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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速览 Cty Brief

城市印象1

# 六朝古都 ## 江南佳丽地 ## 帝王城 #

南京（简称宁），是中国江苏的省会城市，也是
六朝古都。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全市共有鼓楼、
江宁、玄武、秦淮等 11 个市辖区。公元 229 年，
吴国孙权在南京建都，称为“建业”。 此后，东晋、
南朝的宋、齐、梁、陈均相继在此建都，故南京
有“六朝古都”之称，至今还有不少南京当地人
称南京为“石头城”和“金陵”。

目的地情报

目的地 
南京

所属省份
江苏 

外文名
Nanjng

别名
金陵

官方语言 
中文

面积 
面积 约 6587 平方公里

著名景点
 中山陵、明孝陵、明城墙、
玄武湖、夫子庙、紫金山、

鸡鸣寺等

人口 
约 827 万人

特色美食 
蟹黄包、鸭血粉丝、梅花糕、
赤豆元宵、牛肉锅贴、盐水

鸭、秦淮八绝等

南航航班信息 
目前，南航已开通广州、
深圳、重庆、大连、哈尔
滨等 20 个国内城市直飞

南京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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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玄武湖边坐着发呆
坐在玄武湖畔，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欣赏眼前的美景。

去湖南路胡吃海喝
南京的湖南路是美食一条街，即使只在这里吸一口蟹黄包的嫩汁，也会让人感到极大的满足。

到明孝陵感受独特的幽静
前往明孝陵，感受让人心情明朗的清凉绿意。

置身于紫金山的萤火虫仙境
夏天到来的时候，前往紫金山，欣赏上万只萤火虫在夜空中闪烁的美景。

漫步在鸡鸣寺樱花大道上
每到樱花开放的季节，前往鸡鸣寺观看樱花的游人都数不胜数，樱花树下，尽是赏春光之人。

泛舟在秦淮河
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泛舟在秦淮河上，享受独特的江南风光。0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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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6

07

08

在夫子庙看灯会
黄昏之后，与好友一起参加金陵城中的传统灯会。

去老门东感受文艺之风
逛逛南京最具文艺范儿的老门东，在这里淘一淘最有特色的小物件。

必做的事To Do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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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日历 Travel Calendar

 

金陵灯会 南京国际梅花节 高淳慢城金花旅游节
每年 2 月底到 3 月中旬，
南京的梅花山上便会人满
为患，届时，上千株梅花
树竞相开放，还会有很多
艺术活动在那里举行，场
面甚是壮观。

高淳是南京市下辖的地区，
每年 3 月底，大片的油菜
花、梨花、桃花等便会开
满山头，在徽派建筑的映
衬下别有一帆风采，像一
幅绝世的江南风景画。

南京古时被称为“金陵”，
每年农历大年三十，人们
会在夫子庙举办金陵灯会，
张灯结彩，十分热闹。作
为南京的传统节日，旅行
者可不要错过哟！

穿衣指南

南京春秋两季昼夜温差较大，出门记得带件外套，
六月梅雨季节时，多雨水，出门记得带伞。

最佳旅行时间

春季和秋季是南京最佳的旅游季节，南京夏季
炎热高温，冬季寒冷。

消费水平

南京的消费水平并不是很高，一顿简餐大概人
均在 20 元左右。

通信

南京区号：025
漫游费用根据各地各不相同，建议去往南京之前
开通国内漫游业务。

至 3 月中旬一至初八 至5 月初

January February March

初 2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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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经典三日游

推荐行程

# 悠久历史 ## 休闲之旅 ## 尽享美食 # 

旅游天数：3 天
适合谁：    短时间想要玩转南京的游客
行程简介：1、感受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
                      2、尽情品尝南京的特色美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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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Y

2
DAY

3
DAY

夫子庙 - 老门东 - 玄武湖公园

从机场乘坐地铁 s1 到南京南站，再换乘地铁 1 号线至三山街站下车，步行
前往夫子庙附近酒店或客栈入住，安置好行李之后，可步行前往夫子庙景区，由
夫子庙北门入内便可感受到夫子庙的热闹非凡，路边会有卖蟹黄包的小摊，可
以感受一下南京的美味。接着沿着夫子庙景区的主道路看到江南贡院、中心庙
院和大成院，有兴趣的可以进去看一下，但是要另付门票，一般会在 5-15 元，有
的景点学生证可以打折。

逛完夫子庙可坐公交前往老门东，老门东是一条历史街区，进入大门直走
便能看到城墙遗址处的爬墙虎，整个园区都充满着文艺清新的氛围，道路两旁
的特色小铺皆是古代建筑风格，连街区内的小亭子都很有历史底蕴，配上景区
内的涓涓细流，令人心旷神怡。再往里走便是不一样的气氛，小路两旁的特色美
食店铺让人垂涎欲滴，桂花糕、梅花糕、鸡鸣包子、赤豆元宵应有尽有。

然后坐地铁 1 号线至玄武门下车，步行前往玄武湖公园，租一艘小船，泛舟
在玄武湖上，享受独有的清净悠闲，如果你是春季前往，沿湖可看到樱花、桃花、
梅花等各类鲜花竞相开放，不甚美哉。

