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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挝 东南亚的秘境之国

　

　　一向对世界不吝胸怀的东南亚为自己偷偷留了一处秘境——老挝。一个安静，和缓，从容的

国家。即使在人群密集的市场，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气质。在这里才会发现，我们平时说话的

语调，原来还是如同咆哮。

　　老挝人用这种语调，向你描述这个古老的国度，它可能没有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标志性景观

，既不曾有吴哥那样的大手笔，也没有普吉、苏梅那样的天堂海岛。这个狭长的国度，就像一幅

形容模糊的水彩画，景也淡淡，人也淡淡。

　　但这或许正是它的幸运之处，未曾站在风口浪尖，就未引来大批团队客，也就因此保留了东

南亚原味，如奔流不息的湄公河，肆意蔓延的野草古树，于粗犷中自有一股笨拙的温柔情意，默

默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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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

旅游签证：可以在中国、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签到为期15或30天的旅游签证。

国内申请：老挝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地址：北京三里屯东4街11号，电话：010-65321224

65326748)

和老挝驻昆明领事馆(地址：昆明市官渡区彩云北路6800号（世纪金源大酒店旁，暂无电话）

签证费用：

五个工作日取130元，加急第二天取260元，当天4个小时后取是310元，节假日取要再加50RMB。

过境的时候还要办理一个国际健康证，1年有效的要140元，一次的要80元。（健康证可以不办，

没有人会查。如果要查，给一点小费就可以。）

落地签证

：更方便，持中国护照的旅游者可在万象、琅勃拉邦和Pakse国际机场，或者从中国、泰国或越南

陆地各个口岸过境，交20美元和两张照片可以取得为期15天的落地签证。不过，周末或午休时间

可能加收2美元。

   

2、货币及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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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币叫做“基普”，符号KIP。

（1）汇率：2011年2月24日 1人民币元=1221.32kip 1美元=8021.00kip

（2）老挝货币基普的面值有500kip、1000kip、2000kip、5000kip、10000kip和20000kip。

（3）人民币在老挝并不流通，但是流通美元和泰铢，游客可以到老挝后到酒店、银行和旅馆等地

方将钱兑换为美元、泰铢或者基普。一般银行的汇率是最好的。

（4）信用卡：老挝的高级酒店、餐馆、旅行社和其他商业机构普遍都接受维萨卡，但是万事达卡

和美国运通卡则比较少见，在一些地区性的中心城市，可以用维萨卡提取现金。但是要收取一定

的手续费。

（5）中国银联卡：在老挝境内不能使用银联卡。

旅人提示：

建议你兑换一部分美元携带，当地很多地方可以直接使用。作为小型经济体，老挝的货币币值变

化很快，如果要去，请注意货币购买力缩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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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讯

　　老挝的国家代码是856。国内长途要先加拨0，然后加上区号和电话号码。国际电话要先拨00

，然后再加上国家代码、区号和电话号码。所有手机都要在号码开头加拨020。

　　如果你计划把自己的移动电话带到老挝，应该提前和移动通讯商核实一下，看你的电话是否

支持国际漫游，通常国内的3g套餐是全球通或者CDMA的手机是可以在老挝使用的，当然费用不

菲。

旅人提示：

建议在当地的商店里面买张卡使用。话费相对便宜，充值卡的面值有15000~60000基普，到处都能

买到。如果经常到偏远山区出差推荐使用ETL，如果在城里就用老挝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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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挝概况

　　老挝位于亚洲中南半岛的东部，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家。境内山峦起伏，森林密布。动物

中大象为多，故老挝有“万象之都”的美称。自然风光与独特的风情，迷醉了旅游者。老挝以自

然经济为主，人民朴实，生活悠然自得，自给自足。由于多信佛教，民间和睦相处，很少盗抢。

老挝人饮食简单清淡，多以香料调味，外人不易适应，但的确有风味。由于有长期的殖民地历史

，建筑形式和民间生活方式还保留着欧洲的一些习惯，如喝洋酒、西式餐点和用刀叉。首都及各

旅游境区高档酒店和私人旅店很多，交通也很方便。街上的出租车别具特色，四面透风，很是凉

爽。

   

1、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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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挝是一个位于中南半岛北部的内陆国家，它北邻中国，南接柬埔寨、东界越南，西北达缅

甸，西南毗连泰国。境内８０％为山地和高原，且多被森林覆盖，有“印度支那屋脊”之称。地

势北高南低，北部与中国云南的滇西高原接壤，东部老、越边境为长山山脉构成的高原，西部是

湄公河谷地和湄公河及其支流沿岸的盆地和小块平原。湄公河流经西部1900公里。属热带、亚热

带季风气候。5月～10月为雨季，11月至次年4月为旱季。年平均气温约26℃，年降水量1250毫米

～375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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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教

佛教

　　大约60%的老挝人信奉小乘佛教，信徒主要是低地老挝人和零星的部族泰族人。13世纪末至1

4世纪初，小乘佛教流传到琅勃拉邦，但老挝人早在8世纪至10世纪期间就已接触大乘佛教，接触

密乘佛教的年代可能更早。

　　在现实中，大多数信佛的老挝人都是为了能在“好”的客观存在中重生，而不是追求超世俗

的目标涅槃。老挝佛教徒为来世修积“功德”的方式有向僧侣施舍食物，向寺庙捐赠香火钱，以

及定期祭拜当地寺庙。随处可见老挝佛教徒为积德“行善”。晨曦中，僧人行走在他们各自所属

的居民区中，从跪在自家门前的善男信女手中接受食物施舍，这一幕是令人非常难忘的。

其他宗教 

　　一小部分老挝人信奉基督教，他们大多是受过法语教育的精英。万象有一批人数更少的穆斯

林，他们多是其祖先早在17世纪就定居万象的阿拉伯和印度商人。万象还住着一小部分占人，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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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世纪70年代从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逃到老挝的柬埔寨穆斯林。老挝的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的几

