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山大佛旅游攻略（2013 年版） 

简介 
乐山大佛，又名凌云大佛，地处中国四川省乐山市市郊，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三江汇流处，与乐山城隔江相望。乐山大佛雕凿在岷

江、青衣江和大渡河汇流处岩壁上，依岷江南岸凌云山栖霞峰临江峭壁凿造而成为弥勒佛坐像，是唐代摩岩造像的艺术精品之一，是

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佛坐像。 
 

景区由凌云山、麻浩岩墓、乌尤山、巨形卧佛等组成，以“天下第一大佛”为核心，以“壮、雅、清、逸”为特色，集聚乐山山水人

文景观的精华，属峨眉山国家级风景区范围，是闻名遐迩的风景旅游胜地。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鱿鱼圈儿 此木建柱 老牛看世界 提供） 
 

门票 
门票 

乐山大佛  90 元/人（含乐山大佛、乌尤寺、麻浩崖墓） 

东方佛都  70 元/人 

佛国天堂  8 元/人  

乐山大佛游江票（游船票、快艇票）  70 元/人次  

 

乐山大佛优惠票  50 元/人 

A. 1.2 米以上全日制大学本、专科，中专、初高中、小学学

生凭学生证购买优惠票。 

B. 60 至 69 周岁的老人凭身份证或老年优待证购买优惠票。 

C. 残疾人凭残疾证购买优惠票。 

D.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颁发记者证的记者凭

有效证件购买优惠票。 

大佛那些事儿 

看点 

周边景点 

游览路线 

交
通 

贴
士 

乐山大佛特惠票  10 元/人 

本地人持本人身份证在周末时候购票。 

 

门票免费政策   

1、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离休干部、70 周岁以上的老

年人凭有效证件免费游览乐山大佛（游江除外），由乐山大佛

北门进入。 
 
2、1.2 米以下儿童游山游江免费。  

 

开放时间 

旺季  7：30-19：30（4.1-10.31） 

淡季  8：00-18：00（11.1-3.31） 

 

http://www.17u.com/blog/2681363#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1071497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9086097#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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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那些事儿 

 

大佛来历 
据唐代韦皋《嘉州凌云大佛像记》和明代彭汝实《重修凌云寺记》等书

记载，乐山大佛开凿的发起人是海通和尚。海通是贵州人，结茅于凌云

山中。古代的乐山三江汇流之处，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聚凌云

山麓，水势相当的凶猛，舟辑至此往往被颠覆。每当夏汛，江水直捣山

壁，常常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海通和尚见此立志凭崖开凿弥勒佛大像，

欲仰仗无边法力，“易暴浪为安流”，减杀水势，永镇风涛。于是，海通

禅师遍行大江南北、江淮两湖一带募化钱财，开凿大佛。佛像动工后，

地方官前来索贿营造经费，海通严词拒绝道“自目可剜，佛财难得”，地

方官仗势欺人，反而说：“尝试将来”。海通从容“自抉其目，捧盘致之”，

“吏因大惊，奔走祈悔”。海通这种专诚忘身之行，激励众心，克诚其志。 
 
佛像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公元 713 年)开始动工，当大佛修到肩部的时候，

海通和尚就去世了。海通死后，工程一度中断。大约过了十年的时间，

剑南西川节度使章仇兼琼捐赠俸金，海通的徒弟领着工匠继续修造大佛，

由于工程浩大，朝廷下令赐麻盐税款，使工程进展迅速。当乐山大佛修

到膝盖的时候，续建者章仇兼琼迁任户部尚书赴任，工程再次停工。四

十年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捐赠俸金继续修建乐山大佛。 
 

在经三代工匠的努力之下，至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 803 年)，前后历

经 90 年时间才完工。韦皋始撰《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载录了开

凿大佛的始末，原碑尚存大佛右侧临江峭壁上。 

  

 

大佛显圣 
迄今为止，大佛显圣的事迹发生过 3 次，分别是 1962 年、1963 年和 2002 年。 
 
1962 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大佛闭过一次眼。当时，人民公社严重打击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其结果是天地荒芜，收成

锐减，公粮认购任务无法完成。公社化不久又遇连年自然灾害，农民肿病横行，死尸遍野，惨不忍睹，四川饿死的人不计其

数，有“人相食”之记载。当地人穷，人死了就拿草席一圈扔进江中。而大佛坐落在三江下游，每天都有成群饿死的尸体顺

江而下飘过大佛。大佛便在一夜突然闭眼。当地的人们传说是大佛不忍看到惨景才闭眼的。经科学人员等调查，都没有得到

答案。之后，因佛像闭眼是不祥，眼睛又重新修凿。 
 
1963 年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大佛第二次显灵，大佛流泪了！政府恐慌，动用了 4 千万元对大佛进行清洗，但还是没有

能抹去大佛眼角的泪痕！ 
 

2002 年 5 月 7 日上午 9 时 43 分，乐山大佛再现难得一见的“神秘光环”——佛光。乌云还未褪去的乐山大佛上空，突然出

现日晕现象，刚刚升起的太阳四周闪现出一个直径约 300 米、内红外紫的五彩光环，色彩时明时暗。千年难遇，万人争睹。

11 时许光环开始散发出耀眼强光，来自四海的游客无不赞叹这一天下奇观。不少人双手合十，闭目祈愿，纷纷庆幸大佛之旅

带来的吉祥。中午时分佛光慢慢淡化、散去。整个佛光现象持续了 3 个多小时。 

 

 

 

 

 
（乐山大佛：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老牛看世界 提供） 

http://www.17u.com/blog/9086097#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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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构造 
发鬈用石块嵌就 

