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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怒江：怒江大峡谷——风景总在途中

怒江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之一，又称潞江，上游藏语叫“那曲河”。怒江进入云南境内以后，

怒江便奔流在碧罗雪山与高黎贡山之间。

怒江州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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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由北向南最先流经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怒江州）全境。怒江州是一条狭长的地带，辖下有泸

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和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四个县，州府设在泸水县六库镇

，主要的风光都集中在怒江大峡谷两岸。

怒江第一湾(图片由网友 @wendylala 提供)

有“东方大峡谷”美誉的怒江大峡谷位于怒江州境内，全长316千米，因落差大，水急滩高，有“

一滩接一滩，一滩高十丈”的说法，十分壮观。两岸多危崖，又有“水无不怒古，山有欲飞峰”

之称。怒江大峡谷群峰雄峙，横亘千里，沿江急流、险滩、溪流、瀑布、翠竹绿林，云雾拥山，

景色壮丽。

最佳旅游时间

怒江最佳旅行时间是冬季。江水静碧，气候入春，少数民族节日也多。

提示：6-9月是怒江的雨季，不便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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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怒江旅行最棒体验

   

1、民族风情的澡塘会 让你面红耳赤心跳加速

(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每年春节期间举行的春浴节（即澡堂会）是峡谷内最热闹、最有风情的节日之一。当地的居民举

家前往怒江岸边有温泉的地方，搭蓬落脚泡温泉。洗去一年的辛劳和迎接新一年的吉祥。澡塘会

中首推登埂河澡塘会和玛布河澡塘会。这里的澡堂会更自然、更民族、更传统。没有遮拦，男女

共浴。泡澡者同卧一泓，敬老让幼，互聊家常，时时传来一阵阵欢笑，其乐融融。即使你是一名

男性摄影师，也不必担心你的“无意”闯入，女人们反而依仗人多势众，对你高声调侃起哄，搞

得你往往面红耳赤，手足无措。

提示：一般在正月初二至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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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惊险刺激怒江溜索 挑战你的胆量

(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整个人被吊在一根晃晃悠悠的钢索上，下面则是翻滚而去的江水，你想过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吗？

怒江溜索就在你的眼前上演了这惊险刺激的一幕，这是世界上最窄和最需要胆量过的桥。当地人

用背包带兜住腿根儿与腰部，在身前打个结，再用一个带钢勾的滑轮，将自己整个吊在钢索的一

端，然后就抱着孩子或拎着麻袋向对岸溜去。顽皮的孩子甚至还头朝下、腿朝上地在半空中表演

起“特技”。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也可以体会一下江水在自己身下滚滚而去惊心动魄。

提示：

溜索虽然在公路边，但是观看溜索也要碰运气，若逢集镇的街子天，不妨打听一下附近的溜索在

哪里，在老乡进镇或者返家的时间，在溜索边守候。可以花二三十元让一个老乡带着溜一次。

   

3、上刀山下火海 此情此景怎能叫人不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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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刀山(图片由网友 @wendylala 提供)

傈僳族的阔时节每年公历的12月20日到22日举行，届时可以欣赏到最正宗的“上刀山下火海”的

传统绝技表演。傈僳小伙用赤脚在用木杆和砍刀做成的“刀梯”上蹿上蹿下和在燃烧的炭火上着

实的走过， 脚却可以毫发无损。如此让人胆战心惊的表演叫观看者无不惊叹之神奇。

   

4、废城知子罗 探寻那段往事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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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知子罗曾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但因为山体滑坡的威胁，州府迁至交通更为便利的

六库，而这座群山环抱的山城也被永远定格在了1986年，仿佛一段迷幻的城市记忆耐人寻味。

   

5、怒江之行 听天籁梵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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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沿六库一路北上，一座接一座的教堂是怒江峡谷中最别致的风景。信徒们是当地的各族居民，他

们用各自的民族语言和独特的多声部和音方式歌颂天主，赞美耶稣，如此的专注、虔诚，闭目倾

心聆听，仿佛天籁之音。

提示：在百花岭教堂、老姆登教堂、重丁天主教堂可以听到四部合唱。

   

6、另类美女 独龙江纹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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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纹身在当今的社会之中，绝不是什么再会令人唏嘘惊讶的事情，而更是一种时尚个性的彰显。可

是你能想象在整个面部都纹上图案吗？在独龙江就有这样一群将面部都纹有图案的女性被称为纹

面女。但是现在纹面女性仅剩下约60人，而且平均年龄已高达70余岁。所以赶紧在纹面女消失之

前来独龙江，看看世上的另类美女。

   

7、驼峰航线 那战火弥漫的往昔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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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峰航线的C-46   (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驼峰航线是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开辟的一条重要的抗战航空战线，也是世界航空史上最惨烈的

