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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到喀什等于没来新疆

       

不论是鳞次栉比的老城，还是充满异域特色的艾提尕尔清真寺以及香妃墓，喀什让人难忘。

        与北京上海相比，喀什比较贫穷，并且走在大街上总不免捂紧钱包和相机，但是

当地的人文地理以及民俗风情特别让人迷恋，特别是满大街赶着驴车乐活漫步的维族老汉和一口

弹音的烤包子店的店小二，简直让人感觉生活在一个歌舞片里。

有人说过，不到喀什等于没有到新疆，因为只有这里才有最纯最真的维吾尔风情。来到喀什如果

能有幸观看当地刀郎人如痴如醉的麦西来甫弹唱，一定会被这种西部的奔放热情所感染。否则那

个唱流行歌的小子不会以这个地名作为自己的名字！ 

(图片由网友 @特立独行的狗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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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怎么去喀什，及那里的交通

   

1、如何到达喀什

火车

     目前喀什往返乌鲁木齐只有两班次的火车。一班是旅游空调特快，卧铺下铺345元，硬

座191元，单次22--24小时。另一班次是普快车，硬座78元，卧铺190元，单次26--28小时。旅游特

快卫生服务等都比较好。随着市场变化，时间价格会有调整。

     其火车站位于喀什城东，距离市区约6公里，从市区打车前往需10元，或者在市区人民

广场乘坐28路公交车前往。

飞机

     每天都有航班往返乌鲁木齐，夏秋季6—10班次，全票价1230元，通常3—8折，最低2.9

折；有南航和海航同时营运，单次耗时1.5小时。 喀什机场位于喀什市西北方，距市中心9公里，

从市区打车前往需15-20元，或者在市区人民广场乘坐2路公交车前往。

汽车

     喀什的汽车交通运输网道路良好，路线全，覆盖面广。

     从乌鲁木齐坐傍晚5点的班车，第3天中午到达喀什。

     喀什市区有3个长途汽车站，分别是位于机场路的喀什国际汽车站，人民东路的地区客

运总站，克孜勒都维路的兵团农三师客运站。

特别提醒：

除喀什市外，该地区其他地方的班车班次有限，交通可租用汽车或拦路搭乘过路车，但请注意安

全。如果去塔什库尔干和红其拉甫口岸，请事先办好 单位介绍信（如果未办理，可花10元钱请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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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旅行社代开），并到喀什市内的色满路上的地区公安处办边防证（到了塔什库尔干还需办理另

一张边境通行证进红其拉甫）。

   

2、喀什的交通 

出租车

       车型主要以上海大众桑塔纳，一汽大众捷达，神龙富康为主。起步价5元/3公里，而

后1.2元/公里,等候时间为0.4元/1分钟。从机场到宾馆，出租车费用为30元；从宾馆到机场，出租

车费用为10元；到火车站也为10元。出了城市，出租车费一般为10元。

公交车

       喀什绝大部分公交车都有人售票，市内票价都是1元。其中7路贯穿老城，最可体验民

族风情，一般汉族乘坐极少。当地长途大巴四通八达，白天随时都在不断发往各县市，还有一个

国际客运站，有至乌鲁木齐的夜班车以及发往周边诸如巴基斯坦，吉尔吉斯坦等国的国际班车。

包车

       到喀什旅游一般包车，目前当地还没有相关的旅游车族俱乐部，部分包租旅行社的

车辆，大都找有经验口碑好的个人，灵活价钱好商量，而且要找汉族司机，因 为会说汉语好交流

。但熟悉当地旅游线路的司机不是很多，需要打听。其中职业道德、技能参差不齐，有设下低价

陷阱吸引欺骗游客，所以包车还需要谨慎。至于包

车价格，根据车型、路线、时间、司机个人情况的不同价格差距也会很大。

       推荐一个爱好摄影并喜欢旅游在租车行业干了很多年的欧阳师傅，当地汉族人，40

出头，人很风趣也稳重，对整个南疆都很熟悉，自己写了不少自助游攻略， 文字朴实但实用性很

强。由他带着出行，游客会省心不少。他的租车价格越野一般1000-1200元/天，轿车一般500-650

元/天，油费过路费包含在内。

      欧阳师傅电话：13899168908，QQ：529658120，MSN:yzw09097@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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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喀什老城让你惊艳

(图片由网友 @微臣有话不当讲 提供)

       喀什建城两千多年，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它是陌生而遥远的，遥远的存在于茫茫

的沙漠戈壁的边缘，象是依偎在昆仑山的脚下；遥远的似乎是在荒古天边；同时它又是如此的丰

富神秘，这里是中西亚文化交融之地，独特的让你似乎身处在另外一个国度而又让你说不出象哪

个国度；独特的能够代表新疆的缩影而又不是完全的新疆。

       喀什仿佛像蒙着面纱维吾尔族少女，使你根本看不清她的真面目；尤其是喀什老城

，深遂的象它那些幽深的古巷，永远的曲径通幽，无限的延伸于历史的时空中。

      

