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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

都江堰市因世界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而得名，因道教发祥地青城山而传世。

青城山为中国道教发源地之一，属道教名山。青城山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古称“丈人山”

，东距成都市68公里，处于都江堰水利工程西南10公里处。主峰老霄顶海拔1600米。因全山林木

青翠，四季常青，诸峰环峙，状若城廓，故名青城山。丹梯千级，曲径通幽，以幽洁取胜，自古

就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与剑门之险、峨眉之秀、夔门之雄齐名。青城山背靠千里岷江，俯

瞰成都平原，景区面积200平方公里。古人记述中，青城山有“三十六峰”“八大洞”“七十二小

洞”“一百八景”之说。 

青城山-都江堰风光(图片由网友 @骑牛去约会 提供)

都江堰，一座岷江上的宏伟水利枢纽，缔造了“天府之国”的美誉。

都江堰水利工程位于四川都江堰市城西，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是2200多年前战国时期秦国

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它是全世界现存年代最久、以无坝引水为特

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历经两千多年风雨沧桑，至今依然在灌溉田畴，造福百姓。全球水利专家都

知道都江堰其名，其中许多人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前来瞻仰，对它高超、精湛的科学水平惊叹不已

。

最佳旅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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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最佳。夏天的青城山是避暑的好去处，满山的绿色也让人心情舒畅。 

青城山-都江堰在四川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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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城山景点

青城山分前、后山。前山是青城山风景名胜区的主体部分，约15平方公里，景色优美，文物古迹

众多，主要景点有建福宫、天然图画、天师洞、朝阳洞、祖师殿、上清宫等；后山总面积100平方

公里，水秀、林幽、山雄，高不可攀，直上而去，冬天则寒气逼人、夏天则凉爽无比，蔚为奇观

，主要景点有金壁天仓、圣母洞、山泉雾潭、白云群洞、天桥奇景等。 

青城天下幽(图片由网友 @夏初的失语症 提供)

   

1、青城山前山

青城山前山主要是道教文化，文物古迹众多！

前山门票：90元

建福宫

建福宫创建于唐代开元十二年(724)，现仅存两院三殿，均为清光绪十四年(1888)重修，宫内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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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碧辉煌，院落清新幽雅，配以假山，点缀亭台，宛如仙宫。宫右有明庆符王妃梳妆台等古迹，

宫前有溪穿过，溪水清澈见底，四季不绝。既是青城著名的道教宫观，又是游览青城理想的休息

之所。

 天然图画

从建福宫拾级而上，经雨亭、天然阁、怡乐窝、引胜亭，便来到了天然图画坊。天然图画坊位于

龙居山牌坊岗的山脊上，是一座十角重檐式的清代亭阁，雄伟的牌坊矗立于长长的石级之上，地

势极为险峻。

 天师洞

天师洞又称古常道观，是青城山最主要的道观，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道教宫观。天

师洞的内山门，与三清大殿、黄帝殿布置在中部线上，显得气势恢宏。三清大殿和它旁边三皇殿

内唐玄宗的手诏碑是这里最珍贵的文物。相传东汉末年张道陵曾在此讲经传道。观内正殿为“三

清殿”，殿后有黄帝祠等古迹。

祖师殿

祖师殿，背靠轩辕峰，面对白云溪。古名「清都观」、「洞天观」、「真武宫」。始建于晋代。

现存殿宇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殿内供奉真武大帝、东岳大帝、吕洞宾及张三丰塑像。据载

唐代薛昌、唐末五代杜光庭、宋代张愈、费元规等道士曾在此地隐居。现有相传为杜光庭读书处

的读书台。

上清宫

青城山上清宫道教宫观，在四川省灌县西南的青城山之巅，始建于晋代，后废，唐玄宗时又加修

建，五代间王衍再建，明末毁于火。现存殿宇建于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4)，主要建筑有山门、

