0834-6302118 

手机：18981515991  15984988166

在泸沽湖最原始的村落达祖村湖边，所有房间面朝湖心岛，美景尽收眼底。窗外尽是漂亮的海鸥

和戏水的野鸭，属于静美风景与动态生活相结合的地方。

前龙客栈

地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泸沽湖镇博树村洛娃半岛。草海方向走到头，终点即是。

价格：60-360元/间

电话：0834-6302448

手机：13608148905

在当地算是非常豪华的房间设施，价格却很适中。内部宽敞，窗外的景色也极其漂亮。

格姆山下客栈

地址：云南省丽江市泸沽湖小落水村

价格：30元/床

手机：13508882715  宾玛

全部是原木结构的传统摩梭民居，房间装饰是简单朴实的藏式风格，窗外湛蓝的泸沽湖水触手可

及，推开房门可以看到格姆山的日落。床上用品一客一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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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吧客栈 

地址：云南省丽江市泸沽湖大落水下村

价格：二、三楼湖景房普两人间 淡季40元/房/旺季80元/房

电话：0888-5822470

手机：15887568726

客栈位于大洛水村沿湖路边后地段，村落规模相比别的村落大些但很容易找到。客栈视野开阔，

湖水与狮子山形成完美的构图。听这里的长辈说，过去摩梭人中富裕显赫的大家族都住在大洛水

。所以至今仍能感受到浓烈的摩梭大家庭氛围。

女神湾客栈

地址：云南丽江泸沽湖尼塞村

价格：一楼湖景房 60元/间

电话：0888-5881868  

手机：13508882561

尼塞村是广州学海堂画廊驻泸沽湖写生基地（摩梭传统艺术文化中心），女神湾客栈是泸沽湖尼

塞村篝火晚会场所在地。旅馆全部房间均为湖景房。特别适合喜欢安静和浪漫的自助游游客住宿

。本客栈提供免费的车站接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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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泸沽湖美食

推荐店铺

阿山烧烤店 

最拿手的就是烤乳猪。里格第一家客栈开的烧烤小店。摩梭人阿山被驴友封为烤猪王，一个月大

约要烤40只乳猪。（里格有很多烧烤店，但天天杀猪的仅此一家）每只烤乳猪分量够10人吃，价

格也不高，住在里格第一家客栈的客人每只烤乳猪300元，其他客人要略贵20元。在阿山烧烤店吃

蔬菜类的可以按每人10元任吃，也可以按一盆15元点菜。阿山是个豪爽的摩梭人，他会不时拿出

他家的“走婚酒”（咣当酒）或者苏里玛酒招呼客人。大家可要注意自己的酒量哦，阿山可是喝

三公斤不倒的强人。 

 

泸沽梦驿 

菜色是以江南清淡口味为主。一鸡两做，一半做鸡汤，一半做白切鸡。一鱼两做，一半做鱼汤，

一半做清蒸或红烧。人均消费20至25元。

桑大娘水饺也是这里的特色之一。是桑大娘亲手包制的水饺，每碗8元12个，可以快速治好客人的

“饿病”。

阿普驿馆

男主人是摩梭人，女主人是广东人。特色餐饮有正宗的摩梭汤鱼、土鸡火锅、白菜炖猪膘肉、荞

麦饼等摩梭人食品。当然也少不了农家小炒。还可以品尝到苏里玛酒、咣当酒和酥油茶等。人均

消费35元左右。

五彩里阁 

主人是豪爽的重庆人，其特色菜色也是典型的重庆风味的饭菜和火锅，喜欢吃辣的朋友那里绝对

是好去处。价格公道，分量大。

 

泸沽湖特产

猪膘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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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洋葱小姐 提供)

这是摩梭人最传统和最具特色的食品，是摩梭人招待贵客的佳肴。制作方法是每年冬季祭祖月杀

猪时把整个猪除头骨以外的骨骼，内脏及瘦肉全部剔除，内抹盐等调料缝合好，压成琵琶状，制

成后可放数年不腐， 久者还可作药用。猪膘肉吃起来肥而不腻，肉味清香。存有猪膘肉的多少，

标志着摩梭家庭的富裕程度。

 苏里马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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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饮酒歌舞的摩梭人，不仅豪饮，而且还能自酿独具风味的黄酒和白酒，并有悠久的历史。苏里

