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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武隆速览
武隆，地处重庆市东南边缘，乌江下游，武陵山与大娄山结合部。东邻彭水，南接贵州省道真县，

西靠南川、涪陵，北与丰都相连，距重庆市区 128 公里，处于重庆“一圈两翼”的交汇点，

自古有“渝黔门屏”之称，是千里乌江一颗璀璨的明珠。

不得不说，确因一部《满城尽带黄金甲》，让武隆这个“深在闺中人未识”的小城正式走进

了群众视线。而如今，经典大片《变形金刚 4》又慕名而来，将武隆神秘美幻的喀斯特风光

纳入影片之中。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也唤起了更多人对武隆的好奇与兴趣。然赶在武隆还

未真正大红大紫之前，趁早亲自来揭开其神秘面纱，或是探索更多纯粹的处女地，也许会是

你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丢失的青春    武隆是重庆当之无愧的旅游强县，基础设施，环境卫生，宣传建设都走在了全

国前列，当其他区县还在寻找立县之本的时候，武隆就明确保护生态，旅游富民，申请世界

遗产，拍摄满城尽带黄金甲，不得不赞一个武隆政府的远见。武隆的县城虽然不大，但是卫

生真的是我去过众多地方中最干净地的，另外一个是浙江洞头县。

  RanU  乌江的水是碧绿色的，犹如一块翡翠不小心从仙界遗落在山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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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

特别推荐 Special

大叻是一座非常复古的小城，充满欧式情调。它是越南的花城，想要拍

出好看照片的人可不要错过这里。色彩斑斓的建筑、蜿蜒起伏的街道、

五颜六色的花朵，都是照片里最好的点缀。每日的黄昏时分，天空中会

出现晚霞，这时候拍出的照片会非常梦幻。

最佳旅行时间  春、秋、冬三季。春秋季天气晴

朗，色彩丰富；冬季，可去仙女山赏雪，和爱人一

起漫步在冰天雪地的晶莹世界，别有一番风味。

消费指数  到武隆旅游，消费主要花费在门票及

住宿两大块，但也有淡旺季之分。旺季时，热门景

点的门票基本都在百元以上，住宿也有翻涨，稍

微好一点的住宿若有提前预订，还能控制在 100-

200 元。淡季时门票略有降低，住宿也比较好解决，

50-60 元也能搞定一间较干净的家庭旅社。吃饭价

格适中，因在景区花费时间较多，最好自带干粮和

水，也能节约些成本。因此，两天游武隆，总花费

约 400-500 元 / 人。

穿衣指南  春秋之际都会遇上低温阴雨、浓雾、

强对流天气以及雷电的气候状况，一定要多备薄长

袖或冲锋衣保暖，尤其游览地缝或仙女山景点，有

一定温差，最好备好衣物保暖；景区内多是石阶路，

鞋一定要舒适，不要穿高跟鞋，阴雨天及有雪天注

意防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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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喀斯特旅游区导视图

武隆仙女山景区导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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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hts景点
武隆的景点以自然风景为主，不少已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最热门的

景点有四，即天生三桥、地缝、仙女山和芙蓉洞。无论是有世界奇观之

称的天生三桥，还是神奇的芙蓉洞，亦或是拥有广袤大草原的仙女山等，

都令人倍加感慨自然鬼斧神工的造诣。

此外，除了蜚声中外的热门景点外，还有不少彰显武隆地貌特色却不为

人知的风景，如中石院、小石院天坑、三潮水、白果地缝、芙蓉湖、珠

子溪等，这些目前处于待开发阶段，暂时没有收取门票，适合驴友或喜

欢户外探险的游客前往，可欣赏到全国罕见的大型岩溶地质奇貌，领略

乌江的旖旎分光。

1、天生三桥、地缝及芙蓉洞等景点周边很少有吃的，景区内则

卖得贵且分量少，经济型游客建议自备干粮和水。

2、持旅游年票的要在一个固定窗口先开票，凭开出的单子到购

票窗口买票。（蜂蜂 小妮子提供）

3、请爱护景区环境，自备垃圾袋，废旧电池请带出景区。

天生三桥

这是武隆县的著名景点，是亚洲最大的天生桥群。由天龙桥、青龙桥、

黑龙桥组成，三座天生石拱桥呈纵向排列，平行横跨在羊水河峡谷上，

将两岸山体连在一起，仅距离百米，这一世界奇观实属罕见。其中，青

龙桥是三桥之中垂直落差最大的一座。

各桥间飘飘洒洒的雾泉，让人看来好似无论何时都在飘洒着小雨，如仙

境一般，令人有“山不在高，有龙则灵”之感。因此要慢慢品，慢慢看，

才能领略其内敛的灵秀之美。值得一提的是，这还是张艺谋拍摄《满城

尽带黄金甲》的唯一外景地，“天福官驿”这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里，

还留下了马车、盔甲、刀剑等道具供参观拍照。

此外，还有舍身崖、望峰石、绿茵塘、仙女洞等众多景点点缀其间，令

人流连忘返。

有 2 种方式可到达主景点处，一是搭电梯，但旺季时人多要等将

近 50 分钟；另一种则是走路，约 20 分钟可达谷底。若想感受

安静的环境，建议步行，人少，且空气清新。（蜂蜂 RanU  提供）

地址：重庆市武隆县城东南 20km 白果乡与核桃乡交界处，武隆至仙女

山高速水泥标美路旁（距重庆市区 128km）

费用：旺季（3-10 月）门票 135 元，淡季（11-2 月）门票 95 元，均

含 40 元环保车费（1.2 以下儿童免费；学生及 60-70 岁老年人持证件

半价；70 岁以上老年人持证免费）；景区有免费照相，但实际给一张 1

寸缩小照片及钥匙扣，全景照片为 15 元 / 张，需自费另付。

网址：http://www.wlkst.com/ 

开放时间：8:30-17:00

联系方式：023-77790403/ 77794266

用时参考：半天

到达交通：1、乘车：在武隆汽车站乘直达仙女山镇的中巴车，在仙女山

镇游客接待中心下车，票价约 8 元 / 人（以汽车站实际收费为准 )，行程

约 30-50 分钟。在游客中心购买好门票后，可乘坐景区中转车前往景区

入口（车费含在门票内，天生三硚、龙水峡地缝、游客接待中心这三者

间不论如何周转都是不收费的）。注意：千万别买成去仙女山的车票。

2、自驾：从重庆出发，沿渝湘高速前行 140km 到武隆下道，沿往仙女

山的公路上行约 10km 既到。从重庆出发，重庆籍已经交路桥费年费小

轿车过路费 85 元。从涪陵方向出发，沿国道 319 线顺乌江逆流而上约

90km。全程免过路费，车程约 4 小时。

景区内交通：

1、乘坐环保车进山后，在入口处下车，继续走上一小段路就可看到

88m 高的电梯。电梯上只有两个按钮，即 1、2 楼，1 楼为上电梯的位置，

2 楼即是直接降到 300 米下的谷底。

2、出了景区后并未到真正的出口，需途经一段距离（约 1 公里，为上坡

路段）方可达停车场，可步行约 20 分钟，或乘摆渡观光车为 15 元 / 人（自

费）。在停车场乘坐大巴可直接前往地缝景区，或返回游客接待中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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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夜鱼儿 /yl   著名的天生三桥

武隆龙水峡地缝

世界第二大天坑群——重庆武隆地缝是中国国家地质公园，2007 年列入

《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穿过深邃的山洞，乘坐直达电梯下到距地面 80 米的地下，电梯门一打开，