要细味喀什的老城，可以从城里最大的艾提尕尔清真

寺开始，这个亚洲第四、中国第一的大清真寺，严格按照穆斯林的传统，一天五次礼拜，所有的

穆斯林男子都必须在这个时间段内寺院。

       寺院在礼拜时间不对外开放，进入礼拜堂需要拖鞋，老人们面对正西方，正襟端坐

。清真寺的外表是鹅黄色的星月塔顶建筑，在蓝天的映衬下有种神秘庄严的气势。而一进门，绿

意葱葱，树影婆娑，拾阶而上，铺满各色地毯的长廊中，维族老人静静坐在那里。每逢“居玛日

”（星期五），来寺院做礼拜的有六七千人，节日可达五六万人。在伊斯兰教的两大节日：古尔

邦节和肉孜节，在艾提尕尔广场上及周围会聚集众多的穆斯林，有时可达10万人之多，用人山人

海来形容毫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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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卖茶叶的小广告 提供)

       艾提尕尔清真寺的对面就是喀什的老城区，一路慢慢走过去，有金银首饰一条街、

铜器和乐器一条街、铁器和木器一条街，街道两边大部分是土坯垒制的黄墙，整个老城邻此接彼

，错落有致。时时可见旧式雕花二层楼的旅馆，窗口盛开着鲜花，街上是一片又一片维族人的手

工坊，乐器店，馕饼铺，金银铺，杂货铺⋯⋯

       手工作坊同时又是商铺，间间相连。每间商铺的艺人们，各自不停地忙碌着。有铁

匠铺的师傅钳着赤红的铁丕，用小锤点引着抡大锤徒弟狠狠地在锤击，乒乒嘭嘭；有低头精心镶

嵌制作着他们特有的民族乐器，偶尔，从乐器制作铺里也会传出阵阵调音的乐声。有制作他们才

会制作的铜器，在铜器上雕刻花纹从不用预先绘制图案。铜匠们总在埋头轻轻地敲击着手中铜丕

，叮叮当当，此起彼伏响个不。有木匠用特制的车床，轰轰地车着各种精美的木器。

       穿行在这些旧巷，仿佛时间凝固在遥远的中世纪，在每一道发黄的旧墙背后，都一

个关于穆斯林的古老传说，静静的守望在此，已是千年。那些披着纱丽的女人站在各自门口，孩

子们骑着自行车从身边掠过，午后阳光的影子洒在小巷的地面上，洒在旧黄色的砖墙上，斑斓皎

皎，猛一抬头，是一座又一座蓝青相间、星月塔尖的清真寺，悠长深远，古老而宁静，透着历史

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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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不说瞎话行么 提供)

      

倘若是周日，那定然要去逛喀什最著名的大巴扎

，“巴扎”是当地人对集市的称呼，从日用小商品到男女儿童服装布料，从穆斯林日常吃的羊肉

水果馕饼酸奶到葡萄干、杏仁干等等各类干果干货，从玫瑰花茶砖茶沏茶到雪莲干贝鹿角等各类

药材药品，从手工地毯围巾毡帽到俄罗斯铜镜望远镜，从十二木卡姆各类乐器铜器金银首饰到做

工精美的英吉沙小刀马鞭伊犁薰衣草精油⋯⋯你能够想到的一切，在喀什巴扎全都囊括了。

       这里可以说是新疆购买特色纪念品最好的地方，买东西一定要还价狠一点，而且还

价要三思，还价又不买是当地人不喜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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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卖茶叶的小广告 提供)

      

大巴扎旁边不远处是高台民居

，也是逛喀什老城一处好地方，500年前，一场洪水把老城中间的高崖冲断，南坡就是现在的高台

民居，北坡是现在的喀什老城。高台民居宁静而神秘，走在如同迷宫的巷道，古巷的头顶，永远

地是窄窄的蓝天。兀然压顶的过街楼、楼上楼、楼外楼，深藏着许多维吾尔族的人家，有些人家

在手工制作土陶，有些人家在刺绣和织绸，有些人家在打馕和制作龙须酥，有些人家展览着各种

维吾尔族往昔岁月的木制、铜制的生活、生产用具。无数条相通的古巷，巷巷相连，盘延曲折，

不过不必担心迷路，凡是能够走通的长巷，都以六角砖铺道；而凡是死胡同都以方砖铺地，迷失

方向的时候找到六角砖铺的路就能轻易走出。 

                                                 9 / 3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23&do=album&picid=44197&goto=down#pic_block


�������

喀什：谜一样的古城

(图片由网友 @微臣有话不当讲 提供)