玛酒的酿制方法是将青稞、大麦、小麦、荞麦、稗子、玉米、谷子等多种粮食混匀，在大铁锅内

煮熟、烤干，底层带锅巴味，然后盛于簸箕内待凉，并与摩梭妇女自采自制的酒药（内含火草、

黄苓等几十种草药）混匀，装入篾制的发酵器"日卡"内，待有酒味散发时，再盛入酒坛内密封，

十日左右便可启封，搀进高山上的清泉水，稍候用打通的弯竹管（摩梭称"则的"）吸出酒汁，盛

于坛内即可饮用。放置多日，其味不变。

咣当酒

"咣当酒"，即白酒。摩梭语"克日"或"安儿寄"，约40度左右，含有一种独特的芳香味，多饮不醉，

也不伤人。

烤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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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鱼干是把鱼剖开或腹部切一小口，取出内脏，撒上盐、花椒和五香粉，置于火塘上或铁锅内缓

慢烤干而制成的。食用时将鱼干在炭火上烤熟或用清油炸酥，味道香脆可口，是直接下酒的佳品

，用以煮汤则乳白色的汤汁香味浓郁，口感极佳，营养丰富。过去，出门的马帮常带上大量的鱼

干与外地客商交流，换回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泸沽湖特产银鱼干每斤约30元。

 花花糖

摩梭人凡有红白喜事，对来客除供上苏里玛酒、咣当酒、瓜子、果类外，还要供上花花糖，有花

纹的米粑等花样别出的美味糕点。花花糖的制作方法是将籼米、包谷、燕麦、黄豆、大米、苏麻

、野苏麻籽等物用铁锅炒爆后，分别与青稞芽和玉米碎粒熬成的麦芽糖水混匀粘附、加压而成，

然后切成块状。也有两三种爆花混制而成，并加以炒过的核桃肉，制成的各种花花糖，花色多样

，又香又甜，各具风味，饮茶喝苏里玛酒佐以花花糖回味无穷，也是赠客的佳品。

 花纹米粑

花纹米粑是把米煮熟后，在碓窝里舂成糍粑状，然后在特制有花纹的模子里制成粑粑，蒸熟备用

。食用时用炭火烤熟，常以此下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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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勒"

"嘎勒"是一种颇为独特的食品。制法是把米蒸熟后舂成糍粑，然后擀成薄如纸张，大小约一尺长

、三寸宽的片，晒干备用。食用时，在油锅内微炸即成洁白而香脆的片状点心。

猪肠血

摩梭人在杀猪后习惯在猪的大小肠内装上半熟米、血、盐、猪油、姜、蒜、花椒、五香等混合物

，有的则装上荞麦、燕麦等，卷成圈后再煮熟，以此赠送家族亲朋，食用时切成片，用新鲜猪油

铁锅烧烤，下酒、下苦茶，味道鲜美。

金边瓜子

金边瓜子出自一种俗名为"砍皮瓜"的瓜，是泸沽湖独特产品，国内惟盛产于泸沽湖地区。瓜子洁

白，粒大饱满，营养丰富。炒后食用，香脆可口，是接待宾客、赠送亲友的佳品，也是榨油的原

料。今已成为重要的外贸出口物资，驰名国外。

 青娜曼安

“青娜曼安”即青刺果酒，是摩梭人用野生植物青刺果榨成的油。是泸沽湖摩梭人的独创。青娜

曼安含有极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和有益健康的其它成份，是体内代谢必不可少的脂肪酸，尤其对心

血管具有更好的保护作用。外擦能治疗暗伤、跌打损伤、扭伤於血等，其残渣对疮疡则有明显的

消肿止痛作用，用其少量擦脸擦手则使皮肤鲜嫩色美。

 泡梨

泡梨是摩梭人独特的一种泡菜。当地盛产多种麻梨，他们喜欢将这些适合浸泡的麻梨盛于陶坛内

，按比例加上盐、白酒、姜、蒜、花椒和清水，密封一月余后食用，具有酸、甜、脆和浓郁的醇

香味道，别具一格，是佐餐的美味佳品。浸泡时间长者，其味更佳。

苹果干大袋18元，小袋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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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荐行程

