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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  

 

焦点 Focus 山南简介 
 

交通 
飞机      火车     汽车  

内部交通    以曲水大桥为核心的交通  

 

景点介绍 
桑耶寺     羊卓雍湖     雍布拉康    雅砻河  

拉姆拉错    昌珠寺     藏王墓      

 

行程推荐 
山南三日精华游  山南纪念之旅  

 

住宿 
 
购物特产 
藏香     加查石制品     姐德秀围裙     唐卡   

藏戏面具    琼结玉制品  

 

美食 
青稞酒     酥油茶    风干肉     酸奶  

氽灌肠     糌粑     “强木都”茶  

 

节日 
雅砻文化节     山南物交会     朝山节  

 

贴士 
高原反应    风俗/礼仪/禁忌    边防证  

 

其他信息 

 

桑耶寺 
位 于 西 藏 山 南 地 区 的 扎 囊 县

桑耶镇境内，雅鲁藏布江北岸

的哈布山下，是西藏第一座剃

度僧人出家的寺院。 
 

 

羊卓雍湖  
又名羊湖。语意为“碧玉湖”，

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位于山

南浪卡子县境内。 

 

 

藏王墓 
位 于 山 南 琼 结 县 宗 山 的 西 南

方，公元 7－9 世纪各代吐蕃

赞普的陵墓群，是西藏保存下

来最大规模的王陵。 
 

 时机 Timing 

山南地区四季分明，海拔高度与拉萨差不多，平均 3500 米左右。

山南的年平均气温在 8℃左右，其中 6 至 8 月的气温最高，但也

只有二十多度，气候比较凉爽，不过日间和晚间的温差较大，一

般都要相差十多度，相差最大时超过二十度，而 12 月和 1 月是

最寒冷的两个月，极端最低气温在零下十多度。去山南旅游的最

佳时间是 6-8 月。 

 贴士 Tips 

【高 原 反应 】 山南 地 区海 拔 在 3000 米以 上 ，除 了 带必 要 的御

寒衣 物 外 ，适 当准 备 一些 常 用药 品 如感 冒 类 、肠 胃 类药 品 ；如

果进 藏 前感 冒 或有 其 他病 症，最 好推 迟 进藏 时 间。因为 高 原上

即使 感 冒这 样 的小 病 也很 难 康复 ， 并有 可 能引 起 并发 症 。  
 

 便利 Convenience 

 

 
 
 
 

 特价酒店  特价机票 

http://www.17u.com/hotel/list_542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flight/5401-jp/#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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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  

山南简介 

 

 
（山南地区 本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随心飘飞提供） 

 
山南是指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以南，山南地区北跨雅鲁藏布江曲水大桥连接拉萨，往西可至日喀则，东则抵达西藏平均海拔最低的林芝。

古代猕猴变人的传说便发生在山南的首府——泽当镇，泽当在藏语中的意思便是“猴子玩耍之地”。 

 

山南以博大的胸怀和聪明才智创造出了瑰丽多彩的雅砻文化和西藏历史上的众多第一。山南地区有着众多的文物古籍和十分丰富的旅游资

源：既有壮丽的山川河流，又有神秘的神山圣湖；既有风景如画的原始森林，又有令人心旷神怡的辽阔草原；既有雄险的雅江大瀑布，又有

久负盛名的文物古籍。仅雅砻风景名胜区就有 7 大景区 58 个景点，是一个集娱乐、休闲、科考、探险于一体的地方。 

 

山南地区与西藏的其他地区一样，大多数群众信仰藏传佛教，现在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受到充分尊重，正常的宗教活动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及其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各项法律的保护，人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 目前，山南地区有寺庙、拉康、日追等宗教场所 251 座，基

本满足了人民群众的信教需求。为了保障普通信教群众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和神职人员有从事合法的宗教活动的场所，国家已投入 1616 万

元人民币用于修复寺庙和保护文物。 

 

山南，传说当中神猴同罗刹女结合而诞出藏民之地。那些散布在神山、圣湖之间的西藏第一宫、第一殿、第一寺和聂赤赞普、松赞干布、文

成公主的名字在时刻提醒着你：这里，是藏文化的滥觞之地，是西藏的灵魂所在。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http://www.17u.com/blog/1038600#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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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  

