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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元生态旅游线之东线——徒步米仓山

在陕西人眼里，四川人是南方人，温婉而湿润，而在四川人眼里，陕西人却是北方人，粗犷而又

干燥，相邻却不相似，究其原因，是巍峨的秦巴山脉像一堵高墙一样阻挡了来自北方冷空气的入

侵，而又使盆地内的暖湿气流难以外溢，从而造就了四川的盆地气候，我们往往把这一带统称为

秦岭，在古代，这里是出川的必经之路，从而有了阴平道、米仓道上的传说，而今，这里依然是

四川人去往北方陆上交通必经之地，但遗憾的是，笔者几次坐火车翻越秦岭时，都是深夜，未能

亲眼见其真容，直到最近去过唐家河、米仓山这两地之后，才算是真正领略了秦巴山脉的雄伟与

壮阔。如果你正在为你的假期寻找一个轻松、人少、风景好的目的地，那广元的这两条生态旅游

线路值得你的关注。

之所以称之为生态旅游线路，是因为唐家河与米仓山这两个地方均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

山高林密，峡谷悠长，其间生活着许多珍稀野生动植物，虽然，野生动物的身影游客鲜见，但依

旧保留了较为原始的风貌，各种鸟鸣声不绝于耳，鱼儿在小溪中嬉戏，行走其间，回归大自然的

亲切感让人惬意，而面对层峦叠嶂的山峰，河谷中的怪石嶙峋，对大自然又会不禁产生一丝敬畏

。

米仓山所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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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米仓山最佳体验

   

1、漫步七里峡，鱼游浅水，鸟鸣做伴

七里峡作为米仓山的核心景点，一直以来是游客到此必去的地方，炎炎夏日，漫步其间，丝毫感

觉不到炎热，或许是树荫蔽日，或许是峡谷小溪中的鱼儿、周遭齐鸣的鸟叫声吸引了你的注意力

，让你虽然汗水随着爬山而流淌，但却倍感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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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峡溪水潺潺

   

2、狮子坝观景台遥望双鼓，叹大自然鬼斧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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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鼓城山

来到米仓山之前，最吸引我的就是鼓城山了，照片上两座平顶的大山，像一对大鼓一样矗立在一

起，蔚为壮观，由于路途艰险，很少有游客能够亲自上到鼓城山上，但在狮子坝旁边的观景台上

，却能遥望这两座双鼓，是拍照留影的绝佳地方，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体力又够好，

可以爬到狮子坝旁的瞭望塔上远观鼓城山，有摄影爱好者为了拍到双鼓日出时的盛景，半夜起床

爬山，想想路边可能还有野猪在跑，树上还有猴子在看着你，最好还是有保护站的员工带着你上

去比较好。

   

3、博物馆内上一堂生动的生物课，让你打开眼界

由于人类活动的原因，游客在景区内亲眼看到野生动物的机会已经不多，但在米仓山，的的确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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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着千百种野生动植物，如果你想知道哪些动物可能就在你的身边，就必须到保护区门口的博

物馆里去看一看，博物馆里有大量米仓山保护区内动植物的标本和照片，在进入景区之前，好好

的到这里听讲解员讲一讲，或许能让你的这次旅行多一些收获。

博物馆内动物标本

   

4、与保护站的职工交谈，让你知道保护区工作的不易

旅行途中最愉快的事情，莫过于和当地人亲切交谈了，在鼓城山、狮子坝两个保护站，你都有机

会与保护站的职工接触，尤其是在狮子坝保护站，他们对保护区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了解，可以

告诉你在保护区内曾经发生的故事，例如在清末年间，在鼓城山上就住着一群红灯教徒，狮子坝

附近还有当时教主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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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仓山端公潭瀑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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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米仓山景点介绍

   

