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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雅安：一座倾城浪漫的雨城

雅安不大，却出名。雅安衔接着高原与盆地，历史上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融，散落在山野路边的

碑石，何君阁道碑、汉代高颐阙、石兽让雅安的历史文化灿烂辉煌。108国道和318国道汇聚于此

，大熊猫保护中心就在城外，更重要的是雅安是经四川去西藏的要塞，曾有边城之称。

其实，雅安与其它城市别无二致，唯一别致的是尽在眼前的山脉，还有青衣江静静地荡漾着的流

水声。入夜后，城边山脉的轮廓也清晰可见，江水声伴着两岸的居民和茶馆的灯光，在细雨中轻

轻摇曳。 

魅力雅安(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这是雅安不动声色的大气，比成都来得更缓慢更舒适的生活，需要慢慢感受和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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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出游时间：

雅安属湿润型热带季风气候，气候宜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15度左右，另外，雅

安降雨偏多，被人称为“雨城”，避开多雨季节皆可出游。

旅人提示：雅安是“雨城”，雨具要时刻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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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雅安景点

碧峰峡：

碧峰峡位于雅安市北8公里，因林木葱茏、四季青碧而得名。传说是补天英雄女娲所化而成，景区

内60多个景点均与女娲有关，颇为神秘。在碧峰峡风景区你能呼吸到群山幽谷蕴酿的芳醇空气，

寻找到万古犹存的补天遗迹，以及那些曾在此发生过的爱的、美的传说故事，它象一首空灵的朦

胧诗，一幅淡雅的水墨画，等待你去品味，去赏析。碧峰峡风景区由两条峡谷构成，左峡谷长７

公里，右峡谷长６公里，呈Ｖ字型，是一个封闭式的可循环游览景区。峡宽30－70米，海拔700－

1971米，峡壁高度100－200米，青峰对峙，景色秀雅，是休闲度假，避暑纳凉的绝佳之地。碧峰

峡风景区瀑布众多，宛如一位在水一方的佳人，仪态万方地等待着您的靠近。 

碧峰峡内景观(图片由网友 @睡着的喵先森 提供)

门票：动物园门票：100元/人(含夜间动物园门票、篝火晚会门票、汽车电影门票)；风景区门票：

80元/人(含大熊猫园门票、摩梭风情表演门票)。

地址：雅安市北8公里

电话：0835-2318077

开放时间：8：00-19：00

交通：雅安汽车南站有班车直达景区，6：00-18：00滚动发车，票价5.5元。

成都新南门旅游客运站乘坐“成都——碧峰峡”的旅游专线车直达。

上里古镇：

上里古镇在去往碧峰峡的途中，是四川历史文化名镇，亦是四川省“十大古镇”之一。主要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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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古镇建筑、古桥、古塔、古牌坊、白马泉、喷珠泉、韩家大院、红军石刻、十八罗汉拜观音、

双节孝牌坊、清代立交桥等。

交通：成都新南门旅游中心可以买到去碧峰峡，上里古镇的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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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碧峰峡旅游路线推荐

碧峰峡风景区路线：

1、全程（6-7小时）

电梯——千层瀑布——红灯笼——友凤桥——长寿山——白龙潭（观龙台）——女娲池——田翁

桥——翠屏山（小西天民族村）——女娲庙——雅女园——碧峰寺——原始森林探险接待站——

景区出口——接待中心

2、短程（1小时）

接待中心——电梯——千层岩瀑布——鸳鸯瀑布和无心树——雅女园——风景区山门出口

3、短程（2-3小时）（这里主要集中了景区大多数瀑布）

电梯——千层瀑布——红灯笼——友凤桥——长寿山——白龙潭（观龙台）——女娲池——田翁

桥——翠屏山（小西天民族村）——女娲庙——雅女园——景区出口——接待中心 

碧峰峡导游图

碧峰峡动物园路线：

推荐线路1（1小时左右）

猛兽区（狮区——熊区——虎区）——珍稀动物区（白狮——白虎——大赤袋鼠）——海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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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蛇池——接待中心

推荐线路2（2小时左右）

猛兽区（狮区——熊区——虎区）——鹿区——猴区——鳄鱼表演场——百极鸟乐园——（走右

边员工通道）珍稀动物区（白狮——白虎——大赤袋鼠）——海狮表演场——蛇池——接待中心

推荐线路3（4小时左右，全程）

猛兽区（狮区——熊区——虎区）——鹿区——猴区——鳄鱼表演场——百极鸟乐园——大象表

演场——驼骆——驼鸟——跑马场——小小动物园——珍稀动物区（白狮——白虎——大赤袋鼠

）——海狮表演场——蛇池——接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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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雅安餐饮