交通 

飞机 
在拉萨前往山南途中 100 公里处，是拉萨唯一的民用机场—贡嘎机

场。其中有 1 条拉萨—加德满都国际航线，国内通航城市有北京、

成都、上海、广州、重庆、西安、西宁、昆明、迪庆、昌都以及香

港等，航班每周 40 多班。其实，贡嘎机场因坐落在贡嘎县境内而

得名，而贡嘎县正是山南地区所属的 12 个县中的一个。 
 
机场巴士来往于机场和拉萨市娘热路的民航售票中心，车程约 1 个

半小时，费用 35～40 元。出机场有一个三岔路口，在路边等候班

车，会有拉萨到山南泽当镇的班车经过，票价 40 元左右。 人多的

话可以考虑包车，从机场直达泽当镇，4 人座普桑的价格在 150 元～

200 元之间。 

火车 
由于山南没有火车，旅客可以坐火车到拉萨后，转汽车去山南泽当

镇。火车相对于飞机，票价便宜；相对于公路，安全便捷，而且乘

火车进藏，一路海拔缓慢升高，更有助于适应高原环境。目前从北

京、成都、重庆、兰州、西宁、上海和广州都有发往拉萨的火车，

硬座票价从 226 元到 389 元不等（根据始发站），卧铺票从 810 元

到 1262 元不等（根据始发站）。 

汽车 
山南地区交通主要以公路为主，形成以首府泽当为中心覆盖全区 12

县的公路网，交通极为便利。出行山南可先至拉萨，在拉萨长途客

运换乘汽车前往。每日有长途班车从拉萨往返山南首府泽当镇，两

地公路距离约 160 公里左右，中巴 30 元，豪华大巴 40 元，再从

山南泽当镇有前往各地主要景点的中巴车，非常方便，路况也非常

好，而且安全。也可以在大昭寺广场坐直达桑耶寺的班车，早上 8

点前上车，中午可达，票价 50 元，班车一直开到桑耶寺院内。此

外，位于拉萨市扎基路 11 号的拉萨北郊客运站每天都有长途班车

往返山。 

 

 

 

内部交通 
山南地区几个较大的县城，如泽当、曲水、贡嘎等，都有出租车，

上车 10 元，可抵达县城内各个地方。 
 
除了出租车，县城内的交通以机动三轮车为主，起价 5 元。 
 
泽当镇有 1~5 路公交车，票价统一为 1 元。经过的站点多数为学

校和工厂。 

以曲水大桥为核心的交通 
曲水大桥是雅鲁藏布江三大永久性大桥之一，名符其实的交通咽喉

之地。由拉萨方向过桥，往西抵日喀则后与中尼友好公路相接，可

至樟木、珠峰；往南经海拔 5000 余米的岗巴拉山口可达江孜和亚

东；往东则抵泽当和林芝。 
 
1、从曲水大桥东行抵达泽当镇，往南分两路，一路至雍布拉康、

昌珠寺，另一条至藏王墓。 
 
2、往西驾车或乘船 20 公里左右可至雅江北岸的桑耶寺和青朴修行

地，该线均为黑色柏油路面，沿途可经两座著名的神山：贡布日山

(泽当东侧)和曲果日山(曲水大桥南端)。 
 
3、从泽当往东 30 公里，经船渡可进入拉姆拉错圣湖风景区，该区

包括乃东、桑日、加查和曲松四县，沿途有沃卡温泉、曲龙寺、拉

姆拉湖和琼果杰以及拉加里王宫等景点。这一线的行程大致需 10

天左右，一路上或车、或骑马、徒步和漂流均可。 
 
4、另外，羊卓雍湖属于山南境内，但大多数旅游者前往圣湖，走

得是日喀则、江孜一线。即从拉萨出发经曲水大桥、日喀则、江孜、

卡如拉山口、羊卓雍湖、岗巴拉山口，再由曲水大桥而返。期间可

宿日喀则、江孜、浪卡子(宾馆或营地)，3-4 天时间里既可游览扎

什伦布寺、夏鲁寺、白居寺和宗山古堡，又可畅漾于羊湖之滨。也

可从拉萨经曲水大桥、岗巴拉山口、羊湖并原路返回。这条道路联

结拉萨和亚东，距羊湖最近。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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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  

