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南竹海旅游攻略（2013 年版）

简介
翠甲天下的蜀南竹海，位于四川南部的宜宾市境内，幅员面积 120 平方公里，核心景区 44 平方公里，共有八大主景区两大序景区 134
处景点。景区内共有竹子 58 种，7 万余亩，是我国最大的集山水、溶洞、湖泊、瀑布于一体，兼有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的最大原始
“绿竹公园”；植被覆盖率达 87%，为我国空气负离子含量极高的天然氧吧。
蜀南竹海景区海拔 600-1000 米，是以竹景为主要特色，兼有文物古迹的风景名胜区。中心景区 7 万多亩楠竹遍布大小 28 座山峦，
500 多个山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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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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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石、幽谷尽掩于翠浪之内，竹海的山山水水，
尽显妩媚竣秀。晴日，天清气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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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总理题辞：
“蜀南竹
海天下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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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游时间

门票
旺季票价

110 元，邮资明信片门票价格为 112 元。

蜀南竹海平均海拔高度在 600 米至 1000 米左右，年平均气温 15.5

淡季票价

60 元，邮资明信片门票价格为 62 元。

摄氏度。冬季很少在 0 摄氏度以下，夏季不超过 30 摄氏度，无霜
期 345 天。东暖夏凉，十分宜人。一年四季都适宜旅游。

旺季优惠票价

55 元，邮资明信片门票价格为 57 元。

淡季优惠票价

30 元，邮资明信片门票价格为 32 元。

蜀南竹海不同的季节景色各有不同， 春日，新笋遍地钻出，翠绿
的枝叶满山伸展，生意盎然。盛夏，嫩竹泻翠，林荫蔽日，瀑飞泉

旺季

每年 1 月 1 日——11 月 30 日。

涌，气候爽人。金秋，翠竹摇风，修篁如黛，绿竹林中，红叶点点。

淡季

每年 12 月 1 日——12 月 31 日。

隆冬，林寒涧肃，岭峦岑寂，青枝白雪，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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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海传说
相传，蜀南竹海所在的“万岭山”原是女娲娘娘补天时遗落的赤石。天
宫之中有个金鸾仙子，见天南的万岭山还是一片荒凉，于是便私自下凡
想给此山编翠织绿，不料因触犯天条被抓回天宫治罪。
看守金鸾的是南极天官的女儿瑶箐仙子。瑶箐本来就心地善良。当她得
知金鸾触犯天规的详情之后，便更加同情和敬佩金鸾，于是就偷走父亲
南极天官的放行牌，送金鸾逃出南天门。不料被天门神将发现，双双重
新被捉，金鸾打入天牢，瑶箐本该遭受严惩，但由于南极天官平日办事
勤恳，加之人缘又好，因此众神求情，玉帝也乐得做个人情，因此就将
瑶箐贬到凡间，要她在“万岭山”编织绿波，将绿波接上九天，才可以
返回天庭与父亲团聚。
瑶箐喜出望外，乐意受此惩罚。可怜南极天官不不舍爱女，却又天命难
违，无奈之中，只来得及将自己的七星蚊帚送给爱女。众仙姑也纷纷赶
来含泪相送，大家不约而同地摘下智周万物上的佩戴的各种翡翠玉器送
给瑶箐做织翠编绿的种子；织女还送了一条可以化云变雨的白丝绢。
瑶箐自天南而下，落脚于“万岭山”的荒山野岭之中，日出日落，播撒
翡翠，挥蚊扫帚、舞白丝绢，终于便有一颗颗的嫩笋破土而出，一排排
青翠的新竹便长成，一片片碧绿的波浪向着九天延伸。贫瘠的万岭山，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姚遥遥 提供）

