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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养生修佛
  

一、全景峨眉

“蜀中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大诗人李白面对峨眉，发出如上赞叹。

峨眉山位于四川峨眉山市境内，是国家5A级风景区，景区面积154平方公里。峨眉山气候多样，

植被丰富，风景逶迤秀丽、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1996年峨眉山乐山大佛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在许多人印象中，峨眉山是个过于传统、老迈的旅游目的地，造访这里的目的，除了看山、拜佛

，观猴，别无其他。但是如果你现在还抱有这样的想法，那不得不说你太out了！

今天的峨眉山与曾经相比，有着游客不为所知的一轮又一轮惊喜。洗温泉泡酒吧、品茗雪芽、健

行赏绿、归隐静心、寺庙祈福、峨眉派武术寻根、看灵猴赏杜鹃、拍日出日落⋯⋯种种新兴享乐

方式与传统项目相结合的峨眉山，绝对不负今日“新峨眉”之称。

峨眉山旅游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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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说明：深蓝色为公路可抵达线路，浅蓝色为徒步上山步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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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一枚时光印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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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生享乐新峨眉，不可不做的八件事

   

1、上山-健行登山、徒步赏绿

峨眉的绿，是种润眼、悦心，却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色彩。这种绿，从初抵峨眉山的瞬间，就能一

直沁到你骨子里。步行登山前往峨眉山的各个寺庙，踩着长满青苔被雨水、露水润湿的步行道，

呼吸着山里混杂着草香的空气，听着背夫热情的招呼，就这样一步步最终登临金顶，听上去真是

个“痛并快乐”的过程。但只有这样的过程，不仅可以放松身心、清心润肺、沿途还能饱览清幽

的峨眉胜景、观灵猴，赏花草。且徒步健行登临金顶这个过程，当你去观察，去享受它时，一路

行来，你会慢慢领略峨眉人和峨眉山的精神，永远是积极向上又恰到好处，最懂生活、最懂享乐

、最热情又最脉脉...

那些峨眉山人少清幽的隐秘景点、清幽佛殿、有趣的川人川语和川味，是对健行登山者的馈赠，

不亲身经历，更加不能体会乐在其中的感觉。

在峨眉山的步行山道上行人不多，古意幽静，行走其间颇有作回林中隐士的感觉。步行至金顶一

路，几乎每隔2-3公里就会看到一间当地人经营的茶棚、饭馆，可以随时停下休息、补水、吃饭，

或者只是聊聊天。除了清音阁、步行至洗象池、雷洞坪附近也会有峨眉灵猴出没，提醒大家要注

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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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轩儿来了 提供)

行走在峨眉山绿意十足的步行道上，绝对是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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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养生修佛

 
(图片由网友 @轩儿来了 提供)

没有一片绿，怎么敢叫峨眉山，峨眉山处处绿意十足

峨眉山健行线路推荐：

半日体验线路：伏虎寺-报国寺-雷音寺-纯阳殿-神水阁-中峰寺-广福寺-清音阁-五显岗停车场（从

五显岗停车场乘车上金顶，或乘车下到报国寺）

半日线路说明：较休闲的体验线路，半日即可完成。会途径清音平湖、双飞亭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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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养生修佛
半日徒步过程中会经过峨眉新十景之一的清音平湖

半日徒步过程中会途径双飞亭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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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虎寺途中有许多数百年的桢楠、珍贵银杏树和绿意浓浓的竹林 (图片由网友 @一枚时光印 提供)

两日登金顶线路

D1：报国寺-伏虎寺-雷音寺-纯阳殿-神水阁-中峰寺-广福寺-清音阁-洪椿坪-九老洞-遇仙寺-九岭岗

-洗象池

D2：洗象池-雷洞坪-接引殿-金顶

两日线路说明：强度较大的两日徒步路线，全程约45公里。如果为减轻强度，第一天也可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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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脚下坐车走公路到五显岗停车场，从清音阁开始徒步。第二天徒步到接引殿，便有上金顶的

缆车，如果很疲惫可考虑乘缆车上金顶。

三日金顶往返线路

D1：报国寺-伏虎寺-雷音寺-纯阳殿-神水阁-中峰寺-广福寺-清音阁-洪椿坪-九老洞-遇仙寺-九岭岗

-洗象池

D2：洗象池-雷洞坪-接引殿-金顶

D3：金顶-雷洞坪-洗象池-九岭岗-华严顶-初殿-息心所-万年寺-白龙洞-清音阁-五显岗停车场

三日线路说明：强度较大的三日徒步路线。如果为减轻强度，第一天也可以直接从山脚下坐车走

公路到五显岗停车场，从清音阁开始徒步。第二天徒步到接引殿，便有上金顶的缆车，如果很疲

惫可考虑乘缆车上金顶。第三天下山时，为节省体力，走到万年寺可以乘坐缆车直接下到万年寺

停车场，下到停车场后可乘车走公路下到山脚下。

健行峨眉提示：

1.两日、三日健行需要食宿山中，建议住洪椿坪、仙峰寺、洗象池、金顶的寺庙均可提供住宿和

简餐；

2.山中温度较低，建议携带薄衣物御寒，上到金顶如果温度很低，可以再租大衣；

3.夏季山中行走注意防蚊虫、防晒；

4.行走时注意脚下，不要故意踩踏山道上的“鼻涕虫”；

5.沿途可准备些高热量食物，随时补充体力；

6.如果决定健行登山，提前穿双舒适、跟脚的运动鞋，让脚丫子少受点罪；

7.在山脚下花1元钱买根竹子作的登山杖，既可以吓唬猴子，还能当拐棍，要的。

   