景点介绍 

桑耶寺 
桑耶寺，又名存想寺、无边寺，位于西藏山南地区的扎囊县桑耶镇

境内，雅鲁藏布江北岸的哈布山下。它始建于公元 8 世纪吐蕃王朝

时期，是西藏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寺内建筑按佛教的宇宙

观进行布局，中心佛殿兼具藏族、汉族、印度三种风格，因此桑耶

寺也被称作三样寺。 
 
桑耶寺周围河渠索绕，树木葱茂，密集成林。桑耶寺自创建至今己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是藏族文物古迹中历史最悠久的著名寺院，

是吐蕃时期最宏伟、最壮丽的建筑。寺内珍藏和保存着自吐蕃王朝

以来西藏各个时期的历史、宗教、建筑、壁画、雕塑等多方面的遗

产，它是藏族古老而独特的早期文化宝库之一，是祖国民族文化遗

产之典范。  
 
门票 40 元 

地址 西藏山南地区的扎囊县桑耶镇 

交通 拉萨和泽当每天早上都有班车直接经过泽当的大桥开到桑耶

寺大院内，拉萨直接到桑耶寺的班车，每天早上八点前在大昭寺广

场坐，最早的六七点就有了，票价 50 元 

贴士 由于路途较远，可考虑在当地投宿，在寺内有一间小旅馆，

散铺价格在 15-40 元/人不等。 

 

 
（桑耶寺 本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子桑树提供） 

羊卓雍湖 
羊卓雍湖，又名羊湖。语意为“碧玉湖”、“天鹅池”，是西藏三大

圣湖之一，位于雅鲁藏布江南岸、山南浪卡子县境内，是喜玛拉雅

山北麓最大的内陆湖。羊湖汊口较多，像珊瑚枝一般，因此它在藏

语中又被称为“上面的珊瑚湖”。 
 
羊湖是高原堰塞湖，大约亿年前因冰川泥石流堵塞河道而形成，它

的形状很不规则，分叉多，湖岸曲折蜿蜒，并附有空姆错、沉错和

纠错等 3 小湖。历史上曾为外流湖，上述湖连为一体，湖水由墨曲

流入雅鲁藏布江，但后来由于湖水退缩成为内流湖，并分为若干小

湖，其湖面高度相差不过 6.5 米。湖西有宁金抗沙峰等三大雪峰。

此峰高 7206 米，是后藏地区最重要的神山，也是西藏传统四大神

山之一。另外，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抽水蓄能电站——羊湖电站即坐

落于此。 
 
门票 免费 

地址 西藏山南地区浪卡子县 

交通 从拉萨往南行 100 公里，约 2 小时行程，可包车或乘班车前

往。如乘班车，可先坐到雅鲁藏布江大桥边，再乘出租车游览羊卓

雍湖。一般包六人吉普车的费用大约为 1500-2000 元/天。  

贴士 最佳旅游月份 7、8、9 月份。 

 

 
（羊卓雍湖 本图片由一起游网友@zxping1953_jhxnm 提供）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http://www.17u.com/blog/645912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962408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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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  

 

雍布拉康 
雍布拉康位于山南地区乃东县东南约五公里、雅砻河东岸、扎西次日

山的山头上。据说山势象母鹿的后腿，寺建在鹿腿上，因此称为“雍

布拉康”(“雍布”是母鹿、“拉”是后腿、“康“是宫殿)。寺的规模

很小，但耸峙山头，居高临下，十分壮观。雍布拉康传为西藏最早的

建筑，最初并非寺院，而是早期雅砻部落首领的宫殿，它是西藏历史

上的第一座宫殿。相传是苯教徒于公元前 2 世纪为第一代藏王聂赤

赞普建造，后为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在山南的夏宫。五世达赖时该为

黄教寺院。 
 
门票 60 元 

地址 西藏山南地区泽当镇东南 

交通 泽当镇上有许多桑塔纳出租车可以跑这条线，来回包车价格

60 元每车。还有一更便宜的方法，满大街跑的机动车的三轮车去过，

也可以骑自行车前往。 

贴士 参观需时 1 小时 

 

 
（本图片由一起游网友@yzjxzwj555 提供） 

 

拉姆拉错 
西藏最具传奇色彩的湖泊。“拉姆”意为仙女、女神，“拉”意为湖面，

“拉姆拉错”藏语意为“吉祥天姆湖”、“圣女湖”。又名琼果杰神湖，

湖面海拔 5000 多米。拉姆拉错为一高山淡水湖，湖面积约一平方公

里，形似椭圆，犹如群山环抱的一面镜子，景致秀美。湖面结冰期约

7 个月。夏天解冻以后，时而风平浪静，水清如镜；时而无风起浪，

彤云密布，还不时发出奇特的声响，出现各种奇妙景象。 
 
拉姆拉错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天女之魂湖”，湖面积虽然不大，但在

藏传佛教转世制度中，它有着特殊地位，因尔备受信徒们敬仰，每年

寻访达赖喇嘛、班禅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前，都要到此观湖下相。每 

 

