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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速览 Cty Brief

城市印象1

# 诗意古城 ## 江南美景 ## 慢生活 #

扬州市，古称广陵，坐落于江苏省中部、长江与京杭
大运河交汇处，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诗有云
“烟花三月下扬州”，此时的扬州，春灯如雪，花柳
拂面，竹西深处，歌吹动城。徜徉湖畔长堤，流连园
林古迹，赏娉娉袅袅十三余，看春风十里扬州路，再
来上一份地道的扬州早茶，延续千年的文脉与扬州
式的慢生活将带给你心灵的休憩。

目的地情报

目的地 
扬州

所属大洲
 亚洲 

外文名
Yangzhou

所属国家 
中国

官方语言  
普通话 

面积 
约 6591.21 平方千米

著名景点
 瘦西湖、大明寺、个园、何
园、京杭大运河（扬州段）、

文昌阁

人口 
约 461.67 万人

特色美食 
大煮干丝、扬州炒饭、狮子
头、干菜包子、三丁包子、
四喜汤团、黄桥烧饼、翡翠
烧卖、扬州饼食、千层油糕

南航航班信息 
目前，南航已开通广州直

飞扬州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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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
吃早茶，泡温泉浴，停下来享受扬州式的慢生活。

游双东历史街区，品老扬州市井风情
青砖石瓦，古街老巷，更不说那遍地淮阳小吃，还有那琳琅满目的老字号商铺，恍若穿越。

夜游扬州古运河
清澈的运河水倒映出这璀璨华灯与两岸古迹，千年历史文明扑面而来，分不清是真是梦。

游晚清第一名园——何园
亭台阁榭，流水穿石，拥有“天下第一”美名的园林又怎能错过 ?

登上文昌阁，一览扬州四面街景
出则闹市，入则安宁，于阁内彩灯辉煌处举目远眺，那是最热闹的扬州的样子。

赏中国四大名园之一——个园
独坐幽篁，赏四季石景，匠心独运的叠石艺术将带给你无声的震撼。

游千年古刹大明寺
来了大明寺，才知世上真有集佛教光环、艺术造诣、自然风光与历史底蕴于一身之所在。

漫步瘦西湖畔
暖春凝花柳，烟雨朦胧之中，让一叶扁舟轻轻载上你和你最温柔的江南梦。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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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做的事To Do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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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日历 Travel Calendar

穿衣指南
扬州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春夏雨水较多，出行记得
备伞。

通信
扬州市区号 0514

扬州市内酒店、餐厅等公共场所都有 WiFi，十分方便；
如在景区游玩，可以使用手机流量。

最佳旅行时间
春季扬州气温适宜，风光迤逦，是一年中最美的时节，
适合游玩。

消费水平
扬州的消费水平不算高，早中晚三餐外加小吃，一
天下来人均 100 元人民币足够。

至五月 -9月28末-年初-10月18

“烟花三月”
国际经贸旅游节

二分明月文化节 大明寺跨年夜撞钟
迎新年活动

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

公历 公历 December September

四月 九月 岁 25
二分明月文化节的名称来
自诗句“天下三分明月，
二分无赖是扬州”。旅行
者可以在节日期间，享受
古人泛舟于江上，在明月
下饮酒赏花的乐趣。

游客可以在跨年夜参观古
寺，领略千年古刹的庄严
气势和禅宗意境，随方丈
一起参加祈祷法会、登楼
撞钟，度过一个难忘而特
殊的跨年夜。

烟花三月时节，当然不能
错过扬州的国际经贸旅游
节，游客可以夜游瘦西湖，
观看精彩的焰火表演，参
加中国沐浴节、国际园艺
博览会，一饱眼福。

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包括
大型文艺晚会、专题图片
展、古运河花船巡游等多
项活动，游客可在丰富多
彩的活动中感受古运河文
明气贯古今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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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享生活 3 日扬州观光之旅

推荐行程

享受慢生活   探寻历史

旅游天数：3 天
行程简介：1、停下来享受老扬州人的慢生活
                      2、探寻古老而安静的扬州历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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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Y

2
DAY

3
DAY

         大明寺—瘦西湖—文昌阁—南门遗址公园—双东历史街区
从扬州泰州机场站上车大城旅游专线至大明寺站下车。在大明寺，不但可以领

略深厚的佛教文化与艺术造诣，更兼品味到中国园林的自然与建筑合二为一的境
界，还可以在这里为亲友祈福保佑安康；

走出大明寺，继续搭乘旅游专线，在观音山站下车。瘦西湖的美，美在纤细，
美在婉约，曲折蜿蜒的湖水似飘带向远方隐去，两岸花柳拂面，古迹林立，别有一
番人在画中游的诗情画意；