晚上在夫子庙附近的南京大排档品尝特色南京菜，接着可以沿着夫子庙内
的秦淮河散步，夫子庙的夜景也是南京的一大特色，尽情享受完就可以回酒店
好好休息啦。

中山陵 - 明孝陵 - 玄武湖 - 新街口

今天主要游览钟山风景区，所以早起在夫子庙吃过早饭
后，前往中山陵，坐游 1 路中山陵停车场站下步行可进陵区。
进入陵区后，郁郁葱葱的树木便映入眼帘，顺着台阶上到中
山陵的顶端就是祭奠孙中山先生的地方。有时候陵墓不对外
开放，但是在顶端你可以看到半个南京的景观，呼吸新鲜空
气。

从中山陵下来之后可以乘坐景区内的小巴士前往明孝
陵，感受不一样的氛围，明孝陵附近还有很多小陵墓，感兴
趣的都可以去看看。

晚上坐地铁一号线到南京站，出地铁站之后便可以看到
玄武湖，晚上的玄武湖有一种迷幻之美，各种颜色的灯光把
湖中心的小岛映衬的像世外桃源。你可以坐在湖边，听着当
地人的箫声，伴着微风，欣赏着南京中心的夜景。或者坐地
铁一号线前往新街口，看看南京最热闹的商业区，还可以买
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 南京总统府 - 南京博
物院 - 湖南路美食一条街

第三天早起后可以坐公交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一般到这来的游客都较多，所以尽量不要赶节
假日、周末，如果人多的话顺着人流走就好，内部参观也是一
样，人多的话不要停留太长时间，排队进入就好。注意不要大
声喧哗，有的地方不要拍照，对逝世者给予尊重。

下午可去南京总统府，坐地铁二号线至大明宫站下，步行
前往即可，南京总统府至今已有 600 年的历史，是民国时期
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同时也是见证民国时代太平天国历史的
见证者，进入景区内可沿中轴线参观，接着任选左右两边的
轴线欣赏美丽的风景。

从总统府出来后，可步行前往南京博物院，来自不同时期、
不同地域的上万件展品一定会让你大饱眼福，即使不懂历史
的人也会为之震撼，南京的中学和小学经常组织学生去南京
博物馆参观，有时会遇到画师带着自己的学生对博物馆的珍
品进行临摹，栩栩如生。逛累了可在主博物馆的二层咖啡小
站处休息一会，逛一下内部商店，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书籍。

晚上可坐地铁一号线前往湖南路美食街，享受全国各地
的特色美食，尽情大快朵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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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点3

最热榜单

必去景点

1

2

TOP 1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

TOP 2 
玄武湖公园

TOP 4 
明孝陵

TOP 5 
鸡鸣寺

TOP 3 
夫子庙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位于南京市水西门大街
418 号，每年 12 月 13 日，整个南京都会响起长达三分钟的
警声，以此纪念逝去的同胞。提起南京历史，最不能忘记的
便是残忍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以灰白色调为主题，庄严肃
穆，馆内每隔 12 秒便有一滴水落下，意味着持续 6 周的南
京大屠杀中，平均每隔“12 秒”，便有一人逝去。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08:30-16:30，每周一闭馆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南京市建邺区水西门大街 418 号
如 何 前 往： 乘 坐 7、37、61、63 路 公 交 车， 在 茶 南 站 下
车 。
注意事项：馆内分为外景展区、遗骨陈列、史料陈列三个部分，
注意遗骨陈列展区请不要拍照，以示尊重；因纪念馆内气氛
沉重，尽量不要带 7 岁以下小孩子前往。

玄武湖公园

玄武湖公园不仅是南京最大的城内公园，还是江南一带最大
的市内公园，被誉为“金陵明珠”，园内分为五洲，各洲之
间通过步行桥相互连通，各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花盛开，山水
相邻，景色尤为美丽。
开放时间：06:00-18:00，双休日延长至 20:00 闭园。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巷 1 号
如何前往：地铁 1 号线玄武门站下
怎么玩：建议租船环湖，脚踏小船 25 元 / 小时，脚踏大船
35 元 / 小时，电动船 50 元 /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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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陵

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陵墓所在地，位于中山陵的北面，梅花山的西面，也是南京最大的帝王陵墓，
还曾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明孝陵周边还有常遇春墓、仇成墓、吴良墓、吴桢墓及李文忠墓等 5 座功臣墓，也同样被
划入世界遗产保护范围。
开放时间：07:00-17:30（18:00- 次日 06:30 不收门票）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南京市玄武区紫金山南独龙阜玩珠峰下
如何前往：公交：游 2、20、315、游 3 路车；地铁：地铁 2 号线苜蓿站下即可
怎么玩：去完明孝陵可以直接下山坐公交去中山陵。

夫子庙

夫子庙建于宋朝，地处秦淮河一带，是中国的历史街区。夫
子庙以前是纪念孔老夫子的地方，现在是人们休闲娱乐的闹
市，虽说是闹市，但也十分整洁，景区内还包含中心庙院、
江南贡院、大成院等著名景点。
开放时间：

