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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行时间  喀纳斯的最佳旅游时间当属 6

月的花海和 9 月的金秋。到 10 月喀纳斯一般会

封山（一直到次年 5 月），只有雪橇可以进入。

但从 07 年开始，喀纳斯推出了冬季旅游项目（10

月 10 日 - 次年 5 月 10 日），不仅免除部分门票，

还可以乘坐特殊的交通工具——马拉雪橇，在寂

静的山谷中充分体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的意境。

穿衣指数  喀纳斯地处高纬度内陆地区，昼夜温

差很大，也许白天在太阳下面只需要穿短袖，但

到了夜里温度会降至 0℃以下。若要早起去拍日

出，一件挡风透气的冲锋衣就特别有必要，当然

还要配上抓绒。总的来说需要带的衣服种类还是

比较多的，冲锋衣、冲锋裤、速干裤、抓绒衣、

抓绒裤、长袖 T 恤、中腰徒步鞋、棉袜（每天一双）、

内衣、头巾（两条）、拖鞋、手套（仅供参考）。

消费指数  喀纳斯景区内消费是比较高的，以 3

日游为标准，除去抵达喀纳斯的交通费用，仅在

景区内游玩，大概需要 1500 元。

©北京蚂蜂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mafengwo.cn）独立拥有或与本

站注册用户共同拥有本站内容版权和其他相关知识产权；未经本公

司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复制或在非本公司所属服务器上制作

镜像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站内容。

以色列

喀纳斯速览
喀纳斯在蒙古语里意为 " 美丽富饶、神秘莫测 "，而用 " 喀纳斯 " 命名这片土地再恰当不过。

这里因喀纳斯湖及周边雪山、草原、白桦林共同组成的秀美风光闻名遐迩，被誉为“东方

瑞士、摄影师天堂”。喀纳斯是集冰川、湖泊、森林、草原、牧场、河流、民族风情、珍

稀动植物于一体的综合景区。在这里壮观的冰川映衬着宁静的湖水、茫茫的草原包容着幽

深的原始森林。神秘的湖怪、古朴的土瓦人、变换的湖水、眩人的风景会让人痴迷。

人们来喀纳斯主要会游览喀纳斯湖、禾木村、白哈巴村这三个地方。

喀纳斯湖是核心景点，主要欣赏神迷的喀纳斯湖和神仙湾、卧龙湾、月亮湾。

禾木和白哈巴都是当地人的村落，颇有瑞士小镇的风采，是人间仙境，很多人会认为这两

处村落才是喀纳斯的精华。

 UFO   喀纳斯，被誉为神的后花园，整个景区就是围绕喀纳斯湖沿岸形成。在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光线，每一段的湖道都有自己的味道。

Introducing KANASI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KANASI喀纳斯 更新时间：2015.10

徜徉喀纳斯湖畔，看尽天堂的颜色

喀纳斯湖水在不同的季节呈现出不同的色彩。5 月，冰雪消融，湖水幽暗，呈青灰色；6 月，

湖水随周山的植物泛绿，呈浅绿或碧蓝色；7 月以后为洪水期，上游白湖的湖水大量补给，

由碧绿色变成微带蓝绿的乳白色；8 月湖水受降雨的影响，呈现出墨绿色；进入 9、10 月，

湖水的补给明显减少，周围的植物色彩斑斓，一池翡翠色的湖水光彩夺目。

寻找湖怪魅影

关于喀纳斯湖怪的传说各种各样，相关部门还多次进行了考察，但至今还未发现湖怪的确切踪

迹。游览喀纳斯湖，也许你就是下一个湖怪发现者，拿起你的相机、摄影机来一次水怪寻踪吧！

家访图瓦人，看看“云间部落”的原始生活

在神的自留地定居，他们也成了神所眷顾的人——图瓦人，他们居住在在喀纳斯湖及附近的

禾木、白哈巴等村落里，就地取材建成了一片片有如瑞士小镇的村落，世世代代在此生活居

住，时光似乎在这里定格，千百年来他们守护着这一份安静与纯净。

在喀纳斯村庄里，家家户户都挂着“家访”的招牌。家访是怎样的一种概念？深入到图瓦人

的家中，喝他们奉上的奶茶，听他们介绍一砖一瓦一弓一箭，并听他们吹奏传统的乐器。当然，

在一个成熟的旅游景区，这一切并非原始面目，作为一个旅游项目，看到的是流水线的操作。

特别推荐 Special

喀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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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 禾木的清晨

