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川
（官方旅游攻略）

祈福观音桥 度假东女国 沐浴雪梨林

仲春三月，万亩梨海，百里白蕊，整个大金川河谷似茫

茫雪海、银装素裹；中秋果熟，梨果挂满千树万株枝头，浓

浓梨香飘出十里之外；金秋时节，百里红叶，奔来眼底，秋

风牧歌，在遮天蔽日的红色旋涡里，风裹挟着整个梨林的芳

香和红叶的绚烂扑面而来，雪域高原的壮阔与秀美被渲染得

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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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 · 旅游亮点

世外梨园

金川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原生态、高海拔雪梨种植区，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即被国家农业部认定为“中国雪梨之乡”。

高原田园

农业部评选出的 140 个“中国美丽田园”中 , 金川县梨花和红叶

景观双双上榜 ,成为省内唯一一个双景入榜的“中国美丽田园”。

马奈锅庄

马奈锅庄是流行于大金流域嘉绒藏族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舞蹈形

式。它以其独特的服饰、舞蹈、曲调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有“民族歌

舞娇艳奇葩”之称。

金川素有“阿坝江南”的美称，境内气候温和，日照充沛，森林

覆盖率达50%，县境海拔1960米~5068米。矿产资源丰富，珍稀动植物、

野生菌等种类繁多，盛产虫草、贝母、天麻等名贵中药材，是天然的

药物园。这块神奇秀美的土地，是古“东女国”的中心，苯教的复兴地，

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地，被文化部命名为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农业部命名为“中国美丽田园”，四川省乡

村旅游示范县。

美丽的金川，原始而华美，神奇而纯朴。她正敞开胸怀，迎接八

方来客 ……

梨花盛雪，阿坝新江南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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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 · 主要景点

【景区门票】全票：50 元 / 人。优惠票：25 元 / 人。

【优惠对象】藏族身份证、老人、学生、退伍军人等。

观音桥（国家 AAAA 级景区）

观音桥国家4A级旅游景区位于金川县观音桥镇， 距离县城80余千米，

景区面积 330 平方千米。景区汇聚了藏地圣庙、高山草原、高原湖泊、高山

峡谷、高山彩林五大景观，其中，又以土基钦波观音庙的观音天成、祈福灵

验最负盛名。观音桥景区是川、甘、青、滇、藏五省藏区信众宗教朝拜的圣

地，也是休闲度假、观光、摄影、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天堂。

主要游览景点：观音庙、白塔、世界最高煨桑塔、世界最大转动转经筒、

玛尼石景墙、神泉、情人滩、麦地沟寺庙、太阳河谷彩林、情人海、牛肚子

海、昌都寺、刘家寨遗址、纳海、夏周达尔基寺（龙腾寺）、牛肝马肺海、

阿科里草原等。

【旅游指南】金川县城—集沐、双江口 ( 主要景点为根扎藏寨 )—观音

桥镇 ( 观音桥镇至观音庙有观光车可以乘坐，票价往返 30 元 / 人 )—情人

海 (建议自驾越野车前往，主要观赏太阳河、情人海 )

金川全域旅游导览图



0605

【景区门票】无

世外梨园风景区

世外梨园景区位于大金川河谷地带。这里有雪域高原规模最大的梨花红

叶奇景，是全国闻名的雪梨产区，素有“中国雪梨之乡”美名。每到仲春，

万亩梨海，百里白蕊，整个大金川河谷似茫茫雪海、银妆素裹；中秋果熟，

梨果挂满千树万株枝头，浓浓梨香飘出十里之外；金秋时节，百里红叶，奔

来眼底，秋风牧歌，在遮天蔽日的红色漩涡里，风裹挟着梨花的芳香和红叶

的绚烂扑面而来，雪域高原的壮阔与秀美被渲染得淋漓尽致。这里是摄影、

休闲、度假的天堂。景区涵盖沙耳、咯尔、庆宁、金川镇、万林、勒乌、河

西、河东等八个乡镇。主要游览景点：沙耳神仙包、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

命政府旧址、徐向前总指挥办公地点及红五军团旧址、庆宁乡老松坪。

【旅游指南】金川县城—咯尔、沙耳、庆宁 ( 非自驾客人可以乘坐农村客运

车，车程 8千米，单程 20 元 / 人。)

