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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沟 葡萄沟位于火焰

山的西端，沟中郁郁葱葱，栽

种了无核白、马奶子、白加干、

红玫瑰等近百种葡萄，形成了

一所天然的葡萄博物馆。 

 

 

 
坎儿井 是已有 2000 年

历史的古代水利工程，是一项

伟大的发明，是吐鲁番绿洲的

生命之源，没有坎儿井就没有

吐鲁番绿洲文明。 

 

 

 
交河故城  历 史 上 是丝

绸之路上的交通重镇，是古代

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车师前

国的都城，唐朝安西都护府最

早的政府所在地。 

 

时机 Timing 

春 葡萄沟万物复苏，繁花似锦，这个时候建议到吐峪沟走

走，能感受春天来临的气息。 

夏 吐鲁番的夏天是旅游的旺季，尽管天气炎热，但坎儿井、

葡萄沟凉气逼人，是避暑的好地方。 

秋 这是吐鲁番丰收的季节，也是葡萄瓜果成熟香飘万里的

季节，这个时候到吐鲁番，会明白吐鲁番的葡萄名不虚传。 

冬 吐鲁番的冬天比较冷，虽没有坎儿井的清澈，也没有瓜

果的飘香，但仍有属于它的一份景色。 
 

贴士 Tips 

① 在吐鲁番旅游，日照强烈、气候干燥，在行程中一定要注

意防暑、防晒、多喝水。建议使用 SPF30 以上的防晒霜，还

要带上防紫外线的遮阳伞和长袖衬衣及墨镜、遮阳帽等。 

② 吐鲁番 4-7 月多大风，被称为“风库”。7—9 月是吐鲁番

旅游的最佳时间，此时正是瓜果成熟上市的时节。 
 

便利  Convenience      

 
 特价酒店   特价机票   优惠门票  

http://www.17u.com/hotel/list_652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wulumuqi-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list_6521.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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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吐鲁番 

 

吐 鲁 番 地 区 位 于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区 中 东

部，天山东部山间盆地，又称“火洲”，东

临哈密，是中国内地连接中国新疆、中亚

地区及南北疆的交通枢纽。辖吐鲁番市、

鄯善县和托克逊县，其中以维吾尔族为主

的少数民族人口约占 70%。 
 
吐鲁番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经是西

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吐鲁番

历史悠久，有四千年文字记载。文化积淀

深厚，从最早的交河故城，到高昌故城、

坎尔井、苏公塔、维吾尔古村落，已发现

文化遗址 200 余处，出土了从史前到近代

的 4 万多件文物，出土文献中仅文字就达

24 种之多，大量的文物和史实说明，吐鲁

番是东西方文化，中国、印度、伊斯兰、

希腊罗马四大文明体系的交汇点。 
 
吐鲁番地区的著名景点包括交河故城、高

昌古城、阿斯塔那古墓群、火焰山、葡萄

沟、苏公塔、艾丁湖、坎儿井、吐峪沟麻

扎村、库木塔格大沙漠、柏孜克里克千佛

洞、连木沁唐朝烽燧台遗址等 

葡萄熟了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叶清凝提供） 

 

从吐鲁番市遥望火焰山，赤砂灼灼，草木不生。但火焰山峡谷中距市区约 15 公里的葡

萄沟，却别有洞天，景色秀丽。与沟外形成鲜明的对照。一进沟口，铺绿叠翠，茂密

的葡萄田漫山遍谷。溪流、渠水、泉滴，给沟谷增添了无限诗情画意。 
 

迷人的葡萄沟，位于吐鲁番市东北 10 公里的火焰山中，这是一条南北长约 7 公里、

东西宽约 2 公里的峡谷。人工引来的天山雪水沿着第一人民渠穿沟而下，潺潺流水声

给葡萄沟增添了青春的活力。两面山坡上，葡萄园连成一片，到处郁郁葱葱，犹如绿

色的海洋。在这绿色的海洋中，点缀着桃、杏、梨、桑、苹果、石榴、无花果等各种

果树，一幢幢农舍掩映在浓郁的林荫之中，一座座晾制葡萄干的“荫房”排列在山坡

下、农家庭院上，别具特色。夏天，沟里风景优美，凉风习习，是火洲避暑的天堂。 
 
葡萄沟南北长约 8 公里，宽半公里，葡萄种植面积即达 220 余公顷。沟中产无核白葡

萄、马奶子、玫瑰红、比夹干、喀什哈尔、黑葡萄和梭梭葡萄等品种。此外还有果酒

厂生产的多种葡萄酒、葡萄罐头等。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2705837#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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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路上 

 

吐鲁番地处新疆南北疆交界要冲，丝绸之路北道，中道

的必经之路，从吐鲁番往西过达坂城，白水涧道，就到

了乌鲁木齐，继续往西到伊犁地区，从霍尔果斯口岸出

关。从吐鲁番往南，过干沟，翻天山，到库尔勒，再往

西南方向库车，阿克苏，喀什从红旗拉普口岸出关。从

已经消失的楼兰，米兰，小河时期，吐鲁番就已经是当

时的南北交通枢纽。 
 
吐鲁番自西汉以来的 2000 多年间，一直是中国内地同西

部边疆往来的必经之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曾

有许多风云人物在这里争雄角逐，留下了极其丰富的人

文景观。吐鲁番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地上、地下的

众多文物古迹都能长期保存下来，曾有不少中外人士来 

古丝道上探险旅行，进行科学考察，并一睹吐鲁番的风                 （图片由同一起游网友@心旅天涯提供） 

貌。特别是到了清代和民国年间，来往于吐鲁番旅游、

传教、经商、考察的外国人较前增多。 

 

楼兰之谜 

 

 

 

 

 

 

 

 

 

 

 

 

 

 

（楼兰遗址在今中国新疆罗布泊西北岸。西南通且末、精绝、拘弥、于

阗，北通车师，西北通焉耆，东当白龙堆，通敦煌，扼丝绸之路的要冲） 

在人类历史上，楼兰是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名字。

楼兰名称最早见于《史记》，曾经为丝绸之路必经

之地，现只剩遗迹，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若羌县北境，罗布泊的西北角、孔雀河道南岸

的 7 公里处。 
 
楼兰文化堪称世界之最的人文景观。据考古学家

证实：塔里木河盆地人类活动已有一万年以上的

历史。所有的古城包括楼兰王国在内，突然消失

的时间都在公元四一五年，所有的遗址都在距今

天人类生活地 50—200 公里的冥冥沙漠之中。时

至今日，楼兰古城的兴衰与消失，至今还是个偌

大的谜团。轮台古城、且末遗址、古墓葬群、古

烽燧、木乃伊、古代岩壁画等等，都是世界级的

旅游景点。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8713068#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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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提 

 

纳斯尔丁·阿凡提究竟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一个流传于民间  

阿凡提的虚构人物，众说纷纭。但是，史学家们经过数百年来

的研究与考证，他所生活的年代应该是十二到十三世纪，这一

点是一致的。可是，他的“国籍”至今仍不十分明确，维吾尔

族人说他十二世纪出生在中国新疆的喀什，乌兹别克人说他出

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阿拉伯人说他出生在伊拉克的巴

格达，土耳其人则说他出生在土耳其西南部的阿克谢海尔城，

在那里瞻仰了他的陵墓。 
 

在人民心目中，阿凡提是智慧的化身、欢乐的化身，只要一提

起他的名字，愁眉苦脸的人就会展开笑颜。他嘲笑世人的愚蠢，

嘲笑投机的商人，受贿的法官、伪善的毛拉们逞威作福的万恶

的社会……阿凡提头戴一顶民族花帽，背朝前脸朝后地骑着一

头小毛驴，也早已深入人心。 
 
在吐鲁番葡萄沟景点内，建有阿凡提民俗风情园，其最首要的

景点就是按照传说修建的阿凡提故居以及巴依老爷的豪宅。在

这里可以了解到古代维吾尔普通民居的样式、家居，以及干旱

少雨的吐鲁番地区一般民居采用的夯实土块修建居所的古老

传统。 

名人与名城 

 

 

 

王洛宾是一个名人，吐鲁番是一座名城。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半个多世纪前，一首吐鲁番维吾尔族民歌走红兰州城。1938 年 4 月，25 岁的王洛宾

仆仆风尘，胸怀抗日救国的激情，带着六盘山和尚铺五朵梅的陇东（花儿）的喜悦，

随西北抗战剧团，几经周折，来到西北大都会之一的兰州。 
 

一个偶然的机会，西北抗战剧团与来自新疆的一支运送苏联援助的抗战物资的车队举

行联欢。一位来自吐鲁番的维吾尔族司机，用维语即兴唱了几句当地民歌，尽管声调

不那么美，还是引起全场的喝彩和欢迎。激情、粗犷、幽默的旋律令王洛宾为之震撼，

为之倾倒。联欢会一结束，他就急匆匆、兴冲冲地奔向那位不知名的维族小胡子歌者

求教，请他一句一句地重唱，耐心地为他记谱，还请“葡萄客”的朋友卡德尔帮他把

维语翻译成汉语。过了几天，在新疆车队启程往西安的欢送会上，王洛宾慨然登台，

用汉语第一次公开演唱了自己再创作的《达坂城的姑娘》，只见台下人头攒动，掌声雷

动，喝彩声不绝于耳，王洛宾成功了。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首用汉语写成的维吾尔

族民歌，它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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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吐鲁番 