也许你早已从照片里看过仙境般的禾木（见 7 页）清晨，但当她真实地

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心中只会感慨万千，对于飘渺、变幻的晨雾，

无论是数码还是胶片都显得如此无力。

★ 金秋白桦林

如果你 9 月底来到喀纳斯（见 4 页），漫山遍野金灿灿的白桦林一定会

让你为之惊叹！远眺白桦林，那黄是一片一片的，从眼前一直延续到天边，

那是桦树铺向天堂的金光大道；走入林中，一片片金黄的叶片又变身为

天堂的精灵，微风掠过她们就在白色的树干间自由舞蹈。

 足迹行  金黄与深蓝

★ 喀纳斯湖观鱼台

观鱼台（见6页）为两层建筑，修建在喀纳斯湖边的山顶上。视野十分开阔，

是赏湖观景的绝佳去处，也是发现湖怪的最佳观测点。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

喀纳斯机场为季节性旅游机场。旺季期间，这里每天有好几趟航班往来

乌鲁木齐，且飞行时间仅需 1 小时左右；且机场离喀纳斯景区仅有约 1

小时的车程，所以乘飞机前往喀纳斯游玩非常方便。

但到了 10 月 11 月之际，喀纳斯机场便会关闭，时间长达 8 个月，直到

来年 6 月才会重新开启。所以，非旺季前往只能改乘其他交通工具。

喀纳斯机场

地址：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境内，喀纳斯景区南缘，距喀纳斯景区

68km 处，布尔津县城西北 74km 处的海流滩地区

联系方式：0906-6320116

到达交通：

包车：从喀纳斯机场包车去贾登峪，每辆车的价格在 200-300 元之间

火车

目前还没有去阿勒泰或者布尔津的火车，若想乘火车去喀纳斯，则只能

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到北屯，然后改乘汽车去喀纳斯。

北屯市位于阿勒泰市额尔齐斯河南岸，每天有两趟火车从乌鲁木齐南开

往北屯市。一趟19:37发车，次日9:02到达；一趟20:16发车，次日8:00

到达。

汽车

从乌鲁木齐可直接乘卧铺汽车到布尔津。乌鲁木齐碾子沟车站发车，每

天 11:15，票价 151 元（含保险 3 元），车程约 9 小时。布尔津客运站

每天上午十点有发往喀纳斯景区的班车，不预售票，35 元。或者乘夜班

车前往哈巴河，第二天下午转乘至白哈巴的班车，车程约 6 小时。国庆

期间会有加车，但游人较多，最好提前买票。

北屯到布尔津坐车需一个多小时，可以坐班车，也可以拼车，拼车 40 元

/ 人。布尔津到禾木有班车，每天两班，发车时间为 10:00 和 16:00，

票价 60 元。直接到禾木，不用买景区游览车票。

布尔津客运站

地址：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喀纳斯北路 32 号布尔津客运站

联系方式：0906-6525091

包车

喀纳斯景区的包车费用大致如下：布尔津到贾登峪 200 元 / 车，贾登

峪到禾木村 200 元 / 车，禾木村到布尔津 400 元 / 车。尽管前往景区

的游人很多，但是到了当地想找到人拼车并不容易，甚至有些地方还没

有手机信号，联络起来十分不便，建议在到达景区之前组好固定的 4 人

团队。

自驾

虽然自驾喀纳斯距离比较远，但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自驾去喀纳斯了。

从乌鲁木齐到喀纳斯有两条路可供选择：

乌鲁木齐市—北屯市（或阿勒泰市）（216国道，650km）—布尔津县（217

国道，98km）—冲乎尔乡—喀纳斯湖 ( 汽车专用公路，179km)；

乌鲁木齐市—呼图壁县五工台镇 ( 乌奎高速公路或 312 国道，56km)—

克拉玛依市 (241 省道，320km)—布尔津县 (217 国道，402km)—冲

乎尔乡—喀纳斯湖 ( 汽车专用公路，179km)。

自驾只能到贾登峪（景区大门）然后换乘区间车游览景区。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区间车

禾木 - 喀纳斯景区内有区间车前往各景点，十分方便，但价格昂贵。票价

对学生、现役军人实行八折优惠，对身高 1.2 米以下儿童、残疾人、70

岁以上老年人实行免票。驻景区单位工作人员和当地居民实行免票，但

必须凭有效证件进入。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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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纳斯景区贾登峪售票口至喀纳斯村换乘中心往返车票（全程 72km）

价格 80 元 / 人，游客二次进入需加收 10 元 / 人。

乘车地点：贾登峪门票站。

乘车时间：旺季每天 8:00-21:00 期间 5 分钟发一趟车。夜间有 5 辆值

班区间车。

乘车线路：贾登峪 -- -- 驼颈湾 -- -- 花楸谷 -- -- 白桦林 -- -- 卧龙湾 -- --

月亮湾 -- -- 圣泉 -- -- 神仙湾 -- -- 鸭泽湖 -- -- 喀纳斯村 -- -- 喀纳斯湖

前往观鱼台需另外购买往返区间车票，单程 30 元 / 人。

禾木村区间车票价往返 200 元 / 人，车程 2 小时，一般半小时一趟，如

果是骑马前往的话，无须购买区间车票，但回程时想坐区间车的，需付

60 元 / 人。租马的价格约为 150 元 / 天，马夫兼向导 50 元 / 天。

乘车地点及时间：贾登峪停车场。旺季 10:00-18:00，客满发车。

白哈巴区间车票价 150 元，从喀纳斯过去是不能住宿的，必须当日返回。 

乘车地点及时间：交通厅院内。旺季从早晨 8:00-18:00，客满发车。

骑马

租马：“白马”（正规营业）220-240 元，“黑马”150 元。左右。

马夫必配一匹马，向导费 50 元每天，可由马夫兼任。

马夫是必须的，而且要占用 1 匹马，1 个马夫带马的极限一般是 5-6

匹（不包括自己的）如果还能再多的话，那就是谈判的本领了。因为晚

上要放马喂马，早晨还要去寻马，其实工作量是很大的。如果遇到队伍

人数较多的话，还要一一照顾。

马拉雪橇

冬季前往喀纳斯旅游，除了乘坐越野车之外，还可以乘坐马拉雪橇，费

用比越野车低，每天 200 元左右，每个马拉雪橇可以乘坐两到三人，

可体验当地人的冬季生活。

行驶在厚达一米多深的积雪上，在寂静的山谷中充分体验“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的意境。如果有幸还可欣赏到喀纳斯湖的冰面赛马，在一

