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都桥旅游攻略（2013 年版） 

 

简介 
新都桥镇位于康定县境西部，距县城 81 公里。他是川藏线南北分叉路口，北通甘孜、南接理塘，是从西藏通往康定的必经之路。沿

着川藏公路南线前行，只见一个个典型的藏族村落依山傍水地散布在公路两旁，一条浅浅的小河与公路相依相偎地蜿蜒流淌。房前路

旁矗立着一棵棵挺拔的白杨， 一群群的牦牛和山羊，点缀在新都桥田园牧歌式的图画中，平添出许多生动。远处的山脊，舒缓地在天

幕上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神奇的光线，无垠的草原，弯弯的小溪，金黄的柏杨，山峦连绵起伏，藏寨散落其间，牛羊安详地吃草。

满眼蓝色、白色、金黄、黑色、绿色的饱和色块，在明丽的秋阳光线的描绘中，凸现着流畅的色彩和线条，使我们恍如置身画中。这，

就是新都桥，令人神往的“光与影的世界”、“摄影家的天堂”。 
 

 

（图片由景区、一起游网友@ 老游子、小步走天涯、毛驴队、何处不风景 提供） 

 

 
最佳旅游时间  
新都桥最佳时间为夏秋季节。从 6 月开始到 11 月都可以前往新都桥旅游，这段时间可以欣赏到新都桥最美的景色，其中包括春天漫

山遍野的的鲜花、夏天的田园风光、秋天金色的杨林。尤其是 10 月中旬，树叶都变金黄色了，再有蓝天白云的陪衬，牛羊安详得吃

着草，多么惬意的景象！从 11 月底开始，新都桥开始下雪，温度骤降，折多山还会因积雪而中断，这时直到来年 3 月的样子，积雪

融化，道路通畅后才可前往新都桥旅游。 
 
新都桥最美的时间应该是在每年的秋季，新都桥秋天那金黄的柏杨，山峦连绵起伏，牛羊安详地吃草。一个个典型的藏族村落依山傍

水地散落在公路两旁，一条浅浅的小河绕着村前缓缓流过。碧空如洗，阳光低低地斜射着，小河泛着粼光，金色的白桦林叶在风中轻

摆，居民的屋顶上冒出屡屡青烟，极目远眺，贡嘎雪山直刺蓝天，在高原灿烂的阳光下，毫不吝啬地展示她得自然亮丽。 
 
每年的深秋时节，深秋的色彩、层次和光影都是最好的（要带脚架）！而秋季最佳时间是在每天的早上和下午的 6:30 左右，光线达到

完美的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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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与影的世界 
摄影家的天堂   
折多山——新都桥镇之间的地段，风景很是非常壮观。这沿路的风景就是被人们称为“摄影

家的天堂”的新都桥风光，蓝天、白云、草地、牧场、牦牛，还有远处的雪山，在这里可以

尽情领略摄影天堂的魅力。 

 

摄影技巧    
最好的光线出现在早上或者黄昏，站在村头的山坡，整个河谷尽收眼底，会看到清晨第一缕

阳光恰如其分的打在村子里，或是黄昏最后一缕阳光从远处慢慢移走。天空有云得时候，

会有精彩的局部光精巧的打在村舍、杨树或坡地上，这就需要你的瞬间反应了。 

 

最美取景地     
1、 距新都桥 4 公里的千年古寺居寺及神秘的木崖天葬台，是很好的拍摄地点。这里犹如很多饱和色彩被人随意洒在画布上，

这种色彩的碰撞是视觉的冲击，是一种心旷神怡铺天盖地而来。 

2、 力丘河谷，是新都桥最美的一个山谷。照片构图层次分明，清晨时分，光线正好洒入河谷，一切都如此恬静自然。摄影

师登高拍摄，全景净收眼底，这是真实的人间，不是不小心闯入的天堂。 

3、 从折多山下山后，在一宽阔的弯道处的寨子旁。 

4、 从折多山方向距新都桥还有 20 公里的一处养路道班旁。 

5、 从营(官)九(龙)公路分岔处，继续沿 318 国道向前约 1 公里处的一个高坡上。 

6、 沿营九公路向九龙方向 7 公里处。 

 

新都桥周边景点地图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老游子 提供） 

http://www.17u.com/blog/3997995#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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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桥特色 
新都桥，是一个大的区域概念，一个被称为“摄影家天堂”的地方。在这里的草原，小溪，山峦，藏寨，柏杨……不但有浓郁

