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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顶观景平台  站 在 群峰

环合的孤峰之上，环顾玉峰素

裹的四壁，横陈西天的贡嘎雪

山，峨眉山的风骨俊朗、精神

逸韵尽收眼底。 
 
 双桥清音 在清音阁，可看

到山光水色，闻到花草芬芳，

听到流泉清音，触摸到亭台碑

石。古今游人多称誉为“峨眉

山第一风景”。 
 
 峨眉山灵猴 嬉闹顽皮、憨

态 可 掬 又 极 通 人 性 ， 见 人 不

惊、与人相亲、与人同乐，给

游人带来无数欢乐，成为峨眉

山的一道活景观。 
 

 时机 Timing 

春 峨眉的春色，美就美在山顶、山脚的景致各不相同。杜鹃

花、桃花、报春花以及各种不知名的野花竞相开放，山花中还

夹杂着残存的冰花，成为一道奇特的丽景。 

夏 峨眉山是避暑的胜地。在这远离都市的世外桃源，空气清

新，溪水淙淙，满山的清凉透彻肺腑。 

秋 峨眉山最优雅的季节。峨眉金秋，是七彩也画不透的山之

骨骼；峨眉红叶，是普贤飞升俯瞰人间而流下的红尘泪；峨眉

彩林，是天际彩虹留给人间最华丽的背影。 

冬 这里有亚布力的冰雪，有吉林的雾凇，更有海南的阳光；

还有氡温泉；这里的冬天汇集春夏秋冬四季美景。 

 贴士 Tips 

①峨 眉 山客 运 中心 在 峨眉 山 市区 ，峨 眉 山旅 游 客运 中 心在 峨

眉山 景 区报 国 寺片 区 。  

②请 妥 善保 管 好自 己 的行 李 和物 品，可 寄放 在 猴区 管 理站 行

李房 ， 不要 让 猴子 发 现你 的 手提 袋 ，以 防 被夺 。  

③峨 眉 山冬 季 独具 特 色。 但需 注 意保 暖、 防滑 ，最 好 在洪 椿

坪附 近 的茶 棚 子购 买 冰抓 和 草鞋 。  
 

 便利 Convenience 

  特价酒店  度假线路  特价机票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5111_1689919_EMeiShan.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dest/sce/emeishan/385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chengdu-1.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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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山看点 
佛教圣地 

峨眉山能成为著名的风景名胜区，这与其古时的佛教文化是

分不开的，尤其是宋代被名为"普贤道场"，则成为了我国"四

大佛教名山"之一。佛法无边，弘扬佛理，灯火盛燃至今。 

峨眉山佛教徒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他们遵照佛教仪规，僧

人坚持朝暮课诵，佛节佛事活动。早课于每日凌晨五至七时

举行，课诵内容不分单日双日，以事务繁简有所变通。晚课

于每晚餐后举行。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丹枫烂漫提供） 

 

峨眉武术 
峨眉武术与少林、武当并列为中华武术的三大流派。其中，

峨眉武术距今已有 2500 年历史，是历史悠久创派最早的武

术流派，比少林武术早 1000 年，比武当早 1600 年，是中华

武术的发源地。 

 

灵猴 
近年来，游人以喂猴、戏猴为乐趣，而形成了峨眉山猴见人

不惊，与人相亲，与人同乐的友好氛围，成为了峨眉山的一

道活景观。 

目前，峨眉山猴约 400 余只，分为三群。大坪和洪椿坪的猴

群，野性未改，颇具“绿林”霸气，常于扁担岩、九十九道

拐等险要之处向游人干些“剪径”的勾当；华严寺和遇仙寺

的猴群，如“大家闺秀”，深居简出，待人彬彬有礼；仙峰寺

和九老洞的猴群，则是“山林隐士”，常嬉戏玩乐于林中泉边，

与游人互不干扰；唯有洗象池一带的猴群，常自由出入殿堂，

见人不惊，与人同乐，只是慑于“佛法”，不敢偷食供果，但

受居士和游人的赏赐不少，享尽了口福。 

四大奇观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展辰提供） 

 

云海：天气晴朗日子，站在舍身岩前，浩瀚无际的白云在岩

下翻涌，山峰犹如座座孤岛，只现出青葱的峰巅。云海瞬息

万变，时而平铺絮绵，称作"云毯"；时而波涛漫卷，称作"云

涛"；时而簇拥如山，称作"云峰"；时而聚结蓬堆，称为"云团

"；时而分割如窟，称作"云洞"。随着风势，云层缥缈多变，

神奇莫测，如骑龙跨凤，车舆队仗，飞禽走兽。 

观赏地点：金顶景区 

观赏时间：早上：9：00-10：00 下午：3：00-4：00 

 

日出：黎明前的峨眉山金顶，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伴随着旭

日东升，万道金光射向大地，峨眉山在金光中呈现出它全部

的秀美身躯。 

观赏地点：金顶景区 

观赏时间：夏季：6：00 冬季：7：00 

 

佛光：看上去是一个七彩光环。而人影在光环正中。而且人

影随着人而动，变幻之奇，出人意外。 

观赏地点：金顶景区 

观赏时间：早上：9：00-10：00 下午：3：00-4：00 

 

圣灯：金顶无月的黑夜，舍身崖下夜色沉沉，有时忽见一光

如萤，继而数点，渐至无数。在黑暗的山谷间或明或暗，时

聚时散，飘忽不定。佛家称它为“圣灯”。 

观赏地点：金顶、灵岩寺、伏虎寺、华严顶、洗象池 

观赏时间：晚上 9 点左右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http://www.17u.com/blog/2391043#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841531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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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信息 
峨眉山进山门票 
全票：185 元/人（身高 1.1 以下儿童免票） 

淡季票：110 元/人（淡季时间：每年 12 月 15 日——次年 1

月 14 日） 

注：门票均不含保险、观光车票、寺庙门票和索道等费用。 

 

寺庙门票 
伏虎寺：6 元/人 

万年寺：10 元/人 

报国寺：8 元/人 

 

观光车票 
全山往返 90 元/人， 

万年寺/五显岗车站往返 70 元/人 

高山段往返 50 元 

中山段往返 40 元  

 

中山段：报国寺车站、五显岗车站、万年寺车站 

高山段：零公里车站、雷洞坪车站 

 

报国寺客运中心—万年寺   20 元/人 

报国寺客运中心—五显岗   30 元/人 

报国寺客运中心—雷洞坪   50 元/人 

报国寺客运中心—零公里   20 元/人 

万年寺车站—雷洞坪       30 元/人 

零公里—雷洞坪车场       15 元/人 

雷洞坪—五显岗车站       30 元/人 

 

景区客运中心发车时间： 

1．每年 11 月 1 日—4 月 25 日 07：00—16：00 

  注：上午每半小时一班，十二点开始每小时一班 

2．每年 4 月 26 日—10 月 30 日 06：00—17：00 

  注：全天每半小时一班车 

3．黄金周：05：00——17：00 

  注：上午每十分一班，下午每半小时一班 

 

 

峨眉山滑雪场 
滑雪：80/人/小时； 狗拉雪撬：60/人/次  

雪上山地车：30/圈/人； 滑雪服：20/套/人  

滑雪帽：5/次/人； 手套：5/双/人  

滑雪圈：单人 60，双人 80/小时 

滑雪场每天 9:00 开始营业，17：00 停止售票。 

 

