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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元三国之旅综述

罗贯中的一部《三国演义》，让所有中国人对三国时代耳熟能详，而同名电视连续剧的热播，更

是让那些风流千古的三国人物和英雄故事深深刻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探寻三国遗迹，追梦

三国文化成了无数中国人的梦想。由于漫长历史长河的冲刷，遗留下来的三国文化旅游资源并不

算太多，更有鱼龙混杂其中者。比如“赤壁大战”的具体地点，历史上就颇有争议。

广元位于川陕甘三省交界之处，历史上即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期，刘备势力、成都刘璋政权

、汉中张鲁政权乃至后来的魏国、蜀国，在此多有交战攻伐之事，因而留下了众多的三国遗迹。

又因为长期以来广元交通条件不甚便利，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人员流动和经济开发相对滞后。但

这反而为后人较为完好地保留了众多的三国文化遗迹，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三国文化集中连片保存

尚好的地方之一，广元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三国文化中有着可与三国轴心之地荆襄媲美

的地位。它不仅是蜀魏战争的主战场，而且是《三国演义》权重最重的蜀国的发祥地和灭亡地。

据不完全统计，广元三国遗址遗迹竟多达140余处，最重要者如剑门关、明月峡、昭化古城、摩天

岭、翠云廊、牛头山等，均是广元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且均分布于统称古蜀道的金牛道、阴平

道、米仓道上。而剑门关景区、昭化古城景区是广元市三国文化遗址遗迹最集中最精华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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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元三国之旅最棒体验

   

1、剑门关楼鼓声急

剑门关关楼

到了剑门关，当然无论如何要爬上关楼上去看看，在体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感觉的同时，想

象一下当年诸葛丞相“凿石架空，为飞梁阁道，以通行旅，于此立剑门，以阁道三十里尤险，置

尉守之。”的创举；同时，蜀汉大将军姜维领兵三万力拒钟会十三万大军的史实，似乎听到了钟

鼓齐鸣、金戈铁马之声，怎不让人心潮澎湃，浮想翩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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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维墓前谒忠烈

姜维墓

无论如何，姜维这个悲情人物被永远铭记在剑门人民群众的心中。以至于他诈降钟会，又鼓动钟

会反叛谋求恢复蜀国之举失败，被乱兵杀死于成都之后，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剑门老百姓还为他建

立了衣冠冢。这位魏国人士，阴差阳错投奔了蜀国，并接受了诸葛亮的衣钵，多次出兵北伐同样

无功而返，最后客死他乡，在其墓前拜谒，总让人有蹉叹之感。

   

3、翠云廊观张飞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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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云廊

翠云廊是剑门蜀道精华之所在，“三百里程十万树“的奇观全球应是独一无二的。漫步其中，每

一棵古树都历经数百甚或上千年，都有自己沧桑的故事，“张飞柏”算是其中较为知名的一株，

难道你不想听听这位猛将军的故事吗？当然，上翠云楼远眺剑门72峰，也是很好的选择。

   

4、武侯遗迹剑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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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连镇风光

诸葛亮的大名流传千古，其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的过程中，多次经过剑门，留下了众多遗址遗迹。

除剑门关附近外，剑阁武连镇尚有武侯坡、点将石、插旗石、擂鼓石、烽火台等遗迹。

   

5、一代名将殁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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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艾墓

“自幼能筹画，多谋善用兵。

凝眸知地理，仰面识天文。

马到山根断，兵来石径分。

功成身被害，魂绕汉江云。”

这是《三国演义》第119回里的一首诗，这首诗叙说的对象，就是三国后期一颗耀眼的军事明星，

一位军事天才将领——邓艾的悲剧故事。剑阁县北庙乡的孤玉山，有邓艾与其子邓忠的合葬墓。

期期艾艾的成语故事和邓艾的悲惨结局，总给人以无限遐思。

   

6、昭化古城故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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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化贞节牌坊

史载蜀汉的历史是“兴于葭萌，灭于剑门”。作为蜀汉政权的龙兴之地，昭化古城（葭萌关）有

太多的三国文化遗址遗迹。站在葭萌坊前，瞻仰一下当年刘备入川的风采；在剑刀坝蜀汉君臣园

，听听当年这些风云人物的故事，总能给你以心灵上的震颤。

   

7、战胜坝前战意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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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坝

《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锦马超夜战猛张飞的故事，是不是让你热血澎湃？这个故事，就发生

在昭化古城的西门外的战胜坝。如果你心痒难耐，大可以穿上一套三国时的盔甲，比划几下留个

影，暂时把自己当做三国英雄人物吧。

   

8、巾帼英雄鲍三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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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三娘墓

鲍三娘在《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中虽均未被提及，但在《四川通史》、《溪逸志》、《州志

》、《关索�鲍三娘与汉寿》等史书中却多有记载。这位三国时期绝无仅有的女中豪杰，她的墓

地就在离昭化古城不远的曲回坝。女性三国迷不妨去看一看，缅怀一下这位曾经的巾帼英雄。

   

9、敬侯祠中长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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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侯祠

三国时代，群雄纷起，名人辈出。费祎无疑也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作为蜀汉政权后期实际上的掌

权者，费祎长期在昭化古城开府治事并力抗曹魏，扼守着这蜀汉的屏障。可这位蜀汉大将军没有

死于两军阵前，而死于一位诈降的小人之手。在敬侯祠中游览，总让人长叹不已。

   

10、姜维兵困牛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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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牛头山

昭化古城对面的牛头山，是昭化古城的后方高地和扼守剑门关的前沿屏障。《三国演义》中“姜

维兵败牛头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上牛头山看一看拜水台、姜维井、拦马槽，与姜维来一个