出了瘦西湖风景区，从瘦西湖（虹桥坊）站上车，搭乘 99 路公交在文昌阁站下
车，便来到了文昌阁。彩灯辉耀，古色古香，登上文昌阁举目远眺，便可鸟瞰扬州市
最热闹的街市景象；

出文昌阁转乘 23 或 56 或 37 路公交至苏北医院站下车即到南门遗址公园。
遗址景点范围较小，一小时足以逛完，流连古迹遗址，触摸那残垣断根，还有那古
老的城门，可以感受到扬州城历经隋唐直至宋代的历史变迁与沧桑；

走出南门遗址公园搭乘 32 路公交，在琼花观站下车，继续搭乘 99 路公交，在
东关古渡站下车，便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双东历史街区。漫步历史街区，近距离接
触老扬州历史建筑，参观扬州八怪纪念馆，感受老扬州人的市井百态，享受淡雅精
致的淮扬美食小吃，四喜汤包、黄桥烧饼、千层油糕、饺面、锅贴……吃到根本停不
下来——都是来扬州必体验的美事。

富春茶社—南河下—何园—个园—扬州古运河水上游
早起搭乘公交来到扬州百年老字号的早茶店富春茶社，

体验一把老扬州生活的“皮包水”，点上一份经典扬州小吃
大煮干丝，再来上一笼地道的三丁包子和扬州灌汤包，置身
古典楼亭慢品美食，心旷神怡，开启一天的美好旅程；

从富春茶社附近的绿扬旅社站上车，搭乘 8 路公交在福
运门站下车，再转旅游专线至七二三所站下车便到达南河下
历史文化街区。南河下片保留着扬州最古老而真实的古街老
巷，踩着青石板走近幽深的古巷，一砖一瓦仿佛都在诉说着
曾经的故事；

走出南河下历史文化街区，紧接着便来到了何园。亭台
阁榭，流水穿石，还有那 1500 米的复道长廊，精妙的园林构
造让人叹为观止；

出了何园，搭乘旅游观光巴士至个园站下车，便能领略
个园的风采。潇湘绿衣，苍翠欲滴，品种众多的竹遍植园内；
春夏秋冬四季假山鬼斧神工，让人不出园门便可领略四季美
景，尽显中国园林叠石艺术登峰造极的境界；

告别个园，在附近的琼花观站搭乘 88 路公交，至文昌花
园南站下车，便来到了京杭大运河附近。此时已是夜晚，大
运河上灯火辉煌，乘一艘游船，观赏着两岸的扬州古迹，品味
着运河文明的魅力，将自己放逐历史的长河，任思绪穿梭千年。

冶春茶社—广陵王汉墓—朱自清故居 / 吴道台府

既然是深度游，当然少不了地道的老扬州生活体验。今
天早起依然以扬州老字号早茶开启新的一天，去冶春茶社点
上一份早茶，让鲜香可口的蟹粉汤包、蒸饺、烧卖唤醒你的
味蕾，再沏上一壶热茶，老扬州人的生活韵味就出来了；

走出冶春茶社，搭乘公交至广陵王汉墓博物馆下车，便
可领略帝王级别的广陵王刘胥夫妇的木椁墓，气势磅礴，构
造精良，保存完好，被评为惊世之作；

从广陵王汉墓搭乘 25 路公交至吴道台府站下车，便可
参观朱自清故居，这处也是典型的扬州明清建筑，面积不算
大，但走走停停，看着历史打磨出的痕迹，别有一番古街风
情在其中；

天色渐晚，去体验一把扬州人的“水包皮”吧。热气萦
绕，温暖宜人，大大小小的温泉足以解除你几天以来舟车劳
顿带来的疲惫，洗尽尘埃，身心焕然，然后便可以圆满结束
三天的扬州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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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点3

