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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条有着浓郁文化底蕴的线路。据传，莲花生大师在西藏传授佛法时，颇受阻折，同时他也预知了未来世界之乱。于是，

莲华生大士依循着大悲的因缘，为了保存佛法，在东、南、西、北及中藏地区埋下了108处伏藏。

　　这些很多教法、佛像、法药埋在不同的领域里——有的在瀑流，有的在山岩，有的在虚空，甚至有的在圣者的甚深禅定之中。

加拉一带，相传是莲花生修行和传教的重点地域之一。古茹洞、阎罗宫、洞不弄等圣地也成为信教群众的朝圣点。长久以来，经历

代掘藏师及高僧开发，加上信教群众的风尘仆仆的脚步，逐渐形成了转加拉朝圣路。

　　这是一条有着壮美自然景观的徒步线路。海拔7782米的南迦巴瓦2005年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本徒步

线路中，会有多个不错的观测点；世界最大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奔腾不息。

　　在本徒步线路中，会有5天的时间近距离感受她的呼吸。

　　两江汇流、直白小拐弯等自然景观亦值得期待。

　　雅鲁藏布江被喻为植物的博物馆。3月，桃花朵朵开。5月，油菜花把大地涂成一片金黄。秋季，这里就是一个巨幅的色彩斑斓的

油画。此外，杜鹃、金露梅，还有娇若天仙的绿绒蒿，不同的季节，各色鲜花铺就了这条徒步线路。

　　这是一条追寻内心平静的禅定之路。

　　在川滇藏，各种“错”星罗棋布。但在南迦巴瓦的怀抱里，有那么一个“错”独居深闺，人迹罕至。这就是天脉神湖娜拉错--

南迦巴瓦的一滴眼泪。

　　这是一条顶级徒步线路，可惜远在深山无人识！

　线路介绍



　如何到达

　线路图

　行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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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拉萨出发到派镇：拉萨到林芝八一距离500公里，长途客车在拉萨东郊客运站发车，班车首发时间是早晨7点多，票价因车

型的不同，从120元到180元不等。早晨乘飞机到达拉萨后，可以直接去东郊客运站乘班车到八一。路上用时大约7个小时左右。如

果提前一天到达拉萨，可以早晨乘坐最早的一班车到达八一，快的话，有可能赶上下午八一发往派镇的班车。拉萨东郊客运站电

话：0891-6340523。从八一到派镇，可以在客运站外侧的马路边乘坐大巴先到达派镇，每天发车的时间为早上9:30和下午2:30，

票价为60元/人，行车时间3个小时。

　　从林芝机场出发到派镇：林芝机场大巴到八一镇票价25元，但全部航班到齐后才发车。出租车拼车到八一每人40元-50元。从

林芝机场包小型面包车到派镇，费用约为300多元。

   　D1：拉萨（林芝）—派镇

　   D2：派镇—吞百村—索松村

　   D3：索松村—达林村一赤白村

  　 D4：赤白村—渡口—加拉村

  　 D5：加拉村—直白村—南迦巴瓦大本营

  　 D6：南迦巴瓦大本营—松林口（三岔口）—娜拉错

  　 D7：娜拉错—松林口（三岔口）大渡卡村—派镇



　关键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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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镇：　　　　　　　　　　　29º31′02.11″北　　　　　　　　　　94º52′50.68″东

吞百村：　　　　　　　　　　29º32′41.23″北　　　　　　　　　　94º52′17.75″东

索松村：　　　　　　　　　　29º34′34.77″北　　　　　　　　　　94º53′28.78″东

赤白村：　　　　　　　　　　29º38′47.78″北　　　　　　　　　　94º52′58.36″东

加拉村：　　　　　　　　　　29º42′17.14″北　　　　　　　　　　94º54′13.77″东

格嘎大桥：　　　　　　　　　29º36′08.15″北　　　　　　　　　　94º57′46″东

南迦巴瓦大本营：　　　　　　29º36′12.95″北　　　　　　　　　　94º57′46″东

娜拉错：　　　　　　　　　　29º32′33.99″北　　　　　　　　　　94º57′38.10″东



　装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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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bia 哥伦比亚百货大楼店  西藏拉萨市北京中路拉百购物广场二楼