正殿、配殿、玉皇楼等，正殿内主供太上老君像。上清宫山门外西侧石壁上刻有黄天鹄所题“天

下第五名山”、“青城第一峰”刻石。

老君阁

老君阁位于青城第一峰绝顶（即彭祖峰顶，或称高台山、老霄顶），海拔高一千六百多米。老君

阁阁基宽四百平方米，共六层。下方上圆．寓意天圆地方；层有八角，以示八卦；外观呈塔形，

顶接三圆宝，以昭天地人三才之意。

 园明宫

道教宫观。在四川省灌县西南的青城山中木鱼山上。旧名清虚观，建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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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屡有修葺。宫内共三殿五院，主祀三官大帝、斗姥元君、王灵官等道教仙真。宫外丛林蓊郁

，翠霭掩映，环境清幽，风光迷人。为青城山道教宫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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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城山前山旅游地图

   

2、青城山后山

青城山后山主要是自然风光，水秀林幽。

五龙沟

五龙沟，位于青城后山，古称蛮河，全长8公里，因传说古时有五条神龙，隐于沟中而得名。溯沟

而上，峰峦叠嶂，岩耸谷深。苍峰壑间，有神秘莫测的金娃娃沱，景色绝佳的龙隐峡栈道，韵味

无穷的石笋岩、回音壁，以及蔚为壮观的五龙抢宝、白龙吐水、水映彩虹等景观，还有古韵十足

的桃园别洞又一村和桃花溪公园。五龙沟里，杜鹃、山茶、山桂、野菊等点缀其间，有如神奇壮

丽的仙山佳境。

泰山古镇

泰安古镇环抱于幽静的青城后山之中，也是青城后山的第一景点。现在为游人游览青城后山，食

宿、休闲、娱乐集散地。热沛繁华的泰安古镇，味江河水，绕镇而过，街道为古老的木结构古式

建筑，青堂瓦舍撑弓，高低错落有致，古朴余韵犹存，不失古镇风采。

又一村

又一村是在后山半山腰的一处村镇，取陆游”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句。可以

想象，古人在翻山越岭的过程中，看到这样一处可以歇脚补给的地方，一定非常切合诗句中形容

的意境。现在的又一村已经修得相当繁荣，村子里饭店林立，集休闲餐饮娱乐于一体。同时，上

山的白云索道的起点也在这里。

 白云寺

如若仙境，云雾缭绕，香火弥漫，寺门处是一尊弥勒大佛，神态雅燃，笑容可掬，两端书曰：笑

口常开笑世间可笑之人，大肚难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山顶有个上清宫，还是蒋介石题的词。宫中

供奉着各路仙人，供人瞻仰。

 翠映湖

翠映湖是几十米长的山间水潭，周围景色秀丽，以水秀、林幽、山雄、石怪为奇观的自然风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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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城山后山旅游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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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江堰景点

都江堰风光(图片由网友 @夏初的失语症 提供)

都江堰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部分组成。鱼嘴是修建在江心的分水堤坝，把汹涌的岷江分

隔成外江和内江，外江排洪，内江引水灌溉。飞沙堰起泄洪、排沙和调节水量的作用。宝瓶口控

制进水流量，内江水经宝瓶口流入川西平原灌溉农田。

都江堰一带景色秀丽，文物古迹众多，主要有伏龙观、二王庙、安澜索桥、玉垒关、离堆公园、

玉垒山公园和灵岩寺等。

都江堰门票：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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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青城山推荐行程

   

1、都江堰-青城前山一日游

D1：都江堰→青城山→建福宫→景区大门→怡乐窝→天然图画→天师洞→祖师殿→朝阳洞→上清

宫→老君阁→圆明宫→玉清宫→月城湖 

行程亮点：都江堰和青城山是来都江堰市旅游不可错过的两大景点，如果只有一天的时间，可以

游览都江堰和青城山前山。

   

2、青城前后山二日游

D1：青城山→建福宫→上清宫→老君阁→天师洞→天然图画 

D2：泰安古镇→五龙沟→又一村→白云寺→翠映湖→金骊索道   

行程亮点：青城山的前山和后山，一个以人文景观闻名，一个则因山水而吸引人，游览青城山的

前山和后山至少需要两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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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青城山美食：野味十足

游玩都江堰市，不要错过青城四绝：白果炖鸡、青城泡菜、洞天乳酒、青城苦丁茶。都江堰市每

年举办啤酒节期间，夜宵也十分出色，美味的河虾、小鱼和螃蟹都让人垂涎三尺。特别是江边夜

宵和农家乐，都可以一试。

青城山美食(图片由网友 @骑牛去约会 提供)