金川 · 主要景点

【景区门票】无

嘎达山风景区

嘎达山风景区位于金川西北部安宁地区一带，距县城 42 千米，是古东

女国和青藏高原上最古老的原始宗教——苯波教圣地。景区主要有嘎达山原

始森林、东女国王城遗址、中国碉王——马尔邦关碉、飞水岩瀑布群、自然

天成高达 240 米的东巴石菩萨、巨型岩洞、悬空古庙群、原始森林、乾隆御

碑、清朝四大皇庙之一的广法寺等景观组成，总面积达 146 平方千米。

嘎达山，有着你想象之中和想象之外的一切。在状如圈椅的苍茫环山中，

莽莽林海之上翻腾着万态云霞；流彩山岗之中，飞瀑与奇峰怪石相映相衬，

刚柔济溶；凌空绝壁之间，古庙遗文光影神色杂陈期间。

【旅游指南】金川县城—河西、河东乡 ( 主要景观为红叶 )—独松乡—安宁

乡 ( 主要景点为广法寺、乾隆御碑 )—独角沟—龙龟瀑布 ( 碎石路面， 主

要景点为嘎达山、东巴石佛、龙龟瀑布)—马尔邦乡(主要景点为中国碉王)—

马奈乡（马奈锅庄非遗传习所 )



澜峰宾馆
联系电话 : 0837-2523668

入住体验：金川县城最好的酒店，位于金川县政府旁边，环境卫生，配套

设施齐全，服务周到。

嘉绒商务酒店
联系电话 : 13795790666

入住体验：价格实惠，老板热情哦，距离观音庙约 6千米。

圣喜德大酒店
联系电话 : 0837-2539999

入住体验：赞，观音桥景区最好的酒店，距离观音庙约 7千米。

东女山庄
联系电话 : 13684399082

入住体验：休闲舒适，位于金川县马奈乡，距离嘎达山景区约 7千米。

鑫河梨花村
联系电话 : 13309048088

入住体验：位于金川县沙耳乡梨园景区，房间有限，旅游旺季请提前订房。

承运大酒店
联系电话 : 0837-6661888

入住体验：房间多且房型多样，满足各种需求，位于金川县城中心，交通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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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 酒店

【景区门票】无

【景区门票】无

索乌山景区

云顶花海

索乌山景区距离金川县城约 10 千米，主要景点位于万林乡境内。景区

内树木茂密、烟云飘渺，有着幽深秀丽的峡谷、数目众多的瀑布、斑斓的高

山湖泊，处处飘逸着芬芳的气息，有“雪域高原秀甲天下”之誉。山势奇峻，

群石峥嵘，素有“大自然群雕艺术长廊”之称。这里是乾隆王朝两次用兵金

川之地，有规模宏大，保存完好的古战场遗址——万里城。这里是科考、探

险、户外秘境。

主要游览景点：索乌山、索乌大庙、万里城。

云顶花海位于金川县曾达乡，地处“两州三县”交界处，距离金川县城

48 千米。云顶花海坐落于一座大山的山顶，四周群山环绕，溪流纵横，白天

可赏花观云海日出，夜晚也赏月观灿烂星空，是户外探秘和野营露营的绝佳

所在。

每年从 6 月初到 7 月底，曾达大沟村的杜鹃花、鸢尾花、紫菀花、翠雀

花、马先蒿、绿绒蒿等高原花卉会相继盛开，不同海拔高度上数不清种类的

野花，那山花烂漫，云海翻腾的景象，就像一座绚丽多彩的天国花园。

世外梨园景区 (金川县城片区 )

观音桥景区 (观音桥片区 )

嘎达山景区 (安宁片区 )

           
酒店预定请致电：400-088-6969（转 2或 3）

网址访问：www.abatour.com



购

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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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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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 美食与特产