近距离亲密接触。尤其是在山顶俯瞰“天下第一山水太极”的奇观，你不可能不被古人的智慧所

折服。附近的天雄关遗址，也值得一看。

   

11、剑昭要冲大朝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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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朝驿

大朝驿是金牛道葭萌关——剑门关的必经之地和途中休憩点。由于岁月的冲刷，三国遗迹大多已

不复存在，你就当这里是前往剑门关的小憩之所，恢复一下昭化古城对你的强烈冲击吧。当然，

如果喜欢宁静的你，这里是大可以让你体会到青山绿水和绿意盎然的。

   

12、偷渡阴平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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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平古道

唐家河自然保护区，不但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划定的A级自然保护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

地区之一，同时也保留了诸多的三国文化遗迹。三国后期魏国灭蜀之战，邓艾偷渡阴平的故事就

发生在这里。至今阴平古道保存完好。站在摩天岭上，你是否有体验一下当年邓艾和魏国将士“

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的冲动？

   

13、清风明月述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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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峡

明月峡古栈道是古蜀道（金牛道）的咽喉，是全国栈道中最具代表性，保存最完好，最具古栈道

风貌的一段。在这里，伴着声声江涛，嗅着屡屡清风，赏玩天上明月，缅怀三国英烈，不失为人

间一大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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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元概况

广元市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雄踞嘉陵江上游，秦岭南麓，川陕甘三省结合部。是中国南北地

理的分界线，气候既有北方的天高云淡，又有南方的温婉湿润，有“南方的北方，北方的南方”

之称。全市森林覆盖率52%以上，是一座典型的山水园林城市，幅员面积1.63万平方公里。这里一

年四季皆可游玩，春天雪白的梨花在苍溪盛放，遍布田野的油菜花也丝毫不亚于江西婺源，而青

川唐家河拥有全国最大的野生紫荆花群；而夏天徜徉在翠云廊古蜀道对于生活在都市当中的人来

说是一个难得的思考人生的机会，朝天曾家山绝对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旺苍龙潭子奇观同样是

避暑胜地；秋天则是广元一年之中最热闹、色彩最艳丽的时刻，9月1日的女儿节可比三八妇女节

好玩多了，而唐家河、鼓城山的绚烂秋景定会让你眼花缭乱、留连忘返；冬天，如果你有幸来到

了唐家河，除了雪景之外，体验一下野生牛羚从你身边走过的感觉将使你终生难忘。

广元历来是进出四川的必经之路，古话说少不入蜀，千百年来，无数的巴蜀儿女从这里走出四川

，迈向各自的人生之路，而老不离蜀，当他们踏上归途时，这里青山绿水无不让每一个川人露出

会心的微笑。这就是广元，每一个四川人或许都会经过的地方。当年，李白路过此地时曾留下“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名句，而今，当你到广元旅游时或许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一个又

一个的惊喜会让你淡忘出发前你心目中的那个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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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元三国之旅景点推荐

   

1、剑门关

剑门绝壁

自古以来，形容四川美景有这样一句话“青城天下幽、峨眉天下秀、夔门天下险、剑门天下雄”

，（因重庆成了直辖市，而夔门现在属于重庆管辖，所以现在这句话改成了“峨眉天下秀、青城

天下幽、九寨天下奇、剑门天下雄”）而剑门关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广元旅游的代名词，剑门关历

来是出入四川的重要关卡，三国大将姜维曾在此驻守，李白《蜀道难》中慨叹“一夫当关万夫莫

开”说的就是这里。

剑门关景区是剑门蜀道的核心景区，属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省级地地质公园、国家百个红色经典景区之一、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中国最佳旅游目

的地、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国家AAAA级风景旅游区,集三国文化、蜀道文化、关隘文化、红

色文化为一体，融雄、险、奇、幽、峻、秀于一身，被誉为“两川咽喉、蜀北屏障”。景区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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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达186.2平方公里。如果认真游览完全部景点的话，一天是肯定不够的。"

此外，剑门有四景之说——剑门细雨、梁山松涛、西照绝壁、望云雾海，其中雾海和细雨别具神

韵。雾海：夏秋清晨，雾海翻腾，群峰如蛟龙戏水于沧海之中，若隐若现，瑰丽迷人；细雨：晚

秋时节，末叶碎叶雨淅淅沥沥数十日，丝雨缥缈之间，青山锁烟雾，如诗如画，令人神往，南宋

大诗人陆游曾作诗 “细雨骑驴入剑门”，讲的就是此番情景。

剑门关还有四奇之观：姜维神像、千年紫荆、松柏长青、剑山石笋，均值得赏玩。

剑门关由于是蜀魏交战的重要场所，故三国文化遗址遗迹颇多。除以上所说外，还有姜公祠、姜

维墓、邓艾墓、钟会故垒、金牛道、后关门、石笋峰、梁山寺、雷霆峡、翠屏峰、仙峰观、古剑

溪桥、志公寺等。

同时景区内还设置了4D电影《剑门神鸟》、高山溜索等娱乐项目。

 剑门关景区地图：

地址：剑阁县城南部10公里处

景区电话：0839-6750978

官网地址：http://zgjmg.com/

开放时间：夏季7：30——18：30 冬季 8：00——18：00

门票：100元/人，因黑龙江省在地震后定点援建剑阁县，为表感谢，黑龙江身份证在剑门关实行

免票。

4D电影《剑门神鸟》，30元/人，每天固定4场，在人数较多的情况下增加场次。

高山溜索 25元/人，需走近3个小时才能到达滑索处，因此玩得人不多。

讲解员：100元提供剑门关旅游主线的讲解服务，时间须2小时左右；

200元提供全景区的讲解服务，时间需6小时左右。在景区门口可咨询讲解员服务。

 交通路线：

1、成都－广元－剑门关景区

成都昭觉寺汽车站可乘坐到广元的班车，全程高速，7：40－19：20，每40分钟一班车，票价120

元，3.5小时左右可到。之后在广元汽车站（南河汽车站）乘坐直接到剑门关景区的班车。

2、成都－剑阁新县城（下寺）－剑门关

游客可在成都昭觉寺汽车站可乘坐到剑阁新县城（下寺）的班车，运行时间为15：20，票价为78-

9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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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都－剑门关