视野豁然开朗，映入眼帘的是从悬崖绝壁飞泻而下的瀑布，雪白升腾的

水雾在阳光折射下形成一道美丽的彩虹。沿着 508 级石梯，在云雾缭绕、

百丈悬崖、水溶石缝中，领略龙水峡地缝的壮观与奇特。主要景点：小

小天生桥、龙谭映月、银河飞瀑。

地缝的石梯较陡峭和湿滑，最好穿能防滑运动鞋。且地缝主要在

较窄的栈道中穿行，不太好走，不建议老年人到此游玩。

地址：重庆武隆仙女山南麓

费用：旺季（3-10 月）门票 115 元，淡季（11-2 月）门票 85 元，均

含 35 元环保车费

开放时间： 8:00-17:00（近下午 4 点为避免游览时间不足，会停止售票，

建议提早安排好时间，也可致电询问）

联系方式：023-77790777

到达交通 : 直接前往地缝景区，可在武隆县客运站乘车到武隆县游客中心

（非仙女镇），搭乘环保车前往景区。若从天生三桥景区前往地缝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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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再景区出口停车场处换乘车统一进出，车程约 10 分钟

用时参考 : 1-2 小时

梦境 jane  我觉得地缝比天生三桥好玩。一进景区就是一个很长的类似

隧道的地洞，当时很失望，觉得就这个没有风景还黑黢黢的路就值 75 元

（学生价）？！后来没想到，出了那个长洞，就是沿着山的险路，当然，

是有护栏的。地缝里有很急的水流，有瀑布，让整个景区显得特别有层次，

节奏舒缓特别明显。 景区里时而有太阳、时而下雨的感觉，充满着各种

奇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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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扎妞   武隆地缝中的瀑布。

仙女山

重庆武隆仙女山拥有南国罕见的林海雪原，素有“东方瑞士”之称。各

季皆有特色。

春天的仙女山，是一片绿色草原，可在此滑草，轻松体验在草原驰骋的

快感；到了炎热的夏季，不妨逃离火炉重庆，来到有“山城夏宫”美誉

的仙女山，平均气温比重庆主城区低 15 度，清凉避暑；在满山的秋风里，

散布的牛羊群与斑驳的黄叶落花组成了一幅色彩绚烂的风景画；冬天时

白雪皑皑，相较于北方的豪迈，在仙女山上滑雪是一种较为悠闲的南方

情调。

主要景点：狮子岩、仙女石、侯家山庄、九把斧、四川省工农红军第二

路游击队政治部旧址等。

住宿

武隆仙女山住宿条件较好，配套设施及服务较完善。主要分两类 : 一是酒

店，如意山庄、巴尔曼、 华邦酒店、学府大酒店、假日酒店、仙女山度假村、

长松假日酒店、仙女山接待中心；二是以农家乐为主，基本上都能提供

餐饮住宿及停车服务。

餐饮

仙女山的美食主要有老腊肉、仙女山土鸡等，还能尝到特有的野生蔬菜，

如刺儿苞、素菜等，鲜香嫩滑；各种鱼的系列菜也是一绝，如酸菜鱼、

麻辣鱼等。

1、若体力及时间充沛的，建议可不搭乘小火车。因一路上风景

无限，可慢悠悠地欣赏，从起点步行到达主景区约 1 小时，全程

约 3 小时。

2、仙女山露营区分为付费露营和免费露营区，其中免费露营区

位于仙女山长松酒店附近，由于夏季帐篷租赁紧俏，建议提前预

定。帐篷租赁价格随季节变化，单人帐篷 60-100 元，双人帐篷

80-150 元。

3、不要轻易购买路边兜售的山猪肉，如今没那么多是真货了。

4、在旺季，从仙女山镇坐车去仙女山或回武隆都较难，因为很

多时候小巴车基本都搭满了人，且不允许超载；淡季时可能会有

空位，实在不愿回武隆县汽车站的，可让游客中心的站台调度室

的负责人帮忙协调。（蜂蜂  derekwen19 提供）

5、仙女山气温比城镇低得多，若遇到山上下雨温差更大，一定

要带长袖衣物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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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涛哥的未来   乘小火车游览，在草原上绕一大圈。

地址：重庆市武隆县境乌江北岸双河乡

费用：门票 60 元 / 人（学生半价 30 元），自费另付小火车 25 元 / 人

/ 圈（总路程 10 余公里，可中途上下，换乘免费），遛马 60 元 / 人 /

小时

开放时间：8:30-17:00

联系方式：023-77733866/77733876

到达交通：1、从重庆市内出发：在重庆市区各长途汽车站都有至仙女山

的汽车，车程约 2 小时；2、从武隆县内出发：在武隆汽车站乘直达仙女

山的中巴车，发车时间为 8:00-17:00，票价约 14 元 / 人，车程约 1-1.5

小时。如果你要去户外运动中心，可选择在“活龙口”下车，之后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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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去户外运动中心，夏天滑草、冬天滑雪，高空速滑、卡丁车都在户

外运动中心；若是要去大草原，则直接坐到终点站即“木梯子”处，在

此你可乘小火车体验，自费25元/人，也可步行前往主景区处，约1小时。

用时参考：3-4 小时

小妮子  早上 7:00 左右坐到仙女山的小巴，8:00 左右到，游玩仙女山大草

原、狩猎场、遛马。都说仙女山不好玩，可我们却觉得很有意思，景区

不想走路可以坐小火车，25 元，但是我们选择的是步行，要不我们真的

错过了好多美丽的风景。虽然现在脚还有些痛，但，很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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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ven7_ 先森   仙女山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更美了。地上雪还不

是很厚，但还是可以滑雪。

武隆梦幻谷

在仙女山的半山腰上，有一处尚未完全开发的面积 300 多亩的大型盆地。

最佳视角在从谷处穿越谷口之时，绝对令人豁然开朗。

梦幻谷最美时节在秋季，10 月这里是摄影的天堂。不同于光雾山红叶的

气势恢宏，毕棚沟红叶的密林如织，梦幻谷的红叶是一簇簇的灌木丛，

那成片成熟的红籽，犹如繁星错落点缀于周围的群山之间，形成一片火

红的海洋。你可以脱了鞋或直接躺在草面上，细而绒密。

这儿寂静、空旷、舒坦，并有极好的水源，是一处极其适合扎帐篷的地方。

可以尽情睡懒觉、爬山、嬉水、数星星，早起看晨雾笼罩的山谷。

1、露营结束后一定要注意保护环境！将垃圾捡好装袋带走。

2、仙女山有两个山腰的支路都可以到天生三桥，一条经过三桥

大门，可以在门口亭子看部分沟底风光，另一条经过一个悬崖，

悬崖下是三桥景区，两条路风光都不错。这两个路实际上把三桥

绕了个环线，环线上有个具有一点街镇模样的地段，一条岔路通

往山里，实在找不到路，可问“仙女湖在哪里”。这条已经硬化

了的道路走 3 公里左右，有一个以前修建打算收费的简易收费站，

现在已经不收费了。它的左边有一条上山的机耕道，沿这条道可

以进梦幻谷。另外，可以不上这个道，直接开到仙女湖停车，然

后经过大坝爬山半小时到梦幻谷。也就是说，梦幻谷和仙女湖也

是个环线，唯有这一段必须步行。如果想一步不走，最佳办法是

车进梦幻谷，次日车开出来，再到仙女湖。

地址：重庆武隆仙女山镇仙女山山腰上（距武隆县城约 35 公里）

费用：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夏季露营不太安全，因下大雨、发洪水，梦幻谷为低

洼之处易出现泥石流等现象）

到达交通：自驾：在武隆下道后上仙女山到天生三桥景区停车场（22公里，

二级路沥清路面），

再从天生三桥景区停车场行驶至谷口（公里，二级路有一半是水泥路面），

最好从谷口进入营地（4.5 公里，全碎石路面，小心驾驶）。需要注意的

是，夏季会有泥石流等情况导致封路，可把车开到仙女湖停放后，从仙

女湖步行爬山过去，约 30 分钟。

用时参考：半天或一天

初夏、微凉    梦幻谷，只有到了那个地方你才会发现它为什么叫梦幻谷。

早上太阳出来一蒸发，晚上结的霜就会出现一片一片的雾气，很有仙境

的感觉，且四面都是山丘，就像在一个低谷里。真的很美，空气也很新鲜。

会让你将所有的不美好全都抛在脑海，慢慢去体会大自然带来的美。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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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桅船 2011  在梦幻谷露营，清晨感觉较冷，只听帐外有些人已经