一条“死亡战线”。其间共有609架飞机坠毁，至今仍有许多坠机残骸散落在高黎贡山一带。 在

中国抗日航空烈士的三十块纪念碑的碑面上，一共刻着三千三百个烈士的名字，其中有二千二百

个美国人，这些年轻的美国飞行员，把他们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中国的天空。当我们游览这条航线

时，我们应该记住这些年轻的飞行员们为我们国家的抗日战争所做做出的无私奉献。

提示：从六库到片马参观驼峰航线飞机残骸，可以在华天商贸城广场乘面的（30元）。

   

8、雾里村，聆听茶马古道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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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wendylala 提供)

雾里村的怒江峡谷沿线，有一段保存完好的茶马古道。这段古道开凿在悬崖峭壁上，宽约一米，

高约两米，通往西藏察隅地区，是当年马帮进藏必经之路。行走在悬崖峭壁之间，崖下便是滚滚

的怒江水，感受茶马古道路上曾经的艰辛，似乎又可以听到千百年来马帮里传来的清脆的铃铛声

。

提示：

导演田壮壮拍摄的纪录片《德拉姆》，对从丙中洛到察瓦龙的这段茶马古道进行了详尽的描绘。

   

9、喝了同心酒 友情天长地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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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同心酒是傈僳族待客的最高礼节，当远方的客人到来时，主人会端着美酒，唱起祝酒歌。见面的

酒为三杯，第一杯“交杯酒”意为从今以后就是朋友；第二杯“拥抱酒”意为朋友之间亲善、友

爱和真诚；第三杯“同心酒”意为今后齐心协力，同心同德。饮酒不分男女，脸贴脸，嘴挨嘴，

让酒同时流入主客口中。所以即使你是毫无酒量，也不必估计，因为这酒是情，走遍天涯海角都

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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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怒江景点

来怒江州旅游，一般沿州府六库一路北上。怒江大峡谷的风景都在路山，无论是景点本身还是这

一路的寻景的过程，都使旅程别具意义。

1、百花岭教堂

六库往南16公里的百花岭村，因其教堂的四部合唱而著名，已经成为旅游的必游之地。

费用：白天每位歌手20元（当然歌手越多效果越好，一般唱五首名曲），晚上按每位游客20元收

费（10位游客起）。

交通：在华天商贸城乘坐上江、芒宽方向的营运面的，百花岭下车（5元），基督教堂在公路上方

200米处的村子里。

提示：

背包客可以在周日早、中、晚（大致8点、12点、18点），以及周三、周六晚上，教堂的礼拜时间

去，也能听到四声部的合唱（免费，自愿捐赠，教堂入口处摆着捐赠箱）。但是曲目不如收费演

出那么集中。通常，周日中午时礼拜人数最多的，那时的合唱最有气势。

2、老虎跳

 (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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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跳在傈僳语中称为腊马登。怒江在此骤然收窄，江中多巨石，水流湍急，传说中的老虎曾在

这里跳过怒江。可以在老虎跳吊桥往北走，有一条500米长的沿江游步道（免费），漫步步道感受

怒江的雄壮。

门票：免费

提示：若是时间有限，坐车可以远眺江中巨石。

3、飞来石 

(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飞来石是一座天然磐石上立着的一块巨石。1983年深夜，巨石从山上滚落，在磐石处自然挺住，

没有伤及人员。据民间传说磐石和巨石是一对恋人，彼此相依。

门票：免费

位置：福贡县匹河镇南2公里（公路西侧）。

交通：匹河到飞来石坐三轮车单程3元。

4、老姆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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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wendylala 提供)

怒江峡谷中最大的一座教堂，可以容纳500人，教堂没有哥特式的尖塔，没有高升的穹顶，没有万

花筒般的玻璃彩窗，也没有管风琴、钢琴之类的乐器。只有极其简单的布置，青砖墙、红漆圆拱

木窗、白铁皮屋顶、长条凳，就连正中间的红十字也只是用红纸剪好贴上去的，正因如此更显出

人们信仰的淳朴、虔诚。

交通：教堂所在的老姆登村不通班车，从匹河包车到老姆登，机动三轮车单程40-50元；农用车单

程100元（老姆登和知子罗有几辆农用车，经常在早上载村民去福贡县，下午一两点返回，匹河—

—老姆登10元；福贡——老姆登25元，时间不太确定，可在三岔口等，或者通过民宿主人联系司

机。每周四匹河赶集，当天下午有不少匹河返回老姆登的车。）。

住宿：1）怒苏里农家乐（0886-3419156，铺20元，包食宿每天50元/人）可以为你安排周边徒步的

向导和背夫（向导约100元/天，背夫约50元/天）。从教堂门口沿水渠边小路往上走三分钟左手边

即是；2）怒家草屋（0886-3418218，铺30元，包食宿每天50元/人）村中条件最好的住处，站在教

堂门口可以望见房子，从怒苏里往上走两分钟便是。

提示：

1）在教堂的礼拜（周三晚、周六晚、周日早中晚）可以听到教众们的四声部演唱；2）从匹河徒

步到老姆登上坡路需要两个多小时，下坡路需要一个多小时，里程不到公路的一半——因多次穿

过公路，取的是相对直线，需要很好的找路能力，最好跟村民结伴同行；3）可探访高山茶场（电

话：13988616651，提供食宿，车程8公里）；4）徒步爱好者可以到七莲湖（一个高山湖，来回需

要三天，最好的季节是七八月份，但尽量避免雨天前往）；也可以翻越碧罗雪山到达澜沧江的营

盘（单程两天的安排）两条线路都需要向导和露营装备。

5、知子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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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子罗曾是怒江州府，但因有发生泥石流的危险，在1986年居住人员全部迁出，因此建筑和格局