终于变成了一块美丽的碧玉，这块碧玉就是今天的蜀南竹海，竹海里的
淯江河，则是瑶箐仙子遗落的那条白丝绢。

生态品种
蜀南竹海可谓是“竹的海洋”，7 万余亩翠竹覆盖了 27 条峻岭、500 多
座峰峦。这里生长着 15 属 58 种竹子，除盛产常见的楠竹、水竹、慈竹
外，还有紫竹、罗汉竹、人面竹、鸳鸯竹等珍稀竹种。夏日一片葱茏，
冬日一片银白，是国内外少有的大面积竹景，与恐龙、石林、悬棺并称
川南四绝。
在茫茫的竹海中，还零星地生长着桫椤(suō)(luó)、兰花、楠木、蕨( ju
é)树等珍稀植物；栖息着竹鼠、竹蛙、箐鸡、琴蛙、竹叶青等竹海特有
的动物；林中除了产竹笋，还有许多名贵的菌类：竹荪(sūn)、猴头菇、
灵芝、山塔菌等。据统计，竹海所产的中草药不下 200 种，堪称一个天
然的大药园。
另外还有竹箐鸡、竹猴、竹蛙、透山 龙、滚山珠、弹琴蛙、东 方蝾(ró
ng)螈(yuán)等珍稀动物，令人大开眼界，目不暇接。
（人面竹：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tangry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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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仙寓洞
仙寓洞幽深奇险，位于悬岩绝壁的天然岩腔里，因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极佳
被誉为“竹海明珠”。只一径可通洞内，地势险要。洞内有明嘉靖年间(1506
年-1522 年)摩崖造像和西游记故事浮雕群，洞外有流泉及大小瀑布等胜景。
仙寓洞又是一个依山靠岩建造的石窟寺庙，这里最早是一个道观，后来佛教
兴盛，宋朝以后，相继建了观音殿，老君殿等活动场所。仙寓洞实际上是一
个佛教和道教共同存在的守教活动场所。从竹海山上下山进洞为仙寓洞的东
山门，东山门至和尚殿为佛教活动区，从竹海大峡谷中上山进洞为南山门，
南山门至老君殿为道教活动区。
从竹海山上沿石梯至擦耳岩绝壁处，前临万丈深壑的竹海大峡谷，让人胆颤
神摇。崖前飞泉跃瀑，溅玉飞珠，山门洞侧“九转拐”处，有民国书法家傅
襄摸手书刻写的“迎仙台”三字。字的大小有尺余，字迹如迎风翠竹，潇洒
流畅。进入洞中，经长链锁蛟龙，穿飞瀑，过寨门，便至卧佛殿，卧佛凿雕
在红色砂石岩中，释迦牟尼佛身后，还有十四天神塑像。再往前行，便是观
音殿，殿前，紫竹观音手握净瓶，倾倒神水，普渡众生，观音殿的石壁上，
中间有观音的立像，左右排列着十八罗汉。额题“向心朝佛”字样。殿外，
有一石牛卧水函中，石牛雕得栩栩如生，活泼可爱。天泉飞泻，函水晃荡，
水花四溅，好似水牛在水中摇摆、嬉戏。
大雄宝殿和小雄宝殿内均有三世佛（如来、药师、陈弥陀），佛前各有一块高
1 米的九龙碑。碑由整石镂空精雕而成，九龙飞绕，形象生动逼真，碑的当
中刻有“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字样。大雄宝殿三佛两侧还有文殊、普

（仙寓洞：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tangry 提供）

贤塑像，分乘青狮和白象。后侧分别有送子观音和财神菩萨，两侧还有神态
各异的十八罗汉。
和尚殿是历代主持圆寂后贮存骨灰的地方，内有石塔一座，骨灰龛 15 个。南山门入口处有隐安道人题写的“仙寓洞天”四字。左侧
门柱上有半幅对联：“修真安乐是蓬莱”，传闻系隐安道人出。

海中海
海中海位于翡翠长廊至仙寓洞景区公路中段的左侧，是仙寓洞景区的第一个
景点。海中海原是竹海山上一个比较低的槽谷，后筑坝形成一个湖泊，湖泊
面积约 60 亩，湖面空旷开阔，俨然茫茫竹海中的一个“海子”，故名海中海。
湖中翠竹摇曳的小岛，将湖面分为两半，碧波荡漾。湖上可划竹筏；湖边设
有茶馆、饭店等设施。这个地方适合住宿，推荐景区深处的农家乐，很有特
色，住一晚上非常舒服。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tangry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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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忧谷
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地方。翡翠般的竹林遮天蔽日，整个山谷显得十分幽深。
走进门楼，踏着曲折的石板路溯溪而上，时而走进苍翠的楠竹林，时而穿越
竹径竹桥，时而又行进在茂密的慈竹林中，有种曲径通幽的曼妙感觉。

