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吃/住/行/游資料參考 

成都： 

行： 

出租車，五元起價（不含公里數），每公里 1.4 元。市區景點之間打車八元、十元，或十几元（一般不會超過 20）。人力三輪車，

可以還價，根據路程遠近車費不同，有時比打車便宜（青羊宮到蜀繡廠 3元，春熙路到寬巷子 6 元）。 

宿： 

· 驢友記青年旅舍是一幢三層樓的獨立建筑，它有一個類似川西四合院的天井，府南河邊。到萬福橋站下車，穿過馬路往星輝

西路內直走 100 米左右即到。028-83222271 

• 夢之旅國際青年旅館位于成都市中心武侯祠大街 242 號，30 元/床空調四人間（平床） 

·小觀園（成都市房地產管理局招待所）：寬巷子 40 號，028-86639883，雙人間 70 元小觀圓 便宜的是 35 元／床，（24 小時熱

水，獨立衛生間）。因為是國營招待所，價格統一，不分淡、旺季，不打折。院中種滿植物（芭蕉、桂花等），樹上還挂著几籠鸚

鵡，每個房間里和走廊上挂著所長的字畫。交通：就在人民公園附近，徒步到天府廣場也不遠。火車站打出租，約 16 元。 一進

這旅館，讓我想起了麗江的第一灣或蘇州園林什么的，很不錯的庭院式小旅館，還有花香。寬巷子附近是原成都的衛城，屬老城

區，一天早到晚在這里閑逛，可以看到有趣的老成都市井百態。 

•龍堂（國際青年旅社）--(這是我住宿地,我把我心愛的水壺漏在那里了...) 寬巷子 27 號，028-86648408，雙人間 80 元四人間

25 元/人。三人間:40（不帶淋浴），離成都北站 4公里，從火車站乘 64 路公車到同仁路口下車。距離茶店子長途客運站 4 公里，

從車站乘 64 路公車到同仁路口下車。位于成都人民北路一段 省林業對面。有個黑漆大門，過了挂有對聯的通道，也有一個園子，

正面矗立著一幢四層中國古典式樓房。當然，因為它才開業沒几個月，簇新的感覺被一香港 MM 斥為假古董。龍塘是我住過的成

都 具有海外 guest house 氣質的旅館，園子的板凳，樓上的廊椅上，閑散的旅人在三三兩兩閑聊或寫明信片，我也在這里安逸

了兩天。龍塘的廚房可以給住客 self-service，也有個沒水的游泳池，晚上在大堂里放放小電影。 

• 蓉城飯店青年旅社電話：028-86154179 地址：陝西街 130 號 價格：四人間 25 元/人 交通：乘 1、16、78 路公共汽車紅照壁

下車，往天府廣場方向走 60 米即到。出租 15 元左右。 

•九龍鼎青年旅館電話：028-85548131 地址：武侯伺大街 246 號 4 人間床位 25 元/人。 

•成都白果園青年旅舍電話：028-85433099 。四人間 20 元/人，三人間 30 元/人地址：成都市磨子橋天歌大廈北側，百腦匯電腦

城斜對面 

游： 

成都武侯祠旅游簡介（30 元） 

武侯祠位于四川成都南郊，占地 56 畝，是國內紀念蜀漢丞相諸葛亮的主要勝跡，也是成都市個主要的旅游參觀點。初與劉備昭

烈廟相鄰，明初武侯祠并入昭烈廟。1672 年重建，形成現存武侯祠君臣合廟。   武侯祠建于唐，唐朝大詩人杜甫曾有詩寫到

它：“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現在的武侯祠是清康熙年間重建的。它同先主廟、劉備莫相毗連。 武侯祠主體建

筑分大門、二門、劉備殿、過廳、諸葛亮殿五重，嚴格排列在從南到北的一條中軸線上。 一進大門，濃蔭叢中，矗立著六通石

碑，其中 大的一通唐代“蜀漢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有很高的文物價值，被稱為“三絕碑”。唐朝著名宰相裴度撰碑文，書