金川雪梨（雪梨膏）

金川雪梨果实呈倒卵形，果柄肉质

酷似鸡腿，所以又叫“大金鸡腿梨”。

金川雪梨皮薄如纸，脆甜如蜜，汁多欲

滴，嚼之味浓、馨香、无渣，余味悠长。

该品种果大、外观光洁、果肉脆嫩化渣、

汁多味甜，具有止咳化痰之功效。金川

雪梨膏采用 100% 高原雪梨原浆作为主要

原料，特别适用于咽部不适者、长期吸

烟者，或是工作环境中灰尘较多的人群

等，是保护咽喉的健康佳品。

双边白瓜子

这种瓜子的形状和南瓜子极为相似，但

壳薄肉厚，在瓜子的边沿还有两根突出的线

条。因为它颗粒饱满，所以称之为“大瓜子”。

双边白瓜子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不仅是美

味食品，还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具有利尿

通便、滋阴补肾、降血压、提气血等功能。

既可炒食，也可榨油。

金川多肋牦牛

金川多肋牦牛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主要产自金川县，具有15对肋骨，

比一般牦牛多一对，肉色鲜红，有光泽，肌肉弹性强，外表微湿，不沾手，

营养价值也居同类牦牛之冠，受消费者所喜爱。

金川辣椒

金川县有着独特的光热条件，适宜栽培各种辣椒。县内少工业，无“三

废”污染， 2000 年经国家环境监测中心监测，金川县的水质、土壤、大气

均达到国家绿色食品生产标准，同年 11 月，“太阳河牌辣椒”获绿色食品

认证。全县主要品种有：墨西哥辣椒、成都二荆条、本地牛角椒等。墨西哥

辣椒皮深肉厚，甜辣香脆，耐贮耐泡，特别适宜用来做泡椒，即使泡数年仍

香脆如初。墨西哥辣椒作为辣椒家族的一枝新秀，倍受青睐。

金川香猪腿

香猪腿是金川地区的名菜，美味可口，是节日和招待宾朋时的美食。每

到冬季，家家户户都要宰杀肥猪，过去宰猪多数把猪四脚捆住，用刀在猪的

腹部开一孔，将猪杀死后，缝好刀口，用干草生火，反复把猪毛烧尽后剖开，

将其肥、瘦肉剥离开。

金川 节庆活动

金川红叶生态旅游节

金川是闻名于世的中国雪梨之乡，雪梨森林分布达 100 余千米，成林数

量 100 余万株，栽种历史达 300 多年，位于蓝天白云下的高原阔谷区。每年

春季，万亩梨花洁白如雪，宛若仙境；每年秋季，百里红叶娇艳似火，恍若

隔世。红叶生态旅游节不仅在于展示“世所罕见的高原风光”，也是为了凸

现“古有世外桃源，今有世外梨园”的鲜明品牌，同时也是为了宣传金川“祈

福观音桥、度假东女国、沐浴雪梨林”的景色。

金川梨花节

每年三月，金川都会举办

一场梨花的盛宴，持续近一个

月的梨花节奉上万亩梨花的壮

美景象和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

金川梨花赏花地点主要集中在

金川世外梨园景区的沙耳乡、

咯尔乡、庆林乡、万林乡、河

东乡、河西乡、马尔邦乡、安

宁乡和马奈乡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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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 自驾游行程推荐

金川三日游
线路：成都—马尔康—金川—马奈

第一天：成都—汶川—理县桃坪羌寨—马尔康—金川县城

第二天：金川县城—广法寺—乾隆御碑—东女国王宫遗址—龙龟瀑布—中国

碉王—马奈锅庄

第三天：金川县城—马尔康—汶川—成都

金川三日游
线路：成都—马尔康—观音桥—金川

第一天：成都—汶川—理县桃坪羌寨—马尔康—观音桥

第二天：观音桥—情人海—庆宁乡新扎沟—沙耳—金川县城

第三天：金川县城—马尔康—汶川—成都

金川三日游
线路：成都—马尔康—金川—观音桥

第一天：成都—汶川—理县桃坪羌寨—马尔康—金川县城

第二天：金川县城—沙耳—庆宁乡新扎沟—情人海—观音庙

第三天：观音桥—马尔康—汶川—成都

金川 实用信

旅游局

金川县旅游局 0837-2523587   13408376400 

观音桥景区管理局 0837-2535222    13551488783   

加油站

金川客运加油站 18728233137

汽车维修

金川县凤义汽修 18990447605

金川四日游
线路：成都—马尔康—观音桥—金川

第一天：成都—汶川—理县桃坪羌寨—马尔康—观音桥

第二天：观音桥—情人海—阿科里草原

第三天：阿科里草原—庆宁乡新扎沟—沙耳—金川县城

第四天：金川县城—马尔康—汶川—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