翡翠长廊
位于竹海深处的翡翠长廊，是蜀南竹海的又一处胜景，其路面由“色如渥丹、
灿若明霞”的天然红砂石铺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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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是蜀南竹海最具特色的标志性景观。

竹海博物馆
蜀南竹海博物馆地处竹海著名景点“忘忧谷”和“墨溪”交界处，距万岭镇
政府一公里，是我国第一家“竹”专题博物馆。博物馆区占地 10 亩，主馆
建筑面积 3800 平方米。主体建筑在墨溪河的水面上，川南民居风格，园林
式布局，楼、台、亭、廊相应相通。
蜀南竹海博物馆集竹文物收藏保护、展览、学术研究和社会教育于一体，以
“追溯千古民族文化，展示万载竹类精华”为宗旨。馆内设六大展示厅、一
个“竹园”和一个竹工艺作坊，分别陈列展示了旖旎的竹海风光、丰富的竹
类资源、灿烂的竹文化的照片。

（翡翠长廊：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tangry 提供）

龙吟寺
龙吟寺又名龙尾寺，这里四面翠浪起伏，浩渺连天，天风吹荡，竹涛声声，
恍若龙吟，故名龙吟寺。龙吟寺位于翡翠长廊东北方三公里处，寺庙占 450
平方米，建于明代万历年间(1573 年-1620 年)。
龙吟寺现还存有佛像 41 尊。正殿的莲花宝座上有三尊大佛，庄严肃穆，有
威武之感，与一般寺庙所塑的慈祥文静的佛像风格不同，据四川省文化部门
和史馆的专家考证，有近似西藏的内格。两侧的罗汉或坐或倚，或笑或思，
形态万千。前殿，后殿和两个廊坊还有阿弥陀佛、观世音、韦陀天、灵宫等
塑像。这些塑像雕刻工艺精巧，线条流畅，造型生动，极富有生活气息。
龙吟寺后山门下的半山腰有个睡佛洞，洞内石佛横卧，其雕凿于何年何月，
为什么在半山腰中雕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考证。

观海楼
这里是竹海景区的最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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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姚遥遥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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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女湖
仙女湖是竹海的著名景点之一，位于仙寓洞的山顶上，距旅游集散中心万岭
小桥 12 公里，与天宝寨、仙寓洞形成仙寓洞景区旅游环线。仙女湖湖水清
澈碧绿。晨曦初升，夕阳西下，万道霞光中，仙女湖犹如一个金色的湖盆，
壮丽辉煌。晨雾烟雨中，绿的山.翠的竹，又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水彩画卷。
伐舟湖心，清凉的风使人身心爽畅。竹筏扬起的清清碧波，层层涟漪，漫连
着四周碧的蕨绿的竹。
（仙女湖：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tangry 提供）

青龙湖
青龙湖景区，以大型水面和历史遗迹为主。青龙湖，位于高耸险峻的插旗山下，水面 3 平方公里，是葱茏竹海之中的最大湖泊。湖上
可荡舟划筏，湖边亭阁，也可品茗小酌。夏秋之夜，山峦沉郁而秀朗，清风徐来，涟漪翩翩，湖边纳凉闲话，别有情趣。

天宝寨
天宝寨原是一个天然岩腔，上为悬空绝壁，下是千尺峭壁，陡不可攀。这里
景色壮丽。晴天，红色砂石在阳光的照射下金碧辉煌；雨雾天气，云飘雾拂，
景色奇丽。洞的四周翠竹环抱，犹如天然屏障遮挡视线，人行其中，虽惊不
险。途中有罕见的巨大蘑菇石，高有 10 多米，上面的石块如伞盖，危而不
坠。传说此石原是仙寓洞道长使用的伞，放在此地后化作黄色的石头，故取
名“黄伞石”。
天宝寨相传建于 1862 年清代咸丰年间，地方官府为防御石达开太平军入川
而建。地形险要，易于防守，古寨长 1500 米，高 20 米，宽 10 米左右，洞
的顶部均系岩石构成，多为半边洞，依洞而建，曲折奇特，内有独具匠心的
13 道坚固的石寨门，易守难攻。民国初年，匪盗为患，地方豪绅为了防匪防
盗，曾搬到此地居住，古寨依悬崖天然洞穴地势而构成，从西入寨要途经十
三道寨门，真可谓天险固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一九九七年，又在洞中凿了《三十六计》，按照每计的内容，精选群众比较熟
悉的战例，雕刻成巨幅图画，巍然矗立于悬崖绝壁之上。
（天宝寨浮雕 36 计：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tangry 提供）