的藏族风情，还有几分江南水乡的柔美味道。天气好的时候，在新都桥可以清楚地看到蜀山之王贡嘎山的主峰。 

 

新都桥镇(海拔 3500 米)比较普通，没有什么可以参观的地方。但是，新都桥镇在交通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川藏公路就从

这里分路：前往理塘、巴塘一线为南线；前往道孚、德格一线为北线。小镇的街道就 50 多米长，街道的两边全是卖日用品和

服装的店铺。除此以外，其它的店面都是经营餐饮和住宿的。镇上的住宿条件和卫生都不是很好。可以选择一家藏族民居住。

因为，这样的藏式民居旅馆一般都在郊外，推开窗就能看到美丽的风景，这些地方一般都有提供吃住一体的服务，房费就包

括吃饭的费用。加上老板基本是当地人，可以打听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不用专门去新都桥，因为去稻城或走川藏线或驾车走康定、塔公、丹巴、四姑娘山环线都要路过这里。从康定出发，翻过折

多山，经过新都桥，就到了塔公草原。这一路上，千万不要睡觉，因为路上的风景变化很大，从新都桥“小桥流水，杨树飘

飘”的高原风景，渐渐地变成了广阔的草原风光，让人会一直处于兴奋之中。 

 

新都桥美景欣赏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老游子、网际飞侠、南旋风 提供） 

 

 

摄影家的天堂 
 

流水潺潺 
 

康巴第一关 
 

秋日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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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景点 

康定 
康定，既是情歌的故乡，又是茶马互市的重镇，锅庄文化的发祥地。雄伟的雪山，晶莹的湖泊，苍翠

的森林，碧绿的原野，炽热的温泉……海洋季风顺着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蜿蜒而至，使这里雨量充沛，

云雾常生。冰川与森林共存是康定独特绮丽的景观。康定，不仅风光独好，也是全甘孜州旅游的中转

站。 
 
蜀山之王贡嘎山、跑马山、野人海 (木格措) 、塔公寺闻名海内外，中外游人络绎不绝。县境内汇集

了登山探险、游览观光、休闲避暑、温泉沐浴和宗教朝圣等旅游内容。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独具特

色的藏族文化和古朴神奇的民风民俗令游人流连忘返，康定正成为祖国大西南一条新兴的旅游热线。 

 

 

跑马山 
跑马山藏名叫“拉姆则”，意为仙子山。位于康定炉城镇东南边。城依傍着山，山护卫着城。自古，跑马山就和山下的人有着

不解之缘。跑马山处处美景浪漫，这公园是天设地造的奇迹。上山，恍如进入仙界，那真、那美可以洗涤一切尘念。跑马山

公园的主要景观有：五色海、咏雪楼、吉祥禅院、凌云白塔、跑马坪、浴佛池、飞云廊、东关亭、观音阁。 

门票  跑马山门票 50 元，同程价 45 元  >> 立即预订 

  成人票 80 元（包含跑马山、甘孜博物馆），同程价 70 元  >> 立即预订 

注    索道往返费用需要另外购买。 

交通  景区在康定县城边上，最好走路过去，也可以打车，由于跑马山不能全程通公路，上山还很有一点费事，体力好的人，

也需要 2 小时左右。但现在有了索道（往返 30 元）上山最多 15 分钟，就能到山顶。 

 

 

甘孜非遗博物馆 
甘孜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坐落于世纪情歌《康定情歌》发源地

——跑马山脚下索道下站处，占地面积为 771 平方米，主楼建

筑面积为 2313 平方米，一共有三层楼。这座博物馆反映了生活

在康藏高原上藏族人民的民俗风情、劳动场景、宗教习俗以及生

活画面。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藏，充分表现了藏族人民的聪明勤

劳和创造精神。能让游客深度体验、了解康藏地区藏民族优秀文

化传统民族文化精髓。 

门票  甘孜博物馆门票 30 元，同程价 25 元  >> 立即预订 

  成人票 80 元（包含跑马山、甘孜博物馆） 

同程价 70 元  >> 立即预订 

交通  前往康定，可在成都新南门车站搭车。新南门车站一天有

2 个班次开往康定，分别是早晨 6：30 和下午 4：00 发车。 

 

 

 

 

 

 

 

（图片由景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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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522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513321_4.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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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情歌（木格措）风景区 
康定情歌风景区由红海草原、赛马坪、杜鹃峡、药池沸泉、七色

