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县
（官方旅游攻略）

高原明珠  理想之县

春，一路从桃坪、杂谷脑、朴头、毕棚沟到米亚罗，长

达几十公里的百花盛开；夏，驰骋于原始森林、巍峨雪峰、

飞悬流瀑的峡谷清风，森林微寒的美景之中；秋，红的枫、

黄的桦、紫的槭、绿的松，层层叠叠，交相呼应，斑斓珍奇，

流光溢彩；冬，赏雪，滑雪，玩雪，在这雪的世界里尽情挥洒，

纵情飞歌。





高原明珠   理想之县理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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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县 · 旅游亮点

毕棚沟

毕棚沟群山连绵，奇峰异谷，蓝天碧水，雪山银峰，云山雾海，

飞瀑灵水，浑然天成。

米亚罗

米亚罗风景区比北京香山红叶风景区大 180余倍，景色壮观，是

我国著名的红叶风景区。

桃坪羌寨

桃坪羌寨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保存完好的羌族古寨，被专家学者称

为神秘的“东方古堡”。

从古羌城堡到守备衙署，从红色薛城到五色米亚罗，从背包客天堂到

四季山水毕棚沟，从温暖的古尔沟到幽静的凉台沟，从精美的藏羌绣到独

特的羊皮鼓舞，从神秘的释比戏到原生态的柯苏锅庄，在这里，从天到地，

从自然到人文，一切都恰如其分，美得刚刚好。

湛蓝的天、洁白的云、皑皑的雪山、绚丽的彩林、清澈的高山湖泊、

奇特的石头房子、羌族姑娘的情歌、藏族小伙的笑容，每一个定格都是一

次洗礼。这就是理县，一个理想之县，一颗惊艳了世界的高原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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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县全域旅游导览图

理县 · 主要景点

老寨子 60 元 / 人，新寨子无门票【景区门票】

桃坪羌寨

位于理县东40千米

处杂谷脑河畔的桃坪乡，

距成都市约180千米。该

寨是羌族建筑群落的典型

代表，寨内一片黄褐色的

石屋顺陡峭的山势依坡逐

渐上垒，其间碉堡林立。

桃坪羌寨是世界上保存最

完整的羌族建筑，至今仍

然保持着古朴风情。桃坪

羌寨是电影《杀生》的主

要拍摄地，被专家学者称

之为神秘的“东方古堡”。

（最新政策以景区官⽅发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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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景区门票】

米亚罗风景区

米亚罗风景区有着瑰丽的金秋红叶，神奇迷人的藏、羌少数民族风情，

雄伟壮丽的雪山银峰，构成美不胜收、多姿多彩的百里画廊。三千三百道沟，

三千三百道梁，沟沟有红叶，沟沟有融雪，沟沟有泉涌。雪山，温泉，森林，

红叶，藏羌文化，构成一条梦幻走廊，米亚罗因此享有“三千里红叶、三千

里情”的美誉。

无【景区门票】

孟屯河谷

古老的孟屯河孕育了智慧的孟屯人民，更造就了一方自然美景，是徒步

旅行的绝佳去处，被称为“背包客的天堂”。全长 38千米的碧绿的孟屯河

养育了 6000 余位藏、羌、汉同胞。这里有离成都最近的喇嘛庙、藏式民居，

充满着浓浓的藏家风情。

理县 · 主要景点

 毕棚沟门票 80 元 / 人，观光车（往返）50 元 / 人。【景区门票】

毕棚沟

毕棚沟风景区集高原、冰川、

峡谷风光于一体。沟内奇峰峭

立，峡谷幽深，冰川纵横，

瀑布飞挂，野生动植物种

类繁多。古朴的自然风

光，古老的生态环境，

古怪的崖石峰峦，使

毕棚沟成为徒步旅

游者向往的天堂。

推荐入住古尔沟温泉山庄，入住酒店可免费泡温泉；若 【景区门票】

不住酒店，单泡温泉 68 元 / 人。

古尔沟温泉

古尔沟温泉地处米亚罗风景区中心腹地，春秋期长，清凉无夏。古尔沟

温泉水温约52℃，日流量在1500吨以上，

含锂、锶等 17 种有益人体的微量元

素，是集饮、浴、疗为一体的天

然热质矿泉，具有美容、护肤、

减肥、延年益寿等功能。古尔

沟自古就被誉为“神水”，享

有“仙山瑶池”“灵水神泉”

的美誉，1994 年被评为四川省优

质名泉。



心灵毕棚山庄
联系电话 : 0837-6827777

四星级乡村酒店，在理县到毕棚沟的路上，离毕棚沟车程 20入住体验 :

多分钟，还算很方便。

古尔沟藏家楼
联系电话 : 13980406789

四星级乡村酒店，酒店整体来说不错，干净卫生，房间装饰也入住体验 :

很有特色，旁边就是温泉。

毕棚沟宾馆
联系电话 : 0837-6828666

四星级乡村酒店，很干净，周围环境很好，依山傍水。入住体验 :

醉佳温泉大酒店
联系电话 : 0837-6839999

四星级乡村酒店，房间不错，干净，有空调。入住体验 :

拉姆田园休闲庄
联系电话 : 13882490516

三星级乡村酒店，不错，干净整洁，老板热情！入住体验 :

米亚罗大酒店
联系电话 : 13558721777

三星级乡村酒店，性价比高，淡季房间多。入住体验 :

莎朗风情酒店
联系电话 : 0837-6836999

五星级乡村酒店，性价比不错，服务态度好。入住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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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访问：www.abatou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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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县 酒店