2、寺庙归隐—祈福、养身、修心

峨眉山贵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有一千多年历史，是普贤菩萨道场，而普贤菩萨是吉祥和力

量的象征。所以来峨眉山，无论是否愿意，进入寺庙、亲临金顶拜佛、祈福是不能省去的环节。

除了祈福，峨眉山较大的寺庙都可以住宿，并提供素斋。

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在峨眉山的某座在古树遮荫的寺庙中小住几日，每日听得晨钟暮鼓，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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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朗朗；看得殿内香火缭绕、殿外鸟语花香；吃的是简单的素斋素饭，品的是清新峨眉雪芽，谁

说峨眉山不能成为世外桃源呢。在这小住的日子里，开悟得道怕是不行，但绝对是对心灵的涤荡

与沉淀。

峨眉山的寺庙极少商业气息，没人四处游说你捐钱、买香火、买纪念品。游人和香客可以根据自

己的意愿布施、上香、叩拜，丝毫不会受到干扰，让人感觉这才是真正的回归。 

 (图片由网友 @一微风儿轻吹 提供)

在寺院，扫地不仅仅意味清尘，有人在扫地的同时净心。院子打扫完，心也干净了

在寺院，不如归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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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虎寺，寺院生活，总归简单。 伏虎寺，寺院生活，总归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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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养生修佛
 (图片由网友 @一枚时光印 提供)

报国寺一隅 

(图片由网友 @一枚时光印 提供)

峨眉山报国寺，香火旺盛

峨眉山八大寺庙：

峨眉最知名最重点的八大寺庙分别为：报国寺、伏虎寺、清音阁、洪椿坪、仙峰寺、万年寺、洗

象池、华藏寺

  报国寺

报国寺：位于峨眉山脚下，是峨眉山第一大寺。寺庙坐西向东，依山靠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香火也常年不断。报国寺建于明万历年间，原名会宗堂。寺内有殿宇五重，山门、弥勒殿、大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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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殿、七佛殿、普贤殿，环境清幽、翠竹掩映。报国寺门票8元/人，寺内提供住宿。 

伏虎寺

伏虎寺：位于峨眉山脚下，与报国寺相距约一公里，是一座曲径通幽的尼姑院，因寺前的山形像

一头伏卧的老虎而得名伏虎寺。伏虎寺始建于唐代，寺内有全山最大的罗汉堂。整座寺庙依山而

建，周围古木参天，环境清幽而秀丽。伏虎寺门票6元/人，寺内提供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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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千飒飒 提供)

清音阁：

又称卧云寺，这里海拔710米，可以看山光水色，闻花草芬芳，听流泉清音，被古今游人多称誉为

“峨眉山第一风景”。清音阁外的双飞亭，左右各有一座拱形小桥，远看如鸟翼飞凌，双飞亭下

有两处流水，行程峨眉山“双桥清音”摄影爱好者不容错过。

 

洪椿坪：

位于峨眉山天池峰下，由清音阁上行6公里左右即可抵达。洪椿坪座落在中山群峰环抱之中，海拔

1120米，以清幽静雅取胜。寺内主要建筑有观音殿、千佛楼以及林森小院和禅堂、僧舍等。寺庙

提供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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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养生修佛

 (图片由网友 @轩儿来了 提供)

仙峰寺

仙峰寺：洪椿坪沿步行山道上行，经过九十九道拐，途径水流不大，却秀美异常的龙桥瀑布，即

到海拔1700米的仙峰寺。仙峰寺始建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寺前古木参天，茂密浓郁，寺

后长寿岩高插入云。仙峰寺往西行数百米，就是传说住着九老仙人的九老洞。

万年寺：

始建于东晋隆安年间（397—401）是峨眉山历史最悠久的寺庙之一。寺内无梁砖殿全部为砖结构

，是看点之一。山脚下有车可直达万年寺停车场，然后坐缆车或步行都可以前往万年寺。万年寺

门票10元/人。

万年索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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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养生修佛
旺季：上行65元/人，下行45元/人；淡季上行30元/人，下行20元/人。

 (图片由网友 @一微风儿轻吹 提供)