1、鼓城山

远眺鼓城山

山景为主题，森林景观、野生动物、地下景观相辅相成，云景气象四时不同，绚丽多彩。2.5亿年

前的海洋地质沉积，造就了“天下第一鼓”之美誉的鼓城山，鼓城山因山似鼓而得名，四周峭壁

高达150-200M以上山顶宽广平缓，方圆2-3万平方米，东西鼓城山相距近千米，东鼓城山东西长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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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米，南北宽500米，遍布峰林、峰丛和洼地；西鼓城山南北长700米，东西宽400米。主要景观有

“云海天鼓”。鼓城山不仅风光旖旎、地质奇特，山奇水异，而且还是中国南北自然气候分界线

上动植物的栖息地；同时，区内文彩斑斓，是儒、佛、道三教活动圣地，名胜古迹星罗棋布，历

史文化积淀深厚。最高点东鼓城山海拔2073米，最低点关口垭河谷海拔880米。

   

2、七里峡

位于旅游区的中部，以清、幽、峻、秀、美而闻名。峡谷宽12-15m。峡谷全长七华里，人称七里

峡。谷岸绝壁陡峭，薕蔓垂吊，绿苔附壁，苍翠欲滴。谷中林荫交织，丛林蔽日，宁静幽深；谷

底清溪，涓涓细流，潭中游鱼如织。形成了一个绝妙的“山水画廊”。

峡谷内古朴原始的风韵犹存。公园及周边地区分布着茂密的森林，其中80%以上是天然林。森林

季相丰富，春天烂漫艳丽，观花树种有杜鹃、玉兰、丁香、栀子、迎春、厚朴、木槿、蔷薇、茶

花、忍冬、猕猴桃、连香树、野桂花。秋天是公园最美的季节，观叶树种有枫类、水青冈、椴树

、桦木、杨树等。一夜秋风就可以让这里变得枫红菊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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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峡

   

3、小龙潭

在距离景区大门200米的地方，有这么一处瀑布，在去往瀑布的图中，清澈的潺潺流水在浑圆的砾

石缝隙间嬉戏，时时泛出快乐的水花；寻着曲折蜿蜒的石板小路前行，就会见到小龙潭。一泻而

下的流水，跌落进约十二米深的潭里，翻腾起条条水花；加之光雾在山顶盘旋，流水与其相交互

融，梭成一条薄纱裙，梦幻一般扑朔迷离，让人过目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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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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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态旅游线其它景点

   

1、唐家河自然保护区 

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图片来源：霜叶红似火）

5.12地震后，相信所有人都认识了青川这个地方，而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就位于青川县北沿，与甘

肃文县接壤，海拔1500—3846米。这里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王朗、白水江保护区为邻。唐家

河自然资源丰富，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划定为A级自然保护区，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

区之一。保护区内的大草坪海拔3837米，为广元最高点。

在这里每年的12月至次年2月可观赏金丝猴、大熊猫；3至4月可观赏杜鹃花；5至8月可登上高山草

甸领略草原情趣，并观赏扭角羚；7至9月是避暑的胜地；9月至次年2月可在河谷地带观赏扭角羚

及黑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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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都是在你运气比较好的情况下才可能看到的，毕竟这里不是动物园。

唐家河为了退耕还林，引导当地农民养殖蜂蜜，所以这里的高山蜂蜜就成了这里的一大特产，于

此同时，这里的天麻、木耳、核桃也是远近闻名的。

保护区内毛香坝游人接待中心设施齐全，唐家河大酒店可同时容纳400人住宿就餐。

旅人提醒：

唐家河保护区已成功创建为国家AAAA级景区。景区与今年开发了漂流项目，非常值得一试。

门票：55元/人

唐家河漂流票：138元/人，团体票可打折至100元/人。

电话：0839-7809888

官方网址：http://www.tjhnr.cn

交通信息：广元南河汽车站到青溪镇，30元/人，约4个小时，青溪镇转面包车到唐家河，10元/人

，30分钟左右。

游览时长：依个人而定，摩天岭、阴平古道体验一天即可，如果去大草坪和保护区第二高峰大草

堂等地游玩，需3天左右时间，并且只能带上背包帐篷野外露营，（友情提醒：保护区现在一般情

况下禁止游人进入核心保护区），如果能够进去，看见牛羚等保护动物是肯定的，与大熊猫亲密

接触当然需要很好的运气。

   