法家柳公綽書寫，名匠魯建刻字。都很精湛，因此被稱為三絕碑。 碑文對諸葛亮短暫而悲壯的一生，作了重點褒評﹔竭力贊頌

諸葛亮的高風亮節，文治武功，并以此激勵唐代的執政者。    碑文特別褒獎諸葛亮的法治思想，馬謖因失街亭被諸葛亮依

法處斬，臨刑，馬謖哭著表示自己死而無怨。李嚴與廖立，兩人都是被諸葛亮削職流放的罪人，但他們也自甘服罪。當他們得知

諸葛亮病逝，“聞之痛之，或泣或絕”。這些均屬史實，裴度據史褒評，令人信服碑文通篇辭句甚切，文筆酣暢，使人百讀不厭。

諸葛亮之所以為后人所敬仰，還因為他有著高尚的思想和作風，不利用職權謀私。他死后葬在陝西勉縣定軍山下。他在遺囑里要

求依山造墓，墓穴能容下棺材就行了，入殮時穿平常的衣服，不需要隨葬器物。   步入二門，一座氣勢雄偉、寬敞的劉備殿

呈現眼前。正中有劉備貼金塑像，左側陪祀的是他的孫子劉諶。為什么兒子劉禪在這里沒有位置？據說，由于劉禪昏庸無能，不

能守基業，他的像在宋、明兩代几次被毀，后來就沒有再塑。兩側偏殿，東有關羽父子和周倉塑像，西有張飛祖孫三代塑像。東、

西廊房分別塑有蜀漢文臣、武將坐像各十四尊。   出劉備殿，穿過挂有“武侯祠”匾額的過廳，便到了諸葛亮殿。殿內正中

有諸葛亮頭戴綸巾、手執羽扇的貼金塑像，像前的三面銅鼓相傳是諸葛亮帶兵南征時制作，人稱“諸葛鼓”。鼓上有精致的圖案

花紋，為珍貴的歷史文物。 出諸葛亮殿往西可到劉備墓，史稱“惠陵”。   出“惠陵”是“武侯祠文物陳列室”，由郭沫若

書題。陳列有出土的蜀漢文物復制品和三國歷史圖片。武侯祠的字畫、對聯甚多，其中以宋代愛國名將岳飛書寫的《出師表》，

現代書法家沈尹默書寫的《隆中對》 引人注目。  



"攻心"聯研究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從公元 223 年修建惠陵、漢昭烈廟以來，歷代文人墨客、達官顯貴、聖賢后裔、普通百

姓常至此，或懷古訪悠，或憑吊先哲，或抒發豪情、或以古鑒今，或陪友賞園，內涵深邃，文化厚重，留下了許多故事，也留下

了許多懸念。成都武侯祠諸葛亮殿懸挂的趙藩"攻心"聯，便是其中之一：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

后來治蜀要深思。 

名聯寫作背景 

趙藩（1851--1927），云南大理府劍川縣白族人，字樾村，一字介庵。祖、父皆系儒師。藩幼從父學，被鄉人視為"神童"﹔十八

歲時曾隨族叔、率鄉勇與杜文秀領導的回族起義相抗擊。他從考秀才到 24 歲中舉，一帆風順。但此后他五次進京赴考皆落弟。

在這些漫長的往返途中，他接觸到許多民眾，對清末的社會矛盾有了較深的認識。這在他沿途寫的詩詞中得到反映。 

聯文中，"攻心"語出諸葛亮南征時，馬謖送行時建議："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愿公服其心

而已。"[10] 《孫子兵法·謀攻篇》曾說："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攻心""心

戰"是對孫子"伐謀""伐交"之說的提升。"攻心""心戰"的范疇更寬，包括計謀斗智、外交策略、民族政策及后世所說的思想、統

戰等工作。"反側"，語出《后漢書·光武帝紀上》："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令諸將軍燒之，

曰：'令反側子自安。'"后來遂以"反側"指懷有二心而疑慮不安的人。審勢即審時度勢，認清形勢，古人常說的"識時務為俊杰"。

但"勢"有局部與大局、眼前短暫之勢與歷史長期趨勢等種種區別。這里是統而言之。聯文字面可譯為：能采取攻心服人的，那些

疑慮不安、懷有二心的對立面便會自然消除，自古以來深知用兵之道的軍事家并不喜歡用武力解決問題﹔不能正確審時度勢的統

治者，其政令無論寬、嚴都會產生失誤，后來治理蜀地的人應對此深思啊。上聯所涉及的史料典故，即聯文的具體內容，學朮界

對其理解、認識基本是一致的。"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即諸葛亮征南中（包括今川南和云南、貴州廣大地區）時采用了馬謖的"攻

心"建議（見上），對叛而勝"為 高境界。此語本系對上文的闡述，又暗含典故：諸葛亮平南中后，大量起用當地土著民族首領， 

"皆即其渠率而用之" ﹔當時曾有人向諸葛亮勸諫，諸葛亮卻說："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

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舋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

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12]此后蜀漢政權在南中的統治才基本穩固。這里充分展示了諸葛亮"知兵"的

才智，"非好戰"又達到了征服南中、穩定南中、統治南中的目的。對下聯的理解和解釋，目前學朮界還有分岐，這涉及到對蜀漢

政權和諸葛亮的評價問題。第一類是從正面肯定諸葛亮的功績。認為"攻心"聯是對諸葛亮治國和作戰指導思想的總結[13] 。 

成都文殊院旅游簡介 （5元）---注意!!絕對超值的.能在里面泡半天.我在那領教了成都人的閑暇時光,擺龍門陣,喝茶,掏耳朵,

哇,,第一次看到人家拿那么些設備幫人掏耳朵的.) 