夫子庙大成殿 08:00-21:30

江南贡院 08:30-22:00

王导谢安纪念馆 09:00-22:00

李香君故居 09:00-11:30；14:00-17:00

秦大士故居 09:00-11:30；14:00-17:00

白鹭洲公园 06:00-22:00

夫子庙大成殿 30 元

江南贡院 20 元

王导谢安纪念馆 8 元

李香君故居 16 元

秦大士故居 8 元

白鹭洲公园
06:00-17:00：20 元；18:00-

22:00，40 元

景点位置：南京市秦淮区龙蟠中路
如何前往：地铁一号线三山街站下，步行前往
怎么玩：夫子庙的夜景很美，建议下午四五点左右观赏景
点，晚上泛舟在秦淮河上，欣赏两岸风光。
拍照指南：夫子庙景区内有很多桥横跨在秦淮河上，站在
桥上拍照别有一番乐趣。
注意事项：人多嘈杂，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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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寺

鸡鸣寺是南京的著名寺庙之一，有一句
古诗中提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
楼台烟雨中。其中的四百八十寺之首
就是鸡鸣寺。朱自清也曾说：“劝你
上鸡鸣寺去，最好选一个微雨天或月
夜。在朦胧里，才酝酿着那一缕幽幽
的古味。你坐在一排明窗的豁蒙楼上，
吃一碗茶，看面前苍然蜿蜒着的台城。”
到了春天，通往鸡鸣寺的道路两旁樱
花盛开，景象尤为壮观。
开放时间：07:00-17:00
门票价格：门票 10 元，附赠三炷香火
景点位置：南京市玄武区鸡鸣寺路 1 号
如何前往：游 1、2、3、11、20、24、
31、44、48、52、67、70、140、304
路在鸡鸣寺站下，其中 304 路停靠地
点距离鸡鸣寺最近。
怎么玩：在鸡鸣寺为家人祈福。
如何拍照：登上塔顶观景拍照最佳。

中山陵

中山陵是安置孙中山先生陵墓的地方，
所有的建筑都在一条中轴线上，道路
两边的大树郁郁葱葱。如果是晴天，
登上中山陵最高顶，从上往下看，便
能看到大半个南京风光。整个陵区的
形状是一个“警钟”， 中山陵也被誉
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陵。
开放时间：08:30-17:00；周一祭堂维
护不开放，只能走到陵门为止（如恰
逢法定节假日则正常开放）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南京市中山门外石象路 7
号
如何前往：游 1 路中山陵停车场站下
步行可进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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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总统府

南京总统府是南京民国主要代表建筑物之一，和中山陵一样也有中轴线，但同时它还有东轴线和西轴线，总统府前后共经
历了多个历史时期，一点一点的修复才形成了现在的模样。
开放时间：3 月至 10 月 08:30-18:00，11 月至次年 2 月 08:30-17:00，闭馆前 1 个小时停止售票，闭馆前 50 分钟停止入馆（每
周一及法定节假日全天闭馆）
门票价格 ：40 元 / 人，闭馆前 1 小时停止售票。60 岁以上老人、学生证半价；现役军人、退休军人、离休干部、残疾人、
未成年人（随同家长）、70 岁以上老人凭证免费
景点位置：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 292 号
如何前往：地铁 2 号线、3 号线大行宫站下，步行可达
怎么玩：先沿着中轴线：门楼、大堂、二堂、八字厅、会客厅、麒麟门、政务局楼、 子超楼；再分别选择东西轴线游玩。

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于 1947 年竣工开放，占地约 13 万平方米。博
物院首任院长是蔡元培，院内珍品约二三十万件，分为不同
的主题风格，共三层，它不仅是一座历史博物院，里面也有
大量艺术作品，逛累了可以坐在博物院里的咖啡馆里休息。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09 :00-17:00（16:00 停止领票进入），
周一 09:00-12:00（11:00 停止领票进入），周一逢国家法定
节假日全天开放。
门票价格：免费开放。凭有效证件（身份证、户口本、学生
证、医保卡等）现场免费领票。或在官网上免费预约门票
后再到现场领票，预约网址：http://www.jswenhui.com/
njmuseum
景点位置：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 321 号
如何前往：乘地铁 2 号线，到明故宫站下，由一号出口向东
步行 3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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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台

雨花台是国家 4A 级景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纪念圣
地，同时也是纪念逝去爱国人士的殉难地，雨花台内最多的
植物就是松柏。据传在南朝梁武帝时期，有位高僧法师在此
地念经诵佛，设坛讲经，结果感动了上苍，落花如雨，“雨
花台”因此而得名。
开放时间：08:00-17:00，（每周一、周二为景区内烈士纪念馆
的闭馆时间）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路 215 号
如何前往：地铁一号线中华门南口出，向东步行 500 米即可
到达。
拍照指南：进入雨花台正门，沿着石阶走到石碑处是雨花台
的最高处，可欣赏到整个雨花台的景象。
怎么玩：沿着中轴线游玩即可。