索道票价 
峨眉山万年索道：（索道运行时间 6:40--18:00） 

旺季：上行 65 元/人，下行 45 元/人； 

淡季：上行 30 元/人，下行 20 元/人 

 

峨眉山金顶索道：（索道运行时间 6:40--18:00） 

旺季：上行 65 元/人，下行 55 元/人； 

淡季：上行 30 元/人，下行 20 元/人 

（身高 1.1 米以下儿童免票。身高 1.2-1.4 的儿童半票）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zhiminlu 提供）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http://www.17u.com/blog/5066446#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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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峨眉山 
峨眉山地理位置 
峨眉山位于四川省西南边缘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北距四川省

省会成都约 130 公里，东距历史文化名城乐山约 35 公里。 

 

飞机 
峨眉山风景区紧临成都、绵阳、重庆三大航空港，每天均有多

次国内、国际航班。其中，离成都机场仅 120 公里，为全高速

公路，乘车 90 分钟即到。 

 

>>预订成都特价机票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 峨眉山景区 
第一种方式：从双流机场乘民航大巴（线路为机场—岷山饭店

—城北火车站），在岷山饭店下车后，步行 10 余分钟，就可到

成都旅游车站——新南门车站，换乘直达峨眉山的旅游大巴。 
 

第二种方式：成都双流机场每天 14 点、15 点，有两班汽车直

达乐山市区，票价 55 元。乐山市区几大车站都有到峨眉山的

班车（发车时间 7：00—18：30，滚动发班）。 
 

第三种方式：从机场坐出租车讲价大概二、三百元。 

 

长途汽车 
各地都有到峨眉山的长途汽车，如果没有，可以乘坐长途汽车

到乐山或者成都，再坐长途车到峨眉山。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起点站 终点站 票价（元） 发车时间 咨询电话 

成都新南门车站 峨眉山客运中心 43 30 分钟一班 
028-85442046 

成都新南门车站 乐山客运中心 45 30 分钟一班 

重庆菜园坝车站 峨眉山客运中心 126  
023-89033855 

重庆菜园坝车站 乐山客运中心 111  

乐山客运中心 峨眉山客运中心 8-12 10 分钟一班 0833-2450710 

峨眉山旅游客运中心站 成都新南门 45  
8 ： 00-18 ： 00

每小时一班 

0833-5591204 
峨眉山旅游客运中心站 乐山大佛 12 

8 ： 00-12 ： 00    

13：30-17：30 

峨眉山旅游客运中心站 绵阳 85 13：30 

峨眉山旅游客运中心站 泸州 95 7：40 

峨眉山旅游客运中心站 重庆 115 8：30 

 

峨 眉 山 客 运 中 心 在 峨 眉

山市区，峨眉山旅游客运

中 心 在 峨 眉 山 景 区 报 国

寺片区。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chengdu-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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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 
峨眉站是中国西南铁路主线之一——成昆线上的主要站点，

游客可乘 K145、K113、K165 到昆明或 K117 至攀枝花的火

车到峨眉火车站下车。 

峨眉火车站距离峨眉山风景区约 10 公里，乘车约 15 分钟。

也可乘火车到达成都站，乘公交车到成都新南门车站转乘旅

游中巴车进入景区。 

 

峨眉山火车站 → 峨眉山景区 
① 乘坐公交车：在火车站乘坐 1 路公交车到喷水池（车费 1

元，大约需要 6 分钟）转乘五路公交车到报国寺旅游客运中

心（车费 1.5 元，大约需要 10 分钟）。    

② 乘坐出租车：从峨眉山火车站乘坐出租车到报国寺旅游客

运中心需要 15 元，大约需要 13 分钟。 
 

 

自驾 
陕西省方向 
从广元入川后，经绵（阳）广（元）高速转成（都）绵（阳）

高速到达成都后，经成（都）雅（安）高速转成（都）乐（山）

高速，直达乐山、峨眉山。 
   

甘肃省方向 
从九寨沟、黄龙景区到青城山、都江堰景区，到成都后，经

成（都）雅（安）高速转成（都）乐（山）高速，直达乐山、

峨眉山。 

 

重庆方向 
经渝（重庆）宾遂（宁）高速接转成（都）南（充）到达成

都后，经成（都）雅（安）高速转成（都）乐（山）高速，

直达乐山、峨眉山。 

经成（都）渝（重庆）高速到内江后，接转内（江）宜（宾）

高速，在自贡出高速，经荣县到乐山、峨眉山。 

经成（都）渝（重庆）高速到内江后，接转内（江）宜（宾）

高速转乐（山）宜（宾）高速，直到乐山、峨眉山。  

 

云南省方向 
从攀枝花入川后，攀枝花→西昌→雅安→乐山→峨眉山。 

从宜宾入川后，经内（江）宜（宾）高速，在自贡出高速，

经荣县到乐山、峨眉山。 
     

内部交通 
公交车 
1 路（一中校——火车站）：起点在峨眉一中，途经喷水池、

人民医院、中医院、峨眉山九珠（长途）客运中心、火车站。 
 

注：自长途汽车站、火车站下车后，可在站外乘坐 1 路车进

入峨眉市区。 
 

5 路（市区——伏虎寺）：起点在市区名山路中段公交公司，

游客乘坐此线公交车可达天下名山牌坊、峨眉山景区旅游客

运中心、峨眉山饭店、灵秀剧场、灵秀温泉、峨眉山大酒店、

红珠山宾馆、报国寺、伏虎寺。 
 

注：在市区乘坐 5 路公交车，可进入峨眉山风景区。 

出租车 
峨眉山市出租车起价 5 元，打表计费。 
 

顺风出租车公司：叫车电话，0833—5534222； 

金顶出租车公司：叫车电话，0833—5531555； 

凤凰出租车公司：叫车电话，0833—5547666 
 

乐山市出租车起价 3 元 2 公里，另加 0.5 元燃油附加税，打

表计费。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7 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在春节、清明、

劳动节、国庆节 4 个法定节假日及连

休日可免费通行收费公路(含收费桥

梁和隧道)。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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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车 
全山往返 90 元/人。 
 
旅游观光车运转时间： 

报国寺客运中心-五显岗、万年寺、雷洞坪车站最早班次：7:00  

报国寺客运中心-五显岗、万年寺、雷洞坪车站最晚班次：

16:00 
 
雷洞坪车站-万年寺、五显岗、报国寺最早班次：8:30 

雷洞坪车站-万年寺、五显岗、报国寺最晚班次：18:00 
 
五显岗、万年寺车站-雷洞坪车站最晚班次：16:30 

 

滑竿 
也称“轿子”，用两根结实的长竹竿绑扎成担架，中间架以竹

片编  滑竿成的躺椅或用绳索结成的坐兜，前垂脚踏板。乘

坐时，人坐在椅中或兜中，可半坐半卧，由两轿夫前后肩抬

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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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区公路 
峨眉山景区公路全长 61.69 公里，其中主线起于峨眉山市峨

