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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进风水阆中，穿越千年的美丽

阆中，不过弹丸之地，既没有极具现代气韵的通衢大道，也未能挥洒出现代都市宏大朗阔的气象

，抑或不具备一座城市现代性象征的理性内涵。但就是这样一座偏居西南丘陵深处并不奢华的小

城，你一走进它的怀抱，立刻便被它独特的历史气象和深蕴于这种气象中的文化韵致所浸润。这

里不仅有三国猛将张飞镇守一方的英勇故事流传千古和保宁醋的盛名，更重要的是由于它特有的

部分古代建筑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这无疑是一份甚为厚重的文化遗产，也是阆中因此荣耀并为

外界称道的关键所在。

阆中还是影视热门境地，拍摄过《桐籽花开》、《强渡嘉陵江》、《嘉陵江边这座城》、《红色

记忆》、《龙虎人生》。不过不要以为这里仅是晚清民国题材电影的片场，每个高挑屋檐下的院

子，天天都上演着柴米油盐的故事。

最佳季节：全年

(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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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阆苑仙境最棒的体验

   

1、坐花轿游古城，邂逅那股浓浓的复古情怀

长长的青石板路通向远处，两旁街铺的店铺上飘动着蓝色的酒幡，深巷里大户人家厚重的木门上

挂着红灯笼⋯⋯阆中老城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像是电影里民末清初的情景再现，走在这里总让人产

生时空倒错的感觉。古城内有观光电瓶车、花轿及三轮车等交通工具，这其中最风光的要算坐花

轿了，和自己的恋人坐在花轿里，随着花轿一摇一摇地逛古城，两旁的街景掠过眼前，最有古代

的味道。 

(图片由网友 @湖边钓鱼没钓到 提供)

旅人提示：古城里面不允许车辆进入，所以走累了时，黄包车、马车、花轿是最理想的代步工具

。价格一般都从20元起价。

   

                                                 5 / 49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927&do=album&picid=31203


�������

阆中：风水古城
2、玩皮影，体会鲜活民俗风情

阆中的川北皮影名气很大，它是登上维也纳歌剧院的中国艺术，八十年代川北皮影在维也纳歌剧

院表演时，老外们看得如痴如醉。在城南天下就能看到地道的皮影戏，皮影师傅在幕后操控着，

透过灯和影，小小的舞台上，一个个人物鲜活起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演得酣畅淋漓。看完

皮影最过瘾的是，游客可以到幕后去演皮影戏，皮影师傅几分钟教会你简单的操作方法后，你就

可以提着皮影伴着音乐，表演一段精彩的皮影戏了。 

(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3、喝香醋洗醋澡，醋香里品醋酒文化

阆中名闻天下的保宁醋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获得过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金奖，所以阆中

有“中国醋城”之称。只有在阆中醋文化才得以被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醋的功能也被拓展到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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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阆中古城遍布醋吧、醋坊、醋浴中心、醋足坊。醋不再是简单的调味料，它还是保健、美容

、洗浴的酒和药。在优雅的环境下捧杯细啜慢品，既享受着酒文化，又品啧着醋文化，真是“别

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图片由网友 @纳兰歇菜 提供)

旅人提示：正宗的保宁醋呈黄棕色，滴入碗中，会像油一样均匀地沾在碗边，称为“挂碗”。

   

4、住古院喝茶发呆，茶香里思旧梦遗事

古城里许多保存完好的民居古院，是阆中一道特别的风景。高大乌黑的古院大门，精美的照壁，

一重重大大小小的院落和天井，高高的绣楼和繁复的雕花，廊柱下的一盏盏红灯笼，诉说着当年

繁华世家的气象。找一处最清静的小院住下来，在天井中厚实的木椅上坐下，沏上一杯清香的茉

莉花，在院子里发呆，看阳光的影子在照壁的砖雕上移动。或者和院子里的主人漫无边际地摆老

龙门阵，那些旧梦遗事就在茶香里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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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湖边钓鱼没钓到 提供)

旅人提示：古城的杜家客栈、李家大院等都是有名的古院，主人家还珍藏着许多古玩，可以慢慢

赏玩。

   

5、坐画舫游嘉陵江，看水鸟翻飞老街倒影成画

阆中有嘉陵第一江山的美称，嘉陵江水绕城而过，江水为古城增添了更多的灵气。嘉陵江江水澄

清，江面开阔，坐船游是难得的享受。在码头坐上古色古香的仿古画舫，顺江而下，江上清风送

爽，江中水鸟翻飞，美不胜收。锦屏山的青青秀色，古城边的老街倒映在江水中，是一幅清致的

水墨丹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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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可以选择套票，也可以单买水上体验游船票。

   

6、去考棚考秀才，体会十年寒窗辛酸苦

在古装影视剧里，我们看到过科举制度的森严，十年寒窗苦读的辛酸，还有当状元戴红花的风光

。在阆中就能亲身体验一下考科举的滋味。阆中有全国独一无二的保存完好的考棚，叫做贡院，

是科举时代士子们在省一级应试的考场，这里有当年秀才、举人们应试的考室休息的长廊，考官

休息的地方等。每逢周末，贡院有模仿当年科举考试的表演，你可以穿上古代士子的衣服，感受

一下古代考试的特别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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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纳兰歇菜 提供)

旅人提示：贡院的科举考试表演每天上午和下午会举办二场。

   

7、喝夜啤听山歌，一览老城迷离夜景

夜晚的阆中格外美丽，老街上大大小小的一盏盏灯笼亮了起来，红红的灯笼把老街装点得迷离疏

狂。夜晚的嘉陵江边是最热闹的地方了，沿江两岸被灯光装点得五彩缤纷。岸边的茶馆和冷啖杯

生意都十分火爆，吹着江上清风，喝着啤酒，吃着烧烤，十分尽兴快意。阆中的民歌热辣风趣，

姑娘们天生都有一副好嗓子，夜晚的嘉陵江边也是对歌的地方，“贤妹长得莫多高，细眉毛，弯

又弯，桃花脸哩，嫩闪闪⋯⋯”左边刚喊了几句，右边又吼了回去，最后，游人也忍不住加了进

去，歌声不断，一直唱到月儿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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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旅人提示：江边的夜啤酒、冷啖杯生意都好得很，要提前定位置，否则到时候就只有等座位。