文殊院位于成都市西北角，是川西著名的佛教寺院。它的前身是唐代的妙圓塔院，宋時改稱“信相寺”。后毀于兵災。傳說清代

有人夜見紅光出現，官府派人探視，見紅光中有文殊菩薩像，便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集資重建廟宇，稱文殊院。 康熙帝

御筆“空林”二字，欽賜“敕賜空林”御印一方。康熙帝墨跡至今仍存院內。 丈殊院坐北朝南，建筑面積 11600 平方米。天王

殿、三大士殿、大雄殿、說法堂、藏經樓庄嚴肅穆，古朴宏敞，為典型的清代建筑。兩旁配以禪、觀、客、齋、戒和念佛堂、職

事房，形成一個封閉的四合院。兩相對峙的三檐式鐘鼓樓，鐘樓里懸有 4500 多公斤的銅鑄大鐘一口。觀音大士像為青銅鑄造，

可稱雕塑精品。護法神韋馱像，為清道光九年（1829 年）第七代方丈本圓用青銅翻砂而成，工藝精細，童顏神態，體現了“童

子相貌，將軍威儀”的風度。還有一尊列為“空林八觀之一”的緬甸玉佛，是院僧性鱗和尚于民國 11 年（1922 年）歷盡艱辛，

步行募化到緬甸請回的。 

另外，院內還有大小 300 余尊佛像，無論是石刻、銅鐵鑄造，還是木雕泥塑，均具有文物藝朮價值。 文殊院還珍藏有許多珍貴

文物和佛經、文獻上萬冊，如院僧先宗等 3 人于每日清晨刺舌取血書寫的“舌血經書”﹔明神宗的田妃繡的千佛袈裟﹔清楊遇

春長女以自己頭發繡制的水月觀音。 院內所藏唐僧玄奘頂骨尤為珍貴﹔1942 年在南京發現 3 塊唐僧頂骨，現 1 塊留存南京，1

塊送西安，因成都是唐僧的受戒地，1 塊就送成都。 游人還可在文殊院茶室品嘗四川特有的蓋碗茶，手捧茶船、茶碗、茶蓋，

耳聽民間藝人的彈唱，盡情領略川西風情。 

文殊院齋飯 

杜甫草堂旅游簡介 （30 元） 

杜甫是我國歷史上 著名的詩人之一，被人們稱為“詩聖”。杜甫草堂是杜甫的故居，坐落在成都市西郊的浣花溪畔，占地面積

24 公頃。 杜甫(712-770)，安史之亂后于公元 759 年由甘肅顛沛流離到了成都，靠了友人的幫助在城西浣花溪畔營建了杜甫草

堂。他在這里居住了將近 4 年，寫下了 240 多首詩篇。《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就是在這里寫的。為了紀念這位偉