2、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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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

5.12地震给广元青川县东河口村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为缅怀逝者、祈福生者，这里被保存下来

，建成了汶川大地震后的首个遗址保护纪念地，在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可以清晰的看到地震强

大的破坏力，这里集中了山体崩塌、错位、裂缝、地址滑坡、下陷等地质破坏形态，还保留了36

个形态各异的堰塞湖。目前公园内有地震遗址广场、东河口堰塞湖、祭司台、王阳坪观景台、东

河口大桥遗址、红石河、爱心广场、地震石、地震知识长廊、图片展和天书青川等景观。景区已

成功创建为国家AAAA级景区。

门票：免费

游览时长：50分钟左右

电话：0839-7705009

交通：

1、汽车线路

广元汽车站（南河汽车站）、绵阳平政桥汽车站、成都昭觉寺汽车站都有广元到青川或青溪的班

车。到青川的话买票的时候买到凉水镇，在凉水大桥下车，然后坐东河口的面包车或者摩托车。

到青溪的班车可直接到达遗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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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成都—青川凉水镇 71—94元/人，每天5班车  6-7个小时

广元—青川凉水镇 28元/人 面包车到东河口 8.5元/人  3个小时

2、火车线路

乘火车到达竹园坝站，然后在竹园坝站外面坐面包车或者大客车到凉水镇，在凉水大桥下车，然

后赶到东河口的面包车或者摩托车。

3、自驾线路

绵广高速公路，在金子山出口下高速，经竹园镇，过马鹿、七佛到凉水镇，左转过桥经关庄到东

河口。金子山出口到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50余千米，全程沥青路面，路况较好，但均为山区公路

，弯道较多，注意控制行车速度。

餐饮：

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因地质灾害影响，景区内不能经营旅馆及餐馆，游客只能在距公园2公里处的

关庄镇就餐和住宿。关庄镇是青川县的乡村旅游重镇，农家菜较有风味。烟熏老腊肉、野菜、跑

山土鸡、野生鱼、青川黑木耳都是当地不错的菜式，另外还有酸菜豆花饭（三色饭）、金裹银（

大米＋玉米饭）、蒸蒸饭（玉米羹）、荞凉粉、杂面、灰搅团、甜浆饭、青川老黄酒等小吃可以

品尝。

住宿：

关庄镇住宿基本是乡村旅馆，收费标准为20－120元不等。

   

3、苍溪梨文化博览园

苍溪县是著名的“中国雪梨之乡”，全国的“生态农业示范县”，这里产的雪梨果肉细嫩、谁分

钟、甜中带香，单果重0.5—1公斤，梨渣仅占果重的5%，是果中珍品，同时苍溪雪梨又是重要的

入药食品，当地人将雪梨烹制成菜肴，制作成罐头远销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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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树园

苍溪雪梨作为广元特产七绝之一，一直很受人欢迎，而每年的3月，当梨花开放的时候，雪白的梨

花将整个梨园装点的恍如仙境。而到了7月—10月雪梨成熟的季节，到梨园里采摘鲜梨则成了当地

人最喜欢的农家乐旅游项目。为国家AAA级景区。

梨博园占地3000亩，四面环山，环境优雅，是亲近自然、体验果农农家生活的好去处。

门票：20元/人，讲解员50元/次

景区电话：0839-5260006

开放时间：8：00—18：30

游览时长：1个半小时

交通信息：广元南河旅游汽车站—苍溪县城

30元/人，6：00—17：30，每30分钟一班，班车途径梨博园。 约2个半小时

苍溪县内乘坐公交一路车即可到达梨博园、红军渡景区。

旅人提醒：

梨博园最佳游览时间是每年的3月中旬梨花盛开时，这时游客的数量也最多，建议非周末时间前往

。夏季最好在早上和傍晚前往。在梨博园购买雪梨要比城里便宜一点，3元—3.5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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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白龙湖风景区

