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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抢鲜看
日照金山
每当天气晴朗，数十座雪峰全披上
一层金灿灿的夺目光芒，光芒万
丈，瑰丽辉煌，这就是著名的“日
照金山”。

雪域温泉
泉水或自地下涌出，或成清澈的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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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或为石上飞瀑，在这样接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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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的地方，却有大流量的温泉、热

P10：交通

泉甚至沸泉，实用一大奇观。

P12：景点介绍

砣砣肉
彝族旧喜食砣砣肉（煮熟即食）
、

P15：住宿

罐罐酒，数人围坐，罐中置麦杆吸

P16：美食

食，叫“咂杆子酒”
，现改为喝碗

P17：购物

碗酒，肉食亦烹调，与旧大不一样。

旅行地导览
适合人群：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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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两天
花费：700 元
旅游最佳时间：
10 月底至次年 2 月。一边泡温泉，一边欣赏雪景，如果运气好遇
上降雪，在温热的露天温泉里，慢慢欣赏雪花纷飞的奇景，再看看
四周白雪皑皑、银峰耸立，不得不说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本地人忠告
海螺沟区属高海拔地区，不宜剧烈运动，不宜饮酒，多食蔬菜、水
果，以防发生高山反应。应备好常用药品，最好能配备小型氧气瓶。
冬季自驾车请注意高山结冰，最好带防滑链条。

鸣谢:
本攻略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果版权拥有者或者
作者发现自己作品被使用，请及时向欣欣旅游网提出通
知，欣欣旅游网将及时移除相关内容或者添加作者的版
权信息。
在此，本攻略特别鸣谢网友：悠悠、lvyouzhu、

yifei885520、花生、sunjans168、e 游天下 6、

欣欣百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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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做的事
清晨看日照金山
海螺沟身处山脚，周围有海拔 6000 米以上的卫士峰 45 座，
峰上千年积雪，银光闪烁。
每当天气晴朗，东方吐白，灿烂的霞光冉冉而起，万道金

山下泡温泉
身边一片白雪皑皑，露天温泉的池蒸汽滚滚腾空，使原始森
林中的绿树与奇花异草朦胧一片，影影绰绰。
在热乎乎的天然温泉里欣赏雪花漫天飞舞，何等浪漫。
海螺沟温泉最高的泉眼处水温达 90℃多度，然后一个个池降
下来，最适宜人浸泡的一片池水从 45℃度到 35℃度不等。

光从长空中直射卫士峰。
瞬间，数十座雪峰全披上一层金灿灿的夺目光芒，光芒万
丈，瑰丽辉煌，这就是著名的“日照金山”
。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悠悠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lvyouzhu

感受康巴藏族风情
海螺沟所在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广阔无垠的高原大
地，养育了甘孜十八县藏族儿女。
多彩的服饰，不同的藏庄，动人的歌舞，浓郁的康巴藏族风
情与这里的山山水水融合在了一起。

观大冰瀑布
世界上冰川大都位于海拔较高处，然在海螺沟海拔较低处就
能望见冰川从高峻的峡谷铺泻而下。
特别是举世无双的大冰瀑布，高达 1000 多米，宽约 1100 米，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yifei885520

比著名的黄果树瀑布大出 10 余倍，瑰丽非凡，景象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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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海螺沟
概况
海螺沟冰川森林公园, 海拔 2850 米，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区泸定县内,距成都市 319 公里,康定 49 公里,是世界上仅存的低海拔
冰川之一。海螺沟空气纯净,是一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游客来此,可打马绥步在森林之中,感受回归自然的乐趣。
海螺沟发源于贡嘎山主峰东坡一条冰融河谷,海螺沟旅游资源有三大特色:
一是海螺沟身处山脚,在阳光照耀下,远望终年积雪不化的贡嘎雪山,气势恢宏,光芒万丈,瑰丽辉煌。
二是海螺沟冰川在国内同纬度冰川中海拔最低,冰川舌伸入原始森林 6 公里,冰川与森林共生。海螺沟冰川是现代冰川,形成
于 1600 年前。沟内有一宽 1000 多米的大冰瀑布,直落 1080 米,举世无双。
冰雪崩时,蓝光闪烁,雪雾漫天,倾泻而下,声动如雷,1-2 公里外亦能听见,一次崩塌量达数百万立方米。堪称自然界一大奇观。
三是在这冰天雪地的冰川世界里,有温泉点数十处,游人可在冰川上洗温泉浴。水温介于 40 摄氏度至 80 摄氏度之间,其中更有一股水
温高达 90 摄氏度的沸泉。冷热集于一-地,甚为神奇。

海螺沟六绝
雪山
海螺沟地处横断山系的核心地带，境内延绵着众多终年积雪、
冰清玉洁的雪山。
贡嘎山以雄浑的身躯屹立于香格里拉腹地，海拔 7556 米，被
誉为“山中之王”，为横断山系的主峰，周围林立着 45 座海
拔 6000 米以上、100 余座海拔 5000 米以上的冰峰、雪山，是世界
上距离大城市最近的极高山群。
极目远眺，群峰簇拥，贡嘎山主峰宛如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巍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花生

峨地屹立于群峰之巅，高大险峻、气势磅礴。

云雾
云雾是海螺沟景区最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它或是高悬于山峰峭壁，显得峡谷深幽；或是云雾漫山，纵横交错，变幻莫测；或是亲吻
冰川，薄雾缭绕，恍如仙境。
晚霞、佛光、云海、彩虹等自然景观更是增添了海螺沟美轮美奂的色彩，有时淡云飘渺似薄纱笼罩山峰，有时一阵云流顺陡峭山峰
至泻千米，倾注深谷都能让您感受到俊秀浓妆，云雾飘渺的海螺沟宛如天上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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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

