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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烟花三月
  

一、唐宋风流地，现今淡雅城

(图片由网友 @滇池海鸥 提供)

扬州是一个被唐诗宋词浸泡过的城市，“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十年一觉扬州

路，赢得青楼薄幸名”，“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这座清丽雅秀的城市在诗词

里总是风雅。唐、宋时期的扬州，是江南最繁华的地方，也是最奢靡的地方。古人言“腰缠十万

贯，骑鹤下扬州”是为一大梦求，可见有钱是要到扬州去的。二十四桥边，波光流动，冷月无声

，玉人中立，箫声轻吟，夜晚的扬州越发地显得风月无边，只一座桥便不知引出多少风流往事出

来。虽然当年的烟花柳巷歌舞升平早已淡去，但那种神韵是依然点滴可见的。

今天的扬州是一个令人感觉舒适的小城市，环绕着运河有绿树成荫的小道，各具特色的石桥和公

园点缀期间。在旅游者心目中，扬州比镇江更妩媚，比南京和苏州更值得花费时间去细细品味。

当然它的最主要旅游点－－瘦西湖，每到周末你可能会被蜂拥而至的旅游者们所吓到，但别担心

，毕竟扬州的其他地方还是相对清静的。扬州既适合花费短短一个周末的时间匆匆浏览，也适合

花费长长的假期慢慢走过。

烟花三月下扬州，每年的春季，扬州迎来旅游的旺季，这也是游览扬州的最佳时间。每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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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扬州市都举行“烟花三月经贸旅游节”，此时的扬州烟雨朦朦，稀有的琼花正当盛开

，花香扑鼻，是旅游的黄金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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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扬州必去景点

唐代二十四桥的旖旎，北宋平山堂的风流，个园的竹声瑟瑟，何园的一廊贯江南，大明寺的千年

钟声。

扬州有很多好东东，而且相隔不远。

即使走马观花，以下的景点也应该知道：

   

1、瘦西湖：思念总比西湖瘦

(图片由网友 @仙鹤之人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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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西湖是十里扬州的旧址，全长4.3公里，游览面积30多公顷，有长堤、徐园、小

金山、吹台、月观、五亭桥、凫庄、白塔等名胜。湖区利用桥、岛、堤、岸的划分，使狭长湖面

形成层次分明、曲折多变的山水园林景观。十里扬州的一切，都好像是依着这瘦西湖的碧波铺设

的。西湖之所以曰“瘦”，一指其长湖如绳，二指其清俏绰约之美。早春漫步瘦西湖，细柳轻斜

，随风挑拨湖面，淡淡又几缕飞絮；琼花万点，有残红飘落河边，寥寥同暗香流水。画舫清荡，

玉桥横卧，楼台亭阁依次列去，如珠几串在一起而这串珠的丝线，就是瘦西湖的水了。  

        沿着瘦西湖边的小径慢走慢看，在一步一景的天堂里，我仿佛想把现实的瘦西湖

刻进心中、把想象中的瘦西湖临摹到现实里来。看桥、碧水，看绿树、花草。走着看着感慨着，

无尽的话题围绕着西湖的美景行走在历代文人骚客的诗句中。这样的照片一出，便是一幅写意的

中国水墨画。 

       交通指南：乘20路到南大门，游1、2到北大门，21路、22路到大明寺下车也可。

开放时间：6:30—18:00

门票：旺季90元，淡季60元

   

2、个园：春山艳冶而如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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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烟花三月

(图片由网友 @仙鹤之人 提供)