观云亭
观云亭。又名轿子石。亭中可观川南浅丘。河水如带，阡陌纵横，处处竹树人家。再远处，是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过渡的盆周山区。
东西延伸的两列山脉逶迤起伏，其中一列是黄色的山岭，另一列长满了绿色植被，它们犹若“黄龙”和“青龙”
，并排游弋，护卫着蜀
南竹海这块风水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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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飞瀑
七彩飞瀑又名落魂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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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飞瀑崖，落差近 200 米，
蔚为壮观。
第一级，从回龙桥下飞泻而来，宽 5 米，落差 30 米。第二级，宽 3 米，落
差 15 米，气势磅礴，瀑头四层跌石冲击出的浪花，与第三级瀑布连成一线。
第三级，宽 4 米，高 50 米，飞流直下，先声夺人；晴天正午，日光下彻，
可见彩虹生于潭底。第四级，宽 5 米，高 74 米，外于谷口末端，下为悬崖
峭壁，站于其头上，只能闻其声而不能睹其貌，故名“飞声瀑”。
瀑布两侧，一为钟山，一为鼓山。据说夜深人静时，雄浑的水声会夹杂钟鼓
之声。一旁的落魂台，巨石岌岌可危，令人惊心动魄。其上，凌空建有小亭。
瀑布上头，还有石龙过江、孟获坟、古较场等景点。一湖碧水映蓝天翠竹；
湖水的宁静，与瀑布的飞动相互映照。
（七彩瀑布：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tangry 提供）

竹海索道
索道有别于其他风景区的索道，它是一条典型的观光索道，上起观海楼景区，
下至墨溪景区，全长 2742 米，相对高度 350 米，行程时间近 30 分钟，是我
国最长的索道之一。竹海索道，可观浩瀚竹海，可揽悠悠白云。坐在索道里，
就像乘坐一叶小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航行，时而直冲云霄，时而滑向谷
底。惊险人生的无穷乐趣，尽在其中。

竹筏荡舟
蜀南竹海的仙女湖、海中海、青龙湖均有竹筏设施。仙女湖面积三十多亩，
湖水清澈碧绿。夏秋时节，伐舟湖心，清凉的风使人身心爽畅。海中海原是
竹海山上一个比较低的槽谷，后筑坝形成一个湖泊，湖面空旷开阔，乘上楠
竹扎的竹筏，荡舟湖心，绿竹倒映，天高云淡，心旷神怡。

竹海漂流
位于风景如画的蜀南竹海景区内，漂流全长 1518 米，起点位于竹海博物馆
旁，终点位于小桥，垂直落差近 36 米。前半段为“休闲漂”，让您顺着小溪
在竹林之间荡舟划水别有一翻滋味；后半段为“刺激漂”，全程须用时约 40
至 50 分钟。

（仙女湖竹筏：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tangry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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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到达宜宾
飞机

