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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速览 Cty Brief

城市印象1

# 黄山云海 ## 奇松怪石 ## 五岳奇山 ## 徽州美食 #

黄山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内，东邻浙江，南连江西。提起黄山，
许多人都会想起徐霞客曾经说过：“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
归来不看岳”，却往往忽视了它还拥有诸多徽派建筑与徽州
美食，旅行者除了可以在这里欣赏黄山景区内雄浑峻峭的山
峰，还能领略到徽州文化的美妙。

目的地情报

目的地 
黄山

所属大洲
 亚洲 

外文名
Huangshan

别名
徽州

官方语言  
普通话 

面积 
面积 约 9807 平方千米

著名景点
 黄山风景区 宏村 西递 翡翠

谷 塔川村

人口 
约 140 万人

特色美食 
毛豆腐 臭鲑鱼 蟹壳黄 石鸡  

南航航班信息 
目前，南航已开通广州、

深圳直飞黄山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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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屯溪老街上挑选手信
走在古色古香的步行街上，就连买买买也带了几分诗意的气息。

漫步在宏村里看炊烟袅袅升起
游走在古朴的徽派建筑之间，静静体会属于当地人的慢生活。

乘船游览新安江
一艘船，一条江，你看两岸山水如画，而船上的你亦在画中游。

与黄山上的迎客松合影
从小就在课本上见过的迎客松，遇见了怎能错过？

吃一次徽州毛豆腐
品尝只有当地才能吃到的毛豆腐，才不算辜负当初看《舌尖上的中国》时流下的口水！

轻轻抚摸黄山上的奇石
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能让你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早起从光明顶看日出
经历辛苦登山后看到的日出，总是美得动人心魄。

登一次黄山
人生至少要有一次，用尽全力登上属于自己的高峰。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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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做的事To Do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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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日历 Travel Calendar

五猖会 中国黄山国际旅游节 重阳庙会
每年举办一次的中国黄山国际
旅游节是黄山最盛大的节日，
旅游节期间举办的活动丰富多
彩，除了黄山风光之旅，还有
徽州民风民俗表演、黄山旅游
摄影展、黄山书画展等精彩活
动。

每年重阳节前后三天，是临
溪镇举办传统庙会的日子。
当地人在这几天不仅会带着
自制的商品和各种农副产品
来交易，还会通宵达旦地搭
台唱戏，十分热闹。

每年农历五月一日，休宁县海阳
地区的百姓们会举办五猖庙会烧
香祈福，更有杂耍戏剧环节，场
面十分热闹盛大。

穿衣指南
黄山地区气候多变，如夏季前往登山，除带上防晒霜之外，
最好带上雨具。冬季如登山欣赏雾凇、冰挂等美景，需做好
保暖准备，备好防滑的鞋子。

最佳旅行时间
每年 3-5 月及 9-10 月是黄山的最佳旅行季节，此时正值春
秋两季，黄山气候宜人，旅行较为舒适。如在 6-8 月前来，
须做好防雨准备；11 月 - 次年 2 月，在黄山可以欣赏到雾
凇和冰挂的美景，但此时会有部分景点关闭。

消费水平
黄山市区内的消费水平相对较低，但黄山景区内的消费较高，
矿泉水价格为 10-15 元 / 瓶，素菜 50 元左右，荤菜 100 元左右。
住宿方面，黄山市内的客栈标间价格在 200-300 元左右，条
件较好的酒店价格在 400-800 元左右，黄山景区内山顶上的
酒店则要更贵一些。

May

1
November

1 八-初十

September

初

通信
黄山城市区号 0559

WiFi 网络
黄山市内酒店、餐厅基本都覆盖了 WiFi 网络，旅行者无需
担心网络问题。如在景区内登山，建议使用手机流量。

注意事项
1. 黄山部分山峰景点会在冬天关闭，建议旅行者出发之前了
解清楚；

2. 从黄山市区前往黄山风景区时，租车的正常价格为 150-
180 元，如司机报价明显低于 100 元，请谨防上当受骗；

3. 黄山景区内物价较高，旅行者爬山时可自带干粮和水，但
不宜过多，以免损耗过多体力。

4. 黄山景区内石阶较多，部分路段险奇，登山过程中要注意
速度不要过快，应缓步走”Z“字形”，比较省力轻松。

紧急求助
黄山区旅游局 
地址：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哈尔滨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电话：0559-8532445、0559-6519462

黄山市人民医院 
地址：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栗园路 4 号 

电话：0559-2517036、0559-25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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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美黄山登高赏景 3 日游

推荐行程

奇松怪石   日出云海    登高望远

旅游天数：3 天
行程简介：登上险峰，深度欣赏黄山绝美风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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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Y