成都昭觉寺汽车站乘坐走成绵广高速公路到剑阁老县城的班车，也可到达剑门关景区，7：20－17

：00，每40分钟一班，票价62.00－80.00元。

4、成都－广元（上西坝火车站）－剑门关

成都火车站有多个班次的列车到广元，票价为47元，4-6小时到。出站后在广元汽车站（南河汽车

站）乘坐到剑门关景区的班车。

5、成都－德阳－绵阳－梓潼－剑阁老县城－剑门关

全程108国道，非常适合自驾车旅游，路面状况不错，风景也不错，沿途可游览德阳罗江的庞统祠

，绵阳的富乐山、子云亭、蒋琬墓，梓潼的七曲山大庙等景点。这一线属于三国文化旅游带，值

得一路走来，一路欣赏。

 购物：

在剑门关景区门口有许多当地人开的小商铺，经营各种剑门特产。推荐剑门豆腐干（以志公寺豆

腐干和马和尚豆腐干为佳）、剑门火腿（与云南宣威火腿、浙江金华火腿并称国内三大火腿），

剑门绿茶一般，剑阁手杖用当地特有木质制成，是馈送给老年人的上品。

周边饭馆：

到了剑门关自然要尝一尝这里的豆腐宴了，在剑门关景区旁的剑门关古镇内的餐馆里几乎都有豆

腐宴，随便走进一家，随便走进一家，菜单上全是豆腐菜品，一二百个菜名看得人眼花缭乱，没

饱口福先饱眼福 。推荐：帅府、姜太公。

旅人提醒：

景区内植被保存较好，夏季蚊虫较多，因此防蚊工作必须做在前面，防蚊喷雾效果最佳。

   

2、翠云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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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云廊

翠云廊其实是一段古蜀道的统称，主要分布在剑阁老城为中心的北至广元昭化，西至梓潼，南至

阆中三线的三百余里古驿道上。它是由12351株行道古柏组成的绿色长廊，其中剑阁县境内7886株

。全长200多KM的翠云长廊是古蜀道中最壮观的一段，享有“世界奇观”、“国之珍宝”的美誉

。其名源于清康熙年间剑州知府乔钵曾写下一首词：“剑门路，崎岖凹凸石头路。两旁古柏植何

人，三百里程十万树。翠云廊，苍烟护，苔滑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无石不可眠，处处

堪留句。龙蛇蜿蜒山缠互。传是昔年李白夫，奇人怪事教人妒！休称蜀道难，莫错剑门路。”这

是翠云廊这个典雅的名字的出处，也是这里景色的真实写照。而今翠云廊已建成国家AAAA级景

区。千百年的历练使这些古柏形态各异，有以种植年代命名的“宋柏”，有以长势命名的“鸳鸯

柏”、“罗汉树”，也有以粗壮命名的“状元树”、“帅大柏”，以历史典故命名的“阿斗柏”

、“望乡柏”“张飞柏”等等。其中多有以三国历史人物命名的如“先主柏”、“黄忠柏”、“

魏延柏”、“庞统柏”、“结义柏”等。另有翠云廊石碑，张飞石像、李璧祠等。景区西边不远

的武连镇觉苑寺壁画造诣很高。对中国美术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观摩。

徜徉在翠云廊中，对于长期生活在都市当中的人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宁静的体验，在千年古柏面前

，人类多少显得有点渺小，反而让人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23 / 52



�������

广元：三国文化游
翠云楼作为景区内的最高点，是远眺剑阁72峰绝佳场所。

地址：位于剑阁县城南部

电话：0839-6750978

官网地址：http://zgjmg.com/

开放时间：夏季 7：30—18：30；冬季 8：00—18：00

门票：50元/人；讲解员：50元/次

 交通：

从广元南河旅游汽车站乘坐刀剑阁老县城（普安）的车，在翠云廊下，7：00—19：00，每20分钟

一班。

如果从剑阁新县城出发，需近50分钟车程，包车费用在100元左右。

游览时长：漫步其中1个半小时左右

旅人提醒：

翠云廊是一个需要安静下来细细品味的地方，因此最好在早晨或者傍晚时分前往，阳光穿过树叶

透射在地上，又是一番感受。

购物及周边饭馆：景区购物点和餐馆较少，建议回到剑门关古镇。

   

3、昭化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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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化古城

说起昭化古城，不得不提到一句当地流传的民谚“到了昭化，不想爹妈”，或许你会有些诧异，

什么样的景致会让人连爹妈都不想呢？这里买个官司，等你到了昭化问问当地人自然就知道了。

昭化古城古称葭萌关，是国内保存最好的一座三国古城，《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马超大战葭

萌关 刘备自领益州牧，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想当年张飞在此挑灯夜战，大战马超，一定是火光漫