汽车

宜宾的机场有两个，一个是菜坝机场，一个是五粮液机场（在

西门客运站

建）。菜坝机场是军民合用机场，经过两次扩建，现执行宜

地址：翠屏区大运村

宾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昆明等航线。

主要线路：四川省内与宜宾同级的地市班车
咨询电话：0831—8306007

机场交通
菜坝机场距离市区 7 公里，可选择乘坐 8 路公交车、出租车、
机场大巴前往市区。

交通：5 路、6 路、11 路可达西门客运站。
北门客运站

8 路途经站点：

地址：真武路北操场

南门桥、金沙广场、潼关、沿江路、苗圃路、两路桥、森林

主要线路：广东、浙江、云南、重庆的长途客运班车

小区、骑龙坳、加油站、煤坝、石码坡、桔园、云龙庄、方

咨询电话：0831—8226001

碑、菜坝中学、广东馆、机场。
南岸客运站

>> 预订宜宾特价机票

地址：南岸航天中路牛马场
主要线路：宜宾市各个县区的短途班车
咨询电话：0831—2333724
交通：3 路、4 路、5 路公交车可到南岸客运站。

火车

同程小贴士

成昆铁路（成都—昆明）由北而南纵穿宜宾辖区，每日有多

① 南岸客运站每天都有 2 班车发往蜀南竹海，到珙县（僰

次客运列车进出宜宾；由宜宾火车站乘坐火车可北至成都、

人悬棺）、兴文石海洞乡的旅游中巴车更是每日有多班。

重庆，南抵昆明、贵阳等地。

② 西门汽车站有开往屏山景区的班车。此外，北门汽车站

宜宾市火车站

和西门汽车站每天都有开往四川省内各地及全国各地的长

地址：翠屏区西郊

途汽车。

交通：1 路、5 路、6 路、10 路、11 路公交可前往。
电话：0831—7812401

交通 行在宜宾
轮船
岷江和金沙江在宜宾市区汇合，由此而开始的河段才是人们

出租车
宜宾出租车起价 3 元，每公里 1.40 元，5 公里后计返程费，

常说的长江，以宜宾市区为中心，沿岷江西北而去可至著名

每公里加收 50%；夜间（晚 22：00—早 7：00）起步价为

的乐山大佛景区；沿金沙江向西南而行可抵屏山县；沿长江

3.42 元，且每公里加收 30%的夜间行驶费。每次打表均有

东下可达泸州、重庆，但由于这里的河段是长江的上游或支
流，航运受季节的影响较大，因此，应注意关注航班的变动。
宜宾港航运查询电话：0831—8226643
宜宾港客运站处电话：0831—8204615

5 分钟的免费等候时间。
宜宾出租车随时可以招手停车，但注意不要在禁停区域内拦
截。如有司机未按规定收费或服务等问题，可拨打宜宾市城
市客运管理处监督电话 0831-5172111 进行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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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公交车辆每 15 分钟一班，高峰期适时增加班次。普通

自驾
 成都-蜀南竹海

班车票价为 0.5 元至 1.5 元，空调班车票价为 1 元至 2 元。

① 成都-仁寿-自贡-宜宾-长宁-蜀南竹海（325Km）

公交车

宜宾市公共汽车公司（苗圃路 35 号）电话：0831—
8224514。

人力三轮车

② 成都-乐山-宜宾-长宁-蜀南竹海（348Km）
③ 成都-内江-自贡-宜宾-李庄-长宁-蜀南竹海（373Km）
Tips：从成都出发，可选择成自泸高速、成渝高速或者成乐
高速到达宜宾，成渝高速-内宜高速过路费 100 元，成乐高

人力三轮车起价 2 元钱，根据路程不同价格有所变化，但政

速-乐宜高速过路费 134 元，但路况好，往来车辆较少，很

府管制路段无法营运。

清幽。驾车直接到宜宾南，沿路都有显著的路牌指示，宜宾
到长宁路况极好，过路费 10 元。快到长宁的时候有电子眼，

交通 到达蜀南竹海
乘车
 成都出发

全程限速 80，不要超速。



重庆-蜀南竹海

重庆-隆昌-纳溪-江安-长宁-蜀南竹海（354Km）

成都新南门车站有至竹海的直达班车，早上 9 点 20 分有班

Tips：从重庆出发，经过成渝高速至隆昌，过路费 90 元，

车。票价 112 元左右，此车直达竹海景区门口，大概下午三

转到隆纳高速至纳溪，过路费 30 元，再转道 S308 至江安，

点可到。如果从竹海打算直接回成都，不去宜宾的景点，建

由东大门进入蜀南竹海，或者继续沿 S308 行驶至长宁西大

议还是坐这部车返回，每天下午 3 点有班车到景区门口接。

门，进入景区。





重庆出发

贵阳-蜀南竹海

在重庆坐三个小时左右的汽车到宜宾市（95 元左右)；或者

① 贵阳-遵义-重庆-隆昌-纳溪-江安-长宁-蜀南竹海（754Km）

可以坐火车，从成都到宜宾 6-7 个小时左右，座位票 25 元，

② 贵阳-修文-大方-叙永-纳溪-江安-长宁-蜀南竹海（548Km）

到宜宾有直达竹海的班车，票价 20 元。



从宜宾(南岸客站)出发

到宜宾后要转乘 3 路或 4 路公交车到南岸汽车站，每 15 分
钟有直达车到蜀南竹海，票价 15 元，也可直接包车前往。
或者选择前往长宁县，到长宁之后前往竹海，车次会很多。