温泉
与雪山、冰川相对，海螺沟温泉将四季带入永恒的温暖。沐
浴在海螺沟温泉里，身体宛如天上漂浮的暖云，能深切感受到来
自海螺沟冰川地底的热力。
在花开遍地的春天、烟云缥缈的夏季、枫叶飘落的秋日、雪
花飞舞的冬季，温泉里的心境或怡然自得，或超脱尘世、或宁静
澄明，或天人合一。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花生

贡嘎山是我国现代海洋性冰川最发达的地区，有数百条冰

红石

川，面积达 300 余平方公里。
其中海螺沟一号冰川长 14.7 公里，面积 16 平方公里，其

红石是大自然赠送给贡嘎山地区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在海螺

末端伸入原始森林达 6 公里，是世界上同纬度海拔最低、最大

沟、燕子沟、南门关沟、雅家埂等景区里分布着大面积的红石滩，

的现代冰川，冰川、森林、温泉共生，普通游客也可以轻松登

每一块石头都被红色苔藓披上了一件美丽的红色外衣，红石在河

临进行游览。

流两旁堆积，成群的红石变成一种流动的红色，与清冽的流水相
伴顺流而下，让人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造化。

冰川上形成的冰面湖、冰塔、冰桥、冰洞、冰裂缝、冰宫、
冰城门等千姿百态，惊讶璀璨。
尤其是大冰瀑布的宽度和高度均超过了 1000 米，由无数
巨大而光芒四射的冰块组成，仿佛是从蓝天直泻而下的一道银
河，终日冰崩不断。

原始森林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花生

海螺沟地区海拔高差达 6000 余米，形成了明显的多层次气候
带、植被带。
将 4880 余种从亚热带至寒带的植物集中于一个区域之内。
沿着环状山路徐徐向前，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身旁植物景观的
无穷变幻，从山谷的棕榈树、青翠的竹林到原始森林的参天古木、
山花烂漫的大片野生杜鹃，直至高海拔色彩缤纷的草本野花和第
一植被，令人目不暇接。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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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推荐
探险怀古两日游
行程亮点： 红色、激情与原始
游览海螺沟的最佳路线便是从成都出发，沿途有许多美景等待您的观赏。两天的时间，足以让游客在这里玩个痛快。

Day1 雅安 二郎山

大渡河

泸定桥

磨西古镇

从成都出发沿途观川西平原风光进入雅安，感受雅安的浪漫魅力。接着经天全县穿越二郎山隧道，欣赏“一山有阴阳”的两种截然不同的
景色。继而进入甘孜州境内，远眺大渡河峡谷风光,感受无限的太阳光影魅力。沿大渡河逆流而上抵泸定，游览著名红色旅游景点——泸
定铁索桥，感受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气势。如果您有兴致的话，也可体验大渡河激情漂流。最后抵达磨西古镇，参观当地特色金花寺庙。
尽管岁月沧桑，人们从它众多的明清古建筑中也能窥探出其久远的历史痕迹。
餐饮：
一般游客都会选择在磨西古镇就餐，无论在各类招待所、宾馆，还是在农家院都能吃到具有当地地方风情的藏族美食。
住宿：
建议游客在结束了一天的旅途后到摩西古镇住宿，这里有一些不同档次的酒店、宾馆、小型的私人宾馆及农家乐可供游人选择。
Tips：
从成都到雅安全程高速公路，雅安至天全路面尚可，从天全开始，至二郎山隧道口，山路渐渐难行。过二郎山遂道后，进入泸定县境内路
面尚可，泸定到磨西路面良好。
建议司机降速慢行，保证交通安全。

Day2 海螺沟
早晨乘景区观光车缓缓进入原始森林风光，欣赏挺拔屹立的群山，古朴苍翠的参天大树，摇曳多姿的丝丝松萝。一路乘观光车行至三号营
地，可坐索道鸟瞰冰川与森林的完美结合全景，最后到达本行程海拔最高处——四号营地。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可观看到壮丽的大冰瀑
布和“蜀山之王” 贡嘎山主峰。也可步行游山道漫步原始森林，后到达冰川观景台，观冰川裂缝、冰石蘑菇等冰川奇观。下午沐浴天然
温泉，继续坐观光车回到磨西古镇 。
餐饮：
由于海拔较高，不便于驱车劳顿去吃午饭，建议游客自备午餐。至于晚上可以回到摩西古镇就餐。
住宿：
在海螺沟的住宿主要有以下几个选择，分别是：摩西古镇、一号营地、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每个地方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请根据个
人需要决定。
Tips：
1、观赏冰川最好戴上太阳镜，以免眼睛不适应强光受到伤害。
2、长时间在户外活动，无论是冬夏哪个季节，都应该涂抹防晒霜，以保护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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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全境四日游
行程亮点： 冰川、草原与森林
康巴全境是一条美景高度集中的景观长廊，自然景观异彩纷呈，人文景观千姿百态。无论你是随时背包出发的资深老驴，或是一路披荆斩
棘的自驾狂人，都会深深为这一路目不暇接的画面所折服所迷醉。

Day1 成都 雅安

二郎山

海螺沟

早晨从成都出发沿途观川西平原风光进入雅安，感受雅安的浪漫魅力。接着经天全县穿越二郎山隧道，欣赏“一山有阴阳”的两种截然不
同的景色。继续前行直至海螺沟，第一天先乘景区观光车缓缓进入原始森林风光，欣赏挺拔屹立的群山，古朴苍翠的参天大树，摇曳多姿
的丝丝松萝。
餐饮：
由于海拔较高，不便于驱车劳顿去吃午饭，建议游客自备午餐。晚餐可以尝试海螺沟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腌腊肉、糕点、便饭、筵席等。
住宿：
在海螺沟的住宿主要有以下几个选择，分别是：摩西古镇、一号营地、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这些地方均有一些不同档次的酒店、宾馆、
小型的私人宾馆及农家乐可供游人选择。
Tips：
第一天游览可不急于观赏海螺沟的冰川，留待明天早起观赏更别有一番风味。