2
DAY

3
DAY

4
DAY

乘坐南方航空航班，从广州飞往黄山，抵达黄山后，从机场打车去往汤口镇，
建议今晚住在汤口镇，方便次日登山。

翡翠谷—屯溪老街

在酒店内吃过早餐，旅行者可以从汤口镇乘坐出租车前
往翡翠谷，来回车费在 20 元左右。翡翠谷里最特别的是那些
大小不一的彩池，给人类似九寨沟的感觉。这里风景秀丽，可
以尽情欣赏。

虽然游玩翡翠谷消耗不了太多体力，但如果旅行者因为
前两日爬山太过劳累的话，可以选择在汤口镇好好休息，之后
直接去屯溪老街。在古色古香的老街上找一家咖啡厅享受休
闲惬意的时光，或是随意走走逛逛，临走之前再购买所需要
的黄山特色手信。

晚上，乘坐中国南方航空航班，从黄山飞回广州，回到温
暖的家。

黄山汤口镇—梦笔生花—始信峰—狮子峰—猴子观海
攀登黄山需要消耗较大体力，建议旅行者早上吃饱早餐，

备好干粮和水后再出发登山。登山过程中需注意不宜过快，
可一边登山一边欣赏沿途奇松怪石。在经过梦笔生花景点时
可以停留一会，所谓梦笔生花指的是这座孤立的石峰如同一
支伸向天空的毛笔，而石峰顶端长出的松树，伸展出的枝叶
使其看起来如同开花的笔。稍事休息后继续攀登至始信峰，
这里怪石嶙峋，奇松林立，有“始信黄山天下奇”的美誉，旅
行者可以在这里一览众山小，十分畅快。在前往始信峰的路
上，旅行者还会遇见著名的黑虎松。黑虎松树高 15 米，已生
长 700 余年，树干粗壮，枝叶繁茂，犹如一只黑虎卧在林中，
因此得名“黑虎松”。

狮子峰被称为黄山第一台，当地也有“不到狮子峰，不见
黄山踪”的民谣。对于旅行者来说，当你登上海拔 1690 米的
狮子峰俯瞰天下时，成就感瞬间爆棚有木有！如果天气晴朗，
还能远眺狮子峰北的猴子观海呢，大自然的巧夺天工与人们
的想象力，让这座平顶山峰上的石头化作了一只灵巧可爱的
石猴，日日观云看海，眺望远方，别有一番趣味。

建议旅行者今晚住在山顶的酒店，早点休息，补充体力，
次日才有精神早起观赏黄山日出。

光明顶—西海大峡谷—排云亭—飞来石—天都峰—鳌鱼峰—
玉屏楼—莲花峰

如果想看日出，旅行者需要在四点多起床，人们将光明顶
看作是黄山群峰之巅，这里也是黄山最适宜观赏日出的地方。
当你站在海拔 1860 米的光明顶上，亲眼看着太阳从微微露
出半张脸到突然跳跃出云海，山峰林海沐浴着日光从人间醒
来，那种震撼的美一定会让你十分难忘。

看完光明顶的日出，别忘记吃过早餐再去西海大峡谷，这
里的山峰以奇秀著称，像是被刀劈斧凿过一般，壁立千仞，松
树丛生。巍峨壮观的山景又因缭绕山间的云雾而变得梦幻缥
缈，引人遐想，心旷神怡。之后，旅行者可以去排云亭休息，
尽管西海大峡谷内云雾翻腾，但是当你站在排云亭中，就会
发现扑面而来的云雾像是被山中神仙施了法术，在亭前消失，
十分神奇。这里不能错过的还有飞来石，它可是老版《红楼梦》
电视剧里的“顽石”原型哦！

建议旅行者在排云亭中补充好体力，因为接下来要迎接
的是黄山最为险峻的天都峰。旅行者在登百丈云梯爬天都峰
时，还可以回望鳌鱼峰，这是一座形似巨鲸的奇巧山峰，气势
磅礴，难怪有人说鳌鱼峰有一种“任你云涛起伏，我自昂首而立”
的霸气。之后，当你走过百丈云梯，看到“登峰造极”的石刻之时，
一定会对这个四字成语有更加生动的理解。不过辛苦爬山过后，
天都峰将会回馈给你壮丽奇绝的风景，也会让你深感值得。

从天都峰到莲花峰之间，旅行者千万别错过还有玉屏楼，
大名鼎鼎的黄山迎客松即在玉屏楼左侧，除了和迎客松合影
之外，旅行者还能欣赏楼后“玉屏卧佛”的美景。在这里休息
一会儿，就可以前往黄山第一峰莲花峰啦！走过长长的莲花梗，
沿途除了有各类黄山名松，还有美丽鲜艳的杜鹃花。登上莲
花峰顶，俯瞰山间美景之外，你还会发现四周的护栏铁链上
挂满了同心锁，十分浪漫！