   

8、赏荷花吃荷叶蒸肉，千亩荷塘里寻梦里水乡

古城的荷花开得早，每年7月是阆中举办荷花节的时候。阆中江南奎星镇（荷花村）的千亩荷塘，

绿绿的荷叶中，粉色、白色、红色的荷花开得正艳，水气氤氲，荷花飘香，有梦里江南水乡一样

的美。在农家住下来，不仅可以赏荷花，采莲子，看灯会，还能吃到正宗的荷叶粥、荷叶蒸肉、

莲米炖鸡等乡村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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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湖边钓鱼没钓到 提供)

旅人提示：阆中奎星镇就在锦屏山下，可以在游玩了著名的锦屏山后，顺路去看十里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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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阆中古城景点一览

阆中古城景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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阆中：风水古城

阆中景点门票概览

   

1、古城内景

汉桓侯祠

景点介绍：俗称张飞庙，庙里最吸引人的是张飞墓，据说张飞墓当时被红卫兵盗过，不过没有什

么破坏，当时几个红卫兵去挖墓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雷声滚滚，吓得几个红卫兵丢掉挖锄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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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老百姓说是张飞显灵了。现还有一棵古树是被当时的雷电击坏了大树桩，从此再也没有人

去盗墓了，所以张飞墓保存得很完好。让人欣赏还有张飞虽说是一员武将却是一位爱情专一的男

人，一生只娶了一位老婆而且每天早上起来还要给老婆梳头。在他的墓前还有一横联上面第一个

字就有一枝金钗。这也是因此而得来的。 

(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门票：40元

地址：西街59号，武庙街尽头

四川贡院

景点介绍：贡院，又称作“考棚”。是科举时代仕子应试的考场，又称川北道贡院。顺治九年（1

652年），因全川未靖，四川省省会暂驻阆中，并在此举行了甲午、丁酉、庚子三科考试，贡院即

是当时的考场。值得关注的是考生们的考场，具说考生进考场后要沐浴是为了防止夹带。进了考

室以后九天时间吃喝全在里面不能进出。白天的桌子晚上放低一点就躺在上面睡觉，前面还放了

桶是方便时用，吃就是自带干食。

门票：35元

地址：阆中古城学道街中部北侧

华光楼

景点介绍：巍峨壮观的华光楼，是阆中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在阆中现存楼阁中，华光楼建造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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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最宏伟壮观，因此被称作“阆苑第一楼”。华光楼建在唐朝滕王元婴所建的南楼旧址上，明朝

嘉靖中还称作南楼，而镇江楼、华光楼都是后来取的名字。清朝道光十九年毁于一场大火，同治

六年重建。它的独特就在于四根立柱是通木，大约三十几米高。树要一样大，还要一样的树运送

，直到修好，那时交通没有现在这么好要是修好这幢大楼真是一大奇迹。 

(图片由网友 @纳兰歇菜 提供)

门票：15元

地址：阆中古城上华街下华街之间

中天楼

景点介绍：又名四排楼，阆苑十二楼之一，是古城的风水坐标。毀于民国，2006年重建，楼高20.5

米、共三层，楼门四通，其宏伟壮丽，气势夺人，与古城风貌协调统一，从古城四个方向均可饱

览她的丽姿；登上楼顶，视野开阔，古城的风水格局尽收眼底。也被人们喻为“阆中风水第一楼

”。

门票：10元

地址：阆中古城的双栅子街、北街、西街和武庙街的交汇处

风水博物馆

景点介绍：建于2004年，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以建筑风水为主题的旅游景点。馆中以易、卜为主脉

，诠释神秘的中国风水。各展厅分别挂出一些图文展板或跟风水相关的实物，将中国风水学的起

源、发展和阆中古城风水的来龙去脉及诸多玄妙一览无余。风水馆内有一个太极图案的“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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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挂图都带有特殊的色彩，喜欢去试一下运气人，按出生时间春夏秋冬的方位站好。男左女右用

手掌旋转罗盘，停在多少号码上就可以给十元钱买来解签的锦囊。

门票：20元

地址：阆中古城大东街100号

星座苑

景点介绍：也即落下闳故居，是为纪念世界杰出的天文历算学家、中国春节老人——落下闳而复

建的一座串珠式二进古民居院落。为木质穿斗结构，传统雕花门窗，青瓦屋面，青石地面，在铁

树、鲜花映衬下，显得格外宁静温馨、古朴典雅。 

(图片由网友 @纳兰歇菜 提供)

门票：20元

地址：阆中古城马王庙街14号

胡家院

景点介绍：胡家院建宅于清康熙年间，至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保存完好。胡氏世代为中医名

医，开设庭院中医馆，济世悬壶。

门票：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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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阆中古城大东街50号

张家小院

景点介绍：张家小院主人张建勇是三代相传的民间收藏家,在不足200平方米的院子里有1000余件藏

品,包括字画、拓片、汉砖、瓷器、窗花、木雕、石雕、根雕、奇石、钱币等种类。南来北往的游

客纷纷驻足张家小院,无不为小院的雅致和藏品的精妙而流连忘返。

门票：4元

地址：阆中古城中心中天楼西南侧

孔家大院

景点介绍：孔子66代孙孔兴石于明代所建，现已有三百三十多年历史。该院坐南朝北，平面布置

左右对称，中为主院，东西两侧为花厅，后为花园。木质穿斗结构，双坡表瓦屋面，门窗雕花古

朴典雅，建筑精美，装修考究。主院左右在相近的两独立庭院，形成三院“品”字格局，整个建

筑保存完好。 

(图片由网友 @湖边钓鱼没钓到 提供)

门票：4元

地址：阆中古城白花庵街10号

秦家大院

景点介绍：始建于清初，占地1000多平方米，是一座有30多间房屋的串株式三进、四合院，为古

城中现存气势最为宏伟的红色旅游大院。1935年红军曾在此设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建国后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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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镇政府办公地，现为阆中市重点保护民居。