飞 机 

吐鲁番没有机场，一般前往吐鲁番可取道乌鲁木齐地窝堡国

际机场。 

 

 

 

 

乌鲁木齐机场到吐鲁番 
乌鲁木齐机场至市区 
机场巴士 

机场大门左边有机场大巴，可乘坐到达乌鲁木齐市中心，费

用为 10 元。 
 
公交 

也可乘坐 27 路、51 路公交车到达市区，但是要步行 2 公里

左右才可以乘车。 
 
出租车 

乌鲁木齐机场打车至市区大约 30 元左右。 

 

乌鲁木齐至吐鲁番 
火车 

乌鲁木齐火车站有 21 趟车到达吐鲁番，车程大部分为 2 小

时左右，硬座票价在 12-24 元。 
 
汽车 

可以在乌鲁木齐南郊车站乘坐大巴到达吐鲁番，车程为 2 小

时 30 分钟左右，票价为 45 元左右。 

乌鲁木齐南郊客运站 

电话：0991-2866635 

地址：乌鲁木齐燕儿窝路 21 号。 

交通：可乘坐 1 路公交车到达南郊客运站。 
 
自驾 

全程约 192.4 公里，大约 2 个半小时左右。 

① 从起点出发，在乌鲁木齐市城区行驶 9.4 公里，稍后向左

转走匝道，进入河滩快速公路。 

② 沿河滩快速公路一直向前行驶 127.4 公里，从吐鲁番出

口离开，进入 G312。 

③ 沿 G312 行驶 53.9 公里（经吐鲁番收费站），右转进入高

昌北路。 

④ 进入吐鲁番市城区行驶 1.8 公里，到达终点。 

火 车 

吐鲁番大河沿火车站 
吐鲁番火车站就在大河沿镇，地处南北疆的交通要道。火车

站距吐鲁番市区大概有 50 公里左右，有客车往返。票价大

约 7 元左右。 

交通：吐鲁番客运站有直接到大河沿的客车，到大河沿汽车

站后出汽车站大门往右走大约 200 米左右，向左走，下坡路，

直走即可到火车站。 
 

吐鲁番鄯善火车站 
吐鲁番鄯善火车站，位于鄯善县火车站镇，隶属于乌鲁木齐

铁路局。咨询电话：0995-7658512 

交通：吐鲁番客运站有直接到鄯善的客车。  

 

汽 车 

吐鲁番汽车站 
主要有发往大河沿镇（吐鲁番火车站）、乌鲁木齐市、库尔勒

市、（经喀什）和田、大阪城、哈密市、奇台、鄯善县、鲁克

沁镇、洋海、汉墩、胜金乡、托克逊县、二二一团、鄯善火

车站、达朗坎、七泉湖镇方向的车。其中除了大河沿镇（吐

鲁番火车站）、乌鲁木齐市、鄯善县、鲁克沁镇、洋海、托克

逊县、七泉湖镇外，其他的车班次都很少，基本是每天一班。 

交通：乘坐 1 路车可到吐鲁番客运站。 

 

大河沿镇（吐鲁番火车站）客运站 
主要发往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和硕、焉耆、库尔勒、阿克

苏、和田方向。其中和硕、焉耆、和田每天一班，阿克苏每

天两班、库尔勒每天三班。 

 

鄯善县客运站 
主要发往吐鲁番市、乌鲁木齐、鲁克沁、哈密市、木垒县方

向。其中哈密市每天一班，木垒县逢单日发车。 

 

托克逊客运站 
主要发往吐鲁番市、大河沿、伊拉湖乡、南湖、河东乡、卡

克恰、克尔碱方向，发车时间都是 7:30-20:00，半小时一班。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预 订乌鲁 木齐特 价机票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wulumuqi-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wulumuqi-1.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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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吐鲁番 

公交车  

吐鲁番市有公交线路 8 条。 

１路公交线：西门（坎尔井景点）—市外贸局—维族寺—东

大寺—食品厂—银发信用社—民族医院—二中—老城派出

所—吐市商城—吐鲁番客运站—民贸大厦—市委、市政府—

老城东门—五中—苏公塔—木纳尔小学—木纳尔大队 

 

２路公交线：吐市三小—大十字—吐鲁番饭店—高昌公园—

保险公司—地区粮食局—市公安局—消防队—市棉麻公司

—共青团四队—11、共青团三队—共青团二队—中油加油站

—新站—华润公司 

 

５路公交线：吐市三小—大十字—吐鲁番饭店—高昌公园

（博物馆）—保险公司—地区建设局—地委—地区公安局—

绿洲东路口—沙河子一队—葡萄乡政府—解放二队—红枣

小学—解放一队—葡萄沟景区路口 

 

６路公交线： 苏公塔—康克村—新光二队—新光一队—吐

鲁番宾馆—市政府—大十字—吐鲁番饭店—高昌公园（博物

馆）—火洲大酒店—师范学校—市建设局—市交警大队—市

工商局—液化气公司—电力局—老干局—实验中学 

 

７路公交线： 三小—交河饭店—西环路口—养征所—团结

大队—幸福五队—幸福四队—幸福三队—幸福二队—幸福

大队 

 

101 路公交线：西门（坎尔井景点）—市外贸局—维族寺—

东大寺—食品厂—银发信用社—民族医院—吐市二中—老

城派出所—吐市商城—客运站—民贸大厦—市委、市政府—

老城东门—棉麻商场—土地局—二宾馆—行署—光明路口

—地区实验中学 

 

102 路公交线：西门（坎尔井）—市外贸局—维族寺—东大

寺—食品厂—银发信用社—民族医院—客运站—吐市商城

—丝路商场—大十子—影剧院—电视台—林业站—葡萄乡

政府—苏公塔 

 

202 路公交线：吐市三小—大十字 —吐鲁番饭店 —高昌公

园（博物馆）  —保险公司— 地区粮食局 —市公安局—消

防队—市棉麻公司—共青团队—中油加油站—新站 —建安

大酒店—西环路口 —交警支队 —车管所—大众公司 

驴 的 

“驴的”就是毛驴拉的“出租车”，在新疆，尤其是在吐鲁番，

乘“驴的”是最方便、最经济、最有情趣的交通方式。坐在

波斯花毯上，头顶上张的是色彩艳丽的艾德莱斯，驴欢跑时，

耳旁呼呼有风，腋下津津生凉。通过“驴的”体验吐鲁番这

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平凡而又神奇的土地。 

 

出租车  

吐鲁番出租车起步价为 3 公里 5 元。但吐鲁番出租车司机大

部分不打表。从市中心到火车站拼车的话，大概每人 15 元，

包车 60 元左右。 

 

 

 

 

 

 

 

 

 

吐鲁番市的旅游点，除博物馆、苏公塔、坎尔井景

点在市区郊外，其余都分布在距市中心约 40 公里

范围内，都有公路相通，十分方便旅游。从吐鲁番

市区到各景区景点都有中巴快速客运和出租车，价

格 10－100 元不等。 

 

一路上，不断闪过一座座葡萄凉房，这是吐鲁番的另一

种景观，随处可见。葡萄房多为立方体，不是砌成一堵

常见的土墙，而是在土块与土块之间留出距离，形成一

堵网格状的土墙，四面一起，便是一间网格状的土坯房。

网格的间距用来通风，又可避免阳光直射里面，在一根

根带刺的木桩上，挂满新鲜葡萄，葡萄干就是在这样的

土坯晾房里，靠高温自然风风干的。 

——老游子 

《丝绸之路深度游（三十五）天山明珠—吐鲁番》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404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404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404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404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404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404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404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404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4040.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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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  

 

火焰山  燃情火焰八百里 
 

葡萄沟  火洲里的桃花源  

新疆火焰山是吐鲁番最出名的景点，位于吐鲁番市东北 10

公里处，古丝绸之路北道。火焰山以红色的花岗岩反射阳光

而闻名遐迩，这座火焰山又称“红山”。火焰山，整座山体青

红如火焰，童山秃岭，寸草不生，飞鸟匿踪。每当盛夏，红

日当空，赤褐色的山体在烈日照射下，砂岩灼灼闪光，炽热

的气流翻滚上升，就像烈焰熊熊，火舌撩天，故又名火焰山。 
 
火焰山是中国最热的地方，夏季最高气温高达摄氏 47.8 度，

地表最高温度高达摄氏 70 度以上，沙窝里可烤熟鸡蛋。由

于地壳运动断裂与河水切割，山腹中留下许多沟谷，主要有

桃儿沟、木头沟、吐峪沟、连木沁沟、苏伯沟等。而这些沟

谷中却绿荫蔽日，风景秀丽，流水潺潺，瓜果飘香。 

 