个园坐落于扬州市郊的东关街，前身是清初的寿芝园。嘉庆、道光年间，两淮盐商黄至筠购得此

园并加以改建，因种竹多，得名“个园”，其意有挺直不弯，虚心向上之意。“扬州以名园胜，

名园以叠石胜”。个园是以竹石为主体，以分峰用石为特色的城市山林，相传出于康熙年间著名

画家石涛之手。前人谓“掇山由绘事而来”，是园掇山颇饶画理，在似与不似之间，引人无限遐

想。园内山峰挺拔，气势磅礴，给人以假山真味之感。园中有宜雨轩、抱山楼、拂云亭、住秋阁

、透月轩等建筑，与假山水池交相辉映，配以古树名木，更显古朴典雅。 

个园以“四季假山”闻名。春景

在桂花厅南的近入口处，沿花墙布置石笋，似春竹出土，又竹林呼应，增加了春天的气息。夏景

在园的西北，湖面假山临池，涧谷幽邃，秀木紫荫，水声潺潺，清幽无比。秋景

是黄石假山，拔地数仞，悬崖峭壁，洞中设置登道，盘旋而上，步异景变，引人入胜。山顶置亭

，形成全园的最高景点。冬季

假山在东南小庭院中，倚墙叠置色洁白、体圆浑的宣石(雪石)，犹如白雪皑皑未消，又在南墙上

开四行圆孔，利用狭巷高墙的气流变化所产生的北风呼啸的效果，成为冬天大风雪的气氛。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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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庭院的西墙上又开一圆洞空窗，可以看到春山景处的翠竹、茶花，又如严冬已过，美好的春

天已经来临。这种构思设想，使园林空间的变化极具新意。 

交通指南：从汽车站乘游1、游2路，或从汽车西站乘8路可直达。

开放时间：7:45—18:00

门票：

旺季40元（3、4、5、9、10、11月），淡季30元，联票淡季110元，到旺季要140元（包括瘦西湖、

个园、何园、古运河和盆景园）。

   

3、何园：倚南窗以寄傲

(图片由网友 @滇池海鸥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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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园，原名“寄啸山庄”，是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湖北道台何芒舰离任后归隐扬州，购得

“片石山房”旧址进行扩建，历时13年而建成的一座大型住宅园林。建成后，取陶渊明《归去来

辞》中“倚南窗以寄傲，登东皋以舒啸”的意境，题名为“寄啸山庄”，又因为园主人姓何，故

俗称何家花园，简称“何园”。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何园吸取了中国传统造园艺术的精华，又融入了西洋建筑的格调，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全园空间

有东西花园、住宅庭院和片石山房三部分组成，建筑总面积7000多平方米，厅堂98间，主体建筑

前后三进，全部用水磨砖砌成。《扬州揽胜录》一书，称其为“咸（丰）同（治）后城内第一名

园”，是清代后期扬州园林的代表作。

 交通指南：从汽车站乘1路或汽车西站乘19路可达

开放时间：8:00—17:30

门票：旺季（3月～5月，9月～11月）40元   淡季30元

   

4、汪氏小苑：庭院深深深几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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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仙鹤之人 提供)

汪氏小苑坐落在东圈门历史街区地官第14号，是扬州保存最为完整的清末民初大型盐商住宅之一

。占地3000余平米，遗存老屋近百间，建筑面积1600余平米。 

小苑组群布局规整：住宅横为三路并列，纵为主房三进延伸，前后中轴贯穿，左右两厢对称，体

现儒家中庸之道思想。正厅旁厢边廊，堂后寝室耳房，体现尊卑有等、男女有别的封建伦理观念

。构屋取奇数组合，体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神秘风水意识。

 

文史蕴含深厚：门楣、石额、匾额、楹联包含书法“楷、隶、行、草、篆”，出自名家佳作，用

典精巧，耐人寻味，且与小苑内环境融为一体，相映成趣。鲜为人知秘闻：苑内有暗门、暗室、

暗壁、暗阁、暗藏宝洞、地下室等。

交通指南：

4、12、26、32、33、66路公交车至扬州市文昌中路（琼花观）站台下，前行20米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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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08:00—17:30

门票：淡季25元/人，旺季35元/人。

   

5、扬州八怪纪念馆：真名士自风流

(图片由网友 @闲鹤之人 提供)

 现在人人都知道的“丑八怪”这个词都与清代的扬州八位人物有着不可分的关系。最值得后人

记住的是，他们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扬州八怪纪念馆是最好的课堂。

 性质所属：历史人文

交通指向：驼岭巷18号 ，文昌阁向北。公交3、4、5、6、16、18、20、27、29、30路都到，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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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厦（三院门诊部）下车即可。