沿大佛左侧的凌云栈道可直接到达大佛的底部。在此抬头仰望大佛，会

有仰之弥高的感觉。坐像右侧有一条九曲古栈道。栈道沿著佛像的右侧

绝壁开凿而成，奇陡无比，曲折九转，方能登上栈道的顶端。这里是大

佛头部的右侧，也就是凌云山的山顶。此处可观赏到大佛头部的雕刻艺

术。 
 
大佛顶上共有螺髻 1051 个，这是 1962 年维修时，以粉笔编号数清的。

远看发髻与头部浑然一体，实则以石块逐个嵌就。单块螺髻根部裸露处，

有明显的拼嵌裂隙，无沙浆粘接。螺髻表面抹灰两层，内层为石灰，厚

度各为 5-15 毫米。1991 年维修时，在佛像右腿凹部中拾得遗存螺髻石

3 块，其中两块较完整，长 78 厘米，顶部 31.5×31.5 厘米，根部 24×

24 厘米。 

 

两耳以木为之 

大佛右耳耳垂根部内侧，有一深约 25 厘米的窟窿，长达 7 米的佛耳，

不是原岩凿就，而是用木柱作结构，再抹以锤灰装饰而成。在大佛鼻孔

下端亦发现窟窿，露出三截木头，成品字形。说明隆起的鼻梁，也是以

木衬之，外饰锤灰而成。不过，这是唐代贞元十九年竣工时就是如此，

还是后人维修时用这种工艺修补，已不可考证。 

 

排水系统布全身 

乐山大佛具有一套设计巧妙，隐而不见的排水系统，对保护大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大佛头部共 18 层螺髻中，第 4 层、第

9 层和第 18 层各有一条横向排水沟，分别用锤灰垒砌修饰而成，远望看不出。衣领和衣纹皱折也有排水沟，正胸有向左侧也

有水沟与右臂后侧水沟相连。两耳背后靠山崖处，有洞穴左右相通；胸部背侧两端各有一洞，但互未凿通，孔壁湿润，底部

积水，洞口不断有水淌出，因而大佛胸部约有 2 米宽的浸水带。这些水沟和洞穴，组成了科学的排水、隔湿和通风系统，防

止了大佛的侵蚀性风化。 

 

胸部有残碑 

据 1962 年维修的负责人黄高彬和罗伯衡介绍，当时发现大佛胸部有一封闭的藏脏洞。开洞一看，里面装的是废铁、破旧铅皮、

砖头等，而封门石竟是宋代重建天宁阁的纪事残碑。唐代大佛竣工后，曾建有木阁覆盖保护，以免日晒雨淋。从大佛膝、腿

臂胸和脚背上残存的许多柱础和桩洞，证明确曾有过大佛阁。宋代重建之，称为“天宁阁”，后毁。但不知何年，因何原因，

这天宁阁的纪事残碑唐竟然嵌在了大佛的胸部。维修者将此残碑移到海通洞里保存，可惜于 1966 年被毁。 

 

 

取景影视作品     
1981 年上映的电影《神秘的大佛》刘晓庆、张顺胜、葛存壮等主演，许多观众正是通过这部电影而开始认识和了解乐山大佛，

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1998 年上映的电影《风云雄霸天下》郭富城、郑伊健、千叶真一等人主演，近一半场景在四川乐山风景区拍摄。 
 
2000 年上映的电视剧《笑傲江湖》由任贤齐和袁咏仪联袂主演，曾在乐山大佛取景拍摄。 
 
2002 年的电视剧《如来神掌》由张智霖、朱茵、李铭顺和李立群等两岸三地以及新加坡的演员共同主演，也有在乐山大佛取

景拍摄。 
 
2011 年出品的电视剧《天下无贼》由聂远，秦海璐等主演，该片在乐山开拍，其主要戏份也在乐山取景。 

 

（乐山大佛：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谈澈 提供） 

http://www.17u.com/blog/962100#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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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乐山大佛 
乐山大佛是唐代摩岩造像中的艺术精品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