《西游记》与火焰山 
火焰山有其独特的自然面貌，加上明代晚期吴承恩将唐三藏

取经受阻火焰山，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的故事写进著名古代小

说《西游记》，把火焰山与唐僧、孙悟空、铁扇公主、牛魔王

联系在一起，使火焰山神奇色彩浓郁，成天下奇山。 
 

游人到火焰山，还能看到唐僧路过时的栓马桩—一柱凌空的

山石还屹立在胜金口内；远处一片平顶的山坡，则是唐僧上

马的踏脚石；拴马桩东，隔峡谷有一高峰顶着一块活像长嘴

的巨石，人称八戒石；可以一边看着奇景，一边说起孙猴子

借铁扇公主芭蕉扇扇灭火焰山烈火的故事。 

 

门票  40 元 

套票 230 元  （同程价 207 元 >> 立即预订） 

 

一起游小贴士 
① 门票包含葡萄沟、坎儿井、高昌故城、阿斯塔那古墓群、

火焰山、沙山公园。 

② 不超过 6 个景点的线路套票售出 48 小时内游览景点单次

有效，6 个以上景点 72 小时有效。 

③ 取票地点：吐鲁番游客服务中心（吐鲁番 312 国道收费

站以东 600 米） 

 

景区开放时间   

旺季（4 月 21 日-10 月 20 日） 8:00-21:00 

淡季（10 月 21 日-4 月 20 日） 10:00-18:30。 

 

交通  吐鲁番汽车站有直接到火焰山的车。 

葡萄沟位于火焰山的西端，沟中郁郁葱葱，栽种了无核白、

马奶子、白加干、红玫瑰、索索等近百种葡萄，形成了一所

天然的葡萄博物馆。葡萄沟里有旅游接待站，两米高的葡萄

棚架成的长廊藤蔓交织，串串葡萄伸手可及，崖壁间渗出的

泉水汇成养鱼池，安静幽雅，只须花上几块钱，就可以将新

鲜的葡萄摘下来吃个够。景区内现建有葡萄沟游乐园、王洛

宾音乐艺术馆、达瓦孜民俗风情园、绿洲葡萄庄园和展示维

吾尔族建筑特色、民俗民风、体验维吾尔族农家生活的民族

村等。 

 

王洛宾音乐艺术馆 
葡萄沟内有一座王洛宾音乐艺术馆，每年 5 月开馆至当年 10

月底闭馆，开馆期间完全免费。馆内陈列着百余幅历史图片

和大量珍贵的文物资料，详实的向游客介绍王洛宾先生 60

余年音乐成就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门票  60 元  >> 立即预订 

4M 门票（旺季）250 元  同程价 207 元 

8T 门票（旺季）235 元  同程价 212 元 

9P 门票（旺季）220 元  同程价 198 元 

 

一起游小贴士 
① 4M 套票包含葡萄沟、坎儿井、高昌故城、苏公塔郡王府、

艾丁湖、沙山公园。 

   8T 套票包含葡萄沟，坎儿井，高昌故城，千佛洞，万佛

宫传承区，沙山公园。 

9P 套票包含葡萄沟，坎儿井，高昌故城，古墓，吐峪沟，

沙山公园。 

② 不超过 6 个景点的线路套票售出 48 小时内游览景点单次

有效，6 个以上景点 72 小时有效。 

③ 取票地点：吐鲁番游客服务中心（吐鲁番 312 国道收费

站以东 600 米） 

 

景区开放时间   

旺季（4 月 21 日-10 月 20 日） 8:00-21:00 

淡季（10 月 21 日-4 月 20 日） 10:00-18:30。 

 

交通  吐鲁番客运站对面的市场南侧，也就是椿树路上，

有开往葡萄沟的乡村班车，每 20 分钟一班，票价 2 元，可

以直接坐到葡萄沟景点。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111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1101.html#refid=2582175


                    吐鲁番 

- 8 -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坎儿井  中国地下长城 
 

苏公塔（额敏塔）   

坎儿井乐园位于吐鲁番市亚尔乡亚尔村，地理位置十分便利，

离 312 国道不到一公里，离吐鲁番市中心仅 5 公里。 
 
坎儿井是已有 2000 年历史的古代水利工程，是一项伟大的

发明，是吐鲁番绿洲的生命之源，没有坎儿井就没有吐鲁番

绿洲文明，被人们誉为“奇迹”。它与长城、京杭大运河相媲

美，被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与四川的都江堰、广西的灵

渠并列，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目前全疆有水坎儿

井只剩下 614 条，年出水量仅剩 3.01 亿立方米，其中，吐

鲁番地区有水坎儿井 404 条，年出水量 2.31 亿立方米，在

一些乡村仍然是灌溉、饮水和维持生态的主要水源。 
 

坎儿井乐园内有三条坎儿井，主要参观的坎儿井暗渠选择在

最具典型的、有 800 年历史的米依木·阿吉坎儿井的下游部

分，游客在十几米地下的、绝对安全的 100 米参观通道内领

略坎儿井暗渠和竖井的原貌。 

 

门票  40 元  >> 立即预订 

4M 门票（旺季）250 元  同程价 207 元 

6H 门票（旺季）210 元  同程价 189 元 

8T 门票（旺季）235 元  同程价 212 元 

9P 门票（旺季）220 元  同程价 198 元 

 

一起游小贴士 
① 4M 套票包含葡萄沟、坎儿井、高昌故城、苏公塔郡王府、

艾丁湖、沙山公园。 

   6H 套票包含交河故城或者高昌故城、苏公塔郡王府、古

墓、千佛洞、坎儿井。 

   8T 套票包含葡萄沟，坎儿井，高昌故城，千佛洞，万佛

宫传承区，沙山公园。 

9P 套票包含葡萄沟，坎儿井，高昌故城，古墓，吐峪沟，

沙山公园。 

② 不超过 6 个景点的线路套票售出 48 小时内游览景点单次

有效，6 个以上景点 72 小时有效。 

③ 取票地点：吐鲁番游客服务中心（吐鲁番 312 国道收费

站以东 600 米） 

 

景区开放时间   

旺季（4 月 21 日-10 月 20 日） 8:00-21:00 

淡季（10 月 21 日-4 月 20 日） 10:00-18:30。 

 

交通  在吐鲁番市区可坐 1 路、101 路、102 路公交车即

可到达民俗园门口。也可坐旅游专车过去。 

塔建成于公元 1778 年，它是吐鲁番的郡王额敏和卓为了报

清王朝的恩遇，表达自己对真主的虔诚，使自己一生的业绩

流芳百世，而自掏腰包（白银 7000 两）建造的，工程直到

额敏和卓郡王死后的第二年，其次子苏来曼郡王将其建成于

1777 年，至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柠檬草提供） 
 
相邻有新疆境内较大的伊斯兰教礼拜寺—苏公塔礼拜寺，占

地 2500 平方米，可容纳上千人做礼拜。每逢肉孜节、古尔

邦节，穆斯林群众涌向礼拜寺，祈求福佑。 

 

门票  30 元  >> 立即预订 

4M 门票（旺季）230 元  同程价 207 元 

6H 门票（旺季）210 元  同程价 189 元 

 

一起游小贴士 
① 4M 套票包含葡萄沟、坎儿井、高昌故城、苏公塔郡王府、

艾丁湖、沙山公园。 

   6H 套票包含交河故城或者高昌故城、苏公塔郡王府、古

墓、千佛洞、坎儿井。 

② 不超过 6 个景点的线路套票售出 48 小时内游览景点单次

有效，6 个以上景点 72 小时有效。 

③ 取票地点：吐鲁番游客服务中心（吐鲁番 312 国道收费

站以东 600 米） 

 

景区开放时间   

旺季（4 月 21 日-10 月 20 日） 8:00-21:00 

淡季（10 月 21 日-4 月 20 日） 10:00-18:30。 

 

交通  可乘坐公交车 1 路、6 路、102 路直接在苏公塔下车

可到。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112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8963681#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114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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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河故城  世上最完美的废墟 
 

交河故城历史上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重镇，是古代西域三十

六国之一的车师前国的都城，唐朝安西都护府最早的政府所

在地。汉代班超父子、唐代玄类法师及边塞诗人岑参等都曾

到过这里，留下千古佳话和不朽诗章。昔日繁华的交河城，

如今仅存城基及断壁残垣，但当年的市井格局及官署、寺院、

佛塔、街巷，以及作坊、民居、演兵场、藏兵壕、寺院佛龛

中的泥菩萨都还可以找到。 
 
登高俯视交河故城时，可以发现这座古城的建筑几乎全是从

天然生土中挖掘而成的，最高建筑物有三层楼那么高，古城

也因此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也是保存最完好的生土

建筑城市。 
 
交河故城位于吐鲁番市西 10 公里的雅尔湖乡，处于雅尔乃

孜沟中 30 米高的巨大黄土高台上，东西环水，状如柳叶，

为一河心小洲。故城南北长约 1650 米，东西最宽处约 300

米，四周为高达 30 余米的壁立如削的崖岸，崖下是已近干

涸的河床。故城建筑主要在崖的南端，因此当地人也称其为

“崖儿城”，城的建筑以崖为屏障，不筑城墙，又因河水在台

地首相交，故有交河的城名。 

 