米厚的冰面上，马群飞奔而过，冰屑飞扬，颇为壮观。但天冷路远，尤

其是针对女士，要适自己的情况考虑是否乘坐。

Sights景点

喀纳斯景区位于新疆阿尔泰山中段，地处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

蒙古国接壤的黄金地带。喀纳斯景区素有“人类净土”之美誉，景区主

要分三大块，喀纳斯景区、禾木村以及白哈巴景区，三大区内共有大小

景点 55 处，主要包括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喀纳斯国家地质公园、

白哈巴国家森林公园、贾登峪国家森林公园、喀纳斯河谷、禾木河谷、

那仁草原、禾木草原及禾木村、白哈巴村、喀纳斯村等。

● 喀纳斯年平均气温仅为 4℃，即使是夏天前往也要准备厚衣物

保暖；

● 三个景区之间都有区间车相连交通便利；

● 从外面包车是无法进入景区的，自驾进入也需要交所有区间车

的费用，禾木自驾也不能进入。

喀纳斯景区

喀纳斯湖之所以有名原因有二，一是其独特的自然风景，二便是水怪的

传说。

登上观鱼台可俯瞰喀纳斯湖全景，也可一寻水怪之踪迹。山下则是图佤

族人的古朴村落，就地取材建造的小木屋颇有瑞士小镇的风采。沿喀纳

斯河岸的公路蜿蜒而下，风景在不断地变化，河水的颜色也随着光影、

景物的变化而变化。

地址：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北部深山中（距县城约 140 公里）

费用：

旺季（5.1-10.15）：

喀纳斯景区门票：185 元 / 人 

喀纳斯景区区间车：80 元 / 人

观鱼台区间车：单程 30 元 / 人（往返 60 元 / 人）

游船：120 元

漂流：200 元

喀纳斯景区至白哈巴景区单程票：62 元 / 人

网址：http://www.kns.gov.cn/

联系方式：0906-6524464

开放时间：8:30-19:30，开放时间会根据节假日和季节变化有所调整，

以景区当天公告为准

用时参考：1-2 天

到达交通：见 4 页外部交通

Soloist  如果包车去景区，记得分两段，景区内是用不着包车的，如果

你在进入景区内没有退掉原来的车，每天的车费，司机的食宿都要承担的，

没有那么必要。不用担心出去后包不了车，大把大把的，价格也差不多的，

至于司机好不好，那就要看眼光和运气了。

S。   喀纳斯湖早晨（最好在日出前到达）适合拍摄神仙湾晨，绝对人间

仙境。只要不下雨，神仙湾每天早上都有晨雾，不似禾木必须前天晚上

下雨第二天放晴。此外还可以拍摄鸭泽湖倒影。下午可以去观鱼台拍摄

喀纳斯全貌和远处中俄边境的友谊峰。

吃的东西一定要尽量准备多些！到了景区里面，东西贵得吓人，到时你

就会知道千里迢迢背去的饼干、泡面、巧克力是多么的有用了。

贾登峪

贾登峪是喀纳斯的门户，是通往喀纳斯湖景区的交通关口，目前已建设

成为喀纳斯旅游接待和管理的大本营，海拔 1600m。

传说

相传，贾登是一位神秘的猎人，他长年孤身一人在大山里狩猎。练就了

一身绝佳狩猎本领的他，总是乘着夜深人静知识，悄悄把猎物放在那些

老弱病残以及贫苦的牧人房前。待人们第二天起来，就会发现这些“神

秘礼物”，大家都知道是贾登送的，但他们却始终无法找寻到他的下落。

就这样过了五十多年。突然有一天，牧人们发现房前猎物，第二天、第

三天……直到第六天依旧没有任何东西。大家这才意识到贾登可能出事

了，便集体分头寻找。整整找了一个月，他们才在一座高山的山洞里发

“十一”之后景区采取一票通，游客购买一张 150 元的门票，

即可自驾车辆畅游喀纳斯景区、禾木景区以及白哈巴景区。12

月越野车是可以进入的，12 月份的雪大约在 50cm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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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一位已死去的白发老人，他身旁还放着狩猎的用具，大家揣测这就

是贾登。

牧人们感念贾登的恩情，便把他埋葬在深山里一个美丽肥沃的地方，并

在墓上为他盖了间木房子，并每年前去祭祀、维修。这便是“贾登峪” -- 

-- 贾登住的地方。 

喀纳斯湖

喀纳斯湖是藏在阿尔泰深山密林中的高山湖泊。整个湖呈弯月形，弯月

的内侧为东岸，沿岸有 6 道向湖心凸出的平台。其中第 1 道湾的基岩平

台有一个巨大的羊背石，恰似一只卧羊昂首观湖。第 3 道湾的观湖台是

赏湖上落日的最佳地点。当旭日东升或夜幕降临时，可乘船或站在第 4

道湾的平台上探寻湖心秘密，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看到时隐时现的神

秘“湖怪”。北端的入湖三角洲地带，大片沼泽湿地与河湾共存，地形

平坦开阔，各种草类与林木共生，俨然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喀纳斯湖

上端，有湖心岛浮于水面，四周皆森林茂密，湖水碧绿纯净。

另外，喀纳斯湖也以其“变色”出名。冰雪消融的 5 月呈青灰色。6 月，

随着周围山上的植物泛绿，湖水也跟着变成浅绿或碧蓝色。随着 7 月洪

水期的到来，上游白湖的水涌入将湖水调和成微带蓝绿的乳白色。8 月的

降雨又使湖水变成墨绿色。9 月、10 月，周围的植物变得色彩斑斓，一

池翡翠色的湖水便出现了。

喀纳斯有湖边栈道，尽管不像九寨沟那样完整，但如果想要避开大批的

人流，静静地欣赏三湾（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的美景，沿栈道一

路走下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月亮湾和卧龙湾的栈道是互相连接的，距

离约 2km 左右。

 神经质重口味鱼鱼   喀纳斯湖

金霏霏   喀纳斯湖总共有六个湾，现在只有前三个湾供游客游玩。一般导

游会建议你们去游湖。个人觉得如果天气好你可以去游游湖，看看风景。

如果是阴天，那还是沿岸走走，风景会更好。漂流很刺激，胆大的可以

尝试下。

火柴   最令我惊叹的是五彩斑斓的树林，大部分被自然地分成三种色块：

绿、黄、红，简直是象用油画颜料涂抹出来的一样，鲜艳而富有质感。

在门口买门票是必须买区间车票的。区间车票在中间坐的时候一

般是不会查票的。但是从贾登裕到游客中心要查票，从游客中心

坐回贾登裕也要查票。

观鱼台

观鱼台位于哈纳斯湖西岸骆驼峰顶上，本为观“湖怪”而建，因此得名“观

鱼台”。与湖面的 600 多米的高度差让这里成为俯瞰喀纳斯湖全景的最

佳角度，不仅可将四分之三的湖面尽收眼底，还能观览湖周的层峦叠嶂、

翠峰倒影。若举目北望，还能清楚地看到阿尔泰山的最高峰 -- -- 友谊峰。

所以，登观鱼台就成了来喀纳斯游玩的必做之事。

上观鱼台有两种方式可选。一是坐车，单程 60 元 / 人；若坐车上山，走

下来便可以省 60 元。对于体力好的，推荐沿那条湖出水口山前专为爬山

者铺设的石阶步行而上，一共 1068 个台阶，需约 1.5 个小时。

Soloist   观鱼台是要检查门票的，另外上观鱼台另收 60 元的往返区间车

费。车上到观鱼台的停车上，自己还要往上爬 1068 格台阶。下午 18:00，

观鱼台亭子居然关掉了。

 寶木呆呆   第二天早上还是传统项目——日出，我们去的是观鱼台。

鸭泽湖

鸭泽湖湖周开阔平缓，湖泊似镜。夏天有成群野鸭、大雁在湖区栖息游弋，

繁衍生息，故得名“鸭泽湖”。

鸭泽湖西北方临河的草原高地上，有一处石堆，那就是“敖包”。图瓦

人每年定期在此开展祭祀活动和过“敖包节”，祈求六畜兴旺、家人平安。

点将台

成吉思汗点将台实际是一个自然形成的高山草甸，远远看去像一个平台。

相传成吉思汗曾在此检阅过十万雄师，在点将台的旧址上，曾发现过成

吉思汗西征军次将领铜质的盔甲，做工精致，现在看上去表面仍有光泽。

站在点将台上，可眺望山下的禾木村落，这里也是拍摄禾木村的最佳取

景地。若骑马上点将台，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神仙湾

鸭泽湖以南就是喀纳斯“三湾”之一的神仙湾。喀纳斯湖河流因受到下

游泥石流及崩塌堆积物的堵塞而变宽，是喀纳斯河在喀纳斯湖景区内最

观鱼台还可以骑马去，来回 130-150 元 / 人。（蜂蜂 我是你的

谁 提供）

http://www.mafengwo.cn/i/3277775.html
http://www.mafengwo.cn/i/13126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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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ssil  第一次看到卧龙湾它就静静地躺在那里，水面平静碧绿，第一感