仍是当时的样子，时间仿佛定格于此，到此游览可以感受八十年代的怀旧气息。知子罗唯一收费

的景点是八角楼（10元）可以登高望江，此楼原是县图书馆、文化馆。

6、石月亮 

(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高黎贡山中间的一座岩峰有一个大理石岩溶蚀而形成的穿洞。透过洞口可以窥见西边明亮的天空

，远远望去，恰似一轮明月高悬天空。对于石月亮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江中龙女为与一凡间青

年结合触怒了龙王。龙王掀动狂涛，二人驾舟随波而逃，被一陡峭的岩峰挡住了去路。机灵的龙

女抽出了神弓神箭，朝着岩峰射出一个大洞，从洞里飘然而去。从此便有了这个神奇的石月亮，

也从此有了世间的人类。”

位置：福贡县利沙底（石月亮乡）南七八公里的公路边

提示：

如果你需要歇歇脚，可以到观月台（利沙底往南约7公里），这里是观赏石月亮的较佳位置。

住宿：石月亮民族文化山庄（观月台下面，电话13988673156，饮料5元起，普间50元）有个竹木搭

起的临江茶楼，可以坐着观赏石月亮。这里的住宿更有亲近自然感，但是房间只有5间；观月小吃

（观月台往上走，房间20元）提供简单的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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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丙中洛——人神共居的地方

丙中洛在贡山县城往北45公里，是怒江大峡谷中绝不能错过的景致。如果说怒江大峡谷的景致是

磅礴壮美，那么这里则是婉约清秀。怒、傈僳、藏等民族杂居，天主教、藏传佛教等多宗教并存

。这里的如世外桃源般的美景，似乎是受到了神的眷顾，难怪这里被称为“人神共居的地方”

丙中洛的镇子就是一条大街，南北长约500米，客栈、餐饮等设施分布在大街两侧。班车一般会停

在大街中段的乡政府门口，从这里往北走几步有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往右是通往重丁（2.5公里

）、秋那桶（18公里）的公路。

提示：

1）贡山县城到丙中洛的公路沿着怒江西岸，快到双拉吊桥的位置（离丙中洛还有9.5公里），有

一个拦路的门票点（门票100元/人）；2）在丙中洛遇到相关的旅游问题，可以打电话到贡山县旅

游局（0886-3512250）咨询。

   

1、景点

怒江第一湾 

(图片由网友 @wendylala 提供)

怒江第一湾是怒江大峡谷的标志性景观。怒江流经云南贡山县丙中洛乡日丹村附近，江水的流向

从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流出300余米后，又被丹拉大山挡住去路，只好再次调头由西向东急转

，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半圆形大湾，为怒江第一湾。从山顶俯瞰怒江第一湾全景，则让人惊叹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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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造化的神奇。怒江第一湾中心的村子叫坎桶村。这里风光绮丽，构成三面环水的半岛状小平原

。四周由于景物宜人，对外界很有吸引力，每到农闲季节或民族节假日，三五成九的人便到这里

泛舟过溜，对歌起舞，有情的恋人则潜入沿江两岸的密林中互诉衷肠。坎桶村处处是田园风光。

这一峡谷中少有的山间奇景，怒江人称它是峡谷的一颗绿色宝石。

在丙中洛和怒江第一湾之间，还有一个形似第一湾的小湾——桃花岛，因广种桃树而得名。岛上

有个小村叫扎拉桶村，该村至今还保留着桃花节民俗。有座小桥跨过怒江将扎拉桶村与外界相连

。

贡当神山

是丙中洛周围的十座神山之一，攀登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山上有两个观景台，是俯瞰丙中洛全景

和怒江第一湾的绝佳处。对摄影爱好者这里会有吸引力。

提示：

1）包车可沿盘山的土路上去，也可以徒步捷径攀登；2）拍摄怒江第一湾的最佳时间是下午，太

阳西下会带来东岸光影的变化。

石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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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石门关两边峭壁如刀削一般，似两扇坚实的大门伟然巍然屹立于怒江两则。谷底丛林深处，一条

小路依稀可见，这便是怒江州通往西藏的人马驿道。路边修建了观景台。

   