门票：4元

地址：四川阆中古城南街67号

蒲氏宅邸

景点介绍：建于明代万历年间，距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是四川省唯一的、四百多年主体结构门

窗花饰均未改变的倒进式、有文物编号的原汁原味的景点开放大院。

门票：4元

地址：阆中古城笔向街40号

旅人提示：古城售票处有30元的居民打包售票，可以参观超过8个大院。

   

2、古城外景

锦屏山风景区

景点介绍：古称阆山，有“天下第一江山”之誉。因“花木错杂似锦，两峰连列如屏”，故人们

通常都叫锦屏山。吴道子三百里《嘉陵江山图》，即以锦屏山为轴心，杜甫诗句“阆中盛事可肠

断，阆州城南天下稀”即指此。值得推荐的是傍晚在八仙洞前俯瞰，嘉陵江绕流如带，古城楼台

掩映，阆中全景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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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25元

地址：南充市阆中市江南镇锦山路

交通：在张飞大道乘1路公共汽车在锦屏山站下,下车右拐步行5分钟即到；也可以坐杜家客栈前的

码头轮渡过去，仅需1元，但是船并不多。

东山园林景区

景点介绍：东山园林地处古城阆中东侧嘉陵江岸大像山，由大佛、状元洞、白塔三处景区组成。

现有古建筑群多处，如大佛殿、大像精舍、诗圣堂、拂云阁、将相堂、香城宫等许多人文景观，

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是历史文化名城阆中的窗口。

门票：大佛寺10元，白塔2元，状元洞4元

地址：古城阆中东侧嘉陵江岸大像山

交通：乘2路公共汽车到山脚下

滕王阁

景点介绍：玉台山滕王阁为李元婴在公元662年接任隆州（今阆中市）刺史期间亲自督建，作为“

宴饮歌舞、狎昵厮养、田猎游玩”的场所。此阁是一座唐代风格的歇山式双垂檐屋顶的古典建筑

，气势宏大。阁前耸立一石舍利塔，呈鱼状，高8米，建造于公元4世纪，比滕王阁早200多年。现

已开辟为滕王阁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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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湖边钓鱼没钓到 提供)

门票：免费

地址：阆中市城北3.5公里处

交通：乘1路公共汽车终点站下,前行50米，在“苍溪21KM”的公路指示牌处右拐，步行5分钟

天宫院

景点介绍：唐代天文学家袁天罡、李淳风晚年先后来阆中定居，在这里择地观天，著书立说，死

后也都埋葬在这里，天宫院为纪念二人而建。这里地形像一顶王冠，四周有九条山脉朝向，叫做

“九龙捧圣”。袁天罡墓所在的观稼山，据说像一只麒麟，前面的圆形山岗即是太阳，叫做“麒

麟奔太阳”，李淳风墓所在地是一个圆形山包，像一颗珍珠，两边山脉则似两条飞龙，叫做“二

龙戏珠”。

门票：40元

地址：阆中城南20公里

交通：阆中客运中心有班车发往天宫院，每天五班8:00、10:30、13:30、15:30、17:30。

巴巴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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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巴巴”是阿拉伯语“祖先”或“祖师”的意思。阆中巴巴寺原名“久照亭”，富有

浓重的伊斯兰色彩。从巴巴寺街西头踏石级上行百余步，便可见一道山门。山门上“久照亭”，

“真一还真”两道匾额，赫然入目。寺中有林，林中有园，园中有亭榭。巴巴寺不仅是伊斯兰教

圣地，而且是伊斯兰教建筑艺术及其特色砖雕的一颗明珠。

门票：免费

地址：阆中市城区东郊蟠龙山南麓蟠龙路9号

交通：阆中汽车站往东步行约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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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阆中行程安排

1、古城套票游（有效期两天）

套票是官方推出的，不用配导游，自己随便怎么安排。比起单买来，套票更划算。套票不一定要

一天游完，分几天也可以，不过每个景点只能去一次。重点推荐以下两种套票。

甲A张飞庙 贡院 华光楼 中天楼 游船 三国文化产业园 80元（单买125元）

甲B张飞庙 贡院 华光楼 中天楼 风水馆 三国文化产业园 80元（单买120元）

丙 张飞庙 贡院 华光楼 中天楼 三国文化产业园 70元（单买100元）

2、阆中四日深度游（3小时）

D1上午官方线路套票甲B，这是阆中的常规线路！

D1下午锦屏山（25元）东山园林（16元）

D2上午天宫院（40元）

天宫院距阆中40公里，车程约需20多分钟，这是全国唯一的以风水文化为主题的景区，而且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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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袁天罡，李淳风两位风水大师的墓。

D2下午滕王阁（10元）

阆中滕王阁和江西滕王阁是全国仅存的两处滕王阁，他们都是由滕王李元婴所修建。

D3上午苍溪县（西武当山，中国百姓园，红军渡门票共40元）

D3下午巴巴寺

D4构溪河湿地

推荐理由：此条线路包含了阆中所有的精品景区，能全面体验阆中风水、科举、三国、宗教等多

元文化，了解阆中在历史长河中的沧桑与辉煌；还能领略阆中绮丽的自然风光，让心灵在大自然

的怀抱中尽情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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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阆中——多元文化和谐共融的典型

古城阆中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嘉陵江中上游，乃巴蜀要冲、军事重镇，自古就是川东北政治、经济

、文化、军事中心。悠远的历史给予了阆中丰厚的馈赠，留下了辉煌灿烂的多元文化。

   

1、建筑文化

秦砖汉瓦魂，唐宋格局明清貌；

京院苏园韵，川渝灵性巴阆风。

阆中的老城面积达1.5平方公里，连绵不绝的老房子，全都是青瓦覆顶、木质结构的平房建筑，古

香古色中透着浓浓的古意。窄窄的古街道纵横交错着，一律以青石板铺路，两旁商铺酒肆林立，

可以想像出古城当初顶盛时期的繁华和兴旺。阆中的街巷多为东西走向或南北走向，它们将旧城

区分隔成一个个的方形的居民院落，大院套小院，天井连天井，街道也横平竖直的呈“田”字排

列。 

(图片由网友 @湖边钓鱼没钓到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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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现有117条街巷，五分之一仍保存着唐宋时期的格局。现存2处元代建筑，4处明代建筑，12处