1、环湖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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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景点有里格半岛风光、尼塞村的情人树、尼塞村坐索道到格姆女神洞，小落水的田园风光，

大鱼出水处（泸沽湖的水源地），大嘴村（大咀村），女神湾，草海，喇嘛寺，走婚桥，王妃岛

，湖心岛，蛇岛等。根据你环湖方式的不同，游玩的时间和乐趣各有不同。

行程：大落水村—里格岛—独家村—小落水村—大嘴村—左所—草海。

2、里格岛—小落水村—大嘴村专线游

如果你有两三天的话，就可以先住里格村1-2天，然后从里格出发去小落水和大嘴村。这段路程可

以步行，也可以骑马，40-50元/人。然后从大嘴村坐船过湖到落水村住一个晚上。从落水返回丽

江。

3、永宁—里格路线

步行从永宁坝子的乡村小道，分别经过中实、打实、打坡、八珠、泥鳅沟、翻过狮子山（格姆女

神山）的南坡到达里格，全程10多公里，徒步2-3小时，一路上的摩梭村子风光无限。

4、泸沽湖至亚丁山地徒步探险

建议10天左右

行程：丽江古城-泸沽湖-永宁-温泉村-依吉乡-卡瓦村-色苦村-俄牙同乡-卡斯村-垭口-牛奶海-冲古

寺-亚丁-乡城-香格里拉-丽江

稻城的美丽可以用惊艳来形容，泸沽湖也是神秘静谧的地方，从稻城到泸沽湖的穿越，欣赏那不

染一丝凡尘的山水秀色，是一段极尽精彩的徒步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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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旅人提示

1、行前准备

雨具。背包也最好有防雨罩。

肠胃药品

墨镜、防晒用品：高原地区，即使在冬季，阳光也还是很厉害的。

水壶：沿途可灌热水，还可以兼做刷牙口杯，作用不小

相机：作用就不用讲了，免得后悔。

手电或头灯：晚上去厕所用得上。

少量能量高的食品：巧克力、牛肉干、压缩饼干，随时可以补充体力。

通讯用品：沿途手机信号良好。 

        头巾：有的路段灰大，可以用来包头，免得头发脏得快。还可以当擦汗的或口罩

用，总之对MM来说很有用。

 

2、注意事项

泸沽湖景区景色美丽，景点比较分散，沿途路况比较差，旅途艰苦，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身

体素质，并作好吃苦的心理准备

泸沽湖昼夜温差大，早晚温度较低，天气变化明显，紫外线强，请备足防寒衣物、雨具、手电筒

、太阳镜、防晒用品、护肤用品、唇膏油以及常用应急药品，如：晕车、感冒、烫伤、跌伤、腹

泻药等

多留一些机动时间，真正的泸沽湖不是你一二天可以领悟的

泸沽湖水温较低，哪怕在夏季游湖，长时间的浸泡也足以把人冻僵。而且湖岸地形复杂，所以千

万不要冒然到湖里游泳，以免发生意外

骑马需注意安全，必须由马夫牵方能骑，不能独自骑马，更不能骑马奔跑，险路和下坡路必须下

马步行，否则很容易造成损伤

事先多准备一些现金，换好零钱（泸沽湖目前尚没有银行柜员机）

泸沽湖的建筑大多是木制，一定注意防火

保护好当地的生态环境，切勿乱扔垃圾

不准捕食野生动物

尊重当地宗教信仰、民风民俗，不要以城市人的心态及标准去衡量当地的条件

对于当地人的走婚习俗要表示尊重，切勿任意与当地人走婚

在摩梭人家访时应注意：

不能当着家人特别是老人面说一切关于性的话题

在火塘边时不能从别人前面走过

不能用脚踏在锅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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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跨过火塘或在火塘前脱鞋

不能向火塘吐口水

吃饭时不能背对火塘

不能脚踏门槛说话，不能说脏话粗话

泸沽湖周边的当地人普遍比较贫穷，建议有爱心的游客进来的时候可以带一些学习用品送给那些

艰苦的学生。也可以和泸沽湖管理中心联系为希望学校的学生助学。在希望学校的老师也很需要

大家的帮助。

                                               38 / 40



�������

泸沽湖:摩梭女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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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