年藏历四至六月，许多善男信女前来这里朝圣观景。据说多人同

观，所见各异，据说可以从湖水的倒影中看到自己的未来。 
 
地址 西藏山南地区加查县 

门票 无需门票 

交通 泽当镇客运站每早 8 点均有发往加查县的车，然后再从加

查县转向北往崔久乡，经过约 20 公里的颠簸土路可以到达琼果

杰寺，这里就是去拉姆拉错汽车可以到达的终点了，然后徒步走

将近 15 公里的山路。琼果杰寺附近可以租到马一直骑到圣湖边。 

贴士 每年 5 月初至 8 月底，这里是游客乘车、骑马、徒步旅游

的理想景区。 

 
（本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浮生翱提供） 

 

昌珠寺 
昌珠寺位于山南雅砻河东岸的贡布日山南麓，距乃东县约二公里，

属格鲁派寺院。建于松赞干布时期，据说文成公主曾在该寺驻足

修行。寺中悬挂有一口铜钟，在整个西藏都很有名。昌珠寺系吐

蕃时期第一批兴建的佛教寺庙之一，地当昌珠区治所。这儿林木

葱茏，风景绝佳，古往今来一直是山南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 

 

门票 70 元 

地址 西藏山南地区雅砻河东岸的贡布日山南麓  

交通 可从泽当镇包车前往，先和司机说好，把雍布拉康和藏王

墓两个景点都包括在内，包一辆中巴车来回 100 元左右，可坐 4

人。 

贴士 开放时间是 9:00-16:00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http://www.17u.com/blog/12632127#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102050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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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  

藏王墓 
藏王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山南穷结县宗山的西南方，

背靠丕惹山（意为增长之山），是吐蕃王朝时期第 29 代赞普至第

40 代(末代)赞普、大臣及王妃的墓葬群,总面积 385 平方米。各陵

墓封土高大，为土垒成的高台丘墓。其上层土墩为椭圆形，墩顶极

平坦，东西长约 130 米；下层为长方形土台，周边不齐整。藏王墓

的数目现难确定，能看到的有八九座。靠近河边的大墓据说是松赞

干布之墓，与之相邻的是赤松德赞的墓，墓旁有巨大功德碑。在 9

世纪中后发生的奴隶起义中，赞普陵墓全被捣毁，现在的藏王墓只

是衣冠冢而已。 
 
门票 40 元 

地址 西藏山南琼结县 

交通 在泽当镇找便车或包车前往，普通夏利往返约 100 元/辆，

可坐 4 人，但一般司机不太愿意前往，也可以搭乘拖拉机，5 元每

人。 

贴士 开放时间：9:00--18:00 

 

（藏王墓：本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寰宇周天提供） 

 

雅砻河 
雅砻河位于西藏山南地区南部，面积 920 万平方米，为西藏境内的

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是西藏古代文明的摇篮，藏民族的发祥地。

这里有雪山冰川、田园牧场、河滩谷地、高山植被；也有神山圣湖、

历史古迹和古朴的民风民俗。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于一体，构成

了一幅神秘、古朴而又壮丽的画面。雅砻河藏语意为“从上游下来

的大河”，发源于雅拉香山，山上终年冰雪覆顶，云雾缭绕。在泽

当镇西边注入雅鲁藏布江，全长仅 68 公里，但是在藏族历史上极

为有名，雅砻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成

为藏民族历史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门票 无需门票。 

地址 西藏山南地区南部 

交通 乘火车或飞机到拉萨市，换乘汽车直达景区。最方便的是包

机动三轮车前往雅砻河风景区，往返车资约 40 元左右，事先与司

机商量好，回程时以免司机临时加价。 

 