天，杀声阵阵，而今的昭化古城却显得格外宁静，只有那段古城墙和城内的一些遗迹才能唤起你

对这里战略要地的一些想象。

昭化古城和平遥古城有点类似，本身是不收门票的，但城中有八处景点是需要购买58元的通票才

能进入，例如县衙、敬候祠、八卦井等。

推荐理由：昭化古城是个适合长住的地方，修身养性之外，可以以此为中心去周围牛头山、剑门

关、翠云廊游玩。

地址：广元市元坝区

古城官方网址：http://www.zhaohua.gov.cn/

门票：进出古城不需要门票，58元通票观赏8处景点，淡季时40元/人

电话：0839-831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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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住宿：春秋苑、辜家大院

推荐饭馆：葭萌鱼府、辜家大院、怡心园

 交通：

成都—昭化 成都昭觉寺汽车站 10：30—17：00，每天4班车 76—91元/人

广元—昭化，广元南河汽车站 每天轮班发车 8.5元/人

   

4、明月峡

明月峡

明月峡栈道开凿年代为战国至宋代，距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是与长城、运河相媲美的三大古代

杰出建筑。李白《蜀道难》中“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鹄之飞尚不得过

，猿猱欲渡愁攀援”就是对这一险要地势的真实写照。

明月峡古时也称朝天峡，这里集嘉陵江水道、先秦栈道、宝成铁道、纤夫道、108国道、金牛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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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古今六道于一峡，被誉为“中国道路交通博物馆”。正是在这条古栈道上，诸葛亮六出祈山、

唐明皇幸蜀、李白壮写《蜀道难》等众多重大历史事件先后上演，使古栈道充满了神奇的色彩。

明月峡全场约4公里，宽约100米，其中栈道遗址是古金牛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存栈道孔眼400多

个，是遗存孔眼数量最多、分布最科学、保存最完好，最能代表古栈道风貌的古栈道遗址。现已

建成国家AAAA级景区。景区面积1.5平方公里，主要景点有蜀风广场、木牛流马、中国交通史博

物馆等。

旅人提醒：明月峡栈道在汶川地震中受损，目前已完全修复，更胜往昔。

地址：朝天镇南2公里嘉陵江谷口

官方网址：http://www.gymyx.com/main.asp

门票：80元/人

电话：0839-8623838

开放时间：8：00—18：00

游览时长：1个半小时

交通：

广元市北门汽车站，乘广元—朝天的汽车，明月峡下车，10元/人，车程30分钟。

   

5、牛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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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头山

俯瞰天然太极图，远眺剑门72峰，是摄影爱好者必去的一个地方！

牛头山位于昭化古城南侧8公里处，三国时姜维曾被困于此山中，并留下姜维井等遗迹。牛头山本

身风景秀丽，植被葱郁，山中小径走起来也颇为轻松，被广元市命名为登山健身活动基地。

牛头山最大的看点在于这是一个位置极佳的观景台，在牛头山颠视野极为开阔，向东北方望去白

龙江、嘉陵江、桔柏渡、昭化古城尽收眼底，这里是一睹天下奇观“山水太极图”绝佳去处。而

向西南方望去，则远眺剑阁72峰，一排摩天山峦，横贯于天际。其主峰峭壁断处，两崖如刀砍斧

削般壁立对峙，如两扇巨大的石门，那就是世称“天下第一雄关”的剑门关所在地。

门票：20元/人

开放时间：8：00—18：30  17：30停止售票

游览时长：一般人一个小时即可登到山顶，整个游程在2小时左右。

景区电话：0839-8910200

交通信息：

在昭化古城包车前往，30元左右，20分钟即到。但由于道路原因仅能通过7座以下的车辆。

旅人提醒：牛头山观景的最佳时节为春季，这时的景色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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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拦马墙

拦马墙

与其说是一条古蜀道，更像是一个时空隧道，让你忘记烦恼。

拦马墙，是指在驿道险要处为防备马匹失蹄落下悬崖而砌成的墙，而今则成了一个地名，是广元

颇具特色然而游人罕至的一个地方。如果说在翠云廊你已经被那里的柏树和幽静所折服的话，那

到了拦马墙，相信你会心疼你之前花的那50元钱。拦马墙有三古：道古、树古、交通设施古，堪

称天下第一古道。这里有长达5公里的青石板路面，青山板上的车辙痕，马蹄痕记载下了这条古道

的沧桑，路两旁有千年古柏近300棵，遮天蔽日，漫步其中，你会有种置身于一部古装电影之中的

感觉，似乎马上就会有一匹骏马从前方奔来，马蹄声萦绕耳边，这一刻仿佛穿越了时空，似乎这

条路一直走下去就能像寻秦记一样回到古代。

门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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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时间：1小时

交通：

需包车前往，从剑阁老县城普安镇到拦马墙约半小时车程。

旅人提醒：

由于拦马墙为未开发的景点，因此前往时最好能有当地人指引道路以免迷路，同时在游览过程中

务必注意保护环境，为后来人留下一个良好的环境。

   

7、大朝驿

大朝驿

大朝驿，风景总是在路上，这里值得你停下脚步。

大朝驿，顾名思义，这里曾是一个古代的驿站，大朝驿是古蜀道上最重要的驿站，古称“达摩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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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站”，古人经蜀道出川入蜀的必经之地。这里曾经繁荣一时，过往的商户、官人、骚人墨客都

汇聚于此，歌舞升平，而今这里却格外宁静，除了一些驿站的遗迹外似乎找不到什么热闹的景象

。大朝驿建有一个小型的驿站博物馆，详细的讲述了驿站的历史和这条古蜀道上曾发生过的故事

。如果你对驿站文化感兴趣就一定要到这里来看一看。

门票：无

游览时长：半个小时

这里也有餐厅，游客可以游完牛头山后到此用午餐。

   

8、皇泽寺

皇泽寺

皇泽寺位于广元市城西嘉陵江畔，背依乌龙山，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祀庙。始建于北魏