栖霞山

全国有四大赏枫胜地，栖霞山就是其中之一，因风景优美，
被誉为“第一金陵明秀山”。每年到了赏枫叶的季节（10
月下旬至 12 月初），来到此地的人便络绎不绝，栖霞山不
仅是个赏枫叶的好地方，山上的栖霞寺更是佛教圣地，引人
前来。
开放时间：05:30-17:30
门票价格： 平时 25 元，红枫节期间（10 月上旬 -12 月初）
35 元，学生证半价，1.2 以下儿童免费
景点位置：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 88 号
如何前往：南栖线、南上线、龙栖线、摄尧线、138 线栖霞
寺站，从市区到景区约 40 分钟，在火车站购买栖霞山门票
可以免一程车费（仅限乘坐南栖线）
怎么玩：栖霞山的道路都很明确，沿着大路走就好，路上会
遇到掉落的枫叶，当书签也很漂亮。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是一所公立的综合型大学，创办于 1902 年，历史悠久且学术氛围浓厚，校园绿树成荫，每到春季来临，从校门
口向里望便是一条悠长的“绿色通道”，大学的中间有一个正方形塔楼，又名“北大楼”，是金陵的新 48 景之一。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夜间进出有时需要查看学生证。
景点位置：南京市鼓楼区汉口路 22 号
如何前往：地铁一号线到珠江路下，步行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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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众景点3

南京爱情隧道

“爱情隧道”是南京市江宁区的一段货运铁路，铁路由南京
的一家矿产公司供货物运输使用，使用并不频繁，因铁路两
旁被大量的绿色树木环绕而形成了一条绿色隧道，每年都有
大量的情侣、游人在此拍照，故被人称为“爱情隧道”。
景点位置：南京市江宁区银杏湖大道以北
如何前往：地铁一号线到安德门下车，乘坐安丹线在“霞辉
庙”站下车，然后左转上银杏湖大道一直向东走便可到达。

高淳国际慢城

高淳是南京市下辖的地区，每年 3 月底，大片的油菜花、梨
花、桃花等便会开满山头，在徽派建筑的映衬下别有一番风
采，像一幅绝世的江南风景画。
景点位置：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县桠溪镇
如何前往：从南京汽车站可坐长途大巴前往。
注意事项：慢城里的居民还很多，所以不要大声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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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小镇4

周庄古镇：需自驾或者坐火车至苏州再转大巴

被称为“江南第一水乡”的周庄古镇位于江苏昆山，距离南
京约 260 公里。古镇内风景秀丽，江南味道浓厚，古镇居民
基本上都是临水而居，著名的“沈万山故居”就在这里。
景点位置：江苏省昆山市
如何前往：①自驾：可以经沪宁高速公路，在昆山出口，经
昆周公路至周庄
②火车：坐火车至上海、苏州或昆山，均有班车抵至周庄

乌镇：可直接从南京长途汽车站坐大巴至乌镇

被誉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乌镇是体验江南民俗最好的
地方，至今已有 1300 年的历史，完整地保存着原有晚清和民
国时期水乡古镇的风貌和格局；诗人王心鉴在《乌镇行旅》一
诗中这样写到乌镇的小桥：“几度梦江南，小桥旧曾谙。白墙
竹窈窕，黛瓦燕呢喃。红袖怡酒兴，碧水润琴弦。雨巷寻杏花，
邂逅乌篷船”。
景点位置：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县
如何前往：从南京东站或者南京汽车站乘坐 08:30 的大巴车
前往

同里古镇：需坐火车前往苏州

位于太湖旁边的同里古镇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古镇内
的河流呈“川”字形，将古镇内的 49 座桥连在一起，别有一
番韵味。古镇内的吴江同里湿地公园最受游人喜爱，泛舟在
湿地公园里，呼吸着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清心润肺。
景点位置：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如何前往：从南京坐火车至苏州市，再坐大巴至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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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4

最热榜单

当地特色美食

1

2

鸭血粉丝汤

鸭血粉丝汤是南京的特色美食，鸭血鲜美，鸭肠很脆，汤味
十足，在南京美食届当中当属第一名。
推荐餐厅：回味鸭血粉丝汤
推荐理由：这是一家连锁鸭血粉丝汤店，味道最正宗的当属
湖南路店，热腾腾的鸭血粉丝汤端上来香气四溢，暖心的店
主还会提前腌制鸭肠，以使味道更加美味。
价格水平：人均 14 元
开放时间：24 小时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湖南路院 181 号

牛肉锅贴

牛肉锅贴的做法是将饺子形状的锅贴
煎至外焦里嫩的状态，馅足汁多，是
南京的一大特色美食。
推荐餐厅：蒋有记锅贴
推荐理由：一提起南京的锅贴，当地
人都会脱口而出“蒋有记”，这家锅
贴的店面并不是很大，是在夫子庙地
区的一个小胡同里，但是每天却是人
满为患，价格实惠而且分量很足。
价格水平：人均 15 元
开放时间：10:00-19:00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三条营 40
号

TOP 1 
鸭血粉丝汤

TOP 2 
牛肉锅贴

TOP 4 
鸡汁包

TOP 5 
鸭油酥烧饼

TOP 3 
赤豆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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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豆元宵