开放时间：8:00 —17:00

景点电话：0514-87312189   87938023

门票：15元/人，凭学生证半票，70岁以上老人免票。

   

6、大明寺：回眸难忘锦绣园

(图片由网友 @滇池海鸥 提供)

大明寺依山面水，历史悠久，环境优美，是集佛教庙宇，文物古迹，园林风光于一体的宗教旅游

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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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所属：历史人文  摄影  风景

交通指向：5、25，游1、2路可达

开放时间：8:00 —17:30

门票：旺季45元，淡季30元。

   

7、吴道台宅第：此地殷富甲天下

(图片由网友 @滇池海鸥 提供)

被扬州人称为“九十九间半”的吴道台宅第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的浙派建筑群，建于光绪三十年，

计老屋百余间，被誉为江南三大豪宅之一。

性质所属：古建筑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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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向：游1、游2、4路、25路、26路、66路至市人医（吴道台府）站下车

开放时间：7:30 —18:00

 景点电话：0514—87907276

门票：旺季（3—11月）30元/人，淡季（1 —12月） 20/人

   

8、双东历史街区：浅笑又忆烟雨巷

东关街全长1122米，宽约5米，位于古城扬州的东北角，因为街道由西向东直抵东关城门，或者说

直抵东关古渡，故名东关街。原街道路面为长条板石铺设，这条街以前不仅是历史上古城扬州水

陆交通要冲，而且是扬州商业、手工业和宗教文化中心。 

清代扬州曾有“园林甲天下”之誉，至今还保留着许多优秀的古典园林，东关街上，也不乏扬州

园林的身影。其中个园作为扬州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最具艺术价值的园林，早已名声在外

。而在东关街上，还有例如壶园、逸圃等等这些，也都可算是园林中的上品。 

过去的东关街街面上市井繁华、商家林立，行当俱全，生意兴隆。陆陈行、油米坊、鲜鱼行、八

鲜行、瓜果行、竹木行近百家之多。这条街上“老字号”商家就有开业于1817年的四美酱园、183

0年的谢馥春香粉店、1862年的潘广和五金店、1901年的夏广盛豆腐店、1909年的陈同兴鞋子店、1

912年的乾大昌纸店、1923年的震泰昌香粉店、1936年的张洪兴当铺、1938年的庆丰茶食店、1940

年的四流春茶社、1941年的协丰南货店、1945年的凌大兴茶食店、1946年的富记当铺，此外还有

周广兴帽子店、恒茂油麻店、顺泰南货店、恒泰祥颜色店，朱德记面粉店等。这里也是古城扬州

手工业的集中地，前店后坊的连家店遍及全街，如樊顺兴伞店、曹顺兴箩匾老铺、孙铸臣漆器作

坊、源泰祥糖坊、孙记玉器作坊、董厚和袜厂等。 

目前，由李长乐故居、逸圃、华氏园等名园组成改建的长乐客栈已经初具规模。整个客栈为具有

扬州特色的民居式精品文化主题酒店，占地约1.67公顷，拥有近百间客房，会议中心、餐饮、咖

啡室等配套功能齐全，将成为东关街乃至全扬州极具代表性的超五星级园林式酒店。 

东关街上拥有扬州的各个老字号企业。例如“百年老店绿杨春”、有“中华首妆”之称的谢馥春

、久负盛名的传统名特产品“三和四美”酱菜，以及扬州文字记载中最早的药店“协茂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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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清盐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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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扬州自助游行程建议

   

1、扬州精华游

这条线路可以被称为精华游，因为它将扬州不可不去的景点，不可不享受的特色风俗都囊括在内

，让你用最短的时间感受扬州的美丽风韵。

路线：

瘦西湖、大明寺、扬州八怪纪念馆、个园、何园，饮食一定要早品扬州早茶，午吃淮扬菜，晚享

扬州沐浴。

所需时间：

1天比较紧，2天充裕，若精力允许可再去汪氏小苑、吴道台宅第看看，两处很受摄影爱好者青睐

，古巷、古井、古宅，体现着扬州最内在的气质。

交通：乘坐游1 ，游2 路车即可。

   