老城逛完了，还有城外的香妃墓

也是必须去去的，香妃墓位于喀什市东北郊5公里处的浩罕村中。是一组构筑十分精美宏伟的古建

筑群，以造型奇特、构造艺术精美而著名。这里埋葬着一位清朝王妃，一个通体透着淡淡香气的

维吾尔族女子。她能歌善舞，深得乾隆帝的宠爱。因为远离故土割舍不了对家乡的眷恋，死后用

马车历经数月的时间送回故里。佳人已逝，永远长眠在她深深眷恋着的这块土地里，只留给后人

一个寂寞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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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喀什景点、门票和海拔情况

   

1、艾提尕尔清真寺 ★★★★ 

寺庙虽小，但给人的感觉是很有灵气让人心境平静的地方。每逢礼拜日和节日，成千上万的伊斯

兰教徒集结在礼拜寺及大门内外的广场上，身着节日盛装的维吾尔族男青年会跳起“萨满”舞，

场面十分热闹。

性质所属：宗教 古代建筑

景区联系：0998-2827113

门票：20元

交通：从市区乘77路、13路公交车可到，此外还可以搭乘中巴车。

旅人网小提示：

妇女在未经过同意，不得进入清真寺；游客进寺时要脱鞋。如果想拍摄穆斯林礼拜的场面，一定

要事先征得寺内阿訇（主持）的同意，而且不能站在朝拜人群的前方和侧面拍摄；最好在清晨七

点之前赶到艾提尕尔广场，到广场右侧的商场楼顶上去选点拍。

   

2、卡拉库勒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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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卖茶叶的小广告 提供)

       位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的山脚下，是一座高山冰蚀冰碛湖。水面映衬着巍峨又神

秘的慕士塔格峰，白雪皑皑，山水同色，景色十分迷人。湖畔的苏巴什草原上 水草丰茂，牛羊成

群。有柯尔克孜人的毡房和石屋，还有专设的登山营地，湖的北面30公里处有布仑口运输站，也

为游客提供食宿。

性质所属：风景 摄影 徒步

景区联系：0998-3421147（县旅游局）

门票：50元（景面广大，有一小处收费点）

交通：距离喀什191公里，中巴公路从湖畔经过，这里离攀登慕士塔格峰的大本营不远（徙步走或

骑骆驼，5小时到达）。

旅人网小提示：这里最佳的徒步旅行时间是5月至10月间。

   

3、香妃墓 ★★★★ 

阿帕霍加麻扎又名香妃墓，位于喀什东郊5公里的浩罕村。陵墓始建于1640年，是以蓝色和白色琉

璃砖为主色调的伊斯兰风格宫殿式陵墓，为维吾尔族建筑 艺术的典范。这里埋葬的是阿帕霍加家

族五代72人。这个家族中最为有名的是阿帕霍加，他曾夺得了叶尔羌王朝的世袭政权，是17世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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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伊禅教派”的领袖。香妃是阿帕霍加的孙女伊帕尔汗。

性质所属：古代建筑

景区联系：0998-2950196

门票：30元

交通：在市区乘坐20路公交车可直达景区。还可以从市区乘出租车，来回25元左右。

旅人网小提示：

据传乾隆的宠妃----容妃伊帕尔汗身上总有一股常有的沙枣花香，所以被称为香妃，传说她死后遗

体被运回家族陵园安葬，不过史料记载容妃53岁病逝。葬于河北清东陵裕妃园寝内。

   

4、其他景点

(图片由网友 @不说瞎话行么 提供)

1.喀什老城：位于喀什市中心，不少传统民居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是中国唯一的以伊斯兰文化为

特色的迷宫式城市街区。门票 30元（有四处在收费导游，其他还有很多原始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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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班超城：位于喀什市东南郊的盘橐城，又名班超城。门票 30元。

3.玉素普.哈斯.哈吉普墓：坐落在喀什市内体育路，占地965平方米。墓主是11世纪中期的维吾尔族

诗人、学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门票 30元。

4.慕士塔格峰：海拔7546米，位于阿克陶县与塔什库尔干县交界处，是著名的登山地点，也是从

喀什去红其拉甫口岸的必经之路。从喀什到红其拉甫的车会经过慕士塔格峰。没有门票。

5.奥依塔克："奥依塔克"是古突厥语，意思是"群山之中的一片洼地"。位于奥依塔克镇西部丛山之

中，距离阿克陶县城100多公里，距中巴公路仅20多公里，交通十分方便。门票 50元。

6.阿曼尼莎墓：阿曼尼莎是十五世纪杰出的维吾尔族女诗人，维吾尔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的