海不日神山 
位于桑耶寺东，高约 60 米，是西藏四大神山之一。相传修建桑耶

寺时，此地有群魔作乱，莲花生大师于此山上作法，以巨石降魔后

才得以修成桑耶寺。 
 
海不日神山南边，是藏文化的发源之地，孕育了众多的开始，经历

了沧桑的历史，留下了无数的圣迹。想要了解历史渊源的藏文化，

走进山南是揭开神秘文化的第一步。山南位于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

拉山以南，平均海拔 3600 米，北跨雅鲁藏布江曲水大桥连接拉萨，

往西可至日喀则，东则抵达西藏平均海拔最低的林芝。 
 
地址 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扎囊县 

贴士 开放时间：9:00--18:00 

 

 
（昌珠寺：本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浮生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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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  

行程推荐 

山南三日精华游 
第 1 天： 桑耶寺 

出游线路：从拉萨搭乘开往泽当的便车，在桑耶渡口下车，需时 3

小时。也可从泽当镇坐车到桑耶渡口，票价都是 27 元/人，渡口距

离泽当约 30 公里。下车后乘机动船横渡雅鲁藏布江，渡船费 360

元/船，当然也可感受一下乘坐羊皮筏的乐趣。上岸后可坐货车到桑

耶寺门口，收费 3 元/人。 
 
第 2 天：雍布拉康－昌珠寺 

出游线路：离开桑耶寺，循原路折返桑耶渡口，在路边等候来往拉

萨或泽当的便车及长途汽车，在镇上可搭乘拖拉机前往雍布拉康，

一般 5 元/人。或者包机动三轮车，往返车资约 40 元，事先与司机

商量好，回程时可顺便在昌珠寺停车，以免司机临时加价，之后返

回泽当镇投宿。 
 
第 3 天：藏王墓 

出游线路：上午在泽当镇找便车或包车前往藏王墓，普通夏利往返

约 100 元/辆，可坐 4 人，但一般司机不太愿意前往，你也可以搭

乘拖拉机，5 元/人。藏王墓距离泽当镇西南方约 90 公里。参观后

返回泽当镇，下午搭乘班车返回拉萨（约 6 小时车程）。 

 

 
（藏王墓：本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寰宇周天提供） 

山南纪念之旅 
线路：拉萨→泽当→雍布拉康→昌珠寺→藏王墓→猴子洞→泽当→

朗赛岭庄园→姐德秀→羊卓雍错→拉萨 
 
线路特色：回程途中去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卓雍错边，你会惊艳

于它的湛蓝湖水，可以顺便在西藏的“邦典之乡”姐德秀买一件藏

族妇女的彩条围裙，作为纪念品带回家。 
 
交通：山南的各景区基本是以首府泽当为中心，向不同方向延伸，

根据旅行时间安排线路，2-5 天的线路： 

1、拉萨西郊客运站每天有班车往返山南首府泽当镇，票价 27 元。 

2、雍布拉康位于山南乃东县境内，距离泽当县城 11 公里，泽当

每天有班车往返，票价 2 元/人，也可坐出租车，约 20 元。拉萨

大昭寺广场附近每天早晨 6：00 有朝圣班车，经桑耶寺到雍布拉

康、昌珠寺，当天返回拉萨。 

3、昌珠寺位于雅砻河东岸的贡布山南麓，距泽当镇约 2 公里，步

行、包车或班车都可到达。可乘泽当中巴，票价 1 元/人，出租车

需 10 元。 

4、藏王墓位于山南琼结县宗山西南方，距离琼结县城 2 公里，距

离泽当 27 公里，从泽当租车或从琼结县城步行即可，县城过去是

土路，门票 30 元。泽当客运中心每天都有多班客运班车开往琼结

县，票价 5 元，从泽当包车过去 50 元。 

5、猴子洞位于泽当到琼杰县路上，需要从拉萨或泽当租车前往，

从路边就可以看见半山腰的经幡，抵达之前需要走一段沙石路。 

6、朗赛岭庄园位于扎囊县扎囊乡，与桑耶寺隔江相望，距泽当镇

25 公里。可以乘泽当发往扎囊、拉萨、贡嘎县的班车，在朗赛岭

乡下车，如果从泽当包车需要大约 50 元。 

7、羊卓雍措位于西藏山南地区浪卡子县和贡嘎县之间，面积广大，

湖域分散，可从不同角度观赏。从拉萨可乘开往浪卡子的班车，在

湖边下车，开车或租车是更好的选择，大约 3 小时车程。有沿湖

徒步线路。 

8、姐德秀镇在贡嘎县城以东 16 公里处，位于去泽当的公路旁。

从拉萨的西郊客运站出发，乘坐到泽当的班车，在姐德秀镇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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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  