洗象池：

原名“初喜亭”，意为游人到此，以为快到顶了，心里欢喜。实际上，此处离金顶尚有30华里。

洗象池海拔2070米，属高寒地带，雨雪较重，所以洗象池佛殿矮小，且是铁皮盖的。洗象池寺内

有一石砌六方水池，每逢夜月当空，清辉无限时，月亮便投射在水池内，形成峨眉传统十景之一

的“象池夜月”。现在，选择在洗象池过夜的游客，也别错过这样的景观。抵达洗象池之前，会

经过一个峨眉生态猴区，要注意防猴。进入寺庙，有时也能看到猴子三三两两在寺庙的台阶上，

空地处懒洋洋的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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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一枚时光印 提供)

华藏寺：

全称为“永明华藏寺”，位于峨眉山金顶主峰，海拔高度3079米。金殿是华藏寺的其中一殿，所

处位置最高，俗称金顶。所以金顶所指不仅是这座山峰，更主要指华藏寺和寺内著名的金殿。华

藏寺，始建于东汉，当时称普光殿，后改名为光相寺。明代在殿后最高处营建普贤殿，俗称铜殿

。殿顶鎏金，又称金顶。金顶所在的山峰也因此得名。

寺庙食宿提示：

1.寺庙提供素斋素饭，大多按人头收钱，价格并不贵，吃饭时不要大声喧哗、嬉笑、不要剩饭；

2.没有健行上山计划的，可以选择住在山脚下的伏虎寺、报国寺；

3.有上山计划的游客，可以选择住在途径的洗象池，仙峰寺；

4.很多寺庙殿堂不允许拍照，请注意看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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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养生修佛
峨眉山寺庙住宿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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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间以上40元/人

清音阁

新楼：两人间标间320元/间；三人间360元/间

木楼（内有电视、公共浴室）：两人间60元/间；三人间80元/间；四人间100元/间

万年寺

新楼：豪华套间360元/间；双人标间160元/间；三日标间180元/间；

般若堂：20元/床

洪椿坪

贵宾间80元/床；一人间50元/床；二人间45元/床；三人间40元/床；四人间35元/床；

洗象池

多人间40元/床；二人间（带电视）160元/间；三人间150元/间；二人间（带空调、电视、卫生间

）400元/间；二人间（带空调、电视）300元/间；

   

3、趣玩—看猴、喂猴、拍猴

提起峨眉山，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形象，恐怕不是别的，而是顽猴一只。没错，峨眉山灵

猴是峨眉山最好的代言人，比任何其他景观、活动都更吸引人的眼球。峨眉山灵猴是出了名的厉

害，它们的嬉闹、拉扯常常让游客大惊失色，但大大小小的猴子，如果扮起可爱，其憨态可掬又

令人忍俊不禁。所以峨眉山的猴子，即成为一道不可错过的景观，也成为诸多游客谈论的话题。

峨眉山，到处都能看见猴子的形象。一点不夸张，猴子已经和峨眉山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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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年二胖 提供)

       

看猴

峨眉山看猴主要有三处，最易抵达的就是清音阁上行，在一线天至洪椿坪之间一道狭长幽谷内的

生态猴区。这里的猴子数量比较多，因为有不少管理员，也比较安全，游客可以在管理员的帮助

下与猴子合影。不徒步上山的朋友，可以来此处看猴后原路返回清音阁，坐车上山。另两处看猴

地点分别是，洗象池、雷洞坪停车场至接引殿一段。在山中徒步的朋友也不可掉以轻心，“运气

好”的话步行过程中偶尔也会遇到猴子，注意不要紧张，用手中的竹竿吓唬吓唬，一般都可以吓

退。

喂猴

清音阁、雷洞坪一带的生态猴区都有包装好的成品猴食物，里面以花生、玉米为主，也有零星几

粒葡萄干。猴子最爱吃什么，当然不是玉米，和人一样，细粮比粗粮好吃。景区出于安全考虑，

不允许游客擅自喂猴子其他食物。但是，架不住猴子看见别人的食物眼热，所以就发生了猴子抢

夺游客饮料、食物的事件。一般发生这样的现象，会有景区管理人员及时制止，但被抢走的食物

多半是落入猴腹了。洗象池生态猴区的猴子比较少，因为除了徒步上山的游客外，途径洗象池生

态猴区的游客并不多，所以这里的猴子一般都聚集在洗象池寺庙里，因为伙食较差，也就没什么

讲究了，花生、玉米、饼干统统都吃。

拍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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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峨眉山，不好好拍几张峨眉山灵猴的照片怎么行，建议用长焦镜头，距离稍远些进行“创作

”，否则只顾拍摄，无暇喂食物，小心猴子把你的相机当成玉米抢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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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年二胖 提供)

猴子喜欢可乐，汽水，果汁一切饮料。这胖猴子正在喝从游客那里偷来的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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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年二胖 提供)

                              

或许你需要一根，既可以当拐杖，又可以作“防猴安全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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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它急了去你嘴里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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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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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赏花—徜徉杜鹃花海