大的詩人，北宋以來，就有人在詩人故居處建園立祠，供人瞻仰。當年杜甫居住的草堂早已不存在了。現在的杜甫草堂，實際上

是后人為紀念杜甫而建的一所優美園林。 杜甫草堂總面積為 300 畝，其間檐廊結構布局緊湊，位于詩史堂中的銅色杜甫像，恢



宏古朴，工部祠堂內供奉有杜甫的泥塑像，栩栩如生，讓人頓生敬慕之情。草堂內，小橋、流水、梅園、竹林交錯庭中，另有春

之梅，夏之荷，秋之菊，冬之蘭可賞，置身其中，讓人可發思古之幽思，又享大自然之浪漫。 杜甫草堂主要建筑自前至后有大

廨、詩史堂、柴門、工部祠、'少陵草堂'碑亭等。 大廨里陳放著國畫杜甫堂全景和杜甫生平介紹。詩史堂正中是杜甫行吟的雕

塑之像，壁柱間懸挂著歷代石刻杜甫像的拓片、木刻板和紀念詩人的對聯﹔兩側陳列室展出近代書畫家的'杜甫詩意畫'和書法。

工部祠內有杜甫彩塑像，明、清石刻像和兩通'少陵草堂圖'碑刻﹔后人把在四川當過地方官的宋代著名詩人黃庭堅和陸游，也塑

像配祀祠內。'工部祠'左邊的'草堂書屋'和右邊的'恰愛航軒'，陳列著宋代以來各個時期的古版杜甫作品和各種外文譯本。 杜

甫草堂內溪流環繞，竹木蔥蘢，台池閣掩映在花木叢中，是一處頗有特色的祠宇園林。  

四川成都望江樓旅游簡介（2元） 

望江樓位于成都九眼橋錦江岸邊，相傳唐代女詩人薛濤曾在此汲取井水，手制詩簽，留下了許多幽怨動人的詩句。明清兩代先后

在這里建起了崇麗閣、濯錦樓、浣箋亭、五云仙館、流杯池和泉香榭等建筑。民國時辟為望江樓公園，成為市內著名的風景點。 

一進望江樓大門，映入眼帘的是茂盛的竹林，因薛濤一生愛竹，后人便在園中遍植各類佳竹，其中有不少為名品，如人面竹、彌

勒竹、方竹、觀音竹、雞爪竹等，品種多達 100 余種。其中不乏海內珍品，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四季蒼翠，情趣無窮，徜徉其

間，使人俗念頓消。是成都觀竹 佳處。  園內崇麗閣俗稱“望江樓“，高達 30 余米，一度成為成都的象征。薛濤愛竹，公

園也以竹為特色，品種多達 100 余種。其中不乏海內珍品，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四季蒼翠，情趣無窮，徜徉其間，使人俗念頓