2、乾隆爷游扬州的水路

扬州瘦西湖上的一条独具特色的水上游览线，沿着皇帝的足迹去观赏美丽的园林风光，聆听关于

乾隆的趣闻轶事，品尝御宴佳肴，体验帝王般的生活。

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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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码头-冶春园-卷石洞天-西园曲水-虹桥-长堤春柳-四桥烟雨-徐园-小金山-五亭桥-二十四桥-石壁

流淙-平山堂-观音山-成象苑-天山汉墓

包船价格：豪华空调宽体画舫1580元，豪华宽体画舫1320元，豪华画舫920元，普通画舫820元

 电话：0514-7317999

   

3、古运河游览线

扬州古运河是隋炀帝下令开凿的南北大运河中的一段，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乃是它的

滥觞，所以扬州古运河是南北大运河中最古老的一段。

线路：

便宜门广场—便益门桥—东关古渡—东门遗址—解放桥—普哈丁园—吴道太府—长生寺阁—跃进

桥—康山文化园。

票价：单程40元，双程50元

时间：14:00-21:00

船型：小至20人，大至100人不等各类船型俱备。

   

4、古巷风情旅游线

当年的烟花柳巷歌舞升平早已淡去，“烟花三月下扬州”，最引人入胜还是扬州街头的寻常陌巷

，花上几元钱，坐一辆三轮车，穿行在那些像血脉一样交织的小巷里，扬州的过去和现在都一起

涌来。

双东历史街区（东圈门－壶园－汪氏小苑－东关古街－谢馥春－个园）－教场民俗风情街区－南

河下盐商文化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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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追寻鉴真大师足迹

瘦西湖—大明寺（鉴真纪念馆）—高旻寺—文峰寺（鉴真东渡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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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到达扬州

扬州，地处江苏省中部，长江下游北岸，江淮平原南端，是上海经济圈和南京都市圈的节点城市

。向南接纳苏南、上海等地区经济辐射，向北作为开发苏北的前沿阵地和传导区域，素有“苏北

门户”之称。

   

1、自驾

1.北京－扬州：

北京上京沪高速一直向南经过天津、济南、淮安等城市，岛京沪高速扬州出口下，过江都砖桥收

费站，转宁通高速岛扬州东出口下进扬州市区。

2.上海－扬州：

沪宁高速—扬溧高速（润扬大桥）方向——扬州，经考证，这条线路是最便捷的。但是到了扬州

，扬溧高速分扬州西和扬州北两个出口，扬州北出口离瘦西湖景区近，扬州西出口离汽车总站近

。如果想走扬州南，就必须过润扬大桥下来，走到宁通高速上。但是因为扬州实在太小，各位自

驾的朋友，只要认准扬子江路（南北向，横贯扬州），江阳路（东西向，横贯扬州）即可，因为

这条路上有高速出入口。另外扬州停车比较便宜，很多路段随便停不要钱，景点停1次6元，但是

很多景点周遍饭店门口随便停不要钱。从上海到扬州3个半小时，中途休息3次，过路费135左右。

3.南京－扬州：

南京二桥上宁通高等级公路，从扬州南出口下或上宁沪高速至润扬大桥，从扬州南出口下。

   

2、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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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火车站位于扬州城西郊文昌西路，公交22、26路可达。扬州目前有到北京的直达特快列车和

到上海、汉口、西安、广州的列车，从南京到扬州的列车班次较多。

1.北京－扬州：坐Z29直达空调车，晚上9点半出发，早7点半到达扬州。

2.上海－扬州：

火车方式虽然有点儿绕路（因为要先到南京），但是对于喜欢坐火车的旅客来说，也是一个选择

。扬州火车站离市区还是有点儿远的，在新区那边，各种配套服务设施还没有跟上。可选择T786

空调特快，上午11:05从上海出发，当天下15:46就到扬州。

3.南京－扬州：

推荐，K425去连云港东的空调快速，南京始发，路过扬州，早上22:25发出，23:51就能到，路上1

个半小时。

爱坐动车的童鞋，可以坐长途车40分钟去镇江，镇江有很多动车。

BTW：小宣传下镇江 

由于扬州—镇江的交通非常方便（扬州汽车西站流水发车，40分钟左右即到，票价为15元，从早

上6：30开始到晚上18：30，每隔15分钟就有一趟车，不用提前买票）到了扬州，不去镇江，旅程

就略显遗憾了。

镇江，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水漫金山、京口三山、镇江三怪（香醋摆不坏

，肴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古街西津渡⋯⋯都在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3、飞机