青城山美味：

1、白果炖鸡

白果炖鸡汤色白润、鸡肉鲜美、白果清香软糯，传说是道家创制的养生秘笈，具有很强的滋补效

果。在都江堰市区，以及青城后山的农家乐可以品尝到。

 2、青城泡菜

青城泡菜以青城山道士生产的鲜黄瓜、豇豆、水红辣椒、萝卜、大蒜、白菜、仔姜、良姜等为原

料，经挑选、清洗、晾晒后，放入用山泉水、精盐、花椒等配制而成的特殊汁液中，专室、专具

存放，专人管理。青城泡菜脆嫩酸甜，保存数年仍色鲜质坚，是一种能解腻、开胃、增进食欲的

佐餐佳品。

3、洞天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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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千年养生“奇葩”，青城四绝之首。此酒以“果王”猕猴桃为主要原料，配以青城山特有矿

泉水，根据道家传统方略精制酿造，色如碧玉，浓似乳汁，果香浓郁，酒香优雅，鲜美醇和，五

味（果、酸、甜、酒、香）俱佳，富含丰富的营养成分，医食同疗，味宿安宁。

4、青城老腊肉

这是除“青城四绝”外另一口碑极好的美食，其肉外观呈黑黄色，层次分明、肉皮金黄，具有光

泽，瘦肉外观呈黑红色，切开呈玫瑰色。香味浓郁，入口清香，回味悠长，别具风味。

5、冷锅鱼

冷锅鱼据说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发明的。美食家苏东坡觉得火锅的吃法太燥，就吩咐船上厨子用

火锅料做佐料，将鱼通过爆、炒、熬等工序，先后放入各种佐料，鱼烹调好后才连火锅料一起装

锅，端上桌时，鱼已烹熟，锅却还是冷的。

6、长生宴

长生宴是鹤翔山庄上善堂餐厅推出的道家滋补特色美食。自三国蜀汉，范长生在此建范氏庄园，

修炼长生久视之术，采山之精、水之灵、珍林香草之花宝，巧妙烹饪，食之本色、本味，得享天

年，寿齐彭祖。之后，药王孙思邈居青城，又将川芎。山药等做成药膳以滋补元气。唐安史之乱

，明皇避乱蜀中，驻辇长生宫，使道家饮食得以进一步发展和丰富。

 青城山沿线及山区美食：

都江堰及青城山沿线的农家小餐众多，最有名的是罗鸡肉，还有豆花饭、野生河鱼等。青城山的

名吃有鹤翔山庄的长生宴，天师洞的道家素宴，青城山农家院子的老腊肉，雪水泡菜及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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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青城山特产购物

来都江堰，不妨带上点青城苦丁茶和洞天乳酒回家。此外，青城山老腊肉也很有名。这些在青城

山的土特产店、都江堰市区的超市都能买到，如果懒得带，也可以直接在成都的四川特产商城买

。都江堰本地人购物，大多在天和盛世和杨柳河街步行街。这两条街相邻，逛起来非常方便。其

中天和盛世东西贵一些，杨柳河街较平价。只要你有耐心慢慢淘，且会砍价，就能买到比成都还

便宜称心的东西。 

(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贡茶：贡茶多在清明时节采摘，要经过11道工序，精心焙制。青城早春嫩茶系茶中佳品。

乳酒：

乳酒乃青城四绝之首，具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以“果王”狝猴桃为主要原料，配以青城山特有

矿泉水，根据道家传统方略精制酿造，色如碧玉，浓似乳汁，果香浓郁，酒香优雅，鲜美醇和，

五味（果、酸、甜、酒、香）俱佳，富含丰富的营养成分，医食同疗，味宿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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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青城山住宿

