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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夏日避暑 亲子撒欢峨眉山 

峨眉山被称为佛国仙山人人皆知，这座佛国仙山又被称为植物的王国，动物的乐园，并具备了无

可挑剔的清凉胜境特质。夏天到峨眉山除避暑外，还可以在此真正地体验到游山玩水的乐趣。仲

夏时节，不妨带上孩子，穿越在峨眉山的绿水青山中，感受大自然清新的空气，与灵猴嬉戏，泡

温泉戏水，享受峨眉山夏日风情！ 

峨眉夏日风光(图片由网友 @我素好菇凉  提供)

峨眉山被誉为中国的十大避暑名山之一，最高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气候多样，植被丰富，以多

雾著称，常年云雾缭绕，雨丝霏霏。山脚的年平均气温为17.2℃，半山为13.1℃，而山顶仅为3℃

，即使是在最热的七八月份，山脚平原地带的平均气温也只是26.1℃，徜徉在林间，让人仿佛置

身在早春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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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地理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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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峨眉山亲子游必体验

   

1、踏水清音阁 与孩子共享童趣

清音阁(图片由网友 @吕布大人  提供)

清音阁，峨眉山自然景观最优美的地方，是原始植被最完好的地方，是峨眉山最适合“候鸟”栖

息的地方。这里随处都可见到山光水色，闻到花草芬芳，听到流泉清音，触摸到亭台碑石。瀑布

从山间流出，清澈地让你眼晕。许多的游客和孩子在这里戏水，瀑布和溪水让大山充满了灵性！

傍晚是在清音平湖玩水的最佳时刻，吃完晚饭，换上拖鞋慢慢走到清音阁玩玩水，吹着山间凉爽

的风，抓抓萤火虫（仅限夏日），让孩子感受大自然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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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传说中“山大王”亲密接触

峨眉山上的灵猴(图片由网友 @不如不见  提供)

这些年来，因山上的“山大王”，峨眉山几乎变得家喻户晓。这“山大王”何方神圣？此乃齐天

大圣和他的徒子徒孙也，确切地说，是栖息在峨眉山上的灵猴--藏酋猴。

虽然灵猴行窃经常见诸报端和网络，但峨眉山的猴子有灵气，通人性，嬉闹顽皮，能与人接触而

不胆怯，因此峨眉山上猴子聚集地游人如织。到峨眉山，见到传说中的“山大王”也可以说不虚

此行了。

 旅人提示：峨眉山生态猴区位于洪椿坪下、清音阁上的“一线天”附近。

   

3、夏日盛宴 冰点美食冻舌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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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美食(图片由网友 @不如不见  提供)

峨眉山的美食有着悠久的渊源，原生态中飘着清香，夏日的酷热中更透着清凉。冰粉、凉粉、凉

糕、凉面，透彻心凉，泉水磨出的豆花、高山的冷水鱼，新鲜的苦笋、清热润肺，鲜香十足，味

道妙不可言。一家人围成一桌，中间摆一盆冷串串，身边的泉水里冻上清冽的啤酒。正宗川味，

麻辣可口，喝一口冰粉，尝一块凉糕，饮几杯啤酒，冰爽透心，必定直呼巴适安逸。

旅人提示：

峨眉山特色小吃众多，足以满足每一个食客的苛刻需求，山脚下有一个杨柳依依的美食村，而在

金顶，还有一个拥有无敌景观的美食林。

   

4、灵秀温泉 嬉水泡汤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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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秀温泉(图片由网友 @不如不见  提供)

谁说只有冬天才能泡温泉，其实夏天泡温泉才能养生解暑。据专家透露，夏季皮肤更容易吸收温

泉中的养分，容易达成塑身美容的效果，有助于增强体质，提高免疫能力。峨眉山的温泉名声在

外，是来到峨眉山不能不体验的一个项目。

峨眉山灵秀温泉欢乐谷，除了多种多样的温泉泡池外，还有惊险刺激的互动城堡、沙滩造浪、山

洪爆发、漂流等各种功能的戏水池，是带着孩子休闲、度假、寻找水上刺激的好去处。

   

5、金顶寻佛音 看天高云淡

                                                 9 / 3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261&do=album&picid=62037


�������

峨眉山：亲子乐悠游

金顶(图片由网友 @我素好菇凉  提供)