白龙湖风景区

白龙湖被誉为“西南第一湖”，这里青山环抱，烟波浩淼，峡沟山水回转，岛屿若隐若现，宛如

仙境，是一个集湖泊、岛屿、山峦、森林、峡谷、溶洞等自然景观为一体的新景区，是非常不错

的水上运动场所。同时白龙湖自古即为交通要冲，秦汉时期入蜀古道，著名的金牛道、景谷道贺

阴平道交汇于此，为兵家必争之地，留下了许多古关、古道、古城、古战场、文明古迹遗迹红军

长征遗迹等。景区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白龙湖上坐船游憩，无论是避暑还是举家出游，都是非常惬意的。

景区电话：0839-3270880

开放时间：8：00—18：00

交通：南河旅游汽车站——白龙湖景区入口三堆镇 7：00—18：00

每隔30分钟一班，12元/人，到达三堆镇后可乘坐面包车到达白龙湖渡口。

   

5、苍王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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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王峡（图片来源：秦巴山人）

苍王峡（原名龙潭子风景区）位于旺苍县北部川陕边界至国华镇之间，东连鼓城山—七里峡风景

名胜区，西接广元市界。面积约40平方公里，景区地貌总体上属岩溶中山地貌，区内重山如阕，

如屏如叠，嵯峨插天。景区由盐河峡、靴子岩、皇帽山、潜龙溶洞、潜龙十八潭、月牙儿瀑布、

龙潭子峡谷组成。

景区电话：0839-4207171

景区门票：50元/人

开放时间：8：00—18：00

交通：广元南河汽车站——旺苍县城 7：00—18：30，18元/人，再从旺苍县城到苍王峡景区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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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1个小时左右，从旺苍宾馆有车直接到龙潭子峡谷。

   

6、曾家山

曾家山历来是广元当地人的避暑钟爱之地，近年来随着外地游客的增多，广元旅游局还专门举办

了曾家山避暑旅游节，可见此地的受欢迎程度。曾家山平均海拔1200米，森林覆盖率74%，地质

景观独特，享有“溶洞王国”、“石林洞乡”之美称，年均气温12℃，夏季平均气温23℃，冬季

平均气温零下6℃，是夏避暑冬赏雪的旅游休闲胜地。现已成功创建为国家AAAA级景区。 

曾家山（图片来源：大漠孤雁）

景区由森林景观、观光农业、民俗风情、地质博览“四大园区”和川洞庵、石笋坪、汗王洞、吊

滩河、麻柳峡“五大景点”构成。整个景区游览需要一天时间，当然如果你的时间允许，在这个

地方住上两三天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景区电话：0839-8675129

门票：30元/人

开放时间：8：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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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广元市北门汽车站直达曾家山，车程2小时左右，16元/人，7：00——18：00

   

7、牛头山

俯瞰天然太极图，远眺剑门72峰，是摄影爱好者必去的一个地方！

牛头山位于昭化古城南侧8公里处，三国时姜维曾被困于此山中，并留下姜维井等遗迹。牛头山本

身风景秀丽，植被葱郁，山中小径走起来也颇为轻松，被广元市命名为登山健身活动基地。 

牛头山

牛头山最大的看点在于这是一个位置极佳的观景台，在牛头山颠视野极为开阔，向东北方望去白

龙江、嘉陵江、桔柏渡、昭化古城尽收眼底，这里是一睹天下奇观“山水太极图”绝佳去处。而

向西南方望去，则远眺剑阁72峰，一排摩天山峦，横贯于天际。其主峰峭壁断处，两崖如刀砍斧

削般壁立对峙，如两扇巨大的石门，那就是世称“天下第一雄关”的剑门关所在地。

门票：20元/人

开放时间：8：00—18：30  17：30停止售票

游览时长：一般人一个小时即可登到山顶，整个游程在2小时左右。

景区电话：0839-8910200

交通信息：在昭化古城包车前往，30元左右，20分钟即到。但由于道路原因仅能通过7座以下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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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