扬州目前没有机场。最近的机场在南京。游客可从南京禄口机场出发，乘直达扬州的班车，时间

为12：30 、14：30 、17：30 ，亦可乘机场大巴至南京市内汉中门汽车站或汽车东站乘直达扬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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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车，平均每半小时一班。上午8:30至下午2:30还有通往南京机场的专线车，票价60元。咨询电话

：0514-87333398。

   

4、汽车

扬州汽车西站位于江阳中路邗江路口，每天6：00－18：00，有发往南京的快客，20分钟一班。走

高速公路到南京仅1个多小时车程。润扬大桥通车后，到镇江火车站的汽车每隔15分钟一趟，票价

15元。问讯电话：0514-87963658 

扬州汽车站位于江阳中路渡江南路口，主要始发东向、北向的和省际长途班车，每天6：40－16：

00有十余班快客发往上海（过江阴长江公路大桥），车程3.5小时，票价70—90元（视车型而定）

。问讯电话：0514-87963658

   

5、水运

扬州瓜州渡口与镇江之间有汽渡往返，也可搭载行人。虽然通过镇扬大桥过江更迅速舒适，但横

渡长江的感觉还是相当不错。

咨询电话：0514-87317999

扬州港问讯处：0514-8757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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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烟花三月
  

五、扬州市内的交通

1：扬州公交遍及市区，其中游1线和游2线为环线，均从汽车西站发车，含括了市区内所有景点，

特别适合自助游的游客。扬州主要景点公交指南：汽车西站－21路－瘦西湖－1路－个园－1路－

何园－19路－汽车西站

2：出租车，大多为桑塔纳和富康，起步价6元，无论从城内何处打的到所去景点一般在10元之内

都可到达。如有兴致，也可以乘三轮车，价格在5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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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烟花三月
  

六、扬州美食：炒饭、淮扬菜及特色小吃

        扬州菜以“三头”(拆烩鲢鱼头、扒烧整猪头、蟹粉狮子头)为代表，想考验厨师

的刀工，不妨点一道大煮干丝。

        而比这些大菜更出名的则是各色扬州点心和小吃： 

扬州十大名点：

三丁包子、千层油糕、双麻酥饼、翡翠烧卖、干菜包、野鸭菜包、糯米烧卖、蟹黄蒸饺、车螯烧

卖、鸡丝卷。

十佳风味小吃：

笋肉锅贴、扬州饼、蟹壳黄、鸡蛋火烧、咸锅饼、萝卜酥饼、鸡丝卷、三鲜锅饼、桂花糖藕粥、

三色油饺。

十佳特色小吃：

四喜汤团、生肉藕夹、豆腐卷、笋肉小烧卖、赤豆元宵、五仁糕、葱油酥饼、黄桥烧饼、虾籽饺

面、笋肉馄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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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烟花三月

当然，别忘了还有著名的扬州炒饭！

淮扬菜：

淮扬菜自古与川、鲁、粤菜并称为四大菜系，注重本味、讲究火工、擅长炖焖，口味清淡鲜美、

甜咸适中。

淮扬菜又分为扬州菜、镇江菜、淮阴菜等流派，其中扬州师傅犹以刀工精细著称，特别精于食材

雕刻，是著名的“扬州三把刀”之一。

友情提示：

10点以后早茶基本就结束了，国营的茶社1点以后就不怎么营业了。所以，要吃扬州著名的早茶得

赶早，当然午饭、晚饭也有点菜可吃，但一些名点心可能就没了，虽然空了些，但也就没早茶的

气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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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烟花三月
  

七、推荐扬州吃处

   

1、富春茶社

(图片由网友 @滇池海鸥 提供)

        地址：扬州市广陵区得胜桥35号 

电话：0514-8723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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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烟花三月
交通：公交8路车