Day2 海螺沟 康定
吃过早餐后一路乘观光车行至海螺沟三号营地，可坐索道鸟瞰冰川与森林的完美结合全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可观看到壮丽的大冰瀑
布和“蜀山之王” 贡嘎山主峰。也可步行游山道漫步原始森林，后到达冰川观景台，观冰川裂缝、冰石蘑菇等冰川奇观。下午可乘车前
往康定，途中前往康定情歌（木格措）风景区参观，体验康巴藏族风情。
餐饮：
康定集中了汉藏的各种小吃，推荐到带有藏族风情的饭馆就餐，推荐尝试当地的凉粉。
住宿：
康定的住宿选择较多，既有便宜又实惠的登吧客栈，又有档次较高的酒店。在客栈里可以遇到国外的背包客，分享旅行心得；在酒店里可
以得到舒适的休息和服务。
Tips：
海螺沟和康定都属于高原地带，长时间在户外活动一定要涂抹防晒霜来保护皮肤。

Day3 新都桥 雅江
吃过早晨后乘车开始翻阅折多山，抵达新都桥，在此可以参观新都桥镇以及新都桥风光。之后沿着川藏南线翻越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尔寺
山，抵达雅江，探寻这座深闺中的高原小山城的美丽和秘密。
餐饮：
雅江的餐饮以夹在解放街和川藏路中的步行街选择较多，小吃、火锅都有，价格与康定差不多。清汤雅鱼、红烧雪山鲢鱼、烧松茸等都是
到雅江值得一尝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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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雅江住宿主要集中在广场以西的解放街和川藏路上，不少小宾馆还带网络电脑，标准间价格为 80 元左右。
Tips：
新都桥到雅江这段道路路况一般，多有碎石，但行车难度不大。在高尔寺山口遭遇风雨的话，需要特别小心。

Day4 理塘 巴塘
早餐后开始翻阅海拔 4000 多米的剪子弯山以及卡子拉山，抵达广袤的理塘大草原，全程 260 多公里，基本为柏油路。然后继续行进翻阅
美丽的古冰川遗迹——海子山，当你看到山上遍布的各种各样的古代冰川运动遗留下来的巨石以及各类海子时，一定会被它的绝美而震撼。
餐饮：
巴塘县是著名的水果之乡，盛产石榴、核桃、西瓜等。当地的美食有团结包子、长寿面、野生菌汤等。
住宿：
巴塘缺少旅游发达地区常见的背包客栈，廉价旅馆大部分集中在金弦子大道上，大多单人间价位在 30 元左右一晚，卫生条件一般，安全
尚可。
Tips：
理塘到巴塘这段道路路况很差，出理塘六七十公里的柏油路，就进入川藏南线最艰苦的路途之一，晴天和雨天都极其难行。

欣欣线路推荐

海螺沟、平乐古镇纯玩三日游
欣欣价：466 起

九寨沟、牟尼沟汽车三日游
立即预定

欣欣价：388 起

峨眉山、乐山豪华二日游
立即预定

欣欣价：488 起

立即预定

>>更多线路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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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二、离开海螺沟方案
1、9:00 之后从三号营地有发往磨西镇的沟内班车，凭车票上车。

外部交通
飞机

磨西镇往来泸定县城的面包车很多。从泸定前往康定或者返回成

>>更多打折机票信息

坐飞机去海螺沟可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下车，在新南门旅游
客运中心每天发一班到海螺沟的车，发车时间为上午 9：30。
车型是金龙或亚星，依据季节不同，发车班次和时间可能有

都比较方便。

2、如果要去田湾河风景区（贡嘎山南坡）
，则可以从磨西镇坐车
到猫子坪的大渡河桥（去泸定也会经过此桥），10 元/人。此后在
桥头拦车。

变化。全程 300 余公里，行车 6 小时左右，中途停约 40 分钟，用
来休息吃饭，共用时约 7 小时。
3、从康定发往石棉的班车是 10:00 左右，从泸定开往石棉的班车

火车

>>更多火车时刻信息

12:20 左右经过，最晚一趟车是 15:00 左右经过桥头，到石棉需 2
小时左右，13 元/人。

成都火车南站位于武侯区， 在火车站下车需要转乘去海螺沟
的公交。从成都至海螺沟可以在新南门汽车站乘坐班车前往，车
型为国产亚星空调大客车，价格为 104 元左右。全程时间大概

4、此外桥头有拉客面包车，到石棉 20 元/人。

为 5-6 个小时左右，每天上午 10 点发车。

客车

>>更多汽车时刻信息

5、当然去田湾河景区的话无需坐到石棉，在中途的两河口下车即
可，车费 7～10 元/人。

一、前往海螺沟方案
6、
1、从成都出发方案，成都新南门车站每天有直发海螺沟的长途班
车，5 个小时左右到达，110 元左右/人。
8:30 左右开始发车，车次很多。或选择前往康定的班车买到
泸定，8:00 左右开始发车，到泸定的车票通常为 100 元左右/人。

三、沿途地点及距离
成都→雅安（134 公里）→二郎山隧道（110 公里）→磨西镇（60
公里）

去海螺沟的分岔路口在冷碛镇甘露寺村，当地人称“干谷底”
，再
搭车或租车约 15 元可到磨西镇。
但通常建议前往泸定县城，除泸定县城找车方便外，也可看
有名的泸定桥。