山镇杨岗，经黄湾、两河口、万年寺、零公里、雷洞坪，止

于接引殿，全长 51 公里。杨岗至零公里以下 38.69 公里为沥

青混凝土路面，零公里至接引殿 23 公里为水泥混凝土路面

（28KM—29.2KM 为彩色水泥土路面）,全线危险路段为不

锈钢防撞护栏，并设置交通警示标志标识。 
 

除始发站报国寺旅游客运中心，沿途有 4 个站点（以海拔高

度从低到高排列）依次是五显岗车站、万年车站、零公里车

站、雷洞坪车站，且每个车站都有车场停放自驾车。冰雪季

节（每年的 11 月份——次年的 3 月）只能开到零公里停车

场，然后换乘景区的观光车上山。 
 

五显岗停车场、万年寺停车场：停车 24 小时 35 元/辆，8：

00—18：00 时 15 元/辆，18：00—次日 8：00 时 20 元/辆。 
 

零公里停车场、雷洞坪停车场：停车 24 小时 30 元/辆，8：

00—18：00 时 10 元/辆，18：00—次日 8：00 时 20 元/辆。 

 

索道 
金顶索道：起于接引殿，至于金顶，全长 1164 米，中间无

支架，车厢容量 100+1 人，运行时间 3 分钟，每小时客运量

1200 人，也是目前国内运量最大的索道。 
 
旺季：上行 65 元/人，下行 55 元/人 

淡季：上行 30 元/人，下行 20 元/人 
 
万年索道：起于万年停车场，至于万年寺，全长 1480 米， 51

个车厢，每个车厢可坐 6 人，最快速度为 5 米/秒，每小时运

载量为 1660 人。 
 
旺季：上行 65 元/人，下行 45 元/人 

淡季：上行 30 元/人，下行 20 元/人 
 
索道运转时间： 

金顶索道最早班次：6:00；金顶索道最晚班次：18:00（冬季

运行时间：11 月 10 日---次年 1 月 31 日：07：30-18：00） 
 
万年索道最早班次：7:30；万年索道最晚班次：18:00 

 

景区步行道 
报国寺至伏虎寺 1 公里 

伏虎寺至清音阁 12 公里 

清音阁至五显岗停车场 1.5 公里 

清音阁至一线天 1 公里 

一线天至生态猴区 0.5 公里 

生态猴区至洪椿坪 4.5 公里 

洪椿坪至九老洞 15 公里 

九老洞至洗象池 12.5 公里 

洗象池至雷洞坪 7.5 公里 

雷洞坪至接引殿 1.5 公里 

接引殿至金顶 6 公里 

金顶至万佛顶 2 公里 

清音阁至万年寺 2 公里 

万年寺至洗象池 14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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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国寺 
报国寺是峨眉山的门户，坐落于峨眉山脚下，背靠雄伟的光

明山，面对秀巧的凤凰包，是峨眉山最大的一座寺庙，被称

为峨眉山第一景。 
 

寺内殿宇四重，掩映在苍松翠柏间，还有新建的亭台楼榭和

精巧雅致的花园。报国寺中有三件珍宝，一是七佛殿内永乐

十三年（1415 年）建造的高 2.4 米的巨型瓷佛；二是高 2.3

米、重 25 吨的大铜钟；三是高 7 米、四周铸刻有 4700 余尊

佛像和华严经全文的 14 层“华严铜塔”。 
 

门票：8 元/人。 

 

第一山亭    

第一山亭，位于低山游览区中心，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铜亭，

也是游客步行入山的起点。 
 

亭上“第一山”三个大字熠熠生辉。亭高 16.1 米，重檐翘角，

精工巧构， 气宇轩昂，金碧辉煌。亭四匾分别书“第一山”、

“峨眉山”、“大光明山”、“皇人之山”，这几种称法代表了峨

眉山在中国名山、佛教和道教中的显著地位。亭子中间屹立

着全铜铸造的标志物，高 2.5 米，宽 2 米，为“水浮莲花托

起的晶莹宝石”。 

 

迎宾滩 
四周绿荫环绕，峨眉山泉从石上流下，色如白练，似明珠镶

翡翠，水花跳跃奔腾，水声欢快歌唱，代表着热情好客的峨

眉山人欢迎着来四五湖四海的宾客。 

 

峨眉山博物馆 
位于风光秀丽的峨眉山报国寺凤凰湖畔，将峨眉山有文和自

然景观融为一体，突出展示峨眉山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博大精

深。展厅由两大类六个厅组成，即影视厅、地质厅、生物厅、

历史文化厅、佛教艺术厅和古书画厅。 
 

开放时间：8：30－18：30 

 

清音阁 
清音阁是一处独具建筑风格的山水园林寺庙，以寺为中心、

方圆 4 公里亭台楼阁、青山绿水组成一幅天然山水图。 
 

在清音阁下方有一接王亭，左、右两江为白龙江、黑龙江，

二江之上的拱桥状如彩虹，凌空跨越，名“双飞桥”。二江汇

合之处名凤凰嘴，上有牛心亭，朱栏红柱，凭栏可观亭下有

一黑色巨石，状如牛心，上流二江绕石环流，水击石上，银

花飞溅，清脆山谷，恰似古琴抚弄，故名“双桥清音”。园林

学家称它是有声的诗，立体的画。“双飞两虹影，万古一牛心”，

写出了“双桥清音”的风韵。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美鱼儿提供） 

 

清音平湖 
清音平湖位于清音阁，面积 30 万平方米，是绿色生态湖，水

质纯净，清澈透底。四周青嶂翠峦环抱，古木参天，湖如碧

玉嵌入其中，深深浅浅，点点滴滴，真不知是树映绿了湖，

还是湖染绿了树。 
 

这里夏秋清凉，为避署休闲度假的胜地；即使是在冬季和春

寒料峭的初春，没有寒风寒流相逼，仍然温适如画，翠色生

烟。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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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虎寺 
始建于唐代，南宋绍兴年间改建，清顺治年间，贯之和尚重

建，历时二十载，为全山最大寺庙之一。进入寺门便是弥勒

殿，殿内供金身泥塑弥勒坐像，两侧分塑四大天王坐像。弥

勒殿之上，为普贤殿，供奉普贤金身。最上一殿供三尊大佛，

金身辉煌，法相庄严。虽为三身，实乃一佛。大雄宝殿左侧，

有华严塔亭，亭内有“华严宝塔”一座。大雄宝殿左后侧山

崖上，为全山最大之罗汉堂。 
 

门票：6 元/人。 

 

仙峰寺 
仙峰寺，古名延慈寺、慈佛院。又名仙峰禅院。明万历四十

年（公元 1612 年）扩建。明末毁于火。清乾隆年间再建。

寺内有弥勒殿、大雄宝殿、舍利宝殿、餐秀山房等。寺宇屋

面全为锡瓦、铝皮所盖，衬托于浓翠欲滴的苍藤古树之中，

有“碧海圭玉”的美誉。是峨眉山道、佛两教发展变迁的典

型代表。仙峰寺外天皇台上有一“仙皇台”石，相传轩辕黄

帝曾来峨眉山访道，在此遇天真皇人。 

 