有点象九寨沟，但少了点九寨沟的妩媚，多了点喀纳斯的大气。湾中的

小岛很象一条霸王龙，绿水从它身旁缓缓流过。

老猫  卧龙湾至月亮湾这一段有河边栈道，景色非常好，徒步的话，约一

个小时。当然，也可以从月亮湾走到卧龙湾，不过这个方向上坡比较多，

有些累。

百花园

位于喀纳斯湖西岸，距喀纳斯村 5km，属典型的中山森林草甸草原。每

逢夏季，这里就变成绿的世界，花的海洋。

满坡的山花如黄罂粟、麦芍、野火球、金钱花、飞梅、紫胡、大花龙胆、

蔷薇等，千姿百态，姹紫嫣红，招蜂惹蝶，妖艳争辉，百花园由此而得名。

吐鲁克岩画

吐鲁克岩画位于喀纳斯湖一道湾东岸的变质千枚岩上，基岩经古冰川作

用形成一种特殊的地貌景观 -- -- 羊背石，岩画即附雕其上。

现岩画共分为两处。第一处岩画在羊背石背面磨光的刻石槽内，岩画面

大部分模糊不清，只有少许图案可见刺猬、野猪、山羊、雪鸡等动物造型；

第二处岩画在羊背石背面的小陡坎上，图案多清晰可见，内容是以马、

羊、狼、狗、鹿、雪鸡等动物为主。最大的一幅为梅花鹿图案，鹿角向上，

眼睛俯视前方，一幅悠闲自得的模样。这细腻、造型优美的岩画是游牧

民族生活的真实写照。

千湖

千湖是喀纳斯冰川作用的结果，由古冰斗、冰窑和粒雪盆地等洼地发育

而成。湖泊群处于中山带山顶，数以千计的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其中最

大的一个是喀拉库勒湖（意为黑湖），呈马头型。

马俊衣 EMMA   从禾木到小黑湖除了骑马就是步行，没有公路可走。基

本上是沿着山涧走，道路崎岖不平，碎石、悬崖，坑坑洼洼的泥路，是

徒步喀纳斯四日路程中最艰苦的第一天，景色也最绚烂。

双湖

双湖在喀纳斯湖四道湾以西，由两个狭长的小湖串连而成，仿佛一对孪

生姐妹，又名“姐妹湖”。双湖的湖水清澈中略带碧绿，仿佛绿水晶一般，

湖中还有许多小红鱼。湖周的原始云杉浓荫蔽日，非常清幽。但也要小

心有棕熊、马鹿、野猪等野生动物出没。

禾木村

禾木村是图瓦人的集中生活居住地，是仅存的 3 个图瓦人村落（禾木村、

喀纳斯村和白哈巴村）中最远和最大的村庄。原木搭成的村庄充满了原

始的味道，但最让它出名的还是那万山浸染的醉人秋色 -- -- 炊烟在秋色

中冉冉升起，形成一条梦幻般的烟雾带，胜似仙境。

禾木村子周围的山上有观景台，可以俯视禾木村与禾木河的全景。每到

清晨，这里都会汇聚一大批摄影爱好者等待拍摄晨雾中的禾木。

地址：布尔津县禾木喀纳斯蒙古族乡

门票：60 元，村落维护费 20 元

开放时间：全天

到达交通：见 4 页内部交通

宽的河段，这里河谷地势平缓，在河岸地带形成大片沼泽与草甸。湖面

背光看去在阳光照射下闪着细碎的光，仿佛无数珍珠任意洒落。由此也

称它为“珍珠滩”。加上常有云雾缭绕，山景、湖水、树木相映，如临

仙境，神仙湾由此得名。

火狼   神仙湾是一片宽阔的水域，河水将河心洲分成若干个小岛，岛上郁

郁葱葱地生长着稀有的云杉、白桦和落叶松。河水流经这里变得异常平缓，

微风吹来碧波荡漾，河水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好似撒下一片珍珠，

这里犹如仙界一般。

April   神仙湾的河水将森林和草地切成一块块似连似断的小岛，在阳光

的照射下，河水流光溢彩，景色宜人。

月亮湾

从神仙湾沿公路往南，你会在峡谷中看到一蓝色月牙形湖湾，那就是月

亮湾。月亮湾是喀纳斯最著名的景点。喀纳斯湖在这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

犹如弯弯的月亮落入这林木葱茏的峡谷，令无数游人为之陶醉。这里是

摄影爱好者的胜地，从春季到秋季，从清晨到傍晚，在不同的气候作用

和光线照耀下，一汪水月不停地改变着充满神秘魅力的颜容，为摄影爱

好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彩画面。 

离月亮湾不远处，有一口“圣泉”，泉水非常清凉，当地人称之为“神水”。

该泉水矿物质含量极高，肠胃不好的人谨慎饮用。

 MacoLd  从喀纳斯到禾木全都是盘山公路，我们这些坐车的人落
得清闲，也欣赏一下路边的美景。

麻雀人    月亮湾迂回蜿蜒于河谷间，水面平波如镜，在上下河湾内孕育

了两个酷似脚印的小心滩，很是奇特，被当地人称为“神仙脚印”也有

人说是大脚嫦娥在凡间找不到丈夫而被迫上天寻夫时不小心留下的足迹，

还有人说这是当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追击敌人时留下的脚印。众说纷

纭，让人产生无限遐想。

卧龙湾

月亮湾往南走 1km 就抵达卧龙湾了，因水中有一岛极像翼龙的形态而得

此名。当地又称它为卡赞湖，即锅底湖，因湖的形状像锅底。

湖四周森林茂密、繁花似锦、绿草如茵，湖中小岛景色秀丽。湖的泄水

口有座木桥，站在桥上向北是一平如镜的卧龙湾，向南是奔腾咆哮的喀

纳斯河。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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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质重口味鱼鱼  禾木村

酒窝果果    这片依傍原始深林而建的山村，依然保持着人类最原始的生

态。原木垒成的尖顶小木屋，木栅围栏，随意散落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

有着世外桃源般的诗意与和谐，整个村子充满了一种祥和和安宁。

酒窝果果   禾木村的四季都是美景，而秋季更为迷人，层林尽染，绚丽多

彩，金黄的叶子落在地上，如一条松软的地毯，称这里是神仙的自留地，

一点也不为过，这里一切都是那么宁静，那么纯粹，人也简单了许多……

Soloist   禾木的青年旅社有 2 家，一家叫蓝天客栈的也冒充国

际青年旅社，其实是假的，我们以 70 元每人入住，丝毫没有体

会到青年旅社的乐趣。

禾木村里有城际班车去布尔津的，早上8:00，下午16:00各一班，

票价是 50 元，比坐区间车还便宜 .