搜集、整理者。阿曼尼沙汗纪念陵构思巧妙，具有典型的伊斯兰建筑风格。门票 15元。

7.莫尔佛塔：位于喀什市东北约30公里处，是一座古代佛教遗迹，该塔始建于魏晋时代，距今已

有1000多年的历史。门票8元。

8.达瓦昆沙漠风景区：景区有面积2万多亩的天然流动湖泊水面,有200万沙漠环绕湖泊，可谓沙水

相依，碧波荡漾。门票 30元。

9.喀什天门大峡谷：峡谷断裂带全长约三十公里，峡谷内层峦叠嶂、蜿蜒曲折。门票不稳定，旺

季会涨价。

10.泽普金胡杨公园：综合“胡杨、水、绿洲、戈壁”四元素于一体的独特自然风貌。门票 20元。

11.乡村里组织观看刀郎文化表演：300元--500元（一场八节）。

12.参观农民画：10元。

主要旅游点大约海拔高度：

喀什市1300m

喀拉库勒湖3600m

苏巴什达坂4000m

塔什库尔干3200m

红其拉甫4800m

阿里地区平均4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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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喀什盘桓1-N天的11种旅游线路

1：喀什市区民族风情

时间：1日

路线：艾提尕尔大清真寺—香妃墓—中西亚国际大巴扎—老城—高台民居家访—班超城—维吾尔

艺人街—民族工艺品作—玉素普—哈斯—哈吉普墓—周日牛羊市场等。

特色：这条常规线路最能够体现当地的伊斯兰教民族风情和民族历史。走马观花的话无需一日。

其中老城，已经成为喀什的旅游名片，是民俗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它仍旧保持着独特的民族特色

。在征求同意后家访时，建议同他们聊天，在过程中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除了和猪有关话

题不要提外，其他的相互尊重的话题都可以聊。

2：帕米尔高原自然风光

时间：1日-3日或多日

路线：喀什市向西南—疏附县乌帕尔乡的墨汗穆德—喀什葛里墓—红山风景区—盖孜河谷—边检

站—古丝路盖孜驿站—高原柯尔克孜族牧民家访、布伦口风景区高原沙湖、白沙山—公格尔峰—

公格尔九别峰—喀拉库勒湖—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其中有一个204至登山大本营的徒步至冰

川的路线）—苏巴什达坂—塔合曼草原、温泉—塔什库尔干县—石头城、阿拉尔金草滩—原始质

朴的高原雄鹰塔吉克族家访—吉尔尕拉之达布达驿站—塔什库尔干河谷—红其拉普达坂—中巴界

碑(需在喀什市持有效身份证办理边防证方可进入此线；去界碑还需持身份证在塔县办理“前往界

碑通行单”每人10元）。

特色：极其壮美的高原雪山、冰川、湖泊、草地风光、让人感动的高原淳朴民族风情。新修优良

道路；夏季偶有泥石流。此线以7-10月时节最美。建议选择最佳时节，尽量选择日出和日落的晴

朗时间观看和拍摄最美的诗画般风光。

3：喀什-奥依塔格冰川、森林公园

时间：1日

特色：是一条常规线路。既可以一日往返；也可以包含在喀什--塔什库尔干的线路中。自然景观

以原始森林、冰峰雪岭、冰川瀑布为主，风景层次鲜明，号称西域第一生态景观。在夏季，有幸

可以观看到雪崩，可以徒步在黑冰川上。建议最好是安排在喀什--塔什库尔干的线路中，如果单

独喀什--奥依塔格往返一日游再安排喀什--塔什库尔干往返二日游的话，旅程有重复。如果只作喀

什--奥依塔克冰川一日游的话，另当别论。

4：喀什--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

时间：1日

特色：常规线路，途径疏勒县、岳普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区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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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行骑骆驼或马进沙漠、自驾刺激沙漠卡丁车、滑沙、游泳、拍摄沙漠日出日落等活动。也

是一个体验沙漠的好去处。

5：喀什--麦盖提刀郎文化村

时间：1日

线路：喀什—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千年胡杨王、古墓群—麦盖提—羊达克乡刀郎文化村—库