批云南穆斯林。

   

3、历史

　　公元1353年建立澜沧王国，为老挝历史鼎盛时期。1893年沦为法国保护国。1940年9月被日本

占领。1945年10月12日宣布独立。1946年西萨旺冯统一老挝，建立老挝王国，这是首次老挝君主

统治一个统一的老挝。当年法国再次入侵，1954年7月签署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

法国从老挝撤军，不久美国取而代之。1962年签订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老挝成立以富马

亲王为首相、苏发努冯亲王为副首相的联合政府。1964年，美国支持亲美势力破坏联合政府，进

攻解放区。1973年2月，老挝各方签署了关于在老挝恢复和平与民族和睦的协定。1974年4月成立

了以富马为首相的新联合政府和以苏发努冯为主席的政治联合委员会。1975年12月宣布废除君主

制，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老挝历史上600余年君主制的终结。

   

4、最佳旅游时机

　　老挝大多数地方的最佳旅行时机是11~2月，这期间雨水最少，天气也不太热。而且，这段时

间也有老挝主要的国家性和地方性节日。　

　　如果准备把旅行计划重点放在老挝北部山区省份，那么热季（从3~5月）和雨季早期（6月左

右）出行也不错，因为山区海拔较高，那是温度正好不冷不热。另一方面，尽量避免在3~5月期

间旅行老挝南部地区，因为在那时，那里白天温度突破40摄氏度，晚上也不太凉爽。　　

　　预计并不像你想象那么糟。虽然老下雨，而且还是倾盆大雨，但下雨持续的时间通常相当短

，降雨前后长时间阳光明媚。雨水还会冲洗带走空气中和地面上的灰尘，让一切变得清晰明亮。

当然，雨季也有缺点：未铺路面的公路可能泥泞不堪，可能无法在沙拉湾、丰沙里和沙耶武里等

偏远地区开展长途旅行。在雨季的这几个月期间，河游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打算走水路四处旅行，11月是最佳时期；这里通常洪水已退，但江河水位高，适航性最

高。1~6月期间，某些江河可能水位低不适合航行。

旅人提示：12~2月以及8月，都是旅游旺季。尤其是1月份会忙得不可开交，建议提前预定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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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老挝不可错过的Ｎ种体验

   

1、搭乘双条车，取道乏人问津的老挝式公路

　　

　　老挝的长途公共交通工具有很多是双条车，即在车厢内两边安有两条长凳的改装皮卡或改装

货车。双条车通常只在特定省份内提供短途服务。大多数大村子拥有至少一辆双条车，双条车多

在白天开往省会然后原路返回。和当地公共汽车一样，双条车可以停在你想停的任何地方，但一

般车速较慢，因为双条车往返的道路基本都没有铺设路面。另外，车厢里乘客和乘客要么紧挨着

要么面对面坐着，因此双条车比其它公共汽车更利于交际。

　　有的双条车本身就是古董，老旧的让人把平坦的公路误以为是坑坑洼洼的烂路，坐在双条车

车厢尾部与老挝人、小鸡和大米一起颠簸前进，让车程变的比听上去有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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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琅勃拉邦观看清晨化缘的僧人

　　

　　湄公河畔的琅勃拉邦位于老挝北部，曾是澜沧王朝的国都。时至今日，这座人口不过5万的小

城，生活着数千僧侣，每天清晨都上演着僧人列队化缘的古老仪式。

　　一般每天早上6时半，各寺院都会准时走出一队化缘的僧人，年长的在前，年少的断后，赤足

沿着固定的路线缓缓前行。无论天气好坏，每天清晨都有很多当地居民聚集在西萨旺冯大街上。

化缘的队伍还没有走过来，斋僧的人就已经齐齐地跪成长长的一排。很多老妇人年纪大了，不能

久跪，便先跪坐在一块鲜艳的土布毯上，闭目凝神，双手合十，口里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6时45

分，从琅勃拉邦50多个寺庙里聚拢来的200多位僧人由一位年长者带领，终于走近了斋僧的人群。

僧人们肩挎一个带盖竹篮，布施者将手里的一撮撮糯米团虔诚地放进竹篮内。接受布施的僧侣则

一手持篮，一手施礼，给予布施者无声的祝福。布施活动大约持续半小时，在一所小学校门前结

束。

　　在整个布施的过程中，僧人们身上披着的橘色僧袍好像飘散在老街上的漫长飘带。旅人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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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绵亘二三里的化缘队伍总会先是惊艳，继而震撼。清晨化缘这种古老传统在这时候也并无乞讨

的色彩，在寂静的街道上反而给人一种神圣的感觉。

   

3、享用味呛刺鼻的辣味青木瓜沙拉

　　

　　老挝街头供应种类繁多的美味熟食。最常见的熟食是青木瓜沙拉，这是一种味浓刺鼻的辣味

沙拉，用青木瓜丝、酸橙汁、辣椒、大蒜、鱼露、菜叶汁和其它各种配料放进一个大研砵里捣碎

舂烂而成。青木瓜沙拉是一种大受欢迎的市场街头食品，顾客通常先选取小摊贩铺开摆放在研砵

旁边的可选食材，然后再买一份用自己指定食材制成的青木瓜沙拉。如果想来点特别的，可以叫

小摊贩在沙拉里放点神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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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享老挝特有的米酒lao-lao