西藏拉萨市城关区宇拓路8号百益百货四楼Columbia 哥伦比亚百益百货店 

　物资补给

　注意事项

　　1、如果从拉萨坐班车出发，可以当天住在八一。第二天一早从八一坐班车到达派镇，然后从派镇徒步到索松村扎营或者

住宿。

　　2、如果乘飞机到林芝机场，则可以从机场包车赶到派镇。然后当天从派镇徒步到索松村扎营或者住宿农家。

　　3、每年的4月1日前，是淡季，雅鲁藏布大峡谷门票价格执行半价，每人75元。这意味着，在林芝桃花节开始到4月1日

前，仍然执行淡季价格。有的藏族家庭客栈可能会告诉你执行旺季价格，并且如果由他们领进去，每人只要100元。

　　4、关于徒步的价格：购买门票的时候，向售票员说明只要购买徒步票就行了。景区车票和饭费不要买。

　　5、雅鲁藏布大峡谷是禁止外来车辆进入的，包车需要进入的话，要耐心和工作人员沟通。有一个说法，是下午6点以

后，外来车辆就可以进了，但我没机会对这个信息进行核实。

　　6、派镇到索松村这一段，包括索松村到达林村这一段，风景非常漂亮，建议不要直接包车到达林村，那样会错过最美的

风景。                                                                                            

　　7、派镇的商店很少，东东更少。建议在拉萨就准备好相关物资，特别是气罐等户外用品。

　　8、谷客青旅的“十六夜”对大峡谷的情况已经比较 熟悉，建议行前多向她请教咨询当地的信息。

　　9、当地背夫一般为每天200元。

　　大容量背包、羽绒睡袋（清明期间羽绒睡袋舒适温标为-4到-11度，可作为其他季节参考）、帐篷、防潮垫、徒步鞋、抓

绒衣裤、冲锋衣裤、羽绒服、排汗保暖内衣、雨衣、帽子、手套、头巾、祙子3双、雪套、头灯、炉头套锅等炊具、保温水壶

水袋等水具、登山杖、药品、巧克力等零食、防晒物品、牙刷牙膏等个人清洁用品、防蚊虫面罩、垃圾袋。

Columbia哥伦比亚
背包40L

Columbia哥伦比亚
男式防晒速干遮阳帽

Columbia哥伦比亚
女式防晒遮阳帽

Columbia哥伦比亚
650ML防滑水壶



　当地客栈

　特色美食

　周边线路

058264.com

Columbia玩转户外全天候 100条徒步路线

　　1、雅鲁藏布江徒步（排龙段）

　　2、墨脱徒步（8264官方攻略下载地址：http://bbs.8264.com/thread-1561643-1-1.html）

　　3、巴松措、新措徒步（8264官方攻略下载地址：http://bbs.8264.com/thread-1730455-1-1.html）

　　1、拉萨：

　　8264拉萨驴友大本营--暮野驴舍（八角街店）  电话：0891-6364648  400-684-6668-2

　　8264拉萨驴友大本营--拉萨暮野雅舍（仙足岛别墅店）  电话：18389018204

　　8264拉萨驴友大本营--拉萨暮野甜甜小筑  电话：13789230066  QQ:852149294

　　2、林芝（八一）：

　　渡口青年旅舍：电话：0894-5831567  13659591010

　　松林客栈：电话：0894-5822201  13659593211

　　八一的酒店非常多，也可以自己考察寻找合适的酒店。本人曾住过唐朝宾馆，感觉条件不错。

　　3、派镇：

　　谷客国际青年旅舍：电话：18685262100  QQ：937901489

　　兄弟客栈：电话：13398043540

　　索松村：吉美家庭客栈：13628946263  13648948115  

　　索松村：乔次仁农家乐电话：13989949759

　　藏香猪、石锅鸡、青冈菌等山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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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拉萨（林芝）—派镇