清代前期的殿堂建筑，以及众多的唐宋以来的街市和古民居。书院、寺庙、客栈多为明宋时期的

建筑，不华丽，不张扬。民风原本的淳朴，让人觉得格外的亲近。在这些古街院中，还有一种呈

多字形结构，即第一重天井和第二重天井不在一根轴线上，错位成一个“多”字，房间平面图为

菱形。这样的结构，寓意“三多”：多子、多福、多寿。这在全国古民居建筑中十分罕见，整个

古城保持着朴实、典雅的风貌。

   

2、风水文化

阆中三面绕水，四面环山。北面的蟠龙山系与华夏始祖山昆仑一脉相承，如同蜿蜒游动的青龙，

风水术语称作“镇山”；南边的锦屏山构成城南的第一道景观，如同座前几案，是所谓的“案山

”。案山前远山重重叠叠，好像臣民列队朝圣，所以被称作“朝山”。阆中四面山峦构成了风水

中所说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格局，与天的中心相互呼应。

唐代风水大师袁天罡和李淳风奉皇命测步王气来到阆中，留下了“锯龙脉、破风水”的传说。他

们为这片奇特的山川、神秘的风水所吸引，先后定居阆中从事天象、风水研究，两人死后都葬于

现阆中天宫乡，并留下天宫院、淳风墓、天罡墓、观星台等遗迹。“千水成垣，天造地设”，良

好的风水，让阆中自古以来就是宗教活动和人文胜地。阆中先后出了两对兄弟状元，全国仅有，

他们是唐朝的尹枢、尹极，宋朝的陈尧叟、陈尧咨。在科举取士的1300多年间，阆中还出了115位

进士、404名举人、317名贡生，成为名副其实的风水宝地。

   

3、三国文化

阆中位于“三国(蜀汉)文化走廊”的北段东路，三国古驿道，瓦口隘、管星街、严颜寺、立马铭

。张飞遗址遍布，处处有“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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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巡街(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对阆中人来说：张飞是这座城市人的偶像和心中的神，他还被誉为“虎臣良牧”，他打仗是猛将

，当地方官是好官，特别是在发展蚕桑业，修建水利，除暴安良等方面有很多功绩。来到阆中发

现整个张飞的形象完全不是莽夫、草将，他其实还是个擅长书法，能写诗作文章的文人。他可能

还是一个美男子，阆中人擅长用遗传学的观点叙述历史，张飞的女儿当了刘禅的皇后，绝不是面

容丑陋的女子，于此反推张飞一定不丑。

阆中人曾从嘉陵江打捞起一块石碑，上有“汉将军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蒙，立马勒铭

”，据说这就是张飞的书法真迹，尤其是他能用丈八蛇矛书写出当时十分流行的“汉八分”隶书

。

   

4、科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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阆中科举文化底蕴深厚。阆中在汉代就开始兴学，宋代建有藏三万卷的“会经楼”古治平园，清

代始建的锦屏书院，规模之大，乃巴蜀之冠。

隋唐以后，科举取士，阆中共出了4名状元、116位文武进士、404名举人和317名贡生，被誉为“

状元之乡”。尤其尹氏、陈氏两对兄弟状元，更属全国罕见。唐代，尹枢、尹极兄弟双中状元，

时称“梧桐双凤”；北宋时，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兄弟三人，两状元一进士，父子同朝，一

门显宦，世人传为佳话。清初，四川省会设于阆中，在此举行四川省乡试四科，至今犹存的清代

贡院，成为全国罕有的科举制度实物遗存。在这里，广大游客与莘莘学子可以观摩体验古代乡试

，了解科举文化；也可以感受“名落孙山”的严苛，亲身体验“金榜题名”的殊荣；它将带你走

进科举的时空，去解读历史的深邃，感受华夏人文的辉煌。

   

5、红色文化

阆中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

其一，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这个偏僻的县城里战斗了整整20年。自1929

年在古城建立第一个党支部起，到后来发展成为中共阆南中心县委，中共阆中中心县委等相当于

地区一级的党委，长期领导川东北广大地区的基层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为川陕苏区的建设、抗

日救亡运动以及阆中的和平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二，阆中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至1935年，红四方面军五个军的主力部队

均先后转战阆中三个年度。在这块沉睡的土地上，建立了星落棋布的各级苏维埃政权，实现了全

县一片红。在方面军高层领导人中，有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廖承志等先后莅临阆中，和人

民一起并肩作战。现存的遍布城乡的众多革命遗址和遗物，是红色文化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其三，新中国建立初期，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后，在阆中开办了二野军大川北分校，数千名军大

学子，在这座熔炉里经受了革命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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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阆中美食

阆中小吃既具有四川小吃的一般特点——色、香、味俱全，又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有的还具营

养丰富、滋补益寿之功效，实是令人望而生“味”，常食不厌，颇受中外食客喜爱。

   

1、阆中小吃集中地

盐市口街

即状元坊古城入口处右手边的那条街，街上一侧是现代建筑一侧是古代建筑。这是政府着力打造

的“地方名特食品一条街”，小吃的种类很多，但出名的地方小吃店并不多。

北街

其实位于古城区北入口的北街才是名副其实的小吃一条街，包括与北街相接的双栅子街的一部分

，大大小小几十家小吃店比比皆是，几乎囊括了阆中所有的风味食品：牛肉凉面、羊杂面、米粉

、砂锅、红油小笼包子、吊汤拉面、油茶馓子、锅盔、油香应有尽有，你来阆中想吃的东西，在

这条街上基本都可以找到，并且有许多家有特色的小吃店。除此之外，这条街上的酒吧、水吧、

醋吧、珍珠奶茶店、咖啡屋、烧烤店等餐饮店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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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湖边钓鱼没钓到 提供)

武庙街

即从状元坊进入古城的那条街，这里是“旅游商品一条街”，各种各样的旅游商品店一家挨一家

，既有厂家专卖店，也有综合性的商店，想买“阆中四绝”（即保宁醋、张飞牛肉、白糖蒸馍、

保宁压酒），无疑这条街是最好的选择。

礼拜寺街

即阆中清真寺所在的那条街，这条街是阆中传统的回民聚居区，也是著名的“清真食品一条街”

