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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肥：绿色之城

合肥：绿色之城(图片由网友 @孙长老你好 提供)

合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因东淝河与南淝河于此汇合而得名。古称庐州，又名庐阳。素以

“三国旧地、包拯故里、淮军摇篮”闻名于世。

合肥具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的战略地位，常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魏将张辽大败孙权十

万大军的逍遥津战役，即发生在这里。两千多年前，这里就已开始形成商业都会。秦、汉在此设

郡县，明、清为庐州府治，1949年定为安徽省省会。

作为国家首批三个园林城市（北京、珠海、合肥）之一，合肥有“绿色之城”的美称。淝水穿城

而过，形成了“城在园中，园在城中，城园交融，浑然一体”的独特城市风貌。市内的包公园、

逍遥津公园、环城公园等胜景，城郊的紫蓬山、大蜀山两座森林公园以及徽园等主题公园，徜徉

其间，风光旖旎，还可吊古论今，令人留恋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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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区域图

最佳旅游时间：

历史名城合肥自然风景优美，古址遗迹众多，一年四季皆宜旅游。相对而言，最佳旅游季节为每

年4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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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肥不得不去的景点

合肥景点(图片由网友 @大王是我快开门 提供)

自然景观

双凤湖旅游度假区：

双凤湖千百年的历史积淀，使得这片沃土富有传奇的人文色彩。相传一日，临湖而居的人们忽然

看见两只金色的凤凰在岸边梳洗羽毛。人们感叹双凤来仪，必是一片沃土宝地，双凤湖由此得名

。

三十岗乡生态旅游风景区：

三十岗乡生态旅游风景区位于合肥市西北部，分别与长丰、肥西接壤，南临两大水库，乡域内蓝

天碧水，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气候怡人，景色秀美。

三河镇：

古镇的特色，一为水，二为古。水是三河的精灵。镇内，五里长街，河环水绕；镇外，河网丛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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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圩堤交错，具有“外环两岸，中峙三州”的独特地貌。有位三河籍诗人曾对故乡咏道：“三道

春水，仍明澈，仍清长，仍柔波荡漾。”除水乡特色外，三河历来以其古老、秀丽闻名。镇内的

古街、古桥、古巷、古炮台、古民居、古城墙、古茶楼，无不向游人佐证和诠释三河的古老。

巢湖：

千里江淮，巢湖最美。巢湖之美，不仅在于她的辽阔浩大，而且因她物产丰富，文脉深厚和遍布

两岸的风景名胜。

浮槎山：

浮槎山，俗称安徽“北九华”，位于肥东县境内，为大别山余脉，山势层峦叠翠，逶迤相连20余

里，主峰海拔418.1米，是合肥境内的最高山峰。主峰四周罗布九座山峰，似九龙腾跃，形态各异

。浮槎山峰峦叠嶂，怪石峥嵘，松柏挺秀，云雾缭绕，清幽宜人，景色奇丽，为安徽名胜之一。

四顶山：

四顶山景色之美，以朝霞为最。每当雨霁露晨，旭日东升，则霞光四射，满山璀璨，所以“四顶

朝霞”闻名海内，先后被列入庐阳八景和巢湖八景。

人文景观

合肥三国遗址公园：

园内空气清新，景色秀丽，三国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拥有新城文物陈列馆、金虎台、聚贤堂、满

宠草堂、征东门、东侧门遗址、练兵指挥台、兵器铸造窑址、屯兵营遗址、饮马池、时光隧道等

景点，集人文历史、游览观光、休闲娱乐于一体，俨然一座露天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并存的

三国军事历史博物馆，成为合肥争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和现代化滨湖大城市建设的一颗璀璨明珠

。

庐州府城隍庙：

庐州府城隍庙位于霍邱路中段，坐北朝南；占地４０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始

建于北宋皇礻右三年（１０５１年）。大庙前旗杆矗立，山门口石狮相对，山门三间，左右耳房

各五间；戏楼五间，两旁耳房各四间；大殿三间，两侧耳房各五间；娘娘殿三间，两边耳房各三

间。

逍遥津：

逍遥津位于合肥市旧城的东北角，与教弩台仅一步之遥，以三国时期的古战场而载入典籍。逍遥

津是一座约20万平方米的城市公园，合肥十景之一，水面占三分之一，公园分东西两部分，逍遥

津古为淝水上的一个津渡。

明教寺：

明教寺建于教弩台故址。教弩台俗称曹操点将台，位于合肥老城区内、逍遥古津南面，与公园隔

路遥望。台高5米多，占地面积4000余平方米。台基壁峭，俨如城堡。东汉末年筑此高台，曹操曾

四次到合肥在此临阵指挥，“教强弩五百”，以狙击东吴水师，故称教弩台，距今已有1700多年

历史。

李鸿章故居：

李鸿章故居位于今合肥淮河路步行街中段。故居面南背北，两扇高大厚实的朱漆大门和门前一对

威武的石狮，面对着日夜川流不息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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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景观