佛坐像。大佛双手抚膝正襟危坐的姿势，造型庄严，排水设施隐而不见，

设计巧妙。 
 
佛像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公元 713 年），是海通和尚为减杀水势，

普渡众生而发起，招集人力，物力修凿的，海通死后，海通的弟子接手

修筑。直至唐德宗贞元 19 年（公元 803 年）完工，历时 90 年。 被诗

人誉为“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  
 
佛像高 71 米，是世界最高的大佛。大佛头长 14.7 米，头宽 10 米，肩

宽 24 米，耳长 7 米，耳内可并立二人，脚背宽 8.5 米，可坐百余人。 
 

大佛头部的右后方是建于唐代的凌云寺，即俗称的大佛寺。寺内有天王

殿、大雄殿和藏经楼等三大建筑群。大佛右侧的石壁上，有一条险峻的

栈道，自上而下盘旋九曲，这便是著名的“九曲栈道”，是与修建佛像

同时开凿的。栈道顶端有一长廊式亭阁，这是明代袁子让称作“立亭上

则三峨凝黛，水自天来，烟波极目，绿野无际”的近河亭。栈道第一折

的经变图雕刻精细，形象生动，人物丰腴端祥，线条优美，并刻有楼台

亭塔，是研究唐代建筑和石刻艺术的宝贵资料。栈道最宽处 1．45 米，

最窄处 0．6 米，共 217 级石阶，沿崖迁回而下，可到大佛脚底。 
 
大佛左侧的凌云栈道被诗人们誉为“崖壁上的交响诗”。它削壁穿洞，架

虚构空，藏奇露险，婉蜒曲折，似一条腾空而起的巨龙，隐藏在乐山大佛左侧的悬崖绝壁间。栈道开凿于 1983 年初，1984

年峻工，同年十月开放，全长约 500 米，北端与大佛相连，南端与碧津楼相连，与大佛右侧的九曲栈道一起构成一条回环曲

折的旅游路线。  
 
绕过佛脚，穿“洞天”，便到了栈道北端。相传这里龙王太子求学于苏东坡的上山路径因此被称为“三太子入海处”。往前是

一段悬空架设的百步栈道，崖壁上刻着张爱萍、马识途等人的题咏。走在悬空栈道上，脚下滔滔江水，浪涌翻卷，过悬空栈

道，攀窄宽低高的险坡，上天梯，便可到松韵亭小憩。距松韵亭 10 米处有一独立的巨石，高 30 多米，人称“降魔柞”。立于

降魔柞上，叠叠青峦。漠漠沙洲、渺渺烟霜、点点舟帆似二幅画卷映人眼帘；水击、松涛，鸟鸣 像交响乐章在耳畔回荡。 

 

巨型睡佛 
又称“隐形睡佛”，位于乐山城东侧的三江（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汇流处，形态逼真的佛头、佛身、佛足由乌尤山、凌云

山和东岩联襟而成，南北直线距离约 1300 余米，头南足北仰卧在三江之滨。巨型睡佛之“佛头”最为惟妙惟肖，乌尤山为“佛

头”，景云亭如同“睫毛”，山顶树冠各为“额、鼻、唇、颌”，富有神采；凌云山栖鸾、集凤两峰为“佛胸”，灵宝峰是其“腹

和大腿”，就日峰是其“小腿”，东岩南坡则为其“脚”。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正好端坐在“巨型睡佛”腋

部的深坳处，似乎正应验了唐代雕像者寓意的“心即是佛”和古代民间“圣人出于腋下”之说，形成了“佛中有佛”的奇观。

“巨型睡佛”与凌云大佛浑然一体，气势恢宏，惟妙惟肖，堪称天然绝妙的奇特景观。 
 
观赏“巨佛”的最佳位置是在乐山城东乐山港码头一带，在此处望南眺望，但见碧水云天之处，巨大的佛体横空出世，安详

自如平卧江面，雄姿健影妙趣天成，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乐山大佛：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此木建柱 提供） 

http://www.17u.com/blog/10714972#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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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宝塔 
又名凌云塔，因其耸立在凌云寺后的灵宝峰巅，故以山峰命名。塔建于

唐代，塔形呈密檐式四方锥体，砖砌而成，坐东向西，高 29.29 米，共

十三级。塔体中空，内有石阶沿塔轴盘旋至顶。塔顶为四攒尖式。灵宝

塔的结构和风格与西安小雁塔相似。根据山川形势修建此塔的目的，主

要还是作为三江合流处的标志。高 71 米的大佛是为了镇水保平安，灵

宝塔则作为航船标志，使船工提高注意力，以便安全渡过急流险滩。如

今，灵宝塔已成为嘉州古城的一座标志。 
 
灵宝塔夜月 

灵宝塔每级都开有窗眼，既可以采光，又能供游人四处眺望。登临塔顶，

视野开阔，东面山峦重叠，气势雄伟；南面可见藏经楼、东坡楼；西面

江水似天外泻来，三峨如舟浮云海；北面鸟瞰乐山全城，如一只展翅彩

凤俯卧在绿波之上。真是东西南北，气象万千。 

 

 

凌云寺 
在凌云山顶，被凌云九峰环抱，寺宇辉煌。因是大佛所在，所以又叫大

佛寺。凌云寺创建于唐代，据史料记载早于大佛开凿之前，距今已有一

千二百多年。唐开元初年（公元 713 年）开凿佛像时，寺宇又有扩建。

唐建凌云寺，毁于元顺帝战乱，明代进行了两次圈套修复，明末又经兵

燹，大部分被毁。现存凌云寺是清康熙六年（公元 1667 年）重新修建

的。以后又经多次修葺，尤其是建国以后不断维修，保存了现在面貌。 
 

凌云寺是由天王殿、大雄殿、藏经楼组成的三重四合院建筑，丹墙碧瓦，

绿树掩映。天王殿前是参天古木楠树，殿外两侧分列着四座明清两代重

修寺宇的碑记。匾额“凌云寺”为清末著名书法家赵熙所题。殿内正中

塑像为金玉弥勒坐像，重 33 吨，系采自名山之颠汉白玉雕刻而成。皤

腹欢颜，俗称“大肚罗汉”。两旁分列四大天王塑像，攒眉怒目，威武

雄伟。天王殿后为韦驮龛，供奉木雕帖金的护法神韦驮。穿过天王殿，为清代建筑大雄宝殿。殿内正中端坐释迦牟尼三身像

（法身、应身、报身），造型优美，神态庄重。两旁分列十八罗汉，神形各异，栩栩如生。大雄宝殿背面是新塑的净瓶观音，

两边分列文殊、普贤、地藏和大势至四菩萨像，是明代以前的作品。 
 
寺内最后一重殿是藏经楼，原为寺内收藏佛教经卷的地方，于 1930 年新建。从它的结构和外形可以看到近代建筑风格，在寺

字中别具一格却另有一番情趣。楼下新辟“海师堂”，塑有大佛建造者海通法师、章仇兼琼、韦皋的全身像，以此寄托后人对

他们的敬仰之情。 
 

目前，凌云禅院已开辟成“乐山大佛陈列馆”，馆内陈列大量实物、文献、图片和模型，展示了乐山大佛九十年建造史和历代

保护维修史，充分反映出乐山大佛不愧为世界艺术瑰宝。 

 

 

 

 

 

 

 