峨眉山佛家称杜鹃花为“桫椤”。每年五月前后，30个品种的杜鹃，在峨眉山如荼盛放，从山脚

到雷洞坪高山地带，几乎都能看到大片杜鹃。峨眉山的杜鹃不以朵为单位，繁茂时节通常成片盛

开；不是花盆中那样矮小的一株，而是一树一树的开花，花的色彩也是黄、紫、白、蓝、粉红，

可谓丰富多彩。唐代诗人白居易赏过峨眉山杜鹃，留下了“杜鹃花落杜鹃啼”的名句。 

 (图片由网友 @千飒飒 提供)

峨眉山在哪能看到杜鹃花：

1.五月前后，杜鹃花开最繁盛的季节，从报国寺步行前往3099米的万佛顶，一路几乎都能看到杜

鹃花；

2.桫椤坪与毗邻的雷洞坪，是杜鹃花较为集中的地区，形成了“桫椤鹃海”这一峨眉景观

3.雷洞坪4至5月，万佛顶5至6月是赏杜鹃的最佳时间。

   

5、访金顶—看五大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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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峨眉山如果不上金顶，在许多人看来，等于白来一趟峨眉山。所以徒步也好、坐车也罢，金顶

是必去的。 

 (图片由网友 @千飒飒 提供)

奇观一——金佛：

金顶上高48米（代表阿弥陀佛的48个愿望）的十方普贤圣像，是世界上最高的金佛，也是峨眉金

顶的中心。普贤的十个头像分为三层，神态各异，代表了世人的十种心态。大象背上第一层为普

贤菩萨的四头像和两面身；第二层为普贤菩萨四头像；最高层为前后普贤菩萨头像。圣像内为484

平方米的佛中殿，供奉阿弥陀佛铜像，四周绕汉白玉雕佛像。

金光耀眼的普贤像会毫无悬念的震慑每个游客，产生一种由心而生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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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千飒飒 提供)

奇观二——金殿：金殿指金顶华藏寺中的一殿，屋顶鎏金，是目前全国最大的金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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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顶佛光(图片由网友 @一微风儿轻吹 提供)

奇观三——佛光：

峨眉佛光，又称峨眉宝光，是一种奇特的自然物理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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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听上去，在峨眉

山看佛光还真是件靠运气、拼人品的事。佛光观看时间，上午9:00-10:00，下午3: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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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观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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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观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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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顶索道从接引殿直接上到金顶，金顶索道价格：

旺季：上行65元/人，下行55人；淡季上行30元/人，下行20元/人。

金顶注意事项：

峨眉山金顶海拔3079米，早晚温差大，气候较山下比较冷，要注意保暖，所以需要携带御寒衣物

，金顶有大衣出租业务，10-20元/件；金顶吃饭上有不少小卖店，水、鸡蛋都比山下贵不少，坐

车上金顶的游客可以考虑自带。

金顶食宿推荐：

住：可考虑入住金顶大酒店（三星级），有不同的景观房可供选择，电话：0833-5098045

食：金顶“美食林”酒店装修环境优雅，饭菜地道，菜量足，最关键是价格合理，比想象中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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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两个人60-70元完全可以搞定。

   

6、温泉—养生、润肤、解压

人说中国温泉在四川，四川温泉看峨眉。这可不是盖的，峨眉山有氡水温泉和硫磺温泉两种温泉

。

峨眉山温泉的特色

氡水：峨眉山的氡水温泉，源于3000米的地下，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是国内少有的高品

质氡水，被称为“不老泉”。

绿意：置身于18万亩的原始森林，满眼绿意，温泉水没膝，润肺润心的新鲜空气吐纳之间，谁能

放弃在峨眉山彻底回归自然的大好机会。

度假：峨眉山的温泉可不是泡泡就走，来去匆匆的，大可以像很多成都人那样，带着不急不燥的

心情到峨眉山，找个巴适的小院、宾馆住下来。或全家老小、或三两好友、或情侣二人，将温泉

享乐当成度假的一部分。这生活听上去很遥远，但在峨眉人看来，近在眼前。

灵秀温泉欢乐谷(图片由网友 @一枚时光印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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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养生修佛
峨眉山特色温泉地指引