黑龙江栈道  

黑龙江栈道是清音阁景区的一泉峡景观，位于黑龙江上白云

峡内，距清音阁西面 1 公里。 
 

黑龙江源出九老洞下的黑龙潭，经洪椿坪，至清音阁，会白

龙江流入峨眉河。在牛心岭下，沿着黑龙江西行上山，山径

总是在江两岸萦回纡折。旧时步行需来回涉水踏石过溪，并

在乱石中淌水行走，故而这一带山道俗名“二十四道脚不干”。 

 

一线天 
一线天在清音阁西的黑龙江峡谷，两岸对峙，险如刀削，宽

约 6 米，最窄处仅宽 3 米，倾崖壁立，直落江底，形势十分

险要。 

自然生态猴保护区 
峨眉山灵猴是峨眉山的精灵，嬉闹顽皮、憨态可掬又极通人

性，见人不惊、与人相亲、与人同乐，给游人带来无数欢乐，

成为峨眉山的一道活景观。 

 

峨眉山生态猴区位于清音阁、一线天至洪椿坪之间，为一段

狭长的幽谷，占地 25 公顷，是目前我国最大的自然生态猴保

护区。生态猴区内现有三支家族式野生猴，达 300 多只。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慕容忧提供） 

 

进入猴区注意事项 

1.不要将塑料袋外挂在书包外面； 

2.不要手里提着塑料袋晃来晃去（塑料袋的话外音在猴子看

来就是，啊，快来抢我吧！）； 

3.不要把饮料提在手里或放在书包外面的网袋里； 

4.不要当着猴子的面吃东西（它急了会去你嘴里抢）； 

5.不要当着猴子的面打开书包； 

6.手里的东西最好一次尽数全喂，不要逗弄他们； 

7.喂完食物，可以拍手示意，表示已经没有了，防止他们耿

耿于怀、心生惦记。 

8.如果想和猴子合影，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找一位管理员作

外援或技术指导。 

 

万年寺 
万年寺砖殿为我国古代建筑一大奇观，该建筑 400 年来经历

了 18 次地震，却安然无恙，被誉为我国古建筑史上的奇迹。

殿内有宋代铸造的普贤菩萨骑六牙白象铜铸像一尊，高 7.85

米，重 62 吨。距今已有一千余年，堪称稀世国宝。 
 

门票：10 元/人。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http://www.17u.com/blog/130811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峨眉山 

                        10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金顶金佛 
金顶是峨眉山的象征，金佛是峨眉山的标志，不到金顶等于

没有到峨眉山，到金顶不拜金佛是一生的遗憾。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展辰提供） 
 

奇观一——佛光 

峨眉山金顶的摄身岩是欣赏佛光的好地方，但也不是人人都

能有幸看到佛光，夏天、初冬佛光出现次数最为集中。佛光

观看时间，上午 9:00-10:00，下午 3:00-4:00。  
 

奇观二——日出 

金顶是看峨眉山日出的最佳地点。看日出需要提前一晚住在

金顶，第二天起大早看日出。随着季节变化，日出时间也不

一样，夏季一般为 6 点，冬季 7 点。 
 

奇观三——云海 

峨眉云海也是最不可错过的景观，雾气皑皑、虚无缥缈的一

片白色海洋中，几座山峰像小岛一样漂浮云中，如果运气好，

还能看到远方的贡嘎雪山，绝对壮观。 

 

万佛顶 
从金顶向西横行，是千佛顶。顶上原有寺庙，名千佛庵，今

已无存。过 千佛顶便是万佛顶。这 里地势最高，海 拔 3099

米。顶上原有寺庙，名叫文殊庵，又名清凉庵、极乐堂。建

于明代正德年间，清光绪十一年重建，修藏经楼，收藏经书

数千册，为全山之冠。 
 

这一带的冷杉林立，长势良好。林下杜鹃、箭竹丛生，景象

优美。万佛顶、千佛顶、金顶三峰排列，从山下仰望，象是

螓首，“螓首峨眉”之说，就由此而来。 

洗象池 
位于海拔 2070 米的钻天坡上，是峨眉山赏月最好的地方。

明时仅为一亭，称初喜亭，后改建为庵，名初喜庵。清康熙

（公元 1699 年）建寺，称天花禅院。乾隆初年（公元 1736

年）月正和尚扩建，因寺前有一小池，相传普贤菩萨骑象经

过时，白象曾经在水池中沐浴，改名洗象池。现有初喜亭、

弥勒殿、大雄宝殿、观音殿及藏经楼等。 

 

洪椿坪 
洪椿坪地处峨眉山中低部，海拔 1100 米，始建于明朝，称

千佛庵；清代时重修，因寺前有三棵洪椿古树而得名，洪椿

古树相传为唐代所植。这里树木葱茏，清荫如云，既无山下

之嘈杂，又无山顶之寒冷，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是全山最

宜长住避暑处所。抗战时期，蒋介石就曾在此逗留。 

 

摩崖石刻 
面向峨眉山最大的生态旅游广场，位于瑜伽小径旁，北靠红

珠顶，瑜伽河缓缓流过，倍添一份静谧和雅趣。面对摩崖石

刻，折服于峨眉山久远的历史，震憾了峨眉山“天下第一”

的气势。 
 

崖石上“峨眉者，山之领袖”和“普贤者，佛之长子”，表明

了峨眉山在中国名山中的显赫地位，向世人展示了峨眉山的

自然和文化魅力。整个塑雕由“梦象受孕”、“佛祖训导”、“华

严经卷”、“震旦第一山”、“金顶铜碑”、“十方来朝”六组传

说故事组成。 

 

七里坡 
峨眉山著名险坡，也是登金顶的最长最后一道险坡。以坡长 7

华里而得名。约 31 折，2380 余石级。山势险峻，山道向上

盘回，有登天之感。 
 

道旁冷杉、杜鹃、箭竹与各种灌丛藤蔓组成一道高山绿色长

廊，怪树奇石，点缀其间，形成一座座天然山石盆景。人行

其间，如在画中。也称“七里长廊”。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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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一日游 A 
 

① 早晨从峨眉山旅游客运中心乘车到雷洞坪，由雷洞坪步行

前往接引殿。 

② 由接引殿乘索道上金顶，朝拜华藏寺，然后乘单轨列车到

万佛顶，敲许愿钟。之后再返回金顶华藏寺，并在此用午餐。 

③ 用餐后，乘车返回峨眉山旅游客运中心，下午朝拜报国寺

和伏虎寺。 

 

 

 

一日游 B 
 

① 早餐前往峨眉山景区，乘坐景区观光车——雷洞坪（步行

约 30 分钟）——接引殿（乘索道）——金顶（午餐）。 
 

② 下午，金顶（观日出、云海、四面十方普贤金佛、参观金

殿、银殿、铜殿、四大景观观景台）——接引殿——雷洞坪

（乘车约 1.5 小时）——万年停车场（乘索道）——万年寺

（白水秋风、仙姑弹琴、无梁砖殿、普贤铜像、佛教三宝，

约 1.5 小时）——万年停车场——返回家中。 

 

 

 

二日游 
 

D1：早晨乘车到达峨眉山景区，入住酒店。稍作休息后，前

往低山区游览第一山亭，伏虎寺，报国寺。 
 

之后到报国寺停车场乘车前往中山区，大概车程 40 分钟。你

可以选择乘索道或者步行到万年寺游览，还可以到清音阁、

生态猴区。 
 

游览结束后，返回报国寺。晚上去好吃一条街吃东西。然后

你可以去泡灵秀温泉，解乏涤尘。 
 

D2：早餐后，在报国寺乘车前往高山区，抵达雷洞坪，再步

行道接引殿，乘索道到金顶，朝拜十方普贤。游览完毕，原

路返回景区客运中心，返回家中。 

 