海、芳草坪、木格措等组成。这里四季景色变幻无穷。春天，山

林翠绿、溪水潺潺；夏日，山花烂漫、鸟儿啾啾；金秋，层林尽

染、泼金飞红；隆冬，银妆素裹、童话世界。景区内民风独具，

是情歌的故乡、锅庄文化的发源地。康定情歌风景区，不仅是情

歌的故乡，更是大自然的艺术殿堂，不仅是菩萨喜欢的地方，更

是人类向往的天堂。 

门票   

联票（门票+观光车+游船）290 元，同程价 240 元 

联票（门票+观光车+药池沸泉）240 元，同程价 210 元 

成人票（门票+观光车）（4.1-11.14）220 元，同程价 190 元 

成人票（门票+观光车）（11.15-3.31）170 元，同程价 150 元 

>> 立即预订 

针对全年除黄金周以外的重要节假日特殊游客的优惠政策： 

① “9.8-9.10”教师节：当天教师凭教师证和身份证可享受免

门票。 

② 自费项目：游船 70 元/人；药池温泉 20 元/人，温泉加鱼疗

25 元/人；七色海竹筏 45 元/人。 

交通 

① 成都到康定情歌的自驾车路线： 

a 可从成都沿 318 国道西行，走成雅高

速公路到达“雨城”雅安，过天全县后，连

续弯道和急弯较多，需小心驾车。如今的二

郎山全线已完工，路况非常好，保持 60 码

的速度都没有问题，很轻松就可以到达康定

了。 

b 从成都出发经卧龙自然保护区、小金

(四姑娘山)、丹巴到达康定，全程 504 千米。  

② 西昌到康定情歌的自驾车路线：从西昌

市出发经石棉、泸定到达康定，全程 346

千米。 

③ 康定城内乘车路线： 

a 康 定 城 内 跑 近 郊 的 出 租 车 多 集 中 在

长 城 宾 馆 对 面 的 一 个 小 停 车 场 和 沿 河 东 路

下桥的桥头处，主要去往姑咱镇和泸定。到

木格错或塔公也可在这里找车，司机都愿意

跑这些地方。 

b 另 外 也 可 到 康 定 客 运 站 的调 度 室 打

听包车事宜。城内只有出租车，没有三轮车，

不管是人力还是机动车都没有。出租车 3 元

/千米起价，1 千米后按 1.2 元/千米计价，

如果只在城里转，一般不会超过 5 元。 

④ 泸定到康定情歌：泸定到康定可乘桑塔纳轿车前往，1 小时左右即到，15 元/人，够四五人就发车。 
 

（图片由景区提供）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18336.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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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嘎山 
贡嘎山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康定、九龙三县境内，有“蜀

山之王”的美誉。贡嘎主峰周围林立着 145 座海拔五六千米的

冰峰，形成了群峰簇拥、雪山相接的宏伟景象。贡嘎山有现代

冰川 71 条，著名的有海螺沟一号冰川、贡巴冰川、巴旺冰川、

燕子沟冰川、靡子沟冰川等。海螺沟冰川是国内同纬度海拔最

低的冰川，最低点为海拔 2850 米，伸入原始森林 6 公里，冰

川、森林共存。这里还有中国最大的冰瀑布，高 1080 米，宽

1100 米，每当雪崩发生时，冰雪飞腾，响声如雷，气势磅礴壮

观。由于冰川运动形成了冰川弧、冰川断层和冰塔、冰桥、冰

川石蘑菇、冰城门等许多奇异的造型。 

景区内有 10 多个高原湖泊，著名的有木格错、五须海、人中海、

巴旺海等，湖水清澈透明，保持着原始、秀丽的自然风貌。景区内温泉点有数十处，水温介于 40 摄氏度至 80 摄氏度之间，

有的达到 90 多度，著名的有康定二道桥温泉和海螺沟温泉游泳池。景区内还有贡嘎寺、塔公寺等藏传佛教寺庙，有藏族、彝

族等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 

交通  在康定，有专门的旅游车前往贡嘎山。从成都石羊车站每日均有数班车发往贡嘎山（到田湾下），途经雅安和石棉。贡

嘎山下有缆车，可送游客上山。缆车价格 160 元，坐缆车可以看到冰瀑布。 

住宿  贡噶山-海螺沟景区内有三大主要宿营地：一号宿营地，位于达干烟沟口，距磨西约 11 公里；二号营地，位于热水沟

瀑布附近，距一号营地 6 公里，周围景点较多，可就近游览森林，温泉；三号营地位于冰川观景台约 2 公里。    

旅游注意事项  

① 到贡嘎山登山旅游的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仔细研究、认真选择登山季节和登山路线，作好充分的物资准备。    