旅人提醒：牛头山观景的最佳时节为春季，这时的景色最好。

   

8、川北民俗文化园

川北民俗文化园

位于广元市利州区雪峰樊架沟水库附近，总面积6.23平方公里，主要核心区为生态静赏区，园区

内有独特的自然景观，丰富的民俗文化汇集在此，特别是川北民俗婚庆的演绎广场供游客兴赏体

验，800平方米的民俗文化长廊主要是川北地区民风、民情以及民间实物和民间艺术品的收藏和展

示，民俗浮雕墙体现了民间的生活过程和体验，观景厅、凤舟码头、2万余亩的自然生态湖等，特

别是倒映在湖中的赏月楼和生长在湖中的百年柳树，为景区又增添了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里

是为游客提供民间生活的体验和现代生活的享受集中地。现已成功创建为国家AAA级景区。

景区电话：0839—3261626、3211969、326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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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门票：免费

景区网址：www.gyslzqta.gcv.com

景区开门时间：24小时

交通：自驾车从城区出发到景区大约5公里，乘2路、9路、8路公共汽车在雪峰钓鱼宫下车，然后

步行10分钟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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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米仓山美食

米仓山蜂蜜酒，川北凉粉，野菜煎饼以及腊肉

米仓山不仅风景优美，这里的餐饮美食还独具特色，是典型的以天然野味和川北农家特色风情相

结合的美味。

野生蕨菜，是生长在林间、山野，无任何污染的绿色蔬菜，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口感清

香润滑，清凉爽口，是味美可口的下酒菜。

干笋炖腊猪脚，肉色红润诱人，自然醇香，酱香浓郁，引人食欲，滋润养颜。

腊猪脖，其腌制方法为正宗的农家土制方法所制，色香味美，为川北农家特色菜品之一。

川北凉粉，是夏日必点的菜品之一，凉粉细嫩清爽，作料浓郁辣香。

除以上特色菜品之外，还有凉拌维菜、清炒扁豆、野生灰儿苗、特制香肠、野生空心菜、野生折

耳根、豆豉炒腊肉等味道鲜美的美食可供您选择。

在景区内有多处地方可以提供就餐服务，其中包括鼓城保护站和狮子坝接待中心，集餐饮、会议

、住宿为一体，根据季节时令的不同可以提供不同的山珍野味。在何家坝的三家农家乐以川北农

家风情为代表性的传统风味肉制品深受游客的青睐，香味浓郁，入口清香，回味悠长，别具风味

。

推荐餐厅：

米仓山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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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米仓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区门口

电话：0839-4203225

狮子坝保护站

餐厅位于狮子坝保护站的接待中心

电话：0839-440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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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沿途住的地方

旺苍县

米仓山大酒店（3星）

推荐理由：县城里档次较高的酒店，离政府大楼和广电局不远，设施比较全面，房间也比较大，

免费提供早餐

地址：旺苍县红星北路86号

电话：0839- 4310777

交通：距离长涂汽车站100米，交通便利

旺苍宾馆（3星）

推荐理由：地处旺苍县城中心地段，与县委政府相邻，提供网线并可选择电脑房，但酒店无法刷

卡消费。

地址：旺苍县新华街中段259号

电话：0839-4200000

交通：距火车站2公里，距汽车站500米，交通便利

鼓城乡

米仓山宾馆

推荐理由：附近有小龙潭、米仓山博物馆等景点，房间内提供电热水器及电热毯。

地址：米仓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区门口

电话：0839-420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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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屋内陈设