晚期，旧称乌奴寺，又名川主庙，是为了纪念李冰父子而建的。公元690年，因武则天生于广元，

又当了皇帝，故赐名皇泽寺。寺内现有二圣殿、武氏家庙、武泽殿、等建筑。

皇泽寺内的摩崖造像，堪称至宝。寺内现有的50个窟龛，1200余尊造像，规模宏大，工艺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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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一样受风化的影响较为严重。

皇泽寺内的另一看点则是武则天的真容石刻雕像，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武则天究竟长什么样能够

成为一代女王。在皇泽寺里，陈列的这尊武则天老年时的造像，一幅佛门圣母打扮，这与武则天

时期推崇弥勒佛有很大关系。

每年的9月1日女儿节是广元最热闹的节日，而皇泽寺自然成为这个节日的焦点，游人络绎不绝，

香火旺盛。

开放时间：

8：00—18：00夏季

8：30—18：00冬季

景区电话：0839-3607017

门票：50元/人

讲解员：10人以下40元，每增长10人增加10元

游览时长：1个半小时

旅人提醒：

对于不是太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尤其是有小孩子同行的情况下，建议请一名讲解员，这样才能

使皇泽寺之行的收获最大化。

交通：

乘坐2路、6路、13路公交车在上西火车站下车，然后步行10分钟即到，也可乘坐出租车前往。广

元城内出租车5元起步，不算太贵。

   

9、千佛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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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千佛崖

国内有好几个地方都叫千佛崖，而广元这个无疑是其中含金量最高的。它位于广元市城北5公里的

嘉陵江东岸，与皇泽寺隔江相望，古栈道险阁——石柜阁就在崖南头。千佛崖摩崖造像始于北魏

时期，历经了近1500年，是四川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全崖造像南北长约388米，山顶高84米，

现保存有400多个龛窟及大小造像7000余躯，可与龙门石窟、云岗石窟相媲美。

全崖造像以大云洞为中心，分南北两段。南段龛窟有：大佛洞、莲花洞、牟尼阁、千佛洞、睡佛

龛、多宝佛龛、接引佛龛、供养人龛、神龙大佛、如意轮观音、单身佛窟等；北段龛窟有：三世

佛龛、无忧花树窟、弥勒佛龛、三身佛龛、节行僧龛、菩提像窟、伎乐天人窟、地藏王龛、力士

龛、卢舍那佛龛、十一面观音像、阿弥陀佛龛、飞天窟、清代藏佛洞等。

旅人提醒：千佛崖已改建完毕并顺利通过国家AAAA级景区达标，游人可放心前往。

开放时间：8：30—18：30

游览时长：1个半小时左右

门票：30元/人

电话：0839-3607017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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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坐落于广元市区北部，7路公交车可达，三四人打车前往是最佳的选择，广元市区内出租车5

元起价，价格不算太贵。

   

10、天曌山

天曌山

天曌山原名天台山，是川内有名的道教名山，位于广元城区西北路15公里处，面积约20000余亩。

海拔1000-1700米，属展开山地气候，常年平均气温11.1℃。山上丛林密布，两万亩绿色林海郁郁

葱葱，大风吹来，松涛摇曳，怡人耳目。夏日烈日当空之时，山中浓荫蔽日，清溟幽爽之气倏忽

其间，洗人肺腑。茂密的森林、宜人的气候、幽美壮观的自然、人文景观，是理想的消夏避暑之

地。天曌山有山羊、苏门羚、黄麂、野兔、金雕、云豹、林麝、貉、锦鸡和画眉等珍奇动物和野

生天麻、香菇、木耳、板粟等产品。现已成功创建为国家AAAA级景区。

景区电话：0839--3272099

景区开放时间：7：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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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需自驾或者包车前往，自驾车从城区出发到景区1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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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广元特色美食

   

1、米凉面

米凉面

女皇蒸凉面又叫“夫妻米凉面”。相传，武媚娘在入宫之前，常和青梅竹马的情郎常剑峰一起游

河湾，河湾渡口有一家削面店，他们每次总要到店里吃上一碗面。因此经常与店老板淡论面的制

作，他们想，夏天要是能吃一种凉面该多好。于是便和面店师傅一起试验，终于用米浆研制成了

一种柔软可口、绵韧不粘的米凉面。媚娘和剑峰高兴得抱成了一团，削面店师傅见此情景，便打

趣这一对小情人：“这面不如就叫夫妻米凉面吧！”，恰巧这天又是媚娘的生日，夫妻米凉面就

这样诞生了。由此传开，成为当地人人爱吃的地方名食。后来武媚娘被唐太宗选入宫中为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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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君命难违，她不得不去了京都长安。直到武媚娘当了女皇帝，还念念不忘“夫妻米凉面”，每

逢生日，必命御厨给她烹制一碗食用，这样一直到她的天年。这种蒸凉面选用上等大米为原料，

耐嚼、爽口，吃法多样，最普通的吃法是；碗内放凉面，加入酱油、香醋、辣椒、辣油、香油、

白糖、花椒面儿、蒜泥等调料，搅拌后有酸、甜、麻、辣、香五味，川味十足。

广元大街小巷有很多小店都在卖米凉面，各家的味道略有不同，你问当地人谁家做的最好，当地

人会抠抠脑壳，说“好像都差不多样”。

   

2、剑门豆腐宴

剑门豆腐宴

剑门关有优质的黄豆和独特的水质，生产的豆腐别具特色， 

采用炒、炸、熘、烧、炖、蒸、氽、凉拌等烹调方法，可制作出上百种菜肴，著名的有菱角豆腐

、怀胎豆腐、熊掌豆腐、雪花豆腐、麻辣豆腐等。剑门豆腐历史悠久，不仅色香味俱佳，而且文

化含量极高，据说其制作与发展和三国蜀汉密切相关，几乎每道菜都有一个关于三国的传奇故事

。

推荐餐厅：剑门关帅府 联系电话：0839－675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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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品河鲜