2、丙中洛周边的美丽村落

丙中洛的秋那桶一线是来怒江旅游不可错过的，沿途可以欣赏峡谷风光和几个美丽的小村落。丙

中洛到秋那桶公路18里，可以安排半天到一天的行程，主要取决于你是包车、骑自行车还是徒步

。

提示：

丙中洛到秋那桶的游览顺序一般是，重丁——石门关——四季桶——雾里——尼大当——秋那桶

。

重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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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丁天主教堂(图片由网友  @谈笑天 提供)

重丁在丙中洛往东2.5公里，是丙中洛以外的最大的旅客集散地。这里最亮丽的风景应该是重丁天

主教堂——一幢白色欧式建筑，在峡谷深处里，教堂独显魅力。恍惚中，仿佛置身于法国乡村⋯

⋯黄昏的晚祷，四声部无伴奏合唱与炊烟一起，飘荡在雪峰，江水与田野之间。

提示：教堂的钥匙由丁大妈保管，如果要参观的话，每人收费5元。

住宿：村里提供简易床位（20-30元/床），一般公用卫生间和浴室，在主人家搭伙或点餐。接待

能力最强的是丁大妈家（0886-3581144，铺25元）；怒园农家（0886-3581141，铺25元）；佳旺农

家（0886-3581241，铺25元）

四季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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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谈笑天 提供)

四季桶依山傍水住着十来户人家，绿油油的农田间插着一座可爱的小木屋，原木屋顶上升起袅袅

的白色的炊烟，屋旁是山涧流下来的溪水，丰沛，清澈，纯净⋯⋯

雾里

又名翁里、伍里。地处石门关以外到秋那桶桥之间、怒江以东坡上的一个很美村落，是丙中洛背

后的曲径通幽之处。对于这个小村，“瑞士田园风光”是最常用的形容词。房屋、树木稀疏有致

地分布在田野里，如风景画一样。电影《车票》中的女主角曾雨桐是被遗弃的女孩，最后她就是

在宛若世外桃源般的雾里村重新寻回母爱的。村往北还有一段凿于悬崖峭壁的茶马古道，是雾里

村人出村的唯一通道。

尼大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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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钱勇 提供)

尼大当又名尼打丹，是秋那桶的村委会所在地，离真正的秋那桶还有5公里，这里住宿条件相对较

好。在这里前行2公里，经过一座跨怒江支流（秋那桶河）的公路桥，公路分岔了，往右侧沿沟箐

上山的公路是去秋那桶。

秋那桶

秋那桶是丙中洛之行的最后一站（其实也可以说是怒江州之行的最后一站）。秋那桶可以说是沿

路走来这几个村落中风景最美的。正是因为交通的不便利，才让这个村子没有收到太多外界的打

扰，才让这里的景致那么的原始自然，置身其中似乎心也一下子的纯净了许多，一切都是那么的

简单轻松，人生有时也许越是简单越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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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龙江峡谷——原始神秘的处女地

独龙江河谷原始而神秘，每年有长达6个月的时间被大雪阻断，与世隔绝。峡谷中保留着完好的原

始生态环境，蕴藏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被称为“野生植物天然博物馆”，是我国原始生态保存最

完整的区域之一。 这里的居民主要是独龙族人，独龙纹面女是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正是这里

的独特的原始风貌，成了越来越多的徒步爱好者的向往之地。

独龙江徒步  

独龙江徒步图
沿着20世纪60年代修通的人马驿道（65公里），从贡山到巴坡村约需3天的不行，穿越原始森林、

翻越南磨王山垭口（384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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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适合时间：5月初至6月中旬，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是比较适合徒步的季节。

提示：

1）、每年12月至来年5月大雪封山，多龙江与外界隔绝；6-9月虽无封山，但是却是雨季。2）、

贡山县旅游局（0886-3512285）可以咨询相关信息，工作人员还可以帮助联系向导、背夫和马匹。

住宿：孔当的高校长家、李校长家均接待住宿（铺20元），其他村落需要向当地的老乡家借宿。

交通：贡山—孔当公路，路况差且经常被塌方阻断，贡山县到孔当96公里，越野车约需要7个小时

，大卡车约需要9个小时（没有塌方阻路的正常速度）。每年5、6月雪化开山后可以搭乘向多龙江

运送物资的车，卡车在贡山县城主街北端，挡风玻璃里有“独龙江”牌子，一般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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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怒江徒步