　　拉萨--八一：米拉山口，海拔5013米。八一镇海拔2800

米。

　　从拉萨到派镇，路况都挺好。拉萨到八一大约用时7个小

时，路上限速。八一到派镇，大约用时3个小时。如果包车的

话，还可以随时停车看一路上的风景，如米拉山口、松赞干布

出生地、尼洋河风光带、秀巴古堡等。

　　米拉山口海拔5013米，是一个停车的观景点，也是拉萨

河和尼洋河的分水岭。

　　米拉山口海拔较高并且风大，车上要放一件保暖衣物备

用。山口随风舞动的经幡，总是让人感觉那么灵动。过了米拉

山口，就到了林芝地界。

　　在林芝一侧，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和垂直下降一般，海拔

急剧下降。

　　尼洋河传说中是神山流出的悲伤的眼泪，是工布地区人民

的“母亲河”。

　　松赞干布出生地位于墨竹工卡县甲玛乡强巴敏久林，一般

是在路边的牌楼上拍拍到此一游照就走人了。

　　尼洋河风光带有多个拍摄点角度都非常好，喜欢摄影的人

不要错过。

　　如果第一天从拉萨赶到八一镇住宿的话，第二天包车在八

一和派镇间游玩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嘎拉桃花村、尼洋河风光带、喇嘛岭寺都值得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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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派镇—吞百村—索松村

　　派镇海拔2940米，吞百村海拔3000米，索松村海拔3150

米。

　　今日徒步15公里，徒步时间可以自己掌握，一般为四五个

小时。

　　行程非常宽松，可以尽情地拍照。

　　今日最大的看点，是在索松村村头扎营看南迦巴瓦，这是

目前所知观赏南迦巴瓦最佳的位置。

　　另一看点是古茹寺。当然，沿途的雅鲁藏布江也相当漂

亮。 

　　从谷客青旅出发，左拐沿着门前的石头路向下走，时间不

长就走出了派镇，走上派镇大桥。在这里，要走向江的对岸。

桥头有个路标，上面清楚地标着“吞百村”的方向。右拐，沿

着平整的水泥板路缓慢地上升。沿水泥板路拐过几个小弯，就

能看到吞百村和古茹寺。

　　吞百村前，是一段景色非常壮观的桃花大道。进入吞百

村，左边那个高高在上的就是古茹寺。

　　进入古茹寺的上山路非常明显，强烈建议上去看一下。

　　一方面，这条转加拉徒步朝圣线路，渊源就是古茹寺里供

奉的莲花生大师。

　　另一方面，古茹寺的平台上，是拍雅鲁藏布江和南迦巴瓦

峰一个极佳的位置。

　　古茹，意为“上师”，通指莲花生大师。传说中，莲花生

大师为了降服活动在加拉一带的魔鬼亚克夏，在山洞内修炼了

三年。

　　后人就以这个山洞为依托，修建了古茹寺。

　　古茹寺不要门票。

　　在吞百村，有一条右拐通往江边的小路，穿过村民的院落

能够进入一片桃树林。

　　这片桃树林是拍古茹寺一个极佳的拍摄点，喜欢摄影的朋

友尽量不要错过。

　　从吞百村开始，水泥板路就成了土路，但路很好走，只是

开始明显地上升。

　　每一个转角处，都是看风景的观赏点。

　　索松村的村庄布局比较狭长，感觉还有点松散。

　　那个拍摄南迦巴瓦和雅鲁藏布江的理想扎营地的具体位置

是：进入索松村后一直走，过一个煨桑炉，继续沿着村中那条

道路向前走，一直走到一个铁栅栏门。

　　这个铁栅栏门右边的农家，就是吉美家的客栈。

　　过铁栅栏后向右看，江边桃树下有片平整的营地就是传说

中的那个扎营地。

　　值得注意的是，吉美家有两只藏獒，体型大得吓人。

　　在索松村，天气好的话，还能看到多雄拉雪山。

　　吉美为人不错，食宿价格比较公道，可以请他帮着请向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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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索松村—达林村一赤白村