　　

　　Lao-lao米酒在老挝被称为白酒之魂，最好的lao-lao米酒产自老挝的“北极”丰沙里和“南极

”东孔岛。不过，几乎全国各地都有lao-lao米酒卖，750毫升瓶装米酒通常售价0.2~0.5美元。低地

老挝人就喜欢喝米酒，如果受邀参加节庆活动，便有机会享用到醇正的lao-lao米酒。

　　在老挝人家庭中，晚餐时斟饮lao-lao米酒有一定的规矩。通常情况下，晚餐即将结束时，但

偶尔也在晚餐中，主人会拿出一瓶酒来招待客人。程序一般是这样的，主人先倒一小杯lao-lao米

酒，酒在地上或洒在一个用过的餐盘里，以祭慰家中护宅神。接着，主人在斟一小杯一饮而尽。

然后，主人依次为客人斟酒，每位客人轮流饮酒。客人必须喝至少一杯主人敬的酒，否则有冒犯

护宅神之嫌。

   

5、在东当岛的湄公河里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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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当岛有点像一座被时间遗忘的小岛，版图却像一条趴在湄公河中间晒太阳的老鳄鱼。东当

岛堪称湄公河中游的典型，岛上边缘分布着八个村庄，到中央诠释美丽的稻田。东当岛长8公里，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环岛一圈的林荫小路禁止汽车通行。

　　东当岛人的生活几十年来一成不变，但在这里的湄公河里洗澡应穿上纱笼裙而不是比基尼；

晒日光浴时也应如此。如果遵守上诉要求，在东当岛上的湄公河里洗澡是件再惬意不过的事了。

   

6、住村民民宿，感受“真正的老挝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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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游客都是为体验“真正的老挝风情”而来，但很少有人知道那到底是什么，老挝大约有

八成人住在农村，所以，“真正的老挝风情”就是乡村生活。如果想真正体验老挝人的生活方式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民宿住上一两晚。

　　所谓民宿就是指住在当地村民家中，按照主人的方式睡觉、吃饭和生活。村子规模很小，旱

季尘土飞扬，雨季泥泞不堪，到处都是孩子。有人安排你住在一处村民家中，一户人家通常最多

接纳两名游客。厕所是某个角落黑暗小棚里的蹲式厕位，方便后要自己舀水冲厕所。晚餐前可以

洗澡，要么在附近的小溪小河里洗，要么在院子里自己用水瓢从“井”里舀水冲澡，所谓“井”

是指200升大桶或水泥池子。在老挝，洗澡通常是一件公开的事，因此要准备好纱笼裙。不要指望

洗完澡后有镜子照。

　　饭菜非常简单，通常是两道菜和糯米饭。饭菜一般是可口美味的，但要做好狂吃糯米饭的心

理准备。即使饭菜不合胃口，也应该吃一点，否则主人会觉得丢面子。

晚餐通常坐在地上席地而吃，可以盘腿坐或是跪坐，不要坐在靠垫上，那样是不礼貌的。无论如

何，进屋前都要先脱鞋。

　　睡觉时，可能睡在地板床垫上的蚊帐里，还可能被窗外公鸡打鸣声吵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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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膳宿条件可能不豪华，但民宿却是非常有味道的“真正老挝风情”，是一次有意义而愉快的

经历。一定要记住，对大多数村民来说，与外国游客打交道是一件新鲜事，他们对你的反应非常

敏感，只要客人亲善相信村民，不指指点点，妄加评论，村民就会一直热情待客。

   

7、挑战当地人打一场滚球

　　虽然藤球和足球运动看得多，但最有可能亲身参与的运动是滚球（Petang）。滚球由法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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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老挝，老挝人玩的滚球显然已不再是法式滚球，而是经当地人改良后的老挝式滚球。泥土或碎

石填充的小滚球场在老挝各地随处可见。“球场”上通常有某种程度的即兴表演；后挡板可能是

一根椰树干，投球圈通常是个自行车轮胎。

　　四处逛逛时，不难发现通常在下午进行的滚球比才，球员一般都是男人，如果比赛不像生死

之战那般激烈，不妨挑战当地人打一场滚球。

   

8、在琅勃拉邦手工艺品夜市闲逛

　　每天晚上琅勃拉邦手工艺品夜市沿着西萨旺冯大街从皇家博物馆到吉萨拉大街一路排开。夜

市期间这片街道区域禁止机动车通行，这里是琅勃拉邦最大的旅游魅力点。夜市灯光暗淡，安谧

悠闲，没有强行推销，可能是亚洲最安静的市场。百来个摊主纷纷出售丝巾、墙帷、苗族拼花帖

布毯、T恤、衣服、鞋子、纸、银器、包袋、陶器、竹艺灯，等等。夜市上价格便宜的令人难以

置信。因为你正向当地经济直接投入货币，在这里花钱，你肯定感觉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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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景区实用信息

   

