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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南竹海：天下翠
  

一、蜀南竹海：万笋翠竹扫去滚滚红尘

还记得在电影《卧虎藏龙》中，男女大侠在一片碧绿的翠竹间，或飞来飞去、或立于竹梢纹丝不

动的场景吗？该片获奖后，有人问导演李安：“片中之万亩翠竹、湖光山色的壮美画面来自何处

？”答曰：“来自川南之蜀南竹海。” 

蜀南竹海，位于四川长宁、江安两县。这里生长着58种竹类，林中嫩竹泻翠，林荫蔽日。风起时

，碧浪掀天；风止时，娴静轻柔，幽深渺远，溪流、瀑布、深潭皆隐于绿荫之中。晴日，天气清

朗，绿光闪烁，碧海耀金；雨天，云缠雾绕，溟溟朦朦，竹影婆娑，如墨似画。竹林成片，茂密

苍翠，郁郁葱葱，涛声阵阵。登高眺望，烟波浩渺，犹如绿色的海洋，甚为壮观，为国内外罕见

。来到这里你才会明白什么叫纤尘不染，什么叫青翠欲滴，什么叫静谧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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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南竹海方位图

2008年奥运宣传片外景拍摄点之百龟拜寿(图片由网友 @不打怪兽 提供)

最佳旅游时间

蜀南竹海年平均气温15.5℃。冬季很少在0℃以下，夏季不超过30℃，无霜期345天。一年四季都适

宜旅游，5 ~8月为最佳，此时的竹子清翠得几乎让人舍不得闭上眼睛。

                                                 5 / 39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01&do=album&picid=310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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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蜀南竹海最棒的体验

   

1、踱步翡翠长廊 清凉世界寻“人面竹”

翡翠长廊是由红色的砂石铺地，竹子往中间合拢，形成200多米红翡绿翠般的长廊。走在翡翠长廊

那茂林修竹间，脚踏红地毯般的红色砂石，耳边松涛阵阵，清新的空气中饱含竹叶的清香，如置

身世外。继续拾阶而上，去寻找、饱览“人面竹”的风姿神采。 

翡翠长廊(图片由网友 @天上的竹 提供)

 旅人提示：所谓“人面竹”，其实皆因竹节酷似笑容可掬的一张张人的面孔得名。它的每一竹

节为一“人面”，而且“脸”有大有小，竹节又犹如一片片光亮的龟甲。

   

2、银色月光下漫步忘忧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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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幽深秀丽的忘忧谷，伴着流水潺潺，或一人独享夜空的静寂，独赏月光；或携家人漫步忘忧谷

，在月光下聆听悠扬的竹乐；或与爱人呢喃低语，共享月光下的点滴浪漫。

旅人提示：忘忧谷夜景不是天天开放，只有在周末晚上8点到12点开放。

   

3、坐竹筏泛舟湖心涤荡心灵

在海中海划竹筏几乎是每个来到竹海游客的必选项目。一来海中海是竹海三大湖中景色之最，电

影《卧虎藏龙》外景地；二来这里的竹筏是100%自助，没有船工，全靠乘筏的游客“自力更生”

，可以尽享欢乐意趣。当你荡起竹桨任竹筏泛舟海中海时，你会将尘寰喧嚣尽付流水而去，即使

有满腹忧愁，也会变忧为乐。 

泛舟海中海(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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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大竹筏每条可乘6人，160元/条；小竹筏每条可乘4人，60元/条，完全自助式的。建议吃过晚饭

后再划，人少一点，景色好一点。

b）仙女湖和海中海划船的区别是仙女湖的湖面小很多，不过湖上有座仙女像，而海中海的湖上就

没有；两个地方的湖面景色都十分漂亮，特别是天气很好的时候。天宝寨和仙寓洞都在半山腰上

，两个景点紧挨着，可以从海中海和仙女湖划船到对岸上去，也可以从仙女湖的停车场走下去。

   

4、乘索道空中观竹波万里

你想过在空中俯看茫茫竹海，领略“万倾竹海波涛涌”的气势吗？那么乘竹海索道将是不错的选

择。蜀南竹海索道全长2742米，相对高度350米，是全国最长的索道之一，乘坐索道俯视竹海，有

惊无险，并可从墨溪谷底直达观海楼、翡翠长廊景区。 

竹海索道(图片由网友 @不打怪兽 提供)