合肥汉海极地海洋世界：

合肥汉海极地海洋世界不仅拥有国内大型海洋馆共有的海洋珊瑚礁鱼和鲨鱼隧道，而且拥有国内

唯一的中华鲟、巨骨舌鱼等大型淡水鱼隧道。并且馆内拥有亚洲最大也是唯一的直径18米的360℃

环形亚克力群鱼展示缸——浪漫海底花园。

花园街：

花园街位于长江路中段与荣事达大道南段交接处，因其方位在环城公园的圆心，又在合肥城区的

中心。故又称为园中园、街心园。花园街为南北向条状开敞式公园。

环城公园：

环城公园位于我市老城区周围，环绕护城河，20世纪50年代废城垣建环城马路，并植树造林。198

0年始建环城公园，公园总长8.7公里，总面积为137.6公顷，是一个以原环城绿带为基础，采用开

敞式布局，运用造园艺术，点缀园林建筑和山石小品形成的线带状敞开式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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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肥行程推荐

一日游

包公祠→李鸿章故居→三河

两日游

D1：徽园→包公祠→逍遥古津→李鸿章故居

D2：三河

皖南四日游

D1：合肥→包公祠→李鸿章故居→逍遥古津

D2：黄山→迎客松→光明顶→飞来石

D3：清凉台→猴子观海→始信峰→屯溪老街

D4：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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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肥娱乐

电影院

金逸合肥优购店：

合肥国际电影城优购店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拥有五个国际标准电影厅，840个豪华座席，5个

厅全是本市全数字3D电影厅，炫亮无比的高清晰DID无缝拼接电影预告片播放系统也为本市独家

享用，自由选座的网上购票系统、全国通用的会员卡体系、热情周到的人性化服务，让你充分体

验以人为本与现代尖端科技深度融和的至尊享受。

中影�国际影城（合肥1912店）：

中影�国际影城（合肥1912店）坐落于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1912街区1号楼，该影城的开业不仅标

志着"中国巨幕"对外的正式诞生，也意味着中国电影放映技术领域的跨世革新。

合肥橙天嘉禾影城：

合肥嘉禾影城是橙天嘉禾娱乐集团在合肥首家投资的豪华影城，本影城贯穿香港设计师全新设计

理念，装潢设计时尚、高雅。本影城采用进口美国JBL高音质音响，DP2K-20C放映设备，具备极

强效果的3D放映技术，将带给您震撼完美的视听享受。

金逸合肥明发店：

城北第一巨幕合肥金逸国际电影城明发店占地面积4000平米，拥有7个国际标准电影厅，1786个豪

华座席，6号厅是本市首屈一指巨幕全数字双机3D电影厅，自由选座的网上购票系统、全国通用

的会员卡体系、热情周到的人性化服务⋯⋯让你充分体验以人为本与现代尖端科技深度融和的至

尊享受。

华谊兄弟合肥影院：

最豪华的明星阵容，最震撼的视听体验，最刺激的感官触觉。在华谊兄弟合肥影院，你可以快乐

，可以悲伤，可以惊愕，可以叹息，可以义愤填膺，可以丑态百出......总之，有你好看！

合肥万达影城：

合肥万达国际电影城地处合肥市马鞍山路130号合肥万达广场娱乐楼四--五层。影城建筑面积5767

平方米，设立9个影厅，包括安徽首家IMAX影厅以及4个金属银幕3D厅。共计1600个观影座位。

合肥左岸影城：

合肥左岸国际电影城是合肥一家符合“国际五星级标准”的现代化多厅超豪华影院。影城以独特

的电影文化氛围、尖端的放映技术、精彩的视觉效果、顶级的音响系统及超值的售卖票价、美味

的影院小食、温馨的客户服务、幽雅的休闲布置缔造出了真正专业化的电影文化空间。

中影�国际影城（合肥中环店）：

中影国际影城在2011年12月份正式登陆安徽合肥，并将国际先进高端的影院配置引入本地。影院

坐落中环城核心位置，占地4500平米，拥有9大豪华影厅，超大先进荧幕设计，视觉盛宴无限享受

。

合肥国购.凯得利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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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城以独特的电影文化，顶尖科技的电影放映技术，高端的环声系统及优质的客户服务，填补了