 
（灵宝塔：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老牛看世界 提供） 

 
（凌云寺藏经楼：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此木建柱 提供） 

http://www.17u.com/blog/9086097#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10714972#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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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津楼 
壁津楼是凌云山的一大景观，雄踞在后半山的山道上。从山顶俯视，好像于青山绿水间突然出现的世外仙境。从山下仰视，

却又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壁津楼原址在乐山城南，建于宋代。据《水经注》和宋代魏了翁《璧津楼记》记载，璧

字取青衣江出璧玉，津字是渡口的意思，故名璧津楼，已毁。现建璧津楼的地方原是祭祀川主神像的洪川庙。 
 

新建璧津楼具有明清寺庙建筑的特色，依山取势，不拘一格，牌楼正坐石阶，右面沿崖端建有 15 米长廊，左面向上依次排列

三层楼房，并有一小院落，整个璧津楼参差而紧凑，碧瓦朱楼，组成一个辉煌秀丽、雄壮雅致的仿古建筑群。 

 

沫若堂 
位于灵宝峰西北一隅，由一中西合壁式的民房修萁而成，青砖灰瓦，朴素雅致。这是为纪念出生于乐山沙湾的现代文化巨匠

郭沫若而建的。门额“沫若堂”三字为楚图南所书，门两侧是著名作家马识途撰写的对联。上联：峨眉钟灵，大渡铸魂，中

华唯怀，黎庶系心，笔摇落山河，真是文豪本色；下联：女神惊世，屈原壮魄，雷电为颂，洪波度曲，诗成泣鬼神，果然名

士风流，高度赞颂了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业绩。 
 
堂前约 10 米的台阶上，屹立着一尊郭沫若全身铜像，高约 3 米。雕像旁立一支 6．5 米高的花岗石巨笔，笔杆上镌刻女神、

屈原、凤凰涅粱图案。巨笔直指蓝天，象征郭沫若永世不灭的成就。沫若堂为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中心和资料中心所在，陈列

着郭沫若生平事迹图片和各种著作版本，以及有关郭沫若的研究成果展览。 

 

海师洞 
乐山大佛建造的发起人是海通和尚。海通是贵州人，结茅于凌云山中。

见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聚凌云山麓，每当夏汛，江水如万马奔

腾直捣山壁，常常倾覆舟辑，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为此，决心凭崖开

凿弥勒佛大像，欲仰仗无边法力，减杀水势，永镇风涛。于是，海通禅

师遍行大江南北、两湖淮海等地，筹集人力财力，开凿大佛。佛像动工

后，郡吏勒索营造经费，激起了海通的无比愤怒，严词拒绝道“自目可

剜，佛财难得”郡吏仗势欺人，反而说：“尝试将来”海通大义凛然，

从容“自抉其目，捧盘致之”。吏因大惊，奔走祈悔”。海通这种专诚忘

身之行，不仅使贪吏悔悟，也激励众心，克诚其志。  

 

麻浩崖墓 
位于凌云、乌尤两山之间的溢洪河道东岸，麻浩是其地名。崖墓是汉代

流行于乐山的一种仿生人住宅、凿山为墓的墓葬形式，其特征是沿着浅

丘、山谷的砂质岩层由人工凿成方形洞穴，然后安葬遗体和殡葬品。从

外部看去是一个个深邃神秘的山洞。这种墓葬因流行于 1800 多年前的

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故称东汉崖墓。 
 
东汉崖摹分布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沿岸和浅山谷的崖壁上，数以万

计。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石刻之丰富居蜀中之首。麻浩崖墓是乐山

崖墓群中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墓葬群，在长约 200 米、宽约 25 米的

范围内有崖墓 544 座，墓门披连，密如蜂房，极为壮观。 

 

 

 

 

 

（海通和尚：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老牛看世界 提供） 

 
（麻浩崖墓：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鱿鱼圈儿 提供） 

http://www.17u.com/blog/9086097#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2681363#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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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台 
在乌尤山西面的悬崖绝壁处。《尔雅》是我国最早的解释词义的专著。

尔雅台原址在现在的旷恰亭处，1921 年重建时迁至现址。尔雅台原为

三层，整体相连，曲折有趣。解放后维修时拆去第二层，保留了顶层和

底层。顶层后又改名为听涛轩，尔雅台仅余一层。尔雅台临崖而立，视

野开阔，西望峨眉，下瞰三江，景色绚丽。 

 

 

乌尤寺 
座落在乌尤山顶，原名正觉寺，修建于唐代，北宋时改名为乌尤寺。现

存庙宇系清以后的建筑，是四川省内保存较完整的寺庙，为全国重点寺

庙之一。乌尤寺的殿宇共有七座，都集中在小小乌尤山头。依山取势，

布局巧妙，在我国寺宇园林建筑中别具一格，且寺之周围竹木扶巯，楼

阁亭台错落其间，更显得格外清幽。游者至此虑涤心情，有超然之感，

始信人间别有天地。现寺中保存完整的殿宇有天王殿、弥陀殿、大雄殿、

观音殿、乌尤殿等。 
 
乌尤寺建于唐代中叶，正殿是大雄殿，结构严谨，灿烂辉煌。佛殿侧是

罗汉堂，500 余尊泥塑彩饰佛像，神采各异，十分壮观，具有较高的艺

术价值。 
 

 

东方佛都 
东方佛都，于 1994 年 5 月在中国乐山市建成开放。它距世界闻名的乐

山大佛仅一里之遥，在 20 万平方米范围内，集中仿制了国内外佛像三

千多尊，利用自然山体延伸，曲折蜿蜓地构成了壮观的佛教画卷长廊，

采用摩崖圆雕、浮雕、雕刻、壁画等表现形式，选用不同材质，有石刻、

铜铸、彩塑、墨玉等，充分体现了中国佛教和东南亚佛教艺术的风格。

这里，有当今壮界最大、体长 170 米的巨型卧佛，有我国历代佛像精品，

以及东南亚和印度、日本等国家、地区的著名佛像，还有占地 800 多平

方米的佛教艺术精品陈列馆。 

 