最热榜单

必去景点

1

2

大明寺

大明寺始建于隋朝，因东渡日本的鉴真法师曾在寺内
担任住持而成名，是一座享誉中外的千年古刹。寺内
既包括古迹文物、鉴真纪念堂和栖灵塔等人文景点，
还有西苑方圃等美丽的园林景观，是一座展现佛教文
化、历史文脉、园林艺术与中国古代建筑多重造诣的
的独特庙宇建筑，大气庄严，底蕴深厚，具有极高的
历史与艺术地位。
开放时间：8：00 - 17：30
门票价格：旺季（3 - 6 月，9 - 11 月）45 元
                      淡季（12 - 2 月，7、8 月）30 元
景点位置：扬州市维扬区平山堂东路 8 号
如何前往：公交 5 路、旅游专线至大明寺站下车
怎么玩：大明寺祈福，跨年夜还有撞钟迎新年活动。
   

瘦西湖

瘦西湖，囊括五亭桥、二十四桥、钓鱼台、荷花池等众多自
然景点，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喜爱流连之地。不同于杭州
西湖，瘦西湖一个“瘦”字，生动地表现了湖水蜿蜒曲折、
清澈柔美的特点，恰似清瘦婉约的伊人正扶风而立，浅吟低
唱。于碧波之上眺望两岸，春有长堤春柳，桥边芍药盛放，
冬来银装素裹，纯净空灵，四季各有不同的美感。
开放时间：6：30 - 18：00
售票时间：7：00 - 17：00
                   18：30 － 22：00（3 月 20 日后开放夜游，票价
约 80 － 100 元，全程坐船）
门票价格：旺季 150 元；淡季 120 元
景点位置：扬州市城西北郊
如何前往：西 门： 乘 11、39、50、55（ 夜）、81、107、
216、旅游专线至东方百合园站；北门：乘旅游观光巴士、
旅游专线至观音山站
怎么玩： 漫步瘦西湖畔，乘船游历西湖，或者黄昏时分在
徐园散散步。

TOP 1 
瘦西湖

TOP 2 
大明寺

TOP 4 
何园

TOP 5 
文昌阁

TOP 3 
个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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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园

个园是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全园分为北部品
种竹观赏区、中部花园和南部住宅，园内满是
青竹，风雅清丽。另有鬼斧神工的春夏秋冬四
季假山，不出园门便可领略四季变换美景，是
中国园林中叠石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游扬州
必去的景点之一。
开放时间：旺季：07：15 - 18：00 （3 ~ 6 月、
9 ~ 11 月）
                      淡季：07 ：15 - 17 ：00（1 ~2 月、
7 ~ 8 月、12 月）
门票价格：旺季（3 ~ 6 月、9 ~ 11 月）：45 元 
                     淡季（12 ~ 2 月、7 ~ 8 月）：30 元
景点位置：扬州古城东北方，盐阜东路 10 号
如何前往：乘坐 61 路在个园站下乘 26 路至世
纪联华下。
怎么玩： 观赏品种繁多的竹，品味独具匠心的
叠石艺术，感受小而美的极致园林之美。

何园

何园始建于清代中期，被誉为“晚清第一园“。何园中的片石山房、明楠木厅、清楠木厅、水中月、骑马楼、玉绣楼、贴壁假山、
复道回廊等景点都极具设计美感，园中的植物配置也独具匠心，讲究形态变化不一，尽显曲折回环、天人合一的中国园林意境。
开放时间：7：30 - 17：15
门票价格：旺季：（3、4、5、6、9、10、11、12 月）45 元
                      淡季：30 元
景点位置：扬州市徐凝门街 66 号
如何前往：19 路公交直达；或 26 路至石塔寺 / 西门站，换乘 209 路到何园站下车
怎么玩：游览晚晴第一园美景，赏中国古代园林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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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阁位于市中心，是扬州市地标建筑。外形呈八角三级构造，
底层四面均为拱门，直通街市，富有“出则仕，入则隐”的意境。
第二层由窗台环绕，游客可以登楼眺望，观赏美景。每当节庆假
日晚上，阁内灯火通明，辉煌庄严，映衬着热闹的街市，堪称扬
州最美夜景之一。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扬州市汶河路、文昌路交叉处
如何前往：搭乘 4、5、6、17、23、23 晚、26 晚、27、29、30、
33、33 晚、37、51 晚、56、62、66 晚、103 路公交至文昌阁站
怎么玩 ：夜晚登阁，欣赏精妙的楼阁结构，俯瞰扬州最热闹的街景。