　　今日徒步15公里左右，用时约六个半小时到七个小时。

索松村到达林村路况较好。达林村到赤白村，即开始江边爬

山的小路，起伏较大。在索松村请向导和背夫的话，背夫的

费用为每天200元。

　　从索松村出发，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就到达了魔鬼头。

这是路右边江边一个很显眼的平台，也是一个观景台和拍摄

南迦巴瓦的地点。魔鬼头的对面，就是格嘎村。仔细看的

话，在魔鬼头能看到对面从格嘎大桥通往南迦巴瓦大本营的

上山路，也能看到南迦巴瓦大本营那个草坪。

　　从魔鬼头出发，大约20分钟后，道路右侧有一个明显的

分岔口。在这里右拐，走上一个很开阔的平台。顺着小路穿

过平台，前方就是达林村。一般情况下，在达林村找家村民

简单地吃个午饭。村民很纯朴，不会出现宰客现象。结账时

很有可能对你说：多少钱不知道，看着给吧。

　　从达林村出发，穿村而过，10分钟后，到达一个经幡

阵，出现一个向右的分岔口。此处是个关键的地标，一定要

记住，右拐进入青冈林，林中小路还是很明显的。

　　此后的路，就是非常典型的江边林中小径了。穿过青冈

林，眼前出现一道篱笆墙，有搭起的树木能通过，翻过篱笆

墙。此后，相继跨过两道溪流，溪流上有用树木搭建的小

桥，通过不难。

　　再往前走，就是洞不弄了。关键地标是路边一株巨大的

连体树，树靠近地面部分连为一体。过这棵大树后，道路有

分岔。一条是向左前方，一条是向右下到江边。推荐继续向

左前方走，然后到达正在修建中的达玛寺。洞不弄是这条转

加拉朝圣路上一个重要的圣迹。推荐轻装下到江边，看子宫

洞等圣迹。洞不弄实际上是江边的一片裸礁，这里已经与咆

哮的雅鲁藏布江零距离接触，江边下雨后石头非常滑，切记

要注意安全！

　　此后的路，有些攀升，并要钻过一片片丛林，但风景越

来越美，经过乌龟石等，一直到赤白村。

　　赤白村是一个只有两三户人家的村子。客栈二楼走廊尽

头局部才有手机信号。赤白村食宿每人80元。当然也可以自

己找地方扎营。         

Columbia哥伦比亚 
Omni-Tech 奥米 · 防水夹克

推荐使用Columbia哥伦比亚防水技术夹克，这件夹克

采用Omni-Tech奥米 • 防水技术，全缝线位密封搭配防水拉

链口袋，防水效果更加持久。这件夹克采用了拉链和三点连

接式连接，一件衣服三种穿法。

这件夹克搭配可拆卸、调节式风帽，根据天气的变化可

通过调节下摆抽绳、袖口魔术贴来调节衣服内部空气的流通

性，下颌保护系统，穿着更加舒适。

男式Omni-Tech奥米 • 防水夹克

女式Omni-Tech奥米 · 防水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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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赤白村—渡口—加拉村