② 登山一般多在每年 5~6 月的旱季和雨季交替期，因其既有较高的温度又无太大的雨量。并最好在保障措施严密周到的条

件下，沿前人精心选择的西北山脊路线登顶。贡嘎山峰的高峻挺拔，秀出群山，远非一般内地名山可比。登临其上，那

种一览无余，众山皆小的境界极为壮美。但因登顶难度极大，一般不适于业余人员尝试。 

③ 到达上木居后一定要住 1 晚。一是要找好马匹，二是要适应适应高山缺氧环境，特别是内地的驴友。在上木居找马，一

定要找强壮的公马，并且让上木居的藏民送到上子梅村，事前须讲好不管回程。 

 

塔公草原 
塔公草原风景区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内，康定城西北部 113 公里处，集雪山草原、寺庙塔林、湖泊花卉、珍稀动

物等自然，人文景观为一体。“塔公”，系藏语，意为“菩萨喜欢的地方”，位于海拔 3730 米的高原地带，川藏公路穿境而过，

塔公草原面积 712.37 平方公里，地势起伏和缓，草原广袤，水草丰茂，牛羊成群。 

门票  成人票 20 元，儿童票 10 元。 

交通  康定到塔公草原每日有多班小客车来往，非常方便。 

 

雅拉雪山 
雅拉雪山位于道孚县东南与康定县交界处，海拔 5820 米，山顶

终年白雪皑皑，云雾缭绕。雅拉雪山是康巴地区有名的大雪山之

一，同时它又是著名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里记载的藏区四大

神山之一。 

塔公草原呈花瓣簇拥的莲花宝座形状，而在它正西方农戈山上看

见的雅拉雪山，则如端坐的弥勒佛，形象逼真。每逢良辰吉日，

雅拉雪山端坐于蓝天之下，升起一朵蘑菇状的白云，犹如祭祀的

轻烟。由于雅拉雪山十分有灵气，又为藏族大英雄格萨尔王所看

重，因而历代成为了惠远寺及周边藏民顶礼膜拜的神山。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随风诵经和尚 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毛驴队 提供） 

http://www.17u.com/blog/1043849#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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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公寺 
塔公寺是藏传佛教萨迦派著名寺庙之一，有“小大昭寺”之称，是康巴地区藏民朝圣地之一。每年寺庙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

佛事和跳神活动，寺壁挂满唐卡藏画，殿内生动地显示出寺内僧侣及民间艺人的高超技艺。藏式浮雕、彩塑、壁画及酥油制

品以及造型各异的浮屠古塔林，具有十分独特的民族宗教文化特色。 

门票  20 元 

 

 

木雅金塔 
木雅 金塔位于四川 省康定县新都 桥镇塔公乡境 内，是由宁玛 派

（红教）六大佛寺之一的竹庆寺活佛多吉扎西活佛捐资于 1997

年建造的，建造时共用了一百多公斤的黄金（也有说是八十公斤

黄金），据说寺庙开光时，天空出现五彩祥云，七色光环。木雅

金塔，又名木雅尊胜塔，是多吉扎西活佛为纪念十世班禅大师于

此灌顶布法而修建的佛塔。金塔位于雅拉神山、夏古冬青山、文

殊山、观音山等八座神山所环绕的中心，藏语称“古汝塘”，意

为“莲师道场”。 

木雅金塔是一座坛城式佛教寺庙建筑，占地 35 亩。金塔黄金帖

顶，共分三层：第一层为显宗殿，供奉有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

萨、文殊菩萨等八大菩萨和十八罗汉像；第二层为密宗殿，供奉

有莲花生大师和密宗传承上师像，佛殿四壁的精美唐卡绘有释迦

牟尼佛本生传和莲花生大士传，还有藏、汉《大藏经》和密宗四续经典；第三层为佛陀尊身塔，塔内装藏了《大藏经》、五种

舍利和伏藏品等，三层分别代表着佛法、僧三宝和大、小、密三乘。金塔外檐还有金鹿、鳌头、金翅鸟、宝幢等帖金饰物。 

金塔外有 383 米长的转经廊，装有 470 个转经筒，内装消除违缘障碍的“金刚萨埵百字明咒”22 亿遍。金塔四周有 4 座台

阁式佛塔，每座塔内装藏了 10 万小佛塔。围绕金塔的塔林有八种成就塔 158 座，内装《大藏经》等丰富完整的装藏品。其

收入是西康福利学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 

交通  木雅金塔就在塔公草原上，距离塔公寺很近，百米左右。康定到塔公每日有多班小客车来往，非常方便，所以最好还

是从康定出发坐始发班车，票价 10 元左右，包车来回的话 150 元。 自驾：从康定沿 318 国道向西行 70 公里左右到新都桥

镇，中间要翻过海拔 4200 米的折多山，过新都桥后向北行 33 公里即到塔公。 

 