文昌阁

京杭大运河（扬州段）
京杭大运河始建于隋朝，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连接通州与杭州，架起了一座贯通南北、沟通
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文明的桥梁。其中运河扬州段是大运河最古老的一段，见证着扬州城沉淀千年的历史。
开放时间：14：00 - 21：00
门票价格：60 元
景点位置：广陵区便益门广场码头至康山文化园码头
如何前往： 搭乘 88 路公交可到达大运河附近
怎么玩：乘船夜游，感受古老的运河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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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东历史街区是一条明清古城区大街，由东关街、东圈门历史街
区共同组成，完好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特色，老字号、老
房子、老商铺琳琅满目，淮扬特色小吃遍布街肆，游客络绎不绝，
历史底蕴深厚，是游客探寻历史古迹、品味扬州美食的绝佳去处。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广陵区东关街和东圈门周边
如何前往：乘坐 25、45、52、58、210、旅游观光巴士、旅游专
线抵达东关古渡站
怎么玩：漫步双东历史街区，聆听历史脚步，品味老扬州的风土
人情。

双东历史街区

京南河下片区古街老巷

南河下片区聚集着官宦和富商住所，也浓缩着老扬州的历史文化。幽深的古巷内，大至富贾宅院，小到低矮民房，乃至顷
坯的墙垣，一砖一瓦都藏纳着古朴而真实的味道，以及挥之不去的历史沧桑，是感受老扬州市井生活百态的好地方。
景点位置：扬州市南河下片区
如何前往：搭乘 19 路公交至何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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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众景点3

扬州古城南门遗址

扬州古城南门遗址，国家首批考古遗址公园，同批被纳入名单的还有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南门遗址位于扬州市西北
蜀岗上，分为子城和罗城两大部分，分别为官衙聚集地和住宅区、商业区，保存并展现了隋朝至宋朝扬州古城的真实风貌
与变迁，是扬州千年文化的缩影。
景点位置：扬州市广陵区南通西路南门遗址公园
如何前往：乘坐旅游专线在跃进桥站上车，在何园站下车并换乘 19 路公交至育才小学站下车

扬州八怪纪念馆

“扬州八怪”指的是八位清代画家，即郑燮、罗聘、黄慎、李方膺、高翔、金农、李鱓和汪士慎，他们以富有特色的性格
和独特的画风名留青史。扬州八怪纪念馆在八怪之一金农的故居西方寺的基础上改建而成，馆内收藏着”八怪“书画、扬
州各书画家代表作品及其他文物古迹，展现了八怪的艺术成就。
景点位置：扬州市广陵区驼岭巷 18 号扬州八怪纪念馆
如何前往：乘坐旅游专线至扬州八怪纪念馆下车

扬州汉广陵王墓博物馆

如果你喜欢盗墓笔记，不要错过扬州汉广陵王墓博物馆。它位于扬州大明寺以东，墓中埋葬着西汉广陵王刘胥夫妇，还曾
出土过金缕玉衣残片及诸多西汉珍贵器物，并且保存完好。除了欣赏宝贵的文物之外，旅行者还可以在这里了解更多汉代
扬州文化。
景点位置：瘦西湖风景区
如何前往：西门：11、39、50、55 夜、81、107、216、旅游专线东方百合园站
                      北门：5、25、旅游观光巴士、旅游专线观音山站

朱自清故居

朱自清故居在扬州安乐巷，有着浓郁的扬州“三合院”民居特色，也是朱自清多处故居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处，珍藏着许多
朱自清先生的笔墨和家庭照片，喜爱先生文章的旅客值得前往一看。
景点位置：扬州市安乐巷 27 号
如何前往：搭乘 4 路、26 路、26 路晚班、32 路、86 路琼花观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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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4

最热榜单

当地特色美食

1

2

大煮干丝

大煮干丝，又叫鸡汁煮干丝，是淮扬菜系的代表美食。经过
烹饪，火腿和干虾皮自带的鲜味慢慢渗入原本平淡无味的豆
腐干丝中，却仍然保持着清爽鲜美的口感，尝不出一丝油腻，
令人称奇。
推荐餐厅：冶春茶社
推荐理由：冶春园原将园林与茶肆相结合，既可吃早茶，也
可欣赏园林美景。
地址：广陵区丰乐上街 8 号（近西园饭店）
价格水平：人均 30 元
开放时间： 7：00 - 13：30；16：30 - 20：30