木库萨尔乡农民画。

特色：这是一条部分自助驴友所走的逐渐成为常规的路线，它是线路4的延伸，线路4和5可以合并

，但一日往返时间较紧。延伸部分极能体现维族民间原生态刀郎文化生活。原生态刀郎麦西来甫

、木卡姆、刀郎舞（劳动过程的形象化舞蹈），表演得淋漓尽致。建议喜欢深入了解民间文化旅

友去。

6：中国最西部第一村、西天山雅丹地貌，柯尔克孜民族风情

时间：1日

线路：由喀什向西—土尔尕特通商口—乌恰县—玉其塔什草原—西部第一乡（吉根乡）—海贝化

石山—西部第一村—伊尔克什斯坦通商口岸—西部第一哨（是与吉尔吉斯斯坦接壤的边界，现未

开通参观）。

特色：途中岔口还可进入天山山谷中的阿图什天门（需越野车），在中国最西部第一村，运气佳

的话可以拍摄到中国最后一缕晚霞。在西部第一乡，可以探寻最西部和汉族有渊源的、和汉族长

得极像的克尔柯孜族部落，极其原始淳朴。此线途中还有奇行怪状的各式迎风岩壁上的风蚀形成

的风蚀蘑菇和风蚀魔鬼山体、天山最西段雅丹地貌极其神奇壮美。去玉其塔什草原的话需2日。是

一条处女旅游线路，到达中国西部最尖端。 

7：市郊伊斯兰地区最后佛教遗址

时间：半日或1日

路线：喀什市—三仙洞—莫尔佛塔—罕若依古城。

特色：这是不常走的线路。体现古代佛教传入喀什的遗迹历史。建议合并在喀什一日常规线路一

起游览。建议在去之前多看有关方面的记载，以便验证。喜欢佛教的游客走的较多。

8：塔什库尔干县--公主堡--瓦罕古道

时间：1日

特色：非常规路线，是塔什库尔干--红其拉甫中途的延伸。途径著名的古丝路咽喉古道瓦罕走廊

。部分路段极其难走，几乎无车道，需越野车；由于时间和道路关系很少旅游者所能走。需经当

地达布达乡边防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方能进入。

9：塔什库尔干县--世外桃源大同乡往返塔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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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3-4日

线路：喀什--喀拉库勒湖--塔什库尔干--库克西力克乡--大同乡--莎车县--喀什市

特色：是一条非常规路线。极其神秘美丽的旅游处女地。盛产各种玉石，高原江南风光。沿途游

览如同蓝宝石般色彩的塔什库尔干河（色彩盛夏除外），走访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塔吉克原始部落

民族风情。此线是很多旅行者的愿望，由于道路和时间等原因很少旅行者所能走。建议在高原春

暖花开时节去。路况极差，必须越野车。

10：喀什--莎车--麦盖提--泽普--巴楚喀什

时间：2-3日

线路：喀什—英吉沙（刀厂、巴扎）—莎车（阿曼尼莎陵墓）—麦盖提（刀朗文化村--刀郎农民

画）—泽普（金胡杨风景区）—巴楚（夏河胡杨林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连片规模最大的原始

野生胡杨林）—喀什天门大峡谷（被授予“世界地质公园”称号）—阿图什—喀什。

特色：这是少部分自助驴友所走新线路。其特点是更能深刻了解维族民俗及叶尔羌河流域的胡杨

风景，金黄色胡杨林在10月下旬-11月初最美。是部分时间充足驴友的走法。部分路线包含在喀什

至和田的线路中。部分又包含在喀什至阿克苏的315国道中。

11：喀什--阿图什--阿合其往返

时间：2日

线路：喀什—柯尔克孜自治州—托什干河谷—非物质口头文化遗产民族史诗“玛纳斯”之乡：哈

拉布拉克乡—猎鹰之乡—阿合其县。

特色：此线属于原始处女线路，沿途欣赏春秋冬季宝石蓝色美丽的托什干河谷风光，走访山谷中

原始柯尔克孜民族神秘风情，观看玛纳斯口述表演，了解训鹰之家的训鹰养家故事。

12：喀什--阿里的新藏线

时间：多日

线路：喀什—叶城—库地—三十里营房—班公湖—狮泉河—扎达土林—古格王城—岗仁波齐—玛

旁雍措—普兰—狮泉河—喀什。

特色：此线属于世界屋脊极其艰苦的旅游路线，是旅友征服艰难，超越自我的旅游体验路线。沿

途风景极其壮观美丽，是很多旅友终极征服的旅游目的地，路况极差，全程需要性能优良的越野

车和熟悉路线、驾驶技术良好的司机师傅方可实现。建议具备一定身体素质旅友所去。 

以上旅行线路，选择游走经典常规线路的旅友较多，其他较少。每条路线也可单走。由喀什出发

，线路可延伸。由315国道至和田再穿越沙漠公路至库车、库尔勒、吐鲁番、乌鲁木齐等，或喀什

由314国道至阿克苏、库车、库尔勒再翻越天山至巴音布鲁克、伊犁、塞里木湖、喀纳斯、乌鲁木

齐。或者由喀什至叶城走219国道攀越昆仑山至西藏阿里、拉萨等。

旅游小提示：

高原须带高原反应药品〈红景天，丹参片，高原安，消炎止痛药，感冒药，补充能量药、肠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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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氧气；高原紫外线较强，需带防晒品；新疆普遍干燥需有润唇膏；高原昼夜温差大，需带足