四、另外，还可从四姑娘山直接到海螺沟，不过路途辗转比较辛
苦。
路线是四姑娘山——小金——丹巴——康定——泸定——磨西

2、从泸定出发方案，每天都有到海螺沟磨西镇的班车，当地也有
不少跑这条线的面包车，15 元左右/人，全程 50 公里，1.5 小时可
到。

镇——海螺沟三号营地。小金有到康定的班车，不过车次较少。
五、康定到泸定距离很近，班车或打车都异常方便。这是一条别
有风味的路线，但路途时间可能比从四姑娘山——成都——海螺
沟路线还要长，不愿走回头路喜欢别样风景的朋友可以考虑。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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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一
由成都经成雅（经双流、新津、邛崃、名山、雅安）高速公路，过

内部交通

天全，穿二郎山隧道抵海螺沟风景区，全长 280 公里左右，行程 6
—8 小时左右。

出租车

（1）成都——二郎山隧道：从成都到雅安为全程高速公路（134
公里），雅安至天全（38 公里）公路为双车道水泥路面，过天全即

游览景区可以乘坐出租车，当地实行环保车制度，一来可以保
证安全，二来有利于环保。

进入二郎山（110 公里），此段为全程水泥路面。二郎山隧道全长

据当地管理局介绍，之所以用碎石铺路是为了保证冬天道路的

4.1 公里，可以双向通车。二郎山隧道西口——泸定：过二郎山隧
道后，即进入泸定县境内。

使用，因为在冬天，公路上的积雪很厚，如果在水泥路上经过车辆
的碾压，由于全是盘山公路的原因，即使绑上链条，也是非常危险

（2）泸定——磨西：从泸定到磨西约 52 公里，途中需经过新修

的。

的大渡河大桥，路况良好。
（3）磨西——海螺沟：以前只能靠骑马和走路进入海螺沟了，现

景区公路全长 30 多公里。

在全景区从一营地到二营地及三营地均通了公路。路面碎石铺成，
全是盘山公路，对外地驾驶员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

观光车

从三营地到观景台，以前只有走路或骑马，现在乘车可直到索道售
票处，并修建了高空索道，游客可乘索道直达大冰瀑布的顶部。当
然也可步行前往，从三号营地先乘观光车到索道购票处，再沿观光

在海螺沟有专门的旅游观光车，海螺沟门票 82 元/人，观光车 60
元/人。

路步行上到观景台，约需 1 小时左右，可看沿途原始森林的景色，
并要翻山越岭，走一走羊肠小道，到观景台后，还可下行到冰川底
部，近距离观赏冰川。也可乘坐四川特有的滑杆到观景台，往返约

索道

需 60 元左右，这样即使老年人上山也不成问题了。
线路二
由成都经成雅（经双流、新津、邛崃、名山、雅安）高速公路，翻

当到达三号营地之后，如果想看冰川，可有多种选择：
1、乘索道上四号营地看冰川，费用较贵，往返 130 元/人，但比较轻
松。

泥巴山，过汉源、石棉等县，全长 468 公里，12 小时左右可抵达
海螺沟风景区。
线路三

2、步行上冰川：从三号营地先乘观光车到索道购票处，再沿观光路
步行上到观景台，单程步行约需半小时至 1 小时左右，途中穿越原

由成都经都江堰、卧龙自然保护区、小金县、丹巴县、泸定县，行

始森林，景色非常漂亮。到观景台后，还可下行到冰川底部，近距

程两天可到达海螺沟，全程 750 公里。

离观赏冰川。但步行比较累，时间也较长。

好处是可先游玩四姑娘山，借道小金县，沿小金河下行到丹巴县，
以欣赏丹巴县的碉楼、藏寨及墨尔多神山，当然还有全国出名的丹
巴美人。之后经八美、塔公、新都桥前往康定，再前往海螺沟。

3、可在步行处乘四川特有的滑杆上观景台，可享受到步行所看到的
风景，但比较节省体力，对那些体力较差及老年游客比较适合，乘

途中除康定——泸定路段外，其他路段均良好，是自驾车旅行的不
二线路。

滑杆可一段一段的乘座，费用也从 20-80 元不等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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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
门票 82 元/人，温泉费 65 元/人，观光车 60 元/人，索道费 130 元/人（往返）
。

磨西镇

雪域温泉
有“五绝”之称的雪域温泉是海螺沟著名景点，泉内有大流
量的沸、热、温、冷泉水。泉水或自地下涌出，或成清澈的溪流，
或为石上飞瀑，在这样接近冰川的地方，却有大流量的温泉、热
泉甚至沸泉，实用一大奇观。
海螺沟最著名的温泉位于二号营地及一号营地与沟口之间的
贡嘎神汤处。二号营地，大量沸泉从地下喷涌而出出口水温达 90
°C，足可用以沏茶和煮食鸡蛋。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sunjans168

磨西镇是甘孜州的一个小镇，距离泸定县城 53 公里，为海

日流量 8900 吨的沸泉水顺崖而下，形成一道宽 8 米，
高 10 米的瀑布。在万木葱茏的沟中，白雾飘忽不定，群山若隐若
现，恍如仙境。

螺沟景区之一。此镇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是去海螺沟的

在沸泉水旁，已建成一个温水游泳池和十五个大小不同的泡

必经之地，景区大门就位于镇上，因此游海螺沟的人必在此住

池，供旅游者沐浴、运动和疗养。沸泉水具有很高的医用价值，

宿一晚，所以镇上建有不少宾馆饭店以满足游人的需求。
“磨西”

能治闻多种皮肤病、关节炎等，并能很快消除旅游者的疲劳。

为古羌语，意为“宝地”。
贡嘎神汤建有大型温泉游泳池及各类小疗养温泉，据说此处
该地海拨约 1600 米，主要居住有汉族、彝族、藏族等
12 个民族，气候四季分明。
该镇有一个天主教堂，只因当年毛泽东长征路过此地时曾
在此住宿一晚而小有名气。
在蓝天白云映衬下的巍巍雪山与这里秀美的田园风光，浓
郁的民族风情，古朴的街道，法式教堂建筑，藏式宾馆群，川