住宿 

山南地区住宿多集中在泽当镇乃东路上，由小旅馆到宾馆不等，散铺价格在 25 元左右，另外也可选择在寺内借宿，费用不贵，散铺价格 15-40

元不等。  

提示：一般前往西藏的背包族大多选择当地私人开的小旅馆，而不住宾馆，价格便宜不说，说不定还可以遇上志同道合的人，一同走完剩下

的行程，且不美哉！  

山南 

西藏山南雅砻河酒店 
 

 

房型          同程价        

豪华标间       780 元   

豪华商务单间    980 元   

→ 预订此酒店 

 

[13725ghdimt] 房 间住 的挺 舒服 的， 服务 也很

好。还不错，交通很方便，很舒适。 

[13489dihcmt] 酒 店 挺 干净 ， 而 且服 务 态 度挺

好。周围购物吃饭都很方便。 

[13642mhidrt] 客人对酒店很满意, 房间不错 ,

酒店位置也很好。→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拉萨八廓街附近 （→ 查看八廓街附近酒店  → 查看拉萨特价酒店） 
八廓街在拉萨市中心老城区，围绕着大昭寺（市中心点），距离布达拉宫、小昭寺、拉萨河等景点都很近，出入方便，集购物、美食、

观光于一体，是旅游者的首选。 

 

拉萨东措国际青年旅舍 
 

 

房型         同程价     

标准间     12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八廓街附近酒店 

[13515uqwthz] 很有 FEEL 的一个青年旅舍，下

次还去，不过我不要住标间了，我要跟那些年轻

人一起住，晚上可以聊天什么的！ 

[13100gsojdq] 交 通 方 便 ， 是 找 驴 友 的 好 地方

哦，很有特色的地方。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拉萨林仓精品酒店 
 

 

房型         同程价        

藏式精品大床房  860 元   

藏式精品双床房  86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八廓街附近酒店 

[13821dloxjh] 很好的藏式酒店，服务、环境都

很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家的屋顶令人难忘。 

[zhngjiali] 林仓是我住过最能让人放松心情的

“酒店”，虽然价格比较高，但是物超所值。 

[13310ryxbdl] 环境不错，装修不错。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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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特产 
山南地区旅游线路附近著名的特产还有扎囊县敏珠林寺的藏香、加

查核桃等。旅游途中，选购一二个具有藏族特色的金银玉石饰物，

或是一挂唐卡，以及藏香、藏戏面具等，具有收藏纪念价值。所有

这些纪念品都可以与兜售者面对面的讲价。 
 
提示：不过，游客购买纪念品大多在拉萨的八角街，那里的东西更

多、更集中，当然也更容易还价。 
 
藏香 
藏香是西藏民间生活不可缺少的，人们用它朝佛、驱邪。藏香的品

种繁多，其中有果乐聂阿香，它是藏医师们按照藏医书中记载的方

法研制成功的，可防治传染病、流行病等多种疾病，据说还可以预

防核武器的放射性毒素的污染。其用法是在凌晨将这种卫生香点

燃，嗅十五分钟为最佳，沁入肺腑，十分舒服。 
 
加查石制品 
加查盛产石墨石，此石质软，易雕凿成形，用它做成的锅炖菜做饭

味道香浓，而且保温。加查石锅、石碗的造型及图案精美，是远近

闻名的特产。除石制品外，加查的木碗和木桶等制品在选材、工艺、

着色、绘刻及耐用等方面都属上乘。 
 
姐德秀围裙 
姐德秀镇位于贡嘎县内，是西藏著名的八大镇之一。该镇属典型的 

藏南乡镇，小店铺众多，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台或多台纺织机。所编

的粗呢制品及氆氇等曾为历代供品。西藏手工粗呢纺织业以该镇为

最，所出产的手工邦典（围裙）色彩艳丽、经久不衰、耐磨耐洗，

是西藏最有名的品种。 
 
唐卡 
唐卡是西藏文化中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在藏语中，唐卡的原意是

印章，后来演变成藏式卷轴画的名称。唐卡的内容以宗教题材为主，

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唐卡产生了许多流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流