1、万象塔銮（Pha That Luang）

　　塔銮是老挝最重要的国家历史文物，它既是佛教信仰的象征，又是老挝主权的标志。它位于

老挝首都万象市，距市区5公里。塔銮为瓦塔銮寺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此寺，

所以人们通常只称塔銮，是老挝的佛教圣地。塔銮是一座老挝人引以自豪的风格独具的建筑物，

它的建筑造型、布局和结构都享有盛誉。塔銮在18世纪时曾多次遭到破坏，现存的塔是1930年按

着原来样子重新修建的。它作为佛教圣地，在老挝人民心目中被视为神圣之地，每年11月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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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行塔銮盛会，是民间规模最大的庙会，也是全国最隆重、最盛大的宗教节日。1957年还在这

里举行过规模盛大的2500年佛诞祭礼。

门票：0.2美元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8：00~中午和13:00~16:00

   

2、万象玉佛寺（Haw Pha Kaeo）

　

　

　　玉佛寺位于万象市塞塔提拉大街。建于公元1565年的玉佛寺Wat Phra Keo 或Emerald Buddha Te

mple是悉达提烈特王Settatirat，赛思他蒂拉所建的王室宗庙，是为了供奉从龙坡邦带来的碧玉佛像

而建的。

　　此寺是三层高的华丽建筑，有着深奥的殿堂，其佛坛巨大。中南半岛上所有国家都瞩目的“

僧伽罗佛像”Phra Sihing Buddha，一直是取得霸主地位的君王一定要掌控的象征。公元1779年被

暹罗王入侵洗劫，将玉佛抢走，现今存放于泰国曼古的玉佛寺泰国却说那原是他们北部省份在十

五世纪时就拥有的，所以是取回罢了。直到今天。1828年，万象被暹罗占领，整个城市成为灰烬

                                               21 / 47



�������

老挝：秘境之国
，玉佛寺也毁于一旦。这尊祖母绿佛最终供奉在曼谷的同名的一座寺庙里直到1936年，老挝和法

国的当权者决定修复此寺，寺庙按原貌修复，但当作一个宗教艺术博物馆,把其他寺庙中的一些藏

品都转存到此寺中，万象市的玉佛寺于公元1942年重建完成，佛寺基座的梯道旁有长龙护卫,回廊

四周是高大的圆柱，寺门上是繁复的洛可可式雕饰，墙上也有许多浮雕，都是佛教故事，回廊里

则有许多石雕佛像，等于是佛教博物馆了。1954年，又把路易称芬奴博物馆中老挝的藏品存放到

此寺中。可以看到许多的藏品的从国王包金的御座到高棉雕像、高质量木雕以及非常著名的门雕

及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金、玉、水晶佛像都是老挝人民艺术宝贵的财富。

门票：0.5美元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8:00-11:30，14:30-16:30，节假日不开放。

   

3、香通寺（Wat Xieng T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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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通寺是琅勃拉邦最宏伟的一座寺院，也是全老挝最美丽的寺院之一，是1560年塞塔提腊国

王统治时期建成的，最具代表性的寺庙，这里还保存着老挝最后一代国王西萨旺冯的遗骨，还有

历代国王所使用的金碧辉煌的灵车。以屋檐快及地的独特佛教建筑形式，美丽的壁画和壁雕而闻

名。从前，香通寺就是举行最高仪式的地方，国王的婚礼葬礼在寺庙里举行，高僧的法事到王宫

里去办。（香通寺的一棵树——是画在香通寺大殿后墙上的一副巨型壁雕，主要描写释迦佛祖往

生的故事）。香通寺还是老挝新年最重要的庆祝地点之一。

门票：1美元

开放时间：8:00~17:00

   

4、占巴塞瓦普庙(Wat Phu Champasak)

　　瓦普庙,老挝语即“石庙”，享有“小吴哥”盛誉的印度教神庙建筑群遗址，老挝的名胜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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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坐落在老挝下寮地区巴色市南约14公里海拔1200米的甫吉山山腰，东北距湄公河西岸小镇

占巴塞8公里。关于其建筑年代有3种说法，一种认为是 7 世纪所建，另一种认为是 11

世纪所建，还有一种认为是 13 世纪的建筑。

　　整个建筑群由山腰一直向下伸展，长达数百米。因为全部建筑用料均使用雕琢有精致图案的

花岗岩石块砌成，遂得名“石庙”，即瓦普庙。

　　瓦普庙的主体建筑为佛殿，它坐落在被称为“圣屋之顶”的巨石下平坡上的两个石洞之间。

老挝人常以这组气宇轩昂的佛教建筑与柬埔寨吴哥的“女王宫”相媲美，将它们并称为“印度支

那两大胜迹”，并得“小吴哥”之称。可惜经过几百年的战乱和风雨冲刷，加上长年失修，到目

前完整保留的只剩下“圣屋之顶”的佛殿了。

门票：3美元（8岁以下儿童免费）

开放时间：8:00~16:30

   

5、万象香昆寺(Xieng K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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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昆寺人称“佛像公园”，这个地方是奉献给万象城神灵的。

　　香昆寺位于离市中心约25公里处。取道塔德大街(Tha Deua)，穿过友谊桥，再经过湄公河边的

几个小村庄，右转就是佛教花园。在那里有个很大的停车场。

　　香昆寺门票为200基普。满园是佛雕和雕刻。1958年，有一位僧侣把佛教和印度教雕刻于同一

画面。那些雕刻表现的是两教在一起的和谐画面，很值得一看。花园内还有一座球形建筑物，代

表宇宙，每层代表一个世界，从地狱到天堂。每层的台阶很狭窄，到最上一层便是天堂，从那里

可以看到大花园全貌。

门票：0.5美元

开放时间：8:00~日落

   

6、坦贡洛溶洞(Tham Kong Lo)