起来跺脚暖身，直到我们起来后才知道那一个队伍竟然没带睡袋，佩服

她们。营地全是白霜，桶里的水已经结冰。太阳升起来了，雾气升腾，

如仙境，似梦幻。

武隆仙女湖

仙女湖是垂钓马口鱼的最佳地点。从仙女湖堤坝过去上山，翻过山就是

梦幻谷，路程约 1 公里。可在梦幻谷过夜后，上午可以下山到仙女湖。

这条路上有两处草坪也适合露营，三伏天不热，但奇怪得很，山那边海

拔高不了百米的梦幻谷却是“寒冷”，不远的两处地方，居然温差很大。

仙女湖边有柏油公路，偶有拍外景婚纱照也选择来此。湖边有农家乐，

农家乐背靠高山，高山状如乌龟。

地址：重庆市武隆县仙女山镇核桃乡

费用：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到达交通：自驾：先从重庆南坪四公里上高速，从包茂高速，经南川，

到达武隆县城。再到仙女山镇杨叉岭，走右边公路，到达仙女湖

用时参考：半天或一天

芙蓉江风景区

芙蓉江发源于贵州省绥阳县的石瓮子，由南向北流经黔渝两省市，在武

隆江口注入乌江，全长 231 千米，是乌江最大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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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手张开，那才有飞的感觉。那种自己被自己感动的心情，无法用文字

表达出来，只有去亲身体会了才知道那份激动。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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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涛哥的未来   疾驰到芙蓉江上方，展开双臂，听着耳边呼啸的风声，

看着脚下一汪碧水，一切烦恼忧愁早已不见踪影，心情爽到极致。

芙蓉洞

于 1993 年 5 月被发现。在世界已发现的 80 余种岩溶洞穴沉积物中，

芙蓉洞内发现的物种就有近 70 余种，被称为“一座斑斓辉煌的地下艺术

宫殿和内容丰富的洞穴科学博物馆”，世界洞穴协会主席也曾评价其为“世

界最好的游览洞穴之一”，是中国地下最美丽的地方。   

芙蓉洞主洞长 2700m，总面积 3.7 万㎡，其中最为壮观的是“辉煌大厅”，

面积达 1.1 万㎡。还有宽 15m、高 21m 的石瀑和石幕，光洁如玉的棕

桐状石笋，粲然如繁星的卷曲石和石花等，其数量之多、形态之美、质

地之洁、分布之广，为国内罕见。净水盆池中的红珊瑚和犬牙状的方解

石结晶更是珍贵无比。进芙蓉洞游览，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造化。

主要景点：金銮宝殿、雷峰宝塔、玉柱擎天、玉林琼花、海底龙宫、巨幕飞瀑、

石田珍珠、生殖神柱、珊瑚瑶池等。

建议摄影爱好者带上三角架，稳定拍摄的照片质量大大提高。

地址：重庆武隆县江口镇 4000 米处的芙蓉江畔

费用：旺季（3-10 月）门票 120 元，淡季（11-2 月）门票 65 元，学

生可半价

开放时间：8:30-17:00 （最好在 15:00 前购票，适合春秋旅游）

联系方式：023-77741075

到达交通: 1、从武隆县出发：在武隆县汽车站旁，乘坐到江口镇的公交车，

票价 4 元 / 人，可以尝试和司机提前说要去芙蓉洞，就会将你载到那里。

如果不能载，则需在江口镇转乘到芙蓉洞入口的小巴车，约 10 分钟一班，

5 元 / 人，总时程约 1.5 小时；也可在县城内包车前往，费用约 80 元往

返（建议包车直达景点门口，不包车的很麻烦，需要中途在山下转车才

能到达景区门口）；2、从芙蓉江出发：从芙蓉江向上走 300 米即到芙

蓉洞

用时参考 : 1.5-2 小时

txfirst   芙蓉洞，我们是慢慢悠悠的走，大概 2 个小时才走完。洞内的景

色还不错，不过赶不上九乡。相对来说，景色比较集中，不集中的景色

就很一般了。

在芙蓉江景区内，国家一级珍稀动物黑叶猴可贴近观察，猕猴更是成群

可见。你可以乘索道俯瞰如翡翠般的江水，还可以乘游轮置身于这绿色

之中，领略大自然的美妙；又或是体验惊险刺激的过江速滑。

主要景点：以芙蓉江主体河流为主的沿岸景区、景点有芙蓉洞景区；两

岸秀丽的高峡平湖；盘古河景区的苗寨风情、古木竹海、猴园、芭蕉林；

悬坝景区的蝶谷、龙孔飞瀑、大小石笋；珠子溪景区的红军渡、玛瑙飞泉、

姜太公吊鱼、珠子溪。另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半岛和岛屿。

乘游轮时，一定上游轮的二层欣赏风景，上面有风，并不热。也

有游轮工作人员免费给你拍照，当然若想加洗是要收费的。建议

大家，如果有好看的照片，还是一定要加洗出来。不要像我们一

样，为了节约，以为自己照了很多，就不加洗，而留下了遗憾。（蜂

蜂  梦境 jane  提供）

xuyi20109   我个人觉得芙蓉洞和芙蓉江还是比较好玩的。游完芙蓉洞，

就坐景区免费中转车到芙蓉江边坐游船。游船时间为 1.5 小时，船为 2 层。

会有两名摄影师帮忙照相，可以免费取小照片，就是大头贴般大小的，

如果要大照片就要花 15 元 / 张。船上还有 1 名导游，会沿途介绍景点的。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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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扎妞  芙蓉江

芙蓉江过江速滑

位于芙蓉江上、天下第一洞芙蓉洞旁，是目前最长的过江速滑。芙蓉江

过江速滑属双向滑行，单程跨度为 669 米和 559 米。系上特制安全带，

飞身过江，既可鸟瞰芙蓉江大峡谷之美，也可目睹烟波浩瀚的芙蓉江水

电站库区全貌，领略自然、感受飞翔、飘然过江。

地址：重庆市武隆县浩口乡芙蓉江珠子溪至芙蓉江入乌江口处的江口镇

费用：芙蓉江游轮 120 元 / 人（含索道费 20 元），过江速滑 80 元 / 人（为

双向费用），均无学生票；另索道上行 20 元，下行 15 元

开放时间：8:00-17:00（4-10 月）； 9:00-16:30（11- 次年 3 月）

联系方式：023-77703567

到达交通：在武隆汽车站转乘直达芙蓉洞景区的班车，票价约 8 元，时

程约 45 分钟即到，可先到芙蓉江。

用时参考：芙蓉江船游时间约 1.5 小时

梦境 jane  询问了各种售票人员，都不说恐怖。鼓起勇气，在吓得腿发

软的情况下去买了票。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后悔坐了这个速滑。被推出去

那一刻有种要死的感觉，但当滑到中间，你看到脚下是平静的芙蓉江、

身前身后是葱绿的山，那种飞翔的感觉一辈子难忘。滑行中一定要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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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U  这就是芙蓉洞最著名的大白菜了……旁边还设立了一个在