在莲花峰上欣赏完黄山绝景后，旅行者可以开始下山回
到镇上了。从山顶上下山大约需要 3 小时左右，旅行者最好留
足时间。

建议今晚住在汤口镇，方便次日游览翡翠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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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点3

最热榜单

必去景点

1

2

TOP 1 
黄山风景

TOP 2 
 宏村

TOP 4 
翡翠谷

TOP 5 
塔川村

TOP 3 
西递

黄山风景区

安徽黄山与江西庐山、浙江雁荡山一起被称为“三山”，与“五岳”一起作为我国名山的代表而为人熟知。黄山风景以“三
奇五绝”出名，三奇是奇松、怪石、云海，加上温泉和冬雪则是五绝。景区内又根据不同特色分为温泉景区、玉屏景区、
白云景区、北海景区、梦幻（西海）景区、松谷景区。从慈光阁到光明顶的路上，旅行者可以欣赏到迎客松、半山寺、天
都峰、玉屏楼、莲花峰、一线天、鳌鱼峰等景点。另外，始信峰、狮子峰、排云亭、西海大峡谷、飞来石、松谷庵等景点
则集中在云谷寺至光明顶的路上。由于黄山上的景区与景点众多，旅行者一般会选择在黄山景区里住一晚，第二天继续游
览各个景点。
开放时间：淡季（12 月 1 日 - 次年 2 月底）7:30-16:00，旺季（3 月 1 日 -11 月 30 日）6:00-17:00

门票价格：淡季 150 元；旺季 230 元；各条索道及缆车单程票价：旺季 80 元，淡季 65 元

景点位置：安徽省黄山市
如何前往：地铁 1 号线到龙翔桥站，出站步行 400 米就到西湖。从黄山市客运总站乘坐汽车（票价约 16 元）前往黄山脚
下的汤口镇；到达汤口镇后，乘坐黄山新国线通往黄山景区，到达前山的慈光阁山门停车站票价为 19 元左右。

怎么玩：建议旅行者从云谷寺上山，乘坐索道上至白鹅岭，前往始信峰观赏黄山奇松，之后经过曙光亭、狮子峰、排云亭、
飞来石，游览一路美景后至光明顶看日落。晚上住在光明顶的酒店内，第二天从光明顶乘坐缆车前往西海大峡谷，接着游
览鳌鱼峰、百步云梯、莲花峰等景点。

拍照指南：拍摄黄山标志性的奇松、怪石、云海，住在山顶上还可以拍摄美妙的日出日落。

注意事项：黄山景点较多，如果当天不住在山上，最好提前规划好想要游览的景点，尽量赶在天黑前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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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递

西递与宏村类似，但比宏村多了几分质朴，少了几分商业。建于北宋年间的西递古村，曾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村中保留
的数百间明清古居也堪称是我国古民居的建筑宝库。走进西递古村，村头那座建于明代的青石牌坊，彰显了村中胡氏一族
的显赫与威望。当你走进村中的深宅大院，就会发现从门窗屋檐到一砖一瓦，无不透露出中国古代艺术之美。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成人票 104 元，儿童、学生、老人等人群凭证件享受半价
景点位置：黄山市黟县西递镇（屯溪 54 公里处）
如何前往：乘坐从屯溪开往宏村的旅游公交车，途中会在西递停车。旅行者可以选择先去西递游玩，之后再去宏村。
怎么玩：西递村民会在大夫第中举办民俗活动，旅行者可以在此参与古代千金小姐“抛绣球招亲”的有趣体验。
拍照指南：除拍摄古镇风景之外，还可以拍摄民居建筑中的木雕、彩绘、壁画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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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谷

位于黄山市黄山区的翡翠谷景区十分浪漫，同样是《卧虎藏龙》
电影的取景地，这里也被称为“情人谷”，景区内拥有数百个大
小不等的彩池，彩池中代表浪漫爱情的石头吸引了无数情侣来此
以示忠贞。翡翠谷周边也有一些徽派小村，可以让你一览古村风光。
开放时间：6:30—18:00
门票价格：75 元
景点位置：黄山市黄山区汤口镇山岔村（距黄山大门仅 6km）
如何前往：在汤口乘坐出租车前往，来回约需 20 元
怎么玩 ：春夏前往最佳，山间幽静美丽，时而溪流潺潺，时而瀑布激流，
别有乐趣。
拍照指南：和心爱的人一起，在最喜欢的风景处留影。