 

 

 

 

 

 

 

 

 

 

 

 
（乌尤寺：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鱿鱼圈儿 提供） 

 
（东方佛都：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鱿鱼圈儿 提供） 

http://www.17u.com/blog/2681363#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2681363#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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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景点 
峨眉山     

峨眉山位于中国四川峨眉山市境内，最高峰万佛顶海拔 3099 米。地势

陡峭，风景秀丽，有“秀甲天下”之美誉。气候多样，植被丰富，共有

3000 多种植物，其中包括世界上稀有的树种。山路沿途有较多猴群，

常结队向游人讨食，胜为峨眉一大特色。 
 

峨眉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主要崇奉普贤

大士，有寺庙约 26 座，重要的有八大寺庙，佛事频繁。1996 年 12 月

6 日，峨眉山乐山大佛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 

 

峨眉奇观 
云海 

天气晴朗日子，站在舍身岩前，浩瀚无际的白云在岩下翻涌，山峰犹如

座座孤岛，只现出青葱的峰巅。 

观赏地点：金顶景区 

观赏时间：早上：9：00-10：00 下午：3：00-4：00 

 

日出 

黎明前的峨眉山金顶，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伴随着旭日东升，万道金光

射向大地，峨眉山在金光中呈现出它全部的秀美身躯。 

观赏地点：金顶景区 

观赏时间：夏季：6：00 冬季：7：00 

 

佛光 

看上去是一个七彩光环。而人影在光环正中。而且人影随着人而动，变

幻之奇，出人意外。 

观赏地点：金顶景区 

观赏时间：早上：9：00-10：00 下午：3：00-4：00 

 

圣灯 

金顶无月的黑夜，舍身崖下夜色沉沉，有时忽见一光如萤，继而数点，

渐至无数。在黑暗的山谷间或明或暗，时聚时散，飘忽不定。佛家称它

为“圣灯”。 

观赏地点：金顶、灵岩寺、伏虎寺、华严顶、洗象池 

观赏时间：晚上 9 点左右 

 

 

 

 

 

 

 

 

 

 

（峨眉山：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快乐行走强子 提供） 

 

 

 

（峨眉山：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搁浅的左岸 提供） 

 

 

 

（峨眉山：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搁浅的左岸 提供） 

http://www.17u.com/blog/7609897#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9232300#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9232300#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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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 
峨眉山进山门票 

全票：185 元/人（身高 1.1 以下儿童免票） 

淡季票：110 元/人（淡季时间：每年 12 月 15 日——次年

1 月 14 日） 

注：门票均不含保险、观光车票、寺庙门票和索道等费用。 
 
寺庙门票 

伏虎寺：6 元/人 

万年寺：10 元/人 

报国寺：8 元/人 

 
 

交通  
飞机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 峨眉山景区 

① 从双流机场乘民航大巴（线路为机场—岷山饭店—城北

火车站），在岷山饭店下车后，步行 10 余分钟，就可到成都

旅游车站——新南门车站，换乘直达峨眉山的旅游大巴。 
 
② 成都双流机场每天 14 点、15 点，有两班汽车直达乐山

市区，票价 55 元。乐山市区几大车站都有到峨眉山的班车

（发车时间 7：00—18：30，滚动发班）。 
 
③ 从机场坐出租车讲价大概二、三百元 

 

火车 
峨眉站是中国西南铁路主线之一——成昆线上的主要站点，

游客可乘 K145、K113、K165 到昆明或 K117 至攀枝花的

火车到峨眉火车站下车。 

峨眉火车站距离峨眉山风景区约 10 公里，乘车约 15 分钟。

也可乘火车到达成都站，乘公交车到成都新南门车站转乘旅

游中巴车进入景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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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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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途汽车 
各地都有到峨眉山的长途汽车，如果没有，可以乘坐长途汽

车到乐山或者成都，再坐长途车到峨眉山。 

注：峨眉山客运中心在峨眉山市区，峨眉山旅游客运中心在

峨眉山景区报国寺片区。 

 

 