禾木已经通电了，不用担心客栈发电只到 23:00 的问题了

禾木桥

禾木桥是禾木村的标志，这座古旧而敦实的木桥至今已经历了喀纳斯冰

川溶水一百多年的冲击。凛冽冰凉的河水和禾木村一样简单而纯洁，满

岸的绿色植被被水气滋润，叠落出厚厚而浓郁的葱茏。

另外，这里也是登观景平台、去美丽峰和徒步喀纳斯的必经之路。

白桦林

跨过禾木桥，便抵达了禾木最有名的白桦林。一到金秋时节，漫山遍野的

野生白桦林全部摇身变为“黄金”，当夕阳的余晖撒上这片白桦林，整个

大地仿佛一首浅吟的诗。当黄叶飘落之时，信步走入林间，白色与黄色交

融的世界仿佛让你置身于仙境一般。

   神经质重口味鱼鱼  白桦林

白哈巴

白哈巴村是一个图瓦人小村落，因为地处边陲，村子成了“西北第一村”，

村边的哨所成了“西北第一哨”，连清浅的白哈巴河也当仁不让成了“西

北第一河”。

在前往白哈巴的路上会经过一条“盘龙道”，沿着深深的峡谷盘旋前进，

对面就是哈萨克斯坦的国土。虽然国界近在咫尺，但白哈巴是宁静悠然的，

原始森林、原木小屋、袅袅炊烟、淡淡晨雾和豪爽却带点神秘色彩的居

民共同构成了一个童话王国。

村北有一个直径超过 1 米的老树墩，旁边的牌子上写着：“我忘了自己

的年龄”。大概无论谁来到这里，都会忘了时间的流逝吧。

地址：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

费用：50 元，村落维护费 20 元

喀纳斯景区至白哈巴景区单程票：62 元

铁热克提乡至白哈巴景区单程票：62 元

开放时间：全天

到达交通

从喀纳斯景区坐区间车抵达。

包车从布尔津经过哈巴河县、铁列克乡到达。 

火柴 如果说喀纳斯是古朴的世外桃源，那白哈巴则是原始自然环境中的

童话世界，这里的自然景观可与喀纳斯比拟，特别是秋天，成为一个色

彩斑斓的世界，只见河谷内的杨树叶是金黄的，山脚下桦树的叶子是火

红的，落叶松的针叶下缘是淡黄的，山岗上的草甸一片褐红，白雪覆盖

的雪峰，蓝天上飘着几朵云彩，这样的风景，犹如置身于一位印象派油

画大师以大自然为画布，绘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童话世界。

我个人觉得白哈巴比禾木感觉要好很多，禾木已经太商业了，白哈巴生

活的气息更浓一点，是个值得静静的住下来，多住几天，用心感受的地方。

http://www.mafengwo.cn/i/32777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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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er  白哈巴

白哈巴拍照日落顺光，日出逆光。除观景台外，可徒步或坐摩托

前往 5 号界碑，徒步大约需要 1 小时，回程可以从森林中走，

里程较近、景色较佳，但体力消耗较大一些。白哈巴推荐住永红家，

电话：13319768825。

白哈巴到喀纳斯轻装徒步，大约需要 6 个小时，租马 200 元，

马夫 50 元。开始 1 小时上坡，之后连续长下坡，皆为宽阔的马

道，路况极佳，就是暴晒。

（水榭提供 ）

五号界碑

五号界碑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界的第五号界碑，五号界碑是从北边友

谊峰中哈边界开端处向西南排列过来的第五块界碑，白哈巴边防军是守

卫在中国版图公鸡尾巴尖上的哨兵。五号界碑是双立碑，就是说，有两

块五号界碑，分别立在边界线两边在对面哈萨克斯坦的领土上，也有一

个写着他们文字的五号界碑。

禾木草原

喀纳斯河与禾木河交汇区的山间断陷盆地中有一片草原 -- -- 禾木草原。

禾木河将草原分隔为两半，山地阴坡森林茂密，苍翠欲滴，马鹿、旱獭、

雪鸡栖息其间；而阳坡绿草满坡，繁花似锦，芳香四溢，蜜蜂在采花酿蜜，

牛羊满山遍野觅食撒欢，一派迷人的广袤草原景色。

住宿 Sleep

禾木村就像是一个客栈大超市，随处可见各类客栈、山庄，住宿十分方便。

价格大致在 100-200 元之间，一般都带有卫生间，定时供应热水。

白哈巴的住宿业不如禾木村那么发达，但整个村庄还是遍布客栈，想找

个住宿的地方并不难。价格大致在 100-200 元之间。不过白哈巴一日游

的旅行模式，使游客很难在白哈巴里面住下，除非是从哈巴河县进入白

哈巴。

贾登峪

贾登峪是喀纳斯的食宿大本营，住宿条件已经非常成熟了。别墅、木屋

等各种各样的住宿都有，基本能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旅行者。周边的配

套设施也比较完善，但住宿费用偏高。

百合山庄

百合山庄可以算是森林中的小木屋。房间干净整洁，但部分房间为公用

卫生间。老板也挺热情，住客的需求都基本能帮解决。

地址：布尔津县喀纳斯贾登峪边防派出所旁

联系方式：15809068519

参考价格：大床房 220 元左右 / 晚，双人间 240 元左右 / 晚

鸿福生态度假酒店

算是贾登峪比较好的酒店，硬件设施、服务还算可以，不过不能和大城

市比。

地址：布尔津县贾登峪接待基地一区 ( 近贾登峪接待广场 )

联系方式：0906-6327777/6327158

参考价格：标间 580 元 / 晚

仙峰大酒店

条件在贾登峪算很不错的，大堂有 Wifi，只是热水是限时的，每天只有

7:30-10:00，21:00-24:00 供应热水。

地址：布尔津县贾登峪接待基地一区 ( 近省道 232)

联系方式：0906-6328256

参考价格：标间 480 元 / 晚

喀纳斯

为了保护喀纳斯湖地区的自然环境，景区管理机构关闭了湖边的众多宾

馆。大多数游人都会把住宿安排在景区外的贾登峪。但是如果想早起看

到神仙湾的晨雾，还是建议在景区内寻找住宿。景区内住宿条件比较好

的有鉴苑山庄、环湖山庄和喀纳斯山庄，但价格很高，性价比低，旺季

期间标间均超过 1000 元 / 晚。如果预算不高的话，可以选择在图瓦人

的家中住宿，费用约 30 元。图瓦村有电，但没有热水提供。

林海山庄

林海山庄位于喀纳斯村东侧原始森林的边缘，可以俯瞰喀纳斯河谷和图

瓦村落。整体水平能达到一般城市的三星，不过相对来说价格会稍贵一些。

地址：布尔津县喀纳斯村东侧（原始森林边缘）

联系方式：0906-6326333

参考价格：旺季标间 740 元左右 / 晚

禾木

禾木阿哈国际青年旅舍

旅舍的交通很便利，距禾木区间车站仅 200 米。周围白桦林环绕，与禾

木最佳的观景台一河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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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景区禾木喀纳斯蒙古族自治乡