赤豆元宵是南京特色美食，分为很多口味，最受欢迎的就是桂花赤豆元宵，甜而不腻，还会有桂花的香气萦绕舌尖。
推荐餐厅：莲湖糕团店
推荐理由：莲湖糕团店是南京市的一家传统小吃店，味道地道，店内除了售卖赤豆元宵之外，还售有“秦淮八绝”中的另外
七绝，被评为“当地十家美食店之一”。
价格水平：人均 20 元
开放时间：10:00-20:00
地址：秦淮区贡院西街 24 号

鸭油酥烧饼

鸭油酥烧饼顾名思义是用鸭油和制而成的，烧饼外皮酥脆，
和普通烧饼不同，南京的鸭油酥烧饼做工用料都很讲究，
入口回味无穷。
推荐餐厅：奇芳阁
推荐理由：奇芳阁是一家南京老字号的店，其店内的鸭油
酥烧饼、麻油干丝、什锦菜等都很受南京土著欢迎。
价格水平：人均 20 元
开放时间：10:00-20:00
地址：秦淮区贡院西街 12 号

鸡汁包

鸡汁汤包皮薄肉厚，汤汁鲜美，汤包的皮晶莹剔透，是
除了秦淮八绝之外最受当地人喜欢和热爱的小吃之一。
推荐餐厅：尹式鸡汤包
推荐理由：尹式鸡汤包也是南京当地的连锁店，喜欢
清爽口味的可以选择菊叶鸡汁汤包，淡淡的菊香配上
丰厚汤汁，美味至极。    
价格水平：人均 20 元
开放时间：10:00-22:00
地址：秦淮区莫愁路 398 号



15Nanking        南京

觅食地图3

秦淮河畔
说到南京的传统小吃，最受欢迎的还属秦淮河夫子庙一带，
不仅风景优美，而且小吃随处可见，价格实惠。
地址：夫子庙一带

南京大牌档
南京大牌档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南京传统美食集聚地，南京的
“秦淮八绝“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还能吃到最正宗的狮子头。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中央路 1 号紫峰购物广场 F5

鸡鸣汤包店
鸡鸣汤包属于南京比较有人气的汤包店，但是比尹氏汤包多了
一种荷叶汤包，还有令人称赞的赤豆元宵。

地址：南京鼓楼区湖南路狮子桥 7 号

珍宝舫  
珍宝舫是南京的一家连锁餐厅，餐厅主打南京菜，口碑很好，
盐水鸭和掌中宝是其店内的特色推荐菜。

地址：平江府路 135 号

 

湖南路美食街
说起南京的美食，不得不提的就是湖南路的美食一条街，在
这里，你可以找到全国各地的美食，绝对会让你大快朵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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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物5

最热榜单1

TOP 1 盐水鸭

盐水鸭作为南京的特产食物，对鸭肉
的要求很高，一般都会控制鸭子的重
量以到达鸭肉鲜美的效果。
售价：30 元左右
推荐购买地点：清真韩复兴板鸭店

TOP 2  金陵十二钗小吃

金陵十二钗小吃套装是大多数游客选
择购买的南京特产，包括核桃桂花酥、
茶花酥等十二种南京小吃。
售价：20 元左右 
推荐购买地点：夫子庙步行街

TOP 4 金陵折扇

江浙一带属于江南水乡，自然少不了折扇这类秀气高雅之物，金陵折扇属于南京手工艺产品，制作精巧美观，方便携带。
售价：30—3000 元价格不等。
推荐购买地点：南京各大商店

TOP 3 雨花茶

雨花茶是南京特产，同时也是中国十
大名茶之一，茶味清香，茶色碧绿清澈，
十分润口。
售价：300 元左右
推荐购买地点：南京雨花茶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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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货地点2

新街口

新街口是南京的中心商区，由很多商场构成的一个商圈，
被南京当地人称为“中华第一商圈”。这里有适合年轻人
的地下商场，还有迪奥等高档专卖店、美食餐厅和电影院。
地址：南京市新街口
如何前往：地铁一号线新街口站下即到新街口商场负一楼

江宁万达

南京的江宁万达中心是近些年来建造完成的，但是购物中心
品种多样，有上百种品牌林列其中。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98 号
如何前往：地铁二号线集庆门大街站下步行可达

南京水游城

水游城位于南京夫子庙附近，集购物、美食、娱乐为一街，
这里还会不定时举办各种有趣的活动或者发布会。
地址：南京市秦淮区建康路 1 号
如何前往：地铁一号线三山街站下步行可达

先锋书店

先锋书店在南京大学附近，书店以文艺而著名。未踏进书店，
首先被门口高大的绿植所吸引，接着就会闻到阵阵的咖啡
香味，先锋书店还曾经被评为“中国最美书店之一”。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 173 号五台山体育馆
如何前往：地铁 1 号线珠江路站下步行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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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6

夫子庙地区
40% 旅客的选择

新街口地区
35% 旅客的选择

南京火车站附近
20% 旅客的选择

周边玩乐 夫子庙、秦淮河、老门东、水游城 新街口商圈 南京火车站

交通 步行 800 米左右可达三山街地铁站 200 米可达新街口地铁站 出门即是南京站地铁站

均价 200-600 元人民币 300-800 元人民币 200-500 元人民币

优点 在夫子庙附近，晚上景色优美，白天交通
方便可达各个景点

处于中心商区，
购物吃饭交通较为方便

交通便利，玄武湖风景优美

缺点 住宿条件参差不齐 比较嘈杂 附近景点较少

适合谁 想要节省交通时间并喜欢热闹的人群 热爱购物和美食的游客 时间较短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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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7
外部交通1