 鼓城山景区

何家坝冯家木屋客栈

推荐理由：价格实惠，住宿1晚+1晚餐+1早餐=60元/人，住宿条件比较简单，公用洗手间，房间内

唯一的电器是电灯泡

电话：0839-4410440

                                               28 / 37



�������

广元：生态休闲游
狮子坝漂亮的小木屋，设备齐全

狮子坝保护站（重点推荐）

推荐理由：西鼓城山脚下，一栋栋小木屋散落在林间，是景区内海拔最高、环境最好的住宿点。

共有36个标间，4个单人间，1个多人间，最多可接待90余人。房间设施一应俱全，电热水器、马

桶、淋浴房、电视、电热毯，除了不能上网，基本覆盖了游客休息所需的方方面面。早餐15元/人

，午餐、晚餐可选择面条、中餐、烧烤，如果人比较多，老板还给安排篝火、卡拉ok，当然还有

机麻。

电话：0839-4403519

价格：标间130元/间，单人间60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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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米仓山购物

俗话说靠山吃山，米仓山值得带回家与亲朋分享的土特产非常多： 

当地老乡挑到景区门口来卖的山货

木耳

：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养血驻颜，令人肌肤红润，容光焕发，并有防治缺铁性贫血及其他药用

的功效（35元-40元/斤）

野生菌

：种类繁多，营养美味，野生菌亦食亦药，除了其口感独特外，还有十分珍贵的药理保健功效，

它所含有的无机盐和氨基酸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可以达到健脑，提高免疫力，抗辐射等诸多

保健功效（其中香菌35-40元/斤）

野生板栗：绝对正宗的绿色、天然、健康食品，营养价值很高，甘甜芳香（5元/斤）

野生天麻：对于治疗头昏有很好的疗效（根据天麻等级不同价位有所差异，大约100-200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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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天然蜂蜜：均为自主酿制，具有特有的花香味，香甜可口，口味俱佳（25元/斤）

核桃（10元/斤）

以上特产均是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食品。虽然现在暂时无专售场地，不过景区附近的商铺会出

售当下季节时令的相关产品，也有当地居民在路上兜售自采的特产。核桃树坪、狮子坝保护站设

有小商店。

另外，由于长年云雾缭绕非常适宜茶树生长，米仓山早在汉唐时期即被列为贡茶产地。发展到今

天，米仓山牌绿茶被评为“四川名牌”，米仓山商标也被认定为“四川省著名商标”。“杯中大

自然，品茗米仓山”，SLOGO写得好，茶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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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米仓山交通

从成都到米仓山，一路的路况都是很不错的，非常适合自驾游客，公共交通方面，因为没有直达

车，略微麻烦一点，但比起其他类似的景区，已经方便了许多。

公共交通：

成都——旺苍——米仓山：

成都至旺苍段：全程高速，4个小时车程，在成都昭觉寺汽车站坐车，每天有8趟班车，大巴车，

从早上8点半至下午5点半，资讯电话：(028)83511407

，从旺苍到成都，从上午7点到下午5点，8趟车，每小时一班；票价100元-115元不等

旺苍至米仓山：旺苍汽车站一天有三班车中巴车直达景区，座位数约20个。中巴车从旺苍发车的

时间分别为早上9:30，14：30和15：00；从景区返回县城的汽车时间分别为7:00，8：00和中午12:00

，车费为15元，行车时间大约2小时。

游客也可选择从旺苍县城打车到景区，花费在150-200元左右。

成都——广元——旺苍——米仓山

成都至广元段：全程高速，3.5小时车程，在成都昭觉寺汽车站坐车，从早上7点40到晚上8点，滚

动发车，票价从96到120不等，到达广元南河汽车站，南河汽车站有到旺苍的班车，22元/人，可

以一气呵成坐到旺苍。

自驾：

从成都到广元自驾车在3个小时左右，全程高速，从广元到旺苍距离65KM，自驾行车大约1.5小时

，旺苍县城至米仓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距离65公里，自驾行车大约1.5小时。

同时在县城也可以租到私家车，可配驾也可自驾，租金大约200元每天，并且需要交纳一定的押金

，在米仓山大酒店旁边就可以找到这样的租车主。

在去景区的途中，路况良好，多为盘山公路，冬日里驾车需注意，坡陡路难行。沿途第一个分岔

路口是在双汇镇，往左行驶为苍王峡景区，往右行驶为米仓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个岔路口