，街上有十几家生产干牛肉（张飞牛肉）的企业和家庭作坊，阆中大部分干牛肉产品都是出自这

条街。街上有40多户干牛肉经营户，琳琅满目的各种品牌的干牛肉足以让你挑花眼，当然糖烧馍

、锭子锅盔、油香等回族传统食品也可以在这条街上找到。

东坛井街、白果树街

东坛井街为政府打造的“特色餐饮一条街”，这条街上有兰州拉面、西安羊肉泡馍、新疆大盘鸡

、陕西凉皮、广州鸡煲、重庆火锅等全国各地的特色小吃；与之相邻的白果树街则有不少地方小

吃店。

   

2、阆中风味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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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凉面

凉面，别的地方也有，但阆中凉面却是独一无二的。阆中凉面的显著特点，就是凉面要淋

热的牛肉臊子，是一种“热的”凉面，所以有人叫“阆中热凉面”，也有就主要原料而言，称其

为“牛肉臊子凉面”。公私合营前，唐顺先一家在郎家拐街开凉面馆，兼卖红烧牛肉，因做工严

格，用料考究，质优味美，远近闻名，所以“热凉面”又叫“唐凉面”。

店铺推荐：1、“彭记牛肉面”，有名的老字号，位于公园路，离古城区较远，可向当地人打听。

此外，在新村路横街有一家分店，名叫“诚信牛肉面”。

2、“德惠小吃店”，位于古城区何家巷。这是一家历史非常悠久的牛肉面店，所以尽管该店地处

偏僻，店面狭小，但仍然食客如云。

3、“李记牛肉面”，北街与新村路交叉口往西侧。

4、市法院左边小街口斜对面30米处的一家，离古城区较远，可向当地人打听。

旅人提示：阆中牛肉凉面虽然声名远播，但其味道独特，不一定适合每个人的口味，就算是阆中

人，也有不喜欢吃的。但不管怎么说，喜欢吃的还是占了大多数，对于游客来说，品尝一次绝对

是值得的。

羊杂面、牛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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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杂碎面是民国时期才出现的一种风味小吃，由阆中的回民创制。近年来，牛杂和羊杂面特别

受人青睐，尤其是羊杂面更是流行。每天早上你都可以看到阆中的羊杂面店生意火爆，不管是上

班族还是上学族，都挤在一家家小店里吃羊杂面。

店铺推荐：1、“龚记羊杂”，老牌羊杂店，下新街、左营街、寓新街均有分店。

2、“老字号鲜味羊杂面”，位于北街新城段，接近古城区入口处的地方。

旅人提示：a）羊杂面做好后是不会放盐的（有的人就喜欢吃这种原味的面），不过一般人吃还是

自己放点盐比较好；b）羊杂面闻起来有一股很大的膻味，可能有些人不太习惯，但吃起来的确非

常过瘾；c）在羊杂面店，除了吃面以外，也可以单要一碗羊肉杂碎汤，叫“净杂”，或单称“牛

杂”、“羊杂”。

米粉

阆中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米粉店，这里的米粉和云南米线完全不同，比米线要柔软细滑得多，另外

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用冬菜来调味。米粉的品种主要有牛肉粉、肥肠粉、三鲜粉、鸡汤粉等等。

店铺推荐：阆中米粉店数量众多，随便在哪条街都能找到，一般来说，味道差异不大，只要你不

是运气特别差，是不会碰到特别难吃的米粉的。

酸菜豆花面

酸菜面的特点是清香爽口。吃多了油腻，吃碗酸菜面，你会感到特别有味道。特别是吃多了油腻

，或消化不佳的人，吃碗酸菜面，那才叫安逸咧！

店铺推荐：1、位于东坛井街的一家。

2、无名面馆，位于白果树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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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酸菜豆花面里面最好不要放辣椒，否则就没有其本来的味道了。

杂酱面

阆中杂酱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其特色是：结合了北方炸酱面的做法和川菜麻辣爽口

的特点，色、香、味俱全。

店铺推荐：“蒋杂酱”，阆中最负盛名的杂酱面店，位于太平寺街，市图书馆门口，杂酱面和红

烧猪蹄都很不错。

川北凉粉、热凉粉

阆中是川北凉粉的发源地之一。它品类多，佐料考究，细嫩爽口。凉粉的特点是：细嫩绵软，鲜

美滑爽，香辣利口。还可用“黄粉”制成黄色凉粉，用绿豆制成绿色凉粉。既可单独食用，还可

装入锅盔或“薄饼”（精白面摊成如纸样厚薄的饼）套食。

还有一种热凉粉，其制法也用豌豆粉搅拌成糊，不同者，热凉粉是在瓦盆里加热掺水加豆粉搅成

糊状，然后加入佐料，吃起来热乎乎的，又是一番风味。

店铺推荐：古城区内许多饭店都有这道菜。另外请多留意路边小摊和推着三轮车卖的流动小贩，

会有惊喜的。

油茶馓子

阆中街坊上的人，特别是一直居住在古城区里的人，早上起来，都习惯于到小店去吃碗“油茶馓

子”。油茶端上桌，被掐碎的馓子堆成金碧辉煌的“冒儿头”，馓子下面是搭配精致的各类调料

，最后才是澄黄色的糊状油茶。当用细瓷调羹伸入碗内搅拌，一款凸凹有致、多味吐芳、脆柔相

融、诱人食欲的美餐便可享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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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推荐：1、无名小店，位于第二农贸市场古莲池街入口处。

2、“好再来”，位于双栅子街，张家小院隔壁。

红油小笼包子

小笼包子全国各地都有，但阆中城里这种蘸着红油吃的小笼包却是别具地方特色，并且其味道也

与外面的小笼包子有所不同。这种小笼包一律用竹笼蒸制，皮薄馅大，汁多味美，蘸上红油吃就

更不摆了，再加上一碗鲜美的骨头海带汤⋯⋯那个味道就不摆了，总之，强烈推荐大家去尝尝。

店铺推荐：1、“赵包子”，位于北街35号，是一家老字号的包子铺。

2、“罐汤包子店”，迎恩街、新村路、盐市口街均有分店。

吊汤扯面

吊汤扯面不知起源于何时，在外面的知名度也不高，但这的确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小吃，用手工拉