西区无影院的空白！顶级豪华设施新建的凯得利影城，完全按国际上最先进的视听技术和国内一

流装潢设计，拥有4个豪华电影厅，包含两个3D立体动感厅，总座位近600个，宽大舒适座椅，电

脑售票、冷暖空调、水电、消防喷淋等设施完备，所有设计都充满科学性与人性化，以提供给观

众全新的娱乐视听享受和满足观众舒适度的需求。

KTV

芒果KTV(三里庵国购广场店)

地址：蜀山区长江西路199号(近国购广场)

电话：0551-5229088

阿波罗视听歌城(金钻店)

地址：庐阳区九狮桥路长江剧院1楼(近步行街明教寺)

电话：0551-2637555

大歌星量贩KTV(包河店)

地址：包河区马鞍山路130号万达广场(近芜湖路)

方糖KTV

地址：庐阳区安庆路77号天徽大厦(近新华书店)

电话：0551-2575777

欢乐频道量版式KTV

地址：瑶海区胜利路88号元一时代广场4楼(近火车站)

电话：0551-4256668

美高美神话量贩KTV

地址：蜀山区长江西路199号国购广场后门3-4楼(近三里庵)

电话：0551-5119999

阿波罗视听歌城(宁国路店)

地址：蜀山区宁国路150号加烨广场4楼

电话：0551-4669636

钱钜星乐町量贩式KTV

地址：庐阳区寿春路93号(近逍遥津)

电话：0551-2658848

阿米果卡拉OK

地址：蜀山区金寨路213号

电话：0551-2824655

酒吧

39度酒吧

地址：包河区马鞍山南路(近天安保龄球馆)

电话：0551-288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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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荷酒吧

地址：包河区宁国路150号加烨广场1楼

唐Club酒吧

地址：蜀山区黄山路金大地1912街区16号楼(近岳西路)

电话：0551-6119999

在路上酒吧

地址：蜀山区经开区大学城合工大新区北大门(近金星商业城)

骑士酒吧

地址：蜀山区金寨路(科大西门对面)

电话：0551-2819911

魅力1号酒吧

地址：包河区马鞍山路77号

电话：0551-4665888

廊桥酒吧

地址：包河区徽州大道456号银河大厦

电话：0551-2888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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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肥美食

包公鱼、曹操鸡、葡萄鱼、怀胎鱼、油爆虾、安庆素火腿、素烤鸭等特色名菜都是游人必尝的美

味佳肴。同时到合肥不可不吃“李鸿章大杂烩”。相传李鸿章在访问美国期间宴请美国宾客时，

厨师急中生智的发明。具有醇香多味、鲜咸可口等特点。合肥的点心小吃也颇有名气，以四大名

点麻饼、烘糕、寸金、白切著称，“张顺兴号”是合肥生产四大名点的百年老店。

合肥美食(图片由网友 @小桥流水人家 提供)

当地名菜

曹操鸡：

曹操鸡又称“逍遥鸡”。合肥名菜。相传曹操屯兵庐州逍遥津，因军政事务繁忙，操劳过度，卧

床不起，治疗过程中，厨师按医生嘱咐在鸡内添加中药．烹制成药膳鸡，曹操食后病情日趋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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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常要吃这种鸡，这道菜流传开来被人们称为“曹操鸡”。其皮黄骨酥，肉白细嫩，有别于烧

鸡、扒鸡。

三河米饺：

以籼米粉制成饺皮，猪五花肉及调料制成馅心，成饺后油炸而成。色泽金黄，外皮微酥脆、馅心

味鲜美。已有近百年制作历史。

包公鱼：

包公鱼原名“红酥包河鲫鱼”。包河所产鲫鱼背乌，人称“包公鱼”。1958年毛泽东主席视察安

徽时，名厨梁玉刚为毛主席做了红酥包河鲫鱼这道菜，深得赞赏。这道菜是冷菜，鱼经醋等调味

和小火长时间烧焖，骨酥肉嫩，回味无穷。

李鸿章大杂烩：李鸿章大杂烩是合肥名菜。 相传李鸿章在访问美国期间，曾宴请美国宾客，因中

国菜可口美味，深受欢迎。李即命厨师加菜，但正菜已上完，厨师只好将所剩海鲜等余料混合下

锅，烧好上桌，外宾尝后赞不绝口，并询问菜名，李用合肥话说：“杂碎”（即杂烩谐音）。此

后，“大杂烩”便在美国传开，合肥城乡也仿而效之，遂成名菜。

合肥四大名点：

合肥四大名点是合肥出产的麻饼、烘糕、寸金、白切的统称。以配料丰富、风味独特、包装雅致

而名闻遐迩。生产四大名点的百年老店为百年老店“张顺兴号”