怒江峡谷被高山所挟持，交通不便，倒因此成就了不少风光优美的徒步线路。

1、迪麻洛（徒步碧罗雪山）

徒步翻越碧罗雪山，到达澜沧江边的维西县境，沿途的风光壮美，也避免了怒江大峡谷的回头路

。最知名的两条翻越线路是以迪麻洛为起点，北线到永支村，南线到茨中村，路程差不多，体力

强的2天左右完成，差一些的4天左右完成。

提示：1）、在迪麻洛有一个叫阿洛的向导，徒步的相关事宜及准备可以找他帮忙解决。

2、老姆登——知子罗

从老姆登到知子罗可以算是最轻松的徒步线路，小路步行半个小时。

老姆登——营盘

翻越碧罗雪山到达澜沧江的营盘（单程两天的安排）。需要向导和露营装备。

3、老姆登——七莲湖

七莲湖是一个高山湖，来回需要三天，最好的季节是七八月份，但尽量避免雨天前往。需要向导

和露营装备。

4、片马——听命湖

听命湖在片马东北方向，是高黎贡山上的一个高山湖泊，被原始森林环抱，据说只要在湖边大喊

就会下雨。从片马镇徒步上到听命湖，单程需要10个小时，来回一般般作三天的安排。

提示：

每年只有春秋的短暂时间适合去，向导、露营装备是必须的，如果可以最好在当地的镇政府或派

出所备个案。

5、兰坪罗古箐——丽江

罗古箐是老君山西坡的一个景区，暂不收门票。景区以峡谷、高山草甸、丹霞地貌为特色。在罗

古箐徒步到老君山山顶的大羊场（一处高山草甸），单程需要2天左右，自带露营装备。从大羊场

可以徒步到丽江的黎明景区。

提示：

罗古箐入口在罗古箐山庄（13618869668，标间60元，铺20元）；上庄包车到大羊场单程250元。

交通：兰坪县客运站位于县城北部，有发往六库的班车（6：30-12：30每小时一趟，51元，6-7小

时）。

6、独龙江徒步

沿着20世纪60年代修通的人马驿道（65公里），从贡山到巴坡村约需3天的不行，穿越原始森林、

翻越南磨王山垭口（3842米）。

7、丙中洛——西藏

在丙中洛沿茶马古道至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

徒步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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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海拔户外徒步需要有很好的体力，可以多准备一下高热量食品，比如巧克力等。

2、高原气候多变，要求带好雨具及防寒衣物（带抓绒的冲锋衣）

3、随身准备一些常用药品，比如肠胃，感冒等药品。

4、多民族聚集区，注意尊重当地民族习俗及宗教信仰，注重环保，妥善处理好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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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怒江交通

怒江大峡谷之行一般会在州府六库开始旅程，所有在交通方面也以六库做交通枢纽点。

   

1、航班

离六库最近的机场是保山机场，约3个小时的车程。

提示：保山到六库可以在新客运站乘班车（7：00-15：20,10班，31元，3-4小时）。

   

2、铁路

怒江州暂时没有火车到达，，可以选择乘坐班车到达。

   

3、公路

从昆明到六库有568公里，有三条线路可供选择：

第一条：昆明→保山→六库（昆明至保山可坐飞机）

提示：保山到六库可以在新客运站乘班车（7：00-15：20,10班，31元，3-4小时）

第二条：昆明→大理→六库（昆明至大理可乘飞机）

提示：大理到六库可以在下关客运站乘班车（每天13班班，57-78元，4.5-5.5小时）

第三条：昆明→六库

提示：昆明到六库可以在西部客运站乘班车（9：30、17：30、18：30、20：30，210元，10小时）

1、怒江州内交通

六库

六库有两个客运站，江东客运站（运营长途大巴和县内农村公交）和江西客运站（运营福贡、贡

山班车以及长途中巴）。两站统一管理，互售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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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86-3622426

提示：1）、两站之间可乘坐公交（绕城公交0.5元，其他公交1元）；出租车（5元）；2）、从六

库到丽江，通常选择在下关转车；3）、徒步者可以从大峡谷的北段翻越碧罗雪山，到澜沧江边，

再转车去丽江。

当地交通

1、有多条公交线路，连接江东和江西的绕城公交0.5元。乘坐出租车5元，夜里12点后10元。

2、华天商贸城的广场，是运营面的的集散地，到片马（30元）、古登（15元）、上江、芒宽等。

3、这里也可以包车，参考价每天300元起，大峡谷弯多路窄，要找有经验的司机。

福贡

福贡客运站

地址：石月街

电话：0886-341193

1、福贡去六库每天有十几趟直发班车，加上贡山发六库的进站过路车，大约20趟（6：30-16：00

，33元，4小时）。

2、福贡去贡山大多是六库发往贡山的过路班车，会在福贡客运站停靠，每天9趟（7：30-16：00

，30元，3.5小时）。

3、福贡客运站每天中午有2趟发往昆明的班车（12：30，13：00，202元，次日凌晨到达）；一趟

发往下关的班车（14：00，106元）。

石月街上也有运营的面的，发往北边的利沙地（石月亮乡，15元）和马吉（20元）。

贡山

贡山客运站

电话：0886-3511496

1、贡山发往六库的班车约9趟（6：10-11：00，58元，7-8小时）。

2、贡山发往福贡的班车（13：00,30元，3小时），但是有时会取消。

3、客运站往北的街边，还有不少营运的小面的，跑三区（普拉底）或者五区（捧当）的。

当地交通

出租车是公交性质的，白天2元/人，夜间5元/人，招手即停，城内都可以到（包括去江边的二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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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中洛