扬州炒饭

扬州炒饭，常常以上十种丰富配料为底，
且烹饪讲究严谨，这样炒出来的饭粒颗
颗分明、色泽明亮、美味可口、营养全
面，是声名远扬的扬州美食。
推荐餐厅：三香碎金扬州炒饭
推荐理由：扬州市内一家主营扬州炒饭
的餐厅，配料丰富，味道可口。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淮海路 103
号
价格水平：人均 20 元
开放时间：10:00-21:00

TOP 1 
大煮干丝

TOP 2 
扬州炒饭

TOP 4 
三丁包子

TOP 5 
拆烩鲢鱼头

TOP 3 
狮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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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头

扬州狮子头是典型的淮扬美食代表。油而不腻，糯软微甜的口感广受
好评，也是游扬州必吃的一道菜。
推荐餐厅：食为天酒店 ( 东鹤店 )
推荐理由：蟹粉狮子头是该店招牌菜之一，粉嫩入味，色香味俱全，
令人回味无穷。
地址：广陵区江阳东路 2 号 ( 运河西路口 )
价格水平：人均 70 元
开放时间：11: 00-13: 30，17: 00-20: 30 

拆烩鲢鱼头

拆烩鲢鱼头是扬州传统名菜，食材取自肉鲜汤美的扬州大花鲢，
肉质肥嫩，汤汁鲜美，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深受食客喜爱。
推荐餐厅：食为天酒店 ( 东鹤店 )
推荐理由：拆烩鲢鱼头也是食为天酒店的招牌菜之一，同样值
得品尝。
地址：广陵区江阳东路 2 号 ( 运河西路口 )
价格水平：人均 70 元
开放时间：11: 00 - 13:30，17: 00 - 20: 30    

三丁包子

三丁包子以鸡丁、肉丁、笋丁为原料，内馅味道鲜美，包
子皮则松软可口，入口甜中带咸，油而不腻。
推荐餐厅：富春茶社
推荐理由：百年老字号的扬州早茶店。
地址：广陵区得胜桥街路 35 号 ( 近文昌中路）
价格水平：套餐形式，分别为 25、35、40 元人民币
开放时间：6: 30-13: 30；15: 45-1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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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地图3

东关美食广场

扬州特色小吃聚集地，建筑古色古香，美食分量十
足，物美价廉。

· 藕粉汤圆

软糯 Q 弹，香甜可口，出自东关街上人气很旺的一
家小吃店

地址：东关街粗茶淡饭小吃店

· 黄桥烧饼

酥脆可口，馅料充足，吃后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地址：东关街聚香斋

· 赵氏叠汤圆

东关街上的老字号小吃店，出品四喜、五福、六顺
三种招牌汤圆，厚薄适中，馅料丰富。

地址：东关街赵氏叠汤圆

· 赖氏四喜汤圆

既有北方的鲜香，又注重南方的甜糯口感，实现南
北风味的完美碰撞与融合，口味轻重刚刚好。

地址：东关街赖氏四喜汤圆

四望亭美食街

身处园林庭院的扬州美食一条街，同样汇聚着众多的扬州小吃。

· 蟹粉汤包

皮薄肉嫩，蟹黄量多且鲜，用吸管一吸，满口余香。

地址：冶春茶社

· 虾籽馄饨

是一家快餐小吃店，价廉物美。虾籽馄饨皮薄肉嫩，外形晶莹透亮，味道鲜美。

地址：必香居

· 千层油糕

淮阳典型小吃，甜咸相间，层层叠加，味道香甜软糯，油而不腻。

地址：富春茶社

· 锅贴、虾面（蒋家桥饺面店）

锅贴金黄酥脆，味道微甜，外酥里嫩，爽口十足。虾面做法比较特殊，是把馄饨和面条下锅同煮，汤汁鲜美可口，虾肉嫩滑 Q 弹，
很是用心。

地址：蒋家桥饺面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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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物5

最热榜单1

TOP 2 扬州酱菜

扬州酱菜和传统腌菜制作方法不同，具有鲜脆可口的特点，
讲究色香味俱全，并且从不添加人工防腐剂等物质，保留
蔬菜的天然风味，营养丰富，是居家小菜必备良品。

TOP 1 牛皮糖

扬州牛皮糖号称“扬州一绝”，色香
味俱全，口味适中，老少咸宜。
售价：5~15 元 /500g
推荐购买地点：东关街和各大超市

TOP 5 扬州剪纸

扬州剪纸历史悠久，并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剪纸文
化也一直传承至今，并经多代剪纸传人发扬光大。
售价：约 20 元 / 张
推荐购买地点：中国剪纸博物馆