Tips：从贵阳出发，建议选择贵遵高速至修文，过路费 20
元，转道贵毕高等级公路至大方县（无过路费），转道 G321
经叙永至纳溪，过路费 160 元，再转道 S308 至江安由东大
门进入蜀南竹海，或者继续沿 S308 行驶至长宁西大门，进
入景区。

a.宜宾—长宁(6:04-19:30 每 12 分钟一班，票价 10 元/人，



车程约 1 小时)

昆明-会泽-昭通-水富-宜宾-长宁-蜀南竹海（704Km）

b.长宁—竹海(万岭)(7:15-17:45 每 15 分钟一班，票价 4 元

Tips：从昆明出发，经嵩待高速至会泽，过路费 60 元，昭

/人，车程约 40 分钟)

待高等级公路至昭通，再转道水麻高速至宜宾，过路费 65

昆明-蜀南竹海

元，经宜长旅游公路至长宁西大门进入景区，过路费 10 元。
一起游小贴士
① 到了竹海大门千万不要以为以万事大吉，还有一段盘山



公路在等着你。由于竹海实际是建立在一座山上，所以要真

西安-汉中-广元-绵阳-成都-乐山-宜宾-长宁-蜀南竹海（1080Km）

正到达景区腹地还得翻越此山，全程约 18 公里，路面全是

西安-蜀南竹海

双车道水泥路，但弯道很急，坡度也很陡，在冬天积雪期要

Tips：从西安出发，经西汉高速至汉中，过路费 145 元，转

特别注意防滑，夏天旺季也要注意，因为车多人多弯多坡多。

道京昆高速至广元，过路费 90 元，再转道绵广、成绵高速
至成都，过路费 120 元。由成都出发，经成乐高速-乐宜高

② 景区内有方便的出租车到达各个景点，费用面谈，收费

速至宜宾南，过路费 134 元，沿路牌指示经宜长旅游公路至

合理，景点之间距离也不算太远，游客也可以步行。

长宁西大门进入景区，过路费 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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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路线
蜀南竹海一日游