旅人提示：a）索道单程费用：30元/人；往返费用40元/人

b）如果你有自驾车或者已租车，可不用坐缆车，在观海楼等制高点也可俯瞰竹海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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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南竹海：天下翠
5、浪漫七彩湖共许美好心愿

七彩湖畔明月夜，或点一支蜡烛，将寓意两人爱情甜蜜的竹河灯轻轻放入湖中；或将自己最美好

的心愿和祝福放进竹筒里，扔进湖中任其漂向幸福的远方⋯⋯在七彩湖的凝视下，皎洁的月光将

为你祝福，牵起心爱人儿的手，共享月光下的点滴浪漫。

   

6、在悠闲竹海体验风驰电掣

作为以自然生态著称的竹海，既有悠然的“竹林七闲”胜景，又有蓝天白云、七彩飞瀑。对于喜

爱自驾的朋友而言，更是拥有唯一的橡胶沥青路的优势，既可以边悠闲驾驶边赏竹观景，也可以

风驰电掣，在静谧与极致速度中体验双重极致快感。 

竹海自驾(图片由网友 @天上的竹 提供)

旅人提示：自驾车进入景区，需付10元进山费，每个景点外面都有免费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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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与竹有约 享“熊猫竹宴大餐”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要的不瘦与不俗，既要吃肉也要吃竹。”来到蜀南竹海，一定要尝

尝“全竹宴”。每道菜都青青幽幽、自自然然，还没有下筷，就感觉好像到了绿林深处呼吸一样

，舒服极了。 

竹海“全竹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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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蜀南竹海必游景点

蜀南竹海风景区内有景点124个，分布广。整个景区东西长约13公里，南北宽约6公里，其中一级

景点15个，二级景点19个，旺季1月1日—11月30日票价为110元/人/次，淡季票价为60元／人/次，

景区咨询电话0831-4980888。 

鸟语花香——忘忧谷

真正的忘忧地。曲径通幽，翡翠般的竹林遮天蔽日，整个山谷显得十分幽深。走进门楼，踏着盘

曲的石板路溯溪而上，时而走进葱翠的楠竹林，时而穿越竹径竹桥，时而又行进在茂密的慈竹林

中，有说不尽的诗情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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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忧谷(图片由网友 @不打怪兽 提供)

清凉世界——翡翠长廊

位于竹海深处的翡翠长廊，是蜀南竹海的一处胜景，其路面由“色如渥丹、灿若明霞”的自然红

砂石展成，两旁密集的老竹新篁拱列，遮天蔽日。红色地毯式的公路与绿色屏风般的楠竹交相辉

映，形成秀丽壮美的翡翠长廊。这里的道路时起时伏，顶上两旁的修竹争向内倾，几乎拱合，长

廊就显得加倍幽深秀丽，从而成为蜀南竹海最具特色的标志性景观。

斑斓画卷——仙女湖

仙女湖是竹海的闻名景点之一，位于仙寓洞的山顶上，距旅游集散中心万岭小桥十二公里，与仙

寓洞、天宝寨形成仙寓洞景区旅游环线。仙女湖面积三十多亩，湖水清亮碧绿。晨曦初升，夕照

西下，万道霞光中，仙女湖如同一个金色的湖盆，绚丽辉煌。晨雾烟雨中，绿的山翠的竹，又组

成了一幅幅斑斓的水彩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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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南竹海：天下翠

仙女湖(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悬岩绝壁——天宝寨

天宝寨原是一个自然岩腔，上为悬空尽壁，下是千仍峭壁，陡不成攀。这里景色绚丽。晴天，红

色砂石在阳光的照射下金碧辉煌；雨雾天色，云飘雾拂，景色秀丽。洞的四周翠竹环抱，如同自

然樊篱遮挡视线，人行其中，虽惊不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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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南竹海：天下翠

天宝寨(图片由网友 @不打怪兽 提供)

山顶风光——观海楼

为竹海景区最高点，登上楼可以俯瞰整个蜀南竹海景区，旁边有索道可以直接到墨溪，然后可打

车、乘观光车或者步行到达忘忧谷。

姿态各异——七彩飞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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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飞瀑(图片由网友 @不打怪兽 提供)

