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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去这里？ 

川西，是一片神秘的土地，这里有四姑娘山秀美绝伦，也有蜀山之王贡嘎山的雄浑壮丽，在群山之中，康巴藏族世世代代生

活在这里。用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实践着人与自然的融合。滔滔大渡河，以天上来的气势，切开了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

而后一头扎进了平坦的四川盆地。而河流沿岸，冲开了绝尘幽美的峡谷，藏族人们在这里逐水而居，生活简单而幸福。同时

这也是一片在藏传佛教照耀下的土地：山谷间的丹巴，诞生了中国最美的乡村；草原上的塔公，牧民们忙碌而虔诚。雪山之

下，这里是一片田园牧歌。 

 

 和你一起的同伴？ 

团队旅行的一大惊喜是你的伙伴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同行业不同背景，年龄集中在18-39岁，多为年轻人。我们一次又一

次的实践证明，一次美好的团队旅行回忆，很多的部分来自于团队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因为一次真实的旅行，往往就有这

样的魔力，让旅行者敞开心扉，也只有敞开心扉，才能豁达宽容，收获快乐，收获队员的尊重，才能收获友情，甚至爱

情。所以，让我们一起珍惜旅途中的同伴吧！  

 

 如果你是一个人旅行？ 

我们的旅行，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是自己单独来报名的，并且在旅行中认识到了很多新的朋友。考虑到年轻人的探索旅

行，为此，我们的旅程设计中并不会额外收取单人房差。如果你在报名时填写了自己的“睡友”，我们一定会为你尽力安

排，如果没有“睡友”，我们会随机安排同性别的队员入住。敞开心扉，一个人来的旅行收获的是一堆朋友回归。 

 

 负责任的旅行 

稻草人提倡负责任的旅行态度： 

尊重环境：旅行中请尽量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同时注意环保。 

尊重队员：和谁一起旅行是旅行的灵魂。尊重队员从遵守时间开始吧，不迟到，不影响别人的时间。 

尊重当地人：对于当地人我们要予以尊重，尊重当地人的文化习俗，尊重当地人的宗教信仰。目前很多地方可能依然保守

和古朴，所以入乡随俗是最自然的。 

 

出发前准备文件 

康巴印象——从横断山脉到稻城亚丁，将康巴藏区的美景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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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高原的独特之处，在于横断山脉带来的山脉大起大落，众多雪山环绕之下，是森林、

草原和峡谷的相互映衬。在我们的路线设计中，并不是像传统的川西路线那样，从成都直

接一天之内就上到高原地区。而是从四川盆地的成都，沿着河流切割开的峡谷，缓缓上升

到横渡山区，再过渡到青藏高原。这条进阶之路，能更加深刻感受到从平原到山区再到高

原的地理抬升和风景变化。 

 

大部分时间，我们会沿着 318 国道的川藏公路一路向西。一路上翻越 5 座 4000 米以上的

垭口，最终到达我们转山的起点——稻城县亚丁村。 整条路线都在青藏高原边缘的横断山

脉地区进行，平均海拔 4000 米左右，总路程 2200 公里左右。旅途中我们会经过摄影家心目中的光影世界新都桥，翻越世

界上海拔最高的县城理塘，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仅有的 24 个“人与生物圈”之一的稻城，以及震撼人类心灵的亚丁，真

正的高潮将在亚丁发生，我们将鼓励队员克服困难，一起前往最深保护区最深处，去探访牛奶海和丹增错……整段旅途皆为

最最纯正的高原风光。 

 

除此之外，川西最大的亮点在于雪山众多。除了亚丁三座神山的吸引力之外，蜀山之后四姑娘雪山，蜀山之王贡嘎雪山，亦

或是雅拉神山，都让人震撼不已！为了更好地感受四姑娘山，我们选择在一片美丽的草甸上享受雪山下的下午茶；而去拜访

雅拉神山脚下的塔公寺和塔公草原，则会让你感受到藏传佛教的神圣；在贡嘎雪山下，我们安排了森林温泉，能洗去旅行的

疲惫。而整个旅行的高潮，则是在亚丁三座神山之间，我们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行走在其间，来慢慢感受象征着观音菩萨、

文殊菩萨和金刚手菩萨的三神山是如何令当地人顶礼膜拜的！ 

 

不同的环境，带来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我们的安排，则能带给你更好的当地体验。在峡谷中的邓池沟里，生活着农耕文化