TOP 4 扬州漆器

扬州漆器发源于汉代，历史悠久，声名远播，具有很高的
艺术观赏价值。
售价：根据品质不同价格不一
推荐购买地点：扬州工艺美术大楼或漆器厂

TOP 3 扬州玉器

扬州产玉已久，自成风格，美轮美奂。市面上的扬州
玉器真假难辨，旅行者最好去正规玉器厂购买，以防
上当受骗。

售价：5~8 元 / 瓶
推荐购买地点：东关街老字号扬州酱菜店

售价：根据品质不同价格不一
推荐购买地点：广储门外街 6 号扬州玉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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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货地点3

酱园

扬州酱菜是扬州驰名特产，酱园的三和四美酱菜尤其出名。扬州酱菜不仅鲜甜可口、爽口脆嫩，而且色香味俱全，口感细腻，
香味悠远，令人回味无穷。
地址：广陵区东关街 371 号
如何前往：搭乘旅游专线至东关古渡站下车

京华城全生活广场

位于扬州新城西区，是大陆第一座全生活产业城，也是大陆第一个以住宅建筑群配合城市商贸圈功能而建造的“城中城”，
设施配套完整。
地址：邗江区京华城路 168 号
如何前往：13、21、66 路京华城全生活广场站

谢馥春（东关专卖店）

扬州本地很有名气的美妆品牌，也是优秀的国产护肤品代表。其中谢馥春鸭蛋粉形似鸭蛋，粉质细腻，定妆效果好，广受好评。
地址：广陵区东关街 243 号
如何前往：搭乘旅游专线至东关古渡站下车

五亭龙国际玩具城

扬州被称作“玩具之都”，玩具种类、数量众多，其中以毛绒玩具为主，喜欢的旅客不妨多淘一淘。
地址：邗江区扬子江北路 828 号
如何前往：13 路公交蜀景花园站

金鹰国际购物中心

大牌商品聚集地，为扬州的中高档消费区域。
地址：广陵区汶河南路 120 号
如何前往：搭乘 23、26、27、29、30、33、37、51、62、66、103 路文昌阁站下车。

Tips
玩具价格比较便宜，还可以多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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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6
最热榜单1

个园 / 何园附近
60% 旅客的选择

市中心 / 新区
15% 旅客的选择

瘦西湖附近
20% 旅客的选择

周边玩乐 个园、何园及其他扬州园林 市中心各大景点 瘦西湖、温泉度假村

交通 距离公交车站较近
临近扬州火车站

适合出行赶路
乘坐旅游专线可达

均价 200 – 400 元人民币 200 – 600 元人民币 200 – 400 元人民币

优点 在个园、何园附近，临近东关历史街区，
方便游玩和逛街

外出交通便利；
住所经济实惠

地处扬州最美景点瘦西湖风景区，
景色优美，环境宜人

缺点 较为嘈杂 住宿条件参差不齐 离其它景点较远

适合谁 想要节省交通时间的旅客
喜欢热闹的人群

时间较短的旅客 想慢慢体验扬州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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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7
外部交通1

飞机

扬州泰州机场距离市区 30 公里左右，机场位于江都区丁沟镇，目前已有到深圳、广州、三亚、昆明、北京、西安、成都等
国内各大城市的航线。目前南航已开通广州直飞扬州的航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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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扬州 CZ3957 07:00 9:25 2 小时 25 分钟 每天

扬州 - 广州 CZ3958 10:30 12:40 2 小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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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共有两个火车站，分别是市内的扬州站和位于江都区的江都站，建议游客在扬州站下车。另外扬州火车站现已开通到
北京的直达特快列车，以及到上海、深圳、广州、南京、汉口、西安、温州的列车。

长途汽车

扬州汽车客运站 发往：北京、上海、江苏省内各地市；浙江省内宁波、嘉兴、海宁、温州、义乌、桐乡，
山东省济南、青岛、临沂、淄博、济宁、日照、潍坊；郑州、汕头、福州、太原等地。

扬州城北汽车客运站 发往：江苏省辖县及本省东部市县，部分车发往上海。

扬州汽车东站 发往：北方的安徽地区及江苏境内的淮阴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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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交通2