又名落魂台。不择地而出的泉水，使得深邃幽深的竹海充满灵气；山岩跌宕处，每每作了悬泉飞

瀑。山间数十条姿态各异的瀑布中，最为壮观的，当数七彩飞瀑。七彩飞瀑处在石鼓山和石锣山

之间的葫芦谷中，从深林里流出的水潦河，在回龙桥下分为四级泻下悬崖，落差近200米，蔚为壮

观。

碧波荡漾——海中海

位于翡翠长廊至仙寓洞景区公路的左侧，是仙寓洞景区的第一个景点。是一个人工湖，面积约60

亩。湖中翠竹摇曳的小岛，将湖面分为两半，碧波泛动。湖上可划竹筏；湖边设有茶馆、饭馆等

行动措施。这个处所适合住宿，景区深处的农家乐，很有特色，远离喧哗，住一晚上很是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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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海(图片由网友 @天上的竹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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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南竹海：天下翠
  

四、蜀南竹海周边景

   

1、长江第一古镇——李庄古镇

景点介绍：李庄古镇位于宜宾东郊长江南岸，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古镇”之称。“东有江苏昆山

的周庄，西有四川宜宾的李庄”。周庄的特色是“江南春雨杏花，水乡小桥人家”；而李庄的特

色则是“传承文化有功绩，工艺四绝堪称奇”。 

李庄古镇(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镇内有体现明清时期川南民俗的古街古巷四合院；有很高的古文化欣赏价值的禹王宫、天上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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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岳庙等“九宫十八庙”;有被世界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称为“颇足傲于当世”的旋螺殿等建筑。

走累了，看够了，当然就要吃，“李庄白肉”是你一定不能错过的美味，有“到了李庄不品尝白

肉等于没到李庄”之说。

门票：20元（如果仅仅在古镇中游荡，不收费。）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李庄镇文星街1号

交通：宜宾南岸汽车站从早上到晚上都有去李庄的班车，约半小时一班，空调车4.9元，非空调车

3.9元，行程不到1小时。宜宾到蜀南竹海的路上，路过李庄。

   

2、天下第一大漏斗——兴文石海

景点介绍：兴文石海是我国喀斯特地貌发育最完善的地区之一。因全县石林、溶洞遍及十六个乡

，故有“石海洞乡”之誉。其壮阔景象可跟云南路南石林媲美。

公园包括4个园区：由以天泉洞为代表的200多个大小溶洞组成的洞穴群小岩湾地质园区；以自然

生态著称，汇聚了峡谷、瀑布、湖泊、溶洞、古僰人遗址等多种地质遗迹景观的僰王山园区；形

成于距今4.9亿年的奥陶纪，古石林、千年银杏、溶洞群、翠竹林海相伴相生的太安石林；桫椤树

掩映着凌霄僰人遗址的凌霄城园区。 

兴文石海大漏斗(图片由网友 @不打怪兽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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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南竹海：天下翠
如果没时间去珙县洛表，那么石海里也有僰人悬棺可以看。在景区所造僰寨附近，有的高达100米

，一般也有20米以上。

门票：90元门票+观光车票35元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

交通：宜宾南岸汽车站每20分钟有一班车到兴文，票价30.5元。兴文车站到石林也有很多班车。

旅人提示：在宜宾南岸汽车站也有旅行社安排的石海两日团，价格也不贵。

   

3、神秘的僰人悬棺

景点介绍：僰人悬棺主要集中在麻塘坝和苏麻湾两地。一般游客看的是珙县洛表乡麻塘坝的悬棺

。坝东西宽300米～500米，南北长约1000米，螃蟹溪从坝中穿流而过，溪岸东西对峙着21座连绵

起伏的山崖，悬棺就分布今绝壁上。现存223具，以木桩悬棺为主。置棺高度一般在20米～60米，

高者达100多米。绝壁上还有密如蜂眼的桩孔遗迹和红色彩绘岩画200多幅。岩画内容丰富，有骑

射、舞蹈、杂技和各种动物、武器、几何图形等，形象古朴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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僰人悬棺(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门票：30元/人，导游讲解费40~100元/次。

地址：宜宾市珙县、兴文、筠连等县

交通：宜宾南岸汽车站每天下午两点有一班车去洛表，票价30.5元，到站近5点，需在当地住宿。

如果想节省时间的话，最好先坐到珙县，再转车去洛表，不过即使这样也很难当天往返。

旅人提示：

a）洛表镇上住宿只有2-3家普通招待所，最干净的一家是金利来饭店，提供吃住及停车服务，只

有6间客房有卫生间，其余都是三人间，房间还算干净，均无空调电话，价格也在10~20元/人之间

，餐还算可口。

b）悬棺附近发现了比自贡恐龙还要早的恐龙化石，这也成为了当地的一个热点。

                                               20 / 39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05&do=album&picid=31121