宏村

宏村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徽派民居村落之一，素有“画里的乡村”美誉。黑瓦白墙的徽派建筑在烟雨时节恍若一幅水墨画，
美得别有韵味。当三四月油菜花开时，掩在明黄色油菜花田后的民居，便又多了几分明艳的色彩。除了美景如画，宏村内
的徽派民居建筑值得旅行者细细游览，村中的南湖桥和月沼湖还吸引了电影《卧虎藏龙》在此取景。
开放时间：07:30-17:30
门票价格：成人票 104 元，儿童、学生、老人等群体凭证件享受半价；
景点位置：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镇
如何前往：从黄山风景区换乘中心乘坐直达宏村的长途汽车，车程约 1 小时，票价 13 元，但是每天只有 8:00、13:40 两班车。
怎么玩：欣赏徽派建筑之美，感受当地民风民俗。
拍照指南：可以拍摄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意画面，以及古朴精致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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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众景点3

黄山汤口镇

汤口镇得名于黄山景区内的汤泉，这里是黄山南大门所在之
处，旅行者前往黄山景区时大多会路过汤口镇，镇上景色优
美，不仅可以享受青山绿水，距离黄山温泉景区也只有 2.5
千米，十分方便。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安徽省黄山黄山区汤口镇
如何前往：从屯溪汽车站乘坐开往汤口镇的班车，票价 17 元，
耗时约一个半小时。
拍照指南：街区内可拍复古类照片，所以提 前选好适合拍
照的衣服吧
怎么玩：如抵达时间较晚，可在此住宿一晚，次日再登黄山。

新安江山水画廊
 
对于都市人来说，乘船来往于山水村落之间总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新安江山水画廊便是这么一处好地方，你可以乘船游
览两岸美景，看掩映在青山之中的村落民居，赏倒影在水中的花海田园，途中也可以上岸走走，感受当地风土人情。
开放时间：7:00-17:00
门票：118.00 元（含船票）
景点位置：安徽省歙县深渡镇
如何前往：在歙县汽车站乘坐开往深渡镇的短途班车，票价 9 元，耗时约 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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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古城

歙县古城又被称为徽州古城，位于黄山市歙县徽城镇，是中国“徽学”的发祥地，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歙县古城
如今是古徽州文化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内保存了城门、古街、古巷等风景，是领略徽州文化的好去处。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进入古镇免费，参观检票景点需收费。
景点位置：安徽省黄山市歙县
如何前往：从歙县客运站乘汽车至古城，票价 7 元

南屏村

张艺谋拍摄电影《菊豆》时，曾在南屏村取景。南屏村人
口仅有千人，却拥有数百幢明清古居，其中以祠堂建筑最
为出名，村内的叶氏宗祠“叙秩堂”便是《菊豆》取景的
地方，《卧虎藏龙》里杨紫琼和章子怡也曾在这里比过武。
南屏村书香气息浓厚，书屋、家塾等古代民居较多，就连
清代散文家姚鼐也曾为南屏村中的西园写下《西园记》。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成人票 43 元，儿童、学生、老人凭证件享受半价
景点位置：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碧阳镇南屏村
如何前往：在黟县汽车站搭乘直达南屏的中巴，半小时即
可到达

石潭村

如果你想寻觅一处没有太多商业气息的小村，不妨去石潭村
看看。这里有小桥流水人家，漫山遍野的油菜花，还有在云
雾中若隐若现的山峰，能够让你感受最安宁祥和的乡村生活。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免费
景点位置：安徽省歙县霞坑镇
如何前往：歙县汽车站乘开往霞坑镇的中巴，到霞坑后再换
中巴到石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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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4

最热榜单

当地特色美食

1

2

TOP 1 
毛豆腐

TOP 2 
臭鳜鱼

TOP 4 
 石鸡

TOP 5 
豆腐老鼠

TOP 3 
蟹壳黄烧饼

臭鳜鱼

臭鳜鱼是徽菜的代表美食，没有吃过的人也许会对它的味道
望而却步，但如果你无视它“臭臭”的气味，夹起鱼肉放入
嘴中，酥香软嫩的鱼肉一定能让你食指大动，根本停不下来。
推荐餐厅：披云徽府菜馆
推荐理由：正宗徽菜馆，为食客们带来徽州家宴的味道。
价格水平：人均 60 元左右
开放时间：11:00-14:00
地址：黄山市屯溪区滨江中路 11-1 号

毛豆腐

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的人一定还记
得入选的徽州毛豆腐，虽然毛豆腐看
起来已经发霉，让人难以入口，但当
你真的细细品尝它时，才会发觉原来
它如此鲜香美味。
推荐餐厅：老街毛豆腐
推荐理由：经过油炸之后，豆腐上厚
厚的“毛”会消失，吃起来香脆酥软，
搭配辣椒和香菜更可口。
价格水平：人均 15 元左右
开放时间：全天
地址：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徽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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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壳黄烧饼