普通公交：

扬州公交系统发达，另有旅游观光线、旅游专线、润扬旅游专线、水上观光巴士 A/B 线、扬江专线、扬泰机场江都线、扬
泰机场扬泰线、禄口机场扬州线、食品园区专线、送桥专线、泰江专线、邮扬新干线等公交路线。其中，旅游专线、旅游
观光巴士停靠瘦西湖、五亭桥、二十四桥、个园、何园、大明寺、东关古渡等各大主要景点，是游览扬州的最佳选择。

旅游专线：

起点站为汽车西站（06：20 - 18：37），终点站为工人新村停车场（06：20 - 18：10），票价 2 元

旅游观光巴士：

起点为何园（07：30 - 17：30），终点站为大明寺（07：30 - 17：30），票价 5 元

镇扬城际公交

扬州和镇江距离很近，并已开通城际公交，在重要景区和商业中心停靠。起点为平山堂 ，终点为焦山公园，票价为 19 元，
行程约 45 分钟。
运营时间：6：00 - 19：00    

游船 / 轮渡

从扬州瓜州渡口到镇江可以通过轮渡往返。在扬州市汽车西站坐 16 路公交车（5：50 - 18 ：30）可至渡口，摆渡费每人
每次 3 元，全程搭乘时间约十分钟。

出租车

  
  
                       起步价（3 公里）

 
                     每公里加收价

 
                    白天

 
                                   9 元                               2.4 元

 
                    夜晚                                   10 元                              2.7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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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8
扬州，是一座让无数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的城市。

穿越千年，这里留下了太多诗情画意，

也有众多历史痕迹等待你的探寻；

扬州，一处让你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地方，

悠然两日，

便足以让你爱上老扬州诗意栖居的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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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 + 镇江双城五日探索之旅
探索两城  江南水乡魅力

旅游天数：5 天
行程简介：游览扬州和镇江双城美景，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来一场浪漫的人
文之旅。

主题旅游行程推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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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Y

2
DAY

3
DAY

大明寺—瘦西湖—文昌阁—南门遗址公园—双东历史街区
从扬州泰州机场站乘坐大城旅游专线至大明寺站。在大明寺，不但可以

领略深厚的佛教文化与艺术造诣，更兼品味到中国园林自然与建筑合二为一
的境界，还可以在这里为亲友祈福保佑安康；

走出大明寺，继续搭乘旅游专线，在观音山站下车。瘦西湖的美，美在纤
细，美在婉约，曲折蜿蜒的湖水似飘带向远方隐去，两岸花柳拂面，古迹林立，
别有一番人在画中游的诗情画意；

出了瘦西湖风景区，从瘦西湖（虹桥坊）站上车，搭乘 99 路公交在文昌阁
站下车，便来到了文昌阁。彩灯辉耀，古色古香，登上文昌阁举目远眺，便可鸟
瞰扬州市最热闹的街市景象；

出文昌阁转乘 23 或 56 或 37 路公交至苏北医院站下车即到南门遗址公
园。遗址景点范围较小，一小时足以逛完，流连古迹遗址，触摸那残垣断壁，
还有那古老的城墙，可以感受到扬州城历经隋唐直至宋代的历史变迁与沧桑；

走出南门遗址公园搭乘 32 路公交，在琼花观站下车，便到了今天的最后
一站双东历史街区。漫步历史街区，近距离接触老扬州历史建筑，参观扬州八
怪纪念馆，感受老扬州人的市井百态，享受淡雅精致的淮扬美食小吃，四喜
汤包、黄桥烧饼、千层油糕、饺面、锅贴……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富春茶社—南河下—何园—个园—扬州古运河
早起搭乘公交来到扬州百年老字号的早茶店富春茶社，

体验一把老扬州生活的“皮包水”，点上一份经典扬州小吃
大煮干丝，再来上一笼地道的三丁包子和扬州灌汤包，置身
古典楼亭慢品美食，心旷神怡，开启一天的美好旅程；

从富春茶社附近的绿扬旅社站上车，搭乘 8 路公交在福
运门站下车，再转旅游专线至七二三所站下车便到达南河下
历史文化街区。南河下片保留着扬州最古老而真实的古街老
巷，踩着青石板走近幽深的古巷，一砖一瓦仿佛都在诉说着
曾经的故事；