 

三日游 
 

D1：成都——峨眉山——大佛禅院——报国寺景区（住：报

国寺景区，晚上泡温泉） 
 

景点：大佛禅院，秀甲天下瀑布，第一山亭，摩崖石刻，儒

释道文化长廊，报国寺（圣积晚钟），峨眉山博物馆，伏虎寺，

萝峰庵（如果有缘可看到峨眉十景之萝峰晴云） 
  

D2：报国寺——万年寺停车场——万年寺——白龙洞——清

音 阁——生 态猴 区——清 音阁——五 显岗——万 年寺 停 车

场——雷洞坪停车场（住：雷洞坪） 
 

景点：万年寺（在万年寺游览无梁砖殿、峨眉山镇山之宝—

—普贤骑象铜像、接着欣赏峨眉山古十景之一的“白水秋风”、

可以聆听峨眉山特有物种“弹青蛙”的演奏；）、白龙洞、清

音瀑布、一线天、清音平湖、中日诗碑亭、双桥清音、峨眉

山灵猴。 
  

D3：雷洞坪——金顶（6：00 观日出，观奇观）——雷洞坪

——峨眉山市区——返回 
 

景点：观日出、观奇观、参观十方普贤圣像、金、银、铜三

殿。 

 

 

徒步三日游 
 
D1：早上从山脚报国寺出发，沿伏虎寺、雷音寺（在此购门

票）、纯阳殿、神水阁、中峰寺到清音阁（午餐），下午继续

前行，沿一线天、猴区、洪椿坪（住宿）。 
 

D2：洪椿坪出发，经九老洞（仙峰寺）、遇仙寺、洗象池（午

餐）、雷洞坪到接引殿（住宿）。 
 

D3：为了看日出一定要早起，从接引殿到金顶的步行时间约

为 1.5－2 小时。看完日出后开始步行下山，沿金顶、接引殿、

雷洞坪、洗象池（午餐）、九岭岗、华严顶、息心所、万年寺、

万年车站（坐 20 元的观光车下山），结束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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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线路 
 

 

 

 

 

 

乐山-峨眉山 2 日铂金游 

455 元 起   立即预订  

 峨眉山-乐山大佛 2 日游 

908 元 起  立即预订  

 泡峨眉山灵秀温泉  

565 元 起  立即预订  

 

 

 

 

 

 

 

九寨沟 牟尼沟 乐山 峨眉山 

4380 元 起   立即预订  

 成都 乐峨 都江堰 青城山 

2780 元 起  立即预订  

 泡华生温泉 远观青山  

798 元 起  立即预订  

 

>> 查看到峨眉山旅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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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峨眉山景区附近住宿（>> 查看更多峨眉山附近酒店） 

 

峨眉山金顶山庄 
 

 

房型          同程价        

经济间         360 元   

豪华标间          65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峨眉山附近酒店 

[15309sfgzmq] 金 顶山 庄比 想象 中的 好， 虽

然经济间没有卫生间但还觉得方便，热水也能

保障，特别是早餐是自助的，在金顶有这样的

条件已经很满意了。 

[爱食鸡蛋仔] 性价比高，看日出的观景好。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峨眉山清音阁湖宾饭店 
 

 

房型           同程价        

标准三人间      168 元   

标准间         17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峨眉山附近酒店 

[18639dfcfik] 地理位置很好 。最重要的是老

板人太 好啦  哈哈哈  他们家的馒 头很好吃  。 

价格很便宜，服务周到。可以取款。 

[13311rjvvvf] 酒店位置很好 在清音湖边 在

五显岗车站下车，走路即到。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峨眉山清秀酒家 
 

 

房型           同程价        

豪华单间         150 元   

高级三人间       16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峨眉山附近酒店 

[13880avghmk] 环境不错，空气新鲜，打开

窗户外面风景不错。 

[15921lhpyjh] 小老板人挺好的，就是住的地

方在景区里，得自己走一段儿~房间很宽敞，

也很感觉，饭菜虽然稍微贵点，但是还是蛮好

吃的。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5111_1689919_EMeiShan.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493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493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5111_1689919_EMeiShan.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44932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282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282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5111_1689919_EMeiShan.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22823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454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454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5111_1689919_EMeiShan.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44542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峨眉山 

                        14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乐山市区住宿（>> 查看更多乐山市区酒店） 
 

乐山如家快捷酒店（嘉定中路店） 
 

 

房型          同程价        

商务标准间      170 元   

商务大床房      17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乐山市区酒店 

[15928fnjdkc] 地理位置优越，处在市中心地

段，出门乘车、附近吃饭、购物都很方便。房

间不是很宽敞，但是比较干净。距离乐山大佛

景区也不远，打车也就 10 块钱左右。 

[FJE] 布置优雅，简洁时尚，处于繁华地段，

饮食购物比较方便。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乐山西行客栈 
 

 

房型           同程价        

普通单间        110 元   

普通标间        11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乐山市区酒店 

[15828dmjdus] 环境不错， 安静，设施什 么

的比较简单但是很实用就是啦，感觉很好；离

我们要去的景点也不算远。 

[18283olrra] 客栈 还可 以，可 以看 到大桥 的

夜景，很漂亮。住也还蛮舒适的。交通也方便。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寺庙住宿 
报国寺 
大雄殿：通铺：4 元/人； 四人间以上：5 元/人；   三人间：

10 元/人；二人间：15 元/人 

七佛殿（有彩电）：四人间以上：20 元/人； 三人间以上：

30 元/人； 二人间以上：40 元/人。 

祗园：（有彩电、卫生间）二、三人间：120 元/间；（有彩电、

卫生间、空调）二、三人间：150/间。 

      

清音阁 
新楼：两人间（内有电视、卫生间）：320 元/间；三人间（内

有电视、卫生间）：360 元/间。 

木楼：两人间（内有电视、公共浴室）：60 元/间；三人间（内

有电视、公共浴室）：80 元/间；四人间（内有电视、公共浴

室）：100 元/间。 

 

万年寺 
新楼：豪华二人间 400/间。般若堂：20/床。 

毗卢店：10/床。 

白龙洞 
常住居士、游客吃住包月：600 元/月；居士住宿：每人每晚

10 元；游客住宿：每人每晚 20 元；居士生活费：每人早餐

4 元，午餐 5 元，晚餐 5 元；游客生活费：每人早餐 5 元，

午餐 10 元，晚餐 10 元。 

 

洪椿坪 
贵宾间： 每人每床， 80 元；一人间， 每人每床， 50 元；

二人间，每人每床， 45 元；三人间，每人每床，40 元；四

人间，每人每床，35 元；多人间，每人每床，30 元。 

 

洗象池 
多人间，每人每床 40 元；二人间带电视：160 元/间；三人

间：150 元/间；二人间带空调电视和卫生间 400 元/间；二

人间带空调电视 300 元/间。 

 

