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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去这里？ 

有木有觉得和稻稻的另一条路线“大！西！北！”的名字很像？是的，作为稻稻两条最经典的路线之一，稻稻把你对于云南

的全部想象，阳光，洱海，小镇，湖水，美食，少数民族，一次性全都带给你。 

去大理，去丽江，去泸沽湖，去香格里拉…我们总是在电影里，在歌声里，在别人口中，在朋友圈里，听到或者看到，很多

人前赴后继来到这里。那时，洱海的风吹在你的脸上，泸沽湖和香格里拉高原的阳光洒在你的身上，新鲜的野菜嚼在你的嘴

里，丽江的人潮挤在你的身边，每个善良的云南人的笑容，在你的眼前。那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会鲜亮地跳跃在你的回

忆间，那一段属于你梦想之地的浪漫旅程，等着你去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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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大家可

以敞开心扉，收获友情爱情，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证明，一次美好的团队回忆，很多的部分来自于团队之间的互动和沟

通，为此让我们一起珍惜吧！我们亦希望大家有一颗包容的心，遵守时间，公共集合的时候一定不要迟到，迟到就意味着在

耽误大家都时间哦。 

 

 如果你是一个人旅行？ 

我们的旅行，有一半的人是自己报名来的，并且在旅行中收获自己另外的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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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departure info 

滇~西~北~ ——彩云之南的江河湖海，山川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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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在新闻里看到这个世界的恶：洱海边大兴土木，那个安静的“去大理”的梦如今

被钢筋水泥所掀起的尘埃所掩埋；丽江古城里全是闹哄哄的酒吧和酒托，喧闹的人们宛若

一副空壳唏嘘残喘；泸沽湖的“纳西人”用着近似谄媚的眼神说，客官，来走个婚吧，曾

经的母系美好如今泛着铜臭；香格里拉的导游带你去很俗气的“藏民家访”…  

别忘了真正走出去看到她的真：不是每一寸土都如同双廊般被商业包裹，稻稻带你走进只

有当地人闲庭阔步的洱海边；不是每一栋古宅都被开发所破坏，稻稻带你去听美国人如何

保护白族老宅的故事；不是每个市场都想着怎么宰客，稻稻带你去逛有着奇异物品的当地

集市…  

她可能没你想的那么好，更没有想的那么糟，一段滇西北的旅程，一个个用心找到的风景，一次次用心安排的活动和体验，

只为了还原她最真实的样子，给你。 

滇~西~北~：昆明-大理古城-喜洲-沙溪-香格里拉-松赞林寺-普达措-虎跳峡-泸沽湖-丽江 

 

 

昆明地处云贵高原中部，日照长、霜期短、年平均气问 15℃气候温

和，夏无酷暑，冬不严寒，四季如春，气侯宜人，是极负盛名的“春

城”。滇西北地区则四季日温差较大，早晚温度较低，白天温度较

高，日温差在 10 度以上，一年四季紫外线很强，特别需要注意防晒

保暖，即使夏季也要带上一件厚外套。 

不同的时间去滇西北各有利弊：冬季虎跳峡因枯水期气势减弱不少，

但也少了塌方堵路的风险，可以深入探索，周围雪山也是白雪皑皑；

夏天雨水较多，大理，丽江，沙溪这些古镇都显得清新秀丽，虎跳峡

也惊心动魄，但雪山的景色很难看到。所以一次很难把所有的景致都看到的。 

 

 

 

昆明全年平均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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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7℃ 21℃ 24℃ 25℃ 24℃ 24℃ 24℃ 23℃ 20℃ 18℃ 15℃ 

日均最低气温(℃) 2℃ 4℃ 7℃ 10℃ 14℃ 17℃ 17℃ 16℃ 15℃ 12℃ 7℃ 3℃ 

平均降水总量(mm) 14 13 17 23 91 180 211 200 118 84 37 13 

泸沽湖全年平均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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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5℃ 17℃ 20℃ 23℃ 24℃ 23℃ 23℃ 21℃ 20℃ 17℃ 15℃ 

日均最低气温(℃) 0℃ 2℃ 5℃ 8℃ 11℃ 14℃ 15℃ 14℃ 12℃ 9℃ 3℃ 0℃ 

平均降水总量(mm) 3 6 14 18 62 167 245 216 153 66 13 3 

香格里拉全年平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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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3℃ 16℃ 19℃ 19℃ 21℃ 18℃ 16℃ 13℃ 11℃ 

日均最低气温(℃) -9℃ -5℃ -2℃ 1℃ 4℃ 10℃ 11℃ 11℃ 9℃ 3℃ -4℃ -8℃ 

气候&穿着建议 

 

路线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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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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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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9 月上衣：长短袖 T 恤+防风外套等；下装：长短裤等； 

1 月-4 月，10 月-12 月上衣：长袖 T 恤/保暖内衣+抓绒衣/轻薄羽绒+冲锋衣等；下装：保暖裤子+长裤/冲锋裤等。 

具体其他物资的准备请看文件最后页的物资准备清单。 

 

 

 

滇西北沿线有非常多很赞的客栈和旅舍，它们使得滇西北的整个旅行过程充满了魅力。他们并不太接受团队，因为稻草人的

旅行者都有很高的素质，所以我们成为了他们少数或者唯一接待的团队。这些客栈和旅舍装饰独特，温馨舒适，充分保留了

当地的特色。不足之处在于有一定的房型差异，而且某些晚上由于住在木质的老宅里，所以隔音效果一般。希望队员继续保

持稻草人队员一贯的高素质，对于不同的房型安排能互相体谅，并在深夜保持安静，尊重对方。同时能敞开心扉，和那些有

故事的老板聊聊天。 

 
 