网址：http://www.yhakanas.com/

联系方式：13809955505/13094001960

价格：床位 60 元 / 晚，标间 220 元 / 晚

驴友驿站

性价比很高的旅舍，地理位置优越，是禾木河旁边距离看日出最近的一

个旅舍，离车站也近。热水全天供应，老板非常热情。

地址：布尔津县禾木乡禾木村内

联系方式：13779055800

参考价格：淡季床位 40 元 / 晚，旺季床位 100 元 / 晚

白哈巴

喀纳斯阿哈国际青年旅舍

旅舍位于白哈巴村，紧邻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边境。著名的 5

号界碑就在旅舍对面。

地址：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景区白哈巴村

网址：http://www.yhakanas.com/

联系方式：13094001960

参考价格：80-240 元

Soloist   这家国际青年在景区内是最贵的，80 每晚，但是强烈推荐！氛

围，环境，人脉，能有的都有，大老板是个文人，恨世嫉俗，饮得一口

好酒……二老板是哈族人，唱的无数好歌，小名夜歌，去的朋友千万要

邀请他自弹自唱啊，不唱通宵还别停。

布尔津

布尔津小白鹿家庭客栈

小白鹿的房间看起来装修的很好，但价格不贵，旅馆主人是俄罗斯族人、

前布尔津旅游局书记任正清先生和梁阿姨。

地址：布尔津市神仙湾路 67 号

联系方式：0906-6522688 /13070333958（任玉清）

餐饮 Eat

整个北疆的饮食都差不多，主要的就是大盘鸡、手抓饭、烤鱼、馕、羊肉串、

烤全羊等等。

整体来说喀纳斯景区里食物不仅贵而且味道一般，所以若是想享受美食

最好回乌鲁木齐或者布尔津再消费。在喀纳斯的这几天就尽量从简吧！

强烈建议从乌市买馕作为这几天的干粮。

贾登峪

牧马人餐厅

牧马人的菜品味道挺不错，尤其推荐这里的鱼，因为是在高山雪水中生

长的，肉质很鲜美。就是价格比较贵。

地址：布尔津县 232 省道 ( 近贾登峪 )

联系方式：13779055800

参考价格：人均 120 元

喀纳斯

喀纳斯最著名的就是蓝湖餐厅，但消费特别高。多数人在喀纳斯都选择

吃拌面，可能因为这是最便宜的，每盘 20 元。除此之外，素菜 20 元 / 份，

带荤的菜至少要 40 元。

无涯过客   馕 10 元 / 个，米饭 5 元一小碗。喀纳斯旅游中心的餐饮中心

有回民餐厅，自助餐 40 元 / 人。还有一家汉餐厅有快餐 40 元一份，自选

4 个菜，汤和米饭管饱。

蓝湖餐厅

喀纳斯声誉很高的餐厅，也是景区内比较高档的餐厅，所以价格自然不

会低。榨菜汤 40 元，炒肉丝 100 元，大盘鸡 140 元。餐厅位于区间车

终点站附近，十分方便。

地址：喀纳斯景区区间车终点站附近

参考价格：人均 100 元

牛郎侄女   这餐厅在喀纳斯可是大名鼎鼎啊，位置好，差不多是喀纳斯景

区内条件最好的餐厅，相对应的，就是价格奇贵。

鸿福生态度假酒店

有客人对这里的评价是“一流的山景，二流的饮食，三流的房间”，所以对

于为了看美景的游客们来说，这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自助早餐 20 元 / 人。

地址：贾登峪旅游接待基地一区

联系方式：0906-6327158

西部快餐厅

景区内较为实惠的新疆风味餐厅，很好找，就在有名的蓝湖餐厅对面。

主营大盘鸡、拉条子、抓饭。最重要的是，这里的特色快餐只要 35 元 / 位，

基本能满足大部分游客的需求。

地址：布尔津县喀纳斯景区区间车终点站蓝湖餐厅对面

参考价格：人均 35 元

禾木

禾木的餐饮价格也不便宜，面和手抓饭的价格一般在 25-30 元，素菜也

要这个价格，荤菜至少要 40 元。

再回首牛肉面

禾木村内颇有名气的一家牛肉面店。面的味道很好，十块钱一碗，在当

地算比较经济实惠的正餐了。看景累了，或吃馕和烤肉乏了，来一碗热

气腾腾的牛肉面，实在是解饿又解腻。

地址：布尔津县禾木村

俄罗斯山庄

俄罗斯山庄，据说房子是图瓦人的，由汉人经营，一个俄罗斯和维族的

混血男孩在张罗。他们的俄罗斯风味点心、薄饼、列巴和嘎瓦斯，还有

自制的果酱，美味极了。

地址：布尔津县禾木村

http://www.yhakan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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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菜馆

走过禾木桥，四川菜馆位于三岔路口附近，是网友推荐的一家价格比较

实惠的地方。

Soloist   价格是有些高，但是老板老板娘很和气，菜价可以打七折还去

零头，我们 8 个人大概吃了 7 个菜，还有啤酒什么的，200 多块，还是比

较实惠。在这家店的右对面，有一个山东小吃，是老爷爷和老大妈开的。

早饭在这里吃是绝对正确的，几块钱绝对能吃饱，价格也比较公道味道

还好。

布尔津

布尔津的饮食以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饮食为主，主要是肉食、面食和奶

制品。但布尔津县城内则餐馆遍地，不用担心找不到吃东西的地方。

布尔津河堤夜市

河堤夜市位于布尔津市区卧龙湾路上，是享受美食的绝佳之地。夜市最

著名的就是烤鱼，都是紧挨着布尔津的额尔齐斯河里大大小小的各种冷

水鱼——冷水鱼大都肉质紧致，刺少上口，而且营养价值极高。若在布

尔津过夜，河堤夜市一定不能错过。

地址：布尔津市卧龙湾路

 酒窝果果  布尔津河堤夜市的烤鱼

酒窝果果 没吃河堤夜市的烤鱼就等于没来布尔津，一听到烤鱼口水都快

下来了，这是果果的最爱啊！这时候一空气中民弥漫着浓浓的烧烤味儿，

想来河堤夜市马上就到了。也就 100m 左右的夜市，经营着各种排档，烤

鱼、烤全羊、羊肉串儿、烤馕……等等目光所及尽是美食，香气扑鼻让

果果垂涎欲滴啊！望着这么多陈列整齐、新鲜又叫不出不出名字的烤鱼，

真想挨个尝尝，于是点了几个品种，五道黑、狗鱼、梭罗鱼等等，虽然

不能完全记住鱼总类的名字，但是这些烤鱼的共同点是闻之香气扑鼻，

入口回味无穷！

阿勒泰鱼宴——阿勒泰众多水系中盛产鲤鱼、鲫鱼、赤鲈、白斑

狗鱼、东方真鳊、雅罗鱼等十几种名贵的冷水鱼类。去阿勒泰旅

游品尝鱼宴是一个重要的饮食内容，鱼宴是各种鱼类荟萃，有各

种做法、各种吃法，令人胃口大开，尤其是用阿魏蘑菇炖鱼，其

美味只有在阿勒泰才能享受到。 

小乡村熬鱼馆

地址： 布尔津县环城南中路 ( 近计委楼下 )