1、贡山和丙中洛之间的班车每50分钟一趟（10元），两边的末班车都是在下午6点。车程约50分

钟（贡山发车地点在客运站门前的大街上，不在客运站里；丙中洛发车地点在唯一的一条大街上

，很容易找到）。

2、丙中洛每天有2趟直达六库的班车（67元，车程8-9小时，淡季可能缩短为1趟），发车时间是

上午8点左右，在玉洞宾馆门前。

当地交通

街上有面的可以到秋那桶（10元/人）。

2、自驾

昆明出发 

昆明自驾线路图

昆明——安宁——楚雄——大理——保山——六库——富贡——贡山——丙中洛

成都出发

成都——会泽——六库——富贡——贡山——丙中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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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怒江住宿

六库住宿

江东的各种住宿较为集中，离各种服务设施近，比较方便。如果合适的住处都客满，可以去江西

看看。

说明：以下所列是淡季的价格，在旺季、重大节日及黄金周房价大约翻番。

提示：住宿尽量选择条件稍好的宾馆，很便宜的小旅舍人员较杂。

1、林萌宾馆

地址：六库人民路

电话：0886-3626188

价格：标间：80元

推荐理由：房间宽敞明亮，有空调，在江东客运站西大门的对面（这里容易客满）。

2、六库饭店

地址：六库穿城路

电话：0886-3620566

价格：普双/三：50/60元

推荐理由：装修虽然久了一些，但是是一家正规老店。在挂牌价的基础上还可以打个八折，普间

临街，带简易卫生间。

福贡住宿

石月街（福贡客运站在此街上）上住处较多，转车方便，不过装修大多偏旧。在上帕街可以找到

更好的宾馆，但主干道上来往车辆较多。

1、福熙宾馆

地址：石月街南侧

电话：0886-3411442

价格：标间：100/80元，折后60/50元，区别前者有地毯

推荐理由：跟客运站统一个楼，转车非常方便。

2、金谷酒店

地址：上帕街西侧，石月街街口往北走30米

电话：0886-3411688

价格：标间：168/188元，折后100/120元，区别后再有空调

推荐理由：住宿环境好，装修较新。

贡山住宿

1、拉木拉当青年旅舍

地址：客运站往南1公里，贡山一中对面，往下走30米

电话：15987307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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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铺30元

推荐理由：县城唯一的青年旅舍，有很大的停车场，高低铺，带锁的储物箱。走廊里关于旅游和

民族的图文展很不错。出门前记得和老板要个电话，因为这里晚上会锁门。

2、山丹饭店

地址：客运站对面

电话：0886-3511438

价格：普间：30-40元，标间：80-168元

推荐理由：装修很好。淡季可以打对折，附设的餐厅可以观赏怒江。

丙中洛住宿

丙洛中的客栈各有特色，交通和餐饮购物都很方便，黄金周的房价会翻番，房间紧俏，最好提前

预定。如果你不介意住宿条件又喜欢生态，可以住到村里，比如重丁、尼丹打、秋那桶。

1、德拉姆客栈

地址：从丙中洛十字路口往下（东）走50米，左手带院子的三层黄色小楼便是

电话：0886-3581239

价格：普间： 40元，标间：60元

推荐理由：客栈很有青年旅舍的氛围，免费用洗衣机，免费上网，楼顶天台有不错的风景。

2、边防客栈

地址：从丙中洛十字路口往上即往西走50米

电话：0886-3581239

价格：标间：130元

推荐理由：有巨大的场院，标间环境不错，2楼的标间还有机会望见嘎瓦嘎普雪山，打折后70-80

元（服务人员都穿着边防制服，给人一种边防大队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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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怒江餐饮

   

1、怒江美食

酸竹菜

酸竹菜是山里生长的一种青嫩的竹笋，夏初挖出，削皮切成片状晾晒成干菜（独龙语称“美皓”

），食前以热水浸泡，常用来炒肉食和做汤料，味鲜美爽口。制成的酸笋是将鲜笋剁碎，舂打至

绵软，密封在竹筒里，用芭蕉叶封口，放在有细小泉溪处淋滴，数天后发酵变酸，取出晾干做酸

竹汤，去暑解渴，是夏季适宜的汤食。

石板粑粑 

石板粑粑是贡山县独龙族、怒族的古老食品。古就古在石板当锅，摊入面浆烙制而成。成品香甜

适口，风味独具，营养丰富。

这种石板是在贡山县丙中洛乡青拉筒附近出的一种石板，火烧不坏，水浇不裂。把它当作锅，放

在火塘三脚架上烙粑粑吃，不用放油，粑粑也不会粘在石锅上，烙出来的粑粑特别泡，味道也特

别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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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油鸡