消。 望江樓公園 宏麗的建筑是高 39 米的望江樓，又稱崇麗閣，共 4 層，上兩層平面為八角形，下兩層為四方形。每層的屋

脊、雀替都飾有精美的禽獸泥塑和人物雕刻。閣頂為鎏金寶頂，麗日之下，金光閃閃，耀眼奪目。設計巧妙，飛檐翹角，雕梁畫

棟，雄偉壯觀。登樓遠眺，高杰櫛比，錦江春色，盡收眼底。此外，吟詩樓四面敞開，三疊相依﹔濯錦樓兩層三間，狀如舟船。

一閣兩樓與毗連的五云仙館，構成極富四川風格的園林建筑群。 據說薛濤用這里一口古井的水制作了一種紅色的小箋，其色彩

絢麗且又精致，唐著名詩人韋庄還曾向她乞求呢。現古井還在，旁立有碑石，上書“薛濤井”三字，為清康熙時成都知府翼應熊

的手跡。 薛濤(？-約 834)字洪度，原籍長安，隨父宦居蜀中，自幼聰穎好學，才智出眾。父喪后，因家貧，十五歲編入樂籍。

她能詩善文，又諳練音律，時稱女校書。據記載，薛濤有詩五百首，與她同時的著名詩人元積、杜牧、白居易等，都對她十分推

崇，并寫詩互相唱和。園內的崇麗閣和濯錦樓枕江而立，是園里的主要建筑。崇麗閣是一座高 27.9 米的木質結構的高大建筑，

其名取義于晉代文學家左思的《蜀都賦》中的"既麗且崇，實號成都"一句，因其矗立在錦江岸邊，民間稱之為"望江樓"。濯錦樓，

共五楹，四面均為門窗，略似船形，四周花木扶疏，典雅優美。吟詩樓是依據薛濤生前的吟詩樓修建的，三疊相連、四面敞軒的

樓身掩映在江邊柳蔭竹影之中，波光云影相襯，顯得格外秀麗颯爽，頗具畫意詩情。五云仙館、泉香榭、枇杷門巷、清婉室、浣

箋亭等紀念性建筑群，布局精巧，題詠碑刻、匾聯書畫甚多。崇麗閣南面的薛濤井，是明代蜀潘王仿制薛濤箋處。"薛濤井"三字，

是清康熙六年，成都知府翼應熊手書。 薛濤塑像位于園中幽篁深處，1984 年建成。塑像高 3米、由漢白玉雕成，四周碧水環繞、

地面綠草如茵。薛濤墓 1994 年 10 月恢復修建。由墓碑、墓體、墓基平台組成，墓碑上題有"唐女校書薛洪度墓"。墓四周由青磚

砌成矮牆圍護，配置有草坪、小桃花、翠竹。讀竹苑 1995 年始建，為公園的品種竹區。苑內翠竹叢叢，疊石配景，漢白玉石碑

上刻有薛濤和歷史名人詠竹畫竹的佳作，構成一幅幅的竹石圖景，寓意深邃。 薛濤一生愛竹，贊頌竹"虛心能自持"，"蒼蒼勁節

奇"。為紀念薛濤，后人在園中遍種各類佳竹，薈萃了國內外一百五十余種竹子，其中不少品種是很名貴的。這些竹子姿態萬千，

各有妙趣。如粉筆竹，通身粉白，好似冰肌玉骨的婷婷少女﹔人面竹，在接近根部的竹干上重重疊疊地布滿奇節，就像一張張人

的面孔﹔佛肚竹的節間光滑凸出，猶如笑羅漢的便便大腹。還有質地堅韌的方竹，軀干高大的雞爪竹，飄逸瀟洒的鳳尾竹，文雅

娟秀的觀音竹……它們各呈丰姿，而又和諧相處，或互抱成叢，或交織成廊，或夾成濃蔭幽徑……人們把這幽篁如海，清趣無窮

的園林，譽為"竹的公園"，中外游客，詩人常來此尋幽訪古，流連憑吊。 

看川戲： 

1．“悅來茶館”（ TEL：86782057，華興正街，錦江劇場旁），每周二、六下午 14：00─16：00 有川劇表演，在此喝茶可免費

觀看川劇，價格便宜。 

2 順興老茶館★★★★☆：位于加州酒店三樓。現代包裝的老茶館，成都唯一能見識變臉、噴火、吹燈等國粹表演的地方。 

美食： 

• 成都市飲食公司龍抄手餐廳  

成都市春熙路南段 6-8 號 電話：一樓(028)6720287 小吃套餐 18 元/套或 28 元/套，單點從 1、2 元到 4、5 元（大份），始建于

1940 年 特色小吃源于民間，用料廣泛，制作精細，菜品風味獨特，百菜百味，色香味形俱全。尤以皮薄、餡嫩、湯鮮的當家小

吃"龍抄手" 為著名由楊炳森創辦，原名為“龍抄手”，1987 年擴建后改名為“龍抄手餐廳”，以經營小吃和川菜風味為特色，

主要名點名菜有“抄手”、“白果糕”、“羊肉粉”、“菊花魚翅”、“三色鱖魚”等。 

• 陳麻婆豆腐餐廳  



地點：四川省成都市西玉龍街 197 號  電話：(028)6754512 特色：陳麻婆豆腐始建于清同治年的成都北郊萬福橋。據《成都

通覽》記載：清朝末年，陳麻婆豆腐被列為成都的著名食品，二十年代即已聞名遐邇。 

陳麻婆豆腐”（青羊宮對面），麻婆豆腐 6 元/大份、3元/小份，宮保脆豆腐 8元，米飯 1元/人，筷子 0.5 元/套。 

• 三清茶室  

成都市新開街 10 號   電話：(028)6657848  特色：大藝朮家徐謂說："世間萬物皆草書"，草書盡收世間萬物。三清茶室這

個格局古朴典雅、小巧玲瓏的都市明珠，就是源于這個抽象的理念，給人以極大的想象空間。室內碑、匾、亭、井、樓、堂各具

特色又渾然一體，特別是堂內大型草書雕版陸羽茶仙的《茶經》，道教先哲老子的《道德經》，洋洋一萬二千余言，屬絕無僅有的

藝朮珍品。   

• 賴皮魚之“賴皮魚冷鍋魚”：選天然黔魚為主料，輔以四川地道調料烹制，以其味美、刺少、肉嫩、皮腴的特點大受青睞，迅

速走紅全國，形成了路邊小店排班站隊的獨特景觀。 

• “老號無名包子”（長順上街路口）。 

包子 0.6 元/個 （各種口味，肉包子 好吃，還有豆沙，玫瑰白糖等餡），大米棒渣稀飯（當地叫稀飯，如果說粥“小妹”聽不

懂）0.5 元/碗，茶葉蛋 0.6 元/個，咸菜 0.5 元/碟，泡菜免費。 

• 太安居豆花牛蛙”（長順上街路口，挨著“老號無名包子”） 

牛蛙（青蛙）40 元/斤，紅油湯里還有鹵水老豆花（非常入味）、鮮榨菜、花生米和炸黃豆。晚上 7 點左右老板會問要不要冰涼

粉，外面小攤賣的，象果凍一樣的透明涼粉、冰塊、山楂片、葡萄干，再澆上紅糖水，酸甜冰涼，是 佳的火鍋伴侶，1.5 元/

碗。如果還有胃口的話，特別推荐門口“蛋烘糕”（有甜、咸各種餡，0.5 元/個，我喜歡果醬餡），“無名燒烤”（素菜 0.5 元

/串，葷菜 1元/串，几乎任何菜都可以烤，我要的茄子、小土豆、年糕片、排骨、海螺肉一共 3.5 元。先把菜用油炸一下，再加

入洋蔥、芹菜末，在鐵板上用小鏟把大塊菜切小，加各種調料翻炒后裝在快餐盒里，即食或帶回家。 

• .“重慶劉一手毛肚火鍋店” 