金顶，夏日里气温宜人，是不可多得的纳凉之地，即可带着孩子祈求福运，又可纳凉休闲。登顶

海拔3079.96米的金顶，自然也可以领略到天高云淡的恬静心境，脱离了尘埃，此处抬头可望的天

空也是犹如蓝色绒布一般惹人欣喜。当低山区偶尔仍受夏日酷暑的侵袭时，金顶却是时时刻刻准

备着给人以沁人心脾的凉爽，更别说热浪袭人的都市了！

既想领略高山之巅端看云雾飘渺的仙境风光，又想一家人一起畅享今夏的凉爽，金顶自然可以被

列为夏日亲子避暑计划中的上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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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亲子游玩峨眉吃住行

带孩子游山玩水，肯定有很多的顾虑，少步行，少费力，多美食，多玩乐等等是都必须要考虑的

。因此，亲子来峨眉山游玩，主要推荐两个地方住宿（清音阁附近与报国寺附近），既可以享受

到美食，交通又极为方便。

1、清音阁附近：玩水方便、离猴区近

2、报国寺附近：住宿环境好、离温泉近

   

1、清音阁附近吃住行

（一）、清音阁餐饮：

可在寺内用素斋（早上7：00～7：30，中午11：00～11：30，下午6：00～6：30），价格从几元到

十几元不等。在寺院里吃饭最好不要剩饭和浪费食物。

清音阁附近还有很多农家乐，可以吃到峨眉豆花、凉粉、雪魔芋烧鸭、峨眉山老腊肉等，享受一

顿峨眉山特有的农家山珍菜肴。

另外，通往清音阁的路旁有很多小吃摊，比如钵钵鸡、热苞谷之类的，可以边走边吃。

（二）、清音阁住宿：

农家旅社在清音阁附近最为集中，可以多比较几家再确定。人均30～50元左右。

也可以住在清音阁寺院中。住新楼的话，两人间（电视、卫生间）120元/间，三人间（电视、卫

生间）150元/间；住木楼的话，两人间（电视、公共浴室）60元/间，三人间（电视、公共浴室）8

0元/间。

推荐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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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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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33-5099259

地址：清音平湖边

参考价格：单人间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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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清音阁交通：

从五显岗停车场步行约30分钟可到。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2、报国寺附近吃住行

 （一）、报国寺附近餐饮：

峨眉山特色美食村：

位于峨眉山凤凰台旧址瑜伽河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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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峨眉山大酒店外侧

电话：0833-5595668

名特小吃一条街：

主要经营峨眉山名特风味的地方小吃，如叶儿耙、豆腐脑、凉糕、卤鸭、肉包谷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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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峨眉山报国寺景区

（二）、报国寺住宿：

报国寺位于峨眉山的低山区，是星级宾馆集中的地方，可选择红珠山宾馆、温泉酒店和峨眉山大

酒店等（三大温泉酒店），门市价一般在700-1000元左右。经济酒店也有不少，价格较为公道，

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

红珠山温泉宾馆内部(图片由网友 @我素好菇凉  提供)

星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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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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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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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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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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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报国寺交通：

从市区打车到报国寺景区也就一、二十元。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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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亲子游推荐行程

峨眉亲子休闲三日游

行程亮点：戏水、看猴、避暑、泡汤

行程推荐：

D1：清音阁→一线天→自然生态猴区

D2：清音阁→万年寺→雷坪洞→金顶

D2：报国寺→灵秀温泉

 详细行程：

第一天，主要在清音阁附近玩水，可步行至一线天附近，然后至自然生态猴区看完灵猴后，原路

返回，晚上住清音阁附近的农家乐。

第二天，从清音阁出发到万年寺朝拜，然后步行30分钟抵达金顶缆车处，换乘金顶缆车上至金顶

，参观完后，可返回至低山区的报国寺附近住宿。

第三天，在报国寺周围转完后，便可一家携老小前往灵秀温泉，嬉水泡汤，然后结束愉快的旅程

。

旅人提示：

5岁以下的孩子最好以自然景观玩乐玩水为主，至于领略佛教文化可以等孩子大点。如果是2至3天

的行程可住在清音阁，如果是4、5天的行程就可先住在山脚下的报国寺附近，顺带泡温泉，然后

上行，住清音阁，再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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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峨眉山特产推荐