够御寒衣物。年龄到达60岁以上或身体有不利于高原疾病的驴友最好不要超过4000m的高度。在

高海拔地带最好不要剧烈远动。

景点间里程：

喀什—奥依塔克123Km；

奥依塔克—314国道红山风景区路口35Km。

喀什—英吉沙68Km；

喀什—莎车198Km；

喀什—泽普金胡杨公园280Km；

莎车—巴楚220Km；

夏河胡杨林--巴楚120Km，

巴楚—喀什市271Km。

喀什—达瓦昆沙漠风景区125Km；

喀什—麦盖提180Km。

喀什--喀拉库勒湖196Km；（可一日往返）。

喀拉库勒湖--塔什库尔干100Km；

塔什库尔干--红其拉甫126Km；

喀什市--塔什库尔干298Km（可二日往返）；

喀什向东--莫尔佛塔38Km。

喀什向北--三仙洞25Km。

红其拉甫--喀什市423Km。

喀什市--红其拉甫--喀什市全程850Km。

加上各个景点内部的车程近900Km。现在道路路况良好，整个行程可二日往返，但行程较紧。建

议爱好摄影者三日或多日最好，有可以灵活机动的时间。可以选择最佳时间最佳角度拍摄到最美

风光人文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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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喀什住在哪儿

市内有将近60家宾馆。08年又新增了近20家。档次2—3星级最多。最好的4星级、2星级的标准间

，价格一般大约在60—120元不等，3星级的标准间在100—180元不等，4星级价格在200—400元。

标准间都设空调、电话、有线电视、24小时热水等，建议一般的旅友入住2—3星级，均可满足需

求。

       喀什市区以外的地方住宿不是很方便，有些地方没有宾馆或招待所，甚至没有居民

，所以一定要带好野外露营帐篷。 

 

喀什市瑞达宾馆

地址：喀什市机场路431号（迎宾大道入口处）

联系：0998-2926619

价格：标准间 70元/间

喀什丝路青年旅舍（引路者俱乐部）

地址：喀什市汇城小区27号楼2单元101

联系：0998-2869997 2619306 http://www.kashioutdoor.com/

价格：四人间 25元/床

新疆喀什色满宾馆

地址：喀什市色满路337号

联系：0998-2582129

价格：普通间 60元/间

新疆喀什噶尔宾馆

地址：新疆喀什市塔吾古孜路57号

联系：0998-2652368

价格：标准间 160元/间

喀什天南饭店

地址：新疆喀什市人民东路272号（老客运站对面）

联系：0998-2832866

价格：标准间 100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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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宾馆

地址：喀什市人民西路239号（环疆商贸城右侧）

联系：0998-2822378

价格：标准间 80元/间

喀什其尼瓦克宾馆

地址：新疆喀什市色满路144号

联系：0998-2980671

价格：标准间 70元/间

塔西南邦臣酒店（塔里木石油邦臣酒店）

地址：新疆喀什市色满路242号

联系：0998-2586888 http://www.baronytxnhotels.com/

价格：普通两人间 60元/间

新疆喀什三运宾馆

地址：新疆喀什市健康路106号

联系：0998-2538888

价格：标准间 100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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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喀什的美食

 (图片由网友 @不说瞎话行么 提供)

 烤肉当前 

       新疆的烤肉相当的大气，通常一串肉都有30厘米之长，羊肉也是大块的，绝不像南

方摊头上薄薄的那么几片小家子气，有心的老板还会在里面加上块羊肝和羊板油，也才一块钱这

般便宜。肉是专门腌制过的，裹上蛋清和许多的香料，烤肉的木材也最好是从沙漠里拣来的干透

了的树枝。当地人说，这样烤出来的肉才香，外酥内嫩，带着木头的清香。坐在摊子边上，闻着

孜然特有的香气和肉香，喝着红茶，满心期待着即将烤好的羊肉串，是一种雀跃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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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卖茶叶的小广告 提供)

       “另外，喀什的馕坑肉也是不容错过的。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到了喀什不吃馕

坑肉只能算白跑一趟。这话说得一点不错。馕坑肉的诀窍就在于用烤馕余下的炭火，将羊肉串或

羊排以至整只全羊吊挂在馕坑中，暗火慢烤，烤的时候，馕坑是封闭的，不仅肉香一点都不损失

，还带着烤馕的面香。打开馕坑的刹那，香气四溢。喀什最好的馕坑肉在艾提尕尔清真寺后面的

小路上，只要看着店门口排着的长龙，很容易就找到。

拉面殿后 

       在新疆有一说法，北吃抓饭，南吃拉面，所以，拉面自然成为喀什最著名的一道吃

食。维吾尔族的拉面做法和回族的完全不同，回族拉面通常汤面居多，即使是干拌面，也显得秀

气，一些细碎的羊肉或牛肉，再加点葱花。而维吾尔人的拉面就显得浓重多了，先将羊肉、西红

柿、洋葱等放入锅中爆炒；这边拉面师傅的面也不紧不慢地拉着，几番抻拉，一大把细长均匀的

面条就拉成下锅、过冷水，然后放入早就炒好的拌料盘子中，热乎乎地端上来。过了冷水的面，

就着浓浓的羊肉汤汁，拌在一起，吃起来十分的有劲道，柔韧滑爽。再叫上碗缸子肉，也就是清

炖羊肉，汤清肉鲜，还有几块新疆特有的黄萝卜点缀其中，一口面一口汤的，人间美味莫过这最

平凡简单的一顿饭了。

抓饭也美味 

      喀什最著名的维吾尔餐馆当数：色满宾馆附近的银提尕尔、地区文工团附近的白金和

东湖宾馆附近的欧尔达。抓饭作为新疆另一经典美食，好的馆子做起来也是很显功夫的。先将羊

肉放入油锅中炸到半熟，然后加入新疆特有的黄萝卜和洋葱翻炒，最后加入大米和水焖煮。待到

吃时，再将锅底的羊肉翻搅至米饭当中。还没到喀什，朋友就在电话里直嚷嚷，一定要去银提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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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吃抓饭，我慕名前往，果然不负所望。通常，南疆人在早上吃抓饭，所以特地起了个大早，银