　　设想一条河消失在一座石灰岩独石山的边缘，延伸7公里穿过一个乌期麻黑而又蜿蜒逶拖的洞

穴，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老挝名副其实的自然奇观之一坦贡洛溶洞。坦贡洛溶洞是个隧洞，洞内

                                               25 / 47



�������

老挝：秘境之国
结构令人叹为观止，有些宽度地方达到100米，高度也很惊人。即使驾驶机动小船也要将近1小时

才能从头到尾穿过溶洞。

　　游程中雇请的船主可以带领游客参观自然“佛塔”。这种自然佛塔其实主要是主隧道干燥岔

洞里闪闪发光的石笋群。一定要带上手电筒并穿上橡胶凉鞋。河床边的砾石非常坚硬锐利，通常

要在几个水浅的地方下穿趟水而过。

   

7、石缸平原(Plain Of Jars)

　　在老挝北部川圹省西部有一处著名的战略要地——石缸平原。

　　石缸阵位于老挝北部偏远的川圹省省会丰沙湾查尔平原上。“查尔”在老挝语中就是“石缸

”的意思，而这个平原得以出名，正是靠着一大片神奇的石缸阵。

　　石缸阵又称为千缸阵。与英国的巨石阵、智利的巨石人像和南美洲的石人圈一起被称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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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四大石器之谜”，而老挝石缸阵比之其它三个石器之谜更为扑朔迷离。

　　在石缸平原上，一共有3个这样的石缸群，大致以一个小山洞为圆心呈扇形分布，一眼望不到

边际。这里错落无序地放置着上千个石缸，每个缸都由整块坚硬的花岗岩雕成，由于年深日久，

石缸内外覆盖着很多青苔。石缸的摆放疏密有致，有的三五一簇，有的个体单独。据专家测量，

这些缸小的有1 吨来重，大的则重达5 吨以上。他们的用途猜测众多，但一直没有确定。

门票：1号遗址，0.7美元；2号遗址，0.7美元；3号遗址，0.7美元。

   

8、四千岛(Si Phan Don)

　　四千岛在老挝南部与柬埔寨接壤的湄公河流域。从北至南流经老挝的湄公河，在接近老、柬

边境的地方，有约50公里长的河道比较宽。旱季河水退落，这段“宽腰”会出现数以百计的小岛

。如果把小渚、沙洲都算上，数量过千，当地人略加夸张就把这个区域称为“四千岛”。 　　

　　在“四千岛”的河汊中乘“游艇”在不知名的小岛中穿梭，可以在河风吹拂中观赏湄公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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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婆娑、房屋疏落的景色。“四千岛”只有少数几个常年性的大岛上有人居住。东德岛（Don

Det）是四千美岛上的一个颇受欢迎的小岛，与北面最大的东孔岛（Don

Khong）及一桥之隔的东阔岛（Don Khon）一齐成为群岛中最适合旅游的三岛。

   

9、光西瀑布(Tat Kuang Si)

　　光西瀑布Kouang Xi Waterfall，进了景区以后，指示牌大多是老文，不过整个景区很小，只要

凭着瀑布的流水声就可以找到它了。目前瀑布是属于枯水期，前年有过一次塌方，否则景色会更

好。瀑布落差大约100米、宽45米，分3级。很多老外来到这里就迫不及待跳进潭里游泳，水挺刺

骨的，建议没有冬泳经验的不要尝试。门口的工艺品很独特，有舞蹈面具（人和龙的，后来在王

宫夜市上人的面具很多，龙的则很少，十分喜欢不妨在这里买，要比夜市贵一美元）、象头雕刻

、竹筒雕刻等等，都比夜市上要贵很多。

门票：2美元（公园入口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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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坦丁洞(Tham Ting)

　　坦丁洞Tham Ting Caves，坦丁洞是琅勃拉邦最重要的洞穴，在洞口的介绍牌上写着：坦丁洞

象征着湄公河的灵魂。它坐落在琅勃拉邦北30公里的湄公河东岸，处在一个叫Ban Shang

Hai的村寨里，洞里大约有4000多座佛像，都是信徒们自己捐钱造的，然后又乘船送进来。 

　　在佛教还未传入老挝之前，村寨里的人原来大多以捕鱼为生，捕到的鱼供应琅勃拉邦及周边

地区。自从佛教开始兴盛，老挝人就开始崇尚自然精神，也开始重视这个天生的佛洞。到16世纪

中期，佛教基本上在老挝普及了，这个洞开始接受到尊重，直到1975年，每年国王和琅邦的人都

会做一个仪式，就像新年宗教聚会一样。艺术家都会聚集于此，被有钱人家雇佣来这里造佛像，

大部分的造像都是在18世纪到20世纪造成的。

门票：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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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购物

　　在琅邦夜市购物，要尽可能地讲价。即使还价再低好脾气的琅邦小贩也不会对你怒目相向。

所以不用担心黑心商人，只是要提醒自己知足常乐。

　　传统的寮国织布和手工艺品、银器等，都相当能吸引观光客的视线，除了各地的传统市场之

外，永珍（万象）最大的市场里，有丰富的商品和纪念品可以采购。

　　织布是老挝传统的工艺。老挝农村姑娘都具备这种技术。直到现在，在全国尤其是在农村的

家庭都有织布机，在市场上或在人们家里都可以买到他们的织锦或织的布。

　　编织和雕刻也是老挝工艺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编织分竹编和藤编,雕刻多为香木雕。