无【景区门票】

甘堡藏寨

位于理县县城以东 8千米处 ,距成都 162 千米，属典型的藏、羌、汉文

化结合部。整个村寨依崖而建，幢幢相连，户户相通，气势恢宏，体现了嘉

绒人精湛的建筑技术。寨内特有的锅庄、民歌、服饰、习俗，以及屯兵文化、

宗教文化、农耕文化、

石头文化和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博巴森

根”等，都具有极高

的研究价值和观赏价

值，每年吸引着众多

游客前来观光体验。

无【景区门票】

筹边楼

薛城筹边楼位于理县孟屯河沟口的薛城老街上，曾毁于清康熙年间

（1662—1722），现存的筹边楼是清乾隆年间（1736—1795）修建的。沿薛

城较场坝向西顺坡而上入东门，过南沟保安桥绕城隍庙出北门，筹边楼便矗

立于石山之上。山门横匾上书“观音阁”，面积约 40余平方米，朱栏环立，

主体建筑为两层单檐歇山式，二层阁楼天花板有彩绘，部分大梁及横梁有彩

绘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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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县 美食与特产

咂酒

咂酒是藏族、羌族人民极为喜爱

的食品。将青稞、玉米等杂粮煮熟后

滤干水分，在温度适宜时拌入适量酒

曲，放入大瓮中置于保温处，发酵后

分坛密封储藏，存时愈久，其味愈佳，

每遇年节或婚丧嫁娶时，开封渗入开

水，插细竹管数根供客吸饮，水尽复

渗，味尽方止。

糌粑

糌粑是用青稞、豌豆、黄豆或胡豆炒熟后磨细而成的一种食品。

洋芋糍粑

将土豆蒸熟后去皮，放在桶中用木杵捣碎，然后反复舂成胶状，便成了

洋芋糍粑。可蘸着蜂蜜吃，也可蘸着辣椒吃，或和着酸菜煮汤。

旅游特产

理县旅游产品独具特色，充满浓郁的藏羌风情，可在各景区和精品旅游

村寨购买。

手工制品：羌绣、银首饰、花腰带、花靴带、羌族香包、腰刀、羌笛等。

畜禽及制成品：牦牛、山羊、酥油、奶渣等。

水果：苹果、核桃、李子、软枣、甜樱桃、石榴、梨等。

药材：羌活、冬虫夏草、天麻、雪莲花、藏红花、红景天、菌灵芝等。

理县 节庆活动

花儿纳吉赛歌节 

“花儿纳吉”意为“共同的欢乐”。每年秋天农闲之时，四面八方的羌

族人民汇聚在一起，以歌会友，共同庆祝丰收。赛歌节上，人们将会选出一

名歌声最美、形象最佳的姑娘为花魁，同时还要进行美食品评、服装展示、

物品交流等活动。

若木纽节 

“若木纽”是“打平伙庆丰收”的意思 ,

也叫“觉日若木纽”。村民烧烟敬山神，

还要举行赛马、跳锅庄、赏花等活动。节

日期间,村民身着民族盛装，佩戴头饰

和腰刀以示庆祝，如有路人经过要献哈达

敬酒相迎，客人则回敬礼物。

酸菜

酸菜是用当地一种叫圆根的植物通过发酵而制成的一种食品，是制作酸

菜面块不可缺少的材料之一。 

 夬儒节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的夬儒节是理县蒲溪羌族独有的具有代表性的春祷祭

祀庆典，意味着春耕的开始。当天，在释比的带领下，男人们敲起羊皮鼓，

烧起香柏枝、蜡、纸钱，敬上美酒，宰牛杀羊，祭祀神灵，人们共同祭拜大

自然万物之神，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请神灵降世，消除虫害，祈

求天神和山神等神灵保佑全寨人寿年丰、全寨安宁。众人在祭祀塔前，当着

诸神灵的面许下诺言，要在来年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勤劳耕织，不偷盗、

不抢劫。



“一廊四情”魅力游 游
桃坪羌寨—甘堡藏寨—毕棚沟—米亚罗

作为阿坝州内藏羌文化走廊，其人文景观独具特色，民族风情独树一帜，

是体验藏羌文化的精品线路。

自然风景观光游 游
孟屯河谷—休溪草甸—毕棚沟

依孟屯河而上，游览孟屯河谷的美丽风景，至蒲溪乡休溪坪领略高山草

甸及海子美景，再至毕棚沟体验最原始的秘境风光。

避暑养生休闲游 游
木卡羌寨—胆扎木沟—丘地村—猛古沟—八角碉藏寨

理县常年平均气温为10摄氏度左右，特别是夏天，理县依然凉爽宜人，

游客可在这几个景点充分享受原生态的田园风光和藏羌民居生活，还可在古

尔沟镇体验集饮、浴、疗功能于一体的古尔沟温泉。

历史文化体验游 游
桃坪羌寨—薛城古镇—甘堡藏寨—茶马古道

桃坪羌寨是具有 2000多年历史的羌寨，被誉为“神秘的东方古堡”；

较场村是盛唐文化古镇；甘堡藏寨的屯兵文化历史突出反映了抗击倭寇的伟

大民族精神；杂谷脑镇的茶马古道是古代商贸往来的历史见证。这条线路可

让游客舒心地细细品味理县厚重的历史文化。

红色文化寻迹游 游
佳山红军临时指挥部—薛城古镇—宝殿寺

游览这条线路，可在享受清凉气候的同时深刻感受红四方面军长征途经

理县的艰辛和新时代理县藏羌儿女的幸福生活，是一条爱国主义教育旅游精

品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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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县 实用信

理县 自驾游行程推荐

加油站

理县红叶加油站 0837-6823061    13990430780

薛城加油站 15281526150

汽车维修

米亚罗汽修厂 0837-6831054

理县定兴汽修厂 0837-6833191    13551651581

交通

理县客运站 0837-682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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