峨眉山特色商品可以大致分为茶叶、中药材、土特产、佛教开光纪念品、工艺品五种。无论是天

然健康的土特产品，还是文化气息浓厚的手工艺品，都是来峨眉山旅游不能错过的。

峨眉特产(图片由网友 @吕布大人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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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雪花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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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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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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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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峨眉山门票详解

峨眉山导游图

峨眉山进山门票：

150元/人，淡季90元/人（12月15日至次年1月14日）学生、老年人、残疾人等凭本人证件可购买优

惠票8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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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米以下儿童80元

红珠森林温泉：268元/人，1.1米以下儿童半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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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温泉：128元/人，1.1米以下儿童半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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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20 / 31



�������

峨眉山：亲子乐悠游
  

七、峨眉山观猴须知

1、观猴时间：09：00－17：00； 

2、在观察和欣赏它们时，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3、猴区不允许游人自备食物喂猴，要从猴区猴粮销售点购买特制猴粮喂猴； 

4、如遇猴群拦路索食，不要惊呼和奔跑，可向管理员求助； 

5、喂食时保持自然大方的姿态，切记不要抚摸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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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猴子多的地方尽量结队。若害怕猴子撒野，在进入猴区之前可以买一根竹杖（青竹杆的1根1元

但不太结实；涂漆的1根3元较为结实），驱猴之外，还可登山时拄着省力或供孩子打水玩；

8、衣服颜色不要过于鲜艳，鲜艳的颜色容易刺激猴子，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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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如何到达峨眉山

   

1、飞机

峨眉山交通图

峨眉山风景区离成都双流机场约120公里。

双流机场没有直达峨眉山的大巴，坐出租车讲价大概二、三百元。从双流机场坐机场大巴到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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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岷江饭店10元，打的约40～50元。走10分钟就到新南门旅游中心客运站，然后转搭旅游巴士

直达峨眉山景区。也可在新南门合拼的士到峨眉山，每人大约60元（4人）。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2、火车

峨眉站是成昆线必经站，有20次左右列车在此停靠。峨眉火车站距离峨眉山风景区约10千米，乘

车约15分钟，打的过去15元左右。

也可乘火车到达成都，再转乘成都新南门车站的旅游中巴车进入景区。

从峨眉山火车站到达峨眉山客运中心（景区内）：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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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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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3、公路

峨眉山汽车站有两个：一是位于峨眉山市区的九珠（长途）客运中心，距离峨嵋山风景区约6公里

，乘车约10分钟；二是位于景区内的旅游客运中心。所以乘坐发往峨眉山的班车时，一定要在上

车前问清楚目的站是哪一个，以免耽误行程。

峨眉山距成都156公里，距乐山34公里。从成都新南门车站，平均每30分钟便有班车发往峨眉山或

乐山，车程约2小时，票价45元左右。

乐山中心站、肖坝车站有班车发住峨眉山，中心站每30分钟一班，车程约30分钟，票价8元。此外

，绵阳也有发往峨眉山的直达车。

重庆菜园坝客运中心每天上午9时和11时均有发往峨眉山的班车，中途会在陈家坪长途客运站接客

，游客可以在重庆上述两个车站上车。车费有90元与105元两种。峨眉山市客运中心和景区客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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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都有车返回重庆。

如果乘坐的是发往九珠客运站的班车，下车后可乘出租车前往报国寺，也可以在九珠客运站外乘

坐公交（火车站——市一中，票价1元）在人民医院站下车，换乘公交（市区——伏虎寺，票价1.

5元）即可抵达景区。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4、自驾

1、成都、德阳方向（以天府广场为中心）：

从天府广场出发，经人民南路到浆洗街，至永丰立交上成雅高速、成乐高速到乐山，再经乐峨快

速通道至峨眉山；也可从人民南路到二环路，至永丰立交上成雅高速、成乐高速到乐山，经乐峨

快速通道至峨眉山。 

2、重庆、泸州方向：

一是经成渝高速至成都后经成雅高速、成乐高速到乐山、峨眉山；二是经成渝高速至内江、自贡

、荣县、乐山、峨眉山。

旅人提示：

带孩子一起游览，还是自驾车会比较方便。2012年12月新开通的乐峨高速公路，从乐山可15分钟

到达峨眉山。

   