飞机

南京只有一个机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地铁 3 号线可直达南京市中心。
南航已开通广州、北海、长春、重庆、大连、海口、长沙、哈尔滨、银川、贵阳、桂林、南宁、沈阳、汕头、三亚、深圳、
乌鲁木齐、威海、厦门、珠海等 20 个城市直飞南京的航班。

火车

南京有两个主要火车站，一个是南京站，大部分列车都是普通车或者动车；另外一个是南京南站，南京南是高铁站。

长途汽车

南京主要有五个长途客运站

南京汽车客运站（南京小红山汽车站） 发往：浙江、安徽、山东、河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上海、北京、辽宁、山西、江苏

南京客运南站

发往：省内苏州、丹阳、镇江、常州、常熟、金坛、句容、葛村、江都、睢宁、徐州、泗阳、宿迁、
泗洪、淮安、楚州、泰州、沭阳、盐城、南通、滨海、连云港等全省大部分地区；省外发往广州、
武汉、合肥、安庆、芜湖、马鞍山、六安、阜阳、池州、亳州、铜陵、淮南、淮北、宿州、滁州、

全椒、宣城、当涂、郎溪、浙江的文成、乐清等周边省市
首发：6:05 句容 末发：20:40 武汉

南京市客运东站
发往：苏南、扬州、三泰地区、浙江、福建、江西、河北、皖南 
首发： 5:50 宝应；末发：19:10 义乌；19:00 扬州；19:10 镇江

南京市客运北站
发往：扬州、三泰、南通、启东、东台、盐城、淮阴、徐州、连云港、大连、皖西、皖北、河南、

武汉、淮安、楚州、洪泽、淮安、楚州、洪泽、巢湖、和县
首发： 6:00 南通；末发：19:00 海安

江宁客运站
发往：沪宁线及杭州、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南通，安徽六安、泗县、芜湖

首发：5:20 南通、盐城、赣榆；末发：17:30 盐城、绍兴

具体班次时刻请查询购票网址：http://www.jsl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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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交通2

地铁

地铁
南京目前有 9 条地铁线，地铁线路区间如下：
1 号线：迈皋桥 - 中国药科大学；
2 号线：油坊桥 - 经天路；
3 号线：林场 - 秣周东路；
4 号线：龙江 - 仙林湖；
10 号线：安德门 - 雨山路；
S1 号线：禄口机场 - 南京南站；
S8 号线：泰山新村 - 金牛湖；
S3 号线：南京南站 - 高家冲；
S9 号线：翔宇南路 - 高淳站
运营时间：5:30-23:15
票价：2-9 元不等

出租车

公交
南京的公交系统十分完善，从市区到郊区都可用公交到达
运营时间：05:00-22:30（夜间公交：23:00-05:00）
票价：2 元

交通套票
旅游天数多的游客可以选择购买金陵一卡通，地铁公交通用，
3、4、5、10、11 月 5 个月可比普通乘坐地铁公交省 0.8 元，
其余月份可省 0.4 元。
金陵一卡通最新优惠信息见如下网址：http://www.jh96095.
com/ZCFG-3293.html

Tips：南京出租车另需支付燃油费 2 元

      起步价（3 公里）
  
           每公里加收价

 
                    9 元

 
                  2.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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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8
南京是个有历史底蕴的城市，
同时也是个文艺浪漫的地方。

你可以和心爱的人一起走在法国梧桐树下，
看今天的南京，

它即使历尽沧桑，
却仍然拥有让人着迷的美丽！



22Nanking        南京

泛舟秦淮
亲密接触南京的文艺气韵
文艺清新    历史圣地

旅游天数：5 天
适合谁：    文青、大学生
行程简介：1、文化与美食结合
                      2、南京特有文艺清新拍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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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Y

鸡鸣寺 - 雨花台 - 南京大学 - 先锋书店

早起坐公交 304 路前往鸡鸣寺，也可以选择坐地铁一
号线前往。来到这里领几炷香为家人祈福，遥想当年“南朝
四百八十寺”的盛况，鸡鸣寺旁边还有一段明城墙遗址，你可
以爬上墙头，感受历史的韵味。

接着坐地铁一号线前往雨花台，雨花台是纪念烈士的地
方，未入园区便可看到高高的纪念碑在一片低建筑里尤为庄
重严肃。园区内有游览车，游览车的导游会为你讲解雨花台
的著名地标，但是建议自己步行参观，走在被树阴遮蔽的道
路上，才能体会到独属南京的味道。

坐地铁一号线前往南京大学，有着 600 年历史的灰色建
筑以及绿色的爬墙虎为这所大学增添了一份宁静、古朴。从
南京大学出来，可步行前往先锋书店，先锋书店曾被评为中国
最美的书店之一，即使在不起眼的地下拐角处，前来品味书香
的人和拍照的年轻人也络绎不绝，整个书店很大，还有一些
保存很好的二手书售卖，进门处便有一个咖啡小站供游人休
息小憩一杯 。