行于卫藏地区的勉唐画派，流行于康区一带的噶赤画派，以及流行

于后藏地区的钦赤画派等。 
 
藏戏面具 
藏戏面具主要用于各种民间表演活动。藏戏面具与宗教面具相比，

造型带有浓郁的世俗倾向和民间色彩。表现的题材主要包括历史故

事和神话中的人物、神灵和动物。不同的面具色彩象征不同的角色

特征，如深红色象征国王，浅红色代表大臣，黄色象征活佛，蓝色

代表反面人物，而半黑半白象征两面派等。 
 
琼结玉制品 
西藏的玉制品按其质地的不同，可以分为刚玉和软玉，刚玉产于日

喀则仁布达拉宫，软玉则出自山南的琼结。琼结玉白绿相间，温润

泽手，琼结玉雕厂有 100 余种产品，是旅游购物的理想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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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节日 
 

美食 
山南地区餐饮与西藏其他地方相同，主要以川菜为主，随处可见四

川人开的餐馆，费用不贵十几二十元即可吃饱。在餐厅布置上无论

高档或简陋的设计大都体现出强烈的民族特色。  
 
要说当地特色的藏餐，如各类灌肠、青稞酒和酥油茶、羊卓雍风干

肉、凉拌牦牛舌、包子、糌耙、各种糕点、以及甜茶、奶茶、酸奶、

烤肠、风干肉、夏普青（肉浆）等。  
 
青稞酒  
到藏区不喝青稞酒，那简直是白来了。青稞酒，藏语叫做“羌”，

是用西藏本地出产的一种主要粮食――青稞制成的。它是藏族人民最

喜欢喝的酒，逢年过节、结婚、生孩子、迎送亲友，必不可少。 这

种酒酒色清淳，口感绵长但不易醉人。  
 
酥油茶  
酥油茶是藏族群众每日必备的饮品。寒冷的时候可以驱寒；吃肉的

时候可以去腻；饥饿的时候可以充饥；困乏的时候可以解乏；瞌睡

的时候，还可以清醒头脑。茶叶中含有维生素，可以减轻高原缺少

蔬菜带来的损害。  
 
风干肉  
风干的牛羊肉，是藏民喜欢的食品。一般在每年冬天，往往是 11

月底做。这时气温都在零度以下，藏民把牛、羊肉割成小块串上，

或用竹笼挂在帐房、屋檐下的阴凉处，使之冰冻风干，自然脱去水

分，第二年 3 月后取下烤食或生食均可，味道鲜美。 
 
糌粑  
糌粑的主要成份是炒面和酥油，吃饱后一天之内再不吃不喝，也不

感到饥渴，吃时味道喷香，不腻。制作：熬一锅奶茶，调上酥油、

炒面、曲拉，先喝几碗茶，然后碗里再放入一大块酥油，加进炒面，

把手洗净，慢慢搅拌，待拌匀时用手捏，尽量把融化的酥油和炒面

拌匀，用手捏成炒面团，用手拿着吃，这就是糌粑。  
 
“强木都”茶  
藏族饮料以茶为主，喝茶是藏族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

般藏族的早点，喜欢用“强木都”茶。先在碗里放上少量糌粑、干

酪粉和酥油，再倒上茶水，茶水喝完后，将糌粑用勺搅着吃。  

 

 
 