　　今天徒步约28公里。从赤白村徒步到渡口，大约用时7

个小时。

　　悲催的是，我们在渡口的大风里等了一个半小时，船夫

才过来，所以保暖衣物、雨具等一定要放在方便取放的地

方。从渡口到加拉村的客栈，大约用时20分钟。早晨从赤白

村出发，半山上薄雾缭绕，景色非常秀丽。沿明显的大路进

入一片青冈林。这片青冈林叫“赤必供”，藏语的意思是

“万头牛也能吃饱”。转加拉这条线路，沿途的青冈林非常

茂密，7月来时，青冈菌可以一饱口福。穿过一片青冈林

后，来到了一个由石头垒成的矮矮的围墙，有一个木板做成

的门。翻过这个围墙，就进入了青稞田，之后走上江边的小

路。今天的道路起伏较大，要爬几个山坡，道路一会在延伸

到江边，一会又进入到密林，不过不用担心迷路。

　　只要不是冬季大雪封山，路都非常明显，只是不断的起

伏比较耗费体力。出发4个小时后，就到了今天的午餐点，

一个叫江久住的地方，有一个类似我们平时看到的护林房的

房子。午餐后穿过小院子，继续前进，到达落目沟。过两个

简易木桥，进入一片竹林，到达药箱石。药箱石也是沿途的

重要圣迹之一，是传说的伏藏地之一。药箱石约有一间房子

大小，有不少经幡。

　　穿过竹林，道路下行，来到江边。这一段路视野非常开

阔，江面变宽，水流平缓，是观赏、拍摄雅鲁藏布江的好地

段。此后，沿路来到一个巨大的玛尼堆的白塔处，四周挂满

了经幡。在这里，可以轻装沿向下的一条山路去观看阎罗瀑

布，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并且要掌握好时间。过白塔后是一

个悬木桥，桥上挂满了经幡。这架木桥由藤条和绳索牵连固

定，铺的是木板，桥比较窄，摇摇晃晃地最好不要同时多人

通行。桥下就是奔涌的山涧。过桥不久，眼前出现一个色彩

绚丽的寺庙，这就是著名的丹杰拉康。丹杰拉康是一个尼姑

寺，请不要过于打扰。

　　丹杰拉康周围是圣迹比较集中的地区，前方不远处就是

渡口。在等待船夫的过程中，如果体力允许的话，可以在丹

杰拉康周围转转。我们去时，非常遗憾，背夫没有告诉我们

这些，我们傻傻地在渡口干等了一个半小时。

　　如何联系加拉村的渡船来接是个问题。据说每天下午的

3点和7点渡船会摆渡一次。如果自己联系船夫来接，一是

“通讯靠吼”，在先进时离加拉村最近的江面，就在江边提

前扯开喉咙对着加拉村吼吧。当然还有个更可行的办法，请

丹杰拉康的尼姑代为联络下。

　　乘船到达加拉村江面，而后是一段急上坡到加拉村。摆

渡费每人25元，背夫不收费。

　　加拉村是一个只有8户人家的非常宁静的村落，因为它

太偏远了。

　　央视“远方的家”栏目曾专门采访过这个村。村里有两

家客栈。第一个到达的路边上的客栈，只可以住宿，吃饭要

跑到另一个地方去。比这家客栈远上几十米还有一个客栈，

主人叫次仁旺姆，吃住是在一起的，这当然更加方便。

　　加拉在藏语中的意思是“一只雕”，位于加拉白垒脚

下。在加拉村，可以在村里四处走走，好好地感受下这个

“雅鲁藏布江最深处的村庄”的宁静。村中几棵大柳树和石

头围起来的地方，挂有经幡，叫“东杰塔拉”，是加拉村的

神地。

　　村里有新生儿出生，父母要带着孩子到这里祈求塔拉女

神的佑护。在客栈里，用热水好好地烫烫脚，然后点几个

菜，喝几瓶啤酒，这感觉，是你在大饭店里无法体会的。加

拉村的厕所，在客栈后面，一个木板房，并且是两间，里间

是专门隔开的“雅座”，并不是传说中的没厕所。

　　在加拉村，傍晚可观夕阳下的九兄弟山，早晨可观加拉

白垒日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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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加拉村—直白村—南迦巴瓦大本营