 

莲花海 
莲花海位于康定县普沙绒乡苦西绒山谷中，海拔 3000 多米，距

康定县城有 120 公里。莲花海因海中生长有莲花而得其名，又

名合合海子，属高山淡水湖泊，面积 500 亩。莲花海由雪山、

石林和森林环抱，雪峰在阳光映照下圣洁而高雅，山腰的石林以

及树木千枝百态，那里有黄羊、青羊等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山脚

茂密的森林中还生长有很多天然药材，如虫草、贝母、雪莲花等，

在鲜花盛开的时节，诸多奇花异草竞相开放，花香扑鼻，沁人心

脾。在秋季，我们可以观赏满山绚丽的色彩画，多姿多彩的群山

像淋透了颜料，红色、黄色、青色、绿色，映衬蓝蓝的天空。 

莲花海的水，如镜的水面倒影着森林和天空，宁静而致远。湖泊

周围如翡翠般碧绿的草坪，成群的牛、羊如珍珠般撒落在草原上，

美丽 的蝴蝶在空中 翩翩飞舞，偶 尔还会有白鹤 和水獭在湖中 嬉

戏。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毛驴队 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yoyofish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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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华滩 
泉华滩位于贡嘎山西坡的康定县贡嘎山乡（原六巴乡）玉龙西村，海拔约 4000 米，属于高山河谷草甸地貌。东南面是贡嘎山，

在泉华滩观看蜀山之王之称的贡嘎山是绝佳的位置。泉华滩因一种含有大量化学物质的泉水在地表产生化学沉淀而成，长达

900 多米，宽 100 余米，依山而下形成 8 个泉华阶地。每个阶地上有十几个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五色彩池，水深 40-70 厘

米，彩池里水草相依，石花点点，疑为瑶池降临人间。 

 

黑石城 
天晴时黑石山冈是观察蜀山之巅-贡嘎山空中距离最短的绝佳位置。黑石城在 318 国道 2913 公桩左边的祝桑乡境内，位于海

拔 5000 米的高尔寺山上的黑石城，在空旷的山谷中显得十分突兀。加上山上堆积的与众不同的黑色玛尼石，更是引人注目。

据说这里是一处神秘的宗教圣地，山上遍布的黑色经石是由早年在当地修行的喇嘛背石垒砌而成，也有人说此山是 300 年前

部落之间征战的要塞，现仅余荒凉废墟，在风中咿咿呜呜的述说过去的历史。 

 

子梅桠口 
在桠口上是仙境一样的美丽了，人在云雾中，贡嘎，一半在天上，一半在人间。不过，子梅桠口海拔 4500 左右，有高原反应

的朋友要注意！等到下午 6 点左右，太阳开始慢慢西下；此时的贡嘎主峰将会披上一层金色外套，那就是名副其实的日照金

山，绝对壮观！ 

 

 

稻城亚丁 
稻城县，位于四川西南边缘，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东南与凉山州木里县接壤，西界乡城县与云南省香格里拉县毗邻，北连

甘孜州理塘县。稻城高原是由横断山系的贡嘎雪山和海子山组成。这两大山脉坐耸南北，约占全县面积的三分之一。稻城的

地形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看上去群山起伏，重峦叠嶂，逶迤莽苍。 
 
稻城之旅的精华所在，是亚丁自然保护区。从稻城县城驱车 83 公里来到风景如画的香格里拉乡，沿崎岖的山路乘车向“闪光

之山”俄初山进发，立即投入满山红叶的拥抱里。若是骑马上山，峡谷里雪白湍急的溪流瀑布，从黄到金到浅红、深红的一

层层的灌木丛会伴你 6 个小时的行程。到达秀丽宁静的亚丁村，就进入景区了。景区主体是三座呈品字形排列的雪峰：北峰

仙乃日（观音菩萨峰）、南峰央迈勇（文殊菩萨峰）、东峰夏诺多吉（金刚手菩萨峰），在世界佛教 24 圣地中排名第十一位，

是藏族人心目中真正的净土。一生当中至少来一次这儿朝拜，是每一个藏人的夙愿。 

 

 

 

 

 

 

 

 

 

 

 

 

 

 

 

 