 

 

云南有各式各样的美食，早餐的话一般都在住宿点附近就有当地的早餐，中

饭也会有领队推荐，或者带领大家一起用餐，晚餐一般也都在城市里，会有

不错的选择。但是由于车程的原因，有几天的中饭需要在路边的小餐馆解

决，且可能不在正常的吃饭时间点，建议大家备一些干粮在车上，以备不时

之需。有几顿的正餐和早餐的选择较少，领队会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征询

大家的意见后，提前预定。云南的水土与东部沿海地区差别非常大，队员对

于水土不服的第一反应就是肠胃，再加上云南地区的食物口味偏重，两个因

素加起来，非常容易引起肠胃炎，所以请队员享受美食的时候一定要悠着

点，等到身体充分适应后再大快朵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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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集合 

【长水机场】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距离市区 25 公里，从机场到市区有以下的方法，不建议打车，因为距离远，价格高，打表价格基本在

70 元左右，但是很多司机不打表，采用一口价，价格多在 1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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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站】 

昆明站位于盘龙区，从火车站到达酒店建议打车。出租车在昆明很方便，很容易打到车，3 公里以内，白天起步价是 8 块，

加 2 块钱的燃油附加费，超出按 1.8 元每公里。晚上 10 点钟后起步价是 9.6 元，超过 3 公里后，每公里价格比白天上浮

20%（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公共交通出行请使用百度地图查询。 

机场大巴 运营时间（首末班） 发车间隔 起点 途经点 终点 票价 

1号线 
07:00 02:00(+1) 

20-30m 
长水机场 新迎小区-雄业大酒店 小西门 

25 元 
05:00 23:00 小西门 新迎小区 长水机场 

用餐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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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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大家在集合日这一天任何时间到达都可以，务必提前联系好领

队，我们晚上会开个准备会，大家可以互相认识一下，并且整理整条路

线的注意事项。到的晚的队员也没有关系，在第二天出发前到达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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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前往昆明市区探索一番，你可以直接在稻草人旅行

的官方微信输入“昆明”二字，昆明的一日游推荐就清晰的出来啦，翠

湖公园，云南大学， 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  

 

丽江解散 

【三义机场】  

丽江三义国际机场距离市区约 28 公里。从酒店打车去机场，一般一口价 80 元左右。 

机场巴士：起点在【蓝天宾馆】，每半小时一班，全程 50 分钟左右。运营时间 6:30-22:00  票价：20 元 

民航班车咨询电话：0888-5173081,0888-5168587 

 

【火车站】 

每天有 6 班左右火车（4 班夕发朝至卧铺）从丽江出发前往昆明，耗时 7-10 个小时，车票在淡季亦不紧张。 

从古城到火车站约 9.7km，请直接打车至火车站，约 20 分钟左右，大约 17 元。出租车小车起价为 6 元，3 公里其后每公

里 1.6 元。桑塔那起价 7 元，3 公里其后每公里 1.8 元。 

【丽江艳遇】 

不可否认，很多人在丽江找到真爱，但被骗的也很多，爱上酒吧歌手的，喝酒解愁的，寻找艳遇的，你的目的性越强，越容

易被骗子骗，坏人可以轻松骗取你的钱财和感情，酒托会很轻松的让你消费几杯高价酒，所以，务必学会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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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赠送价值 540 元

的旅行抵用券一张。 

 

稻草人旅行工作室 

TEL：400-054-8066 

EMAIL：info@54traveler.com 

线路提醒 
  

反馈 
  

http://map.sogou.com/#uids=1_D_DIANPING_5297600
mailto:info@54travel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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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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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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证 如果可以使用我们会退还相应差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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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0 元 □ 
洗护用品 备注 OK 
洗发水、沐浴露、护肤品、化妆品、防晒霜   □ 
牙刷、牙膏、牙杯、梳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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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9 月：短袖 T 恤若干，轻薄外套，长短
裤； 
其他时间除了以上衣物还需要有厚外套或冲锋
衣哦 

昆明天气可以说是四季如春，但滇西北地区的昼夜温差就
比较大了，日温差达 10 度，除了夏季都比较凉；如遇极端
天气，我们会在集合文件里提醒大家；也请务必在出行前
请注意查看天气，根据温度调整所带衣物。 

□ 

内衣、袜子、 
 

□ 

长裙（适合女生拍小清新照）、睡衣   □ 

徒步鞋、休闲鞋、拖鞋 路线中有部分徒步路线 □ 
睡眠眼罩、颈枕、耳塞   □ 
手电筒（晚上出行）、水杯   □ 

宽檐遮阳帽、太阳镜（ 深色）     □ 

雨具&防水袋 
 

□ 
电子产品 备注 OK 
相机、手机   □ 
电池、充电器、 数据线、存储卡   □ 
iPad、kindle、笔记本电脑 打发时间，自选 □ 
药品 备注 OK 
感冒药   □ 

肠胃药、止泻药 
云南确实是一个容易水土不服的地方，当然，当地也都是
可以买到需要的药品 

□ 

蚊虫水、晕车药 
 

□ 
过敏药   □ 
个人疾病常备药   □ 
旅行箱/背包 备注 OK 

旅行背包 or 带锁拉杆箱 

用来放个人衣物与物资，可全程放置车上。建议携带背
包，因为这条路线入住的客栈多在古城内，车开不进去，
需要拖着行李走 5 分钟左右的砖石板路。当然拉杆箱也是
可以的哦 

□ 

双肩背包 游览或徒步时背一些食品，相机等小东西（非常有用） □ 
贴身包 放置钱和证件 □ 

物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