价位：20元的套餐，有九道点心

推荐理由：被公认为扬州茶点的正宗代表店。菜肴以清淡味雅、与面点配合见长。

特色菜：三丁包、大煮干丝、千层油糕、翡翠烧卖

提示：

富春茶社在扬州某购物中心内开了家分店，如果打的去茶社的话，要和司机说清楚是去老茶社。

因为老茶社的路不太好走，司机宁愿开去新茶社。

   

2、冶春茶社

                                               27 / 37



�������

扬州：烟花三月

(图片由网友 @闲鹤之人 提供)

地址：扬州市丰乐下街 

电话：0514-87368018

交通：公交30路，游1线

价位：汤包8元一只，茶4元一杯

推荐理由：

有两百年以上的历史，相传始为清高宗南巡时供沿途饮茶水而始。碧波荡漾，园林之美。

特色菜：魁龙珠、四色锅饼、蟹黄汤包、大煮干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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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烟花三月

   

3、扬州锦春大酒店

地址：泰州路59号

电话：0514-87357777

交通：25路公交车 209路公交车 210路公交车 到东关古渡下

推荐理由

：早茶很有特色，门匾是韩隆爷御笔。菜、点、茶，锦春坚持品质、打造精品、彰显个性，骑鹤

上扬州，注目奇、特、新，赏景东关渡，美食到锦春。

   

4、扬州花园茶楼

一店：维扬路沿街6号新城花园菜场对面   电话：0514-87874495

二店：兴城西路83号     电话：0514-87858177

三店：维扬路199号      电话：0514-87858175

推荐理由

：花园茶楼在扬州人的心目中，口碑一直甚好，源于其早点、维扬菜，品类丰富、美味可口，尤

其包子更是扬州一绝。

   

5、小觉林素菜馆 

        地址：扬州市广陵路298号 

电话：0514-87221179

推荐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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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清代晚期由扬州妙心庵住持觉林师太出资开设，开设之初，店主即到上海龙华寺、浙江灵隐寺

、宁波七塔寺等访师会友，广采众长。

   

6、菜根香饭店

        地址：扬州市国庆路115号 

电话：0514-78342079

交通：公交8路

推荐理由：

清代民初，由扬州人徐述阶开设，以经营正宗淮扬菜驰名海内外，在顾客中享有较高的声誉。

特色菜：

清蒸狮子头、扒烧整猪头、拆烩鲢鱼头、醋溜桂鱼、芙蓉鱼片、将军过桥、砂锅菜心、扬州炒饭

   

7、共和春饺面店 

        地址：扬州市甘泉路81号/扬州瘦西湖五亭桥 

交通：公交8路世纪联华下向南第一个红绿灯80米处

推荐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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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3年始创，以经营虾籽饺面为主的一家风味独特的面馆。精心制面，讲究面中虾籽，饺子皮

薄肉鲜。

   

8、四望亭路美食街 

推荐理由：离瘦西湖不远，一条集住宿、美食、娱乐休闲的名街。西式自助、传统中国餐等各色

餐厅都有。

   

9、毓贤街美食街

推荐理由：新建的美食街，位于文昌商圈核心地段。粉墙黛瓦，古色古香。街上有一家颇有名气

的吉兆楼,不仅淮扬菜做得不错,自创的菜也很有特色。

   

10、扬州皮包水饭店

地址：东关街153号

电话：13338855567

推荐理由：古色古香 环境优雅 扬州清曲 旅游餐饮相融和。

   

11、扬州狮子楼大酒店

地址:扬州邗江中路338号

电话:0514-80825777  80825783

推荐理由：扬州比较有名气的饭馆，很多领导曾经光顾过，服务态度好，淮扬菜口味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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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扬州住宿

       

到扬州旅游，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合适的宾馆，这里拥有各种档次的宾馆适合各个层次的旅游者。 