的汉族人，所以我们会住到当地的农家，并带你参观一座拥有 150 多年历史的天主教堂，感受当地人对于天主教的信仰；

而来到中国最美乡村的丹巴中路藏寨，我们将入住当地特色的嘉绒藏族民居，与他们一起跳锅庄，并拜访当地的寺庙，感受

藏传佛教文化和藏族的热情豪迈；在摄影家的天堂新都桥，我们将放浪在草原上，静静享受这里的“光影”之美；来到贡嘎

山下的海螺沟时，我们安排了沟内条件最好的五星级酒店和纯天然的森林温泉，让整个旅行达到高潮！ 

 

成都-碧峰峡-邓池沟-四姑娘山-丹巴-塔公-新都桥-稻城-亚丁-珍珠海-洛绒牛场-牛奶海-五色海-理塘-康定-海螺沟-金口大峡

谷-成都 

 
 
 
 

川西高原地区气候都非常多变，尤其是风雪天气非常难以预测，

全年除了盛夏外，其他时间都会有发生风雪封路的可能性，夏季

则存在雨水增多而导致路面塌方泥石流等情况。如果一旦发生此

类极端情况，我们将对行程做出调整并及时与大家沟通。随着海

拔升高，每升高一千米，温度下降约 7 度左右，所以这条路线极

端气温将比成都地区的同期温度低约 28 度。 

 

路线概述 

气候&穿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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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全年平均气温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日均最高气温(℃) 10℃ 12℃ 16℃ 22℃ 26℃ 28℃ 30℃ 30℃ 25℃ 21℃ 16℃ 11℃ 

日均最低气温(℃) 3℃ 5℃ 9℃ 13℃ 17℃ 20℃ 22℃ 22℃ 19℃ 15℃ 10℃ 5℃ 

平均降水总量(mm) 7 11 20 47 82 110 223 227 115 40 16 6 

 

稻城全年平均气温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日均最高气温(℃) 5℃ 8℃ 11℃ 15℃ 18℃ 20℃ 21℃ 21℃ 19℃ 15℃ 10℃ 6℃ 

日均最低气温(℃) -11℃ -8℃ -4℃ 0℃ 4℃ 7℃ 9℃ 8℃ 6℃ 1℃ -6℃ -11℃ 

平均降水总量(mm) 5 9 18 32 75 131 114 96 105 46 8 4 

 

穿着建议： 

春秋季（3-6 月、9-11 月）上衣：T 恤/保暖内衣+毛衣/卫衣+抓绒衣/轻薄羽绒+冲锋衣，裤子：保暖裤子+长裤/冲锋裤。 

另外高原地区紫外线较强，请一定要准备太阳镜、防晒霜等户外用品。垭口及山上风很大，头部和颈部是最容易流失热量的

部位，推荐带好抗风的帽子及围巾等。 

具体其他物资的准备请看文件最后页的物资准备清单。 

 
 

 

沿途我们将入住特色和干净的宾馆/旅馆/农家。每一个地区都是我

们探路人员精心挑选的，同一地区的住宿经过对比都是这个地区条

件不错的。但限于西部高原地区，条件仍然比较有限，尤其是太阳

能热水供应，晚间可能存在热水供应不足的情况。 

在行程中 ，我们在成都、新都桥、磨西、稻城、日瓦、理塘会选

择宾馆/酒店级别的住宿；在雅安选择的是当地村子较好及以上的

农家客栈；在日隆和丹巴选择的是当地的藏式客栈。亚丁村的住宿

非常简单，稻城亚丁景区内部客栈，2-4 人间，由于当地环境保

护，无法大面积施工，电力及热水供应很不稳定，经常停水停电，

这里也是住宿海拔最高的地方，不建议洗澡，这也是全程住宿最艰苦的一晚，请悉知。  

具体住宿说明参见网页行程安排中住宿描述。 

 

西部地区饮食口味偏重，在成都你可以有多重选择，来顿火锅、串串、各种小吃不愁选择；在行程中我们会接触到川菜、藏

餐等，藏餐口味比较粗糙，首次接触可能不太习惯，身边可以备些健胃消食片&牛黄解毒片等，以免消化不良或者上火。高

原地区，饮食以辛辣为主，且食物较为单一，可搭配的蔬菜类也相对较少，容易上火，建议多准备一些牛奶或凉茶以便降

火。高原地区切记暴饮暴食，容易腹泻的同时也容易引起高原反应。另外，由于 318 国道时常发生拥堵，用餐时间不定，

所以请预备相当于 2 顿左右的干粮及足够的水放在车上，旅游巴士全程跟随（除了出入亚丁景区）。 

住宿 

用餐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1/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2/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3/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4/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5/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6/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7/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8/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9/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10/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11/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12/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1/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2/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3/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4/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5/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6/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7/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8/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9/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10/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11/
http://www.tianqi.com/qiwen/sililank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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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都桥、亚丁、理塘一路上都是游客较多，所以用餐标准较高，平均 30-40 元/人十人一桌的话，基本就是四素四荤一