一起游稻城旅游攻略（2013 年版） 

更多交通详情：如何到达稻城  自驾游稻城 

更多景点详情：稻城县周边景点  亚丁自然保护区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 

更多行程详情：成都到稻城旅游线路  亚丁三日游  从泸沽湖徒步穿越到稻城 

更多贴士详情：出行装备  高原反应  稻城最佳拍摄季节  稻城四季旅游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17598_2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17598_2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5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5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17598_2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17598_2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17598_2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17598_2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17598_2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17598_2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17598_2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17598_20.html#refid=2582175


                      新都桥旅游攻略（2013 年版） 

 

稻城亚丁美景欣赏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小步走天涯、lymons 提供） 

 

 

成都 
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这里坐拥博大精深的古蜀文明，这里维持闲适散淡的生活步调。这里茶香袅袅美食成片，

这里拥有返璞归真的神奇力量，让生活回归最初的本源，让疲惫奔波的人心生向往，让匆匆离去的人念念不忘。这里物产丰

富，历史悠久，自古就有“天府之国”、“蜀中江南”、“蜀中苏杭”的美称。如今的成都更获得了国际形象最佳城市，世界美

食之都，中国爱心城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等美誉。 

 

 

 

 

 

 

 
 
 
 
 
 

一起游成都旅游攻略（2013 年版） 

更多交通详情：如何到达成都  成都市内交通  成都地铁 

更多景点详情：宽窄巷子  锦里  春熙路  大熊猫繁育基地  都江堰  西岭雪山 

更多美食详情：成都美食地图  成都特色小吃  川菜、火锅、小吃推荐 

更多人文详情：最成都  蜀戏冠天下  美食汇川 品茶在蜀   

 
 
 
 
 
 
 

油画般的乡村 

秋色无边 

万亩胡杨林 

桑堆红土地 

扎灌崩 

仙乃日雪山 傍河与色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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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到达康定 
 

 

 

 

 

 

 

 

 

 

 

 

 

 

 

 

 

 

 

 

 

 

 

 

 

 

 

 

 

 

 

 

 

 

 

 

 

 

 

 

 

 

 

 

飞机 
康定机场位于折多山上，是世界海拔第二高的机场，按民用

4C 标准建设，可起降波音 737 及空客 319 系列客机。 

康定机场于 2008 年 10 月通航。航线开通后，从成都到康

定仅需 35 分钟。 
 

汽车 
班车：新南门车站有成都－康定的班车，每天 6：30 和 16：

00 发车，票价 120 元左右，全程 8 小时左右。 

自驾 

① 从成都出发，沿 318 国道西行，走成雅高速公路到达“雨

城”雅安，过天全县后，连续弯道和急转弯较多，需小心驾

驶。过二郎山隧道，通过二郎山隧道后，再过泸定桥即到达

康定。 

② 从成都出发经卧龙自然保护区、小金、四姑娘山、丹巴

到达康定，全程 504 千米。 

③ 从西昌市出发经石棉、泸定到达康定，全程 346 千米。 

 

交通 到达新都桥 
康定到新都桥 
班车：康定车站上有到新都桥的车，但是车票比较难买，一

般五六点就有车发出了，票价是 30 元。在康定东关那边有

很多私家车拼车，票价一般是 35 元左右，但是司机往往会

等人够了走。也可以在车站外搭乘稻城理塘雅江的过路车，

但是一般都没有左右，车程大约 2 小时左右。 
 
包车：自助游新都桥建议包车，随时可以停车。因为新都桥

本身没有什么景点。漂亮的风景都是在路上，尤其是折多山

到新都桥这一段和新都桥到塔公这一路，风景十分美丽。从

康定包车到新都桥一般是 300 元左右，建议完全可以包车前

往丹巴，途径新都桥、塔公草原、八美石林、送进丹巴甲居

藏寨 650 元左右，路上随走随停，大概要一天左右。 

 