（成都有很多分店，杜甫草堂北大門旁，武侯區的錦繡路 33 號、龍江路 19 號附 4-11 號都有），我們在新都桂湖對面的分店吃的，

10 個人一共花了 220 元（其中生啤飲料占七、八十元），素菜 2、3元，葷菜 5元起，紅油鍋底免費，鴛鴦鍋底 10 元，小料一般

免費或 1 元/人（成都大部分火鍋店都這樣）。一定要嘗生摳鵝腸和鮮鴨血（在北京很難吃到），吃完火鍋再來兩份紅薯餅，每人

一碗冰涼清甜的八寶粥 

• 玉林串串香” 

（到處都有），鍋底免費，小料 2 元/份，素菜 0.1 元/串，葷菜上有的會叉兩個竹簽，結帳時數竹簽，一個一毛錢。我們兩個人

到玉林總店吃了三十多串（吃的 少的，沒點飲料，喝免費茶水），結帳 7元 

•川菜以辣聞名天下，卻不僅僅止于辣味。川菜屬中國四大菜系（川、粵、京、蘇）之一，其強勁的勢力早已滲透到全國各地每

個角落。川菜的招牌菜有：麻辣豆腐、八味冷碟、樟茶鴨子、鍋巴肉片、魚香肉絲、宮保雞丁、酸辣蹄筋、抄手肉片、回鍋肉、

螞蟻上樹、玉筍鴨舌、水煮牛肉、東坡肘子、粉蒸牛肉、酸菜魚等。川菜中 具革命性的是火鍋，火鍋以其包羅萬象、熱情似火、

平易近人的特點迅速的、地毯式轟炸般地征服了全中國人民的脾胃。四川的火鍋花色品種繁多，鍋底就有數十種，原料更是數不

勝數，可以說，凡是可以吃的東西皆能下火鍋涮、煮、燙。 另外，四川還有 2000 多種名小吃，著名的有：龍抄手、賴湯圓、

夫妻肺片、鐘水餃、擔擔面、韓包子、龍眼包子、陳麻婆豆腐、樟茶鴨、王胖鴨、重慶王鴨子、治德號小籠蒸牛肉、自貢火邊子

牛肉、成都張老五涼粉、川北涼粉、宋嫂面、二姐兔丁、牛肉焦餅、老四川燈影牛肉干等。 

·成都的飲食街集中在：羊式街西延線、科華北路、領事館路、望平街等 

老字號名小吃  地點   電話 

龍抄手  春熙路南路 68 號  86676345 

 十二橋路 37 號  87749842 

紅星兔丁  武侯祠大街 180 號附 5號  88195396 

賴湯圓  總府街 27 號  86629034 

陳麻婆豆腐  西玉龍街 197 號  86627005 

夫妻肺  長順中街 154 號  86253359 

 武侯祠大街 36 號  85534061 

 上東大街 132 號  86672037 



鐘水餃  提督街 7號  86753402 

韓包子  武侯祠大街 240 號  85538983 

 長順中街 154 號  86257373 

成都擔擔面  提督街 41 號  86744134 

 武侯祠大街 242 號  85541099 

宮廷糕點  王岳宮街 11 號  86942646 

建設路 61 號  84338399 

 