太子坪 
下楼：居士 20 元/床；游客 30 元/床； 

上楼：居士 30 元/床；游客 40 元/床。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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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特色美食村 
汇集峨眉、乐山美食，从药膳到山珍、从火锅到中餐、从煲

汤到滋补、从粥品到卤菜，样样尽有，好吃不贵。 

地址：峨眉山大酒店旁 

 

峨眉山美食林 
经营快餐、自助餐、四川名小吃等，是沐浴净身，朝拜金佛

后休息的好去处。 

地址：峨眉山金顶大酒店 

 

峨眉山好吃街 
峨眉山好吃街有两条，一是位于峨眉山市白龙南路峨眉大厦

旁，另一条位于报国寺景区。主要经营峨眉山名特风味的地

方小吃，有火锅、黄焖鸡（兔）、烘烤、酸汤鸭等特色品种，

通宵营业，大众消费，价格便宜。 

 

峨眉山素席 
由灰面、粉条、瓜豆、蔬菜素食做成菜品，仿世俗宴席上各

种佳肴式样，令人真假难辨。因是精制而成，色香味俱全，

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品尝地：大佛禅院、报国寺、万年寺、伏虎寺  

 

瑜伽养生宴 
以中国传统养生理论为依据，融合峨眉山独有的儒释道膳食

文化，春补肝、夏补心、秋补肺，冬补肾，成为峨眉山独具

特色的餐中佳品。被中国烹饪协会认定为“中国名宴”。 

品尝地：峨眉山大酒店 

 

峨眉山珍宴 
以峨眉山原生野生菌、野菜、干果等为原料， 自然、原生、

鲜美，别具风味，营养丰富，具有滋补、美容、防癌之功效。 

品尝地：峨眉山特色美食村（峨眉山大酒店旁） 

红珠国宾宴 
以红珠山文化为背景的高端宴席,从邓小平、蒋介石等中外名

人多次下榻时特别偏爱的家常菜，到宴请各国政要时精选的

高档菜，每一道菜式都看似平常却又卓尔不凡。 

品尝地：红珠山宾馆   

 

地方小吃 
豆腐脑 
峨眉山、乐山的豆腐脑和成都的豆腐脑是绝对不一样的，一

锅熬得很稠的豆粉糊糊，一碗嫩豆花倒进去，用大铁勺打碎， 

搅匀，乘一碗，加上酱油，味精，花椒面，辣椒油，姜蒜汁，

花生米，酥黄豆，榨菜，葱花，再倒上一小笼粉蒸牛肉或酥

肉，川味十足，特别解馋。 

小贴士：由于豆粉糊糊很容易变清，要趁热吃，并且配料搅

匀了就不要使劲儿搅，否则吃到一半就变成清汤泡粉蒸肉，

大打折扣。 

推荐：峨眉山书院街胖姨豆腐脑、 乐山公园侧门牛华豆腐脑、

乐山兑阳湾下口峨眉酥肉豆腐脑。 

 

冷串串 
源于钵钵鸡，综合了麻辣烫的优点。因为夏天天气热，坐在

锅边吃又热又辣，所以才有这种冷串串，俗称冷汤，坐下就

可以吃，味道是以香麻辣为主。最佳混搭吃法是再喊碗冰粉

或一瓶啤酒，别有一番滋味。 

推荐：峨眉人叫“水西门”的地方，有很多家卖冷串串的、

乐山泌水院步行街、乐山公园里面。 

 

烧烤 
有人说是只要能吃的，在这里都可以烤。品种繁多，茄子，

土豆，鸭舌，排骨 ,辣椒，韭菜……把食物穿上竹签，放在烧

烤炉上一遍遍的刷油，直到烤好后再刷上孜然、味精、盐、

辣椒。 

推荐：峨眉北门大桥好好烧烤、峨眉三小旁边的烧烤店、乐

山旧大桥下面的徐烧烤、乐山体育馆的凯凯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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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锅 
峨眉的是牛肉汤锅，乐山的是跷脚牛肉。峨眉的汤锅店， 

有三样菜是必点的，牛杂汤锅、粉蒸牛肉和烧豆腐。牛杂汤

锅是绝对的牛杂，除了肉之外无一不用，牛蹄筋，牛鞭，牛

肺牛肚全在其中，微微带了淡淡的膻味，汤不浓但很鲜美，

蘸水采用青红辣椒和嫩香菜搭配，口感好，称为“水蘸蘸”。 

乐山的跷脚牛肉最早是民工的食物，因为长条桌下面有踏脚

的横条，民工们一边吃一边休息脚，就会把脚跷在横条上，

因此得名。它的味道全在称为“干蘸蘸”的小碟里的调料中。

跷脚牛肉里面最好吃的是牛舌、毛肚、黄喉、小肠、白菜。 

推荐：峨眉山水果市的汤锅店、峨眉山白龙劝业场的吴二汤

锅、峨眉医院下面一条街的青龙汤锅；乐山苏稽镇的马三妹

跷脚牛肉，乐山县街小学门口周村跷脚牛肉。 

 

三合泥 
因用了三种主料（糯米、黑豆、芝麻），成品为泥状，故名三

合泥，吃起来皮面干脆，心里柔软特别香浓，酥香油润、味

甜不腻、滋糯爽口、营养丰富。 

推荐：凯帮门口的百年老店甜食砂锅、白龙好吃街的郑老九

美食摊的三合泥也很不错。 

 

峨眉豆花 
峨眉山水质好，苏东坡称为“云外流春”，说泉水是云外流动

的春天。用其磨出的豆花，雪白如玉，绵软细嫩，不腻不糟，

佐以香油、椒油、花椒、蒜泥、味精、葱花，清香爽口，令

人垂涎，堪称上等素斋。 

推荐：万年寺、神水阁的豆花最为著名。  

 

砂锅米线 
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个灰色砂锅，从炉火上直接挟起来放到餐

桌上，锅内的汤还在不停地翻滚，发出哧哧的声响。米线煮

得不软不硬，吃起来恰到好处，根据个人口味，可以要蹄花

砂锅，脑花砂锅，海鲜砂锅，牛肉砂锅等 。 

推荐：峨眉山市白龙好吃街的郑老九美食摊、“水西门”的李

记海鲜砂锅、峨眉医院下面的卢记砂锅、乐山教育学院旁边

的武砂锅。 

 

荞凉粉 
凉粉很像荞面的颜色，加上特制的炒酱、蒜水、醋，令人回

味无穷。 

推荐：峨眉山凯帮对面的曹凉粉。 

 

叶儿粑 
顾名思义，就是用叶子包的粑。用糯米细粉做包皮，内有用

白糖、花生、核桃、芝麻等合制成的馅，或用猪肉（半瘦半

肥）和芽菜等配料做成的馅；用粑叶包好蒸后，即可食用，

味道鲜美。 

推荐：峨眉山西正街的叶儿耙店，老字号，很多年了。 

 

卤鸭 
因制法不同，峨眉叫烟熏鸭，乐山叫甜皮鸭。烟熏鸭最大的

特点在于香而不燥，鸭肉咬在嘴里非常香，但不会觉得燥口、

燥火，有一种浓郁的古香味道，香型很别致。甜皮鸭色泽棕

红、皮酥略甜、肉质细嫩、香气宜人。很多峨眉、乐山人要

离开本地一段时间，都会要真空打包带走。 

推荐：峨眉山商业街曹鸭子、乐山兑阳湾上口的赵鸭子。 

 