雅安饭馆

雅安城不大，火锅厅和饭馆比比皆是，走不了多远就能找到。初到雅安的朋友还是要注意的哦，

上点档次的火锅厅和饭馆一般都在市区中心，象红房子，滨江路这些地方，不过在红房子的雅惠

稀饭和谢鸭子饭馆是比较出名的，而且也有特色，值得一尝。如果不喜欢腐败，要吃火锅，可以

到羌江南路，那里的小火锅很多，如果你不知道哪个店好，就往人多的店走，绝对没错，而且四

五个人七十元左右就搞定；吃中餐嘛，可以去文化路的小餐馆，几个人三四十就可以吃的很好了

。

雅安小吃

比较出名的有中大街大菜市里的程凉粉和伍抄手。程凉粉的甜水面，凉面，春卷都不错哦。还有

一家卖油炸臭豆腐，洋芋和蛋烘羔的，也是雅安的名小吃。老板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眼镜，服务态

度不错。地址在中大街好利来隔壁的巷子里。以上说的小吃店，味道是好，不过卫生条件有点差

。 

雅安小吃

雅安面馆

雅安卫生条件好的，可能要数数量众多的面馆了，很多都是通宵营业，随到随吃，品类繁多且价

廉物美，一般三五元钱就吃的很好很饱了。比较出名的有南二路的菌竹轩，主要卖以野生菌为佐

料的野生菌面，面味清淡鲜香，好吃的不得了；还有中桥桥头的一家春；文化路的刘老二；还有

羌江南路邮电大楼对面的又一屯，这里的炖鸡面比较好吃。在雅安吃面，要把所有的品种尝完可

要花好几天。这里的面条分为两种，一是水面，二是鞑达面（是雅安面食的一大特色，最好吃的

是三鲜口味的，其味清香鲜美，面条筋斗，入口滑顺。它的做法有点象拉面，不过比一般的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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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宽，约有一厘米这么宽。此面名称取其做面条时的声音和动作，在吃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它的

做法，也有意思的哦）。根据佐料的不同，雅安的面条还分了十多种口味。喜欢清淡的朋友可选

择鲜菌，炖鸡，三鲜，鸡杂等口味的，而象素椒牛肉，大肉，红烧牛肉等则是喜欢味大的朋友的

首选。雅安的面馆还都有各种自己做的凉菜销售，每到晚上睡不着或玩的很迟的时候，约上几个

朋友，到面馆一坐，点几个凉菜，喝上一二两小酒，或再吃一碗面，或啃个鸡腿，简直爽死了！

雅安烧烤

到了夜晚，雅安更是热闹无比，特别是卖烧烤和串串的店铺全都开张营业了。一般卖烧烤和铁板

烧的基本都集中在人民路川农大门口和解放路，以及沿江西路的啤酒屋，而买串串的则集中在康

藏路汽运十四队左侧的巷子里面。不管是烧烤还是串串，价格都非常的实惠，两三个人三四十元

就足够了。

隆重推荐

雅安三绝之一沙锅雅鱼 

砂锅雅鱼

此鱼以生活在雅安周公河水域的为正宗，属细甲冷水鱼类。雄鱼头盖骨酷似一柄宝剑，相传为上

古女蜗所遗，有驱魔辟邪之功用。沙锅雅鱼是用整鱼一条，辅以豆腐，肚条，酥肉园子，黄花菜

等配料，盛在雅安荥经特产沙锅中微火熬成。食时，鱼肉鲜嫩，汤汁乳白鲜香。这里要提醒各位

朋友的是，因前些年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现在雅鱼几乎绝迹了，现在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鱼类。

虽然各个餐馆都有的卖，但有一多半都是假的，还有一些是非法贩卖的。

吃雅鱼推荐去“干老四”和任记雅鱼老店。“干老四”上过央视，“任记”专做雅鱼30多年，都

非常正宗，不过要120元/斤，非常贵。吃完的鱼骨头“雅鱼神剑”能留作纪念品，传说这“宝剑

”很有灵气，司机将其挂于车中可保平安，老人将其插于床头可驱邪除病。

雅安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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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六大贡品：雅安贡鱼（雅鱼）、名山贡茶（蒙顶茶）、天全贡米（香谷米）、汉源贡椒（花

椒）、贡莲（黄莲）、宝兴贡砚（外郎石砚）。另外还有大理石雕刻艺术品、天全薇菜、天全香

菇、多营弥猴桃、汉源雪梨、汉源花椒、雅安边茶。

旅人提示：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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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雅安住宿