昭化古城位于三江汇合口，这里的河鲜在广元颇有名气，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较为流行的

吃法：嘉陵江河鲜汤锅。

推荐餐厅：辜家大院、葭萌鱼府

   

4、酸菜面鱼儿

以酸菜做臊子和鲜面做成的，因其在沸水中上下翻腾状如鱼儿一样而得名。酸菜面鱼儿的特点是

开胃醒酒，面鱼儿吃起来柔滑筋道，酸菜汤喝起来鲜香爽口。

   

5、核桃脆薄饼

广元核桃因个大，皮薄，籽粒饱满，色泽深浅适度，香味浓郁可口，容易取仁，出仁率高而出名

，核桃饼选用上等核桃仁，再加适量的芝麻磨成浆状，在发酵面上涂上辣椒、食盐，做成圆饼，

放入炉中烤熟即成。若擀成薄片烘烤，称为“薄脆”。广元核桃饼松脆酥香、色泽金黄、十分可

口。

   

6、肉蛤蟆

肉蛤蟆是广元的一种特色小吃，少量的油润一下铁锅，二分瘦八分肥的腊肉去皮切片，裹一层鸡

蛋面糊入油锅至微黄起锅。吃起来肥而不腻，咸淡适中，酥脆熏香。

   

7、曾家十大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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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碗是曾家民间红白喜事的酒席，因其有十碗主菜而得名。它始于清代，最初是秋后农民为庆

丰收宴请乡邻亲友举办的，以后发展为婚娶、祝寿、迎春以及办丧事时聚宴应用的筵席。一般多

用猪、鸡、鸭、鱼和自产的蔬菜瓜果为原料，烹制成丰盛而朴素实惠的菜肴。上席的菜肴以蒸扣

为主，习惯称为“三蒸九扣”或“十大碗”。后来其中的许多菜被一些城市餐馆吸收消化，成为

大众川菜，如：清蒸杂烩

、攒丝杂烩、扣肉、扣鸡、甜烧白、咸烧白、夹沙肉、酥肉、清蒸肘子等。

十大碗有十碗五盘共十五道菜。先是五道凉菜，酒过三巡，菜肴渐少，撤下残局，端上热腾腾的

十碗热菜。酥肉、扣肉、带丝全鸭、粉条炖鸡、糯米饭等。其味道与你在大城市洒楼吃过的类似

菜品大不相同，也许是原料纯属绿色食品，也许是烹饪手法粗拙而别具风味，总之介于随意得有

点随便的家常菜和考究得有点别扭的酒楼菜之间。比如蛋圆子，先摊蛋皮，把生鸡蛋搅烂，往抹

了油的热锅里一倒，然后把多余的汁倒出来，锅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金黄的蛋皮。然后把瘦多肥少

的肉丝拌上芡粉、鸡蛋糊，加姜汁、盐、豆等佐料，用蛋皮裹成杯口粗细的条，上蒸笼蒸熟，再

切成片，垫上土豆、瘦肉等，再上笼蒸，出笼时加香葱、滴香油。这是曾家十大碗的头碗（主打

菜），所有人都“喜闻乐见”，还有人作饕餮状。麻辣咸鲜荤素搭配，煎炒烹炸煮兼具。最近引

入“农家乐”，食客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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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广元住宿

   

1、广元市区

1、广元天成大酒店（五星，试运行）

推荐理由：酒店位于嘉陵江和南河两江交汇处，毗邻摩尔天成商业广场，建筑面积余45000平方米

，总高度98米，共计地面二十八层，驱车至南河长途汽车站仅5分钟车程，10分钟便可抵达火车站

，距广元盘龙机场30分钟车程，交通十分便利。酒店约有300间/套装饰高雅、温馨舒适的客房、2

0余间风格各异的中餐豪华包房。位于27楼的“亚洲风味餐厅”可鸟瞰全城风貌，风韵独具的绿茵

阁餐厅为您提供全日制中西式自助餐。酒店四楼设有可容纳600人同时就餐或会议的国际会议中心

，配有8间大小、功能各异的会议厅。KTV、桑拿、健身、茶楼、精品购物街等配套服务设施也一

应俱全。

电话：0839-3666888

地 址：广元市利州西路财神街60号

交通： 距飞机场20公里，火车站10公里，汽车站8公里，距市中心1.5公里

周边景点： 皇泽寺、千佛崖

周边餐饮： 毗邻广元老城，特色餐饮众多

网址：http://www.sctchotel.com/

2、广元国际大酒店（四星）：

推荐理由：位于广元市东城开发区中部，依傍南河，毗邻利州广场，交通便捷。酒店建筑面积2.2

万平方米，设备先进。酒店餐厅提供川菜、粤菜、淮扬菜、西餐等菜系，可同时接纳600余人就餐

。可提供上网、包车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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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39-3296222

地 址：广元市苴国路555号

交通： 距飞机场20公里，火车站10公里，汽车站8公里，距市中心1.5公里

周边景点： 皇泽寺、千佛崖

周边餐饮： 三只耳冷锅鱼火锅店（0839-3506273）、一点味餐厅（0839-3227418）

网址：www.GyGjHotel.cn

3、广元宾馆 （三星 ）

推荐理由：广元宾馆位于广元市中心，108国道从门前穿过，西临嘉陵江，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皇