　　南迦巴瓦大本营海拔3527米。有手机信号，但时断时

续。

　　今天全程道路明显，甚至可以定位为“旅游景区路”。

加拉村到直白村28公里，我们轻装徒步只用了四个半小时

（含休息及拍照时间）。直白村到南迦巴瓦大本营8公里，

我们轻装用时一个半小时。这个速度明显地快于正常速度。

请酌情根据自己的体力情况增加一定的时间。不过，我经过

核算，即使是重装徒步，当天从加拉村到南迦巴瓦大本营，

也是完全可行的。我们在清明假期走这条线路时，向导一开

始说娜拉错雪比较大，上不去。于是我们把这天的行程拆分

成了两天。在直白村，我们好好地放松了下看南迦巴瓦峰。

在大本营，我们也悠闲地看了南迦巴瓦峰。一天还是分两天

完成这天的行程，各人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

　　加拉村到直白村，能通车。我们在客栈住宿后，正好第

二天有村民开皮卡车转山，我们就把背包放在了皮卡车上拉

到直白村，轻装徒步。

　　从直白村到加拉村，可以走公路也可以走小路到格嘎大

桥。从格嘎大桥到南迦巴瓦大本营，是明显的台阶栈道。

　　从加拉村到直白村，道路有时在江边，有时离开江边拐

进树林。这一路稍微有点单调。但如果人品好的话，也有很

多收获。

　　加拉白垒雪山、南迦巴瓦雪山、多雄拉雪山、雅鲁藏布

江，都会给你带来惊喜。江的对面，盘在半山腰的山路，告

诉你昨天你的行迹。

　　大峡谷独特的地理特点，决定了这一带的气候多变。经

过一夜的雨雪，森林、雪山、薄雾、甚至一座普通的披上了

银装的山头，都能给你带来视觉上的享受。这都是包车所难

以全部感受到的。

　　除了上述的看点，即使包车，今天也能有亮点，那就是

位于直白村的雅鲁藏布江马蹄形小拐弯。当然此前经过的老

虎口，也能给你带来一定的震憾。

    户外徒步建议穿Columbia轻便多功能防水徒步鞋，

鞋帮采用OutDry立体轻盈防水技术，专利的一体化立

体防水透气结构，去除防水薄膜和鞋面之间的空间，从

而无法使水分渗入，在高度透气的同时让你保持干爽。

    中底的Techlite轻盈缓震技术给予你舒适的体验和缓

震保护，外底更是采用了Omni-Grip户外抓地技术，抓

地耐磨，适合多种地面。它可以满足你在不同路面环境

行走，行走在路上，享受徒步的乐趣！

Columbia哥伦比亚 
Outdry立体轻盈防水鞋

男式Outdry立体轻盈防水鞋

女式Outdry立体轻盈防水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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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南迦巴瓦大本营—松林口（三岔口）—娜拉错