蟹壳黄烧饼是徽州最常见的特色小吃，烧饼的口感酥香松润，里面梅干菜和猪肉做成的馅儿也十分鲜香可口。来自徽州的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为蟹壳黄烧饼写过一首诗：“三个蟹壳黄，两碗绿豆粥，吃到肚子里，同享无量福”。旅行者在游玩
时如果肚子饿了，不妨买上几个蟹壳黄烧饼，既美味也能填饱肚子。另外，蟹壳黄烧饼因为烘烤变得干燥而易于保存，也
可以作为手信带给亲友品尝。
推荐餐厅：宏村周老记蟹壳黄烧饼
推荐理由：口感超级酥脆，除了梅干菜之外还有海苔、腊肉、黑芝麻口味，选择多。
价格水平：烧饼 1 元 / 个
开放时间：全天
地址：安徽省黄山市宏村景区内

豆腐老鼠

豆腐老鼠又是一种安徽人发明的豆腐美食，做法是在挤掉
水分的水豆腐中添加肉末和盐等调料，搅拌成糊状之后以
汤勺舀出，放入盛有面粉的碗中翻滚，是豆腐团表面均匀
沾上面粉，再放入煮沸的汤锅里煮熟，加入葱花等调料即
可食用，吃起来鲜美香嫩，令人食欲大增。
推荐餐厅：农家乐餐厅
推荐理由：豆腐老鼠属于家常小吃，餐厅里一般没有，如
入住农家乐，可询问老板是否可做。
价格水平：30 元左右

石鸡

作为徽州美食的代表，石鸡却跟鸡肉没有一点关系，原来它
是一种生长在山涧洞穴中的蛙类动物。石鸡口感堪比牛蛙，
还是非常有营养的大补美食哦！
推荐餐厅：老街第一楼
推荐理由：老街最出名的徽菜餐厅，装修典雅，菜品精致美味。
价格水平：人均 80 元左右
开放时间：11:00-20:00
地址：黄山市屯溪区屯溪老街 247 号（老街东头入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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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地图3

屯溪老街附近

屯溪老街一带集中了黄山市众多老字号的美食餐厅，而且与
黄山风景区内的餐厅相比，不仅食物美味，价格也相对低廉，
建议喜欢美食的旅行者在这里吃到满足后再登黄山。

价格水平：人均 80 元左右

地址：黄山市屯溪区屯溪老街

汤口镇

黄山脚下的汤口镇也有许多美食餐馆，但由于靠近景区，部分
餐厅会有宰客现象，以低价菜品招揽客人进店后，再给你高
价菜单，影响就餐心情。因此建议旅行者选择人多的餐厅，或
者直接在入住的酒店 / 客栈内就餐，避免上当受骗。

价格水平：人均 40-100 元左右

地址：黄山市黄山风景区汤口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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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物5

最热榜单1

TOP 2  徽墨

徽州出品的文房四宝一直是文人墨客
的心爱之物，如果你有喜爱书法的朋
友，那么带上一方徽墨给他，一定能
让他惊喜万分。

售价：质量较好的徽墨价格在 20 元左
右 / 块

推荐购买地点：屯溪老街

TOP 1  黄山毛峰

对于喜爱喝茶的中国人来说，黄山茶
叶必然是手信首选。黄山茶叶种类众
多，其中以黄山毛峰最为出名，除此
之外还有黄山茉莉花茶也很受欢迎。
售价：根据茶叶品质不同而价格不一 
推荐购买地点：黄山茶城

TOP 3  歙砚

歙砚同属于徽州文房四宝之一，且由
于歙砚对材质和工艺的要求较高，作
为手信送人也更显诚意。挑选时应注
意歙砚品质，观其外观是否坚固，表
面是否光洁。由于歙砚较重，回程时
还需注意，以防损坏。
售价：150 元左右 / 方
推荐购买地点：汤口镇沿溪街

TOP 4  蟹壳黄烧饼

旅行者不仅可以在黄山品尝新鲜出炉
的热烧饼，还可以购买包装好的烧饼
作为手信带给亲友。除了最经典的梅
干菜口味，也可以多挑选几种其他口
味带走。
售价：1 元 / 个
推荐购买地点：屯溪老街

TOP 5 黄山米酒

在黄山街头，会有小贩挑着担子卖新
鲜的甜酒酿，夏天喝可以解暑，冬天
喝可以驱寒。如果旅行者想要带回家，
可以去店里购买包装好的黄山米酒，
营养健康。
售价：40 元左右 / 罐
推荐购买地点：屯溪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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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货地点3

屯溪老街

# 手信购买 # # 美食购物 # # 古色古香 #
屯溪老街是黄山市内最热闹的步行街，两旁古色古香的建筑里售卖着各类特色商品。享受热闹之余还能去咖啡厅闲坐一会儿，
欣赏古街风景。
必败好物：徽墨
地址：黄山市汤口镇
如何前往：乘坐前往黄山风景区的巴士即可到达