漆油鸡，肉香嫩、酥甜可口，傈僳族的传统美食。漆油漆树籽炸出的油，可以食用。把宰好的一

只鸡剔毛洗净切成小块，等投入锅中的漆油溶化烧沸后，将鸡肉置于锅中焖炒五六分钟，然后洒

入适量烧酒，配以八角、草果、食盐等佐科，加入适量的水，炖二三小时即可食用。

提示：

当地的餐馆均可以品尝到；有的人吃过会过敏，所以刚开始可以尝试的先少吃一些，确定自己是

否会出现过敏的反应。

簸箕饭

是只有在当地的傈僳族人家才可以吃到的传统食物。就是用煮熟的大米和苞谷，拌上青菜、洋芋

、蘑菇，再加上烤熟的鸡块、猪肉等，用大的竹箍箕盛上，吃的时候，以手代筷，抓起簸箕中的

食物，蘸着面前小碗里装着的由酱油、姜葱制成的佐料一起吃。

提示：这本是傈僳族人过年才有的美食，现在在有些地方也可以吃到。

肉酒、蛋酒

肉酒和蛋酒是怒族人喜好的一种高级滋补食品。怒语将肉酒和蛋酒称为“侠辣”和“巩辣”，译

成汉语就是“肉炒的酒”和“鸡蛋炒的酒”之意。其味道鲜美清香，甜辣适中，而且具有滋补身

体，健骨舒筋的特殊功效。

用鸡肉(用野鸡或其它兽类的瘦肉也行)为原料，先把肉砍剁成小碎块，在锅里放上酥油或菜油，

等油炼好后，把肉放进去，炒至又黄又脆时，稍退火，再倒上烧酒。酒的多少由吃饭的人多少为

度，然后盖上锅盖焖上五分钟左右，从锅里取出，连肉带酒一块吃。如果没有肉，用鸡蛋也行，

做法也一样，那就叫“巩辣”，意思是“炒鸡蛋酒”。

提示：

这道菜风味十分奇特，一是考酒量(这道菜的酒味很浓)，二是十分燥热，一不小心会有“痘痘”

的小烦恼。

琵琶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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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肉色泽油亮鲜红、肉味浓烈香鲜、把猪洗净除内脏剔骨。然后撒上用花椒、胡椒、草果、盐

等调制的佐料面，抹上烧酒。用线把刀口缝好。在猪耳朵里各塞上一个核桃，在猪鼻孔里也各插

一根能塞严鼻孔的小木棍。几天之后，取出木棍，灌一些盐水进去，再塞严木棍。同时在针线缝

合处涂上一些核桃油。如此反复数次后，就可放在火塘篾笆上熏或晾在房头，等到干后即成一具

完整的琵琶肉。一般情况下，头年制作的琵琶肉要到大年三十晚上才食用。

烤乳猪

烤乳猪是选用二至三月体重十五斤至三十斤的乳猪，将其杀死并褪去内脏肚杂之后涂上香油，整

个架在栗炭上面慢烤，边烤边撒辣椒、草果面、花椒等作料直至烤熟。烤熟的乳猪肉焦黄香嫩，

香脆可口。

老窝火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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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于泸水县的老窝乡，选用包谷、绿菜、野菜喂养出的土猪制成。先用磨盘轻轻地挤压刚宰下的

猪腿，将肉中的血水挤出，撒上花椒、辣椒面、花生面及酒，再浸泡三到五天后，放阴凉处凉晒

，存放的时间越长味道越鲜美。有的地方将火腿挂在灶膛上方，用烟熏，美其名曰“烟熏火腿”

。

   

2、就餐推荐

六库

华天商贸城里有几家清真牛肉和本地小吃店可以选择；百食鲜饮食城（穿城路）有十几家特色菜

馆，有一家叫傣香园的生意红火（素菜8元起，烤五花肉20元）；在江西沿公路往北，连绵两公里

内有不少餐馆。

双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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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桥园米线(图片由网友 @wendylala 提供)

云南老字号的过桥米线连锁店（人民路振兴路口；米线4元起；营业时间：7：30-21：00）。

德拉姆酒吧

带点藏式风格的装修，本地年轻人经常来的消费场所，大厅里有卡拉OK供顾客自娱自乐，有点酒

吧的氛围（穿城路，靠近向阳东路口；饮料6元起）。

福贡

客运站门口有客运小吃，对面还有一家拉面馆，很好的快餐选择，如果想吃炒菜，可以到上帕街

一带有不少小餐馆。

贡山

客运站往南，一直到峡谷大酒店，沿街餐馆很多。

峡谷印象饭店

店面很大，当地土菜较多（0886-3513186，街东侧，素菜6元起）。

老窝火腿点

一家小饭店，老窝火腿（小盘30元）必点的（素菜6元起）。

纹面独龙山庄

紧邻怒江，在江边建了几座独龙族样式的原始木屋，环境非常有特色（二区，素菜8元起）。即使

不用餐，在那里参观一下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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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中洛