原为一天然温泉，当地男女老少均在此裸泡，红军长征时经过此
地，想必也滋润过神汤温泉，洗去一身的征尘。

燕子沟风景区
贡嘎山是中国境内唯一已发现密宗道场。在它的正东方，主峰脚
下冰川逶迤，雪山连绵，亿万年日月风云，幻化出一条神奇的红石之
谷——燕子沟。

斗木质民居构成磨西镇最亮景的风景线。
燕子沟正是莲花生大士曾经授记的贡嘎山胜乐金刚的坛城和道

日照金山

日照金山是海螺沟“五绝”之一，位于海螺沟山脚，周围
有海拔 6000 米以上的卫士峰 45 座，峰上千年积雪，银光闪烁。
每当天气晴朗，东方吐白，灿烂的霞光冉冉而起，万道金
光从长空中直射卫士峰。瞬间，数十座雪峰全披上一层金灿灿

场所在地。

景区依照佛家修行与人生感悟去布局，将自然风景幻化成佛的世
界、贡奉的圣地，燕子沟也成为游客向往的朝圣地，回归地。

胜乐金刚坛城、那若空行母坛城、涅槃地，在不断的回转与选择
中去领略佛家的智慧。

的夺目光芒，光芒万丈，瑰丽辉煌，这就是著名的“日照金山”。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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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螺沟冰川

海螺沟粒雪盆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e 游天下 6

海螺沟存在一个长 15 公里,宽 1 公里的冰川群，属于典型的
海洋性低海拔冰川，最高海拔 6750 米，最低海拔 2850 米，落差
达 3900 米，由粒雪盆冰川、大冰瀑布和冰川舌三级阶梯组成。
海螺沟是贡嘎山地区五大冰川中规模最大、海拔最低的一条，游
客可以轻而易举地登临冰川揽胜。
冰川如同一条银色的长龙，从贡嘎山上飞奔而下，浩浩荡荡，
气势磅礴。冰川上的大冰瀑布高 1080 米，宽 1100 米，是我国至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e 游天下 6

粒雪盆是冰川的摇篮。雪线以上的区域，从天空降落的雪和
从山坡上滑下的雪，容易在地形低洼的地方聚集起来。由于低洼
的地形一般都是状如盆地，所以冰川学上称其为粒雪盆。
巨厚的冰川冰在本身压力和重力的联合作用下发生塑性流
动，越过粒雪盆出口，蜿蜒而下，形成长短不一的冰舌。长大的
冰舌可以延伸到山谷低处以至谷口外。

今发现的最高最大冰瀑布，是黄果树瀑布的十五倍，气势宏伟壮

发育成熟的冰川一般都有粒雪盆和冰舌，雪线以上的粒雪盆

观。由于冰体组成的冰瀑布不象水瀑布那样流动，但由于冰体融

是冰川的积累区，雪线以下的冰舌是冰川的消融区。二者好像天

冻作用，它不断产生冰崩。冰川活动剧烈的春夏季，一天可达上

平的二端，共同控制着冰川的物质平衡，决定着冰川的活动。雪

千次，最多时一次可塌垮上百万立方米的冰体。由于冰川的运动

线正好相当于天平的支点。

和融冰的交替作用，产生了冰川弧拱。冰川弧拱是具有“年轮”
意义的大型冰川层有规律的弯曲现象。

水海子
水海子掩映在海螺沟苍山翠玉之中，环绕四周的是苍茏翠绿

海螺沟冰川有“三怪”
。

的原始乔木。在一片葱茏之中，水海子如一面巨大的明镜镶嵌在
翡翠镜框之中，令人赏心悦目。水海子四周是各种珍贵的林木，

第一怪：不冷。冰川之上气候暖和，夏秋季节，你可身着薄衫，

重重叠叠，层层包裹，有连香树、水青树、领春木、康定木兰、

脚踏冰川徜徉在这光怪陆离的神奇冰川世界，完全不用担心“冰

大叶杜鹃等。

上不胜寒”
。

大树之下，藤蔓灌木丛生，挤满了林间空带，从阴历四月起，

第二怪：冰崩。大冰瀑布常年“活动不息”
，发生着规模不等的

水海子岸边的野葩奇花，争奇斗艳，烂漫的山花千姿百态，一直

冰崩。一次崩塌量可达数百万立方米，此时冰雪飞舞，隆隆响声

等到初冬雪花降临之时，才逐渐凋零。

震彻峡谷，一两公里之外也可听到，场面蔚为壮观。

若是遇到晴日，湖对岸的青岭雪峰、苍山翠柏、蓝天白云倒

第三怪：构造千奇百怪。冰川表面有数不胜数，绚丽多姿的美妙

映水中，与岸边美景融为一体，游人只会觉得超然物外置身诗话

奇景。冰桌冰椅、冰面湖、冰窟窿、冰蘑菇、冰川城门洞等等，

中了。当地人讲水海子是块神镜，因为从中可以看到神仙们花园

太多的奇景让人目不暇接，不断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惊奇。

中的美景。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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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石滩

城门洞
冰川城门洞位于冰川之上，由厚厚的坚冰垒筑而成，因为其
形如城门而得名。
它通体透明，高约 5 米，宽约 13.5 米。洞壁生辉，红若玛瑙，
绿似琉璃，碧如蓝天，黄似鲜橙。
洞顶上密集着许许多多晶莹透亮的圆锥形“冰钟乳”
。抬头仰
望，它们忽如绿荷亭亭，湖水不惊；忽如朝霞绕日，晚云追月。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花生

