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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早报记者冯浕

省文化和旅游厅联
合全省 21 个市（州），围
绕“安逸四川·冬游天府”
主题，切实优化匹配丰富
多彩的文化旅游资源，将
我省众多冬季旅游产品
融入“冰雪”“温泉”“阳
光”“节庆”四大特色品
牌，尊重市场需求热度规
律，营造媒体宣传热点，
着力发挥全媒体公众宣
传作用，充分调动旅游企
业参与的积极性，以“1+
N”的形式组织开展四川
冬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
切实唱响四川冬季文化
旅游品牌。

2019“安逸四川·冬游
天府”旅游季活动涉及全
省 21 个市（州）、183 个县
（市、区）。活动时间从
2019 年 11 月 20 日至 2020
年2月底，为期100天。活
动惠民福利多，既有免费
抽取门票、打折的文化旅
游创意产品，还有丰富多
彩的文艺演出。

截至目前，我省 11 个
冰川冰瀑景区、10 个滑雪
场、14个温泉景区、53个康
养景区共推出冰雪主题活
动 7 项、温泉主题活动 15
项、阳光主题活动8项、节
庆主题活动82项。

据了解，为推动冬季
文化旅游持续发展，省文
化和旅游厅发布了《四川
省发展冬季旅游三年行
动计划》，提出了发展冬
季 旅 游 的“123”计 划 和

“ 六 大 行 动 ”。 其 中 ，
“123”计划的“1”是擦亮
“安逸四川·冬游天府”品
牌，“2”是冬季旅游倍增
计划，“3”是打造冰雪旅
游、温泉旅游和阳光康养
3 大产业集群。“六大行
动”分别指实施传统冰雪
旅游产品提升行动，实施
现代冰雪旅游产品打造
行动，实施温泉旅游精
品项目培育行动，实施
冬季阳光康养度假整合
行动，实施“1+N”节庆品
牌培育行动和实施冬季
旅 游 市 场 环 境 优 化 行
动。根据该行动计划，
四川推出 9 项冬季旅游
活动、8 条冬季旅游精品
线路和 30 个冬季旅游重
点投资项目。

赏冰雪、泡温泉、沐阳光……

冬游天府 路线给你备齐了

1、毕棚沟冰雪2日自驾游
D1：成都—甘堡藏寨—古
尔沟

亮点：甘堡藏寨徒步
D2：古尔沟—毕棚沟—成都

亮点：毕棚沟冰雪体验
2、达古冰川冰雪3日自驾游
D1：成都—汶川—茂县—
黑水

亮点：岷江峡谷、色尔
古藏寨
D2：黑水—达古冰山景区—
黑水

亮点：低海拔冰川、藏
家风情篝火晚会
D3：黑水—茂县—汶川—成都

亮点：白石羌寨、羌族
博物馆
3、虎牙藏乡、冰瀑徒步2.5
日自驾游
D1：成都—绵阳—江油—
平武
D2：平武—虎牙乡—虎牙大
峡谷

亮点：虎牙冰瀑、篝火
晚会
D3：虎牙—平武—江油—成都

亮点：江油肥肠粉
4、九寨沟国际冰瀑旅游节

九寨沟国际冰瀑旅游
节每一届的主题都不一样，
活动形式也不同，均根据当
年旅游情况制定。常见的
活动内容有冰瀑节开幕式、
图片展、选美大赛、景区发
展论坛、摄影比赛、旅游推
介会、景区藏寨庆新春等活
动。活动内容以互动、热闹
为主题，凸显节气风格。
5、冰雪嘉年华2日游