汤口镇沿溪西街

# 黄山特产 # # 黄山景区 # # 购物美食 #
汤口镇位于黄山脚下，旅行者在这里住宿时，可夜游沿溪西
街，购买黄山特产。此外，登黄山之前也可以在汤口镇上的
超市里购买食物和水，为登山做好准备。
必败好物：歙砚
地址：黄山市汤口镇
如何前往：乘坐前往黄山风景区的巴士即可到达

黄山茶城

# 黄山茶叶 # # 货比三家 # # 品种丰富 #
对于想要购买黄山茶叶作为手信的旅行者来说，去黄山茶
城挑选准没错。这里不仅有品类丰富的茶叶，价格也更为
实惠。
必败好物：黄山毛峰、太平猴魁
地址：黄山市屯溪区荷花西路 1-35 号
如何前往：乘坐 9、12 路公交车在水心亭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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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6
最热榜单1

屯溪老街附近
35% 旅客的选择

汤口镇
25% 旅客的选择

黄山风景区
20% 旅客的选择

周边玩乐 屯溪老街、宏村、西递、黄山风景区 黄山温泉景区
光明顶、西海大峡谷、狮子峰、莲花

峰

交通 临近黄山火车站，是旅行者前往宏村、西递、
黄山景区的中转地

有客车直达黄山及合肥火车站
黄山风景区内交通较为不便，可乘坐

缆车由索道上下山

均价 100-300 元 100-500 元 100-500 元

优点 中转方便，步行即可到达屯溪老街，购买手
信方便

是距离黄山风景区最近的城镇，游览
黄山方便

山上环境清幽，欣赏日出日落十分便
利

缺点 游客较多 住宿条件不等 交通不便，物价贵

适合谁 背包客，自助游 背包客 度假游、亲子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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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7
外部交通1

飞机

黄山屯溪机场是皖浙赣周边地区唯一的国际机场，除国内各大城市之外，还开通至首尔、釜山、台北等城市的航班。目前，
中国南方航空已开通从广州直飞黄山的航班，具体航班信息如下：
航班信息

航线 航班号 起飞 到达 飞行时长 班期

广州 - 黄山 CZ3627 19:20 21:15 1 小时 55 分钟 每天

黄山 - 广州 CZ3628 22:29 00:10 1 小时 50 分钟 每天

* 以上时间均为当地时间
* 以上航班信息仅供参考，实际请以南航官网和南航 APP 查询结果为准

火车

黄山市目前有 2 个火车站，即黄山火车站和黄山北火车站，黄山北火车站，火车站具体信息如下：

火车站名 地址 电话 运营范围

 黄山火车站 屯溪区前园北路 33 号 0559-2116222
  青岛、徐州、芜湖、景德镇、

福州、苏州、上海、无锡、
昆明、广州、南平等地

黄山北火车站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西溪
南镇宏村大道 无 北京、合肥、福州

等地的高铁、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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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汽车

黄山市目前有黄山市汽车客运总站（又称屯溪汽车站）、黄山市风景区汽车客运站、黄山太平客运中心和黄山旅游客运枢
纽 4 大长途汽车站，具体信息如下：

汽车站名 地址 电话 运营范围

黄山市汽车客运总站 屯溪区齐云大道 32 号 0559-2566666

每天有发往北京、上海、合肥、
杭州、无锡、武汉、嘉兴、绍兴、
温州、萧山、安庆、池州、青阳、

嵊州、南京、徐州、蚌埠等地
的班车

新国线黄山风景区汽车
站

黄山市黄山区 205 国道汤川
路 0559-5572610/0559-

5572602

直接发往上海、南京、镇江、
扬州、无锡、苏州、杭州、湖州、
合肥、淮南、蚌埠、马鞍山、芜湖、

安庆、铜陵、九华山、歙县、
景德镇、九江等地的长途班车。

黄山太平客运中心 黄山市黄山区 205 国道汤川
路 0559-8531107

到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屯溪、  
芜湖、宣城、铜陵、贵池、安庆、

黟县、旌德、青阳等大中城市
的中长途班线客运。

黄山旅游客运枢纽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梅林大

道，黄山北站出站后右拐 0559-2580880 新国线大巴可直接从黄山北站
前往黄山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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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