推荐商店

老挝古代艺术品商店CalleryLao

：位于古乃莫大街(Chinaimo)，电话：312390。古董店，出售8世纪的文物，从织品到银首饰以及

铜鼓，有3000多件，价格昂贵。

工艺美术商店：

位于翁坑大街(KhonKheng),离凯旋门约一公里，这是一家较大的商店,汇集了全国主要少数民族的

手工艺作品,件件工艺品都很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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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艺商店Handicrafts：位于赛塔提拉大街(Setthatirath)43/2号，出售传统服装及老挝北部纪念品。

尼昆店Nikone：

位于冬明大街1号(thanonDongMieng)，电话：212191，出售非常漂亮的床上用品及床垫,既具法国

风格又具老挝风格。

韩特书店Raintre：

位于班卡大街(Pangkham)54/1号，有大量的关于老挝和亚洲的英文书籍，精美的名信片，还有极

小的法文书籍。

芬弗尼超市Phimphone：

此超市位于三兴泰(Samsenthai)大街110/1号，电话：216963,在万象有很多食品杂货店，但芬弗尼超

市是全市最好的食品杂货店之一，有很多西方产品，还有西方美酒，但价格均比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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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住宿

　　

　　老挝旅游点的住宿条件都还好，一般是家庭式的旅馆(GUESTHOUSE)，招牌是统一的样式黄

底红字，房子是那种法国式的二层洋楼，尤其是他们装修和家具一律用花梨木，而且不像在国内

买的那种不是掺假就是用小料，不但他们的门窗、地板和天花板是花梨实木的，而且连房子内外

的柱子、檩条也是直径二、三十公分的大料。房价不贵，40000-200000KIP一个双人房间，独立或

公共卫生间能洗热水澡，很干净。各种等级的饭店、旅馆可以说遍布万象。各种收入的旅客均可

找到合适的住处。

   

1、经济型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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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矿塔庙旅馆(WatKhounta)

该旅馆濒临湄公河及一座寺院，环境令人轻松、愉快、舒适。

琅勃拉邦大道(LuangPrabang)。

10至20美元。

（2）万纳辛旅馆(VannasinhGueshtouse)

地理位置极好，房间漂亮，带空调、浴盆、热水，还有小餐厅，可租自行车。

夫农盆大街51号(51，RuePhnomPenh)

10至20美元。

（3）阿胡萨瓦特旅馆(ArounsavathCuesthouse)

离市中心稍远，但可以看到湄公河的美丽风光。带淋浴。

班宝赛大街(BanPoxay)

10美元左右。

（4）弗恩梯旅馆(PhornthipGuesthouse)

                                               33 / 47



�������

老挝：秘境之国
大房间带有浴室，楼后有一小院，旅馆充满了友好温馨的气氛。

安蓬大街72号(Inpeng)

8至15美元。

（5）汕迪苏旅馆(SantisoukGuesthouse)

有10多个房间，浴室在卧室的外面，简朴干净。可挑选离食堂较远的安静的房间。

奴克昆芒大街77号(NoKeoKumman)。

10至14美元。

（6）米赛旅馆(MixaiGuesthouse)

单人间，有空调，干净，有些房间可以看到湄公河的美丽风光。厕所在外面。

法昂大街30/1号(FaNgum)。

216213传真215445，10至14美元。

（7）拉妮11旅馆(Lani11Guesthouse)

房间带浴室，热水，服务好，安静，有漂亮的花园。地理位置好，来往人多，最好提前预定。

赛龙大街268号(Saylon)

传真215639，15至25美元。

（8）旺得朗旅馆(WonderlandGuesthouse)

在城南，房间明亮安静并带有浴室。属私人别墅，还有一个大花园。

风撒弯名大街(PhonesavanFai)。

313682，15至25美元。

   

2、舒适的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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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色太阳伞饭店(LeParasolHotel)

地点理想，有小游泳池，45个卧室，有一大花园。

216091传真2154443，30美元起价

（2）国际假日饭店(DayInn)

此饭店目前对外开放，房间干净、漂亮，带有大浴室，有食堂，自行车出租。

邦哥哈姆大街(PangKham)214792

传真222984，20至30美元

（3）老挝—巴黎饭店(Lao—ParisHotel)

有空调、冰箱和热水，此饭店总体上缺乏魅力。

三兴泰大街100号(Samsenthai)。

222229传真216382，25至35美元

（4）都昂得娜饭店(DouangDeuane)

位于市中心，房间极漂亮，带有浴室、卫星电视等，出租电动自行车。

怒可寇麻娜大街(NokeoKoumm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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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01传真222300，25至50美元

（5）泰番饭店(Taipan)

此饭店素来享有最佳地理位置之名，虽处市中心，但闹中取静，服务周到，被视为商务人员约会

的好地方。有单人及双人房间并带有阳台，朝向大街。有卫星电视、冰箱等。

弗朗索瓦诺今大街(FranoisNginn)。

216906传真216223，55至70美元。

（6）奴沃代尔饭店(Novotel)050

此饭店服务不错，并有许多舒适的起居设备，如：游泳池，网球，桑拿浴等等。

三兴泰大待(Samsenthai)

传真214338，标准间90美元，早餐8美元。

（7）寮芭莎饭店(LaoHotelPlazza)

是首都万象最新的饭店，外观新颖，别致，现代化。内部长廊购物。设有中国、老挝和泰国餐厅

。在顶层有露天游泳池及桑拿。设有康复中心、新闻中心等。

三兴泰大街(Samsenthai)218800或222740

标准间106美元，双人间142美元。

（8）瓦萨纳饭店(Vansana)