蛋烘糕 
很多乐山人从小吃到大的东西。把鸡蛋和面粉混在一起，调

成糊状，放到小平锅里面，然后加上各种馅儿，烘烤而成，

外酥里软。 

推荐：乐山府街小学门口，少年宫旁边。 

 

豆腐串串 
有两种口味，一种是把豆腐干炸了以后剪开，夹上萝卜丝，

撒上芝麻、辣椒、花椒、白糖……，然后在调好的醋汁里面沾

一下，如果放上芥末，更是刺激。另一种是把豆腐干裹上调

好的糖醋作料，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推荐：乐山大街小巷，凡是人多的地方都有。 

 

乐山油炸 
这是乐山非常受欢迎的路边好吃，也是招牌好吃之一。各种

荤、素菜串在签签上，放在油锅里炸一下，再沾上辣椒调料，

麻辣鲜香，口感非常不错。特别推荐油炸仔骨，是必点之品。 

推荐：乐山县街小学门口的油炸、长征制药厂门口，兑阳湾

下口和公园里面都有很多油炸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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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峨眉三雪 
峨眉雪芽、雪花笋、雪魔芋被称为“峨眉三雪”。 

 

峨眉雪芽 
在峨眉山茶文化 2500 多年的历史上，“峨眉雪芽”不仅被峨

眉山道、佛两门视为防冶百病、排毒养颜、久服轻身而延年

益寿的养生饮品，而且在唐、宋、明、清一千多年的历史上，

一直作为贡茶敬献朝廷。 

 

雪花笋 
最出名的是苦笋和雪花笋：苦笋清热、熄肝火，深受游客及

市民喜爱，用之熬汤，口感微苦，汤汁鲜美，令人大快朵颐；

雪花笋采用峨眉山高山区所产鲜笋制成，用之与鸡、鸭炖汤，

口感清香，有补中益气之功效，雪花笋在峨眉山旅游商品展

销中心、各商场及杂货店均有出售。 

 

雪魔芋 
雪魔芋是峨眉山特产，是采用多年生草本植物魔芋的块茎加

工精制而成， 具有质地绵软，入口味鲜，香而不腻，风味独

特等特点。食用时经温水浸泡成海绵状，压干水分，切成薄

片或细条，配上各种调料，既可凉拌，又可烧鸡烧鸭。是宴

请宾客及馈赠亲友的佳品。雪魔芋在峨眉山旅游商品展销中

心、各商场及杂货店均有出售。 

 

峨眉中药材 
灰兜巴：这种药材为峨眉山所特有，是峨眉山千年来民间世

代相传的药物，是峨眉山海拔 1200 米以上的茶树上所结的

蜘蛛网为原料加工而成。主治糖尿病，有降低血糖的功能。

忌肥肉、花椒、糖。 

 

岩白菜：峨眉岩白菜是一种专治肺部疾病的良药，主治急、

慢性支气管炎、肺嗽、咳血。峨眉岩白菜分为高山岩白菜与

低山岩白菜两种，药效以高山岩白菜为佳，高山岩白菜的特

点是根系较软，而低山岩白菜的特点是根系较硬。 

 

灵芝：灵芝自古为峨眉山珍贵圣药，历史源远流长，用于心

神虚损、心悸失眠、气虚喘咳、脾虚食少。 

 

锁阳：补肾益精的良药，峨眉山所产锁阳尤为出名。 

 

 

朱砂莲：朱砂莲是峨眉山一种稀有名贵的药材，历来被视为

治疗胃疼痛的特效药。夏季游山者因受暑热而肚痛或胃痛，

磨水饮服，见效特快。 

 

峨眉黄莲：分为岩莲、雅莲、味莲，岩莲为野生，产量极为

稀少，不易得，峨眉山行销市面的主要是人工培育种植的雅

莲和味莲。功能与主治：清热燥湿、泄火解毒。用于湿热痞

满、呕吐、泻痢、黄疸；高热神昏、心火亢盛、心烦不寐、

血热、目赤吞酸、牙痛、消渴、痈肿疔疮；外治湿疹、湿疮、

耳道流脓等症状。 

 

峨眉黄柏：多用于痢疾、肠炎、肝炎、黄疸、腿膝软、小便

短赤涩痛等病症；又可用于热毒疮痈、皮肤湿疹及耳内流脓

等；还有类似黄莲的广谱抗菌、降压及利胆的作用。这种药

材以皮细、肉实，水浸湿后粘性很强为上品；以少粑粒，色

淡为次品。 

 

峨三七：用于咯血、吐血、衄血、便血、崩漏、外伤出血、

胸腹刺痛、跌扑肿痛等症状。使用注意：本品性温，凡出血

而见阴虚口干者，须配滋阴凉血药同用。 

 

峨参： 是补中益气的中药材，游人多当作馈赠亲友的礼品。 

 

雪胆：雪胆是峨眉山群众喜用的一种清热药物，主要产区在

海拔 1400—2300 米的山区，秋季采挖，入药性寒、味苦、

有小毒。 

 

天麻：是峨眉山的名贵药材，平肝息风药类中的珍品，国家

三级保护的植物，分为野生和人工栽培两种。用于头痛眩晕、

肢体麻木、小儿惊风、癫痫抽搐、破伤风症。 

 

佛掌参：兰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产量稀少，入药性甘、平，

泡酒或煎服，补气养血，生津止渴。适用于肺虚喘咳、病后

体弱、神经衰弱、慢性肝炎，也可用于久泻、白滞和乳少。 

 

老鹳草：老鹳草为峨眉山特产药草，全草入药，性平，味苦

微辛，有祛风湿、活经络的疗效。一般泡酒服用，治疗风湿

性关节炎疗效极高；也可治疗皮肤麻木、疼痛等病症。 

 

贝母：峨眉山出产川贝母，为润肺止咳之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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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功夫峨眉》大型晚会 
独具峨眉武术神奇魅力的《功夫峨眉》大型晚会由中国峨眉

山派功夫艺术团原班人马演出的。将峨眉武术与佛教文化、

功夫茶艺、手影、川剧变脸吐火、木偶长绸舞、民族舞蹈等

精彩节目内容融为一炉。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缀青提供） 

 

灵秀广场以青山绿水为背景，配备一流灯光与音响设备，可

进行各种形式的户外娱乐活动及大型演出，广场观众席可同

时容纳 1000 多人次。 
 

演出地点：峨眉山灵秀剧院 

演出时间：冬季每晚 19:30；夏季每晚 20:00 

票价：贵宾席：280 元/人，赠送四川盖碗茶。 

普通席：200 元/人 

 

滑雪 
峨眉山滑雪场位于雷洞坪车场右侧，海拔 2500 米，沟壑纵

横，山峦蜿蜒，被原始森林所包围，年平均气温只有 5℃，

冬季温度多保持在-5℃至-15℃之间。 
 

峨眉山滑雪场分为滑雪练习区、冰雪滑道区、雪仗区，专供

游人玩雪戏耍。 
 

滑雪期：从当年 12 月至次年 3 月底，近 130 天。 

地址：雷洞坪车场右侧 

滑雪项目及收费：滑雪每小时 80 元/人；滑雪圈双人 80 元/

小时、单人 60 元/小时；狗拉雪橇 60 元/人/次；雪上山地车

30 元/趟/圈；滑雪服 20 元/件；手套 5 元/双。 

开放时间：每天 9:00 开始营业，17：00 停止售票。 

 