公交线路 线路 费用 乘车地点

旅 1 路
黄山市汽车客运总站——古
城岩——凤凰山野生动物园
——齐云山——西递——赛
金花故居——宏村（龙池湾）

17-18 元 / 人 黄山市汽车客运总站

旅 2 路

 黄山市汽车客运总站——
新四军军部——潜口民宅、

呈坎——唐模——牌坊群
（鲍家花园）——徽州古城
（徽园、许国石坊、新安碑
园、斗山街古民居、渔粱坝、

太白楼）——新四军军部

20 元 / 人 黄山市汽车客运总站

黄山市区内出租车起步价 7 元 /2.5 公里，此后 2 元 / 公里。从黄山市区到黄山风景区的打车价格约为 200 元。
运营时间：全天    
收费标准：起步价为 5 元 /2.5 公里 , 车公里租价 1.5 元 / 公里，燃油附加费每车次 2 元
黄山市叫车电话：0559-2512027
注意事项：乘坐正规出租车前往，谨防黑车骗人。

运营时间：运营时间：6:10-21:30
票价：公交车票价淡季 1 元，旺季 2 元（旺季为 6 月 1 日至 10 月 15 日，12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
注意事项：前往位于屯溪区老街东边出口的昱中花园，可以换乘黄山市中心城区的所有公交线路。

公交

黄山市内有 17 条公交线，但是从市区到黄山风景区没有直达的公交线路，建议旅行者可以租车前往黄山风景区。如前往黄
山市区内其他景点，可在黄山市汽车客运总站乘坐 1 小时一班的旅游公交车，具体信息如下：

市内交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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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8
再多华丽的语言，

也无法让你体会到亲自登上黄山的畅快淋漓。

黄山能够带给你的，

不止是三奇五绝的美景，

更有攀登险峰的畅快淋漓，漫步在徽州田园的惬意。

如果你有时间，

何不来到黄山享受旅程带给你的汗水与笑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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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 - 徽州古村落赏春 6 日游
踏青赏春    徽州古村    风土人情

旅游天数：6 天
行程简介：去徽州古村落里寻觅最清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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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Y

2
DAY

3
DAY

黄山汤口镇—梦笔生花—始信峰—狮子峰—猴子观海
攀登黄山需要消耗较大体力，建议旅行者早上吃饱早餐，备

好干粮和水后再出发登山。登山过程中需注意不宜过快，可一边
登山一边欣赏沿途奇松怪石。在经过梦笔生花景点时可以停留
一会，所谓梦笔生花指的是这座孤立的石峰如同一支伸向天空
的毛笔，而石峰顶端长出的松树，伸展出的枝叶使其看起来如同
开花的笔。稍事休息后继续攀登至始信峰，这里怪石嶙峋，奇松
林立，有“始信黄山天下奇”的美誉，旅行者可以在这里一览众山小，
十分畅快。在前往始信峰的路上，旅行者还会遇见著名的黑虎松。
黑虎松树高 15 米，已生长 700 余年，树干粗壮，枝叶繁茂，犹如
一只黑虎卧在林中，因此得名“黑虎松”。

狮子峰被称为黄山第一台，当地也有“不到狮子峰，不见黄山踪”
的民谣。对于旅行者来说，当你登上海拔 1690 米的狮子峰俯瞰
天下时，成就感瞬间爆棚有木有！如果天气晴朗，还能远眺狮子
峰北的猴子观海呢，大自然的巧夺天工与人们的想象力，让这座
平顶山峰上的石头化作了一只灵巧可爱的石猴，日日观云看海，
眺望远方，别有一番趣味。

建议旅行者今晚住在山顶的酒店，早点休息，补充体力，次
日才有精神早起观赏黄山日出。

光明顶—西海大峡谷—排云亭—飞来石—天都峰—鳌鱼峰—玉屏楼—莲花峰
如果想看日出，旅行者需要在四点多起床，人们将光明顶看作是黄山群峰之巅，这里也是黄山最适宜观赏日出的地方。当

你站在海拔 1860 米的光明顶上，亲眼看着太阳从微微露出半张脸到突然跳跃出云海，山峰林海沐浴着日光从人间醒来，那
种震撼的美一定会让你十分难忘。

看完光明顶的日出，别忘记吃过早餐再去西海大峡谷，这里的山峰以奇秀著称，像是被刀劈斧凿过一般，壁立千仞，松树丛生。
巍峨壮观的山景又因缭绕山间的云雾而变得梦幻缥缈，引人遐想，心旷神怡。之后，旅行者可以去排云亭休息，尽管西海大峡
谷内云雾翻腾，但是当你站在排云亭中，就会发现扑面而来的云雾像是被山中神仙施了法术，在亭前消失，十分神奇。这里不
能错过的还有飞来石，它可是老版《红楼梦》电视剧里的“顽石”原型哦！

建议旅行者在排云亭中补充好体力，因为接下来要迎接的是黄山最为险峻的天都峰。旅行者在登百丈云梯爬天都峰时，
还可以回望鳌鱼峰，这是一座形似巨鲸的奇巧山峰，气势磅礴，难怪有人说鳌鱼峰有一种“任你云涛起伏，我自昂首而立”的霸气。
之后，当你走过百丈云梯，看到“登峰造极”的石刻之时，一定会对这个四字成语有更加生动的理解。不过辛苦爬山过后，天都
峰将会回馈给你壮丽奇绝的风景，也会让你深感值得。