�������

蜀南竹海：天下翠
  

五、蜀南竹海行程推荐

1、蜀南竹海一日游

蜀南竹海景区非常大，如果你没有同行的朋友，没有自驾车，且不想走路走到恼火沮丧，建议你

参加竹海一日游。在宜宾南岸汽车站，有旅行社每天都出团，上午9点半出发，晚上6点回宜宾，

费用188元（含门票、午餐）。

2、蜀南竹海两日游

D1、游览竹海博物馆，忘忧谷，坐索道动态鸟瞰竹海全景，感受空中观竹，领略“万倾竹海波涛

涌”的气势；观云亭俯瞰北京奥运会宣传片取景地--百龟拜寿；游竹海标志景点翡翠长廊，看奇

特的“人面竹”；住《卧虎藏龙》拍摄地--海中海。

D2、渡仙女湖体味筏舟乐趣，览天宝寨读36计壁上石刻，游仙寓洞吸仙人之灵气，午餐后游七彩

飞瀑，龙吟寺和墨溪。 

蜀南竹海景点分布图

3、李庄古镇+蜀南竹海+兴文石海三日游

D1、上午游中国抗战后方文化中心—李庄古镇；

下午游忘忧谷，坐索道动态鸟瞰竹海全景，感受空中观竹，领略“万倾竹海波涛涌”的气势；游

竹海标志景点翡翠长廊，看奇特的“人面竹”；住《卧虎藏龙》拍摄地--海中海。

D2、上午渡仙女湖体味筏舟乐趣，览天宝寨读36计壁上石刻，游仙寓洞吸仙人之灵气；

下午游七彩飞瀑，青龙湖。竹海东大门出坐车前住石海，并住宿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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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观石林、溶洞、大漏斗三大奇观，赏夫妻峰、苗寨、悬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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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蜀南竹海美食

在蜀南竹海美丽的竹林下，一个现实中的江湖世界里，有着众多的江湖美食，令来畅游江湖的游

客目不暇接，回味无穷。

宜宾燃面

宜宾燃面早在清光绪年间，便开始有人经营，其特点是松散红亮、香味扑鼻、辣麻相间。因其油

重无水，引火即燃，故名燃面。不仅本地人喜爱，就是中外游人也赞不绝口。 

宜宾燃面

全竹宴

北京有“满汉全席”，竹海有“全竹席”。全竹宴是以竹笋、竹荪蛋、竹荪菜、竹菌、竹海腊肉

、竹筒豆花、竹筒竹、竹荪酒、竹泡菜等“竹”菜汇成的“全竹宴”。可谓满桌皆是竹，无竹不

成席，令人大开眼界、垂涎欲滴。“全竹宴”共计有十多个大类100多个菜品，每一道菜都与“竹

”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竹的根菌，到竹笋、竹竿，再到竹的枝叶每一部分都得到充分利用。

素雅醇香脆嫩，让人垂涎欲滴。

旅人提示：全竹宴一桌的价格从200到600不等，可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竹筒黄酒

蜀南竹海独有的江湖美酒。相传为三国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在蜀南竹海发明的，更是“

竹林七贤”的聚会指定用酒。具体做法是：在新竹中灌入黄酒并将灌口密封，黄酒随竹生长，待

竹子成熟后再钻孔取酒。由于只能人工制作，无法量产，所以只有在竹海才能够享受。

旅人提示：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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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 

竹筒黄酒(图片由网友 @天上的竹 提供)

竹荪炖鸡面

蜀南竹海内自然放养的土鸡加新鲜竹荪慢火炖制的老汤炮制而成，香飘十里！来到竹海，必吃竹

荪炖鸡面！

鸡丝豆腐脑

鸡丝豆腐脑在三十年代初期，就由宜宾“嘉乐宜”经营，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历史。豆腐脑是由黄

豆浆，过滤去渣烧开，倒入放有一定比例石膏水的缸内轻轻搅 拌，逐渐形成的。食用时，另加入

用金钩墨鱼等调成的鲜汤，再加上鸡丝等佐料即成鸡丝豆腐脑。它色鲜味美，香气扑鼻，入口即

化，回味无穷。若再放蹼醋，则既 开胃，又增进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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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丝豆腐脑