 

泡温泉 
灵秀温泉 
灵秀温泉有着“中国最大的露天氡温泉生态浴场”，温泉内容

最丰富，娱乐项目最多。 
 

地址：峨眉山报国寺风景区 

票价：168 元/人（1.4 米以下儿童 80 元） 

 

红珠温泉 
依托中国十大度假酒店之一的五星级红珠山宾馆，成就了红

珠温泉环境最优雅。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98%，20 多个富有诗

意的温泉池就散落在这天然氧吧里。作为西南地区第一家高

品质的温泉 SPA 馆，丰富的负氧离子、稀有的氡温泉水、法

国芳香疗法、中国传统中医理疗方式的完美融合，已成为许

多都市白领养生、养心、养颜的“驿站”。 
 

地址：峨眉山报国寺旁 

票价：198 元/人，同程价 138 元 

 

瑜伽温泉 
峨眉山环境最雅致、文化渊源最深厚的温泉。该温泉得名于

门前的瑜伽河，离报国寺咫尺之遥，历经晨钟与暮鼓的浸染，

泡着温泉听鼓声，温泉池边练瑜伽，是静心、静脑、健体的

首选之地。而且，还可以同时浸泡微量元素含量最丰富的室

内硫温泉，享受“一泡双享”的绝妙感觉。 
 

地址：峨眉山报国寺旁 

票价：128 元/人（1.3 米以下儿童 50 元） 

 

快乐迪吧   

在这里，您可以品着美酒欣赏青春靓丽，光彩照人的阳光女

孩展示高雅、自然、优美的歌舞表演；在慢摇吧里，您可以

跟着慢摇 DJ 舞曲尽情舞动，释放您的激情；在 KTV 包房里，

您可以与好朋友们聚在一起放开您的歌喉，展示您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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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贴士 
主要景点观看时间 
日出：夏季 6：00，冬季 7：00 

云海：早上 9：00—10：00，下午 3：00—4：00 

佛光：早上 9：00—10：00，下午 3：00—4：00 

赏杜鹃：雷洞坪 4 月—5 月，万佛顶 5 月—6 月 

玩雪滑雪：12 月—次年 3 月 

赏红叶：10 月 

戏猴：全年 

 

戏猴注意事项 
1、在观察和欣赏它们时，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2、遵守野生动物保护制度，不要自备食物喂猴，从猴区猴粮

销售点购买特制猴粮喂猴； 

3、如遇猴群拦路索食，不要惊呼、奔跑，可向管理员求助； 

4、喂食时保持自然大方的姿态，切忌不能抚摸猴子； 

5、请按管理人员指导的正确方法喂食； 

6、请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行李和物品，可寄放在猴区管理站行

李房，不要让猴子发现你的手提袋，以防被夺。 

 

登山注意事项 
1、山上随海拔、时间的不同气温变化显著，因此，游客必须

注意衣着，谨防着凉，可自备保暖衣，也可到景区内租借大

衣或是羽绒服，租金 10 到 20 元，押金 200 元。衣着要宽松、

吸汗，不要太鲜艳。鲜艳的衣服容易刺激猴子，造成不必要

的麻烦。女士裙装则是登山大忌。宜选择一双合脚的鞋，以

布鞋、胶底鞋、旅游鞋为宜，切忌穿高跟皮鞋和新鞋。峨眉

山云低雾浓，降雨较多，故应准备雨具，但带柄雨伞不方便

登山，可到景区内购买一次性雨披。 

2、冬季注意事项：峨眉山冬季独具特色。但需注意保暖、防

滑，最好在洪椿坪附近的茶棚子购买冰抓和草鞋。 

3、登山较费体力，除保持充足的睡眠外，补充水分和体力很

重要。山上小食品摊点随时都能购买到饮用水及饼干、糕点

等小食品。 

泡温泉注意事项  

1、有失眠、神经衰弱、高血压、心脏病、脑溢血后遗症的人

应选择 37℃—38℃微温温泉；而有风湿病、肠胃病、神经痛

等的人应选择 43℃—45℃的高温温泉；部分皮肤病患者最好

不要去泡温泉。患有急性病症、出血症、传染病、重性心脏

病、晚期高血压、恶性肿瘤等患者将被谢绝浸泡温泉；轻度

患者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温泉治疗。 

2、请勿酒后进入温泉，很容易醉酒或出现其它不适症状。 

3、泡前，进行身体清洁，不需使劲搓洗；选择适当温泉和适

当酸碱的温泉。 

4、泡时：以脚探温，从低温泉到高温泉，逐步适应温泉水温；

泡温泉的时间一般为一次 20 分钟左右，最好不要超过 30 分

钟；如果感觉口干、胸闷，就到池边休息一会儿，做一做舒

展体操运动，再喝水补充水分；记住要合上双眼，以冥想的

心情，才能真正释放身心压力。 

5、泡后，用清水冲洗，注意保暖。 

 

自驾车注意事项 
出租车只能到达景区内的迎宾广场。游客进山只能换乘旅游

观光车。除冬季外，其余季节 22 座以下的非经营性的自驾车

均可上雷洞坪车场（公路终点），冬季为了游客的安全则不能

自行驾车上山。 

 

医疗急救点 
旅游急救中心电话：120 或 0833-5522725 

万年医疗急救点：0833-5090023 

五显岗医疗急救点：0833-5516016 

猴区医疗急救点：13219678016、13890647786 

乐山大佛理疗救护电话：0833—230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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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四川】云层之上让人感觉空气都凝固的美   
2012-2-10   作者：展辰 
《中国国家地理》曾这样评价贡嘎，美丽的让人感觉到空气都凝固了。当然，这里不

是贡嘎，这里是峨眉，是海拔三千之多的云层之上，但从这里，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贡

嘎，看到 7556 的神话，而从这里望去，其实真的感觉到，不仅空气在凝固，连同自

己和时间都一起静止……[查看全文] 

 

 

九月成都之峨眉秀天下 
2011-2-17    作者：美鱼儿 
因我们是峨眉半日游，登顶是来不及的，连到半山腰也来不及，我们的终点只是万年

寺。峨眉山的女导游带着我们先乘观光大巴，再乘万年索道。在索道车上看看风景也

很不错呢。还看到“邓小平登山亭”。1980 年夏，邓小平同志到峨眉山视察，当行至

当时景区公路的终点——双水井时，停下来在此小憩……[查看全文] 

 

 

烟雨峨眉，秀色滴翠 
2010-7-29  作者：渴望飞翔的琴弦 
夏天的清音阁，是整座峨眉山秀色的代表。黑龙江，白龙江水比冬季大得多，一道道

白练似的瀑布从山间喷薄而出，时而奔腾在深涧，时而蜿蜒在林间。两水在牛心亭交

汇，溪水激荡在牛心石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没料到这么弱小的溪流在山涧中激

荡起来，竟然能发出如此巨大的轰鸣，真若两条白龙盘旋在山间……[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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