酸奶  
酸奶是乳汗发酵酿制成的半凝固体食品，有“达雪”（用提取酥油

后的酪浆制成）和“俄雪”（用没提过酥油的奶做成）两种。由于

酸奶是牛奶经过发酵作用的食品，所以营养更为丰富，也较易消化。 

酸奶是中甸地区藏族家里特有的一种奶制品，藏语叫“说”。用提

炼过酥油的奶制作，具有丰富的营养价植，有助于消化，生津止渴，

最适合老人和小孩吃。据说，一生若不断吃酸奶有延年益寿之功效。  
 

氽灌肠  
氽灌肠又称三肠、五肠。以新鲜羊小肠为衣，分别灌以羊血、羊肉、

青稞面或豆面，分称血肠、肉肠、面肠，合称三肠；另有灌以羊肝、

羊油者，分别称肝肠、油肠，与前三肠合称五肠。此菜多为藏族同

胞在新年时成批灌制，供年节氽食。 味香鲜，食而不腻，凉爽开

胃，是极好的凉菜。随食随取，可保存约 1 年之久。 

节日 

雅砻文化节 
时间：7 月 25 日-27 日  

节日期间有丰富多彩的民族体育项目比赛、民族歌舞、藏戏，还有

绚丽斑斓的民族服饰表演。 
  

山南物交会 
时间：12 月 1 日-7 日  

始于 1981 年，是以物易物为主的独特物资交流会。适时，周边人

们及边民、区内外以及邻国的商人会集，古老的泽当一片流金溢彩，

场面热闹非凡。  
 

朝山节 
时间：8 月 3 日  

佛教徒认为这一天是佛祖释迦牟尼第一次开坛讲经的日子，所以需

着新衣朝山逛庙，继而尽兴宴饮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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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反应 
山南地区海拔在 3000 米以上，除了带必要的御寒衣物外，适当准备一些常用药品如感冒类、肠胃类药品；如果进藏前感冒或有其他病症，

最好推迟进藏时间。因为高原上即使感冒这样的小病也很难康复，并有可能引起并发症。 

风俗/礼仪/禁忌 
到西藏旅游，一定要尊重当地的各种风俗习惯。藏族人不吃狗肉、猴肉、马肉和驴肉；在西藏不要谈论政治、宗教一类的敏感问题；并切记

不要乱摸小孩的头；转经时要顺时针转；在藏区寺院旅游时，勿跨越法器、火盆。 
 
在藏民家做客，请你喝茶或饮酒时，如果确实不能喝，要婉言谢绝。在接受哈达时，应该双手接过，如果对方直接戴在你的脖子上，请不要

立即取下。 
 
近距离拍摄人物，尤其是僧侣、妇女时，一定要事先征得对方的同意，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许多寺庙在外面可以拍照，但是进入里面后，

是不能拍照的，偷拍的后果十分严重。有些地方注明付款后才可拍摄，如有需要，请按当地规定执行。 

边防证 
前往山南地区的部分县、乡，需要带好边防证。边防证建议在户口所在地办理，费用仅需 8 元。在拉萨和日喀则也可以办理，但需要交上一

笔押金（拉萨 30 元，日喀则 100 元），在规定时间内返回办理点，则押金可退。 
 
在拉萨办边防证要去两个地方。先去拉萨市公安局，在小昭寺路北端的十字路口向东看可见拉萨市公安局，凭身份证及介绍信去办一个开边

防证的介绍信。然后出来去武警边防总队。在边防总队大门边有一小房间专门办边防证，办证费用 8 元，押金 30 元。 
 
山南地区需要边防证的地方： 

隆子县：曲松乡，玉门乡，马其墩乡，斗玉乡，三林乡，准巴多，加玉乡。 

洛扎县：边巴乡，拉康乡，杜鲁乡，拉郊乡，古局乡，木乡，由吉麦多，色乡，桑玉乡，曲措乡。 

浪卡子县：堆乡，普玛江塘乡。 

错那县：错那乡，浪坡乡，麻玛乡，基巴乡，勒乡，贡日乡，库局乡，洞嘎乡，卡达乡，扎洞乡，古松多。 

 

 
（山南地区 本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随心飘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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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记攻略  
 

 

飘 飞 在 山 南 （ 一 ） — — 没 有 阳 光 的 羊 卓 雍 措  
2012-6-7    作者：随心飘飞 

三大圣湖已经被我朝圣过，那么这唯一还没到的圣湖怎可以漏过？商议后决
定包车前往羊湖，再次领教这圣湖的美。而且见多了网络上对羊湖的拍摄，
和听说了去过的人对之的赞不绝口，更加深了我们前往一探的决心，眼见为
实嘛……[查看全文] 

 

 

梦 中的西 藏之九 ——山南的 雍布拉 康和藏 王墓
2011-11-25  作者：加菲猫九 

山南地区是藏民族历史文化的发祥地，在藏民族传说之中，经观音菩萨点化
的猿猴与罗刹女在此结合，繁衍出藏民后代，吐蕃王朝在此兴起，并在这里
留下了西藏的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下了车，天上飘起细雨，如牛毛。
抬头看高处的雍布拉康，就象个有金顶的碉堡，在山顶耸立……[查看全文] 

 

 

西藏-山南-林芝-然乌 10 日游 
2008-7-21    作者：西藏郎东 
早上出发欣赏藏文化历史上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它是西藏历史上最早的
建筑物，该寺有悠远古朴的宗教内涵。雄居山巅、构思精巧、造型独特的城
堡式建筑，造型别致的建筑风格而远近闻名，在西藏古代同类建筑史上是绝
无仅有的。之后沿着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来到……[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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