出的面筋斗爽口，汤料麻辣鲜香，加配上一勺用油炸过的牛肉末，回味绵长，令人吃了还想吃。

店铺推荐：以前阆中的吊汤扯面店很多，现在已经消失了不少，剩下的味道比较正宗的吊汤扯面

店首推位于王爷庙街街头的两家，尤其是第一家，天天食客爆满，强烈推荐。（王爷庙街在郎家

拐街东侧，人民广场附近，到了广场之后随便找个人问一下就知道了）。

肥肠干饭

所谓肥肠干饭，是指配套卖的一碗肥肠清炖萝卜，一碗白米饭，经济实惠。肥肠香而不腻，萝卜

入口即化，热汤的爽口怡神和米饭的劲道清香，堪称天作之合。肥肠干饭以南部县的“沈肥肠”

最为有名，在阆中也很常见。

店铺推荐：肥肠干饭很多是跟拉面一起卖的，上述那两家吊汤扯面店也兼营肥肠干饭，古城区内

也有几家，从店招上就可以找到，各家的味道都差不多，区别只在分量的多少而已。

锅盔

锅盔这种传统名小吃在四川各地都很常见，并且各地都有不同的风味，阆中的锅盔也是别具特色

，常见的锅盔有三种，即酥锅魁、红糖锅盔和锭子锅盔。

店铺推荐：1、“道台孙锅魁”，位于学道街与北街交叉处，店子里一半卖锅盔一半卖中药，很好

认。

2、下新街口（离华光楼街口30米）的一家，这里是原市蒸馍厂老地址，卖锅盔已有40年历史。

3、“哑巴锅盔”，位于南街，很有名的一家。

4、“回族锭子锅盔”，礼拜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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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岔路财政招待所斜对面的一个无名露天小摊。

油香

油香是回族人节日和庆典中必吃的一种传统食品。而阆中的油香与别处回族人做的油香不一样，

它不是圆饼状的，而是圆柱形的，很象杯状的蛋糕。炸好的油香外皮油黄酥脆，内瓤松软细腻，

吃起来油味清香。阆中的油香受到了很多外地游客青睐，特别是中老年人，油香中那股久违了的

生菜油味总能让他们勾起以前的回忆。

店铺推荐：1、“回民传统名优特产”，位于北街24号。

2、礼拜寺街是阆中回民聚居地，也是著名的清真食品一条街，街上有不少店铺都卖油香。此外，

在部分旅游商品店也有出售。

(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糖烧馍

糖烧馍也是阆中传统的清真风味小吃，其做法是将上等白面加水合成软硬适度的面团，再揪下一

块块小面团用一根小面杖擀制，制作人一边将小面杖在小案板上敲得当当响，旁连杠炭炉子上放

一块亮铮铮的铁板，做好的烧馍便放在上面烤制，面里面要加适量的蔗糖，表面还要撒一些芝麻

，吃起来又香又脆。还有一种咸烧馍，做法与此相似，只是把糖换成了盐，形状也略有不同。

店铺推荐：大多数旅游商品店和食品店均有出售。

   

                                               35 / 49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923&do=album&picid=31191


�������

阆中：风水古城
3、阆中地方特产

无铅松花皮蛋

阆中松花皮蛋的配方与京津及江南各地用“浸液法”生产的松花皮蛋有很大不同。阆中的松花皮

蛋采用传统的天然原料配方，故不含铅，也无其它有害物质，且含有多种氨基酸和酸纳，呈弱碱

近中性。皮蛋透明，松花清晰，富有弹性；蛋黄油润，略带糖心，桔红透亮；味道纯正鲜美，不

含碱味。可用刀任意切割，做成各种式样的工艺菜，晶莹美观，宛若五彩缤纷的盆景。

店铺推荐：阆中市双龙镇许家桥村，是四川最大的皮蛋生产基地，年产皮蛋达1亿枚以上，在四川

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阆中古城区内有一家许家桥无铅松花皮蛋专卖店——“许家桥皮蛋坊”

，位于南街，有散装的和精装的皮蛋出售。

五香蚕蛹

阆中盛产蚕丝，而五香蚕蛹则是生产蚕丝之余的“副产品”，其作法是将蚕蛹用酱汁浸腌后，放

油锅炸至黑亮、饱满即成，松软嫩爽，香味独特，吃之如蟹黄，味道鲜美。

店铺推荐：五香蚕蛹在大部分蚕丝作坊和部分旅游商品店均有出售，一般为真空无菌包装。

价格：一般是3元/袋。

阆中四绝

有名的“阆中四绝”，即白糖蒸馍、张飞牛肉、保宁醋、保宁压酒，凑巧的是，这四绝全都是可

以放进肚子里的东西，请看下面的详细介绍。

这里有必要提一提“阆苑三绝”，这是近年来新创制的一道风味菜品，现在很多阆中酒店都有这

道菜。它的做法是：首先将牛肉切成小方块，将蒸馍切成小方块，并在油中酥一酥，使之颜色金

黄，而又坚硬。配之高汤，根据不同客人加醋，经文火煮沸即可。就做成了又香又浓的“三绝汤

”，既是汤，又是粥，颜色黄亮，味道鲜美，沁人心脾，而且牛肉酥软，蒸馍爽口，醋味飘香，

具有开味健脾，增强食欲的作用。其实，从游客的角度来说，不管这道菜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光

是一口可以吃掉三种阆中特产，就足够诱惑人了。

白糖蒸馍

白糖蒸馍系清代乾隆时，阆中回民哈公奎创制的一种名小食。它无中式馒头的碱涩味，也无西式

面包的微酸味。1912年，获巴拿马国际博展会银质奖章。1990年10月，四川评出22种省级名小吃

，保宁白糖蒸馍金榜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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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推荐：阆中的白糖蒸馍主要由市蒸馍厂（保宁蒸馍公司）生产，其特征是蒸馍上盖有一个红