那留影照相的，不过要钱。

珠（朱）子溪

这里是老驴友早已涉足的地方，如今却依旧如闺中待嫁之女般淳朴静美。

那秀美的景致让人留恋不舍，有不少人甚至到此河滩上扎营露宿，与其

亲密接触。

珠子溪是武隆芙蓉江的一条支流，从岸边往下看，左边是清幽的乌江，

右边是泛着泥黄的芙蓉江，称得上是泾渭分明。珠子溪温婉如玉，烟波

袅袅。你可在下游的渡口乘船随风飘曳，看小瀑布如银珠般垂落，也可

在乱石滩上嬉水取景，在浅滩边游泳、抓螃蟹。

在珠子溪北滩两侧的深山中，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叶猴，约有600只。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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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江韵语    峡深水碧的朱子溪。

食宿

在珠子溪，有一户人家开了一家农家乐，名为黄果树农家乐。在此可以

吃到真正天然放养的土鸡，若想吃河鱼还可提前一天与农家乐的老板约

好预留。

露营结束后一定要注意保护环境！将垃圾捡好装袋带走。

地址：重庆市武隆县浩口乡浩口村与三河村之间

费用：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到达交通：1、乘车：到达武隆汽车站后，包车到浩口乡（8 人座的面包

车约 170-200 元），在浩口乡附近的芙蓉江大桥处下车，步行约 45 分

钟到渡口，乘船前往珠子溪（包船费用约 350-400 元），船大概行驶约

15 分钟可达珠子溪扎营地。2、自驾：武隆——江口——浩口乡——红

军渡——珠子溪

用时参考：半天或一天

乌江韵语   明月当空，我们到达了朱子溪的纵深地带，月辉清纯，碧空如

洗，整个峡谷笼罩在皎洁的月光之中。举目前后了望，延伸开去的是水

天一色的茫茫江水，我们完全融进了大自然的怀抱，既感伟大，又觉新奇，

从未有过的滋味喷涌激荡，心胸豁然开朗。

中石院天坑

这是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圆形天坑，其发育在下三叠统飞仙关组和嘉陵江

组地层中，坑底有 19 户世代居住的原住民。因尚未开发，这儿依然保持

着原汁原味的民风。你可以选择住在吊脚楼客栈，参加土家人的日常劳

动生活，体验原汁原味的土家大寨生活。但交通不便。

地址：武隆县核桃乡明星村（距天生三桥约 2.4 公里）

费用：目前门票免费（政府在投资中）

开放时间：全天

到达交通：目前还未开辟成旅游区，无专线车，建议包车前往

用时参考：2-3 小时

住宿 Sleep

武隆县城不大，但因近年来旅游景点火热，也增加了不少高档酒店，能

提供完备的住宿条件；此外，也有不少特色农家乐，可品尝到当地特色

菜肴。酒店分布主要集中在武隆县城内及仙女山景区周边。

中高档酒店房价一般在 150-250 元 / 晚，家庭旅馆或农家乐一般

50-100 元 / 晚。在旺季及重大节假日时房间紧张，且房价都会大幅

度上涨，最好提前预订；但即便在旺季时，若时间充裕也还是可找到

六七十元一晚的家庭旅馆的。若自驾不考虑路途往返的，也可回重庆

市内住宿。

出了武隆汽车站，对面就是世纪五龙城，这个小区里面有好多的

客栈，朝右手走，就是世纪五龙城的商务楼，这个 20 多层的楼

上也有好多酒店，这些酒店大多是包一层或者数层做宾馆。（蜂

蜂  txfirst  提供）

武隆县城内住宿

县城住宿的选择很多，尤其是在汽车站旁几乎都是住宿，服务不错，有

不少家庭旅馆的价格也很公道，可议价，50-70 元 / 晚的选择也颇多。

选择在武隆县城住宿，主要因近武隆汽车站，是前往各景点的必经中转站，

因此交通便捷；但不足在于距景点较远，因此相对来说，更适合要赶车

及非自驾的游客。建议喜静的不要选择住车站旁，比较嘈杂。

武隆美仑商务酒店

2013 年新开业的酒店，在武隆县汽车站附近，交通及吃饭都很便利。房

间设施新且齐全，提供免费WIFI及洗漱用品，服务热情周到，有接送服务。

但不支持刷卡支付，房间隔音效果一般。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9中国系列

地址：重庆市武隆白杨 24 号（距火车站 500 米，高速下道口 300 米）

联系方式：023-77733389

参考价格： 房间约 150-200 元 / 晚

武隆五洲公寓

距离火车站很近，有 WIFI，但房型不多，主要有大床房和双床房，房间

隔音效果一般。

地址：武隆县芙蓉路 2 号苏家河东桥头南岳综合楼 5 楼（乘电梯上）

联系方式：023-77822377

参考价格：房间约 100 元 / 晚

武隆多来福客栈

位于滨江花园小区内的家庭旅馆，距离车站很近，交通便利。设施较简

单陈旧，但房间干净，舒适温馨 。店家服务热情周到，会为游玩提供贴

心指导。但卫生间偏小，临街的房间较嘈杂，建议入住时问清楚。

地址：武隆县巷口镇芙蓉中路 86 号 2 幢 3 楼

联系方式：023-77823399

参考价格：房间约 100 元 / 晚

梦境 jane    我们住的地方就在武隆镇上，离火车站步行只有不到 10 分钟，

路相当好找。名字叫多来福客栈，老板娘人超级好！在预定房间之前就

给我们各种帮忙。客栈很干净，条件也不错。对于我们这种要求不是很

高的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关键是价格很便宜的，在端午的时候都不乱

涨价。

柏杨旅社

家庭旅馆，设施简单，有客房 10 间双标单标 2 种，房间干净，有空调。

店家服务热情。但房间隔音效果一般，建议入住时问清楚。

地址：武隆县火车站出口

联系方式：13996736569/ 023-77820579

到达交通：出火车站左转，过了涵洞右转直行几分钟，靠苏家河附近即

到

参考价格：标间约 50-80 元 / 晚

小妮子    我们住的是柏杨旅社，家庭旅馆，挺干净的，老板娘人也很好，

就在出火车站左转，过了涵洞右转直行几分钟，靠苏家河附近，标间 50

元每晚。

仙女山镇住宿

因武隆各大著名景点的游客接待中心在仙女山镇，因此这一带的住宿从四

星级高档酒店到普通农家乐均有，档次不一，但价格比武隆县城高些。住

在这里，可省去从县城到景点间的奔波，较方便。特别是自驾的，从武隆

县城到山顶售票点有 20 多公里山路，均为之字形环山路，晚上行驶不太

安全，若时间宽裕的建议可在此住一晚。与武隆县相比，仙女山镇的环境

更优美自然，尤其淡季时人少安静，会倍感舒心惬意。若认为游客中心附

近的酒店房价较贵，可沿着银杏大道往上走还能找到不少便宜的。

但这一区域内的酒店在节假日往往涨价爆满，一定要提前预订。此外，

在仙女山风景区附近也有不少酒店分布。

  肆夜鱼儿 /yl    仙女山镇的银杏大道上，一路都是这种小别墅，很

漂亮。

武隆赛喜酒店

2013 年新开业的，是仙女山唯一可远观山景的别墅型酒店，其按四星级

标准装修。房间不大但干净，设施齐全。有免费停车场及 WIFI。距离游

客接待中心近，早餐不错。

地址：武隆县仙女山镇逸云路 36 号 4 幢

联系方式：023-77820333

到达交通 : 从武隆县城乘汽车可达，车费约 8 元 / 人

参考价格：房间约 250-600 元 / 晚

重庆武隆县仙女山御轩酒店

房间干净，设施齐全，有适合带老人孩子入住的 4-5 人套房。停车方便，

但节假日时酒店房价翻涨则性价比较低，建议错峰入住，不能刷卡消费。

地址：武隆县仙女山镇银杏大道仙女山镇派出所对面（近仙女山镇政府）

联系方式：023-77770008

到达交通：从武隆县城乘汽车可达，车费约 8 元 / 人

参考价格：房间约 100-400 元 / 晚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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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子   我们住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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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 Eat