一起游小贴士  

① 从成都出发的话，走成都新南门车站，到峨眉山的车每

天有 N 趟，基本可以随到随走，票价 50 左右，车程 2 个小

时，直接到峨眉山脚下的峨眉山旅游客运中心。 
 

② 如果是 2 日游，建议大家住在山脚下，既便宜又方便。

如果是 3 日游（2 天上山，1 天下山）那就建议住山上了，

不过山上正规酒店都很贵，大概一晚 500 以上吧，住农家

乐就便宜了，50 块钱基本都能搞定，不过条件就一般了，

而且基本上都没有空调，大家想住的要做好思想准备。  
 
③ 住山脚下。从峨眉山旅游客运中心沿进山公路往里走有

很多旅馆，条件都不错，差不多准三星标准吧，标间价格基

本在 100-150 之间，而且可以先看房再决定住不住。重要

一点记得要砍价。但这些旅馆，洗漱用品质量都很差，除了

拖鞋、毛巾、浴巾可以用一下外，其余的就只能自己准备了。 
 
④ 旅馆服务员会推荐在他们这买上下山的旅游车的车票，

这其实是一种“被报团了，而且跟团后还让买上下山的索道。

提醒要来峨眉山的朋友们，车票可以随时在山上上车点买，

根本没必要在他那买，也没有优惠，而且跟团时间一点也不

自由，像是赶场一样。 
 

⑤ 1 天半，要想徒步爬上山是根本不可能的，观光车从山

下到山上都要 2 个小时，路程好像是 60km 的样子。 
 
⑥ 在山脚下旅馆的旁边有一条食街，叫“美食街”，有很多

小馆子，大家可以去试试。这条街里每家店的菜单都是一样

的，政府监制，所以找一家干净点的，就餐人多的馆子就可

以了，毕竟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推荐几个好吃的菜品吧，

像腊肉炒野菜，味道很不错，价位在 30 左右。清炒野菜，

价位在 20 左右。当地还有一种特产，叫雪魔芋，餐馆一般

会推荐这个东西的，像雪魔芋炒鸡啊，想尝尝的可以要一份，

价位在 40 左右。 
 
⑦ 如果想买东西的话，美食街旁边就是旅游商品一条街。

大家可以在这买一些特产，像峨眉山特色茶叶青山绿水，竹

筒做的杯子，猴子的毛绒玩具。爬山的可以买根竹竿，一块

钱一根，不过不是用来打猴子的，是用来做登山杖的。 
 
⑧ 在自贡汽车站全天都有到峨眉的大巴，票价 50 左右，

车况还行，车到乐山，停峨眉山客运中心。在出站口有个接

待点，在这里可以做车到峨眉山，一般是 10 元/人，最贵不

超过 15 元，车型桑塔纳，车程大概 20 分钟，直接送到山

脚下某一个旅馆的门口（当然，旅馆是要给司机介绍费）。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在这个接待点不要买峨眉山旅游图（要

价 5 块），因为每个旅店，只要你要，基本都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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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到达乐山大佛 
 

 

 

 

 

 

 

 

 

 

 

 

 

 

 

 

 

 

 

 

 

 

 

 

 

 

 

 

 

 

 

 
 
 
 
 
 
 
 
 
 
 
 
 
 

飞机 
乐山市中心区距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仅 150 公里，全程为高等

级公路。市区内设有民航、火车售票处，可购买到成都发往

全国各地的飞机票和火车票。    
 
小贴士  从峨眉山往返乐山的票价 8 元，时间是早 6：30

到晚 7：30。出租车是 5 元起步，1.4 元每公里。 

 

火车 
成昆铁路横贯市属夹江、峨眉山、沙湾、峨边、金口河等 5

个县、市、区，乘火车到乐山、峨眉山旅游可在成昆线上的

峨眉山站下车，该站距峨眉山风景区大门（报国寺）10 公

里，距乐山市中心 31 公里。 
 

小贴士  不建议从乐山火车站前往乐山大佛，因为乐山火车

站不在乐山，在夹江县。从火车站前往乐山大佛比较麻烦，

需要从乐山火车站转车到汽车站，然后乘车前往乐山市区，

到乐山中心站后转乘 3 路 13 路到乐山大佛。 

 

公路 
从成都到乐山走高速公路仅 162 公里，成都北门、西门、新

南门车站有定时班车。 
 
乐山与峨眉山市相距 31 公里，有高速公路相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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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成都和峨眉山外，乐山还有发往重庆、内江、自贡、宜宾

和雅安高速公路客运专线。从市中心区到附近区县均有高等

级公路相通。 

 

水路 
乐山位于岷江和大渡河交汇处，每天有数十次旅游班船至乐

山大佛。乐山港有通达宜宾、泸州、重庆的客轮。乐山港每

天都有旅游班船至乐山大佛。乐山港还有通达重庆、上海的

客轮。在乐山市区内可乘坐 4、9、10、12 路公交车前往乐

山港。 

 

旅游专线 
乐山客运中心站－峨眉山市； 

乐山港－峨眉山报国寺； 

乐山客运中心站－沙湾； 

乐山港－乐山大佛－乌尤寺； 

乐山港－佛光湖； 

乐山港－碧山湖 

乐山到乐山大佛 
 公交 

① 乐山肖坝车站：乘坐 13 路公共汽车在大佛寺站下车可到

乐山大佛景区。 

② 乐山中心车站：乘坐 9、6 路公共汽车—阳光广场（转乘

3 路或者 13 路公共汽车—乐山大佛景区。 

③ 乐山联运车站：乘坐 1 路公共汽车—高北门（转乘 13

路公共汽车）—乐山大佛景区。 
 

小贴士  肖坝车站有不少“假 13 路”，多为私营小巴，开往

“东方佛都”景点，而不是“乐山大佛”景点，在乘车时要

多加注意。正宗的 13 路车是没有人售票的，1 元投币。 
 
 出租车 

从乐山市乘出租车到大佛，车费约 6 元；乐山出租车白天是

5 元起步（2 公里），2 公里以上按每车公里 1.6 元计收，超

过 2 公里后每 0.5 公里计费一次。而 7 公里以外的单程载客

车公里租价加价 30%；每日 22：30 至次日 6：00 为夜间，

夜间载客起步价、车公里租价加价 30%。 
 
小贴士  在乐山中心城区范围内均应打表计费，超过乐山城

区范围的用车收费标准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乘船 

从乐山港摆渡到大佛，船费 1 元。 

 

成都到乐山大佛 
成都北门、西门、新南门车站有定时班车。新南门旅游客运

中心坐到乐山大佛的车，票价 46 元左右，到达乐山肖坝车

站，下车后可乘坐 13 路公交车直达乐山大佛景区。 

 