舒适，设备齐全。有漂亮的游泳池，在其周围有餐厅和桑拿。可以预定交通工具，可以租赁汽车

借用自行车，只是离市中心远一些。

风达姆街(Phontam)传真423417135至45美元

（9）道哥马伊顿饭店(Dokmaideng)

是一座高级漂亮饭店，位于首都最宽敞的大街上，舒适典雅。

拉尼桑大道(Lanexang)214455

传真214454，单人间80美元，双人间90美元。

   

3、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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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村民家中的住宿方式越来越受欢迎。民宿总是在农村地区，非常实惠，床铺加早餐和晚

餐只需5美元即可搞定，而且民宿还提供了一次体验老挝生活方式的机会。

                                               37 / 47



�������

老挝：秘境之国
  

八、老挝美食

　　

　　老挝人喜食糯米，老挝菜的特点是酸、辣、生。具有民族特色的菜肴有鱼酱、烤鱼、烤鸡、

炒肉末加香菜、凉拌木瓜丝、酸辣汤等，蔬菜多生食。老挝人用餐一般都不使用刀叉和筷子，而

是惯于用手抓饭。

米饭+蔬菜、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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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是江米，与我们常吃的软软的米饭不同，米硬，一颗颗饱满而分离，用手抓也不会粘手，

很有韧劲，刚开始觉得太硬了，不喜欢。多吃几次，发现慢慢咬着吃很香，用手抓，一边玩一边

吃，很好。蔬菜就是常见的玉米、白菜等，加菜油清炒。鱼，老挝人喜欢烤着吃。 

米线+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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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线与在国内吃的差不多，不同的是点一份米线会配一盘生的野菜。吃不来。试过一次就不点了

。

法棍+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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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棍是殖民时代留下的产物，便宜、好吃又易于携带。香蕉是那种小小的、皮超薄的那种，切成

片夹进法棍里是我常做的早餐。

在旅游城镇，都会有西餐。比当地饮食贵点，最常见的就是三明治、比萨、牛排等。

万象美味餐厅

1、Nam Phu 的附近有许多很受欢迎的餐馆，供应比萨饼跟意大利面食以及墨西哥菜、印度菜、日

本菜、俄国菜，还有我们的中国菜。吃素的当然也不会失望，而且这里肯定也是有夜市的。

2、Ban Anou夜市，位于Th Chao Anou外，顺着万象唐人街的Th Chao Anou路一直朝北走，随后在

快要靠近丁字路口的时候右拐，你就会看见一条不长的街道，两边都有小贩在卖烤鸡肉串（ping

kai）、辣味沙拉（laap）、糯米饭、咖喱、面条以及其他一些美食。

河畔户外小吃摊，坐落在Th Fa Ngum。这儿有许多的摊贩在卖鲜美的老挝跟中国佳肴

3、在Th Fa Ngum路之外一直到Sunset Sala

Khounta像这样的户外餐厅更是数不胜，因此这里很受当地人喜爱，选择余地也很广泛。

4、Sabaidee Restaurant，坐落在Th

Setthathirat。每道菜大概是25000kip左右，这儿的老挝菜非常受欢迎，从Khop Chai Deu餐馆那里沿

着街道向下走就到了，丰富的菜单上还可以看到泰国菜。每当到了夜晚，啤酒花园里就会被红黄

相间的小彩灯照亮，非常漂亮。

5、琅勃拉邦咖啡馆，坐落在Th Setthathirat，这里的装修很具有古老的艺术气息，并且全天都能够

品尝到各式各样的美味早餐，另外还会提供报纸给你浏览，所以这儿很适合消磨悠闲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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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老挝交通

　　老挝无出海口，主要靠公路、水运、铁路和航空运输，湄公河可以分段通航载重20吨—200吨

船只。

航空

　　老挝的航空业并不十分发达，至今没有洲际航线。全国有三个主要国际航空港，分别是有泰

国、柬埔寨和越南航线的琅勃拉邦；有中国、泰国、柬埔寨和越南航线的万象；有柬埔寨航线的

巴色。

　　老挝有七条国际航线，分别为万象—昆明、万象—曼谷、万象—清迈、万象—河内、万象—

胡志明市、万象—金边、万象—暹粒。

公路

　　老挝公里总长33861公里，客运量3488万人次，货运量259.2万吨。泰国廊开的国际长途班车只

要90分钟就能到达老挝的万象，每天有数班班车。老挝国内的各旅游城市长途班车也很发达，通

常都有专为旅行者服务的VIP大巴，设施条件好于本地大巴且中途不上客，价格大约比本地大巴

贵50%左右。

水运

　　老挝的内河航道总长4600公里，客运量157万人次，货运量62.1万吨。老挝没有开往境外的客

轮，国内某些地方的渡轮还在繁忙的运营着，旅游者最熟知的莫过于琅勃拉邦同会晒、琅多以及

四千岛同巴色之间的渡轮了。

铁路

　　2009年3月5日，老挝建成第一条铁路（老挝通向泰国），从而结束了老挝没有铁路的历史。

中国游客如何抵达

　　目前中国国内只有从昆明到万象的航班，老挝航空和中国东方航空经营这条航线，目前每天

都有来往航班。老挝的离境税10美元包含在机票价格中，不需要在机场另行支付。

　　中国昆明的国际长途班车最远到达老挝的万象，沿途经过中国的勐腊、磨憨和老挝的琅勃拉

邦、万荣。每天傍晚5—6点在昆明南窑汽车站和昆明火车站边的国际汽车站发车，至 

琅勃拉邦需24小时，至万荣需32小时，至万象需3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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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老挝节日