武隆毗邻乌江，最出名的当属乌江鱼。另外，武隆的羊肉和仙女山烤全

羊也十分不错。

武隆县城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餐馆。此外，在武隆仙女山镇游客服务中

心的汽车集中站旁也有很多饭馆，各种小吃都有。炒饭 5 元 / 份，腊排

骨 10 元 / 根，酸辣粉 10 元 / 份。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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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跟你一起流浪    腊肉、排骨，齁死我了，不要在入口买，比较贵；

在出口那几家买，比较便宜。

特色美食

红汤羊肉汤锅

重庆人吃羊肉喜欢选用肥壮的黑山羊，把羊肉羊杂一股脑儿扔进锅里煮，

而由于当地吃辣，因此汤底自然是红汤。要吃正宗的红汤羊肉火锅必须

到武隆来，因为这里的地貌决定了这里的羊肉绝对的鲜嫩。切成片状的

羊肉、羊肚、羊肝等在油锅中咕嘟咕嘟地“欢唱”着，在等待的过程里，

店员把一大勺神秘汤料放入锅中，引来众人的猜测，经过品尝和逼问，

才知这是用辣椒、花椒、胡豆瓣、山椒等调料加入羊肉汤里制成的。火

锅荡漾着红油浪花，夹带锅中的羊肉、羊杂碎片翻滚，诱人的香气弥漫

在四周。这羊肉汤锅越熬汤越浓，味越醇，配上几样武隆本地特产：鸡

腙菌、竹笋干、高山红苕粉丝等，叫人吃得不亦乐乎。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蚂蚁阿宅   在武隆县城一家小店里吃的，味道还不错。我们俩点的

是小锅，好像是 105 元，最后再加一堆菜，吃到了 125 元，味道很赞！

喜欢吃羊肉的童鞋可以去吃吃 ~

乌江鱼

原产地武隆江口镇，江口的鱼是出武隆城后，各位食客必去朝圣一把的

美食。据当地人说味道最正宗的一家是江口镇上的悦来饭店。饭店虽然

看上去有点俗气，可胜在地点就在江边，推开窗就看到深灰绿的乌江和

碧绿的芙蓉江交汇。而且菜式的味道的确不俗，乌江鱼名不虚传，肉质

鲜嫩，用来煮汤就最好了。

河水豆花

豆花有所谓井水、河水、泉水豆花，武隆两条大河交汇，因而多是河水豆花，

豆花比较绵软，不松散，有豆子本身的回甜味。豆花饭好吃与否主要在

调料，那个小小的调料碗内容很复杂，老板通常把配料一字排开，自由

组合，葱姜蒜、香菜、酱油、榨菜粒、椒盐、味精、芝麻、花生、则耳

根末、糍粑青椒、油辣子、糊辣壳、花椒面、熟菜油，差不多二十来种。

一般 10 元 / 人。

特色推荐

烟草村碗碗羊肉

一家主营羊肉的老店，店面不大，消费一般。没有菜单，以套餐为主，

如羊肝、羊血、羊蹄花、羊肉等，肉质鲜嫩，香浓味正，但口感稍咸。

米饭是自助的，还可点份豆花，配着泡菜、萝卜和豆腐吃，十分入味。

地址：武隆县烟草公司对面

联系方式：13308257211/13594538031

到达交通：从汽车站打车到烟草公司，车费约 8 元

参考价格： 人均消费 30 元

txfirst    门面不大，进去以后，发现没有什么点的，都是套餐，要么是

羊肝或羊血。我们选了羊血，再给每人一碗羊肉，送了一个南瓜汤，可

惜来晚了，没有豆花了。这里米饭是自助的。羊肉味道不错，看上去有

很多辣椒，实际上不辣。且是正宗的羊肉，共 55 元。没想到，三下五除

二就吃完了。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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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凡人     晚饭去吃著名的烟草公司“碗碗羊肉”，果然名不虚传。

羊肉很香很烂，有淡淡的膻味，很好吃。羊血也很嫩、很滑。我们要的套餐，

碗碗羊肉、碗碗羊血、萝卜汤，23/ 套。

http://www.mafengwo.cn/i/2876862.html%0D
http://www.mafengwo.cn/i/2860357.html%2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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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碗羊肉馆

也是一家吃羊肉馆的小店，人气颇旺。在仙女山镇上，挺容易找的；环

境不错。羊肉火锅偏麻辣味，下点啤酒更安逸。

地址：武隆县仙女山镇银杏大道上（在桥边，对面不远处为镇派出所）

联系方式：023-77723999

到达交通：步行或打车前往

参考价格：人均消费 30 元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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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子   最值推荐的“老三碗”羊肉馆，味道鲜美极了！

贵源兴旺羊肉汤锅店

火锅店，主打红汤羊肉火锅。不同的是却不是普通的羊肉块，而是事先

煮好的大块羊肉片。红色汤底让人看了食欲大增，大口嚼肉的感觉更是

倍儿爽。

地址：武隆县芙蓉中路 32 号

联系方式：023-77727528/13896517298

到达交通：步行或打车前往

参考价格：人均消费 50 元

Locyoo    在武隆县城的都市广场一条路向东走，路过重百超市再往前

就是网上推荐的这家“贵源羊肉汤锅”。我们四人本着吃好的原则，点

了一个中锅（108 元）和两份碗碗羊肉（20 元 / 份），汤锅里除了有肥瘦

相间的羊肉片，还有羊肚、白萝卜、土豆、木耳、海带等蔬菜，肉不是

很多，后又加了一份肉。碗碗羊肉多为羊杂，它和汤锅可能是因为煮了

羊脂的缘故，同学觉得比较油腻，不过像我这样的吃货当然不在话下，

胡吃海喝一通，味蕾大开，吃得有点儿撑，不过 locyoo 觉得很满足。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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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yoo    既然无缘吃江口鱼，那就一定不能错过武隆的羊肉了。

重庆辣子鸡（瑞源食府）

招牌辣子鸡。量足味美，不太能吃辣的可点微辣。饭后还可打包点卤鸡

爪带走做零嘴。价格适中，店主也很热心。

地址：武隆县体育馆商务楼 8 楼（近苏家河桥头、体育馆正门）

联系方式：023-77827666/13896552888

营业时间：9:00-21:00

到达交通：距武隆汽车站约 1 公里，可步行或打车前往

参考价格：人均消费 55 元

望仙农庄鱼羊鲜

在仙女山镇，将野生鱼与羊肉一起熬制的特色火锅，无论红汤或清汤，

都味美鲜香。店面较干净卫生，店主也颇热情。楼上还可住宿。但吃饭

价格稍贵。

地址：武隆县仙女山镇香樟路黄家大湾金鼎广场内（近依云美镇售房部）

联系方式：18290330003/13896764995

营业时间：11:00-20:00

到达交通：打车前往

参考价格：人均消费 100 元

悦来饭店

在武隆里算是老牌店。装修一般，有几家同名店，正店在正街上，不要

认错。吃的也是江鱼，口味偏酸辣；可再点咸香小土豆、咸香茄子等小

菜。建议选临江位置，吹着江风就餐，“巴适”得很！但如今可能人多了，

服务就没那么上心。吃鱼的话价格稍贵。

地址：武隆县江口镇进士西路 19 号

联系方式：023-77741070

到达交通：打车前往

参考价格：人均消费 100 元

JOJO 带你游世界   江口鱼味道最正宗的一家是江口镇上的悦来饭店。

饭店看上去似乎有点俗气（装修了一把，而且还挂上了旅游定点的牌子），

不太有大隐于市的样子。但可以很负责的说，这家饭店的鱼确实味道非

常霸道，肥而不腻，味道鲜美。连很多对鱼谈不上多大兴趣的人都连连

举箸大块朵颐，可见江口的鱼并非浪得虚名。店里还有美味的黄辣丁，

与新津麻辣鲜香的水煮黄辣丁相比，江口的黄辣丁更像红烧的，野生鱼

肉的鲜美更明显。

购物 Shopping

武隆地方特产品种多样，但大型购物点比较稀缺，多为小商店或杂货店。

http://www.mafengwo.cn/i/908318.html%2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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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产