• 大眾美食───沙西線 

這條美食街興起，兩大因素起著重要作用：成都會展經濟的興起和交大居住區的發展。會展中心就是一座綜合性的餐飲娛樂城，

里面既有餐廳又有茶樓酒吧以及游泳池等設施，定位在商務和公務消費，其價格中偏上﹔從會展中心出二環路就到了交大路，

新山城菜根香交大店、佳韻川菜、紅月居、藍色港灣、鄭連鍋等酒樓都是大眾化消費的川菜酒樓。此線有每日爆滿的夕陽紅老

菜館，其大媽紅燒肉、大媽帶魚等大媽系列菜品傾倒八方食客﹔故鄉緣川菜館院中有院，小橋流水，還有那川味濃厚的合歡香

菇包，脆皮粉蒸肉、江鰱系列菜品﹔順興老茶館的功夫茶、名小吃、變臉、吐火、滾燈，將川菜、川酒、川茶、川戲之風采一

并領略。 

• 經典美食───羊西線 

羊西線美食一條街早已聞名全國，承載了成都餐飲的大部分輝煌，品牌餐飲云集，高中低檔紛呈，中餐為主兼有火鍋，它還帶

動了旁邊的府南新區火鍋一條街的崛起。羊西線上有一 批名噪全國的餐飲品牌：銀杏、順風肥牛、南台月、重慶菜根香、福萬

佳、榮興苑、快樂老家、紅杏、大蓉和、陶然居、巴谷園以及毛家飯店等等。銀杏是川菜中餐的頂級品牌，近十年來傲立潮頭，

羊西店是高檔的潮州菜酒樓﹔順風肥牛、小肥羊和毛家飯店是外來品牌川化后興旺的典型，順風肥牛的牛肉生吃風味頗佳，小

肥羊分紅鍋和白鍋，菜品中增加了鵝腸、毛肚，毛家飯店的紅燒肉、臭豆腐和剁椒魚頭堪稱三絕﹔那紅杏酒家，是將傳統川菜

做得出神入化而天天排隊候座的典型，紅杏雞和鱔段粉絲等招牌菜品長盛不衰﹔大蓉和是將川菜與湘菜融合的榜樣，也是食客

每天排班站隊，其開門紅、蓉和第一骨、吉利香菜丸等菜品令人贊不絕口﹔陶然居則是重慶川菜品牌到成都來大獲成功的典型，

其辣子田螺、芋兒燒雞和串串兔在川渝家喻戶曉﹔南台月是西延線上歷史 為悠久的品牌餐飲之一，其南台月秘制骨等中國名

菜和 3．8元一份的宵夜都獨具特色。 

• 華興街去吃，（雖然遠了點）“自力”面館（東風背后）很容易找的。吃排骨想把骨頭吞了，成都風味的素交炸醬、脆紹面 

• 靠近自力有條小小巷子，有家典型的蒼蠅館子，叫雨田，賣的紹子蒸蛋，之好吃！！強烈推荐啦 

盤餐寺的鹵菜好吃，王府井旁邊那條路順到往里走的“王梅串串香“是與”玉林串串“齊名的哈，再里頭還有何氏冷鍋魚也不

錯，到王梅串串前有個岔路，左拐，再找一找，一個”三倒拐• “燒菜店，號稱成都數一數二的，分舵不少哈，味道確實不錯。 

• 夫妻肺片，據說是有來歷的，但怎樣的來歷我沒有搞清楚。只是記得那薄薄的肉片配上辣的湯汁是別樣的味道。位于春熙路

的正對面。 

•鐘水餃，之所以與其他的餃子有區別，是因為形狀與家常的有區別，調制的陷以大肉為主，澆上精心制作的麻辣汁，入口鮮美，

記得是在春熙路的后面。 

賴湯園之所以出名，我一直覺得很是奇怪的，因為對于甜的東西，一直是我排斥已久的，只是因為出名，所以要去品嘗。可能

是因為餡的制作手法精良，以及做法的區別，對于它的味道我記得不是很清楚。但要去了成都是一定要吃的。 

• 兩天吃遍成都老字號 

第一天：  

早點：擔擔面、燉雞湯 ──在天府廣場乘車４路車。在“八寶街”站下車，對面就是紅光電影院，紅光電影院左邊的有家老字

號燉雞面。點二兩擔擔面，一碗燉雞湯。八寶街的燉雞湯和擔擔面 為地道，但一定不能去得太晚，該店過了中午一點就打烊了。

總共花費６元。  

午餐：陳麻婆豆腐── 青羊宮對面的百年老字號，乘２７路、５路等公共汽車。假如你不知道怎么找這個車站，去天府廣場能

坐到５路車，在“青羊宮”站下車。點麻婆豆腐。據說這一家是資格 老的麻婆豆腐，是此菜的發祥地。再點些有四川特色的其

他菜陪襯一下。 

加餐：譚豆花 ── 乘４路車，“北巷子”站下車。店雖小，可是名聲在外，下車后隨便找人打聽“小譚豆花”就找著了。點小

譚豆花，夏天 好點一份冰醉豆花，用的是甜米酒做的豆花。中午沒吃飽可以在此吃一碗豆花面。花費５元。 

晚餐：成都皇城老媽總店 ──琴台路總店。外地人 好點鴛鴦鍋。想吃好，每人得花５０元以上。 



夜宵：自己去買老字號鹽鹵菜的冷淡杯 ──推荐廖記棒棒雞、二姐兔丁、夫妻肺片、九尺板鴨等，順便提及一下，啃鹵兔子頭