色的印章，各旅游商品店和食品店均有出售。

价格：因品种不同，价格也不一样，一般来说都不贵，几角钱一个。

旅人提示：推荐两种白糖蒸馍的吃法：a)用锅蒸，时间不要太长，等蒸馍完全松软了即可，吃起

来清香满口，回味无穷；b)在火上慢慢地烤，等蒸馍烤出了一层黄色的硬壳就可以吃了，这样烤

出来的白糖蒸馍表面硬脆，内部酥软，堪称极品。

张飞牛肉

“张飞牛肉”，本名应该叫“保宁干牛肉”，干牛肉表黑心红，使人联想到三国时驻阆蜀将张飞

，所以有人称之为“张飞牛肉”。干牛肉干而不硬，润而不软，红润鲜亮，味道鲜美，咸淡适宜

，回味绵长，可谓色、香、味俱佳。

店铺推荐：目前阆中的干牛肉的生产厂家很多，最著名的是四川张飞牛肉有限公司和四川阆中华

珍风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除传统的干牛肉外，还生产盐叶子牛肉、麻辣牛肉干、果味牛肉干

、风味软酥牛肉、风味五香牛肉、什锦牛肉、怪味牛肉等种类繁多的产品，各大旅游商品店和食

品店均有出售。

价格：因品种不同，价格也不一样。

旅人提示：a)干牛肉表面的一层黑色涂料，是为了保鲜和衬托肉质红亮，不会污口，也无害处，

请放心购买。b)切干牛肉也要讲究“刀法”。要看清牛肉纹丝横向下刀，越薄越好。这样，切开

的干牛肉，看起来好看，吃起来酥嫩。c)“张飞牛肉”这个品牌目前被四川张飞牛肉有限公司注

册，因此其他牌子的干牛肉的名称都不叫“张飞牛肉”，但其实它们都同出一源，味道相同，任

何一个品牌的牛肉均可购买。

保宁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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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纳兰歇菜 提供)

阆中传统名产，为中国“四大名醋”之一，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保宁醋以大米、玉米、皮为

原料，用砂仁、白蔻、黄连、杜仲等70余味中药为曲药酿制而成。保宁醋色泽棕红、酸味柔和、

酸香浓郁，具有杀菌、防感冒、开胃健脾、清心益肺、降血压、增食欲的功效，有“离开保宁醋

，川菜无客顾”之说。

醋吧：醋本是调味品，但是在阆中这座“醋城”里，醋却被人当成了饮料，自阆中人首开“醋吧

”先河之后，现在的醋吧已经风靡全国各地。现在阆中城内大大小小的“醋吧”已经有数十家，

醋吧里的饮料以保宁醋、阆州醋中的“醋美人”、“雄蚕蛾醋”、“桑椹醋”等饮料醋系列共20

多个品种，顾客根据各自所需提出要求，调制师便会以极品醋为底料调制出味道各异的鸡尾醋酒

，顾客在优雅的环境下捧杯细啜慢品，既享受着酒文化，又品啧着醋文化，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在心头”。

店铺推荐：市内任何一家旅游商品店或食品店均有出售。

醋吧推荐：1、“保宁醋醋吧”，位武庙街靠近西街的街头。

2、“益有醋吧”，西街。

3、“醋圣宫”，南街。

4、“醋王宫”，保宁醋大街，保宁醋公司厂区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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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宁压酒

保宁压酒又称“陈年压酒”，保宁压酒风味独特，甜美柔和，回味绵长，香气馥郁。它象醪糟又

无醪糟浓甜；它似果子酒，又比果子酒纯正。它有果子酒的色味，醪糟的醇香，淡甜中微带一点

酸味。酒量大的人，能满足它的酒兴；酒量小、甚至不饮酒的人，也可举杯共饮。

店铺推荐：阆中上规模的压酒生产企业当属“芳醇酒业”，其商标为“压牌”，另外还有不少小

酒厂生产的散装压酒，价格比较实惠，古城内很多店铺都有售

旅人提示：也许是“压”的缘故，它的后劲很足，贪杯者可不能过量。

                                               39 / 49



�������

阆中：风水古城
  

七、阆中住宿

阆中的住宿分为宾馆酒店类和古居民客栈两类。

   

1、宾馆

桃园大酒店（三星） 

(图片由网友 @湖边钓鱼没钓到 提供)

价格：标准间240元，豪华间360元

地址：阆中保宁醋大街36号  

电话：0817-6251999

旅人点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园林式，别墅式的建筑风格，里面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它的设施

是阆中所有三星级宾馆中最高档的。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非常宁静。

安阁瑞大酒店（三星）

价格：标准间150元，豪华间1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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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阆中张飞大道94号

电话：0817-6269999

旅人点评：阆中一个老牌的三星级酒店，至今成立有十余年的时间。它们以品质著称，无论是住

宿，还是餐饮，会议，在阆中都是首屈一指的。特别是它的桌餐，充满了特色。

金龙大酒店（三星）

价格：标准间140元，豪华间200元

地址：阆中商城路8号       

电话：0817-6270230

旅人点评：阆中第一家三星级酒店，里面设施富丽堂皇。特别是豪华房间，金龙大酒店在2010年

投入重金进行改造。更是把酒店的等级提升了一个档次。此酒店距离阆中古城的入口不到1公里，

非常方便。

   

2、古居民客栈

李家大院 

价格：标准间128元，三人间188元，小姐绣楼280元

地址：阆中武庙街47号

电话：6236500

旅人点评：李家大院最出彩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绣楼了。所谓绣楼，就是以前大家闺秀住的地方哦

。如果你是女性朋友，不妨来体验一下绣楼。

杜家客栈       

价格：普通间160元，豪华间240元

地址：阆中下新街63号

电话：6224436

旅人点评：杜家客栈也是阆中为数不多的三星级古客栈，也是最大的一个古客栈。不过杜家客栈

最鲜明的特点不在于此，杜家客栈最大特色在于袍哥文化，所谓袍哥文化，说穿了就是黑社会。

因为杜家客栈当年是阆中青帮聚集地，黑社会头目之间的会议就在此举行，你也想来参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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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古城高升客栈