联系方式：0906-6522117

 足迹行  去白沙湖的路上，一家大盘鸡的店，很好吃，有特色，都是

现做的，面是蒸面。确实很好吃，是我在新疆吃的最好吃的大盘鸡了

购物 Shopping

在喀纳斯购物可以买山上的蜂蜜、奶制品。下山后可以在布尔津城内买

一些本地的冷水鱼制成的干鱼，如狗鱼、扁花、五道黑、小白条等。

另外，哈萨克族人民心灵手巧，他们的很多工艺品都非常精美，且价格

适中，无论是买回来用还是作纪念，都是不错的。

特产

花毡

哈萨克语叫“斯尔玛克”，以制作精美，别具风格而享有声誉。花毡的

原料有羊毛、羊毛线、彩色布、线等。花毡一般比普通毡子要厚多为双层，

而且缝得特别密，经久耐用，一条花毡可用四五十年，传两代人。

绣毡

毡房栅栏围墙外面围着各种颜色的毛毡和带有艳丽图案的草帘，里面用

各种毛线编成花绳和宽带绑扎，花绳和宽带纵横交错成为美丽的装饰，

毡房内小到荷包，大到被褥、帏帐处处可见女主人精心绣制的精美图案，

这些都是哈萨克族妇女的杰出作品。

哈萨克小刀

长期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哈萨克男子差不多都有一把小刀。宰杀牲畜、剥皮、

收拾杂碎、修理鞍具、制作木制工艺品、吃肉、吃瓜、打猎等等都离不

开小刀。在哈萨克族男子系的皮带中，专门留有挂小刀的位置。男人们

系上这种皮带，显得十分威风。

鹿茸

禾本地区目前圈养马鹿 30 余头，年产鹿茸百余公斤；鹿茸为鹿科动物花

鹿或马鹿头上未骨化而带茸毛的动角加工而成的。

有蜂蜂反应部分餐馆存在宰客的行为，所以吃之前一定要讲清楚

价钱。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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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蜂蜜

禾木村的白色蜂蜜可以用无与伦比来形容，在当地收购价格就在 60 元以

上一公斤，下了山 100 元也算正常。这个价格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

涨上来的。

友谊峰购物广场

布尔津河以东冲乎尔乡的友谊峰大型餐饮、购物广场分 5 个各具特色的

购物厅，以上所述特产基本都能在那里买到。

地址：布尔津县冲乎尔乡

Tours线路推荐

人间仙境三日游

线路特色： 亲历喀纳斯湖曼妙仙境，感受图瓦村落质朴风情 

线路设计

D1：贾登峪——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泰加林廊道——吐鲁

克岩画——观鱼台

D2：喀纳斯——禾木村——禾木桥——白桦林

D3：禾木村——贾登峪——白哈巴——黄金大道——中哈界碑——中华

林——贾登峪

线路详情

D1：从贾登峪出发进入喀纳斯景区。入口处的驼颈湾、花楸谷等景点可

选择性游览。重点游览三湾，即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沿着湖边栈

道一路走过去，风光无限。参观完泰加林廊道，不妨花 100 元乘坐游艇，

从一道湾到四道湾，亲身体验一下身处喀纳斯湖中的感觉。最后花 40 元

车费，前往观鱼台一览喀纳斯湖全貌。夜宿喀纳斯。

D2：早晨可以去神仙湾看晨雾。然后从喀纳斯乘区间车去禾木村，或者

可以选择骑马，150 元 / 天，马夫兼向导 50 元 / 天。这样可以省去门

票和一半的车票钱，共 120 元。禾木的客栈和旅店非常多，如果想在这

里多留几日的话，也是十分方便的。夜宿禾木村。

D3：早起去观景台看禾木清晨。然后乘区间车去白哈巴，准备好边防证，

开始白哈巴一日游。区间车在每个景点停靠的时间不长，有比较严格的

时间控制。中哈界碑处可以合影留念。傍晚返回贾登峪。

 足迹行  这是什么？马不能从这里过，去前面绕道了。我夏眠陈玮三

人从这里穿过，还有一条小溪，水比较浑浊

喀纳斯金秋摄影线路

喀纳斯的春、夏、秋景色各有不同，各有各的魅力，但还是以秋天最佳，

天空和湖水的蓝绿，白桦林、黄松的颜色明黄耀眼，更有红、棕、白等

丰富的颜色点缀其间，是一幅天然油画。

禾木的秋天要比喀纳斯来得早些，所以，最好的时间应该是 9 月底，大

约从 20 号到“十一”，不过由于气候变化不同，每年变叶的时间都不太

一样，最好在出发前先上网查询一下当时的情况。建议不要在国庆节去

赶热闹，不然你可能无法潜心体会那份悠然自得的心境。

喀纳斯休闲旅游摄影线

预计时间：6 天

乌鲁木齐——乌尔禾——禾木——喀纳斯——白哈巴——五彩河岸——

布尔津——乌鲁木齐

线路特色：短小、精炼的喀纳斯之行，最美的禾木、最炫的喀纳斯，一

场视觉盛宴。    

喀纳斯骑马摄影线

预计时间：8 天

乌鲁木齐——布尔津——贾登峪——禾木——黑湖——喀纳斯——白哈

巴——五彩滩——乌尔禾魔鬼城——乌鲁木齐

线路特色：在上一条线路的基础上增添马背穿越原始白桦林，欣赏喀纳

斯高山草甸的美景，走马线可以避开常规道路上的旅游人群。属于人少、

景美的摄影线路。

喀纳斯、胡杨林金秋休闲旅游摄影线

预计时间：10 天

乌鲁木齐——乌尔禾魔鬼城——禾木——黑湖——喀纳斯——白哈

巴——布尔津——五彩城——五彩湾——木垒胡杨林——鸣沙山——乌

鲁木齐

线路特点：骑马穿越喀纳斯、徒步环绕胡杨林，喀纳斯的热闹非凡与胡

杨林的寂寞孤独相搭配， 一样的金黄却是截然不同的感受。让你发现北

疆金秋的深蕴……    

喀纳斯西线骑马摄影线

预计时间：14 天

乌鲁木齐——布尔津——贾登峪——禾木——黑湖——喀纳斯——白哈

巴——那仁牧场——双湖——喀纳斯——乌尔禾魔鬼城——乌鲁木齐

线路特色：喀纳斯摄影环线，给你一个绝对不一样的角度拍摄喀纳斯的

身姿。所有摄影人的梦想，密林深处体验双湖的魅力。

 Festivals节庆

图瓦人有三个比较大的节日，分别是春节、敖包节和邹鲁节。

春节

蒙古族图瓦人也像汉族人一样欢度春节（时间与汉人相同），只是他们

欢庆春节的方式有所不同。图瓦人称春节为“查干”即“白节”之意，

他们自古崇敬白色，把它作为美好和吉祥的象征。图瓦人特别讲究在新

年时晚辈给长辈、孩子给父母敬酒献哈达，因为他们视酒为食品的精华，

视白色的哈达为珍贵的礼品，都含有“祝福”、“吉祥”之意。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13中国系列