成都到新都桥 
在成都新南门客运站买到雅江的车票，票价 157 元左右。发

车时间在每天早上 7:00-8:00，每天只有一班车。上车后告

诉司机师傅在新都桥雅克驿站那下车即可。 

自驾到新都桥 
成都—雅安—泸定—康定—新都桥 

成都出发，途经成雅高速到达有着“雨城”之称的雅安，之

后转国道 G318 至新都桥全程行驶时间约 7 小时左右。期间

将翻越川藏线上的第一座大山垭口二郎山，海拔 3437 米；

穿越我国最长的隧道之一——二郎山隧道，洞口海拔 2200

米。之后经过 18 勇士飞夺的铁索桥（泸定桥）、情歌之乡（康

定）、翻越“康巴第一关”之称的折多山，海拔 4298 米。

一路吸着高原的新鲜空气、观赏草原的自然美景最后便到达

摄影天堂（新都桥）。 

需时：成都-康定行车约 6.5 小时左右；康定-新都桥行车 2

小时左右。 

海拔：成都 540m、康定 2900m、新都桥 3400m 

路况： 

成都至康定路况较好，需注意过二郎山隧道后有 200 多米的

路况很差，请低速行驶。从泸定到康定有大概 20 公里不好

走，其间有一座便桥，可能会堵一会车，但不会太久，轿车

过是没有问题的。 
 
康定至新都桥将会路经海拔 4200 米的折多山，而折多山至

新都桥下山路况较差，自驾游的旅客们要注意，路本身问题

不大，但弯道很多，如遇下雨时要多注意山上飞石，毕竟出

行在外，安全第一。沿路的风景就是被人们称为“摄影家的

天堂”的新都桥风光，蓝天、白云、草地、牧场、牦牛，还

有远处的雪山，尽情领略天堂的魅力。 

加油站情况： 

沿途加油站不少，而且位置很好找，基本不用担心，只是除

了 97#汽油不是每个加油站都有外，其他标号的汽油一般都

有。 

①  成雅高速下 路后约两公 里，道路右 侧；可提供 包 括 97

号油在内的各等级汽油和柴油，6 台加油机。 

② 泸定进城前右侧，中石油，可提供各等级汽油和柴油；4

台加油机。 

③  康定进 城前左侧 中石油， 可提供各 等级汽 油和柴油 ；4

台加油机。 

④ 新都桥镇前后均有中石油加油站，找有中石油标志的加

油即可。 

⑤ 在雅安上高速之前补油回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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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线路 
 

 

 

 

 

 

 

 

 

 

 

 

 

 

 

 

 

 

 

 

 

 

 

 

 

 

 

 

 

 

 

 

 

 

 

 

 

 

 

 

 

 

 

 

 

新都桥自驾游线路 

线路：成都 — 新都桥 — 稻城 
 
行程安排： 

D1：成都—雅安—泸定—康定—新都桥（宿） 

从“天府之国”成都经成雅高速公路抵达雅安，后乘车经二郎山

隧道抵达泸定、康定，晚住宿“摄影家天堂”新都桥。 
 
D2：新都桥—雅江—理塘—香格里拉镇（宿） 

早起后，新都桥，翻越高尔寺山经过雅江后翻越剪子弯山卡子拉

山经世界高城，高原明珠—理塘县，观毛垭大草原风光，经无量

河，翻越兔子山，途经青藏高原最大的古冰川遗址、稻城古冰帽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沿途欣赏赤土河谷迷人风光、世外桃源般

藏式村寨，抵达最后的香巴拉——香格里拉镇。 
 
D3：游览稻城亚丁景区（宿：香格里拉镇） 

早餐后乘车前往令人神往的亚丁景区（游览时间约 6 小时）。到

达景区，稍作休息后，可前往洛绒牛场，牛奶海游览，远观夏诺

多吉神山，央迈勇神山。上山直接抵达冲古寺，观赏冲古寺风光

及神山仙乃日风光，然后徒步前往朝拜卓玛拉错神湖（珍珠海），

朝观仙乃日神山（游览时间约 4 小时）。前往亚丁村，之后返回

香格里拉镇入住酒店。 
 
D4：全天继续游览亚丁景区 
 
D5：香格里拉镇—理塘—雅江—新都桥（宿） 

早餐后前往桑堆镇拍摄稻城的红草地（这个景点只有在秋季的一

个星期内可以看到），之后翻越古冰川遗迹海子山到达理塘，后

经过雅江县，到达摄影家们最喜爱的地方摄影天堂—新都桥。 
 
D6：新都桥—成都 

早餐后欣赏景色如画的小桥、流水、人家、藏式民居风光，感受

浓郁高原藏家风情。如果天气好，在这里还可远眺的蜀山之王—

贡嘎山的主峰。游览后经康定、泸定、雅安返回成都。 

 