成都周边游线路

线路①

线路①

蜀南竹海景区非常大，如果没有同行的朋友，没有自驾车，

成都 → 都江堰 → 青城山

且不想走路走到恼火沮丧，建议参加旅行社的竹海一日游。

都江堰
玉垒关 → 二王庙 → 安澜索桥 → 鱼嘴堤 → 飞沙堰 → 宝

线路②

瓶口 → 伏龙观 → 离堆公园

西门（进）—游人中心—翡翠长廊—仙寓洞—天宝寨—索道—忘
忧谷—竹海博物馆

青城山

东门（进）—游人中心—七彩飞瀑—忘忧谷—竹海博物馆—翡翠

步行游览（前山）：景区大门 → 怡乐窝 → 天然图画坊 → 天

长廊—仙寓洞—天宝寨—海中海或仙女湖

师洞 → 祖师殿 → 朝阳洞 → 上清宫 → 老君阁（青城第一
峰） → 圆明宫 → 玉清宫 → 月城湖（渡湖） → 建福宫

蜀南竹海两日游

索道游览（前山）：景区大门 → 怡乐窝 → 月城湖（渡湖） →

线路①

索道 → 上清宫 → 老君阁（青城第一峰） → 朝阳洞 → 祖

D1：西门（进）—游览育江—游人中心—墨溪—竹海博物馆—

师殿 → 天师洞 → 天然图画坊 → 怡乐窝 → 景区大门 →

忘忧谷—索道—翡翠长廊—观云亭。

建福宫

D2：仙寓洞—天宝寨—海中海或仙女湖—七彩飞瀑—青云长廊
线路②
线路②

西岭雪山

D1：东门（进）—夕佳山古民居—游人中心—青龙湖—七彩飞

雪山山门 → 杜鹃林景区 → 金猴峰 → 白石尖 → 野牛道

瀑—仙寓洞—天宝寨，D2：观云亭—翡翠长廊—索道—墨溪—

→ 阴阳界 → 顶峰 → 红石尖

竹海博物馆—忘忧谷
线路③

蜀南竹海三日游

洛带古镇 → 黄龙溪古镇 → 平乐古镇

D1：从重庆、泸州方向进入景区可从翠门关入境，步行至青
龙湖划船。舍舟登岸经茶花山、龙吟寺、落魂台，可观七彩

成都经典行程推荐

飞瀑。泛舟七彩湖、游花溪十三桥、照彩潭，夜宿万里镇。

线路①：杜甫草堂 → 武侯祠 → 锦里

D2：游仙寓洞、天宝寨，经搽耳崖、猴子洞、朝阳洞、观云

线路②：青羊宫 → 文殊院 → 春熙路

亭，夜宿长宁万岭镇。
D3：游花竹溪、墨溪、忘忧谷、竹海博物馆后离境。

线路③：望江楼公园 → 金沙遗址 → 宽窄巷子

成都、乐山、自贡方向的游客，可经宜宾、长宁从西大门进
入，游览路线方向相反。从东大门出去的附近景区有石海洞
乡（约 50 公里）。

一起游成都旅游攻略（2013 年版）
更多交通详情：如何到达成都
更多景点详情：宽窄巷子

锦里

更多美食详情：成都美食地图
更多人文详情：最成都

成都市内交通
春熙路

大熊猫繁育基地

成都特色小吃

蜀戏冠天下

成都地铁
都江堰

川菜、火锅、小吃推荐

西岭雪山

美食汇川 品茶在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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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蜀南竹海有 1 家五星级酒店世外桃园、1 家四星级酒店蜀南竹海大酒店、2 家三星级酒店蜀南宾馆和翡翠度假村。之外还有许
多富有地方特色的农家客栈，淡季的时候还有打折优惠，也可以实行一条龙包吃住一条龙服务，每人一天约 60-100 元，是自
助旅游者的好去处。

特产
蜀南竹海的竹工艺久负盛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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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江安李子、江
安磕粉、夏橙、竹笋与竹荪等也是当地有名的特产。

美食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tangry 提供）

在蜀南竹海可以吃到很多地方特色小吃，这里介绍几种。
四季鲜笋

蜀南竹海一年四季有鲜笋，游客到蜀南竹海也就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的竹笋：一月二月冬笋，三月四月春笋，五月苦竹笋、
麻竹笋，六月甜龙竹笋、芦竹笋，七月八月硬头黄竹、慈竹笋，九月十月鸡爪竹笋、绵竹笋，十一月十二月又有冬笋。此外，
还有玉兰片、清水笋、罐头笋、盐渍笋等几十种竹笋。
鸡丝豆腐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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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味无穷。若再放蹼醋，则既开胃，又增进食欲。
熊猫大餐
熊猫大餐其实是全竹宴，也是蜀南竹海独有的，和大熊猫吃的一样，竹
花、竹荪、新笋等等。竹花据说叫竹燕窝，是竹燕弄的，竹荪是菌类，
平常大家只能吃干的，但是在竹海却可以享受新鲜的，口感不错。
宜宾燃面
宜宾最具特色的小吃。这种小吃选用本地优质水面条为主料，以宜宾黄
芽菜、小磨麻油、芝麻、花生、核桃、辣椒、花椒、味精以及香葱等辅
料，将面煮熟，捞起甩干，去除碱味，再按传统工艺加油佐料即成。宜
宾燃面特点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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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竹宴：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孬张 提供）

葡萄井凉糕
葡萄井的凉糕做法与普通凉糕并无两样，可贵之处就在于做凉糕时所用的水。在蜀南竹海长宁老县城双河古镇东门往南，便
见一溪清浅的活水，这水便是从葡萄井里流出来的。古镇的葡萄井是全国罕见的奇泉，井底泉水终年上涌。水中不断冒出的
气泡串串相连，似珍珠、似葡萄，故称葡萄井，井水很特别，双河人就用葡萄井的泉水泡米、磨浆、做凉糕、泡凉糕，于是
造就了竹海新兴名小吃—葡萄井凉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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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叶黄笆
由糯米加红糖制作而成，包在竹叶中，吃起来有清香感觉，并不是很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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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微信
欢迎您加入一起游微信（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

竹海地图

（↑ 竹海景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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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海周边交通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