南溪豆腐干

始于清光绪年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由最初小作坊生产的单一品种五香豆腐干发展到现在

的大规模高技术多品种的现代化产业。如今，南溪县专业生产豆腐干较大的现代化企业就有三个

：叶玉林食品厂、庶人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好巴食食品有限公司。继承传统的生产工艺，采用高

新技术和先进设备，形成规模化生产，由原来的五香豆腐干发展为五香、麻辣、金钩、烧烤、泡

椒、火腿、牛汁等七大系列和叶玉林、庶人坊、好巴食三个品牌近三十个品种。南溪豆腐干制作

工艺精细、用料考究、风味独特、口味细腻、鲜香柔韧、营养丰富、老少皆宜，深得人们喜爱，

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地方特产，产品供不应求，仅能满足附近地区需求，外省极不易买到。

沙河豆腐

有数百年生产历史。由于独特的水质和制作工艺，使沙河豆腐具有皮绵肉嫩、色泽纯净的特点。

可烹制近百种美味菜肴，其豆腐全席久负盛名。沙河豆腐不愧为一枝独秀的“川南名肴”。

筠连水粉

出自宜宾筠连县内独具特色的风味小吃，在川南、滇东北享有较高名气，其具体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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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筠连当地产的红苕粉加冷水拌匀（以不起粥为好），放在穿孔的瓢内，经拍打入开水内几分钟

后即可制成熟的粉料，呈粉条型带丝状。食用时将粉料放入开水锅内浸煮几分钟，漏瓢捞起放入

碗内，加入调料即制成水粉。可根据各人口味的不同，制成酸辣水粉、麻辣水粉、三鲜水粉、鸡

汁水粉、肥肠水粉等。其中的酸辣水粉最为著名，其特点是味道鲜美、粉丝白亮、柔韧有嚼劲，

而酸辣味具有的开口味、促食欲、发汗醒脑之功用特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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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蜀南竹海购物

竹海孕育了博大精深的竹文化，也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土特产，这其中大多与竹有关。景区内外都

有购物一条街，有各类土特产、竹制品等。

五粮液

完全不用介绍！唯一需要提醒的是，在蜀南竹海中买到的，也许是最正的。

江安李子

江安李子，蜚声天府，在著名果树专家喻德俊的《中国果树分类学》书上，江安李被列为六大优

良品种之一。其分为大白李、小白李、香灰李、珠沙李、牛心李、鸡血李、桐子李等十多个品种

，尤以大白李最佳。江安李早年曾作皇帝贡品，有三个特点：尾眼内凹，核肉分离，清香脆嫩。

磕粉

江安磕粉，1987年获得中帝部优质产品奖，驰名全国。其用纯精糯米加工制作而成，营养丰富，

是人们喜爱的美食。产于县南红桥镇，有一百多年历史。红桥的磕粉猪儿粑在清朝时就很出名。

竹笋与竹荪

主要产于蜀南竹海，品种较多，如鸡爪委笋、黄竹笋、苦竹笋、水竹笋等，最有名气的要算楠竹

笋和青笋，楠竹笋分冬笋和春笋，加工成笋干，最有名的就是“玉兰片”。江安是烹饪公认的名

贵竹荪产地。江安竹荪主产于蜀南竹海，其肉脆味香、鲜美可口。可用于清蒸、清炖鸡、鸭等，

入汤、烩制也可。

竹工艺

竹工艺，久负盛誉，自明代以来，历经数百年历史，以其粗犷、质朴、精美的艺术特色，在1919

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夺得金奖。至今已拥有竹簧、竹筷、竹筒、竹根雕、竹编、竹家具、竹建

筑等七大类数午种工艺产品。

竹簧，取材于楠竹筒内壁，色泽牙黄，用它镶嵌、雕刻、制作的珠宝盒、镇纸等工艺品，典雅豪

华，被誉为“竹象牙”。

竹筷，以镂空雕狮头筷为上乘工艺品，有含宝、空花、采宝、单双狮等数十种产品，远销海内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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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工艺品(图片由网友 @天上的竹 提供)