5、出租

起步价两公里5元，打表计费。从市区九珠客运中心至景区客运中心约8公里（约13元左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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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市火车站至景区客运中心约9公里（约15元左右）。另外，出租车只能到达峨眉山景区内的

迎宾广场，进山要换乘旅游观光车。

峨眉山市内出租车叫车电话：

金顶出租车：0833-5531555

顺风出租车：0833-5534222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6、公交车

 峨眉山市主要有三条公交线路：

  1、市区——峨眉山景区伏虎寺（乘车地点：峨眉山市佛光广场） 

市区——天下名山牌坊——景区客运中心——峨眉山饭店——灵秀苑、灵秀温泉——峨眉山大酒

店——红珠山宾馆——报国寺——伏虎寺。票价1.5元，每10分钟一班。 

2、市区——峨眉山市火车站（乘车地点：峨眉山市一中）

  峨眉一中——喷水池——人民医院——九珠（长途）客运中心——火车站。票价1元，每10分

钟一班。 

3、九里镇——天下名山牌坊——市区——罗目镇

  从喷水池上车，经天下名山牌坊时下车，可进入报国寺景区。票价1.5元，滚动发班。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7、人力三轮车

在峨眉山市区可乘坐人力三轮车，可容纳１～２个人，价格根据路程远近２～５元不等。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25 / 31



�������

峨眉山：亲子乐悠游
  

九、峨眉山景区内部交通

   

1、景区观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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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内部交通概念图

 全山共五个车场：

【报国寺客运中心】：由此可步行去报国寺、第一山亭、峨眉山博物馆、摩崖石刻、儒释道文化

长廊、迎宾广场、“圣积晚钟”亭等景点游玩；

【五显岗车场】：由此可步行去清音阁、一线天、自然生态猴区等景点游玩；

【万年寺车场】：由此可坐索道或步行去万年寺、然后再徒步上行至息心所，或下行至白龙洞、

清音阁等景点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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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公里车场】：附近景点不多；

【雷洞坪车场】：旁边就是雷洞坪，由此上至接引殿，然后步行或乘索道至金顶。

车票：中山段往返40元，高山段往返30元，全山段往返70元，各站点一次有效。

 运行时间：

1、每年11月1日—4月25日

（淡季），7：00—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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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季），6：30—17：00，全天每半小时一班车。 

3、黄金周，5：00—17：00，上午每十分钟一班，下午每半小时一班。 

咨询电话：0833—5592464。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2、索道

万年索道（万年停车场—万年寺）：

旺季——上行65元，下行45元；淡季——上行30元，下行20元。残疾人（凭证）、儿童（1.1米至1

.4米）享受半价优惠，1.1米以下的儿童免票。索道运行时间6：40－18：00。

 金顶索道（接引殿—金顶）：

旺季——上行65元，下行55元；淡季——上行30元，下行20元。索道运行时间5：30－18：00。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3、自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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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凡22座以下的非经营性的自驾车均可上雷洞坪，冬季只能开到零公里。另外，峨眉山后山盘

山公路弯道多、坡度大、自驾车要注意安全。

   

4、滑杆

峨眉山滑杆，是为游人代步的的特色交通工具。用两根约2.4米长的斑竹做抬竿，两端绑上0.5米长

的抬担，中段架上四脚睡椅，睡椅前再安放一根踏脚棍，就构成了适应山道、坐卧舒适的滑竿。1

935年蒋介石在峨眉办军官训练团时，出行坐的就是滑竿。

坐滑杆的滋味：

上坡时头向下，脚朝天；下坡时头顶天，脚朝地；平路上心情才放松下来。滑竿“嘎吱嘎吱”、

上下闪动，坐在其上观赏沿途秀美的风光别有一番感觉。

坐滑杆的价格：

上行和下行价格不同，上行30—40元/公里，下行稍便宜些。比如，从洗象池到雷洞坪7.5公里，上

行240元/乘，下行180元/乘。

总的来说坐滑杆并不便宜，所以打算坐的话一定要讲价。如果对方要价200你可以试着杀到50，依

次类推。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29 / 31



�������

峨眉山：亲子乐悠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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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