门票  40 元  >> 立即预订 

6H 门票（旺季）210 元  同程价 189 元 

 

一起游小贴士 
① 6H 套票包含交河故城或者高昌故城、苏公塔郡王府、古

墓、千佛洞、坎儿井。 

② 不超过 6 个景点的线路套票售出 48 小时内游览景点单次

有效，6 个以上景点 72 小时有效。 

③ 取票地点：吐鲁番游客服务中心（吐鲁番 312 国道收费

站以东 600 米） 

 

景区开放时间   

旺季（4 月 21 日-10 月 20 日） 8:00-21:00 

淡季（10 月 21 日-4 月 20 日） 10:00-18:30。 

 

交通  坐公交 1 路或者 101 路到亚尔乡，换乘面的（两元

每人），三轮车（三元每人），出租车（15 元每车），马车（二

十元每车）到交河故城。 

 

 

 

 

 

 

 

 

 

 

 

 

 

 

 

 

 

 

 

 

 

 

 

 

 

交河访古 
交河是车师人所建，建筑年代早于秦汉，距今已有两三千年。

车师又称为姑师，是最早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公元前 108

年(汉元帝元封三年)，汉将破姑师，分立车师前、后国，交

河就是车师前国的国都。公元 450 年，车师前国被北凉所灭。

直至唐初，交河一直是历代高昌王国辖下的交河郡治。唐太

宗派兵灭高昌王国后，在此设交河县，并于贞观十四年(公元

640 年)在交河故城设置了安西都护府，交河城成了西域军事

要塞。公元 8 世纪中叶至 9 世纪中叶，交河城曾一度为吐蕃

人所据。后又成为回鹘高昌王国属地，设交河州。公元 13

世纪下半叶，西北蒙古贵族发动战争，率领铁骑 12 万进攻

交河，交河城损失惨重。1383 年，交河城在战火中消亡。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9 月 18 日早起从吐鲁番市区匆匆赶到古城时,景点尚未开

放，等到快 9 点才进入景区，此时虽然阳光初照，便已有

些灸热，秋天的吐鲁番暑气未去少有雨云天气，当日更是

万里无云，碧空如洗，古城内空旷一片，少见人影，当我

们小心凝重地踏上这片历经几千年的黄土废墟时，感慨颇

多，不免有些许压抑，按动快门的手指变得有些僵硬迟

钝……几人缓步沿甬道进出，时而围着一座座黄土，做一

些探究冥想，试图从沉寂单调的土堆找一些故事出来。 

——鱼笑九天《对话历史—从交河故城到敦煌》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109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86134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86134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86134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86134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86134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86134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86134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86134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861341.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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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古城  长安远在西域的翻版 
 

高昌故城曾是高昌王国的都城，故城历史悠久，公元前一世

纪始建高昌壁，于公元十三世纪未毁于战火。虽然经过 2000

多年的风吹日晒，故城轮廓犹存，城墙气势雄伟屹立在火焰

山下。 
 
在外城内西南有一大型寺院，唐代高僧玄奘西游取经，于贞

观二年（628 年）春曾到高昌国讲经一月余，即在此寺内。 
 
高昌故城呈长方形，周长 5.4 公里，分外城、内城、宫城三

部份。外墙基宽 12 米，墙高 11.5 米，夯士筑成。全城有九

个城门，西面北边的城门保存最好。高昌城在 13 世纪末的

战乱中废弃，大部分建筑物消失无存，目前保留较好的外城

西南和东南角保存两处寺院遗址。内城北部正中有一座不规

则的方形小城堡，当地人称“可汗堡”。 

 

门票  40 元  >> 立即预订 

4M 门票（旺季）250 元  同程价 207 元 

6H 门票（旺季）210 元  同程价 189 元 

8T 门票（旺季）235 元  同程价 212 元 

9P 门票（旺季）220 元  同程价 198 元 

  

一起游小贴士 
① 4M 套票包含葡萄沟、坎儿井、高昌故城、苏公塔郡王府、

艾丁湖、沙山公园。 

   6H 套票包含交河故城或者高昌故城、苏公塔郡王府、古

墓、千佛洞、坎儿井。 

   8T 套票包含葡萄沟，坎儿井，高昌故城，千佛洞，万佛

宫传承区，沙山公园。 

9P 套票包含葡萄沟，坎儿井，高昌故城，古墓，吐峪沟，

沙山公园。 

② 不超过 6 个景点的线路套票售出 48 小时内游览景点单次

有效，6 个以上景点 72 小时有效。 

③ 取票地点：吐鲁番游客服务中心（吐鲁番 312 国道收费

站以东 600 米） 

 

景区开放时间   

旺季（4 月 21 日-10 月 20 日） 8:00-21:00 

淡季（10 月 21 日-4 月 20 日） 10:00-18:30。 

 

交通  高昌故城位于吐鲁番东面 40 多公里的三堡乡，从吐

鲁番客运站坐开往鄯善的汽车，每 25 分钟一班，在火焰山

客运站下车。火焰山客运站离高昌故城 7 公里，打车即可。

高昌故城离三堡乡很近，打车回吐鲁番客运站很容易。 

 
 
 
 
 
 
 
 
 
 
 
 
 
 
 
 
 
 
 
 
 
 
忆高昌 
高昌，古时西域交通枢纽。公元 5 世纪中叶至 7 世纪中叶，

在这个狭窄的吐鲁番盆地中，曾先后出现四个独立王国，分

别是阚氏高昌、张氏高昌、马氏高昌及曲氏高昌。唐贞观二

年（628 年），著名高僧玄奘曾途经高昌。唐贞观十三年（640

年），设高昌县。到 840 年漠北回鹘国崩，一部份回鹘人占

据高昌建国，即高昌回鹘。 
 
高昌古城奠基于公元前一世纪，是西汉王朝在车师前国境内

的屯田部队所建。450 年，沮渠安周攻破交河城，灭车师前

国，吐鲁番盆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遂由交河城完全转

移到高昌城。此后张、马、麴氏在高昌相继称王，这些“高

昌王“均受中原王朝的册封。640 年，唐吏部尚书侯君集带

兵统一了高昌，在此置西州，下辖高昌、交河、柳中、蒲昌、

天山五县。八世纪末以后，吐蕃人曾一度占据了高昌。九世

纪中叶以后，漠北草原回鹘汗国衰亡后，西迁的部分余众攻

下高昌，在此建立了回鹘高昌国。1209 年，高昌回鹘臣附蒙

古。十三世纪以后，天山以北的西北蒙古游牧贵族发动叛乱，

侵犯臣属于元朝的回鹘高昌国，这场战火延续四十余年之久，

高昌城在战乱中被毁。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在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安宁。我漫步走在

远古的街道上，环视着这一堆堆残墙断壁，想像着古城昔

日的繁华，感受岁月给古城带来的沧桑。我在想：一座有

着一千三百多年悠久历史的高昌古国，怎么说没有就没有

了呢？昔日的繁华强盛又在哪里呢？不时地有冷风从残

破院墙中吹出来，凉嗖嗖的，似乎有人在诉说着什么，静

静地低耳倾听，我只希望听出点什么 .....，幻觉中似乎有

亘古人声在里面喧闹、争吵着.... 

——山里的文哥《高昌古城篇》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114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9438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9438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9438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9438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9438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9438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9438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9438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94380.html#refid=2582175


                    吐鲁番 

- 11 -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阿斯塔那古墓群  

坐落在吐鲁番市东 45 公里火焰山中段，木沟河谷西岸的悬

崖峭壁上，南距高昌古城仅 15 公里，是新疆境内较大的的

著名佛教石窟寺遗址之一。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始凿于南北朝后朝，历经唐、五代、宋、

元朝，始终是西域地区的佛教中心之一。原共有洞窟 83 个，

现存的 57 个中，有壁画的为 40 个，壁画总面积 1200 平方

米，壁画内容主要有，以大型立佛画像为中心的“佛本生经

变”故事画、佛教故事画、因缘故事画以及千佛像等，目的

是颂扬佛法，供善男信女礼拜瞻仰。 
 
回鹘高昌是该石窟群最繁华的时期。公元 13 世纪末，高昌

王室东迁甘肃永昌，加之伊斯兰教传入吐鲁番后，佛教渐衰，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随之衰落，在异教冲突中遭到毁坏，壁画

人物的眼睛全部被挖掉。本世纪初，又屡遭不良洋人盗劫破

坏，雪上加霜，面目全非。尽管如此，劫余的佛座华丽精致，

残余的壁画内容丰富，多采多姿，仍不失为一座规模宏大的

文化艺术宝库。 

 

门票  >> 立即预订 

6H 门票（旺季）210 元  同程价 189 元 

8T 门票（旺季）235 元  同程价 212 元 

  

一起游小贴士 
① 6H 套票包含交河故城或者高昌故城、苏公塔郡王府、古

墓、千佛洞、坎儿井。 

   8T 套票包含葡萄沟，坎儿井，高昌故城，千佛洞，万佛

宫传承区，沙山公园。 

② 不超过 6 个景点的线路套票售出 48 小时内游览景点单次

有效，6 个以上景点 72 小时有效。 

③ 取票地点：吐鲁番游客服务中心（吐鲁番 312 国道收费

站以东 600 米） 

 