峨眉山到乐山大佛 
可以坐峨眉到乐山的大巴车，1 个小时左右就到，车的终点

站有乐山中心车站、联运站两站，如果在中心站下车的话，

就出站坐 9 路车到阳光广场（新春广场）下车，走到十字路

口对面做 13 路车到大佛景区下。 
 
如果在联运站下的话，可以坐乐山到普仁的客车到大佛景区

下，买票买到大石桥的，到大佛景区下就行。 
 

也可以在联运站出来往左手边走，到第一个站台坐路车到达

旧大桥，由于车是在桥下停的，所以还得步行上大桥，在桥

头坐 13 路公交车到景区下。 
 
不管乘坐哪一种路程的车车费都在 3 元以内，但也可以坐的

士，乐山的的士比较便宜，应该在 15 元左右。 
 

小贴士  乐山肖坝车站有班车直达峨眉山景区，要注意不要

在“乐山客运站”上车，那里客车班次多是到峨眉山市区，

不直达峨眉山景区（即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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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路线 
乐山大佛游览路线 
陆路游览线    

石窟式山门-龙湫-载酒亭-乐山大佛-凌云栈道-凌云寺-灵宝塔-沫若堂-月榭-东坡楼-碑林-佛国天堂-碧津楼-麻浩渔村-麻浩崖

墓博物馆-乌尤山-乌尤寺-东方佛都 

 

水路游览线    

码头-观佛楼-巨型睡佛-九龙滩-三江口-凌云山-乐山大佛-壁津楼-麻浩-乌尤山（中流砥柱）-凤洲岛-码头 

 

水、陆环形游览线    

码头-巨型睡佛-九龙滩-三江口-凌云山-乐山大佛-乌尤山（中流砥柱）-乌尤寺-麻浩崖墓博物馆-麻浩渔村-佛国天堂-碑林-凌

云栈道-乐山大佛-凌云寺-灵宝塔-东方佛都。 

 

峨眉山+乐山大佛 3 日游线路 
Day1：出发城市→峨眉山，玩报国寺、伏虎寺，住山脚下。 
 

Day2：登山，黄湾入口→雷洞坪车站→接引殿→金顶→华藏寺→万年寺→清音阁→黑龙江

栈道→猴区。 
 
Day3：乐山大佛。 
 
@鱿鱼圈儿： 

乐山大佛同峨眉山一起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两个景点之间相距较近，所以建议大家

来来游玩时，两个景点都去看看。如果你之前在峨眉山游玩，建议在峨眉山下再多住一晚，

第二天一早乘车前往乐山大佛。一般各旅馆都有车带你去乐山大佛，我们就是坐的店家的

小面的去的，车费 15 元一个人，直接可以送到景区门口。不过这里给大家提个醒，他们

通常喜欢送大家到乐山大佛东方佛都那个门进景区，因为你从这里进，除了要买乐山大佛

门票 90 元外，还要额外买东方佛都的门票，价格 70 元（其中猫腻不言自明了）。东方佛

都是 94 年建成的，里面是四川美院教授们做的 3000 多个大小佛像雕塑。如果不想去东方佛都，乘这种车时一定明确跟司机说不

去东方佛都那个门。 

——鱿鱼圈儿《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乐山大佛游记（四川游第 4 站）》 

 

成都行程推荐 
路线①：杜甫草堂 → 武侯祠 → 锦里 
 

路线②：青羊宫 → 文殊院 → 春熙路 
 

路线③：望江楼公园 → 金沙遗址 → 宽窄巷子 

 

九寨沟最佳摄影路线 
犀牛海 → 火花海 → 长海 → 五彩池 → 熊猫海 → 镜海 
 

天鹅海 → 箭竹海 → 熊猫海 → 树正群海 

 

 
 
 
 
 
 
 
 
 
 
 
 
 
 
 
 
 

成都周边游 
线路①：成都 → 都江堰 → 青城山 
 
线路②：西岭雪山 
 
线路③：洛带古镇 → 黄龙溪古镇 → 平乐古镇 
 
路线④：海螺沟 
 
路线⑤：蜀南竹海 
 
路线⑥：四姑娘山 
 
路线⑦：毕棚沟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5347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851_20.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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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贴士 
1、如果从峨眉山旅游客运中心（车票 12 元）或者成都新南

门车站（车票 46 元）坐车到乐山大佛话，在乐山肖坝旅游车

站下车，下车后可以打车，或者坐公交 13 路（车票 1 元），

在大佛寺站下车，往回走几十米就是乐山大佛景区正门了。如

果想从东方佛都进景区，就在东方佛都站下车。 

 

2、乐山大佛同峨眉山一起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两个景

点之间相距较近，所以建议大家来来游玩时，两个景点都去看

看。如果之前在峨眉山游玩，建议在峨眉山下再多住一晚，第

二天一早乘车前往乐山大佛。一般各旅馆都有车带你去乐山大

佛，一般车费 15 元一个人，直接可以送到景区门口。不过给

大家提个醒，他们通常喜欢送大家到乐山大佛东方佛都那个门

进景区，因为你从这里进，除了要买乐山大佛门票 90 元外，

还要额外买东方佛都的门票，价格 70 元。东方佛都是 94 年

建成的，里面是四川美院教授们做的 3000 多个大小佛像雕塑。

如果不想去东方佛都，乘这种车时一定明确跟司机说不去东方

佛都那个门。 

 

3、游览乐山大佛景区可以按乐山大佛、麻浩崖墓、乌尤寺这

个顺序游玩，基本半天就可以逛完，然后从乌尤寺下山回市区。 

 

4、进入景区后，一直往里走，在上山的路口左边有个喜生弥

勒洞，是凌云山海音寺旧址，里面供奉着修建于民国时期的弥

勒佛。洞穴原来是一个东汉崖墓，进去明显感觉凉飕飕的。而

进山路口大大的“佛“字是苏轼的墨宝。从这个地方向左是沫

若堂、灵宝塔，向右是凌云寺、乐山大佛。 
 
 

 