汤的标准，荤菜不要期待哦，基本也是肉丝肉片一类的，而且口味偏咸辣，所以有忌口或口味清淡的可以自备干粮。我们一

直都在寻找 318 国道一路信价比稍高的饭店，但是地区行业都有自己的标准，也请悉知。 

 

 

具体集合&解散酒店信息及领队联系方式会在出发前 4 天上传到用户中心以及通过邮件告知 

 

成都（Chengdu）集合/解散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是中国西南地区的航空枢纽，是前往拉萨贡嘎机场的最大中转机场，也是前往昌都邦达机场、林芝米林

机场的唯一中转机场。机场位于成都市双流县境内，距离成都市中心约 16 公里。 

购买机票网站推荐：阿里去啊：www.alitrip.com  去哪儿网：www.qunar.com       携程网：http://www.ctrip.com   

机场大巴 运营时间（首末班） 发车间隔 起点 途经点 终点 票价 

300 路 

06:30 20:00 10-15 分钟 双流机场 
喇叭口=航空港=白家路口=太平

寺路口=石羊路口=火车南站=人

民南路美领馆=一环路跳伞塔=华

西坝=锦江宾馆=天府广场=人民

中路=人民北路 

火车北站 

10 元 

06:30 20:00 10-15 分钟 火车北站 双流机场 

303 路 
06:30 航班结束 10-15 分钟 双流机场 

人民南路美领馆 -- 一环路跳伞塔

--华西坝 

市内售票处

（岷山饭店） 
 

06:00 20:00 10-15 分钟 岷山饭店 / 双流机场  

成都出租车现在起步价捷达 8 元，速腾 9 元，超 2 公里后每公里 1.9 元。公交车信息推荐安装百度地图查询。 

 

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地处全川中心，是四川省政

治、经济、文化的核心。成都平原沃野千里，依仗都江堰的水利工程，

自古以来富足丰饶，拥“天府之国”之美誉。 

成都历史悠久，从三国到盛唐；从宋元到新中国，每个时期都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成都自古都是一座悠闲、乐观、宁静、繁华而又洒脱的城

市，是享乐的天堂，是美女的摇篮，是美食的故里。 

 

集合日这一天只要大家能到达就行，我们晚上会开个准备会，介绍整条

路线旅行事项。到的晚的队员也没有关系，在第二天出发啦，领队会单独再给你讲讲关于旅行中的注意事项哒。如果你提早

到达，并有足够的时间，不妨前往成都市区探索一番，你可以直接在稻草人旅行的官方微信输入，“成都”二字，成都的

“一日游“推荐就清晰的出来啦，熊猫基地，宽窄巷子，武侯祠，锦里美食街……  

 

 

 

 

集合&解散的相关信息 

http://www.alitrip.com/
http://www.qunar.com/
http://www.ctr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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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本次旅行全程平均海拔 4000 米左右，希望队员在出发前注意休息，保持身体状态，尽量避免加班、晚睡等不好

的习惯。另外，提前一星期服用红景天，注意冷暖，避免感冒。 

【体力】体力要求极高！整条路线有三段徒步，一段是四姑娘山约 2 小时的缓坡上升徒步；第二段是到达亚丁的下午，约

3 小时的轻松徒步，为适应性行走，但海拔仍然较高，需要特别注意。第三段是前往牛奶海&五色海的路程，美景总会需要

付出，往返约 7 小时的高原徒步，为高原长时间徒步，需要很大的体能支撑，且一路都是马道、土路，路很难走。稻稻鼓

励大家尽量深入，但不强求所有人参与，当然也可以尝试挑战自己！途中没有任何补给点，需要自备能量补充品哦！请一定

足够重视此段徒步！ 

【高原反应】 

这次旅行的目的地并非西藏，但我们已经确确实实进入了藏区！位于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川西高原，平均海拔在 4000 米，