新都桥摄影游线路 

D1: 康定—新都桥，住新都桥 

拍摄提示： 

① 康定金刚寺进行人文、佛教建筑拍摄，相机应对准僧人、转

经筒老人等具有藏族特色的人物和明显藏式风格的建筑； 

② 康定出城翻越折多山，折多山山口拍摄全景图片。 

③ 新都桥拍摄亚拉雪山日落； 
 
D2：新都桥—雅江—理塘—稻城 ，住稻城 

拍摄提示： 

① 新都桥拍摄日出； 

② 沿途高原风光拍摄和当地民居拍摄； 
 
D3: 稻城—亚丁村—稻城，住稻城 

拍摄提示： 

① 亚丁景区牛奶海拍摄； 

② 三座神山拍摄； 

③ 亚丁村落拍摄； 
 

D4: 稻城—理塘—雅江—新都桥，住新都桥 

拍摄提示： 

① 沿途高原风光拍摄； 

② 当地民居拍摄； 
 

D5：新都桥—丹巴，住丹巴 

拍摄提示： 

① 沿途高原风光拍摄； 

② 丹巴民居拍摄，可以考虑组织当地人拍摄； 

③ 拍摄藏族锅庄民族舞蹈。 
 
D6：丹巴—泸定，住泸定 

拍摄提示：丹巴风景，人文拍摄 
 
D7：泸定—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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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新都桥住宿推荐 

雅克驿站 

离公路 100 米左右，四周全是桦树，秋天红叶相映非常漂亮！客

店可免费上网，24 小时淋浴。位于新都桥观景台下，新都桥镇营

官寨，318 国道 2888 公里桩处，是观看贡嘎山的好地方，同时

客栈也提供租马服务。 

地址：新都桥镇 2888 公里桩处 

电话：0836-2866645  13558515700   

 

木雅背包客栈 

这是一家本地藏族经营的客栈，多人间的藏族客厅非常有特色，

可以体验当地最特色的住宿。双人间在 3 楼，有可爱的小天台，

主人白马央吉十分好客，还有热闹的篝火舞会。 

地址：四川省康定县新都桥 318 国道旁边，康定方向过来右手边。 

 

新都桥登巴客栈 

地址：新都桥镇营关村 

 

新都桥鑫康珠酒店 

坐落于甘孜州康定县新都桥镇，318 国道旁。有标准双人间、大

床间等各类客房。 

地址：甘孜州康定县新都桥镇（318 国道旁） 

电话：0836-2867581  13088009722 

 

 

康定住宿推荐 

 

 

  

 

 

 

 

 

悠游度假酒店 
 

  豪华大床间   280 元 
  豪华标准间   220 元 

 立即预订  

 

 

 

郎色嶺卡酒店 
 

商务标间   228 元 
藏式标间   238 元 

 立即预订  

 

美食 
川西藏区的食物没有太大的区别，现在很多地区都已经被汉化，

因此和成都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仍然可吃到川菜和藏菜，新都

桥的蔬菜完全靠内地输入，而藏式口味的糌粑、面粉、青稞、酥

油茶、牛羊肉随处可见。 如果住在当地居民家中一定要尝尝那

里的特产：酥油茶、手扒肉、糌粑、蒸馍、肉肠、奶渣、烧馍馍、

酸菜面块、砸酒、青稞酒、洋芋糍粑等。 

 

特产 
康定的名优土特产品很多，“康定青豌豆”、“康定雪豆”、“康定

花椒”、“康定核桃”等畅销全国，“张大哥”牦牛肉干更在众多

土产中独占熬头。在康定能买到一种长期出口日本的野生菌。康

定还盛产药用植物，名贵品有：贝母、虫草、大黄、黄芪、天麻、

羌活、茯苓、当归、红景天、沙棘等。 

 

贴士 
① 出了二郎山隧道随后进入康巴藏区是第一险关，提醒司机注

意安全。新都桥-----海拔３３００米左右，高原气候，温差较

大，气候多变，初次上高原的朋友可能有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

初入高原多休息，多喝水多吃水果，禁烟酒。不要奔跑和剧烈运

动。 
 
② 身体准备：进藏区前睡眠和休息要充足，严重高血压、心脏

病患者不宜进高原。凡有高血压、心脏病、脑溢血、冠心病等病

情或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人群必须做好进入高原的准备。适量饮

用酥油茶、奶制品等饮料可增强对高原气候的适应能力。 
 
③ 衣服和食物：高原海拔高日照强烈，所以新都桥天气早晚温

差较大，可用手机查询后几天的天气预报，防患恶劣天气。需准

备长袖衣裤、羊毛衫、夹克衫，同时建议带好墨镜、太阳帽、防

晒霜、润唇膏、感冒药、肠胃药、阿斯匹林、安定、头痛粉等物

品。因路途遥远，有可能不能按时用餐，请带好巧克力、牛肉干

等干粮。 

 

加入微信 
欢迎您加入一起游微信（打开微信， 

扫描二维码）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720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720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882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8822.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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