每当大雪封山，湖面结冰，春节来临时，当地图瓦人就身着节日盛装，

欢聚在喀纳斯湖面上举行赛马、射箭、摔跤、滑雪撬等比赛，然后举行

全村人的酒会，并在喇嘛的念经声中欢度春节。

敖包节

时间：农历五月至七月，正值喀纳斯湖畔花开最美的季节

介绍：敖包节又称“塔克恩”节，是蒙古族图瓦人祭祀天地日月大自然的

节日。喀纳斯湖畔的图瓦人虽是蒙古族的一个分支，但节日的庆祝却与别

的蒙古人略有不同。他们将过节的地点选择在水草丰美的高山丘陵，临时

搭建蒙古包，牧民携儿带女，捡起石头堆在敖包上。敖包堆放好后，放上

佛像，摆上羊头肉、奶食品、油炸果等供品，然后焚香点烛，由活佛和有

地位的喇嘛领着众人绕着敖包诵经（此时妇女不能参加），绕完三圈后，

参加者不分老少都要向敖跪拜磕头，祈求老天降福人间，恩赐人们平安无

事，带来吉利幸福，祈求风调雨顺，使大地水草丰盛，牲畜兴旺。

礼毕，开始进行赛马、摔跤、射箭等蒙古族传统的民间娱乐，并宰羊煮肉，

大办酒宴。人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场面壮观，气氛隆重热烈，全村

男女从在一起，享用奶酒、烤肉等食品，欢度节日。

邹鲁节 

时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

介绍：又名“入冬节”，是喀纳斯湖畔图瓦人的特有节日。在这一天整

个夏秋季在外放牧的牧民都要回到村庄，以纪念活佛马盒卡拉逝世日。

民间传说，马盒卡拉逝世这天正好是 125 岁。为了吉祥，返村的牧民在

这一天从山上采集一些爬地柏（新疆圆柏）堆成一堆，在傍晚时分，将

爬地柏点着呈冒烟状，然后牧民们围坐其周，作揖、祈祷。仪式结束后，

人们各自回家，点上油灯取光，所以此节又叫“点灯节”。

实用信息 Practical Information

语言

阿勒泰地区主要居民是汉人跟哈萨克人，大多数人都会说汉语，交流上

不会有问题。如果去旅游景点的话哈萨克人较多，但他们非常好客，所

以完全不用担心。   

银行

布尔津的银行主要集中在卧龙湾路上，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

邮局

布尔津县邮政局

地址：布尔津县卧龙湾路环南中路

联系方式：0906-6523323

若时间合适就可以赶上这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每年时间都有所

不同，去之前最好再确定一下。

电话

喀纳斯旅游咨询电话：0906—6524464 

门票咨询电话：0906—6526092 

客户投诉：0906—6526297 

观光车公司：0906-6528399 

景区急救电话：0906-6326120 

景区旅游投诉：0906-6326004 

票务处总机电话：0906-6327808 

景区公安分局：0906-6326110 

交通事故：122

公安短信报警：12110

天气预报：12121

红十字会急救台：999

网络 

在布尔津的大多数酒店里面都提供宽带上网的服务。但是在喀纳斯、禾木、

白哈巴就没有了。甚至手机信号都很不稳定。

医院

布尔津县人民医院

地址：布尔津县卧龙湾路

联系方式：0906-6521436

禾木喀纳斯蒙古民簇乡卫生院

地址：阿勒泰地区禾木村里

注意事项

当地手机信号不是很好，如禾木村口一点信号都没有，联络起来多有不便，

请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如果打算包车的话，建议在布尔津就找好车，不然会比较麻烦，尤其是

禾木一段。4 个人一起最方便，尽量在去新疆玩之前就联系好。景区那里

零散的游客并不多，要么是 7-8 人的团队，要么就是旅行社的。而且这

里地广人稀，没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场所发布信息。 

禾木有旅游马队，经常可以遇到策马飞奔，扬起的灰尘比较大，建议带

上口罩。此外，蚊虫药水、肠胃药，以及其他常备药都带上一些，以备

不时之需。 

景区内的食品价格非常昂贵，如果是骑马的话，更是无处购买。所以尽

量在乌鲁木齐或者布尔津采购充足。新疆地区紫外线强烈，气候干燥，

一定要准备足量的防晒霜，注意保湿。 

喀纳斯地区昼夜温差很大，凌晨日出时的温度在 -5℃左右，中午日照强

烈时可达到 27℃。看日出时一定要穿羽绒服、毛衣、毛裤，最好戴上帽

子保护双耳。平时在景区中行走穿薄毛衣就可以了。景区内有军大衣出租，

30 元 / 天。 

新疆是多种少数民族地区，宗教色彩浓厚，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吃猪

肉等，这是他们在生活中最大的禁忌，绝对不可以冒犯。 

新疆卖东西都是以公斤论的，千万别搞错了，多付给人家一倍的钱。

白哈巴村上也有邮局，可以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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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纳斯有湖边栈道，尽管不像九寨沟那样完整，但是如果想要避开大批

的人流，静静地欣赏三湾（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的美景，沿栈道

一路走下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月亮湾和卧龙湾的栈道是互相连接的，

距离约 2km 左右。

边防证：前往禾木 - 喀纳斯旅游，只有在白哈巴需要边防证。边防证可以

在户口所在地、喀什、布尔津办理，也可以直接在喀纳斯景区凭身份证

办理。

骑马

相信大家过去骑马的可能还是很大，有必要将骑马的注意事项简

单的介绍一下：

● 马心情好的时候，耳朵是朝前的，耷拉着的，心情不好的时候，

耳朵会向后或者颤动，那是一种危险临近的感觉，记得要留意；

● 永远不要走在马的屁股后面，或者右边，马会觉得危险；

● 上马永远是在马的左边；

● 上马后记得拉住缰绳，需要马左转就拉左边的那根，向右转，

就拉右边的一根，就像开车打方向一样的；

● 马不听话的时候，或者失控，千万不能惊慌，你越慌马越慌，

一定要做的是双手拉高缰绳，把马头抬起来，马看不见前面的路

自然就不会再跑；

● 如果觉得不适或者紧张的时候，就下来走走吧。

( Soloist  提供 )

旅行路上 Travel on the road

推荐阅读

《阿勒泰的角落》——李娟

作者以天然而纯真的笔调描述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日常生活点滴趣事：

做裁缝、可爱的孩子、来来去去的陌生人。她刻画的不是一组有关新疆

的异域风情，她刻画的是我们内心的牧歌：白雪和阳光，青草和白桦林，

优美、明亮。

推荐音乐

专辑《红雪莲》

是洪启在 2005 年发布的第一张个人音乐作品集。作为集民谣诗人、词

曲作家、中国新民谣、现代民谣运动重要的发起人等众多身份与一身的

艺术家，洪启的音乐质朴宽厚、简明流畅，在艺术上继承了中国民间歌

曲感伤的情怀。

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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