成都—眉山瓦屋山/冰
雪嘉年华—峨眉山/冰雪温
泉节—成都

成都—西岭雪山/南国
冰雪节—都江堰/温泉养生
文化节—成都
6、九寨冰瀑3日游

成都—九寨沟/冰瀑旅
游节—成都
7、峨边黑竹沟、乐山美食3
日自驾游

D1：成都—乐山—黑
竹沟

亮点：老灶柴火鸡、黑
竹沟温泉

D2：黑竹沟景区—峨眉
亮点：峨眉鳝丝
D3：报国寺—乐山古市

香跷脚牛肉—成都
亮点：跷脚牛肉

冬天来了！冰雪、
温泉、阳光，你最想要
哪一样？12月3日，天
府早报记者从四川省
文旅厅获悉，“安逸四
川·冬游天府”旅游季
目前正在火热进行中。

1、峨眉温泉、乐山美食温泉之旅
3日自驾之旅

成都—乐山—柳江古镇—
七里坪温泉—峨眉山-成都温
泉

亮点：七里坪温泉体验、
峨眉温泉体验
2、雅安、海螺沟温泉3日自驾之
旅

成都—雅安—泸定—海
螺沟-成都

亮点：雅安周公山温泉、
海螺沟冰川和温泉
3、雅安、西昌温泉3-4日自驾之
旅

成都—雅安—西昌螺髻
山—红格成都

亮点：雅安周公山温泉、
西昌螺髻山温泉、红格温泉
4、大邑温泉、西岭雪山2日自驾
之旅

成都—大邑花水湾温泉
—西岭雪山滑雪场—成都

亮点：花水湾温泉、西岭
雪山
5、古尔沟温泉2-3日自驾之旅

成都—都江堰—汶川—
理县—成都

亮点：理县古尔沟温泉
6、罗浮山温泉2日自驾之旅

成都—德阳—绵阳—安
州—成都

亮点：安州罗浮山温泉
7、广元天赐温泉3日自驾之旅

成都—德阳—绵阳—广
元—成都

亮点：广元天赐温泉
8、麓堂温泉2日自驾之旅

成都—德阳—麓堂—成
都

亮点：麓堂温泉
9、成都温泉美食之旅2-3日游

成都—温江—崇州—花
水湾

亮点：温江鱼凫温泉、花
水湾温泉
10、西部大峡谷温泉3-4日自
驾之旅

成都—自贡—宜宾—成
都

亮点：自贡灯会、宜宾蜀
南竹海、西部大峡谷温泉
11、川东温泉3日自驾之旅

成都—遂宁—南充—达
州—开江—成都

亮点：开江温泉
12、峨眉山冰雪温泉节：

以“激情峨眉山、亲情氡
温泉”为主题，融冰雪、温泉、
美食、武术、度假等六大系列
活动为一体，从每年12月6日
至次年2月 28日举行。推出
水中拔河、街舞、民族风情表
演，SPA度假套餐、温泉节、狂
欢美食月活动以及高山滑雪、
趣味滑雪、雪地拔河、雪地寻
宝、狗拉雪橇、雪上飞碟、雪上
飞船等雪上项目。
13、“温泉＋”体验3日游

成都—雅安/周公山温泉—
海螺沟/冰雪与温泉旅游节—成
都
14、温泉系列

成都—西昌—泸沽湖—
螺髻山温泉4-5日游

成都—理县古尔沟温泉
—鹧鸪山滑雪场—马尔康—
金川4-5日游

成都—攀枝花—红格4-5
日游

温泉主题活动

1、阆中市落下闳春节文化博
览会2/3日游

成都—南充—阆中古
城—成都
2、自贡国际恐龙灯会+燊海
森林海汤神泉2日游
成都—自贡/灯会+温泉—
成都
3、东坡文化节2日游

成都—眉山/三苏祠—
瓦屋山/柳江古镇/七里坪
温泉—成都
4、武侯大庙会1日游

成都—武侯祠/锦里—
成都
5、新春新春庙会2日游

成都—武侯祠/锦里—
德阳/三星堆—庞统祠新春
庙会—成都
6、川南民俗3日游

成都—自贡/灯会—宜
宾市/兴文石海、僰王山—
成都
7、藏历年

是藏族人民的传统节
日，藏历新年期间，在藏区
将举行一系列的文化体育
及民俗活动，包括赛跑、赛
马、拔河、射箭、游戏、舞蹈
等活动。
8、羌历年

主要分布于四川省绵
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和阿坝
州的茂县、松潘、汶川、理县
以及其他羌族聚居地。羌历
年于2006年被四川省人民
政府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2008年6月，“羌
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9、“千龙千狮闹新春”活动

在春节、元宵节期间，
全省各地以县（市、区）为单
位，组织开展舞龙舞狮活
动，形成“千龙千狮闹新春”
的浩大声势，把浓浓的亲
情、友情、爱情贯穿于活动
之中，充分展现团聚的喜
悦、团圆的幸福、团结的力
量，营造万家团圆、国泰民
安的新春节日氛围。
10、自贡恐龙灯会

自贡恐龙灯会被国家
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为“中国
民间艺术游”“中国百姓生活
游”和向海外推出的大型民
俗文化活动，吸引了近1.5
亿中外游客，被誉为“高品位
的艺术”“流动的文化旅游资
源”“民族传统文化的骄傲”。
11、武侯祠成都大庙会

是成都最早的庙会，作
为成都大庙会的举办地，武
侯祠博物馆在文艺演出、互
动游戏、主题灯组、特色展
览和民间工艺、小吃展销等
方面精心组织，同时挖掘传
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不断丰
富大庙会内容，打造出充满
魅力的特色文化品牌。

1、回三线/趣康养
成都—攀西阳光康养—

红格温泉—三线文艺活动 7
日游

成都—攀枝花—西昌—
米易—盐边7日游
2、阳光米易
成都—米易阳光旅居3-4日游
3、大美攀西

攀枝花—米易—盐边—
会理—西昌阳光休闲5日游
4、高原阳光之旅

成都—桃坪羌寨—毕棚沟
—卓克基官寨—金川4-5日游
5、冬日暖阳之旅

成都—雅安—西昌（邛
海、泸山、卫星发射基地等）
4-5日游

6、女儿国探秘之旅
成都—西昌—泸沽湖4-5

日游
7、攀枝花欢乐阳光节：

以“畅享缤纷冬日，相约
阳光花城”和“阳光、运动、休
闲、养生”为主题，以提升“中
国钒钛之都”形象，打造“阳光
花城”城市品牌为目标，活动
内容丰富，热点纷呈，精彩不
断，为冬季的攀枝花增添了一
道绚丽的风景，更为远道而来
的各界朋友及广大市民奉上
了一道节日盛宴。
8、欢乐阳光3日游

成都—攀枝花/欢乐阳光
节—凉山州/宁南乡村旅游节
—成都

阳光主题活动

节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