泽市一江相望，与广元火车站一桥相通，北距千佛崖3公里，朝天古栈道20公里，交通十分便利。

酒店房间内配备有电脑，免费上网。

地址：广元市蜀门北路466号

价格230元/间

电话：08939- 3330999

链接：http://hotel.lvren.cn/jiudian/guangyuan-binguan/

 4、广元丽晶商务酒店

推荐理由：紧挨广元是南河汽车站，如果你不幸坐最后一班车才到广元，那么这里应该是不错的

选择，酒店价格适中，同时满足宽带上网的需求。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蜀门南路55号

价格：118元/间

电话：0839-8999999

5、利州大酒店（三星）

推荐理由：酒店地处政府街109号，位于市中心商业贸易黄金地带，购物方便快捷，交通便利。利

州大酒店作为广元老牌的星级酒店，设备、服务一流，同时提供免费宽带上网、免费国内电话、

免费早餐、免费停车等服务。

地址：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政府街1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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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839-3218369

邮件：gylzdjd@163.com

链接：http://www.gysta.gov.cn/product/detail/hotel.html?id=21102

周边景点： 周边旅游景点有：千佛崖、皇泽寺、白龙湖、剑门关等等。

 6、广元天豪酒店（三星）

推荐理由：广元天豪酒店广元市区，南河之滨,交通十分便利。酒店环境周围环境优雅，酒店内装

饰豪华、格调高雅，同时上网、包车、旅行社咨询等服务一应俱全。

地址：广元市南河敬国路

链接: http://www.thhotel.com.cn/

电话：0839-3511888

交通： 距机场10公里,（乘１２路公交车可达）; 距上西火车站4公里（６路公交可达）;

距南河长途客运站1公里;距市中心1.5公里;距成广高速路口４公里

周边景点：

距皇泽寺２公里，千佛崖２公里，距剑门关 翠云廓（６６）公里，红军文化园３公里，红军渡１

２０公里，唐家河约１８０公里，白龙湖４５公里，武当山１３０公里，七里峡１２０公里，天

台山２６公里，昭化古城２０公里，雪溪洞３０公里

7、广元中源宾馆（二星）

推荐理由：地处广元市中区黄金地段，距广元机场12公里，离火车站仅1公里，距成绵高速客运站

3分钟。集住宿、餐饮、康乐、会议、茶楼，商务中心于一体。

电话：0839-3217002

地址： 广元利州西路一段32号

交通： 市中心或中心商务区，适于商务型饭店或会议型饭店.距飞机场12公里，距火车站1公里，

距成绵川陕高速客运中心500米。

周边餐饮： 鲜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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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剑阁县新县城

剑门关酒店

三星  http://hotel.lvren.cn/jiudian/jianmenguan-jiudian/

推荐理由：剑门关新县城最好的酒店，酒店硬件设施齐备，还配有电脑，提供剑门关旅游地图、

包车等服务，同时距离剑门关仅20分钟车程，交通便利。提供电话预订服务，预留房间至下午5点

。

地址：广元剑阁县新县城修城园区

价格：190-320元/间

电话：0839-6603111

   

3、剑阁老县城（普安）

剑阁宾馆 2星

推荐理由：剑阁宾馆是剑阁县唯一的星级宾馆，位于国道108线剑州大桥桥头。这是当地的朋友推

荐的一家宾馆，条件不错，提供网线上网。住在这里，感受下川北老县城的魅力也是不错的选择

地址：广元剑阁县普安镇小东街9号

价格：120-198元/间

电话：0839-6665416

   

4、昭化古城

 1、辜家大院

推荐理由：辜家大院座落于昭化古城南门巷内，是保存的较为完好的川北大院，其建筑风貌古朴

如初，庭院设施保存完好,电影《昭化晓月》曾在此取景拍摄，门口的一幅对联特别有意思，到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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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古城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看。

对于四川人来说，有一点可能更值得推荐，那就是大院内设置有机麻供住户娱乐使用。

地址：昭化古城南门巷

电话：0839-8310888

价格：节假日120-160元/间

淡季100元/间

 2、春秋苑

推荐理由：这是昭化古城最大的三国主题客栈，整个客栈风格古朴，电影《昭化晓月》也曾在此

取景，房间内提供热水、空调、电视等服务，但不能上网，同辜家大院一样，这里是集餐饮、住

宿、娱乐为一体的，机麻也是必不可少的部件。客栈可帮忙包车前往牛头山、剑门关等地。

地址：昭化古城太守街160号

价格：118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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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广元夜生活

 麻将

和四川绝大部分地方一样，麻将是广元当地人晚上的主要娱乐项目，包括在昭化古城的客栈里都

配备有机麻。不过广元麻将的打法和成都麻将的打法不太一样，对于外地的朋友看看当地人是怎

么打的到也就行了，没必要亲自上阵。

 江边漫步

傍晚时分，在广元市区，沿着嘉陵江畔走一走，看一看广元市的夜景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喜欢

热闹，不妨去广元老城区上河街、下河街这条老资格的吃喝玩乐一条街去看看，这是广元本地人

最喜欢去的地方。

 晚会

在昭化古城到了夜晚都会进行小规模的篝火晚会，在乐楼还会有专场的歌舞表演可以欣赏。

旅人提醒：广元的治安较好，但也尽量避免晚上一个人出行，夏天晚上出门时要做好防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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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广元交通

   

1、航空

广元盘龙机场为国内支线机场，现已开通广元—北京，广元—杭州，广元—广州三条航线。基本

涵盖国内北、东、南三个方向，游客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广元距成都双流国际机场290公里，车程约三个半小时。

广元距绵阳机场180公里，车程约两个半小时。

广元机场官网地址：http://www.scgys.com.cn/成都双流国际机场问讯电话 028-85205555

绵阳南郊机场问讯  0816-6357195

   