　　直白村的本地人以门巴族为主。直白村的巴青农庄，是

一个著名的旅游接待地，这里确实是一个观赏南迦巴瓦峰的

好地方。

　 　 我 们 因 为 在 巴 青 农 庄 用 餐 （ 一 小 锅 鲁 朗 石 锅 鸡 2 8 0

元），在他们的院子里扎营是不收费的。这个院子非常大，

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地。

　　在直白村，最好就要联系好去娜拉错的向导。天脉神湖

娜拉错尽量不要错过，但向导或者背夫在直白村就要联系

好。南迦巴瓦大本营到娜拉错，有过驴友不请向导自己前往

结果因迷路被搜救下来的先例，还是安全为上。

　　从直白村出发，先要经过直白大桥，而后是格嘎大桥。

在格嘎大桥附近，就是著名的雅鲁藏布江观水台。

　　下到江边的小路旁，全是各式小店铺。

　　这个关键地标其实非常明显。在观水台的公路对面，有

一条上山的栈道，台阶路，并且还有铁索，很容易看到。开

始的之字形路上升较大。

　　沿着这条台阶栈道上行，经过一个个草坝和密林，途中

有多个拍摄雅鲁藏布江小拐弯的拍摄点。

　　从南迦巴瓦大本营到松林口，12公里，轻装用时5个小

时（含午餐及休息、拍照时间）。

　　从松林口到娜拉错4公里，轻装用时2个小时（清明假期

时雪深过膝）。

　　松林口海拔4100米，娜拉错观景台海拔4600米，娜拉

错湖面海拔4300米。

　　今天的风景之美，不是“惊喜”二字所能表达出来的。

　　从大本营出发，穿越吉定当嘎村，进入松、杉、栎、桦

木构成的密林，海拔开始上升，之后是一个开阔的草坝。

　　然后再次进入密林。

　　树上挂满了松萝和苔藓。

　　厚厚的苔藓从树干一直铺遍树枝，就像一个个金丝猴挂

在树上，真像一个神奇的阿凡奇世界。这段路，已经有了台

阶路，并且开始有积雪。

　　沿着路走，走到尽头，是一个有多个牧场的草坝，能看

到篱笆。右前方有房子的遗迹。左前方是一个飘扬着旗形经

幡的平台。右前方的村落遗迹，就是传说中的吉定当嘎。左

前方有经幡的地方，就是南迦巴瓦大本营。

　　在藏语中，“吉定”是“极乐”的意思，“当嘎”是

“高高的草坝”。但因为饮用水及交通等方面的不方便，吉

定当嘎村已经废弃，村民已经搬到了山下。但这里仍然是一

个牧场，有一所房子仍然被看护人使用。另外，在靠近大本

营那个地方的一所房子，有人在里面修行。

　　吉定当嘎村到南迦巴瓦大半营，步行约需20多分钟。两

个地方都有水源。扎营在吉定当嘎，好处是可以找到一间能

借宿的房子。而在南迦巴瓦大本营扎营，当然能随时面对雪

山。南迦巴瓦大本营的取水点，是过南迦巴瓦大本营后继续

向前走，有一条下到沟里的小路。下行几分钟后，就有一处

泉水。

　　这里长满了蕨菜，但不能食用。

　　还是在南迦巴瓦大本营扎营吧！即使你人品不好只能看

到几秒钟的日照金山，你也会呆在那里，甚至会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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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两个小时后，一个急下坡，就到了格嘎沟底。4月