竹筒，以凹竹、人面竹为原料，分空

、古雕、皮雕、阳雕、阴雕等类别，雕刻出龙凤、人物、山水等，倍受人们珍爱、收藏。

竹根雕，利用废弃的竹根，变废为宝，以其特殊的造型，雕刻出寿星、罗汉、仕女及飞禽走兽，

深受游人青眯。

竹编，用竹材开成细竹丝，编制出花篮、果盘、酒具、茶具等器物，造型质朴美观。

竹建筑，以楠竹为建材，修建的亭台楼阁，造型别致，朴实大方，最具地方特色。同时，在豪华

馆所，以竹装饰、竹时修其间，更显风流，现已被广泛运用于各大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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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竹海住宿

竹海内有两个乡，万里镇和万岭镇。游览竹海，第一晚建议住万里镇。除星级宾馆外，万里镇另

有许多农民自办的宾馆、度假村、招待所等，一般都比较干净，服务态度也很好。游览竹海第二

晚建议住在万岭镇，这里也有一些农民自建的宾馆。另外在观海楼到翡翠长廊分布着不下10家民

宿，海中海边上也有，基本所有的农家乐都提供就餐，菜肴自然以竹笋类为主打。 农家乐住宿都

是可以讲价的，能讲多少就看各自的本领了。而且吃饭也是可以讲价的，一般老板手里都会有几

套同样菜品不同价格的菜单。

   

1、宾馆

世外桃园度假酒店（五星）

地址：长宁县竹海镇

价格：豪华标准间600元

电话：0831--4999999

旅人点评：

酒店一面临山，三面环水，依山傍水，湖光山色。拾一小凳，拣一鱼杆，轻风微波，或于湖岸垂

钓，或乘游艇观景，看沉鱼戏水，鹭击长空，如画卷，似世外，别有一番人与自然和谐相依的情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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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外桃源度假酒店(图片由网友 @天上的竹 提供)

蜀南宾馆（三星）

地址：竹海西大门附近的万岭镇

价格：300元左右/间

旅人点评：目前竹海景区内最好的宾馆

竹海山庄（二星）

地址：竹海万里镇

价格：200元/间

旅人点评：

园林式建筑，有分体式空调，有热水，房间内没有电话，100来个床位，是竹海万里镇最好的宾馆

。

竹海宾馆（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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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万岭镇

电话：0831-4980000 6077638

价格：标间170元起

旅人点评：

蜀南竹海腹地，中国古典庭园式建筑，翠竹掩映、竹枝飘香、环境幽静，是旅游、渡假、会议的

理想下塌处。

   

2、农家乐

竹海人家

地址：竹海翡翠长廊至挂膀岩200米处

价格：100元起

电话：0831-4970158  0831-6013111

旅人点评：宜宾市旅游局评定为四星级的农家乐，条件较好。 

竹海人家(图片由网友 @不打怪兽 提供)

箐云山庄

地址：地处竹海博物馆和忘忧谷中心

价格：60-100元每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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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31-4980180 15908396969 15908396677

旅人点评：地理位置很好，距忘忧谷最近的农家乐，令配有接送车辆。

墨溪山庄

地址：竹海博物馆和墨溪之间

电话：0831-4980201

价格：标间100元起

旅人点评：

离墨溪、索道、忘忧谷和博物馆都比较近，里面的菜还不错，住宿条件也比较好，价格方面也比

较的温柔。 

陈家院子(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陈家院子

地址：竹海旅游景区中心

电话：13568107791 13558954068

价格：105元

旅人点评：

位于海中海景点的湖边，是蜀南竹海农家乐中最具特色的农家乐，紧邻湖边，环境特别优雅，无

论品茶、就餐、住宿，均是最佳的选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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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如何前往竹海

1、自驾

a）成都出发

成都至蜀南竹海约335.6公里，沿成都—重庆高速公路，路过龙泉、简阳、资阳、资中、内江；之

后转道内江—宜宾高速公路，路过自贡市、宜宾市，此段全程均为高速公路，共计约265公里，正

常约需2-3小时，路况极佳；之后从宜宾前往竹海。

旅人提示：

由长宁县到竹海西大门，此段路全程双车道二级水泥路面，路况极佳，行驶很是舒适，特别是要

进竹海景区了，路旁的竹林开始茂密，心情也为之舒畅。此段路约70公里。要真正到达景区腹地

还得走一段盘山公路，全程约18公里，路面全是双车道水泥路，但弯道很急，坡度也很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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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重庆出发