价格：标准间120元

地址：阆中古城学道街32号

电话：0817-6230055 18980315515 13890873466

旅人点评：高升客栈就是当年学子们来阆中科举考试是下榻休息的场所，带着小孩入住可以沾沾

当年的灵气，以后考北大，清华，剑桥，牛津，哈佛都不在话下了。高升客栈，步步高升嘛。

土生金钱庄

价格：标准间150元，三人间160元

地址：阆中古城大东街50号

电话：0817-6221880 18990765365

旅人点评：也是古城里面为数不多的三星级古客栈。它距离风水馆不到50米，距离华光楼不到100

米。因为游览古城大多数的游览顺序第一站就是风水馆，所以住在土生金游览古城不用走绕路，

非常的合理。

蒲氏宅第

价格：标准间120元

地址：阆中古城景区笔向街40号

                                               42 / 49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923&do=album&picid=31193


�������

阆中：风水古城
电话：0817-6225819 13700975639 

旅人点评：有着悠久的历史，位于古城的居住区域，远离了商业区的喧哗，更有着古客栈的韵味

。

 

(图片由网友 @纳兰歇菜 提供)

欣悦客栈

价格：单、标准间60元起

地址：阆中古城南街100号

电话：0817-8016974

旅人点评：相对于以上有名气的星级客栈来说，无疑价格有实惠，且主人很热情，颇有家庭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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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阆中交通

自驾

成都来阆中

路线：成都——南充（高速）——阆中（国道212，双向四车道）。约需要3个半小时。

重庆来阆中

路线：重庆——南充（高速）——阆中（国道212，双向四车道）。约需3个半小时。

绵阳来阆中

路线：绵阳——三台——盐亭——南部——阆中，约需3个小时

西安来阆中

路线：西安——汉中——广元——苍溪。约需10个小时。

飞机

阆中的朱家山飞机场正在建设中，距离阆中最近的飞机场有南充高坪飞机场，广元飞机场，绵阳

南郊机场，成都双流国际机场，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分别距离阆中130公里，120公里，200公里，

330公里，32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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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飞机场航班

南充飞机场

南充飞机场属于支线机场，航班较少。目前仅仅开通了北京和广州的航线。下飞机后坐机场大巴

在火车站下，（10元/人）然后步行100米前往城北汽车站。或者打车前往城北汽车站（约20元/人

），南充只有城北汽车站有到阆中的车。

广元飞机场

广元飞机场为支线机场，目前仅仅开通北京和杭州两条航线。广元机场的航班时刻变化较大，详

细情况请咨询0839-3470088，下飞机后打车前往上西汽车站来阆中。

绵阳南郊机场

绵阳南郊机场咨询电话0816-8888899,6357111。下飞机后打车至绵阳富乐车站来阆中。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航班很多，咨询电话：028-85205555 85205333，详细情况请见

http://www.cdairport.com/cdairport/front/index.jsp

下飞机后1、坐机场大巴至民航售票处，转16路公交车到梁家巷汽车站；2、或者坐公交304路在火

车南站下，转16路到梁家巷汽车站；3、坐306到火车北站，步行至城北汽车站，坐汽车来阆中。4

、城北汽车站来阆中班次交少，梁家巷汽车站来阆中班次较多。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航班很多，详细情况见http://www.cqa.cn/u/jichang/

。咨询电话：966666，下车后1、在飞机场旁边的长途汽车站坐车；2、或者坐民航巴士去上清寺

，打车去菜园坝汽车站坐车。

火车

途径阆中的兰渝铁路正在修建中，目前距离阆中较近的火车站有南充火车站，广元火车站，成都

火车站，重庆火车站。

南充火车站

下车后步行100米马路斜对面，即到城北汽车站，坐汽车来阆中。

广元火车站

下车后步行100米至上西汽车站，坐汽车来阆中。

成都火车站

1、下车后步行500米左右至城北汽车站，坐汽车来阆中（此处来阆中的班车车次较少）

2、下车后打车至梁家巷汽车站（10元左右）,坐汽车来阆中。

重庆火车站。

打车至菜园坝汽车站坐汽车来阆中。

大巴

成都来阆中

成都的城北汽车站和梁家巷汽车站都有发往阆中的班车。其中城北汽车站的班次较少，梁家巷汽

车站的班次较多。

1：梁家巷汽车站（也叫北门车站）咨询电话:028-83331872。最早一班6:50，最晚一班18:30，中间

约50分钟一班。路程约5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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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北汽车站（城北客运中心）咨询电话028-83175992。最早一班9:20，最晚一班11:30。

重庆来阆中

1、菜园坝汽车站，咨询电话023-89033877。最早一班7:30，最晚一班18:30。每天的班次都不一样

，详情打咨询电话。

2、江北机场汽车站，咨询电话023-67153484。每天一班，15:30。

南充来阆中

城北汽车站，咨询电话0817-2319193。最早一班6:10，最晚18:40。中间大约半个小时一班。

广元来阆中

上西汽车站，咨询电话0839-3605198。最早一班6:00，最晚14:40。中间还有5班车左右。

出租车

阆中出租车起步价为3元，包含一公里，以后每增加一公里加一元。

旅人提示：到了阆中最好做出租车，因为阆中城不大，打车一般不会超过5元。初次来阆中不是很

熟悉地形，打车会方便很多。

公交

景区内有公交1路，2路，3路，4路，5路，6路，13路以及89路，基本上可以送你去你想去的任何

景点或其附近。车费0.5-2元。

阆中古城内交通

阆中古城里面禁止一切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在古城内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观光车，收费标准

是周一至周五2元/人/次，周末4元/人/次。 

阆中观光车(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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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游古城千叮万嘱

1、阆中旅游咨询电话8238777，6281707。阆中古城内较少公营机构，状元坊门口则聚集了四大行

的ATM和邮局（北侧盐市口街），包括网吧（2元/小时）也要走出古城到东方广场。

2、在大部分阆中旅游介绍中，均建议游客以中天楼作为坐标，但实际上因为古城核心区域又少量

高大的现代建筑，因此在南街几乎是看不到中天楼的，因此建议步行在南街时，以华光楼为坐标

，此外记清楚张飞庙和状元坊的确切位置，对于大家避免走冤枉路也是很有帮助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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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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