从天都峰到莲花峰之间，旅行者千万别错过还有玉屏楼，大名鼎鼎的黄山迎客松即在玉屏楼左侧，除了和迎客松合影之外，
旅行者还能欣赏楼后“玉屏卧佛”的美景。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就可以前往黄山第一峰莲花峰啦！走过长长的莲花梗，沿途除
了有各类黄山名松，还有美丽鲜艳的杜鹃花。登上莲花峰顶，俯瞰山间美景之外，你还会发现四周的护栏铁链上挂满了同心锁，
十分浪漫！

在莲花峰上欣赏完黄山绝景后，旅行者可以开始下山回到镇上了。从山顶上下山大约需要 3 小时左右，旅行者最好留足时间。
建议今晚住在汤口镇，方便次日游览翡翠谷。

乘坐南方航空航班，从广州飞往黄山，抵达黄山后从机场打车去往
汤口镇，建议今晚住在汤口镇，方便次日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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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Y

5
DAY

6
DAY

翡翠谷—屯溪老街
在酒店内吃过早餐，旅行者可以从汤口镇乘坐出租车前往翡翠谷，来回

车费在 20 元左右。翡翠谷里最特别的是那些大小不一的彩池，给人类似九
寨沟的感觉。这里风景秀丽，旅行者可以尽情欣赏。

虽然游玩翡翠谷消耗不了太多体力，但如果旅行者因为前两日爬山太过
劳累的话，可以选择在汤口镇好好休息，之后直接去屯溪老街。在古色古香的
老街上找一家咖啡厅享受休闲惬意的时光，或是随意走走逛逛，临走之前再
购买所需要的黄山特色手信。

建议旅行者今晚住在屯溪老街附近，这里集中了黄山性价比最高的美食
餐厅，是吃货们不能错过的美食聚集地。

西递古村—青石牌坊—大夫第
吃过早餐，从屯溪汽车站乘坐开往宏村的旅游公交车，

途中经过西递时司机会停车，旅行者下车前往西递即可。西递，
是一个不需要你为自己设置目标的地方。漫无目的在村中走
走逛逛，也许你会在田边偶遇一头默默吃草的牛，转过弯又
看见了一株花开的正好的树。你只需在这里放慢自己的脚步，
品味久违的山水之乐。

曾在 2000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西递，村中至今仍
保留着数百间明清古居，堪称我国古代民居建筑的宝库。还
未进入村庄，村头矗立的三座青石牌坊便足以吸引旅行者的
目光，因西递胡氏一族的威望颇大，村中民居建筑相比宏村
更显大气，旅行者可以细细品味徽派建筑细节。

建于康熙年间的大夫第，不仅是西递的代表性建筑，如
今也成为了村中民俗活动的举办地。在大夫第，说不定你还
能碰上“千金小姐抛绣球招亲”，当一回江南才子，书写一段
爱情佳话呢！

如果肚子饿了，不妨找找隐匿在村中的美食，无论是街
边小摊卖的徽州小吃，还是当地农家乐里色香味美的徽州家
常菜，都能带给你不一样的舌尖体验。

下午，旅行者可以在西递村口乘坐直达宏村的巴士，今晚
住在宏村。

宏村—月沼—南湖
有着“画里的乡村”美誉的宏村，不仅吸引了诸多摄影师

来此采风，每年也会有许多美院师生来到宏村写生，朝气蓬
勃的学生们也成为了宏村内一道青春飞扬的风景线。

在宏村，欣赏特色十足的徽派建筑之余，最不能错过的
当属月沼和南湖。《卧虎藏龙》里，玉娇龙在月沼湖中点水而过，
李慕白牵马踏过南湖桥的场景一直被影迷们津津乐道，在这
里也仿佛能一圆心中的武侠梦。

宏村的风景美如画卷，但其中的灵魂却是当地居民。当
你看到他们与世无争的耕作劳动时，心里或许会生出一些小
羡慕，想要如他们一般远离繁华都市的喧嚣，过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像这么一场能够抚慰心灵的旅行，足以治
愈都市中人，即使回到城市中依然要面对烦恼，也有无敌的勇
气去面对。

晚上，乘坐中国南方航空航班，从黄山飞回广州，回到温
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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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郑重声明：
       本攻略部分内容来自于第三方或用户提供，且任何信息都存在滞后或会被更新的可能，因此南航不能保证在任何时
候任何信息都准确无误。您应谨慎判断确定相关服务及 / 或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并自行承担因此产生的责
任与损失。

最后修订日期为：2018 年 12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