是成都一大特色。上午去八寶街時，可以順便在街對面二十步的地方買到二姐兔丁。就算萬一沒看到具體位置，成都人都好吃，

一打聽別人就會詳細指路的。花費１０元以上就可以吃好。 

第二天： 

早餐：鐘水餃、賴湯圓 ──乘４路車，在蜀都大廈下車。只有三十步不到。點一兩鐘水餃、一兩賴湯圓。花費共６元不到。 

午餐：譚魚頭──乘５路、２７路等車，在“青羊宮”下車。一定要點紅味鍋，白味相對紅味差太遠了。成都青羊宮是總店。 

加餐：各小吃攤攤，車子推著賣的 ──去春熙路的好吃街。推荐成都味的路邊燒烤攤，和外地的絕對是兩種味道，還有洗臉盆

裝的一兩角錢一串的串串香，很有地方特色。挑擔擔賣的豆花，如果叫兩元一碗可以講價成一元。花費５元錢可以吃舒服，但不

要吃太多，小心拉肚子。 

晚餐：新派川菜──推荐巴國布衣，菜根香。點菜要點泡椒炒墨魚仔、香辣蟹等，可以問服務員他們的 新拿手菜，花費自便。 

夜宵：麻辣燙──一到晚上，成都各小街小巷到處擺滿了小桌子小凳子賣麻辣燙，不吃真可惜。一角一串，不過，一角錢只有指

甲蓋那么大一坨肉。 

提示：寬巷子：同仁路和長順街之間有几條巷子， 著名的就是寬巷子和窄巷子。據說清朝八旗子弟駐扎于此，老房子門樓古舊，

瓦上生著青苔。也有几座重建翻新的私宅，大門半掩半開或禁閉深鎖。但是不久這里要拆遷“修舊如舊”，恐怕也就失了原有的

韻味。外來的游客常常在此流連。住在小觀園（寬巷子靠近同仁路口），清晨被院里的鸚鵡叫醒，出來沿寬巷子往長順街方向溜

達，經過几個豪門私宅，碰到龍堂（青年旅社）門口茶社的老板正開門擺攤，昨天潑在路中的殘茶已經掃淨，打個招呼“有空就

過來喝茶”。到長順上街路口的“老號無名包子”叫碗稀飯再來倆包子。吃完往回走，正趕上長順街農貿市場門口有社區組織的

文藝演出，坐在路邊台階上和賣花、賣水果的小販一起看熱鬧的歌舞，順便花兩、三元賣扎茉莉花，几串黃果蘭。 

· 《錦里》：錦里是在武候祠旁邊新開的風俗小街。這名字起得真是挺有味道的呢。在短短的几百米路上，新修了很多有民俗特

色的建筑。里面可以看川劇，嘆蓋碗茶，買特產，嘗民間美食，我想對于來成都玩的旅客來說，是一個很全面、很方便了解成都

風俗的地方吧。 

· 《琴台古徑》：東有春熙，西有琴台。找一個下午，到琴台后的百花潭公園閑逛，然后到散花樓去喝杯茶、聊聊天、打打牌、

或者看看書，才能體會到成都的那份悠閑。晚上，再到琴台看一下夜景，吃一頓皇城老媽，日子就是這樣簡單 

• 自晚間 8 點到”海南云天”浴室(羊市街西延線快到王建墓的一個路口),男生女生分別寄放行李后,各自入內行浴,細雨浴、桑

拿浴….各種丰富的浴池讓我等終于回復人形。完后，免費電影、乒乓球、雜志….等醒來，已是第二日！這種享受只需 38 元！

比住酒店划算多了。 

【名稱】：奇香韓慎齋燈影牛肉粒（五香味） 【廠商】：韓慎齋【規格】：200g 【定價】：25 元 【地域】： 川味川情  

【商品說明】： 成都老字號韓慎齋燈影牛肉是成都韓氏于 1911 年研究創造。韓記燈影牛肉選料精純，用精牛腿肉剔盡筋膜，使

用精鹽和多種上等佐料腌制，在蒸烤過程中不粘一點生水，故能保持本味。其特點為質薄如紙，細酥微甜，入口化渣，味道鮮美，

風味獨特。相傳公元 815 年，元慎左遷四川通州司馬偶至一小酒店，店家以山. 

游線： 

1．望叢寺──青城山──都江堰。 

2．名人故居游：文翁石室──杜甫草堂──陸游祠、罨畫池──李?人舊居──巴金故居。 

3．陵寢文化游：武侯祠──王建墓──明蜀僖王陵。 

4．古文化遺址游：成都平原史前遺址──金沙遺址──成都古蜀船棺合葬墓──水井街酒坊遺址──什方堂邛窯遺址。 

5．道教文化游：鶴鳴山──青羊宮──純陽觀。 

6．佛教文化游：其一，大慈寺──昭覺寺──石經寺──洛帶古鎮﹔其二，花置寺摩崖造像──觀音寺──黃龍溪古鎮。 

7．民俗文化游：寬巷子、窄巷子──川劇──蜀茶道。 

8．美食購物游：成都名小吃──春熙路──川菜──火鍋。 

 

備注:資料內如門票價位等有些差異(漲價) 

絕大多數都是借鑒前輩旅游的游記心得,,我的游記還沒出籠,以后有時間再對其更正,,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