从重庆到竹海距离差不多，沿重庆—成都高速公路到内江，转道内江—宜宾高速公路，之后从宜

宾前往竹海。

c）从成都及重庆出发另外还有一条路可以走，沿成都—重庆高速公路，途经龙泉、简阳、资阳、

资中、内江，再继续沿此高速公路到隆昌后转道隆昌—泸州市—纳溪高速公路，再从纳溪到江安

县城，从江安县城到竹海东大门进入竹海。全程330公里，路况良好。公里数及时间与上述路线差

不多。

旅人提示：

宜宾和竹海之间的路况相当好，但是晚上没有路灯，而且有一些路边的居民会在路上骑自行车或

者走路，所以晚上开车一定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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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飞机

蜀南竹海所在的长宁、江安两县境内没有机场，外地游客游览竹海可在宜宾、成都、重庆、泸州

中转。宜宾每周有定期航班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口和昆明等城市。机场位于宜宾市

菜坝镇，距市区7公里，可乘8路公交车或出租车来往。

3、火车

蜀南竹海所在的长宁、江安两县境内没有火车站，可在宜宾中转。宜宾已实现全国铁路联网，成

昆铁路(成都--昆明)由北而南纵穿宜宾辖区，每日有多次客运列车进出宜宾；由宜宾火车站乘坐火

车可北至成都、重庆，南抵昆明、贵阳等地。宜宾市火车站在翠屏区西郊，可乘1路、5路、6路、

10路、11路公交可前往，咨询电话0831- 7812401。

4、汽车

a）成都出发

成都新南门车站有至竹海的直达班车，天天8：00发车，行程4小时，票价85元。

b）重庆出发

在重庆坐三个小时摆布的汽车到宜宾市(80～90元摆布)；或者可以坐火车，从成都到宜宾6～7个

小时摆布，座位票25元，到宜宾有直达竹海的班车，票价20元。

c）宜宾出发

宜宾南岸客运站（3路，4路公交车可达）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6点之间每15分钟有班车发往长宁县

城，车程约1个小时，票价13.5元，咨询电话：0831-233372。长宁县城至万岭镇（竹海）7:15-17:45

每15分钟一班，票价5元，车程约40分钟。

宜宾南岸客运站每天9:30还有一趟车直达竹海，票价20元，会直接送你到博物馆或缆车站口。

旅人提示：

也可以在大观楼下问那些停着的出租车15元一个人，坐满就走，也挺快，不过车只到长宁县城，

到县城后还要换车到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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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竹海景区内交通

竹海景区非常大，区内各景点相隔的距离都是几公里，而景区在“十一”前后才可能有临时景区

交通车，其余时间只能指望半天才出现的一辆摩托车或者私人运营小车。所以要提前联系好景区

要包的车，车价一天150—200元左右，随淡旺季有所浮动。（竹海西大门前停有出租车，也可到

达后现砍价） 

竹海观光车(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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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游竹海注意事项

1、景区加油站在西大门西边约7公里相岭加油站，电话0831-4911777。竹海里面没有加油站，而在

竹海里面又要东西两头跑，还涉及到驱车上山，所以务必要保证汽车在进竹海前有足够的汽油。

2、竹海的门票是不限定在里面待多久的，但是出来以后就失效，如果想临时出竹海（比如出去吃

饭，加油）可以跟售票的人员说车没有油了要去加油，这样售票员会在你的票上盖章，这样就可

以再次进入竹海而不用买票了。

3、蜀南竹海里湿度比较大，挑房间一定要挑楼上不靠山的房间，不然床和被子有可能会很潮，晚

上睡着就不舒服了。

4、在墨溪边上可以坐索道到达观海楼，然后从观海楼经过翡翠长廊又可以坐索道到达仙寓洞那边

，没有自驾车或包车的朋友可以沿着这条线从蜀南竹海西边到达东边，有车的朋友可坐可不坐。

5、观海楼、天宝洞和仙寓洞有所谓的免费导游，大家不要上当，这免费导游实际上是要忽悠大家

去旁边庙里烧香，烧香还是免费的，然后就会有一系列付费的活动，比如算命、开光等等。如果

你不消费，那么这个免费导游就不会为你免费讲解了，当然，就是你消费了她也不会讲出多少东

西来。

6、海中海和仙女湖划竹筏还是比较费体力的，各位玩家在去玩之前最好锻炼一下体能，要不就至

少4个人划一个竹筏。

7、竹海内吃饭价格较高，想省钱的话可以吃方便面，5元一盒，包泡好。景点入口的地方有很多

卖小吃的小摊小贩，小吃种类也很多，味道都很不错的，价格也不是很高，建议品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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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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