到6月的格嘎沟水量较小，踩着水中的巨石就能过河。但在

雨季，到了7月，这个格嘎沟即水势滔滔，就要想办法绕到

浅水区过河。

　　绕路前，请一定看好对岸的路标：一段有木质扶手的急

上升栈道。格嘎沟是最后一个取水点，我们选择在这里午

餐，然后补水。

　　格嘎沟也是个备用营地。

　　过沟后的木质扶手栈道是一个急剧的S形上升，因为空

气比较潮湿，非常滑。上坡后，是一个平台休息点，居然还

有木板搭成的座位。从这里开始，树木更加密集，苔藓越来

越厚，小路开始不太明显。粗大的树通体布满厚厚的苔藓，

简单是一个苔藓林。

　　过了这个苔藓林，是一个开阔的草坝牧场，是一个不错

的休息点。

　　这段路极易迷路，一定要小心多观察路面和方向。更要

小心的是，我们居然在雪地上看到了非常清楚的熊的脚印！

从脚印的清晰程度看，这头熊走过不久。积雪越来越厚，但

所幸道路开始明显，从草坝开始，行进3个小时后，就到了

松林口。这个地方其实是一道山脊。

　　这里的松林口，和墨脱路上那个松林口不是同一个地

方，这个松林口，也叫三岔口。三岔口，顾名思义，是三条

路的交集处。一条路是从南迦巴瓦大本营来时的路。以此为

方向参照，左转上山，是通往神湖娜拉错的路。右转（有经

幡的方向）逐渐下山，通往大渡卡村的景区公路。

　　上到三岔口，右转走10米左右，向左下到沟底，就是传

统的三岔口营地。营地上有两处有明显篝火烧过的痕迹。三

岔口营地有水源。

　　在这里，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在此扎营，然后轻装去娜

拉错返回。另一个选择是，在此休息下，继续重装上到娜拉

错扎营。这要看各人的体力情况决定。

　　建议：在初春或者秋末（冬季就别考虑这条线路了），

去娜拉错的积雪太厚，要在三岔口扎营，轻装去娜拉错。在

夏季或者初秋，体力允许的话，可以继续走到娜拉错扎营。

毕竟，夏季的娜拉错，风景确实太美了。



148264.com

Columbia玩转户外全天候 100条徒步路线

　　从三岔口轻装去娜拉错，用时2个小时。从娜拉错回到

三岔口，用时1个小时。体力较差的，一定要注意增加时间

预算。

　　轻装去娜拉错，也要带上保暖衣物。从三岔口去娜拉

错，其实是有台阶路的。

　　沿台阶路穿出松林和杜鹃林，就到达了娜拉错前的鞍形

台地。但我们清明假期走这条路时，后半程的路就全被积雪

覆盖，雪深过膝，非常耗费体力，也很危险。

　　所幸向导对这段路比较熟悉。

　　在接近娜拉错时，根本就没有路了，踏着雪就奔着娜拉

错的方位上去了。

　　这段路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们上到娜拉错后，才明白为什么索松村的人告诉我

们，这个时间段上不到娜拉错，太不安全了。

　　后半程路，简直是一个冰雪世界，前方、左方、右方，

雪山如高高的墙般陡立在眼前，人如蚂蚁般渺小，那种视觉

的震憾，终生难忘。

　　娜拉错处有个观景平台，从平台继续走小路，转过山

坡，能看到娜拉错的全景。

　　但我们清明假期去时，向导拦住我们坚决不让我们向前

走。

　　风太大了！

　　夏季，娜拉错的扎营地，在未到娜拉错时的一个低洼草

坪上。

　　去往娜拉错，会经过这个草坪。

　　在合适的季节，这个草坪就是片花海。

　　实际上，夏季时，从大本营到娜拉错，可谓花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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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娜拉错—松林口（三岔口）大渡卡村—派镇

　　今日徒步16公里。从娜拉错返回三岔口，大约用时1个

多小时。从三岔口到大渡卡村的公路，需要三个半小时，但

我们途中拍照玩耍用时较多。此皆为轻装时间。

　　娜拉措位于南迦巴瓦峰西南，得名于湖东的那拉峰。那

拉峰是南迦巴瓦一脊九峰中最靠西的座，藏语中“那拉”有

“天外天”的含义，也可理解为“天边”或者是“天脉”。

娜拉错虽然不是很大，但其具有高原湖泊难得的惊人之美，

那就是她的秀丽、宁静与空灵出尘。国内外少有游人来过，

甚至很少被人知道，至今仍藏在深闺少有人识！

　　据民间传说，神湖娜拉措是南迦巴瓦的一滴眼泪。这个

人迹罕至的湖泊，是当地人的圣湖，当地人得了皮肤病，绕

湖一周并用湖水洗涤即可治愈。另外在湖边不能大声说话也

不能向湖里扔石头，否则都会下雨；也不能直接在湖里沐

浴，但可以打水起来洗浴。

　　天脉神湖娜拉措西岸是此行徒步探险的最高点，当快到

山顶垭口的高山矮杜鹃灌丛地段，回首身后是看不到边际的

杜鹃灌丛。

　　往东看，是空旷的山谷和山谷后在云层之上的加拉白垒

雪山以及卓玛日雪山，往西看，是距离近得简直要扑面而来

的那拉雪峰。翻过海拔4500多米的山口玛尼堆，最终穿过

一片大叶杜鹃林后到达娜拉措的北湖岸。北湖岸近百米高的

陡直路段间布满了破碎的石块，并见缝插针似地长满了以小

叶杜鹃为主的各种植物。上到海拔5000米的全景石拍摄圣

湖，领略隔世之美后，慢慢下到湖边。天气好的话，绕湖一

周大约用时3个小时。但如果天气不好，或者在春季、秋

季，还是不要到湖边了。

      从三岔口沿山脊继续下行，路迹比较明显。如果是在初

春或者春季，这里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林海雪原中穿行，

那种感觉是非常美妙的。此后会经过一个竹林，然后经过一

个垭口处的栅栏门，就到了公路上。这里是南迦巴瓦观景

台，一个旅游点，很多商铺。可以徒步返回派镇，也可以包

车。当然，也可以搭景区的交通车。

　　转加拉朝圣，徒步了世界最大的峡谷，看了中国最美的

雪山，访了藏在深闺的天脉神湖，你一定会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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