提尕尔里已经是人声沸沸。照着朋友的推荐，先来上一份酸奶，厚实的陶碗拌着白糖，浓得化不

开的奶香啊！不一会，抓饭就来了，但连我这样的吃货，一看还是被吓一跳！满满的一大盘饭上

居然还有块硕大的羊肉，才5块钱，又是便宜得惊人。而这羊肉没有半点膻腻之味，只有满口的鲜

甜。

独门羊羔肉 

       在常规的美食后面，总有些独门美味是常人无法触及的，比如喀什的羊羔肉。作为

一个优质的吃客，寻觅美食要像侦探一样敏锐。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问当地的老乡。

        买买提�艾里羊羔肉店是一个在小巷子里的店，若不是维吾尔族师傅带路，是万

万找不到的。羊羔肉算是贵的，一公斤要35元，但吃过后，我还是觉得非常的超值！店门口，一

个类似蒸笼的器皿里放着羊羔肉，店家熟练地抄起肉剁下几块，放在铺有薄馕的盘子中。最后(注

意，这个是精髓！)再从底下的锅中舀勺蒸肉滤出的肉汁浇在上面，⋯⋯美味得简直无法言喻。 

       另外，如果作为匆匆而过的旅行者，推荐一个一站式的吃法，就是到喀什西郊的喀

什噶尔民族风情园，那里有比较密集的喀什美食，也是个好选择。

巴扎上觅小吃 

       喀什的东门大巴扎，是南疆最大的集贸市场，有来自巴基斯坦的铜器、英吉沙的小

刀，喀什的织毯等等，小吃也是热闹的一道风景，这当然也是断断不容错过的。新鲜的无花果、

甜得弹牙的哈密瓜、香甜的烤南瓜、各类的干果，忙得我吃着找不到方向。最有趣的是街边那些

奇形怪状的像外太空机器的东西，仔细研究来，才发现原来都是榨石榴汁的器具。新疆的石榴，

个个巨大、汁多味甜，通过那奇怪的机器压榨出来的就是红红的石榴汁，精髓中的精髓啊！嘿嘿

，逛巴扎是每天在喀什必做的事情，喝石榴汁就成了每天逛巴扎必做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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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特立独行的狗 提供)

价格参考

馕：维吾尔主要食品，类似烤饼，便于储藏携带，食之健胃，可以热食也可凉食，其中品种很多

，有甜馕、咸馕、园扁馕、窝窝馕、肉囊等等。一般0.5元至2元一个。

拉面：（拉条子，最常吃的食物），也称凉面、拌面，一种炒菜拌和手拉面条的面食。视其做法

不同，价格一般半碗3.5元；一碗5—10元。其碗特大，一碗即可食饱。

烤肉类：是用上好的羊肉用木炭烤制而成。一般有烤羊肉串、馕坑肉、架子肉、烤全羊等。味道

十分鲜美且热量高营养丰富。羊肉串一串价格在1元—2.5--5元不等，馕坑肉一串在2.5元—5元，烤

全羊一般是65--75元/公斤不等

抓饭：一般使用优质新疆或东北大米和胡罗卜和羊肉或加之新疆干果等焖制而成。味道香营养高

，在家里或乡间仍然有以手抓食之。一份价格在9—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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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喀什特产

 (图片由网友 @不说瞎话行么 提供)

喀什瓜果

喀什素有瓜果之乡的美称。其中享有盛誉的有：伽师瓜（哈密瓜的一种），葡萄、石榴、核桃，

巴丹木，无花果，堪称一绝，还有桃、李、杏、梨、西瓜、苹果、酸梅等等，都是十分香美。并

制成各种干果；盛产季节价格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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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微臣有话不当讲 提供)

喀什民族工艺

喀什是维吾尔民族工艺品的发源地，其品种之多，无以胜数。最出名的有：英吉沙小刀，铜器，

地毯、丝毯。艾得来丝稠，玉石，民族乐器，各种装饰品，各种金银首饰等等，并且兼有中、西

亚各国工艺品。喀什位于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自古商贾云集。闲庭信步于富有民族特色的商贸