麻饼，形如月饼，表面金黄．圆边浅黄，表皮芝麻颗粒饱满，分布均匀，食之外皮松软香甜，内

馅甜而不腻，具有橘、梅等果料风味。

烘糕具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主要特点是香、甜、酥，具有润肺消喘的功效。久放不会变味，不减

焦酥，便于贮存携带。

寸金具有橘饼、桂花的特有香气，脆、甜兼得，清香可口。

白切片具有片薄甜脆、质白透明的特点，并带有浓郁的芝麻香。

庐州烤鸭：

庐州烤鸭原系宫廷御膳美食，明时流入豪门至民间。该产品选料严谨，加工考究，香气浓郁、皮

酥肉嫩、咸淡适宜、肥而不腻、味道鲜美，脍炙人口。

1987年分别荣获安徽省和商业部优质产品称号。1983年荣获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金奖。

美食聚集地

淮河路步行街：

淮河路步行街位于合肥市中心地带，各类美食小吃和商场穿插交错，在这条街上你可以捕捉到合

肥最时尚的潮流，也可以品尝到合肥最可口的美食。尤其在逛街后又累又饿的时候，这也是步行

街餐饮火爆的秘诀之一。

宁国路美食街：

合肥最早的美食聚集地——宁国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夏天的夜晚，露天的龙虾街摊。龙虾是

当地知名的美味，一般都是现杀现做，比较新鲜口感不错哦~合肥的大龙虾绝对是值得一提的，

色香味俱全，再配上合肥本地产的雪花啤酒，那才带劲呢。吃龙虾是合肥人的传统，每年的6月会

举办一起龙虾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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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肥购物

合肥主要土特产品有：火笔画、羽毛扇、发绣、虎皮金桔蛋、竹黄雕刻等。此外，作为省会，安

徽各地的土特产、有名工艺品尽皆云集于此，如黄山毛峰茶，歙县的徽墨、歙砚，芜湖铁画，毫

州古井贡酒，巢湖银鱼、泾县的宣纸、宣笔，界首陶瓷、符离集烧鸡、淮北口子酒、砀山酥梨、

安徽祁红茶、安徽屯绿茶、安徽猴魁茶等，应有尽有。

特产

火笔画：

又称烙画、烫画。古代烙画起源于西汉，兴盛于东汉宫廷，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后来，由

于连年灾荒战乱，烙画工艺曾一度失传。直到400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才真正走进民间并流传开来

。安徽火笔画是江淮地区独具特色、流传甚广、极具群众基础的一种民间工艺美术。主要是用特

制高温铁笔，借鉴国画技法，运用远近虚实、浓淡相间的方法，烙灼而成，很有特色。

特产

羽毛扇：

羽毛扇是合肥所辖肥西县水乡古镇三河的传统手工艺品。三河周边地区有许多“换毛”的人，挑

着货郎担，摇着拨浪鼓，走村串户，用糖果百货、针头线脑换购鹅毛，为三河的羽毛工艺品业提

供源源不竭的原料。鹅毛分白鹅毛、雁鹅毛两种，因雁鹅毛稀少，尤其珍贵。

羽毛扇的实用价值次于观赏价值，但也并非一无所用，羽毛扇微风轻柔，对于孕妇、产妇、老人

、婴儿及病人就比电风扇适宜。

竹簧雕刻：

竹簧雕刻，系在竹簧上刻画花鸟、人物、山水而成。表面光滑细腻，呈象牙色，别有风格。

发绣：

发绣，系以人发或动物长毛代线，以针代笔，绣制而成的手工艺术品。绣制品黑白分明、深浅有

度，画面色泽素雅，堪称艺术佳品。

商场

合肥包河万达广场：

合肥万达广场主要包括万达商业综合体、万达威斯汀大酒店、沿河酒吧街、包河金街、万达5A级

写字楼、万达豪宅及城市公共空间组成，其中：芜湖路南侧以万达商业综合体、写字楼、包河金

街为主，兼有三栋住宅及部分底商，北侧为万达超高层豪宅、万达威斯汀大酒店及沿河酒吧街。

合肥银泰百货：

合肥银泰中心是中国500强银泰百货集团旗下的又一高端品牌的综合商场，是银泰集团继北京银泰

中心之后第二个银泰中心项目。位于安徽省省会合肥市最繁华的淮河路步行街与长江路中段，地

处商业繁华的市中心地区。

合肥中环城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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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环城位于开发区西部大学城核心区域的国际商务中心区，着力完善商业、休闲、酒店、shoppin