三江源农家饭庄

从丙中洛十字路口往北50米，路右侧的大院便是（0886-3581025，素菜6元起）。

拉德姆酒吧

丙中洛唯一的酒吧，这里有山地自行车出租，也可以提供越野车包车（每天800元起），以及摄影

向导（0886-3581242，大街中段西侧，饮料8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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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怒江特产

竹叶菜

竹叶菜学名鹿药草，生长于海拔2200～3200米雪山上。竹叶菜是一种无污染的山珍野菜，含有丰

富的蛋白质、氨基酸、脂肪、多糖、苦味质、维生素及多种微量元素，是一种味道鲜美、爽滑嫩

脆、营养丰富的山珍美味。竹叶菜经开发加工已制成软包装保鲜竹叶菜、脱水竹叶菜、腌渍竹叶

菜、油焖竹叶菜、麻辣竹叶菜丝等产品，深受人们喜爱。

竹筒酒

竹筒酒是云南怒江具有奇特风味的酒品，由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一带独龙族同胞所酿制。竹筒

酒是独龙族男女老少都爱喝的传统饮料，还是青年男女订婚时的礼酒和盛大节日中的喜酒。竹筒

酒是用竹筒酿制而成，首先将竹子做成酒筒，然后把煮熟的小麦、大米或者高粱拌上酒基装进竹

筒内，存放七天之后竹筒酒就酿制好了。竹筒酒酒香扑鼻，口味醇和，回味悠长，独具特色。

竹筒茶

竹筒茶是云南怒江独具地方风味的特产茶品，由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一带怒族同胞所制。竹筒

茶的做法就是在特制的竹筒里逐次逐量地放进基本晒干了的茶树鲜叶，把竹筒放在火塘上边烘烤

边将茶叶舂压进去，直至茶叶舂满竹筒。竹筒茶饮用时需用陶壶煮饮，既有清纯的茶香，又有独

特的竹香，极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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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行程推荐

1、怒江四日游

第一天：六库

上午：在百花岭教堂听四声部合唱。

下午：到片马参观怒江驼峰航线纪念馆和片马纪念馆（在怒江驼峰航线纪念馆背后）。

住在六库

第二天：六库至福贡

观老虎跳、飞来石、老姆登教堂、废城知子罗。

住福贡

第三天：福贡至贡山、丙中洛

观石月亮、怒江第一湾、桃花岛、登贡当神山（根据自己实际时间安排）。

住丙中洛

第四天

游览丙中洛的美丽村落：重丁——石门关——四季桶——雾里——尼大当——秋那桶。（游览时

间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2、自驾车经典旅游线

D1，六库至知子罗、丙中洛，行程315公里，沿途观看怒江大峡谷风光、丙中洛美景；

D2，丙中洛至西藏茶瓦龙，行程110公里，观那恰洛大峡谷，西藏于热峡谷风光，藏民风情；

D3，返回贡山县城，行程165公里；

D4，贡山至六库，行程310公里，沿途到亚坪大自然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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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提示

1、在六库住宿睡前关好门窗，贵重的物品放在安全的位置，以防隔窗钩盗。

2、六库当地酒风较盛，半夜街头若是遇到酒醉之人，不要理会就可以了。

3、走访怒江大峡谷的村落，一定要谨防被狗咬伤，否则会因按期分次注射疫苗，而打乱这个旅行

计划。通常可以捡起石头砸过去（不一定要砸到），当狗显出怯意，人再慢慢经过或撤退，最好

的方法是进村前询问当地村民，若是有村民陪同，那就再好不过。

4、在拍摄上，大画幅机器和反转片为首选，以获得最佳的色彩还原和质感。镜头方面，广角和长

焦都有用武之地。雨后的早晨是拍摄怒江大峡谷的最佳时机，贡当神山的山坡，以及石门关附近

都是不错的拍摄点。多云的傍晚，往往会形成“集束光”，使照片有极强的立体感，要注意把握

拍摄机会。桃花的花期视天气而变化，每年都不一样，需事先联系，以免扑空。

5、怒江旅游实用信息

电话信息

怒江州旅游局：0886-3624247 3888918

怒江州旅游投诉：96927

泸水县旅游局：0886-3629031

泸水县旅游服务中心：0886-8883800

贡山县旅游局：0886-3512250

福贡县旅游局：0886-3413875

兰坪县旅游局：0886-3211476

怒江交通运输集团公司：0886-362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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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怒江旅游弦外话

如果修建怒江大坝，怒江峡谷的面貌将发生巨大改变，预计贡山县城将淹入库底，很可能成为新

县城的丙中洛的田园风光也会大打折扣；许多的激流险滩，将被高峡平湖取代；如果那些江边的

温泉被淹没了，富有民俗特色的澡堂会还会举办吗？要想领略怒江峡谷原生态风光的旅行者，要

趁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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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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