爱情隧道

最后一天去南京特有的“爱情隧道”，感受南京的浪漫氛
围，据说为了游人和当地人的安全考虑，这一处景色的大树要
在不久的将来被砍掉了，所以，趁着“爱情隧道”还在，赶紧
去一睹为快，尽情拍照吧！接着就可以回到住处收拾收拾前
往机场准备返航啦！

参考《南京经典三日游》DAY1 的行程

夫子庙 - 老门东 - 玄武湖公园

参考《南京经典三日游》DAY2 的行程

中山陵 - 明孝陵 - 玄武湖 - 新街口

参考《南京经典三日游》DAY3 的行程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 南京总统府 -
南京博物院

- 湖南路美食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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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两城    经典原始风光  

旅游天数：5 天
行程简介：1、包含乌镇和南京两个城市景点景观
                      2、历史文化美食三收，还能体验江南民俗

雨巷寻杏花，邂逅乌篷船
南京＋乌镇五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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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Y

江南百床馆 - 江南民俗馆 - 宏源泰染坊 - 江南木雕馆 - 茅盾
故居

早起去南京东站或者南京汽车站乘坐 08:30 的大巴车前
往乌镇，三个小时之后即可到达，乌镇分为东栅和西栅两部分，
到了乌镇之后可以先游览东栅，首先前往江南百床馆，里面有
明、清时代的二十多张特色古床，同属于江南风格，每一张床
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

接着步行前往江南民俗馆，江南民俗馆展现了明清到民
国时期江南地带的一些风俗礼仪，包括衣着文化、婚孕习俗等，
来到这里，一定会让你对江南文化有更加直观的感受，也能
让你细细品位江南特色风俗。

然后前往宏源泰染坊，正在热播的《高能少年团》第一
站就在乌镇的宏源泰染坊拍摄，染坊始建于宋元年间，至今
染坊的部分景象仍保留着当时的模样，你可以在这里买一些
特色染布带回家。

如果喜欢木雕的旅客可以去江南木雕馆感受江南的木雕
历史，不感兴趣的游客可以直接步行至茅盾故居，茅盾曾在
这里生活了十三年，茅盾纪念馆里现仍保留着茅盾十三岁时的
笔记，茅盾故居是江南的特色民居，也列入了国家文化保护行
列。

晚上可居住在西栅，都说来到乌镇，必要住一晚才能体
验到乌镇的绝美风情，而西栅就是乌镇夜景最漂亮的地方，
住在这里同时也方便第二天的游览。 

草木本色染坊 - 昭明书店 - 老邮局

早起在乌镇的早点铺里吃个早点，开始欣赏西栅风光，首
先步行至草木本色染坊，这里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以蓝色为底
色的蓝印工艺，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彩烤工艺流程，一排排挂
在竹竿上晾晒的彩布，就是染坊最好的风景线，你可以站在
旁边的高架上，记录这美丽的时刻。

步行至昭明书店，昭明书店是之前昭明太子萧统读书的
地方，书院属于半回廊二层硬山式古建筑群，庭院内古木参天，
还有四眼天池相得益彰。

接着步行至老邮局，老邮局从光绪年间开办至今，就连建
筑也还是一直没有弃用的古时建筑。你可以在这里写一封信
或者一封明信片，寄给自己心里想着的人，也可以寄给自己，
然后戳一个乌镇的章，珍藏这份记忆。

下午便可返回到南京，坐地铁前往机场，返回广州。

参考《南京经典三日游》DAY1 的行程

夫子庙 - 老门东 - 玄武湖公园

参考《南京经典三日游》DAY2 的行程

中山陵 - 明孝陵 - 玄武湖 - 新街口

参考《南京经典三日游》DAY3 的行程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 南京总统府 -
南京博物院

- 湖南路美食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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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游玩  体验不同风格

旅游天数：7 天
行程简介：1、包含南京、杭州、上海三个城市景点景观
                      2、不仅有江南风光，还有大都市的繁华景象供你游玩

华东三市精品游
南京 + 杭州 + 上海玩转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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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Y

2
DAY

3
DAY

4
DAY

【杭州】断桥 - 白堤 - 孤山 - 曲院风荷 - 苏堤春晓 - 花港观鱼
早起坐火车前往杭州，之后乘坐地铁或者公交到达酒店，建议住在西湖附近，方便接下来几天

的游玩。
到达酒店安置好行李后，乘坐 7 路、51 路或者 52 路到断桥站，下车步行至西湖景区的第一个

景点——断桥残雪，断桥是白娘子和许仙初识的地方，所以也是西湖景区最热门的景点之一，在断
桥附近有很多租赁自行车的地方，按天计算，大概 50-80 元一天；因为西湖景区很大，所以大部分
游客都会选择环湖骑行。

骑着自行车经过断桥，可按照指示牌去往白堤，白堤共长 2 公里，是连接“断桥残雪”和“平湖秋月”
的纽带，同时也把孤山和北山连接起来；白堤可分为内侧和外侧，内侧种有柳树，外侧则是桃树，
从远处看，就像是一座世外桃源一般让人如痴如醉。