泼水节（浴佛节），每年4月13日至15日左右三天 

　　老挝人在寺院拜佛、浴佛、泼水、栓线、布施、堆沙、放生等，同时在家里、大街上相互泼

水、祝福，让纯洁的水洗刷掉过去的疾病、灾祸和祈求来年雨水充沛，五谷丰登，迎接美好的新

的一年。在寺院里向佛像洒水。在琅勃拉邦人们牵着大象游行，还放鸟和放鱼。

佛诞节（吠舍法节），每年5月，农历十五

　　这一天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日，也是佛祖成道和涅盘的日子。佛寺和民间都会组织纪念活

动。

守夏节（迎水节），每年7月中旬左右开始

　　相当云南西双纳版傣族关门节，也正是雨水较为集中的时期，3个月内僧侣专心在寺内悟道，

不得擅自外出，在此期间按风俗不能结婚。

出雨节，每年10月中旬左右

　　相当云南西双纳版傣族开门节，节后僧侣可外出，老百姓可以开始婚配，主要庆祝活动有点

灯笼、放船灯等。另外赛舟节也在出雨节期间举行，在河里组织划独木舟比赛，晚上在湄公河里

可以看到一种神秘的蛇浮出水面。

　　节日期间，全国各地的僧侣和佛教徒络绎不绝前往塔銮朝拜，民众也携带各种食物、香烛、

鲜花等向塔銮朝拜及向僧侣布施。每年庆祝塔銮节期间还举办老挝全国展览会，展览会邀请周边

国家参展。此外还有文艺、体育等表演活动，整个塔銮广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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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行程推荐

深度游经典路线

1、北部

　　深度游的旅程可以从老挝的会晒开始，你可以选择搭乘渡船入境老挝会晒，然后参加当地徒

步游体验乡土人情。如果想朝南走，乘坐湄公河往返于会晒和琅勃拉邦之间的慢船。航程历时两

天，得在小型河畔地区巴本逗留一夜；湄公河沿岸风景迷人，村庄、石灰岩峭壁和时有时无的森

林让人目不暇接。

　　慢船可能经停巴乌，乘客可以下船参观洞里排满佛像的巴乌溶洞群。游览老挝充满艺术气氛

的前王都琅勃拉邦及周边地区，轻而易举的就能用去几天的时间。

　　从琅勃拉邦出发，搭乘公共汽车或者厢式车沿着13号公路继续南行前往万象，中途经停万荣

。万荣周围的石灰岩山峰崎岖陡峭，溶洞星罗棋布，如今已成为游客蜂拥而至的旅游中心地区。

花上几天时间来体验江河轮胎漂流和溶洞徒步游的乐趣，然后继续前往老挝不太繁荣的首都万象

。

2、南部

　　从首都万象出发，品尝美食、逛街淘宝、参观历史名胜。在南行前往沉静安详的老城他曲，

感受原汁原味的湄公河城镇风情。沿着12号公路东行，深入探索甘蒙石灰岩地区的溶洞，或者沿

着“大环路”四处漫游，然后停留观赏令人叹为观止的坦贡洛溶洞。

　　继续朝南去沙湾拿吉。如今，在沙湾拿吉还可以看到万象当年的城市建筑模样，即殖民地时

期之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国际力量改造装饰之前的那段期间。馋嘴的家伙可以在沙湾

拿吉找到老挝最好吃的米粉和牛肉干。

　　继续朝南去巴色，如果没时间去东部，那就略过东部直接去恬静优雅的占巴塞。从占巴塞出

发去瞻仰老挝最重要的考古遗址占巴塞瓦普庙，瓦普庙是一片地势逐渐升高直至神山普巴萨山山

坡的吴哥风格寺庙遗迹。

　　最后在四千岛做一次短期旅行。四千岛是一片田园诗般的湄公河群岛，当地人耕种和捕鱼的

生活方式延续了一个世纪不曾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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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提示

提醒

1、信用卡只有老挝的琅勃拉邦、万荣和万象等旅游热门城镇可以用，ATM机的数量也不是很多

，要交一定手续费。

2、准备一条（女士或男士）纱笼裙，按照老挝方式洗澡时刻保持风度。

3、一本常用语手册备在身边，可解决语言障碍。

4、优质防晒霜和驱蚊剂，一把小手电筒、溶洞和村子未通电时可派上用场。

5、便鞋或凉鞋，不仅穿起来凉快，而且在老挝进屋或入寺前方便脱鞋。

6、毛衣、套衫或薄夹克，在寒冷季节、山区省份和夜间公共汽车上可用来避寒保暖。

禁忌

1、老挝人忌讳别人触摸他们的头，认为头是最神圣的部位，任何人都不能随意侵犯。

2、进入老挝的寺庙要脱鞋，服装应整齐、端庄

3、老挝不流行给小费，但是游客可以适当给予一些小费对饭店服务员、行李搬运工以对他们的出

色服务表示感谢。

4、千万不能从坐卧着的人身上跨过去。

5、 右手通常用来吃东西、接送东西以及握手，用来表示礼貌，因为老挝人觉得左手是肮脏的。

6、 老挝人忌讳盖白色被子，也不能挂白色蚊帐。

7、拍照前无论如何都要征得同意。

8、坐时不要把脚放在椅子或者桌子上，更不要用脚触及别人的任何身体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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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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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http://d.lvren.cn/gonglue/niboer
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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