2、铁路

宝（鸡）成（都）铁路线，广（元）普（济）铁路线纵贯广元南北，可直达成都、郑州、上海、

南京、沈阳、西宁、乌鲁木齐、拉萨、重庆等全国大中型城市。建设中的兰（州）渝（重庆）铁

路线修通后，广元将成为联系大西北西南的交通枢纽。

广元火车站地址：广元上西坝则天路

火车订票查询：0839-5562362  火车到站查询：083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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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路

广元公路四通八达，拥有高速公路四条：广（元）绵（阳）高速公路、广（元）巴（中）高速公

路、广（元）宁（强）高速公路、兰（州）（广元）渝（重庆）高速公路。国道两条：G108国道

和G212国道。省道三条：S202省道、S105省道、S302省道。全市城乡已形成交通网络，可实现一

小时到县区。

广元长途汽车站每天从7:30-19:30滚动发车，开往省内成都、绵阳、德阳、江油等城市。

广元旅游汽车客运站   地址： 广元市利州区蜀门南路54号   电话：0839-3561056

   

4、市内交通

公交设施齐全，将市内主要商业中心、车站、景点有机连接。观光巴士、出租车、客运三轮车等

交通工具可达市区各个地方。旅游专线车直通全市主要景区景点。出租车5元起步，（已无燃油附

加费）。人力三轮车起价2元。市内共有21条公共汽车线路，早上6:00发车，晚上21:00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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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推荐行程

   

1、成都--广元 剑门蜀道三日游

 D1成都——梓潼七曲山——拦马墙——翠云廊——剑门关

上午从成都出发，前往梓潼七曲山，七曲山大庙香火旺盛，可以去拜拜文昌帝君，并在此用午餐

。下午先后到拦马墙、翠云廊感受下古蜀道千年古柏的魅力。晚餐在剑门关新县城吃当地有名的

串串。

住：剑门关新县城

D2剑门关——大朝驿——牛头山——昭化古城

早上游览天下第一雄关剑门关，看4D电影《剑门神鸟》，中午在古镇里享用豆腐宴，下午走剑昭

旅游通道途径大朝驿至牛头山，注意把控时间，因为怕牛头山需要近2个小时，登上山顶观天然太

极图。下牛头山直奔昭化古城，晚上在昭化古城品河鲜。

住：昭化古城

 D3昭化古城——皇泽寺——千佛崖——明月峡——成都

早上从昭化古城出发前往广元市区，游览纪念一代女王武则天的皇泽寺，以及与皇泽寺隔江相望

的千佛崖，中午在广元市区品一品当地有名的小吃米凉面，下午前往嘉陵第一峡明月峡，偶后返

回成都。

   

2、北京--广元 三国文化双飞四日游

 行程安排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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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机场乘CA1457航班（12:10-14:20）飞抵广元。乘车赴市内（约30分钟）。游览国家AAAA

级景区武则天的祀庙--皇泽寺（约2小时），了解女皇不平凡的一生。在万源风情街晚餐，吃农家

菜，听山歌，餐后自由漫步川北最大的湿地公园--南河湿地公园。             

                                          

                       

住广元      

D2：

早餐后前往休闲清凉避暑圣地--朝天曾家山（约2小时），游览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地质天坑奇观

川洞庵。午餐在曾家山农家品尝无公害蔬菜和农家土菜，下午游览国家AAAA级景区昭化古城（

约2小时）：晚餐品尝嘉陵江特色野生鱼汤锅。

住：昭化古城  

D3：

早餐后出发（约50分钟）前往“天下雄关”剑门关，体验一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快感，看4D电

影《剑门神鸟》，领略古蜀道的魅力。（约2小时）；中午品尝名扬天下的剑门关豆腐宴，午餐后

前往游览“天然氧吧”、国家AAAA级景区，拥有2300多年历史的皇柏古道--翠云廊50（约1.5小时

）。时间充裕的朋友还可以前往拦马墙一探究竟。返回广元（约1个半小时），晚餐品尝麻辣鲜香

的地道四川火锅。                      

住广元   

D4：

早餐后乘车前往（约40分钟）白龙湖景区游览：白龙湖周围山峦叠翠，山势陡峭雄伟，湖岸线曲

折蜿蜒，时现湖中湖、湖外湖，大湖连小湖，湖湖相通，变化无穷。湖区以阳平半岛为中心，分

为各具特色的5个景区，其中湖心区面积14平方公里。午餐后前往广元机场送团，乘CA1458（15:1

0-17:20）返回北京，结束愉快的旅程。

旅人提醒：

广元地域宽广，其他景点诸如青川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旺苍七里峡、苍溪梨博园等景点都需要单

独一到两天的行程，可以以广元市区为集散地，分别前往上述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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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提醒

1、防蚊虫

由于广元自然生态环境较好，这里的蚊子也格外厉害，尤其是一种小的只有芝麻大小的蚊子，当

地人叫“摸子”，因此夏季前往广元，务必带上风油精、花露水防蚊；

 2、交通

应该说到广元的交通是非常发达的，飞机、火车、汽车都能够到达，且班次还很多。但要到县上

的一些景区仍然需要包车前往，但广元现阶段提供包车服务的车辆不多，建议在所住的宾馆饭店

咨询包车方面的信息。

3、现金

广元绝大部分县区的宾馆酒店都不支持刷卡消费，因此身上带一些现金是必须的。

4、行前的知识准备

广元是以三国文化而闻名，因此在去广元之前应了解下三国文化，同时有机会看看《昭化晓月》

这部电影，相信也会为你的广元之行带来更多的乐趣。

感谢罗晖对此攻略的贡献，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支持旅人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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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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