灵秀温泉欢乐谷：在峨眉山泡温泉，去峨眉山脚下的“温泉欢乐谷”是不二之选，氡气温泉和硫

磺温泉这里全有，还为不同消费阶层人士设立了三座不同的温泉主题享乐场所，提供包括露天温

泉、室内私密温泉会所、露天温泉会所等一应俱全的温泉享乐项目。温泉池内点缀着小桥流水、

周围绿植密布，颇有情调，在这里，任何人都能把温泉泡出个风情万种来。

灵秀温泉欢乐谷不可错过项目

五步温泉养生：灵秀温泉欢乐谷内仅1千平米以上的温泉池就有3个，还提供漂浮、药浴、泥疗等

项目，一定要全部体验一遍。

夜泡：在温泉欢乐谷，夜泡温泉是种享受，在无人打扰的温泉小池，伴随水雾袅袅升腾，体验属

于自己的那份宁静，夫复何求。提醒夜泡温泉的朋友，灵秀温泉欢乐谷内的设施非常多，有灵秀

禅汤（药疗温泉）、仙山泥疗、儿童乐园、室内温泉馆、浴足按摩等养生区域，不要因为夜色掩

映就错过了体验这些绝佳项目。

儿童乐园冷水区嬉水：夏季白天泡温泉的朋友，一定要去儿童乐园冷水区嬉水，名叫“儿童乐园

”，但那份畅快绝对是每个人都不能错过的。除了超长是水上滑梯、滑道等设施，儿童乐园的室

外巨大造浪池碧蓝如洗，浪花拍打岸边溅起层层浪花，颇有些夏日海岸线的感觉。

灵秀温泉价目表

温泉体验：168元/人

儿童优惠价：80元/人

鱼疗项目36元/次

营业时间：

平日14:00-24:00

节假日10:00-24:00

红珠山温泉

红珠温泉会所，是国内十大度假五星级酒店红珠山宾馆的一部分。这里曾是蒋介石在峨眉山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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邸，因此红珠森林温泉环境清幽、私密性强。

红珠山温泉不可错过项目

温泉SPA：温泉SPA独具特色，在纯自然的环境中释放身心、汲取能量，完美和谐。

红珠山温泉价格：268元/人

温泉鱼疗：和温泉中的小鱼来次亲密接触吧，让小鱼的亲吻和按摩加速新陈代谢，和小鱼在无限

意趣中放松身心。

瑜伽温泉会所

瑜伽温泉距报国寺近在咫尺，温泉得名于门前的瑜伽河。在这里可以泡在温泉里，聆听报国寺晨

钟暮鼓之声，是静心、静身、精脑的不二选择。

瑜伽温泉价格：128元/人

瑜伽温泉不可错过

硫温泉：瑜伽温泉的硫温泉位于室内，可以在泡完氡温泉，再去体验一下硫温泉，这就是所谓的

“一泡双享”的绝佳体验。

泡温泉注意事项

切忌空腹或饮食过度、饮酒过度时入浴，泡温泉时应多喝水，随时补充流失的水分。

温泉不宜长时间浸泡，否则会有胸闷、口渴、头晕等现象。

凡有心脏病、高血压、皮肤病或身体不适者，不宜泡温泉，除非经医生允许。

   

7、吃喝—当养生遇到麻辣

靠山吃山，峨眉山从不缺山珍野味，小吃佳肴和各式川菜，只要有川人的地方，饮食文化就一定

会被发扬光大。峨眉山的养生宴补气养心，好吃街上的川味小吃麻辣过瘾、寺庙素斋色相俱全以

假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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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最不可错过美食：

瑜伽养生宴

养生宴选用的食材多取自峨眉山当地，春补肝、夏补心、秋补肺、冬补肾，峨眉山养生宴的养生

理论可谓独具一格。

品尝地点：峨眉山大酒店

峨眉山素席

佛教圣地峨眉山的素席令食客胃口大开，同时印象深刻。素席上各种足能以假乱真的佳肴美味，

基本都是用粉条、面粉、豆制品加工而成，外形、口感都令人真假难辨。

品尝地点：伏虎寺、报国寺、万年寺。素斋价格不贵，但点菜需量力而行，避免造成浪费，最好

不要剩菜，或尽量不要剩太多。

 

好吃街的泡菜，哪怕 

 (图片由网友 @轩儿来了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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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腌一坛泡菜，在四川人眼里，都是马虎不得的事。

地道川菜川味

四川火锅、黄焖鸡、黄焖兔、小凉面、串串香、酸辣粉......这些看似平常的小吃，因为洋溢着浓厚

的麻辣味道，提起来就让人口舌生津。对于爱吃辣、嗜好四川小吃的人，峨眉山也算来对了。

品尝地点：峨眉山脚下的名特小吃一条街，就在报国寺往下约1公里左右的路边，招牌很明显。人

均消费40元左右可以吃的又好又丰富。 峨眉山市区的好吃街，位于峨眉山市中心繁华地带，峨眉

山市白龙南路峨眉大厦旁，“好吃街”里的小吃数不胜数，仅300米长的街道就有摊位200余家摊

位。每当夜幕降临，“好吃街”总是灯火辉煌、人声鼎沸，这里的小吃绝对可以让您大饱口福，

真正领略到地道的麻辣川味。

 