景区开放时间   

旺季（4 月 21 日-10 月 20 日） 8:00-21:00 

淡季（10 月 21 日-4 月 20 日） 10:00-18:30。 

 

交通  从吐鲁番客运站乘坐前往鄯善或三堡乡的班车，在

胜金口下车，换乘当地客运三轮摩托或搭乘去千佛洞的便车

即可（吐鲁番一胜金口 5 元/人，胜金口一千佛洞 10 元/车）。

从吐鲁番市区包车单程约 50 元/车。 

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高昌北郊的戈壁荒滩上，距离吐鲁番约

40 千米，是古代高昌王国城乡官民的公共墓地。墓地长约 5

千米，宽约 2 千米，清理发掘了近 500 座古墓葬，年代为西

晋到唐代中叶，墓葬按家族分区埋葬，以砾石为界，界限分

明。阿斯塔那古墓葬有汉、车师、突厥、匈奴、高车、昭武

九姓等各民族居民，其中以汉人为主，墓葬一般为夫妻合葬，

少数有一男二女或三女合葬，此外也有单人葬。  
 
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几乎每一座都有斜坡墓道和土洞墓室，

地面堆有砾石，平面呈“甲”字形；墓室一般高 2 米以上，

为平顶或穹窿顶，死者多安放在洞室后部的土炕或简易木床

上，没有棺椁，死者头枕鸡鸣枕，面部掩巾，眼上盖瞑目，

双手握木，身着棉麻或绢锦织品制成的衣服，四周或有亭台

楼阁、车马仪仗、琴棋笔墨等的模型，或有葡萄、瓜果、饺

子、面饼等食物，有的墓室后壁还绘有线条流畅的壁画。 
 
阿斯塔那古墓群还出土了上万件珍贵文物，有干尸、文书、

墓志、绘画、泥俑、陶器、木器、金器、石器、古币及丝、

棉毛织物等，被称为“高昌的历史活档案，是吐鲁番地区的

地下博物馆”。  

 

门票   >> 立即预订 

6H 门票（旺季）210 元  同程价 189 元 

9P 门票（旺季）220 元  同程价 198 元 

 

一起游小贴士 
① 6H 套票包含交河故城或者高昌故城、苏公塔郡王府、古

墓、千佛洞、坎儿井。 

9P 套票包含葡萄沟，坎儿井，高昌故城，古墓，吐峪沟，

沙山公园。 

② 不超过 6 个景点的线路套票售出 48 小时内游览景点单次

有效，6 个以上景点 72 小时有效。 

③ 取票地点：吐鲁番游客服务中心（吐鲁番 312 国道收费

站以东 600 米） 

 

景区开放时间   

旺季（4 月 21 日-10 月 20 日） 8:00-21:00 

淡季（10 月 21 日-4 月 20 日） 10:00-18:30。 

 

交通  在吐鲁番客运站乘吐鲁番至鄯善班车，于胜金口下

车后换乘当地客运三轮摩托车可直达古墓；或从客运站乘到

三堡乡政府的班车，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口下车即可。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115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115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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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丁湖  月色美人 
 

吐峪沟  

中国最低的湖泊──月色美人艾丁湖，维吾尔语意为“月光

湖”。在吐鲁番盆地南部，为一盐湖。湖面海拔-154 米，是

全国最低的洼地，也是世界上主要洼地之一。由于湖水不断

蒸发，大部分湖面已变为深厚的盐层。 
 
艾丁湖是一个内陆咸水湖，湖水矿化度极高，湖区气候极端

干旱，湖区景观极度荒凉，地表盐壳发育独特，构成了一幅

壮观的原始画面。艾丁湖南岸戈壁茫茫，一望无际，寸草不

生。一眼眼废弃的古坎儿井历历在目，历尽沧桑。路北骆驼

刺、红柳等沙漠植物郁郁葱葱。 
 
从艾丁湖南下，在硬如顽石的盐峭上约行 10 公里左右，将

来到玛瑙滩。滩上密布着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石头蛋儿，大

的像土豆，小的如花生，在阳光照射下色彩纷呈，宛如镶嵌

在艾丁湖畔的一串珍珠项链。继续向南约 7～8 公里处是化

石山，大小石头中布满了海相生物的化石，以珊瑚、海百合

居多，奇形怪状，让人流连忘返。 
 
 

门票  5 元 

  

一起游小贴士   
① 艾丁湖四周多盐滩、碱地和沙丘，道路不好走。 

② 现在的艾丁湖除了南岸湖床边尚存少许咸水外，其余几百

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已经变成干裂荒土或者茫茫戈壁。 

 

交通  从市区包出租车来回，约 120 元左右。通往艾丁湖

的公路非常直，很不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见青山提供） 

吐峪沟，位于吐鲁番鄯善县境内，东距吐鲁番市约 55 公里。

这里曾经是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 
 
吐峪沟大峡谷民俗游览区 该峡谷北起 312 国道旁的苏贝希

村（新疆三大古文化——遗址苏贝希文化遗址就坐落在大峡

谷北沟口），南至古老的麻扎村口，全长 8 公里，沿路步行就

可以欣赏到神奇壮美的峡谷风光。 
 
吐峪沟千佛洞 从胜金口沿火焰山南麓东行 15 公里，便到了

吐峪沟千佛洞。这里共有 94 个洞窟，现存 45 个，沟东 21

个，沟西 24 个。 
 
吐峪沟千佛洞古称“丁谷寺”，是新疆吐鲁番地区建窟较早、

保存早期壁画较多的石窟。最早的洞窟出现在晋、十六国时

期。沮渠氏家族称王时（公元 443～450 年），是吐峪沟佛教

最繁荣的时期。 
 
吐峪沟麻扎 位于吐峪沟千佛洞的西边，全称为“吐峪沟艾斯

哈布凯海夫”。吐峪沟麻扎堪称中国的第一大伊斯兰教圣地，

即“中国的麦加”。现在每年前来朝觐的大陆、香港、澳门、

台湾，以及德国、土耳其等地的穆斯林络绎不绝。 
 
吐峪沟古村落 这是一个完整地保持了维吾尔传统的小村庄。

在这里，人们继续用维吾尔语进行交际，过着自己信仰宗教

生活，衣着、服饰全然是维吾尔特色。 

 

门票   >> 立即预订 

9P 门票（旺季）220 元  同程价 198 元 

 

一起游小贴士 
① 9P 套票包含葡萄沟，坎儿井，高昌故城，古墓，吐峪沟，

沙山公园。 

② 不超过 6 个景点的线路套票售出 48 小时内游览景点单次

有效，6 个以上景点 72 小时有效。 

③ 取票地点：吐鲁番游客服务中心（吐鲁番 312 国道收费

站以东 600 米） 

 

景区开放时间   

旺季（4 月 21 日-10 月 20 日） 8:00-21:00 

淡季（10 月 21 日-4 月 20 日） 10:00-18:30。 

 

交通   乘坐吐鲁番和鄯 善之间的长途车 在吐峪沟下车 即

可。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7321825#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667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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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木塔格沙漠   
 

吐鲁番郡王府  

新疆库木塔格沙漠风景名胜区是世界上少有的与城市零距离

接触的沙漠，也是与天池、博斯腾湖并列的新疆 3 处国家重

点风景名胜区之一。  
 

库木塔格沙漠位于新疆鄯善老城南端，站在城中就能看见金

色大漠雄浑壮观的无限风光。驱车而行，10 多分钟便可到达

景区。库木塔格沙漠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来自天山七角井风

口的西南风和来自达坂城风口的东南风，沿途经过长风程，

携带着大量沙砾，最后在库木塔格地区相遇碰撞并沉积而成。 
 
库木塔格沙漠是世界上唯一与城市相连的沙漠，有“城中的

沙漠”之称，因千百年来风向交汇点始终在鄯善老城南端，

从未向北移动，故未把鄯善城淹埋，是世界治沙史上“绿不

退，沙不进”奇观的缩影，也是浓缩了世界各大沙漠典型景

观的博物馆，更是诠释古楼兰王国消失的最后一片圣地。 

 

门票 30 元 （同程价 27 元  >> 立即预定） 

 

景区开放时间   

24 小时营业，骑摩托、冲浪汽车：9:30-20:00 

 

一起游小贴士   
景区内游玩项目如骑骆驼、冲浪摩托车等需另外收费。 

 

交通  从吐鲁番市乘坐班车到达鄯善县后，再搭车或者乘

坐 1 路公交车前往库木塔格沙漠。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心旅天涯提供） 

吐鲁番郡王府位于吐鲁番市区东郊的葡萄乡木纳尔村，距吐

鲁番市区 2 公里，周围葡萄园环抱，环境优美。 
 
吐鲁番郡王府据史科考证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但在 1933

年被毁。现在的郡王府是根据史料记载基本按以前的维吾尔

族建筑风格、布局和规模恢复兴建的。郡王府大门及院墙造

型别具一格，庄重、古朴大方具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郡王

府院内、前后宫殿共有大小房间数十间，天棚、拱廊、楼梯、

栏杆和檐口用典型的维吾尔民族工艺进行雕刻，配以石膏花

饰，极具民族风味；庭院种植的各种果树和葡萄树郁郁葱葱。 

 