往左上行驶为米仓山景区，右下行驶为南江光雾山景区。

鼓城乡距离鼓城保护站1公里，鼓城保护站设有大型停车场，能停靠大约100辆车，收费标准为摩

托车5元，小车10元，大车15元。在距离鼓城保护站8公里的核桃树坪监测站也设有停车场，大约

能停靠30辆车，收费标准和鼓城保护站收费标准一致。此外，游客需要注意的是自驾行车只能行

驶至核桃树坪，往上的景点需徒步游览。

需要注意的是，从旺苍到米仓山一路上只有一个加油站，没有汽车维修点，因此自驾的朋友一定

要提早做好准备，对车辆进行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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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程安排

推荐行程：

从成都出发，游玩米仓山2天时间足矣，平时的双休日即可出发，最好是周五晚出发，住到广元市

区或者旺苍县城，第二天早上一个懒觉醒来，到米仓山景区门口，先逛博物馆，再在米仓山宾馆

用过午餐后，即可进入景区，自驾车可以一直开到七里峡附近的停车场，然后开始爬山，大概需

要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可以从七里峡一直爬到狮子坝保护站，当然如果你的体力够好，3个小时

差不多也能爬到，在狮子坝住上一晚，品尝下山上的野菜，喝点蜂蜜酒，数数天上的星星⋯第二

天清晨，呼吸下新鲜空气，漫步到观景台，一览鼓城山双鼓的真面目后，即可准备下山了，对于

体力较好的朋友，可以选择走右七里峡，是另一番不同的景象，可以路过当地老百姓的民居和庄

稼地，但爬坡路段会比较辛苦，路也不是那么好走，所以对于一般游客来讲，大多会选择原路返

回，中午时分便回到停车场附近，然后留点时间到旺苍县城一逛，买点山货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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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内保留了较好的原始风貌，至今还有当地居民用马骡来往于米仓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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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小贴士

米仓山保护区全景地图及服务电话

1、出发前，准备一条快干裤，爬山嘛，山上的花花草草

很漂亮，肯定也少不了昆虫什么的，穿快干裤爬山，比较舒服而且到了晚上，保暖性也好一点；

2、准备好饮用水，景区还是相对比较原始的，整个景区内提供买水的地方也就停车场，七里峡分

叉路口和狮子坝保护站三个地方有水卖，爬山对水的需求量还是挺大的，准备一瓶水是很重要的

；

3、记住景区的求救电话，0839-4405522 由于景区隶属于自然保护区，旅游开发相对滞后，保留了

较为原始的风貌，过去也曾发生过游客走错路的情况，所以记住电话，有备无患；

4、注意保护环境：米仓山属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则更为重要，在游览的过程中

，请务必保持环境卫生，为野生动植物留下一个更好的栖息环境。

5、关于手机信号，在米仓山景区内手机信号良好，但到了狮子坝保护站后，由于地势较高，仅电

信3Ｇ有手机信号，如果你有3g卡，到了保护站还能上网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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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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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vren.cn/feedback/
http://d.lvren.cn/gonglue/lijiang
http://d.lvren.cn/gonglue/emeishan
http://d.lvren.cn/gonglue/hangzhou
http://d.lvren.cn/gonglue/beijing
http://d.lvren.cn/gonglue/xiangganggouwu
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http://d.lvren.cn/gonglue/niboer
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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