市场，可领略到幽默的商品交易情趣。其中小刀不准火车飞机携带，必须邮寄！购买英吉沙小刀

，喀什市内很多制作作坊，较实惠。

麦西来甫

麦西来甫是维吾尔语，意为“欢乐的广场歌舞聚会”之意，是维吾尔族民间流行的一种以歌舞和

民间娱乐融为一体的娱乐形式，以舞为主，配以歌唱，节奏明快，热情奔放。参加麦西莱甫的人

数不限，一般在节假日或傍晚休息时举行。人们聚集在一起，吹拉弹唱、表演杂技魔术、跳舞娱

乐，大家都可登场表演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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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喀什的麦西来甫

(图片由网友 @特立独行的狗 提供)

        麦西来甫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祭礼庆典活动，《魏书�高车传》称：“高宗

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

这种男女弹唱歌吟的活动在新疆库车、吐鲁番的千佛洞壁画中均有反映。11世纪成书的《突厥语

辞典》中称之为“索尔丘克”和“苏合迪克”的晚会和冬日欢聚，或为麦西来甫的雏形。麦西来

甫的内容大致包括音乐、舞蹈、歌唱、联句对歌、讲故事、说笑话、做游戏、即兴吟诵等。由于

麦西莱甫内容丰富多采，为人民群众普遍喜爱。长期以来，它对维吾尔族的文学艺术起着组织和

推动作用。

麦西来甫的主要内容

       麦西来甫是舞蹈、各种民间娱乐和风俗相结合的一种歌舞形式。它不仅丰富人们的

精神生活，而且具有传播艺术和道德风尚的社会作用。麦西来甫分为节日、野游、婚娶、轮流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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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等多种举办形式。内容一般分为三部分：乐曲舞蹈、娱乐游戏和惩罚行为不端者。

        乐曲舞蹈是以传统大型曲十二木卡姆为主，开始时一人独唱，接着几个人打起手

鼓，参加的人男女成双结对，翩翩起舞，舞蹈的动作不断变化，节秦越来越快，所有的人单独旋

转，直到疲乏或头晕退下，最后只下一、二人时达到高潮，他们便成了舞场上的佼佼者。这样，

一轮结束，一曲又起，反复几次 。

        接着开始娱乐游戏。其中较著名的游戏有抢“黛莱”（腰带）、献茶和民歌。“

黛莱”游戏动作敏捷，富有戏剧性，特别是在男女青年间进行，能成为表达成恋人间无法用语言

表达感情的一种手势。献茶和唱民歌也非常有趣，用一对盛水的小碗在全场中众手相传，每个递

碗接碗的人都要唱一首民歌或联句。如果传递动作出错或将水洒倒，都被“罚”唱或说一则笑话

。这种娱乐形式，要求参加麦西来甫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比娴熟的技巧和对答如流的才华，客

观上也起了繁荣民间文学的作用。有时说笑话也是娱乐形式中的一项，滑人物的诙谐言谈和动作

，博得人们的阵阵笑声，深受欢迎。

        麦西来甫的第三部分为惩罚不守道德规范和纪律的人，参加麦西来甫的人推选办

事公正无私、有威望的人担任“首领”和“法”为纪律执行人。他们有权对那些不经允许而离开

现场、无故迟到、舞中破坏秩序等违反纪律者进行“审讯”、“裁决”和“惩罚”，让其站在公

众中间，接受大家的质问和指责，然后由“法官”“判决”，实行惩罚。受惩罚者，或拿出食物

、水果等招待大家，或做种种令人发笑的游戏，如“做烤包子”、“雄鹰捉兔”、“榨油”、“

照相”、“两个老婆”，其间充满了喜剧色彩，受罚者也同样感到高兴。通过这种“惩罚”娱乐

，达到维护道德规范和纪律的目的。

麦西来甫的地域差异

        麦西来甫因地区不同，举行的内容、形式和规模都有差异。喀什、伊犁地区有同

行间轮流举行的麦西来甫、季节性野游麦西来甫、少女少妇举行的麦西来甫等。在南疆的麦盖堤

县还有“节日麦西来甫”、“婚娶麦西来甫”、“邀请麦西来甫”、“道歉麦西来甫”等等。新

疆各地的麦西来甫，各有不同的地方特色，其中以喀什地区麦盖提县一带的“刀郎麦西来甫”最

负盛名。

        麦西来甫历史悠久。据记载，古代突厥人有一种晚会和冬天轮流举办宴会的风习

，称为“索尔丘克”和“苏合迪提”。史学家认为，现在的麦西来甫是由这些古老的仪式和风俗

演变而来。

                                               28 / 31



�������

喀什：谜一样的古城
  

十、喀什旅行小贴士

      喀什的最佳旅游时间是每年的8、9月。喀什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差异较大。其中，喀

什市属于平原气候区，四季分明，夏长冬短，年平均气温为11.5oC左右。每年的8月和9月之际，

气候温和，瓜果成熟，极适宜观光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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