雅安的住宿条件也是不错的，各种档次的宾馆和旅店都很多，从10块至数百元的都有。雅安的旅

馆主要集中在几个车站附近。

酒店

雅安宾馆（二星）

地址：东大街2号

电话：0835-2222826

价格：150-500不等

旅人点评：雅安最早修建的宾馆，套房和标间的条件要好，多人间就不是很好了，而且要80元/床

。

雨都饭店（二星）

地址：挺进路157号

电话：0835-2601999

价格：180元

旅人点评：条件设施都很好，交通方便，离汽车北站和南站都很近。

西康大酒店

地址：雅安滨江路

电话：0835-2239333

价格：标间150元

旅人点评：较新的一间宾馆，按星级标准修建，不过没有评上，酒店临江而立，环境相当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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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大酒店夜景(图片由网友 @逃之夭夭 提供)

经济

八一宾馆

地址：八一路18号

电话：0835-2240981

价格：标准间80元

旅人点评：设施比较陈旧，不过房价较低。因为是部队的招待所，所以停车场相当宽敞，非常适

合自架车旅行且不喜欢浪费的团队。

秀明饭店

地址：雅安郊区多营镇的入口处，108国道边上

电话：0835-2611746

价格：25—80元/人，

旅人点评：农家休闲式的旅馆，价廉物美，吃饭住宿都很方便。门口就是青衣江漂流的起点。不

过到市区的交通不是很方便，到了晚上就只有打的进城了。但对第二天想要参加漂流和游览雨城

湖，以及喜欢清闲的朋友来说就再合适不过了。

乡巴客栈

地址：陇西路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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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35-2872069

价格：50—120元

旅人点评：如果去柳江古镇的话，可住宿于此，比较方便。

旅人提示：上里古镇内也有很多住宿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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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雅安购物

雅安购物主要可以分为特产和工艺品两大类。

特产：

雅安地处四川盆地的边缘地带，辖区内物产丰富，主要以雅安茶叶、雅安水果和雅安山野菌菇为

主。其中茶叶类的以蒙山仙茶和荥经边茶最为出名，前者久负盛名，自唐代开始便进贡朝中，后

者则销往康定和西藏地区，为藏族同胞所喜爱。雅安较为独特的水果主要有汉源县的雪梨、樱桃

和多营弥猴桃等，而以汉源樱桃为原料酿制的雅斯曼樱桃酒则一举走红港澳市场。多山岭河谷的

雅安地貌成就了雅安天然的山野菌菇，出名的有蒙山空心白果和千佛菌、雅笋、天全蕨菜和香菇

等。

工艺品：

雅安工艺品的种类主要有根雕、泥塑、石砚和彝族服饰、银器等。

主要购物场所：

在雅安市区内，购物场所主要分布在雅安市委市政所在的青衣河南岸，大多集中于雅安西、中、

东大街和新民街、羌江南路一线和新康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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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雅安交通

在雅安旅游，交通是比较方便的，到各个景区基本都有车可达。

自驾

走318国道或成雅高速都一路畅通，要是时间充裕可边走边游览周边县镇的景色。行程1个多小时

。

航空

雅安没有机场，但与省会成都距离很近，因此外出旅游搭乘飞机的旅客，可以选择飞往成都双流

机场的航班。

火车

雅安境内没有火车通行，因此外出旅游乘坐火车的游客，可以选择乘坐火车到达成都再转乘大巴

车到达雅安。

汽车

市区共有三个客运车站。以下是各个车站以及市区乘车点的介绍：

雅安汽车北站，位于挺进路，主要是发往成都火车站和荷花池并其它地市的中巴车；

雅安汽车南站，位于北二路，主要发往成都新南门和雅安各个区县。雅安至上里古镇和碧峰峡在

此上车，车型为中型面包车。 

雅安旅游专线公交里程表

雅安汽车西站，位于西门北路，主要是发往成都石羊场和其他地市的豪华大巴，和到雅安各个区

县的中巴车。到康定最好在这里上车。

雅安--望鱼线，上车点在育才路，到周公山温泉，石梯庵，望鱼古镇在此上车，车型为微型面包

；

雅安--草坝，上车点在康藏路，到龟都府，槽鱼滩在此上车，车型为微型面包。

市内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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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共有6条公交，并有数量众多的出租车，而且价格相当便宜，起价2.00--2.50元，每公里1.00--1

.50元。在市区里乘坐一般2.00--5.00元就足够了。如果想在市区里观光，还可以乘坐人力三轮，价

格和出租车差不多，两人一般3.00元就可以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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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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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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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浪漫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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