海螺沟最令人称奇的是，这里除拥有冰川五绝之外，还有一
处处神奇的红色石滩。

洞内，壁上光泽如镜，晶莹剔透，局部可映照洞外冷杉、杜
鹃混交林，闪出彩色画面；冰体成蔚蓝色，顶部倒生着的圆锥冰
钟乳，千千万万个，数也数不清，愈往内走，光线愈淡，隐隐可
听见冰川河在冰层下撞击流淌，发出沉闷而有力的轰轰隆隆之声。

河滩里的石头生长了一层橘红色的苔藓，专家考证，这红石
滩系一种红色藻类植物，依附在岩石表面而形成。
在湿度、温度、气候适宜的情况下，这种植物就会在岩石的
表面自然生长，四五年后才会死亡，然后又重新再生。不过，据
说这样大面积、具有生命力的红石极其罕见，堪称世界上最大的

冰瀑布
海螺沟冰瀑布位于海螺沟冰川的上端，是亚洲最大的冰瀑布。
当冰川运动到这里，便成瀑状下降，形成一个巨大的固体冰坝。
大冰瀑布高 1080 米，宽 1100 米。

红石滩群。
这个巨大无比的固体冰瀑，仿佛从蓝天直泻而下的一道银河，
像顶天立地的巨大银屏，屹立在冰川上。冰瀑布滑动崩塌便会产

冰蘑菇

生“冰雪崩”，这是海螺沟冰川景观中最蔚为壮观的一幕。
由冰体组成的冰瀑布不像水瀑布那样流动，但由于冰体融冻

冰蘑菇是海螺沟奇观之一。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冰川周围嶙
峋的角峰，经常不断地崩落下岩屑碎块。如果崩落的岩块较小，
在阳光下受热增温就会促进融化，结果岩块陷人冰中，形成圆筒
状的冰杯，进而形成冰面湖。
如果较大体积的岩块覆盖在冰川上，岩块的厚度和大小足以
保护它所覆盖之下的冰层免受太阳辐射，渐渐地随着周围冰面的
消融减薄，即差别消融，当周围的冰全部融化了，而大石块因为
遮住了太阳辐射，其下的冰没有融化，石块便被下面的冰层“顶
托”起来，就能生长成大小不等的冰蘑菇。
冰蘑菇有大有小，最大的比一间房屋还要大，最小的也有锅
盖大。随着时间的迁移，冰蘑菇个头越来越高，但“身体”却越
来越瘦。

作用，它不断产生冰崩。
冰瀑布的观景点是通过多次观察与计算选择的，远在冰瀑布
数公里外，因此，既使是最大规模的冰崩也不会给游客的安全带
来威胁。
海螺沟冰川众多，较大的冰川就有三条，最大的称为一号冰
川，长约 14 公理，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大冰瀑布。沿海螺沟冰川上
行三公里，绕过黑松林，即可望见这条大冰瀑布。
大冰瀑布宽达 1100 米，落差 1080 米，由无数极其巨大的光
芒四射的冰块组成，仿佛从蓝天直泄而下的一道银河。冰川最高
点的海拨为 6750 米，而最下端的海拨高度仅为 2850 米，它不但
是低纬度低海拨的冰川，而且是落差最大的冰川。

最后终因难以支撑那么大的大脑袋而“身首异处”。冰碛石
块一旦滑落，冰柱完全失去了保护，很快就会因消融加剧而被夷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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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螺沟住宿
在海螺沟的住宿主要有以下几个选择，分别是：摩西古镇、一号营地、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摩西古镇有一些不同档次的酒店、宾馆、小
型的私人宾馆及农家乐可供游人选择；一号营地距离摩西 15 公里，如果选择在这里居住，推荐到海螺沟雪域温泉假日酒店、贡嘎神汤国
际疗养中心入住；过了一号营地，便进入了海螺沟的核心区——二号营地。目前二号营地有少量住房，但档次不高，有的还没有卫生间，
请谨慎选择；三号宿营地位于冰川河源头，距二号营地大约 7.5 公里，到冰川观景台约 2 公里。这里是前往冰川的最后一站住宿地，拥有
金山大酒店（是景区内观赏日照金山的最佳酒店）、银山大酒店等供选择。

海螺沟渝都酒店

简介：海螺沟渝都酒店距离海螺沟景区 1 公
里，步行约 12 分钟可到酒店；距离摩西汽车

顾客点评：酒店挺干净的，空间也蛮大的，
感觉还不错，价格也不贵。

站 1 公里，步行约 12 分钟可到酒店；距离磨
西会展中心 1 公里，步行约 12 分钟可到酒店。
顾客点评：环境一般 服务比较好、以后仍
然可以住那里的…更多
欣欣价：120 元起
海螺沟冰川饭店

>>立即预定

简介：饭店是一家准四星标准的饭店.饭店开
业也是超过了 10 年时间。距离天主教堂 0
公里，步行约 2 分钟到达酒店；距离汽车站
0 公里，步行 2 分钟到达酒店。

欣欣价：280 元起

海螺沟贡嘎宾馆

>>立即预定

顾客点评：总体感觉较好!距离广场、景区
大门、教堂等都非常近！非常值得一住，
下次首选！

顾客点评：性价比高，而且也比较安静，
不错不错…更多

简介：海螺沟贡嘎宾馆位于海螺沟森林公园

顾客点评：房间还行，就是服务态度不怎

内。距离天主教堂 1 公里，步行约 5 分钟可

么样。没有电梯，需要自己搬行李上 4 楼。

到达酒店；距离汽车站 1 公里，步行约 5 分
钟可到达酒店。

欣欣价：300 元起

>>立即预定

顾客点评：服务态度好，交通方便，安静
干净卫生，很有特色…更多

>>更多酒店预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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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螺沟美食
海螺沟的美食主要集中在沟内和磨西镇两个地点，饭菜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尤其是沟内由于海拔过高饭菜不易熟外地人适应不了，许多
人都选择自备。如果想品尝当地美食，可以到附近小饭馆就餐。当地特色餐主要为牛羊肉，又以当地两大少数民族——康巴藏族和彝族的
特色有关。但在康定之前，饮食特点以川菜为主，没有太大的区别。
康定之后，就以藏族菜为特色了，藏族以熏烤肉为主，辅之以青稞酒，酥油茶，酸奶等饮品；而当地汉族人以川菜为主，各餐厅宾馆所提
供的菜肴均以清淡之大众菜为主，若游客需要当地特色菜品，可以提前准备，也有已加工好的成品出售。