门票   >> 立即预订 

4M 门票（旺季）250 元  同程价 207 元 

6H 门票（旺季）210 元  同程价 189 元 

 

一起游小贴士 
① 4M 套票包含葡萄沟、坎儿井、高昌故城、苏公塔郡王府、

艾丁湖、沙山公园。 

   6H 套票包含交河故城或者高昌故城、苏公塔郡王府、古

墓、千佛洞、坎儿井。 

② 不超过 6 个景点的线路套票售出 48 小时内游览景点单次

有效，6 个以上景点 72 小时有效。 

③ 取票地点：吐鲁番游客服务中心（吐鲁番 312 国道收费

站以东 600 米） 

 

景区开放时间   

旺季（4 月 21 日-10 月 20 日） 8:00-21:00 

淡季（10 月 21 日-4 月 20 日） 10:00-18:30。 

 
（图片由一起游景区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998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8713068#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1327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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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佛宫   
 

吐鲁番博物馆  

万佛宫以“丝路古堡”、“哈拉和卓”、“铁扇公主”、“唐僧讲

经”、“弥勒佛”、“观音堂”等大型雕塑迎接络绎不绝的中外

游客。这片景区由 20 个景点组成，内容相当丰富，上自古

老的神话传说，下至民族习俗、乡土风物，均有概括的表现。

它以历史名人伟业、维吾尔民间传说和吐鲁番的奇闻轶事为

线索，通过宗教、民俗、乐舞、珍藏等 4 个泥土艺术造型，

生动形象、全面立体地展示了西域重镇吐鲁番的历史画卷。 
 
万佛宫依山傍水，又临近 312 国道，交通方便，自然环境优

美。园区内高大的伊斯兰风格建筑，古色古香，别具风味。

走进高达 10 多米由土砖坯砌成的图案精美的拱门，迎面是

由 3 座穹窿顶建筑组成的万佛宫，中心正厅有坐佛一尊，10

米高的彩绘大佛雄伟壮观，气派不凡，是依据焉耆出土的雕

塑精品红衣佛放大塑造的，是新疆第一大坐佛。 
 

左右两厅的壁画，一个以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为内容，一

个以吐鲁番本地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壁画为蓝本，精选复原绘

出，特别是高昌回鹘王、王后及供养人像，栩栩如生，美不

胜收。 
 

万佛宫内有专门的沙疗场，感兴趣的不妨体验一下。 

 

门票  >> 立即预订 

7S 门票（旺季）250 元  同程价 225 元 

8T 门票（旺季）235 元  同程价 212 元 

  

一起游小贴士 
① 7S 套票包含葡萄沟、坎儿井、高昌故城、维吾尔古村、

万佛宫传承区、沙山公园。 

   8T 套票包含葡萄沟，坎儿井，高昌故城，千佛洞，万佛

宫传承区，沙山公园。 

② 不超过 6 个景点的线路套票售出 48 小时内游览景点单次

有效，6 个以上景点 72 小时有效。 

③ 取票地点：吐鲁番游客服务中心（吐鲁番 312 国道收费

站以东 600 米） 

 

景区开放时间   

旺季（4 月 21 日-10 月 20 日） 8:00-21:00 

淡季（10 月 21 日-4 月 20 日） 10:00-18:30。 

吐鲁番博物馆收藏着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至

近现代的 5000 多件文物精品，是了解吐鲁番历代社会、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的一部微缩的百科全书。该馆的

主体建筑是一幢富有地方特色和现代风格的二层大楼，古朴

浑厚。整个展览部分分为吐鲁番地区出土文物陈列厅、吐鲁

番地区出土古尸陈列厅和巨犀化石陈列厅三个部分。 
 

其中吐鲁番地区出土古尸陈列厅是最具神秘性和吸引力的展

厅。这里展出的 11 具干尸，从春秋战国时期至清代时期的

古尸，主要出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葬群和苏巴什古墓群、

洋海古墓群等。 
 

巨犀化石陈列厅内的巨犀化石是吐鲁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据考证，这是目前世界上出土最完整的一具巨犀骨架化石。 

 

门票  免费。吐鲁番博物馆每天发放 400 张门票。散客现

场排队领票，凭有效证件每证领取 1 张门票，门票当日有效。

团队参观需要提前预约。 

 

开放时间  10:00-19:00 

 

地址  吐鲁番市纳尔路与沙河子路交界处东北角。 

 

交通  乘坐 5 路、6 路、202 路公交车可到。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游子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650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3997995#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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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避暑游】火焰山  → 葡萄沟  → 坎儿井  

苏公塔  →  葡萄沟  →  万佛宫  

【沙漠游】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  库木塔格沙漠  → 鄯善 →  吐鲁番  

达坂城风力发电厂  → 坎儿井  → 交河故城  

【古城游】火焰山  → 高昌古城  →  交河故城  

 

【避暑游】火焰山  → 葡萄沟  → 坎儿井  

这条线路可以尽享吐鲁番风情，不但有热辣辣的火焰山，还有绿油油的葡萄沟。 

▲ 交通  

① 火焰山 → 葡萄沟：葡萄沟距离火焰山只有十多公里，驾车半小时

左右可到。从火焰山景区上 G312，行驶 25 公里左右，经葡萄沟收费站

右转进入 Z474，行驶 1.3 公里左右，可到。 
 
② 葡萄沟 → 坎儿井：坎儿井距离葡萄沟也不远，驾车 20 分钟左右可

到。从葡萄沟出发，回到 G312，继续向前行驶 6.4 公里后左转进入 X053

行驶 2 公里后到达坎儿井。 

▲ 住宿  

在此条路线中，推荐住在吐鲁番市区。  
 
 
 

推荐住宿        >> 吐鲁番特价酒店  

吐鲁番大饭店（原吐鲁番大酒店）  

普通标间  同程价：220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豪华标间  同程价：260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 午饭    

可以再葡萄沟吃午饭，尝尝吐鲁番的各种水果。 

 

苏公塔  →  葡萄沟  →  万佛宫  

这条线路从各方面展现了新疆的异域风情。 

▲ 交通  

① 苏公塔 → 葡萄沟：驾车 10 分钟左右可到。从苏公塔朝东行驶 300

米左右，左转进入 X051，沿 X051 一直向前行驶约 5.7 公里左右即到。 
 

② 葡萄沟 → 万佛宫：驾车 40 分钟左右可到。从葡萄沟出发，朝西沿

Z474 行驶，经葡萄沟风景区收费站后左转进入 312 国道。沿 G312 行

驶 30 公里左右，可到。 

▲ 住宿  

在此条路线中，推荐住在吐鲁番市区。  
 
 
 

推荐住宿        >> 吐鲁番特价酒店  

吐鲁番丽阳大酒店 

普通标间  同程价：228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豪华标间  同程价：248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 午饭    

可以再葡萄沟吃午饭，常常吐鲁番的各种水果。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list_652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804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804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8043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804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652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870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870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58704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870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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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游】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  库木塔格沙漠  → 鄯善 →  吐鲁番  

这条线路可以欣赏到少有的与城市零距离接触的沙漠胜景。 

▲ 交通  

①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 库木塔格沙漠：这两个景点的距离较远，驾

车的话，大约要 1 小时。从千佛洞出发，进入 G312，行驶约 4.8 公里

左右，过萨伊坎儿孜约 600 米后左转，行驶 288 米后调头，行驶 2.5 公

里，右转走匝道，调头进入 G312，向前行驶 36.2 公里，从鄯善城区出

口离开，后右转进入 X058，然后进入楼兰西路，最后可到。 
 

② 库木塔格沙漠 → 鄯善：可以原路返回鄯善，稍作调整后，沿楼兰

西路左转进入 X058，后左转走匝道，进入 G30，返回到吐鲁番市。 

▲ 住宿  

在此条路线中，推荐住在吐鲁番市区。  
 

推荐住宿        >> 吐鲁番特价酒店  

吐鲁番大饭店（原吐鲁番大酒店）  

普通标间  同程价：220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豪华标间  同程价：260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达坂城风力发电厂  → 坎儿井  → 交河故城  

这条线路从乌鲁木齐出发，沿路可以看到著名的达坂城风力发电厂。 

▲ 交通  

① 达坂城风力发电厂 → 坎儿井：这段路程驾车时间较长，约 2 小时

左右。从达坂城风力发电厂出来，往吐鲁番方向行驶，从吐鲁番出口下

攻速，然后右转进入 X053，后继续行驶可到终点。 
 
② 坎儿井 → 交河故城：驾车时间约 15 分钟左右，从起点出发，朝北

沿 X053 行驶 285 米，后左转，过上湖村后右转，过巴拉钦湖买里后左

转，然后行驶 3.4 公里后右转，行驶 2.9 公里后可到终点。 

▲ 住宿  

在此条路线中，推荐住在吐鲁番市区。  
 

推荐住宿        >> 吐鲁番特价酒店  

吐鲁番大饭店（原吐鲁番大酒店）  

普通标间  同程价：220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豪华标间  同程价：260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古城游】火焰山  → 高昌古城  →  交河故城  