扬州住宿大致分为三个区域：

首先为瘦西湖风景区

，位于扬州市的西北部，临湖而居，环境优美。瘦西湖边上有一些不错的酒店，从普通的，三星

的到四星的都不错。三星的标间一般都在200-250元左右，4星的普遍在400元左右。

其次为市中心

，位于瘦西湖东南边。金鹰国际购物中心、万家福商场等大型百货公司坐落于此。历史悠久的文

昌阁是本区域的标志性建筑。

再者为扬州新区

，位于市区的西南角，是扬州市的新兴经济开发区，众多大型合资企业均坐落于此。时代广场、

大润发等大型卖场也在本区域内。

   

1、酒店类

扬州汇金玄武饭店

地址：扬州 维扬区 平山堂路3号

价位：标间500元 价格淡旺季不同

推荐理由：瘦西湖边上，大明寺旁边。园林式五星酒店。感觉来扬州，就住在这样的地方才叫够

味道

扬州迎宾馆 

地址：扬州友谊路48号

价位：标间500元 价格淡旺季不同

专门接待国家领导人的地方，环境相当不错，馥芳园边上有个门可以直通瘦西湖，早上６点半前

开放，从那进去，可以省９０块的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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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客栈

地址：扬州 广陵区 运河西路239号

价位：标间150元 价格淡旺季不同

客房服务员都很有礼貌，地理位置有点离市中心远，不过去何园，个园景点都不算远，都是坐三

轮车去的

扬州食为天假日酒店

地址：扬州 维扬区 扬子江中路785号

价位：标间280元 价格淡旺季不同

典型的经济型酒店,位置和房间都还可以,符合此类酒店的标准.最大的优点就是国内电话免费

交通便利，距市中心5分钟车程，距著名景点瘦西湖5分钟车程，距西站、火车站10分 钟车程。

   

2、青年旅社和老字号

扬州百汇青年旅社

电话：（0514)85108688

地址：扬州市大学北路148号

价位：70元/间 标间 独立卫生间、空调、电视、电话

扬州过客国际青年旅舍

地址：扬州市维扬区大虹桥路28号（从瘦西湖南大门沿瘦西湖的围墙走120M）

多人间35元，标准间128元

扬州个园国际青年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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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简介

年轻的老板，资深的老驴子。女老板厨艺不错，会自制各种东西方美食，男老板浪漫深邃的气质

，曾经做过模特的他给人以独特浪漫的感觉，更是擅长唱歌舞蹈和品酒泡茶，可以和你一起随意

聊天喝咖啡，还能指点很多当地游玩攻略。

房型价格

大床房        169/间

特大床房      189/间

普通标间      199/间

商务标间      239/间

豪华特大床房  229/间

联系旅舍

联系人：袁勇

电话：0514--87348333

手机：13773555133

QQ： 15357555

E-mail：yzgyqnlv@live.cn

详细地址：江苏省扬州市盐阜东路个园花局里6号

绿杨旅社——百年老字号旅社

窄窄的小胡同里须仰视才能看全三层高的旅社门脸的全貌，中西合璧的样子，大门在中间，高高

的，旅社里边是四边合围的天井，上通天下通地，两侧有木质扶梯拾级而上，窄窄的陡陡的，每

层走廊呈回字形，均为木结构。二三层楼临门脸儿街的客房都有小凉台，围以绿色铁栏杆，可凭

栏俯瞰小巷。

百来年，来往于扬州的达官名流富商大贾，无不下榻于绿杨旅社，很多的名人在这里住过，三四

十年代就有蒋介石、孙 科、孔祥熙、陈

毅、邓颖超，还有文学艺术界的郁达夫、周作人、王少堂、李仲南、易君左等人在这里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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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杨旅社约建于清末民初。据年逾百岁、南社唯一健在的社员李仲南先生告诉笔者：当初绿杨旅

社规模较小，上下只有两层楼。今天我们看到的绿杨旅社是后来翻建的。

房型价格

标准间 120元/天（淡季） 170元/天（旺季）

普通双人间  80-100元/间

普通三人间  30-40元/人

名人民居    170元/间（淡季）  200元/间（旺季）  一张大床，可睡两人

联系客栈

电话：0514-87341590

地址：扬州新胜街23号

客栈交通

在人民商场西边下车，往回走10米有小巷口，直接拐进小巷，走大概100米就可看见左手边的绿扬

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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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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