青城山前山山门外及后山山门内外遍布大、中、小型各档宾馆、酒店、度假村（总数至少有70-80

家），客房均很舒适干净。普通旅店便宜床位20左右即可，豪华舒适的三星级宾馆标间在180-300

元不大等，但一般季节均可打折。另，青城前山的上清宫、天师洞等道教宫观，以及后山的又一

村、泰安寺等景点都可借宿，而且很便宜。 

(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青城山前山住宿：

青城山福临商务客栈、青城山雅景客栈、青城山青城苑、青城山青幽客栈、青城山瑞雅幽居、青

城山梁鸡肉、青城山清泉山居、青城商务客栈、青城山乡村人家、青城山鸿福园、青城山轩辕亭

山庄、青城山春晖乡村酒店、青城山天下幽山庄(渔港)、青城山休闲山庄

青城山后山住宿：

青城后山董家大院、青城山楠蕊庭、青城后山秀水人家、青城后山鑫鑫农家乐、青城后山月季客

栈、青城后山鑫悦客栈、青城后山钰涵小筑山庄、青城后山金三角休闲山庄、青城后山泰安寺近

水山庄、青城后山清泉山庄、青城后山太和宾馆、青城后山豪园山庄、青城后山长寿山庄、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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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山贵莲休闲山庄、青城后山天赐山庄、青城后山云水山庄、青城后山鑫峰苑、青城后山丽景湾

乡村酒店、青城后山月季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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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青城山交通

从成都出发有多种交通方式可抵达青城山，更加便捷的自驾游也有多条线路可供选择，全程自由

掌控行程和时间，一路上随玩随走。景区内部有观光车、索道、渡船以及特色滑竿，既能节省时

间和体力，又为旅程增加了几分乐趣。

   

1、客车

成都西门车站乘坐专门发往都江堰、青城山的旅游专线车到达都江堰市。成都火车站广场、茶店

子和西门车站每天有发往都江堰的专线车，走高速公路约45分钟，票价16元/人，普通路线约要一

个多小时，票价8.5元/人。

   

2、火车

成都至都江堰铁路每日开行15对动车，其中前往青城山的动车运行时间最快半个小时，最慢也只

需要50分钟。票价15元。

   

3、公交车

都江堰市区内有公交车到达景区，乘4路公交可到都江堰景区离堆公园，乘1路公交可到都江堰景

区秦堰楼大门，公交车票价1元。从客运中心出发，在都江堰市客运中心乘坐101路（或直接在都

江堰景区离堆大门处乘坐），可乘101路直达车到青城前山，路程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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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钓鱼岛是我们的 提供)

   

4、自驾

从成都出发，从羊犀立交桥上成灌高速到到都江堰收费站收费行程53公里到达市区，进入市区有

路标上青城山，行程17公里，进入青城山门。

都江堰景区至青城山景区：

都江堰景区→奎光路→青城大桥→玉堂镇→玉府路→青城山大道→大三路→青城山新山门→青城

山路→青城山景区

   

5、出租车

打车前往，约50元。前山到后山只需乘中巴或出租车过去，1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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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内部交通

观光车

景区内有观光车，车票往返15元，单程10元。

路线：碑亭→鱼嘴

索道

前山索道（单程）：35元

前山索道（往返）：60元

路线：月城湖→四望观(2公里)

后山金骊索道：单程30元/人，往返55元/ 人

路线：飞泉坊→(乘坐索道)→石笋堂

后山白云索道：单程35元/人，往返60元/人

路线：又一村→(乘坐索道)→白云寺

渡船

前山月城湖船票：5元

线路：月城湖→丈人泉

后山翠映湖渡船：2元

滑竿

滑竿也称“轿子”，是青城山景区的特色交通工具。实行统一着装、统一计价、统一管理，按乘/

里收费，平均价格15元/华里/乘，具体价格参照景区《滑杆抬运价格公示牌》。

                                               21 / 24



�������

青城山：天下幽
  

九、都江堰节庆活动

都江堰放水节

每年清明时节（4月5日），是都江堰灌区最盛大的节日——从公元978年开始的一年一度的清明放

水节。这是为了纪念率众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造福成都平原的李冰父子。

这一天，在担任主祭官的当地政要主持下，堰工砍开竹索、拉倒杩槎、滚滚岷江水直入内江。古

堰两岸人山人海，欢呼雀跃。2006年，都江堰放水节被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都江堰节庆（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李冰文化旅游节

每年农历6月24日，鸟语花香之时，受到都江堰恩泽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来到二王庙焚香祭祀，

怀念都江堰的缔造人李冰父子。二王庙此时人潮涌动、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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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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