gmall等也的发展。世界五百强大润发的强势进驻，增强了购物中心的聚集性，品牌零售、五星级

院线、大型电玩城、KTV娱乐世界、咖啡茗茶、特色餐饮等丰富业态，构成了一站式的生活体验

。

合肥百货大楼：

合肥百货大楼1959年8月建店，位于安徽合肥最繁华的商业文明示范街长江中路中心地段——四牌

楼中心商圈，主营黄金、百货、日化、服装、鞋帽、针织、钟表、文体、工艺、玩具、家用电器

等商品，商品种类齐全。

合肥金鹰国际购物中心：

合肥金鹰国际购物中心在合肥有三家门店：即合肥金鹰国际大东门店、合肥金鹰国际百花井店、

合肥金鹰国际富世广场店。合肥金鹰国际大东门店和合肥金鹰国际百花井店是从瑞景国际旗下收

购的两座主流高端商品的商场，原名为瑞景国际购物广场和古井赛特商城，分别位于合肥市大东

门寿春路桥东和百花井繁华的老城区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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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合肥住宿

合肥酒店(图片由网友 @我是好吃的螃蟹 提供)

到合肥，一般选择住市区。合肥市的宾馆酒店业发展很快，如今已有数众多酒店、宾馆和旅馆、

招待所，高中低档次齐全，大多服务良好，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

安徽饭店，合肥市内首家四星级旅游涉外饭店。周边有包公园、安徽省博物馆、步行街、三河酒

家，是高档酒店的首选。另市内淮河路、长江中路（邻近明教寺、逍遥津公园）等周边有高级宾

馆服务周到，交通方便。

五星酒店：

合肥泓瑞金陵大酒店、合肥元一希尔顿酒店、安徽金满楼明珠国际大酒店、合肥天鹅湖大酒店、

合肥两淮豪生大酒店、合肥古井假日酒店、合肥恒悦国际外商俱乐部酒店

四星酒店：

合肥银瑞林国际大酒店、合肥华仑瑞雅国际大酒店、合肥海汇假日酒店、合肥徽商齐云山庄、合

肥黄山大厦城市酒店、合肥浙商国际假日酒店、合肥圣大国际饭店、合肥和平国际大酒店、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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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环大酒店、合肥徽颐安港大酒店、合肥良苑商务会馆、安徽康源大酒店、合肥新文采国际酒店

三星酒店：

合肥望江宾馆、合肥华云宾馆、安徽文采大酒店、合肥皖能大厦、合肥悦雅江南春商务酒店、安

徽聚贤大酒店、合肥新长城大酒店、合肥新世纪商务酒店、安徽天都大酒店、合肥新长城星云商

务酒店、合肥翰林奥体宾馆、合肥天天乐园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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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合肥交通

   

1、飞机

合肥目前有两个机场：骆岗机场与新桥机场。由于新桥机场仍在建设中，所以去合肥旅游一般还

是选择骆岗机场。

骆岗机场位于合肥市包河区骆岗镇，距市区9.6公里。机场现已开通合肥至北京、上海、杭州、重

庆、三亚、拉萨、香港、台北、澳门、韩国首尔、新加坡、日本东京等50余条国内外航线，是国

际大型的现代化机场。

机场出租：骆岗机场到市区没有大巴接送，可直接坐出租车到市区，合肥市出租车起步价为8-10

元，打车到市区费用不超过30元。

机场公交：11路（火车站-骆岗机场），发车时间：6:00--19:30，票价：1元。

机场周边：机场有直达芜湖、淮南、铜陵的机场大巴。

合肥骆岗机场－芜湖，每天两班，票价：46元。

合肥骆岗机场－淮南

，每小时一班，每天共计8个班次，票价：淮南至合肥机场25元、合肥机场至淮南30元。

合肥骆岗机场－铜陵，平均每50～60分钟一班，每天共计11个班次，每天共计11个班次，票价：5

5元。

问讯电话：0551-3633491

   