走出南河下历史文化街区，紧接着便来到何园。亭台阁
榭，流水穿石，还有那 1500 米的复道长廊，精妙的园林构造
让人叹为观止；

出了何园，搭乘旅游观光巴士至个园站下车，便能领略
中国四大名园之一个园的风采。潇湘绿衣，苍翠欲滴，品种
众多的竹遍植园内；春夏秋冬四季假山鬼斧神工，让人不出
园门便可领略四季美景，尽显中国园林叠石艺术登峰造极的
境界；

告别个园，在附近的琼花观站搭乘 88 路公交，至文昌花
园南站下车，便来到了京杭大运河附近。此时已是夜晚，大
运河上灯火辉煌，乘一艘游船，观赏着两岸的扬州古迹，品
味着运河文明的魅力，将自己放逐历史的长河，任思绪穿梭
千年。

冶春茶社—广陵王汉墓—朱自清故居
既然是深度游，当然少不了地道的老扬州生活体验。今

天早起依然以扬州老字号早茶开启新的一天，去冶春茶社点
上一份早茶，让鲜香可口的蟹粉汤包、蒸饺、烧卖唤醒你的
味蕾，再沏上一壶热茶，老扬州人的生活韵味就出来了；

走出冶春茶社，搭乘公交至广陵王汉墓博物馆下车，便
可领略帝王级别的广陵王刘胥夫妇的木椁墓，气势磅礴，构
造精良，保存完好，被评为惊世之作，不可错过；

从广陵王汉墓搭乘 25 路公交至吴道台府站下车，便可
参观朱自清故居，这处也是典型的扬州明清建筑，面积不算大，
但走走停停，看着历史打磨出的痕迹，别有一番古街风情在
其中；

天色渐晚，去体验一把扬州人的“水包皮”吧。热气萦
绕，温暖宜人，大大小小的温泉足以解除你几天以来舟车劳
顿带来的疲惫，洗尽尘埃，身心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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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Y

5
DAY

金山公园—北固山—焦山
早上乘坐镇扬城际公交直达镇江金山公园，随后搭乘 2 路公交直达金

山脚下；
出发前来上一份镇江名小吃蟹黄汤包，帮助储备体力，随后便可以信步

登山，参观天然去雕饰的法海洞、白龙洞、第一泉等景点，欣赏妙高台、慈寿
塔等建筑之妙，感悟深藏于自然之中的奥义；

中午再来上一份锅盖面、水晶肴蹄，配上糖醋萝卜干，地道又管饱；
下午乘坐 4 路公交到抵达焦山公园游玩，见满山青翠，环境幽雅，公园

独立扬子江心，四面绿水环绕，有遗世独立之风，可感悟自然深处的禅意；
夜幕降临，直接乘坐 4 路公交抵达大市口美食夜市品尝镇江特色小吃，

刀鱼、油炸干、镇江香醋、五香茶叶蛋、煎饼等多种美食应有尽有，让人意犹
未尽，另外镇江香醋也是馈赠亲友的好特产之选。

西津古渡街—南山风景区
早上搭乘 8 路、49 路或 102 路公交到达西津渡。这条千

年古街上，汇聚着唐宋的青石板街、元明的石塔和晚清的楼阁，
古迹保存完好，旅客可以在这里领略到当年古城作为交通枢
纽、有着鼎盛商业的西津渡风貌，感受多元融合而又独具特
色的津渡文化；

随后乘坐 15 路公交到达南山国家森林公园，在招隐、文
苑和竹林等多个自然景点一路游玩，尽情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享受纯天然的氧 SPA。傍晚再次乘坐镇扬城际公交返回扬州
市内，顺利结束五天的旅程，抵达机场回到温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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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味扬州经典 1 日游
悠久历史  诗情画意  淮扬美食

旅游天数：1 天
行程简介：欣赏扬州城内诗情画意的美景，享用淮扬美食。

主题旅游行程推荐2

大明寺—瘦西湖—文昌阁—双东历史街区
古诗里曾说，烟花三月下扬州。葱葱郁郁的春天里，去扬州享受美景吧！先去大明寺，看中国园林是如何将自然与建筑
合二为一，还可以在寺中为亲友祈福。之后从大明寺搭乘旅游专线，尽情欣赏瘦西湖的美，看曲折蜿蜒的湖水似飘带向
远方隐去，两岸花柳拂面，古迹林立，令人心旷神怡。再登上古色古香的文昌阁，举目远眺，便可鸟瞰扬州市最热闹的街
市景象。傍晚时分，去东关历史街区感受老扬州人的市井百态，享受淡雅精致的淮扬美食小吃，惬意又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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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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