腌腊肉
境内有腌制腊肉的传统习惯。每年冬至以后宰年猪，通常割成 3～4 斤重一块，穿以棕叶挂绳覆于大锅内或缸内，层层施粉盐盖上，腌至
3～5 天取出挂于室内或土楼内，表面抹盐后用核桃壳、柏枝叶点火，置肉于上，以烟熏之，晾于通风之处，风吹干后收藏。

糕点
民间过年，农家自熬玉麦饴糖，用天粟米炒泡以糖粘合成饼，叫天粟饼，然后挤压成条，再切成片。玉米饴糖经过加工成条撒以炒面存放，
叫麻糖。用花生仁、核桃仁、芝麻、炒天粟炒后磨面制成条，再切成中指头大小颗粒，晒干后，在锅内用灶灰或砂拌炒这，将灰砂去尽，
放糖粘合再放天粟花花“穿衣”拌匀即成，叫花果子。富户之家则用清油麦面、糯米、芝麻、蛋、红白糖等原料制作高级糕点，非一般人
家所能享用。

砣砣肉
彝族旧喜食砣砣肉（煮熟即食）
、罐罐酒，数人围坐，罐中置麦杆吸食，叫“咂杆子酒”
，现改为喝碗碗酒，肉食亦烹调，与旧时大不一样。

白菌
生长在海拔 3800 米以上的草地，色白，味美，质细嫩，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用真菌。白菌盖小肉厚柄短、气味清香，曾作为“贡品”
专奉清庭。白菌内含钙、磷、铁等矿物质，又富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粗纤维，营养价值很高。

筵席
红白喜事摆“九大碗”，有钱人家先喝酒吃炒菜，酒后，进饭时上大碗菜，以后发展为十碗，摆成 4、3、2、1 金字塔形。农村九大碗为猪
肉墩子两碗、丸子、蒸菜为主菜，酥肉、粉条、海带、木耳等为佐菜。庙会、香客、寺院用素席，以植物油为原料，油炸豆腐、瓜薯为主。

海螺沟旅游哪里吃美食
海螺沟内
海螺沟内，由于海拔较高，饭菜不易熟透，外地人较不易适应。 康定之后，就以藏族菜为特色了。藏族以熏烤肉为主，辅之以青稞酒酥
油茶、酸奶等饮品：而当地汉族人以川菜为主，各餐厅宾馆所提供的菜肴均以清淡之大众菜为主。若游客需要当地特色菜品，可以提前准
备，也有已加工好的成品。

磨西镇美食街
磨西镇上有很多餐厅，做的菜很不错，比如：张继怪味怪甘蔗冷锅鱼、小肥羊火锅、辣子田螺、芋儿烧鸡和串串兔、红烧肉、臭豆腐和剁
椒鱼头、红杏鸡、鳝段粉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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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螺沟购物
樱桃

柿子
深秋，泸定柿子上市，源源不断外销内地、关外和西藏。那些
形如心的叫牛心柿，圆似灯笼叫水柿、面柿，色有红、橙、金黄。

泸定樱桃是一年中早熟水果，称为夏季第一果，泸定樱桃园溜
溜、红通通，红得像玛瑙，形如珍珠，汁多厚，酸甜可口，营养丰
富，还有美容的作用。

枇杷
枇杷是泸定夏季早熟水果之一，分橙黄、淡黄两种，形如球或

产于河谷地带庭院，田边地块。体大的柿每个重达 100－
200 克，皮薄、味甜沁心。海螺沟口共和村柿子评为四川名柿。食
鲜柿，止渴。润肺、 清热、解酒，老少皆宜。柿蒂煎水服，治呃
逆，柿叶煎水服，治过敏性紫癜，柿皮贴敷患处，可治慢性溃疡。