穿过白堤后，就可到达孤山。孤山内不可骑自行车，可以把自行车锁在孤山外，步行游览孤山。
孤山顶部西侧有著名的西冷印社，同时也是杭州三大赏梅圣地之一，山上绿茵遍布，还存留有乾隆
当年游玩时的一些石刻，历史气息浓厚。

出了孤山，继续骑行至“曲院风荷”，它是西湖景区的著名十景之一，同时也是 G20 峰会的晚
会演出场地，因池塘内遍布色彩明丽的荷花而出名。荷塘上有很多形状不同的小桥，建议漫步在小
桥上，穿梭于菡萏妖娆的荷花中，感受沁人心脾的芳香。

逛完荷塘之后，可骑行至“苏堤春晓”，此景是西湖景区十大景点之首。每到春季来临，苏堤上
的香樟树等各种植物使“苏堤春晓”在西湖十景之中显得独树一帜，加之桃花的盛开，吸引了无数
游人前往；另外苏堤比较特别的是，植物一年四季常绿，无论哪个季节前往，都能看到美丽的苏堤
模样。

从苏堤出来之后，骑行前往“花港观鱼”， 全园分为红鱼池、牡丹园、花港、大草坪、密林地五
个景区，其中红鱼池、牡丹园和花港原为一位南宋官员的私家花园，园内不仅有红鱼可观赏，还有芍药、
牡丹等可供欣赏。

晚上可前往西湖音乐喷泉，欣赏优美的音乐和色彩绚丽的喷泉。

参考《南京经典三日游》DAY1 的行程

夫子庙 - 老门东 - 玄武湖公园

参考《南京经典三日游》DAY2 的行程

中山陵 - 明孝陵 - 玄武湖 - 新街口

参考《南京经典三日游》DAY3 的行程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 南京总统府 - 南京博物院 -
湖南路美食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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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AY

7
DAY

柳浪闻莺 - 雷峰塔 - 三潭映月 - 吴山广场 - 河坊街

昨天游览了西湖的北线和西线，今天可继续游览西湖的南线，南
线的景点主要包括“柳浪闻莺”、“雷峰塔景区”、“三潭映月”。

早起前往柳浪闻莺，可选择步行，也可乘坐 K4、12、102、308、
504、K315、Y9、 Y1、 Y2 路、J5、7 路公交到柳浪闻莺站下。“柳浪闻
莺”包括友谊、闻莺、聚景、南园四个景区，在南宋时为皇帝的御花园，
所以园内植物花草众多，景色宜人，环境清丽典雅。

之后可乘坐 4 路、31 路、52 路、87 路、287 路、334 路、822 路、
游 2/y2 路、游 6 线 /y6 路至净寺站下车到达“雷峰塔景区”。雷峰塔
是《新白娘子传奇》中法海关押白娘子的地方，但实为吴越的国王钱俶
为庆祝其妃子——黄妃生下皇子所筑，登到塔顶可看到半个西湖和一
元人民币背面的图案——三潭映月，景色尤为壮观。

从塔上下来乘坐游船前往三潭映月的小岛，55 元 / 人，船票中已
包括了游小瀛洲的门票，包来回，游玩结束后可凭票乘船返回至花港、
湖滨、中山、岳庙码头其中任意一个码头。在这里可仿照一元人民币背
面的图案进行拍照，也是游西湖的一种乐趣。

从岛上游玩归来，西湖的风景已游览了一大半，剩下的时间可以乘
坐公交 25 路、31 路、35 路、52 路、206 路、208 路、212 路、216 路、
514 支线等到吴山广场，体验古色古香的杭州风情。

晚上步行至美食游玩一条街的河坊街，吃着美食，在文艺店铺闲逛，
享受悠闲的杭州生活。

【上海】老城隍庙 - 人民广场 / 南京路步行街 - 外滩

早起搭乘飞往上海的航班或者坐火车前往。

中午时分，前往老城隍庙小吃街享受丰富的上海特色小
吃，红烧肉、白斩鸡、汤包、生煎……种类繁多的美食让人大
饱口福。

下午逛一逛人民广场 / 南京路步行街，去各大百货商场
和老字号好店扫一回货，享受魔都的潮流魅力。

夜幕降临，可以到外滩走走，品尝经典的上海本帮菜，吹
吹江风，欣赏东方明珠等迷人的上海夜景。

中华艺术馆 - 上海田子坊 - 新天地

早上搭车前往参观世博会前中国馆 - 中华艺术宫，那里收纳着众多具有极高
艺术价值的文物藏品，值得一览。

中午在中华艺术宫附近的百年老字号杏花楼吃午饭，享受最正宗的上海甜
口美食。

下午乘坐地铁 9 号线，抵达上海滩田子坊游玩。这处老上海味道的弄堂既
有复古风情，又充满文艺气息，是年轻人尤其喜爱的景点，也是游上海必去的拍
照圣地。

晚上可搭乘地铁 10 号线前往参观新天地，漫步在步行街内，感受老上海建
筑与现代休闲生活的完美交融，体会历史的无声变迁，接着可直接从上海乘坐
南方航空航班直达广州。

5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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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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