武隆特产丰富多样，有口味多样的芙蓉江鱼干、很有嚼劲的羊角豆干以

及羊角醋、武隆老腊肉、土坎晶丝苕粉、武隆牛肉干（麻辣、五香）、

蕨精粉（武隆白笋溪）、苗家情米酒等。喜欢的话都很适合挑些带回家

做手信送亲友。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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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子    武隆老腊肉。

商业街

武隆商业街在县政府及都市广场一带附近，其中较大型的连锁购物超市

即重庆百货大楼武隆店（重庆市武隆县巷口镇芙蓉中路 20 号）、重客隆

超市（重庆市武隆县乌江一桥北桥头都市广场）。从重客隆边上的过江

大桥过江就能到江南的老城。其他均为小型的杂货铺或小商店。

娱乐 Entertainment
武隆当地的日常生活较简单，娱乐休闲的地方不多。不习惯晚上太安静

的话，不妨把视线和时间投入在一场别开生面的《印象武隆》实景演出

上吧。

看演出

《印象武隆》

印象武隆剧场离仙女山镇有 8 公里，为“印象”系列之一的实景演出，

每场 70-80 分钟。它是重庆唯一一部展现巴蜀地区恢弘壮阔的地理风貌

和历史人文的大型实景演出，全程将“号子”、“哭嫁”等即将消失的

民俗形式以及“棒棒儿”、“麻辣火锅”等最具重庆特色的人文元素相

融合。可尽情感受巴渝风俗文化的魅力。

地址：武隆县仙女山桃园大峡谷

官网：http://www.yxwulong.com/ 

演出时间：基本每天一场，时间为 19:30-20:40；周末或节假日不定期

会加演一场，时间为 21:30-22:40（演出时间会随季节有变更，具体以

官网通知为准）；需提前 40 分钟检票入场

到达交通：在仙女山镇景区售票大厅买票后，在游客接待中心有免费接

送车辆前往印象武隆剧场。车抵峡谷后，游客要步行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

途中可欣赏武隆风光投影，通过隧道后即到达观众席。

参考价格：门票普通席 238 元 / 人，尊宾席 338 元 / 人，VIP 席 588

元 / 人（儿童 1.2 米以下免票，无座位）。

1、印象武隆是在户外的实景演出，如遇不可抗力 ( 特殊天气、

机械保障等 ) 导致演出不能正常进行，可能会取消演出。

2、演出最好不要自己开车去，晚上很黑，路不好走。（蜂蜂 花

无边 提供）

沙子    整台晚会大气磅礴，对人的视觉冲击，决不亚于 08 年奥运会的开

幕式。五彩的光束打造出一幅幅如同梦幻般的景致。那唯美的画卷，给

人以心灵的震撼，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尤其是前 5 分钟，加上那种“陌

生感”在作祟，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娜屁 alone     对印象 • 武隆，我真的是大赞，剧场的位置在桃花源大

峡谷，地方非常好，灯光的运用也超级漂亮，川江号子的内容也相当震撼，

是此次武隆之行我觉得最值得的一项。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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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尢   演员们穿梭在舞台与观众席间，时而埋头低述，时而拉纤抬

石，时而仰天高歌，时而舞动雀跃。在追光灯下他们忽而显现，忽而隐匿，

不时地刺激着观众的神经，挑起一波波的情绪高潮。

玩漂流

武隆黄柏渡漂流

黄柏渡漂流是黄柏渡景区中的一项，是武隆较热门的一处漂流点，酷暑

时尤为火热。其位于重庆市武隆县西南，属于仙女山景区，被誉为武隆

的后花园。

黄柏渡属于典型的峡谷自助型漂流，激流缓滩交错，水流不算急，适合

初学漂流的拼友们去试玩。漂流全长 5 公里，漂流途中既可享两岸秀美

风光、体验峡谷幽深险峻，还可饱览淳朴的民风民情、幽静的田园风光——

农夫水牛、木板索桥、吊脚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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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可以在河滩搭帐篷露营，也可以开车 3 公里返回到武隆县城住宿，在县