这条线路重点在于感受吐鲁番厚重的历史，怀想大唐盛世在西域的翻版。 

▲ 交通  

① 火焰山 → 高昌古城：进入 X058 后，过多尕买里约 500 米后左转，

过布隆买里后左转，继续行驶 156 米后右转行驶 2.7 公里可到。不清楚

路程的可以问问当地人。 
 

② 高昌古城 → 交河故城：驾车 1 小时左右可到。进入 G312 后，沿

国道行驶，过葡萄沟收费站后，进入 X053，行驶 1.6 公里后右转过上湖

村后右转，过巴拉钦湖买里后左转，然后行驶 3.4 公里后右转，行驶 2.9

公里后可到终点。 

▲ 住宿  

在此条路线中，推荐住在吐鲁番市区。  

推荐住宿        >> 吐鲁番特价酒店  

吐鲁番丽阳大酒店 

普通标间  同程价：228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豪华标间  同程价：248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list_652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804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804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8043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804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652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804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804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8043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804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652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870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870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58704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870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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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住宿 
吐鲁番市区的面积不大，多数宾馆集中分布在几条主干道，其中位于南北走向的高

昌路和青年路上的酒店有吐鲁番大饭店、康泰酒店、鸿远酒店、吐鲁番宾馆等，位

于东西走向的绿洲路、文化路上的酒店有丝路绿洲宾馆、金新宾馆。市区唯一一座

五星级的宾馆吐哈石油大厦也在文化路 230 号。 
 
除了市区之外，方便住宿的地方还有鄯善县，主要位于鄯善县火车站附近，如火车

站宝城、金田宾馆等。此外，游览葡萄沟时，可选择住在沟内的葡萄山庄，不过价

格较为昂贵。 
 
6 月到 9 月是吐鲁番的旅游高峰期，客房可能很紧张，最好提前咨询和预订，或者

一下车就先找旅馆。如果是夏季到吐鲁番的话，一定要住带空调的宾馆。如果没有

空调的话，那种温度是无法忍受的。  
 

吐鲁番的住宿有一大特色，几乎市内每个宾馆都有葡蕾园或葡萄架，每个宾馆都有

新疆维吾尔歌舞表演，让客人能够茬葡萄藤下散步，休息并品尝葡萄。也能找到各

种档次的宾馆和酒店，比较高档的有吐鲁番大饭店，青年路上的吐鲁番宾馆、绿洲

宾馆。如果你想在葡萄沟度过一夜，可以选择沟里的葡萄山庄，它是二星级的宾馆。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游子提供） 

 

 

吐鲁番大饭店（原吐鲁番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普通标间         220 元    

豪华标间         26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吐鲁番酒店  

[13477zaxott] 吐鲁番的酒店能在网上找到联

系方式的很少。吐鲁番大酒店在一个闹中取静的

位置，出门左边一点就是广场还有很多小吃。 

[13810mmatrg] 酒 店 很 干 净 ， 很 不 错 的 哟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值得推荐的呢。 

→ 查看 100 条酒店点评 

   

 

吐鲁番丽阳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普通标间         228 元    

豪华标间         24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吐鲁番酒店  

[13011wdpimn] 服务热心！房间干净！如有

疑问提出，都能及时帮忙解决！。 

[13322fupedh] 各方面都很满意，卫生特别不

错。服务很好，各方面都很人性化~是个不错的

选择。 

→ 查看 100 条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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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美食  

吐鲁番的饮食很丰富，川菜、粤菜等佳肴随处可见，同时具

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维吾尔风味小吃和伊斯兰清真食品也都荟

萃于此。广汇街是吐鲁番有名的小吃一条街，无论是叫得上

名字的小吃，还是叫不上名字的，在这里不仅全都能见得到，

还可以大饱口福。 

 

葡萄 
新疆的瓜果赫赫有名，吐鲁番的葡萄更是享誉大江南北。吐

鲁番的葡萄含糖量特别高，极受欢迎，而且吐鲁番的葡萄品

种多达数百种，爱吃水果的朋友们，完全可以把葡萄等水果

作为主食，这种“水果宴”是吐鲁番独具的特色。此外，由

于吐鲁番的葡萄产量高，所以以葡萄加工成的其它食品也就

特别多，例如，各种各样的葡萄干、葡萄酒、木赛来斯、葡

萄水等等，无一不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 

 

木赛来斯 
木赛来斯是南疆维吾尔群众普通喜欢的一种饮料。其制作方

法也是十分独特。这种饮料完全是用鲜葡萄为原料酿成的汁，

但却不是葡萄酒。木赛来斯呈淡咖啡色，味微酸甜，气味芳

香，是营养丰富的上等补品，具有舒筋活血的功能。 

 

拉条子 
新疆人好吃拌面、炒面，这两种面都离不开拉条子。拉条子

的拌菜有过油肉、鸡蛋炒西红柿，辣子炒羊肉，芹菜炒羊肉

等。将拉条子单盛，然后拌菜，是为拌面；将拉条子切成小

段，与菜混炒，是为炒面。 

 

抓饭 
抓饭可以算是维吾尔族最为有特色的一道美食，虽看菜名是

有点不雅，但真正吃过以后才会发现原来把那么多好吃的掺

杂在一起味道会更好。抓饭的原料很简单，大米，羊肉、胡

萝卜还有洋葱和植物油是主料，但花样却是很多，根据个人

的饮食爱好调整。维吾尔人家里常做抓饭，特别是在婚丧嫁

娶的日子里，总要做出大锅的抓饭来招待亲朋戚友。 

 

烤全羊 
又称囊坑肉，是维吾尔族人传统技艺，烧烤方法既古老又简

易，把各种调味佐料在羊全身涂抹均匀。涂抹前，先将羊身

上穿扎无数小孔，以便让调料渗入。羊进坑馕后，馕坑要加

盖，并以湿麻袋把口封好，闷烤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即可。

出馕的烤羊呈金黄色，外脆内酥，不膻不腻，羊肉鲜嫩有加，

满口留香。 

薄皮包子 
维吾尔族语叫“卡瓦曼塔”，还可以称之为葫芦包子，因为包

子里面的馅儿就是用葫芦做的，葫芦带点甜甜的味道，这也

是维吾尔族人比较喜欢的一种蔬菜之一。 

 

手抓羊肉 
手抓羊肉与抓饭相同：同用手抓着吃。如果抓饭尚可用筷子

或小勺的话，手抓肉却必须用手抓，否则将无法食用。 

 

羊肉串 
维吾尔民间传统的串烤肉，同样既是街头的风味快餐，又是

可以上席待客的美味佳肴。正宗的串烤肉也和烤全羊一样色

泽焦黄油亮，味道微辣中带着鲜香，不腻不膻，肉嫩可口。 

 

帕尔木丁 
帕尔木丁是维吾尔族人民传统的风味食品。它色泽黄亮，形

象美观，皮酥脆，肉鲜嫩，咸中带甜，颇受人们欢迎。帕尔

木丁是用面粉、肥羊肉、炼羊油、洋葱、鸡蛋、精盐、孜然

粉、胡椒粉等原副料，在馕坑烤制而成。 

 

曲曲 
曲曲儿是深受维吾尔族人民喜爱的传统风味小吃，类似汉族

的馄饨。曲曲儿皮薄馅嫩，散发出特有的香气，风味别具特

色，十分爽口。 

 

粉汤 
粉汤是新疆回族的风味小吃。每逢古尔邦节和肉孜节，几乎

每家回族都要烹制粉汤。粉汤味道鲜美，略酸微辣，适合北

方人的口味。 

 

凉皮子 
食用时，将凉皮子切成细条，把面精切成薄片，放入盘中，

再浇上辣椒油、醋、蒜沫、酱油、芥沫、芝麻酱等佐料，五

颜六色，其色悦目，味而诱人。盛夏，人们吃凉皮子既可消

暑又可提神，其风味绝非一般。 

 

烤馕 
烤馕的品种很多，添加羊油的即为油馕；用羊肉丁、孜然粉，

胡椒粉，洋葱未等佐料拌馅烤制的为肉馕；将芝麻与葡萄汁

拌和烤制的叫芝麻馕，烤馕制作精细，用料讲究，吃起来香

酥可口，富有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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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特产  

葡萄  
吐鲁番葡萄品种有几百种，品质上乘的有无核白葡萄、马奶

子、红葡萄、喀什哈尔、梭梭葡萄等 18 个品种，吐鲁番的

葡萄色泽光亮，粒大味美，香甜润喉。 

 

酿制的葡萄酒系列，如“楼兰”牌干白（红）葡萄酒、“红柳”

牌雪莲和三花葡萄酒。“楼兰”干白（红）葡萄酒除每年销往

日本外，同时也受到国外游客的普遍欢迎。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飞翔的花儿提供） 

 

哈密瓜 
吐鲁番的“哈密瓜”品种多，味道好。主要有黄皮瓜蛋、一

包糖、黄皮瓜、香梨黄、红心脆、黑眉毛、密极甘等 37 个

品种。 

 