2、火车

合肥目前有合肥站、合肥南站、合肥西站、合肥北城高铁站四个火车站。

合肥站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淮南铁路(复线)贯穿南北，目前已形成以合肥为中心、辐射五个

方向的铁路交通网。每天有始发北京（西）、上海、宁波、汉口、成都、郑州、商丘、深圳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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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的蚌埠、淮北、亳州、黄山等地的列车。问讯电话：0551-2847937。

合肥火车西站位于望江路西首，每天10：00始发一趟去南昌列车，问讯电话：0551-5571833。

交通方式：

合肥站，途径交通：1路、10路、11路、22路、40路、111路、114路、119路、129路、139路、149路

、152路、159路、226路、301路、504路、682路、701路、705路、801路、902路。

合肥西站，途径交通：111路、128路、136路、502路。

合肥站前往各景点

801路：火车站---野生动物园

沿途景点：逍遥津、步行街、明教寺、李府、杏花公园、大蜀山、烈士陵园、安徽名人馆、开福

寺、野生动物园。

226路：火车站---大学城

   

3、客车

合肥已成为全省公路交通中心，有开往本省13个地市42个县的直达汽车。312国道和206国道在合

肥交汇。合宁、合芜、合蚌等高速公路的相继开通，大大便利了与沪宁杭和长江流域各城市的往

来。合肥主要汽车客运站有3个。

合肥汽车客运总站——去北方的车较多

地址：合肥市站前东路（火车站斜对面）

附近公交：7路、11路、111路、107路、115路、118路、123路、139路、145路、153路、119路、155

路、302路。

合肥省客长途汽车站

地址：合肥市胜利路35号

附近公交：123路、136路、143路、1路、226路、25路、38路、39路、701路、801路、902路。

北门客运换乘中心（新亚汽车站）——去周边小地方较多

地址：合肥市站西路与凤阳西路交口（火车站西南方向）

附近公交：10路、114路、127路、129路、12路、22路、705路（东线）。

东门客运换乘中心（客运东站）——主要去黄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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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合肥市长江东路517号

附近公交：152路、153路。

西门客运换乘中心（客运西站）——离合肥是最远，主要去西方的车主要是六安，部分去向河南

地址：(长江西路大转盘)

附近公交：1路、29路、22路、108路、110路、114路、156路、158路、168路、234路、801路、903

路、19路

南门客运换乘中心（客运南站）——安庆方向较多

地址：合肥市宿松南路（金寨路与东流路交叉口）

附近公交：1路、13路、16路、112路、113路、126路、140路、148路、150路、152路、156路、226

路、230路、901路、701路、157路。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合肥汽车站（明光路汽车站），这里车也比较多。

   

4、当地交通

公交

市内公交有80多条线路，非常便利，从1路到47路以及东线201路、西线202路为大公交，单一票价

1元。101路到135路为小公共汽车，市区所有景点均有公交车通达。

合肥BRT公交于2007年启用，站台分布于长江中路以及徽州大道部分路段，长江路站点实行“岛

内免费换乘”而徽州大道则不支持岛内换乘。

出租车

出租车起步费8元，夏利每公里1.2元，夜间（22：00—06：00)每公里1.5元；桑塔纳、富康每公里1

.5元，夜间每公里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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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当地旅游节庆

媳妇节 

时间：农历正月十七日

方言习称妇女为“奶奶们”，故又将这天称作“奶奶们节”。旧时，民间传统习俗，自春节到正

月十五日，都为年期。此间，洗涮烧煮等诸家务活都是由媳妇承担的，过了正月十五，便是过了

年期，一直忙忙碌碌的媳妇，在这时当歇一歇，松口气，故在媳妇节这天，家庭烧煮一类的炊事

，概由男人承担。

龙头节 

时间：农历二月初二日

民间习俗视此日为新年春耕生产的启始日，故有“二月二龙抬头，大家小户使耕牛”之谚。旧时

，城乡在龙头节这天，俗兴举行“龙踩水”活动。

当日清晨，人们将龙王神像从庙中抬出，沿着河堤上下跑动，谓之“请龙王神察水情”。一旦抬

着龙王神像的轿子落地停下，其位置即被视为当年水位。水位高则主涝，水位低则主旱。在举行

这一活动时，伴以锣鼓、踩高跷等活动，甚为热闹。“龙王察水”虽无准头，但它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人民群众对水情的关注和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从这个角度讲，其也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端午衣

每年端午节，徽州地区家家户户都要为小孩子制作端午衣。端午衣的制作极为讲究，多是在衣裤

上用五彩丝线绣上图案、花卉和如意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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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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