这次旅行毫无疑问是属于高海拔地区的长途旅行，患有严重心脏、肺功能疾病及其它急慢性病患者不宜前往。 

关于高原的行前准备： 

1. 出发前一定要保证良好的休息，提前一星期服用红景天，注意冷暖，避免感冒； 

2. 进入高原当天不洗头、不洗澡，洗澡会增加耗氧量，而且一旦着凉感冒，不仅不容易好，而且容易引发肺水肿等； 

3. 初到高原，不管你觉得状态有多好，都慢慢活动。高反有时候是自己 zuo出来的； 

4. 人在高原，肠胃的消化功能会有所下降，而且消化食物胃部需要大量的供血，容易引起脑部的供血不足，引起头疼高

反。所以切记，吃饭七分饱； 

5. 高原禁止饮酒，饮酒容易引起高反，醉酒则会危害生命。 

更多疑问请点击：初次进藏指南 

川藏线一路有很多藏民，在亚丁转山的一路也会遇上虔诚祈祷的藏民，请大家不要打扰他们，也不要随意捡拾或挪动一路

上看到的玛尼堆、经幡、哈达、龙达等物品。 

旅行结束后,我们会给您发送一封反馈邮件，非常希望听到你的声音! 我们会仔细阅读你的反馈，您的反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我们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帮助我们进步，我们每月会在所有参与反馈的队员中抽取两名队员赠送价值 540 元的国内

长短途旅行优惠券一张。 

 

稻草人旅行工作室 

TEL：4000548066 

EMAIL：info@54traveler.com 

 

 

 

 

 

 

 

 

 

 

反馈 

线路提醒 

反馈 

http://www.54traveler.com/forum/viewthread.php?tid=21211&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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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关于托运行李的重量，不同航空公司有不同的规定，国内除廉价航空外，一般为 20 公斤，事先了解好，不要超哦！ 

 

注意：关于托运行李的重量，不同航空公司有不同的规定，国内除廉价航空外，一般为 20 公斤，事先了解好，不要超哦！ 

 

 

 

证件&银行卡&现金 备注 OK 
身份证 飞机/火车，酒店入住，高速临检都会用的到的哦 □ 
学生证（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在读）/军官
证等 

如果景点可以使用的话，我们会退还相应的门票差价 
□ 

信用卡、借记卡 有银联标识的 ATM机可用银联卡直接取款 □ 
现金 吃饭每天 60-100元 □ 
洗护用品 备注 OK 

洗发水、沐浴露、护肤品、化妆品、防晒
霜 

涉及高原地区紫外线非常强烈，所以防晒霜必备哦！ 
□ 

牙刷、牙膏、牙杯、梳子 建议自备洗漱用品，环保又卫生 □ 
毛巾、浴巾 自己带卫生又环保 □ 
卫生纸、 纸巾、消毒纸巾、女性卫生用品  □ 
剃须刀（男士），指甲刀  □ 
衣物&杂物 备注 OK 
T 恤/长袖内衣，毛衣/卫衣，抓绒衣/轻薄
羽绒，冲锋衣、长裤等 

春秋季前往，整体温度偏低，且涉及到高原地区，早晚温差
非常大，如遇下雨等天气，温度骤降，请带足秋冬季衣物。 

□ 

内衣、袜子、  □ 
户外登山鞋/徒步鞋 耐磨防脏、防水保暖性能要有！ □ 
睡眠眼罩、颈枕、耳塞 飞机 or大巴时的休息利器 □ 

人字拖或者洞洞鞋 洗澡时穿，农家客栈多不提供洗澡用拖鞋 
 

手电筒（晚上出行）、水杯/保暖水杯 长途路线，身边备有热水为宜 □ 

宽檐遮阳帽、太阳镜（深色）、润唇膏 高原地区，紫外线强 □ 

雨具（雨伞及雨披） 天气多变 □ 
电子产品 备注 OK 
相机、手机 某些地区信号不稳定 □ 

电池、充电器、 数据线、存储卡、充电宝 当地某些地方供电不稳定，建议携带充电宝。 □ 
个人娱乐设备 打发时间，自选 □ 
药品 备注 OK 

抗高原反应药物（含红景天等成分） 
 

□ 

肠胃药、止泻药 高原地区饮食差异较大 □ 

个人疾病常备药   □ 
旅行背包 备注 OK 

登山包/旅行背包 
由于路段限制，使用中巴车，空间有限，尽量精简自己的行
李，建议带背包。 

□ 

双肩背包 游玩过程中装所需用品 □ 

贴身包（自选） 放置钱和证件 □ 

物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