花椒

椭圆，汁多，甜酸适度。
枇杷的花、叶可入药，有清肺热，治疗咳嗽、呕吐等症之功效。

泸定花椒产于岚安、泸桥、兴隆、冷碛等地。花椒色红、 味
麻、浓香、油脂重、无苦味，称“正路椒子”
。

枇杷果黄、叶绿常青，亦有观赏作用。

香桃

木耳
泸定以产黑木耳著称。尤以泸定杵坭、加郡、得妥所产的木耳，

在泸桥镇甘露寺，甘谷地，田坝乡的甘草、木杉， 烹坝乡陕
岗坪产一种体大是常桃一、二倍的清脆香甜，色浅红、紫红、皮薄

朵大色黑，肉厚，远销各地

的香桃，远近闻名，曾是清朝的贡桃。每年六、七月桃熟上市，倍
受吃桃人的青睐。

。

板栗
素有“东方珍珠”和干果大王美称的板栗，在泸定广为出产。磨西、
新兴、田坝一带的板栗为上品，粒大颗重、色泽鲜亮、 肉质细腻，
生吃清香味甜。

麝香
鹿科动物林麝、马麝成熟雄体的香囊中的干燥分泌物。味辛温，具
有开窍醒神，活血通络，散结止痛的功能，且是配置高级香料的宝

核挑

贵原料。

泸定核桃，历史悠久。高山、半高山、矮山均有出产，乡间几乎家

贝母

家有核桃树。泸定核桃以矮山油份重、肉大为上等。核桃具有乌发
养颜之功效，长期食用有助于提高智力。

又名川贝，康巴地区是主产区。生长在海拔 3500 米——5000 米
的 高山草甸和石滩中。贝母具有润肺止咳，清热安神、利尿等作

仙桃

用。贝母炖鸡是有名的药膳。

泸定仙桃产于大渡河谷山岗坪一带。这里坡陡岩高，气候适宜，人

红景天

们把掌叶边缘结出的长椭圆球果称为仙桃。未成熟仙桃为墨绿色。
成熟后为绿色、淡黄色，去壳吃核，味甘美清香。

生长在高原 3500 米以上的天然植物。科研证明红景天具有人参和
刺五加同样的"适应高原"作用，但无人参兴奋作用过强、刺五加易

松茸

致便秘的副作用。

生长在海拔 2500 米--4000 米的杉树、青杠、桦树的混交林中，

雪莲花

味美，质细嫩，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具有防癌、防辐射功
能。

生长在海拔 4000 米--5000 米高山雪线草石滩，甘孜州为主产区。
雪莲花具清热解毒、除风湿、通经络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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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螺沟娱乐
海螺沟七号营地酒吧

时间的背后
地址:泸定县磨西镇海螺沟景区民俗风情街

地址:泸定县磨西镇老街

文化活动
娃娃会
彝族有给未成年儿童过娃娃节的习俗，娃娃节的时间在清明前后或谷雨前后举行，一般是一天，由村上族长或德高望重的长辈带上娃
娃们在野外聚会，耍坝子。
除让娃娃们尽情玩耍外，还备有丰盛的野餐，族长讲彝族历史、礼仪、自然知识等民族文化。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娃娃们增长社会知
识、懂礼仪，增进互相之间的沟通和团结，并从小树立本民族的自尊、自爱、自强的理念。

牛王节
农历十月初一日，相传为牛王菩萨生日，农家要吃糍粑，牛角尖上要糊糍粑，供牛吃，耕牛免役 1 天，解放后只食糍粑，不敬牛王菩
萨。

彝族年
磨西彝族也有本民族的彝族年，时间是每年的农历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之间。
大年初一的日子由各村各户制定，一般过三天，节日期间彝族男女老少穿上新彝装，初一不出门，吃团年饭，以辞旧迎新，初二祭祖，
走亲拜年，初三举行娱乐活动。彝年期间，家家户户宰牛杀猪、杀羊，备上酒，炖好砣砣肉，与前来拜年的其他民族朋友或党政领导共庆
丰收。

火把节

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举行彝族火把节，持续时间大约一周，磨西彝族火把节比起凉山的规模和欢乐程度要小得多，但意义和形式是
一样的。火把节是为了纪念距今 1000 多年以前的一位勇敢、智慧的彝族妇女而设定的。传说，这位妇女的丈夫是彝族部落的首领，被外
族人骗走，惨烈被害，被烧死在千里之外，他的妻子斯惹阿呷带领族人去打败仇人，找回丈夫的尸骨，连夜打着火把回到凉山家乡，乡亲
们也高举着火把迎接首领的英魂，欢庆胜利。
在明亮的火把中，为死去的首领尸骨举行隆重的葬礼，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火把节期间，彝家人饮酒食肉（将牛肉、羊
肉、猪肉砍成砣砣，俗称“砣砣肉”
），彝胞们穿上节目盛装，观看斗牛、斗鸡，并表演歌舞，举行摔跤等活动。夜间，彝胞们燃上火把，
围着村寨，举行纪念先祖的活动，火把象征光明，火人驱除邪恶和瘟疫，然后唱彝歌，狂欢通宵。同时，火把节还是彝族青年男女一年一
度相亲约会的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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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贴士
1. 冰川上旅行有一定的探险性，请在游览前先了解冰川基本知识
和游览须知。
2. 冰川上无法修建游览道路，请跟随导游游览冰川。游人不要在
冰川上单独活动。
3. 高山气候易变，请注意携带御寒防雨衣物，不要穿高跟鞋、塑
底或易滑鞋以及短裤和裙上冰川。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花生

4. 冬季冰雪反射阳光较强，请戴墨镜保护眼睛。涂抹防霜,以保
护皮肤。
5. 观赏大冰瀑布，严禁跨越冰川警戒线。
6. 进入冰川前要通过松散层陡坡和砾石区，请注意脚下踏稳和谨防高坡坠石。 如发生冰上滑倒、跌进冰裂缝或冰洞事故，请不要惊
慌，听从导游指挥组织救护。
7. 请不要在冰川上高声呼喊，严禁在冰川区放鞭炮和鸣枪。
8. 请将弃物带回出发地，交给环境管理员。
9. 冰川导游是游览冰川的向导与解说员，也是游览冰川的领队，请服从和支持导游的工作。

攻略制作者

10. 冬季自驾车请注意高山结冰，最好带防滑链条。
11. 海螺沟区属高海拔地区，不宜剧烈运动，不宜饮酒，多食蔬菜、水果，以防发生高山反应。应备好常用药品，最好能配备小型氧
气瓶。

特别提示
海螺沟景区沟外集镇磨西镇海拔 1570 米，贡嘎神汤海拔 1580 米，一号营地（验票站）1940 米，二号营地温泉海拔 2500 米，三
号营地（索道下站）海拔 2800 米，四号营地（索道上站）海拔 3550 米，海拔呈渐次升高。
景区虽然负氧离子高，但仍属高海拔景区，不宜作剧烈运动，年老体弱者不宜进入，有严重高血压病史者及老年病人严禁进入，
温泉沐浴前不宜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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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制作者
本攻略由欣欣旅游网打造，并将定期更新，最新版本请关注欣欣旅游网海螺沟攻略！如有批评建议，
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周边攻略推荐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欣欣旅游网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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