峨眉山珍宴

峨眉山的雪花笋、雪魔芋、各种野生山珍菌、野菜，可以说取自天然，别具风味，可以让久不能

品尝到地道山珍的人，大饱口福。

品尝地点：峨眉山特色美食村

峨眉豆花

峨眉山的豆花出名，一般是因为这里水好。用峨眉山的水磨出的豆花，雪白如玉，口感细嫩绵软

。一碗白嫩轻盈，水波荡漾的豆花端上来，无需复杂，只简简单单配上一碟蘸水。豆花的清香混

合麻辣蘸水，两种味道混杂着跃动着味蕾，大有一碗不过瘾的劲头。

品尝地点：只要用峨眉的水，做出的豆花都不会差。峨眉山徒步山道路边的很多小饭馆味道都很

正。

峨眉山其他美食地点推荐

峨眉山特色美食村

峨眉山特色美食村：位于峨眉山古凤凰台旧址瑜珈河畔，峨眉山大酒店外侧，美食村有峨眉小吃

、峨眉烧烤、峨眉小厨、神水雪芽廊和峨眉酒吧。峨眉小吃、峨眉烧烤的菜品都有峨眉特色，价

位适中，可临水就餐，环境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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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一枚时光印 提供)

峨眉山当地的菜蔬新鲜多样

峨眉山上农家乐：峨眉山农家院，许多菜都是临时下地采摘，做到绝对新鲜。峨眉山有多少农家

乐，简直数也数不清。如果想尝试农家菜，可以在徒步前往伏虎寺、报国寺，甚至徒步前往清音

阁的一路，慢慢寻找。农家院就餐最便宜的只需5-10元/位，但想吃特色农家菜，人均消费40—60

元左右，视“战斗力”强弱而定。

   

8、泡吧—品着雪芽打牌、发呆

宁可食无肉，不可饮无茶，在峨眉山寻雅觅闲，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对茶的追求上。

  随便走到哪里，都能喝茶。在峨眉的生活，是少不了一杯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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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峨眉山，到处都有休闲、打牌、喝茶的人。

峨眉山的诸多气质里，少不了四川人特有的闲散。久居峨眉山的本地人也好，外地人也罢，他们

日复一日闲散着，并身体力行告诉每个来到峨眉山的人，不要错过将这种闲散精神发扬光大的机

会。所以细细想来，峨眉山“放闲”的综合指数并不低于丽江、大理或其他任何地方。

峨眉雪芽产于峨眉山海拔800-1200米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峨眉雪芽香气清香馥郁，色泽

嫩绿油润，汤色澄明透彻，口感清朗淡雅，入口之后便齿颊留香。峨眉人的福气在于，可以在雪

芽原产地，捧一杯如此清冽淡雅的茶，听着瑜伽河的水声，打打牌、看看书、吹吹牛，或者让心

情完全放松，什么也不做，只是就着一树一树的翠绿上上网、发发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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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一微风儿轻吹 提供)

峨眉山品茗、打牌、发呆地推荐：

 神水雪芽廊：这里是峨眉山特色美食村的一部分，神水雪芽廊临瑜伽河，环境清幽雅致，可伴着

哗哗水流声品茶。

   3077青年旅馆内酒吧：酒吧招牌上写着的“混，是一种态度”，仿佛是句宣言。酒吧开在3077

青年旅馆园内，每到傍晚便有年轻人大批聚集在此，酒吧的范围于是从室内一直延伸到室外。酒

吧小院里有一个圆形水池，养了一些锦鲤，墙头无名小花开的茂盛，墙壁上挂着许多店主旅行时

拍回的藏族儿童照片，酒吧里到处都贴着游客的留言，气氛十足放松。

候鸟吧：位于报国寺美食村，是景区内的唯一家，夜里有歌手驻唱，可以通宵达旦狂欢。

云上金顶：如果愿意走的远一点，泡吧、品茗便有了更多选择。位于峨眉山市区易镇的云上金顶

，常年弥漫着悠闲的气息，是会友、休闲、消磨时光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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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轩儿来了 提供)

峨眉山的酒吧有时与常规意义的酒吧有所区别，其实只是一个休憩的场所。

或者就在这开满鲜花的小院坐下来，只是拿时间去泡一壶峨眉雪芽。

酒吧也好、小院也罢，在峨眉山，花开的正好，你怎么忍心带着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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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峨眉特产

买什么

1、峨眉雪芽

峨眉雪芽有机茶，产于峨眉山海拔800-1200米处，隋唐时期，峨眉雪芽便被列为皇室贡茶，其淡

雅的口感，油润的色泽被许多名人雅士所喜爱。

购买地点：建议通过正规渠道，在正规商店购买，以保证质量。

2、雪魔芋

是地道峨眉山特产，采用多年生草本植物魔芋的块茎加工而成。质地绵软、入口味鲜的特点。雪

魔芋食用时用温水浸泡成海绵状，可凉拌、可以做烧菜。

购买地点：峨眉山各旅游商店、当地杂货店。可以砍价。 

峨眉山雪花笋(图片由网友 @千飒飒 提供)

3、雪花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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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雪花笋采用峨眉山高山区所产鲜笋职称，口感清香，与鸡、鸭炖汤，可以补中益气。