乐山新欧乡酒店 
 

  精致标间   120 元 
  精致单间   120 元 

 立即预订  

 

 

凯涞商务酒店 
 

精致客房   130 元 
简约客房   130 元 

 立即预订  

 

 

乐山金叶酒店 
 

商务大床房   138 元 
标准双人房   148 元 

 立即预订  

 

5、前往乐山大佛的方向走过一段石阶路，进门就是凌云寺

了，这也是看大佛的必经之路。如果大家来的比较早，进

门后建议大家先去排队看大佛，然后回来再去看凌云寺，

因为稍晚一些排队看大佛的人会相当多，排两三个小时队

是很正常的，所以趁着人少先去看大佛吧，排两三个小时

队的确是很痛苦。 

 

6、排过队，从左侧的凌云栈道上下来看大佛。栈道很窄很

陡，很多地方只能让一个人通过，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从栈道往下走，沿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高度拍摄大佛。

大佛对岸就是乐山市区，可以拍到三江汇流的景象。 

 

7、看完大佛，沿着沿江的小道即九曲栈道再回到山上，沿

途风景很不错。从大佛上来一直往前走，就能前往麻浩崖

墓、乌尤寺。出了崖墓，从濠上大桥过去上山就是乌尤寺，

如果不想去，可以不过桥直接往前走下山。 

 

8、出了景区大门后，沿路继续往外走，路上会看到到肖坝

旅游车站的 13 路公交车的始发站——乌尤寺站，但好像

这个地方没车，所以要继续往前走，过一座大桥，在三岔

路口左拐前行几十米，马路对面就是 13 路公交车第 2 站

——九鼎宾馆站，车程半个小时左右就到肖坝车站了。乐

山肖坝旅游车站，10-20 分钟一趟到成都的大巴，车程 2

小时，票价 46，停成都新南门车站。 

 

 

乐山豪悦酒店 
 

  精致标间   120 元 
  精致单间   120 元 

 立即预订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720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656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882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657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882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372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720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6574.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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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攻略 
 

成都 
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这里坐拥博大精深的古蜀文明，这里维持闲适散淡的生活步调。这里茶香袅袅美食成片，

这里拥有返璞归真的神奇力量，让生活回归最初的本源，让疲惫奔波的人心生向往，让匆匆离去的人念念不忘。这里物产丰

富，历史悠久，自古就有“天府之国”、“蜀中江南”、“蜀中苏杭”的美称。如今的成都更获得了国际形象最佳城市，世界美

食之都，中国爱心城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等美誉。 

 

 

 

 

 

 

 

 
 
 
 
 
峨眉山 
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周流试登览，绝怪安可悉。青冥倚天开，彩错疑画出，泠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术。云间吟琼箫，

石上弄宝瑟，平生在微尚，欢笑自此毕。烟容如在颜，尘累忽相失，傥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峨眉山，世界上最神奇的地

方，它以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神话般的佛国仙山而驰名中外。美丽的自然景观与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完美结合，相得益彰，享

有“峨眉天下秀”的赞誉。 

 

 

 

 

 

 

 

 
 
 

 

 

 

 

 

 

 

 
 
 

一起游成都旅游攻略（2013 年版） 

更多交通详情：如何到达成都  成都市内交通  成都地铁 

更多景点详情：宽窄巷子  锦里  春熙路  大熊猫繁育基地  都江堰  西岭雪山 

更多美食详情：成都美食地图  成都特色小吃  川菜、火锅、小吃推荐 

更多人文详情：最成都  蜀戏冠天下  美食汇川 品茶在蜀   

 
 
 
 
 
 
 
 
 
 
 
 
 一起游峨眉山旅游攻略（2013 年版） 

更多交通详情：如何到达峨眉山  峨眉山内部交通 

更多景点详情：报国寺  自然生态猴保护区  金顶金佛  万佛顶  黑龙江栈道 

更多名山看点：佛教圣地  四大奇观  峨眉武术  灵猴 

更多美食详情：峨眉山好吃街  峨眉山素席  红珠国宾宴  地方小吃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5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5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1100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5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5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5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5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5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5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851_2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851_2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1100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851_2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5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5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5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5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851_20.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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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 
你是白云深处那副宋词的索引，演绎冬夏春秋；你是那部元曲的雅集，情景意象舒展在流水里；你是那份唐诗的狂野，经典

名句镌刻在斜风细雨里。一沟的清幽，一沟的锦绣，你把诺日朗的瀑布挂上你的窗口，你日夜不停描绘那世界的清幽，蓝天

为你驻足，白云也为你逗留。飘动的经幡、蔓延的草甸、成群的牦牛、耸峻的高山、湛蓝的天空……九寨沟，一海一世界、一

景一天堂，清澈纯透，印在镜中，这碧与透，动与静，灵与幻，尽在梦中。 

 

 

 

 

 

 

 

 
 
 
 

乐山大佛主要景点分布图 

 
 

 

 

灵宝塔 

巨型睡佛 

乐山大佛 麻浩崖墓 

乌尤寺 

凌云寺 

 

 
 
 
 
 

一起游九寨沟旅游攻略（2013 年版） 

更多交通详情：如何到达九寨沟  九寨沟内部交通 

更多景点详情：树正群海  诺日朗瀑布  五花海  熊猫海  原始森林  黄龙沟 

更多美食详情：奶制品  酥油茶  耗牛肉  酸菜  雅茶 

更多人文详情：绿蓝九寨水  潭光瀑影  梯湖彩池  藏式木楼  羌族碉楼  

 
 
 
 
 
 
 
 
 
 
 
 
 

加入我们 

 

一起游微信 
 

 

同程旅游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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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5101_3.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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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大佛景区景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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