香梨 
香梨，维吾尔语叫“奶西姆提”。其特点是香味浓郁、皮薄、

肉细、汁多甜酥、清爽可口，为新疆各种梨之上品。香梨以

库尔勒香梨产量大，质量好。 

 

无花果 
无花果，维吾尔语叫“安居尔”。无花果树雌雄异花，花藏于

囊状花托内，外表只见果不见花，故称无花果。 

 

木赛来斯  
木赛来斯是南疆维吾尔群众普通喜欢的一种饮料。其制作方

法也是十分独特。这种饮料完全是用鲜葡萄为原料酿成的汁，

但却不是葡萄酒。 

 

英吉沙小刀  
以优质钢材为原料，坚而不脆，韧而不柔，弹嘘有声，熠熠

生辉，锋利无比。刀形多根据各族喜好，如维族用的弧形小

刀，汉族用的青龙偃月形小刀，品种达 16 种之多。刀柄装

饰精美，或白银镶花，或黄铜缀杂，或乌金光亮，或碧玉晶

莹。 

 

挂毯   

吐鲁番的挂毯不仅国内驰名，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它毯面

光泽平滑，毯板结实柔和亮丽，更具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浓厚

的地方色彩的挂毯图案，在国际挂毯业中独树一帜，被誉为

独具一格的“东方式”挂毯。 

 

帕拉孜 
帕拉孜是维吾尔族传统工艺品，用彩色羊毛纺织编织而成。

图案多为各种几何形的组合体，其编织方法与地毯大体相同。

有多种用途，可作地毯、床毯，装饰品，也可作为马、骆驼

等乘骑工具的披毯。   

 

花帽 
维吾尔族男女老少都喜欢戴花帽，维语叫“多帕”。它是维吾

尔族人日常生活必需品。新疆不同地区的花帽，形制、花纹、

色彩不尽相同。吐鲁番的花帽的特点是花大底空小，颜色火

红鲜艳，老年人尤其喜欢戴这种艳丽夺目的花帽，这在其他

地区是十分罕见的。 

 

吐鲁番购物点 
吐鲁番百货大楼位于市区繁华地段——高昌路与老城路十字

路口，这里交通便利，商场、文化、饮食、娱乐等场所林立，

是吐鲁番著名的商业购物中心。 

 

另外，在老城路南有吐鲁番最大的商贸及农副产品交易市场，

各种各样极具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的土特产品和手工艺品都

汇集在这里，值得一逛。 

 

在托克逊县城，也有较多的购物点，稍大型的有北大街的民

贸友谊商店、西域贸易商场、天山商城等。这些商场的价格

较吐鲁番市区要略微便宜一些，不过品种也略显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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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贴士  

 

衣 
▶ 吐鲁番是我国第一大火洲盆地，5 月开始气温多在 35 度

左右，8 月基本上每天的气温都在 42℃以上，火焰山的地面

温度可以达到 80 至 90℃，故有“沙窝里煮鸡蛋之称”。 

 

▶在吐鲁番旅游，日照强烈、气候干燥，在行程中一定要注

意防暑、防晒、多喝水。建议使用 SPF30 以上的防晒霜，还

要带上防紫外线的遮阳伞和长袖衬衣及墨镜、遮阳帽等。  

 

▶ 景区的灰尘、灰土大，地面温度高，尽量不要穿皮鞋，要

穿厚底的旅游鞋。  

 

食 
▶ 吐鲁番的特色菜：薄皮包子，拌面（或称拉面），抓饭，

烤羊肉串，吐鲁番清炖羊肉等  

 

▶ 特产当然最有名的当属各种水果：吐鲁番葡萄，哈密瓜，

绿葡萄干（由号称水果世界“绿珍珠”的新疆无核白葡萄，

干制而成，形成色、香、味、形“四绝”，名驰中外，是新疆

的主要传统特产之一。） 

 

节日庆典 
▶ 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 

葡萄节期间举办各种丰富多彩文化活动，诸如专题文艺晚会、

民族歌舞、消夏晚会、名优葡萄酒品尝会、风味小吃一条街、

科技、商业一条街，葡萄瓜果一条街等。 

举办时间：每年 8 月下旬 

举办地点：吐鲁番市内会开设多条活动街 

 

自驾 
▶ 今后，每逢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重大节假

日的小长假，小型客车可以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但各地

的机场高速公路是否实行免费通行，由各省（区、市）人民

政府决定。 

 

▶ 免费通行的具体时段：从节假日第一天零时开始，到节假

日最后一天 24 时结束（普通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

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

准）。 

 

▶ 免费通行的车辆范围：7 座以下（含 7 座）载客车辆，包

括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 

 
风俗禁忌 
▶ 吐鲁番的少数民族同胞多信仰伊斯兰教，不吃猪肉、猪油

和一切用猪肉、猪油做的食品。不吃未经念经宰杀的牲，不

吃病死的牲畜和家禽，不吃任何动物的血和猫、狗、驴、骡

等动物的肉。不允许将吃的食品随便乱扔。在吃饭和交谈中，

禁止吐痰、放屁、擤鼻涕、打呵欠等。 

 

 

娱乐 
▶ 吐鲁番市区中心文化路和高昌路交界处的旅游文化广场

是当地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主要公共场所。其中最值得

一看的莫过于“麦西来甫”。这是一种以歌舞和民间娱乐融为

一体的娱乐形式，参加的人数不限，一般在节假日或傍晚休

息时举行。人们聚集在广场上，吹拉弹唱、表演杂技魔术、

跳舞娱乐，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亲身登场表演节目。 

 

▶ 沙疗也是吐鲁番独特的娱乐健身项目。盆地的沙丘是沙疗

的最佳场地，时间尤以每年的 6－8 月为佳。能加速新陈代

谢功能，起到日光疗、热疗、磁疗和按摩的作用。在万佛宫

和库姆塔格沙漠等景点，都提供有沙疗项目。 

 

 

最佳旅游时间 
▶ 吐鲁番 4-7 月多大风，被称为“风库”。7—9 月是吐鲁番

旅游的最佳时间，此时正是瓜果成熟上市的时节，天气虽然

炎热，但由于气候异常干燥、昼夜温差极大，所以也并不会

有闷热的感觉。 

 

▶ 吐鲁番处于盆地之中，不必太担心会被晒黑，但仍需要准

备好遮阳帽、太阳镜和足够的润肤霜。吐鲁番的温度较高，

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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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 关 攻略    

             

 

  游 记 攻略   

  

【攻略】梦想的旅程—新疆（二） 
2012-5-27  作者：叶清凝 

迷人的葡萄沟，位于火焰山中，葡萄沟系火焰山西侧的一个峡谷，南北长 8 公里，

东西宽 0．6－2．0 公里，沟谷狭长平缓。沟谷西岸，悬崖对峙，崖壁陡峭，犹如屏

蟑；溪流环绕，水质纯净；溪流两侧，葡萄架遍布，景物天成；数条葡萄长廊深邃、

幽静，葡萄藤蔓层层叠叠，绿意葱葱。刚刚感受到“火焰山”的酷热，我们好像一

转眼来到了另一个“桃花源”……[查看全文] 

 

【春】新疆吐鲁番•踏春红柳河大峡谷（景物篇） 
2012-4-5  作者：≈静水流深≈ 

红柳河是一个让你想象不到的世外仙境，在一个到处都是泥土岩壁的地方，却坐落

着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小村落，伴随它的是一个桃粉色的小花园，一条清澈的小河流。

在我们穿过土山、沙石的峡谷，突然眼前一亮时，此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葡萄

架、农舍、耕田、水渠、还有朴实的老乡。不一会就会有一种阵阵花香扑鼻的感觉，

听着溪声、鸟鸣、牛羊的叫声，我们步入这宁静雅致的世外桃源......[查看全文] 

 

2011 夏之旅—新疆万里行（十三）吐鲁番旅程 
2011-12-26  作者：风之飞舞 

8 月 20 日上午 8 点多钟，我们离开尉犁县城，往吐鲁番方向进发，那里是我们在新

疆最后的旅行目的地。从网上查到，尉犁县到吐鲁番的路程有四多百公里，路况比

较好，基本上是全程高速。过了库尔勒，公路两旁都是这样黑色的沙石山，远远望

去像一幅幅国画，很有特色。我坐在车上不时拿出相机拍摄。路上的风景比较枯燥，

有时很久很久不见一个村子，更别说人影了 ...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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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谢 网友   

本攻略感谢一起游网友叶清凝、心旅天涯、老游子、柠檬草、鱼笑九天、山里的文哥、见

青山、飞翔的花儿、≈静水流深≈、风之飞舞的支持。  

 

  版 本 信息    

如有批评建议，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本攻略将不定期更新，下载最新攻略请至吐鲁番攻略。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一起游旅游攻略。  

 

  版 权 声明   

本攻略 PDF 版已得到 Adobe Acrobat 官方认证，本攻略最终解释权归一起游所有。 

 

  加 入 微信   

欢迎您加入一起游微信（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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