城品尝碗碗羊肉、乌江鱼等美食。

餐饮

黄柏渡漂流中，河滩上有农家乐及烧烤等，可以漂流一段，歇息一会，

烤上几串麻辣烧烤，喝上几口冰镇饮料，然后继续往前漂流。 

地址：武隆县城西南乌江二桥黄柏渡景区（终漂点距离武隆县城 3 公里，

起漂点距离县城 8 公里）

费用：门票 100 元

联系方式：023-77716266/77776969/15826297666

营业时间：8:30-17:00（开漂时间约为 6-10 月）

到达交通：在武隆县汽车站，乘至黄莺乡的班车，在黄柏渡下车即到；

或自驾：起点——武隆县城——乌江二桥——黄柏渡，武隆县城经乌江 2

桥沿 S203 （203 省道贵州道真方向）可达（沿途皆有导视）

用时参考：约 2-3.5 小时

土豆啊我是地瓜 CC    黄柏渡漂流，约三个半小时。水流大多平缓，手

动操作太多……累啊累。很多人划一划就直接跳下水游两圈……

Tours线路推荐
武隆虽不大，但景点颇多，且相对集中。若时间较紧的，一天也能游完

最经典的两大景点——天生三桥及天坑地缝。如果想轻松舒适的深度游，

建议最好安排三天时间。行程安排上，一般建议可把天坑地缝放一块用

一天游览，仙女山安排一天游览，还有芙蓉洞及美丽的芙蓉江漂流也安

排一天游览。

武隆二日游

线路特色

适合时间较紧的游客，领略武隆精华景点。

线路设计

重庆——武隆——芙蓉洞——仙女山——天生三桥——地缝——重庆

线路详情

D1：早起从重庆到武隆，在重庆北站乘火车抵达武隆后中餐。中餐后稍

事休息，乘车前往游览世界洞穴奇观中国国家 4 级旅游区、中国惟一作

为“洞穴”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芙蓉洞。游览时间约 2.5-3

小时。晚上可在县城住宿，也可乘车上仙女山镇或仙女山景区（景区住

宿及餐饮非常贵，推荐仙女山镇）住宿。若住宿景区，可以漫步于茫茫

草原，尽情呼吸新鲜空气。

D2：在仙女山镇坐小巴到景区，游览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可开展各种

户外活动：滑雪骑马、赛车、射击、波波球等。

中午乘车下山到仙女山镇吃午餐，游览“南方喀斯特地貌奇观”——天

生三硚景区。漫步于张艺谋巨片——《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唯一外景地，

你可以披上“周杰伦”的黄金战袍坐上“周润发”的黄金战车，威武一下。

游览时间 2.5-3 小时。然后前往地缝领略喀斯特地貌的神奇。游览尽兴

后乘火车或汽车返回，结束愉快旅程！

重庆、武隆休闲七日游

线路特色

山城魅力，加上自然神奇，一段轻松休闲的巴渝文化之旅。

线路设计

D1：重庆 -- 武隆

D2：天生三桥 -- 龙水峡地缝

D3：芙蓉洞 -- 芙蓉江

D4：武隆 -- 重庆 -- 湖广会馆 -- 洪崖洞

D5：周公馆 -- 桂园 -- 白公馆 -- 渣滓洞 -- 磁器口古镇 -- 朝天门

D6：大足石刻 -- 解放碑 -- 好吃街

D7：过江索道

线路详情

D1：在重庆四公里长途汽车站乘车前往武隆，票价 60 元 / 人，2 小时

抵达武隆后。选择住在县城，方便前往各景点游玩。乘车较累，可吃饭

休息养精蓄锐。

D2：游览天生三桥，在武隆客运站买去仙女山镇的车票，车票 8 元 / 人；

为小巴车，人满发车。在游客中心购买好门票后，搭乘景区专车前往天

生三桥。这里是张艺谋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唯一外景拍摄地点，

吸引了众多游客。到达景区后，乘乘坐电梯下行，直抵峡谷底部。至此

开始随意走走停停、仰望拍照……奇特的喀斯特地貌令人喜悦惊叹。其

中，在天龙桥下方就是张艺谋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拍摄地天福官

驿，仿佛置身影片场景中。在天生三桥里行走，享受大自然的奇特景观。

游玩时间约 1-2 小时。

游完后可乘电瓶车或步行上行到景区出口，前往龙水峡地缝景区。尽管

地缝名气不大，但游客稀少，反而更显清净。可沿着人工栈道一路行走，

听叮咚水流声，呼吸植被的香气，也是一种对心灵的净化过程。沿楼梯

下行，可在一处“瞭望台”远眺地缝经典角度风景。随着栈道行进，途

中可欣赏“银河飞瀑”。游览全程约 1-2 小时。到出口，乘景区大巴车

回仙女山镇游客中心。再在马路对面车站转乘小巴返回武隆县城，车票 8

元 / 人。

D3：在武隆客运站外乘坐绿色公交车到江口镇，车票 4 元 / 人；在江口

一派出所门口下车，等候山上下来的小巴，再转乘小巴上山到达景区汽

车站，小巴车票 5 元 / 人。景区车站有个长廊，可俯瞰芙蓉江。长廊尽

头为芙蓉洞售票口。进入芙蓉洞，沿楼梯行走。尽管洞内曲折幽暗，但

不必担心迷路问题。洞内很庞大，身入其中，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可欣赏到“松柏会仙”、“锦绣河山”、“万箭挂壁”、“巨幕飞瀑”、

“生命之源”、“贵妃浴池”、“珊瑚瑶池”、“火箭待发”等景点。

芙蓉洞游览时间约 1-2 小时，若感兴趣，可再去乘船游芙蓉江。

D4：在武隆客运站乘车回重庆，票价 60 元 / 人。选择在渝中区住宿。

放好行李后，前往湖广会馆，可欣赏到禹王宫、广东会所等复古建筑。

特别适合拍摄些怀旧的影像。若慢慢转着欣赏湖广会馆，至少也得半小时。

之后从湖广会馆步行去洪崖洞，20 分钟。在这里可以欣赏到最具巴渝传

统建筑特色的“吊脚楼”风貌。洪崖洞里，到处都是小吃店、特产以及礼品。

不建议在这里买特产，这里价格比较高，要是买，可到磁器口或超市购买。

可在洪崖洞吃晚饭并欣赏夜景。

D5：乘地铁 2 号线，到达曾家岩。沿着这条古老的中山四路，从周公馆

走到上清寺，途经戴笠公馆、桂园、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体验民

国时期建筑。基本为免费参观。之后乘地铁 2 号线到较场口，感兴趣的

话可参观长江三峡博物馆。博物馆对面，就是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一个

酷似天坛的建筑。在人民大礼堂后面坐公交车前往白公馆及渣滓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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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免费参观。

一上午的红色之旅结束后，转往磁器口古镇休息吃饭。饱腹后可继续欣

赏古镇风情，或想祈祷的可到宝轮寺，就在磁器口古镇里。门票 5 元 / 人，

送三支香。

之后从磁器口坐地铁 1 号线到烈士墓（1 站地）。烈士墓的地铁很有特

色，据说是国内面积第一的室内涂鸦。广场上直对着的是红岩魂陈列馆，

均免费参观。晚饭后可到朝天门感受江风夜景。

D6：到菜园坝长途车站乘车前往大足石刻景区，车票 47 元 / 人，车程 2.5

小时。大足石刻被世界科教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始建于晚唐，

历经五代至南宋止于战乱。石刻群分北山、南山和宝顶山，其中以宝顶

山石刻最为集中，集文化、艺术、宗教为一体。

大足石刻是内涵非常丰富的人文景观，最好听导游讲解，或者做好功课

再出发，否则欣赏到的石刻文化会大打折扣。目前景区提供免费讲解，

20-30 人为一团。

从大足回到重庆菜园坝车站，车票 52.5 元 / 人。在车站附近体验著名的

特色交通——皇冠大扶梯，单程票价 2 元 / 人。之后在两路口，乘地铁

1 号线到较场口（2 站地）即到解放碑步行街。到好吃街品尝重庆小吃，

吃晚餐。

D7：在结束重庆之旅之前，一定要尝试一次长江索道。索道入口在小什

字附近。地铁小什字站出来，步行 20 分钟即到。长江索道单程票价为 5

元 / 人。之后安排时间返程。

以上部分线路由蜂蜂 duckuia 提供，详情可参考游记《2013 年阴雨的

重庆、武隆、大足、永川》

实用信息 Practical Information

语言

重庆话是本地常用语，武隆一带口音可归属西南官话灌赤方言片，发声

平直，语调硬朗，直白易懂，方言词汇很多，方言评书诙谐幽默。

日常用语

好多钱：多少钱（询问价格）

啷个走：怎么走（询问路线、交通）

乡音（xiāng yīn）点：便宜一点（讲价）

爪（zuà）子：干什么

霸道：不得了，很了不起，有时候我们对某件事情感到很高兴也会高呼“霸道”

电话

武隆县旅游局电话：023-77721248

景区投诉电话：023-77709229

交通咨询电话：023-77821933

旅游求助电话：023-77821933

食品卫生监督：023-77725427

县公安局：023-77712889

银行

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重庆农商行（原信用合作社）、中国

邮政储蓄在武隆县城都有网点，但数量较少，主要集中在主干道芙蓉中

路上；暂时无招商银行。仙女山镇上则有农村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

网点及 ATM，均分布在银杏大道上。不过武隆消费不高，也不用取太多

现金，够用即可。

邮局

武隆县城内邮局不多，在江口镇及仙女山镇也有一个邮局支点，邮寄明

信片不太方便，可回到重庆再寄出。邮政编码为 408500。

武隆县邮政局

地址：武隆县巷口镇建设东路 11 号

联系方式：023-77722316/77724373

到达交通：步行或打车前往

医院

县城内较大的医院为武隆县人民医院、武隆县中医院，均为综合性医院。

医疗水平一般，基本能满足旅途中的小痛小病。

县人民医院：023-85616434、77726120

县中医院：023-77709500、77729999

县妇幼保健所：023-85618518、85618519

县卫生监督所：023-77725427

县福康医院：023-77712212、77712120

巷口镇卫生院：023-77720178

江口镇卫生院：023-77741101

仙女山镇卫生院：023-77794472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武隆没有飞机场，只有火车站及汽车站。因此乘机的游客必须先到达重