4、峨眉灵猴纪念品

峨眉山满眼都是千姿百态的猴子纪念品，身边几乎每个游客都人手一个。你又怎能拒绝，毕竟这

些这些憨态可掬的布猴，毕竟他们比真猴子可爱很多，至少不会抢走你的可乐。

购买地点：视猴子大小价格不等。比比价再砍砍价，进货渠道都差不多，所以在哪买都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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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峨眉山住宿

报国寺景区住宿

星级宾馆

红珠山宾馆（五星级）

详细地址：报国寺左侧

推荐理由：环境幽静雅致，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五星级国宾馆之一，还可以近水楼台泡红珠山森林

温泉。

订房电话：0833-5525888

峨眉山温泉饭店（五星级）

推荐理由：峨眉山温泉饭店秉持亲近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偎依峨眉山麓，毗邻亚洲最大露天

氡温泉浴场——灵秀温泉而建，五星级酒店服务，人性化科学管理。点滴之间，彰显尊崇。

订房电话：0833-5593578

峨眉山大酒店（四星级）

详细地址：报国寺旁边

推荐理由：环境清幽，地理位置超好，距离名特小吃一条街、峨眉山特色美食村、温泉欢乐谷步

行几分钟均可抵达。

订房电话：0833-5526888

峨眉山饭店（四星级）

推荐理由：饭店系园林式建筑，融入欧洲后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格调清新，设计独特而典范。

订房电话：0833-5590518

峨眉山养生堂

详细地址：位于报国寺风景区灵秀苑内

推荐理由：峨眉山养生堂是峨眉山武术养身基地，养身堂徒步灵秀温泉仅需2分钟，至峨眉山温泉

饭店徒步仅3分钟。养身堂以养身为主题的酒店，酒店处处散发着浓郁的峨眉山养身文化氛围。养

身堂依山傍水，周围环境优雅，建筑风格为独特的砖木结构，酒店房间设施完善，设有中央空调

、独立卫生间、双人间床宽1.2米，住宿环境很优雅。

订房电话：0833-5590529

中低档特色酒店（经济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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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7青年旅舍

详细地址：位于报国寺风景区灵秀苑，就在温泉欢乐谷路口

推荐理由：3077是金顶的高度。旅舍位置很好，距好吃街、温泉欢乐谷几步之遥，是很多驴友聚

集地之一，从这可以获取一手新鲜资讯，旅馆内有酒吧，氛围不错。虽然不是正规加盟的国际青

年旅舍，但一般青年旅舍有的这里基本也都有。

订房电话：0833-5591698

玩具熊酒店

详细地址：报国寺风景区43号

推荐理由：玩具熊酒店老板Andy是个颇有些传奇色彩的人。酒店因为上过LP，所以老外都选择住

在这里。酒店干净卫生、提供简餐。

订房电话：0833-5590135

峨眉山草根人家青年旅舍

详细地址：报国寺，天下名山牌坊前行200米

推荐理由：比较知名的青年旅舍，干净卫生氛围好。旅舍距离报国寺近在咫尺。

订房电话：0833-5593826 0833-5955099

山中段：

若选择徒步登山，途中可视个人时间及身体状况选择住宿。较好的选择便是住在山中段，行程不

紧，身体不会太累，而且附近农家旅社特别多，主要集中在清音阁一带，人均消费也不高。这里

住宿虽条件一般，但吃着峨眉仙山的特色菜，听村民讲仙山趣事，又平添了一分旅途乐趣。

平湖山庄：

这里是一处具有“农家乐”风格的带有院子的别致小楼，面朝美丽的湖泊，湖上有长长的横跨湖

面的吊桥，湖水蓝莹莹的，清澈见底，两岸风光极好，幽静而舒适。山平湖山庄内的野菜煎蛋和

苦笋肉片汤，是一大特色选用当地特产苦笋和野菜据制作。

电话：0833-5099259

地址：清音平湖边

参考价格：单人间150元

万年宾馆：

万年宾馆是一家挂牌二星级酒店，酒店内配备预备三星级用房，位于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峨眉山

万年寺停车场，以干净、卫生、舒适、贴心的酒店住宿产品，为海内外八方来客提供安心、便捷

的旅行住宿服务。

电话：0833-5090394

地址：万年车场

参考价格：标准间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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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云间度假酒店：

峨眉山水云间度假酒店位于峨眉山十景之一的清音阁，紧邻峨眉山清音平湖和清音阁寺庙。酒店

在山、水、云间，故名水云间酒店。酒店于2010年元月新建，按四星装修，房间配备32寸液晶电

视、全新格力空调、通透式的卫生间，使宾客度假更加愉悦。

地址：峨眉山清音阁平湖码头

电话：0833-5099011

参考价格：标准间150元

寺庙住宿：在半山腰上也可在寺庙内进行留宿，但通铺床位紧张，价格不确定。

万年寺庙：

电话：0833-5090053

清音阁寺庙:

电话：0833-5099045

山顶位置：

方便观赏金顶日出，可住在金顶或雷洞坪。金顶上面的住宿在节假日一般比较紧俏，所以要提前

预定，价格也很贵。但是如果选择淡季或者返程高峰时去，价格降幅也比较大。

金顶大酒店：

酒店位于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峨眉山之巅金顶，是峨眉山旅游定点饭店，酒店所处海拔3033米，浮

于云海之上，隐于仙雾之中，位于四面金佛脚下，步行到金佛只需3分钟，所处观景位置绝佳。

电话：0833-5098088

地址：峨眉山金顶

参考价格：标准间360元

金顶香怀里酒店：

酒店位于全山之巅海拔3079米的金顶，距离日出最佳观景处只需步行三分钟，居住在仙山顶峰，

心情会格外豪迈，晚上可相约到世界最大的汉传佛教广场金顶广场散步，天气好的话还能赏月看

圣灯，早上能看日出观云海，佛光。

地址：峨眉山金顶

电话：0833-5098005

参考价格：标准间240元

峨眉山雷洞坪山庄：

山庄座落于风光秀丽的峨眉山雷洞坪，前临停车场，海拔高度为2380米，上行距峨眉山金顶缆车

下站仅1500米，下行距峨眉山滑雪场500余米。交通极为方便。

电话：0833-5098053

地址：峨眉山雷洞坪(停车场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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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价格：标准间280元

金顶山庄

峨眉山金鼎山庄位于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峨眉山之巅金顶，天气晴好时您可以近观原始森林，远观

贡嘎雪山，还有金顶四绝，日出，云海，佛光，圣灯。

电话：0833-5098006

地址：峨眉山金顶

参考价格：标准间380元

                                               43 / 49



�������

峨眉山：养生修佛
  

五、推荐行程

怎么去：

飞机

成都机场距离峨眉山120公里。可坐飞机前往成都机场，下飞机后乘机场大巴抵达终点岷江宾馆，

从岷江宾馆走路到成都新南门长途车站，仅需5分钟（不认路的可以向当地人打听，一般都会告诉

）。新南门长途车站有直接前往峨眉山的长途车，30分钟一班。乘车90分钟即可抵达峨眉山市。

从峨眉山市到峨眉山报国寺景区还有约4公里，可以坐的士前往，价格10元/车。

成都新南门车站—峨眉山客运中心（峨眉山市）票价43元/人，30分钟一班。

火车

峨眉站是成昆线的主要站点，游客可乘坐K145、K165次列车至昆明或K117至攀枝花的列车到峨眉

火车站下车。峨眉火车站距峨眉山景区约10公里，乘车约15分钟。

也可以乘火车到成都，出成都火车站乘55路公交车，或打车（约20元钱）前往新南门长途车站。

新南门长途车站有直接前往峨眉山的长途车，30分钟一班。乘车90分钟即可抵达峨眉山市。从峨

眉山市到峨眉山报国寺景区还有约4公里，可以坐的士前往，价格10元/车。

成都新南门车站—峨眉山客运中心（峨眉山市）票价43元/人，30分钟一班。

周边交通

乐山—峨眉：乐山客运中心—峨眉山旅游客运中心，票价8-12元/人，10分钟一班。

峨眉—乐山：峨眉山旅游客运中心站（报国寺景区内）—乐山大佛，票价12元/人，上午发车时间

8:00-12:00；下午13:30-17:30。

返程交通

峨眉山旅游客运中心站（报国寺景区内）—成都新南门，票价45元/人，8:00-18:00，每小时一班。

峨眉山旅游客运中心站（报国寺景区内）—重庆，票价115元/人，发车时间8:30。

峨眉山内部交通

公交车

峨眉山公交车站：乘坐峨眉山市区至伏虎寺的5路公交车，可以从峨眉市直接进入峨眉山报国寺景

区。

出租车

峨眉山市出租车起价3元，打表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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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景区旅游观光车

旅游观光车是许多游客游览峨眉山景区的主要运输工具，每天均有班车发往成都、重庆、绵阳和

景区万年寺、五显岗、零公里、雷洞坪等站。

峨眉山景区观光车价格  

报国寺-五显岗（或万年寺）20元/人；

报国寺-雷洞坪：40元/人，雷洞坪-报国寺：30元/人；

五显岗（或万年寺）-雷洞坪30元/人；

雷公里-雷洞坪20元/人。

峨眉山滑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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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峨眉山门票汇总

峨眉山风景区门票价格：

旺季185元/人次，淡季110元/人次。旺季时间为1月16日至12月14日；淡季时间为12月15至次年1月1

5日。

万年寺：10元/人；报国寺：8元/人；伏虎寺：6元/人

灵秀温泉：168元/人

红珠森林温泉：198元/人

瑜伽温泉：98元/人

万年索道价格：

旺季：上行65元/人，下行45元/人；淡季上行30元/人，下行20元/人。

 金顶索道价格：

旺季：上行65元/人，下行55人；淡季上行30元/人，下行2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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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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