庆江北国际机场，之后方可前往武隆。多数游客会选择从重庆出发到武隆，

方式多样，可选择乘坐火车，也可选择乘汽车，还可以自驾，其中坐汽

车和自驾的线路是一样的。

火车

武隆县只有一个火车站，所经列车无直达，均为过路车。从重庆出发的

仅有重庆北站，发往武隆共 10 次列车，K- 快速 9 次，5- 普快 1 次。重

庆北站到武隆最快的车是 K9461 次。发车时间为 7:30-23:50，相隔约

4 小时发一趟车，时程约 2 小时，硬座为 24.5 元，硬卧下为 78.5 元。

慢车也有，如 5609 次列车（车次很多），发车时间为 9:10-12:43，票

价 12.5 元。

除了从重庆北始发外，还有从长沙、广州、成都、桂林、厦门、杭州等

方向的列车会经过武隆。渝怀铁路途经武隆县城，华南、中部、东部沿

海地区的城市，这地区游客可考虑乘坐火车到武隆。

武隆火车站

位于乌江三桥桥头，下车后可乘公交车或出租车到汽车站。

地址：重庆市武隆县芙蓉东路 2 号

到达交通：从汽车站乘出租车前往，车费约 4 元，或乘公交车，车费 1 元；

步行路线参考汽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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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火车北站（龙头寺火车站）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头寺天宫殿大道正前方（距解放碑约 8km）

联系方式：（订票）023- 61681111/；（咨询）63862607；（客运

办公室）61642242

到 达 交 通： 可 乘 105、138、166、202、303 专 线、354、421、

439、558、614、616、818、820、821、841、869、885 路 公

交车或轻轨 3 号线可直达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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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6452    重庆火车北站

汽车

武隆县内公路交通发达，319 国道和渝湘高速横贯全境，渝湘高速公路

境内 67 公里，东南与长沙相接。

南坪四公里汽车枢纽站

在重庆发往武隆方向的汽车，从 2012 年 6 月 26 日起，就从朝天门汽

车总站迁到了南坪四公里汽车枢纽站。重庆到武隆只有 139 公里，时程

约 2-3 小时。长途汽车发车时间为 6:00-18:00，每半小时一班车，全程

票价 50-60 元 / 人，途经渝湘高速公路到达武隆。

地址：重庆市四公里轻轨车站旁

联系方式：023-88361260

到达交通：乘 349、833、305、320 路或轻轨 3 号线到四公里站下车，

步行 3 分钟即到

武隆汽车站

以发往武隆县内各大景点的专线汽车为主，还有发往涪陵新汽车站、广州、

罗英、黔江、彭水等外省及周边地区的长途汽车。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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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ckuia   武隆客运中心。

地址：重庆武隆县芙蓉中路附近

联系方式：023-77721817

到达交通：1、乘出租车：从火车站乘出租车可达，费用约 4-5 元；2、

步行：出了武隆火车站左转，过了涵洞，再右转，直走约 10 分钟，右

手边有个路口下去就是武隆的体育馆，走到体育馆后再左转上完斜坡即

到汽车站；3、公交车：在火车站外就有公交车直达汽车站，车次很多，

车费 1-1.5 元

涪陵新车站

涪陵至武隆的客车是滚动发车，票价 22 元 / 人。经 319 国道至武隆需

时 100 分钟左右，至武隆车站下车。

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兴华东路 10 号（乌江大桥桥头主城区方向 200 米

左右）

联系方式：023-72307729 

到达交通：乘涪陵区 202、涪陵区 306、涪陵区 307 路公交车可直达 

自驾

自驾的路线和长途汽车走的线路大致相同，从重庆到武隆约二百多公

里，往返过路费约 170 元。特别的是可选择走渝涪高速，重庆到涪凌

高速段全长 110 公里，涪凌到武隆的 319 国道一马平川，2-3 个小时

即可。

从重庆出发

重庆到涪陵 118 公里，从江北上高速，小车过路费 90 元，路况平整，

安全系数高，但是仍需要注意路旁的限速标志；第二段为高等级公路，

是从涪陵到武隆，行程 68 公里，由于是沿江修建的高等级公路，因此要

特别继续注意限速标志。

自驾路线

1、在重庆市区行驶入内环高速 / 渝黔高速，朝南环立交 / 内环高速 / 渝

黔高速 / 渝湘高速 / 界石方向行驶，进入内环快速路；

2、沿内环快速路一直向前行驶 18.4 公里，从南川 /G65/ 武隆 / 黔江

/ 彭水出口离开，朝武隆 / 南川 /G65 方向，进入包茂高速 / 渝湘高速 /

G65；

3、沿包茂高速 / 渝湘高速 /G65 行驶 138.4 公里 ( 经巴南收费站 )，

从武隆仙女山 / 武隆服务区出口离开，朝武隆 / 仙女山方向 ( 经武隆收

费站 )，从环岛的第 2 个出口离开，进入 S203，驶入武隆县城。此线

路路况平整，安全系数高，但仍需要注意路旁的限速标志。此高速路段

收费 70 元。

从成都出发

自驾路线

1、成遂渝高速：成都—遂宁—重庆—武隆—天坑—仙女山—地缝—芙蓉

洞—武隆（高速），总路程为 472 公里，过路费约 500 元（往返）；

2、成渝高速：成都——内江——隆昌——重庆，总路程为 340 公里；

3、成邻渝高速：成都——南充——广安——邻水——重庆，总路程为

420 公里。

船

http://www.mafengwo.cn/i/1100395.html%0D
http://www.mafengwo.cn/i/2845855.html%2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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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葛洲坝修好后，大型游轮可从上海直通重庆，三峡大坝修建后，更

是使大吨位的游船直接到重庆。重庆至上海的重庆段水域，码头林立，

涪陵是其中较大的码头之一。若乘客乘船到武隆去的旅客，请乘到涪陵

区下船，之后到涪陵新汽车站转乘客车至武隆。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到武隆旅游，主要是先到武隆的县城后，再前往各景区，只需在武隆汽

车站买票乘车直达景区即可。

仙女山森林公园有开往直达的班车；若到天生三桥、龙水峡地缝则可以乘

开往仙女山镇的金杯车到游客接待中心，购票统一乘坐豪华大巴车到景区。

到芙蓉洞的旅客，有武隆直达芙蓉洞的金杯车。此外，还可包出租车到各

个景区，每个车辆副驾驶前都有武隆县发改委制定的包车价格，可议价。

自驾的游客则注意各景区分布，天生三桥、龙水峡地缝、仙女山、芙蓉洞、

芙蓉江。天生三桥、龙水峡地缝、仙女山、印象武隆（演出）在仙女山

镇上，芙蓉洞、芙蓉江则在江口，完全两方向，距离差不多有半小时车程，

而仙女山更远一些。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小妮子   这就是去天生三桥和龙水峡地缝的游客接待中心，坐到仙

女山镇的小巴就在此下车。然后在接待中心的负一楼买票。

公交车

武隆县内公交车共 20 辆，可沿环城公路到城内各个区域。共有 1-9 条

线路公交车，其中 1、2、4 路公交车可到达新车站及火车站。

出租车

在武隆乘出租车很便宜，起步价 4 元，跑个通城也不到 10 元。

自驾

县城到各个景区的公路四通八达。仙女山风景区和武隆地缝、天坑、天

生三桥、黄柏渡漂流、芙蓉洞等景点，都在武隆县境内。基本以武隆城

为中心，分布于四周。

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http://www.mafengwo.cn/i/2315165.html%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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