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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庐山情愫

   

1、庐山恋歌

庐山南麓枕流桥畔的枕流石，巧遇耿桦，小伙子坐在枕流石上潜心攻读，一下子闯入姑娘的心。

两人相识后，同游庐山之巅含鄱口。碧波万顷的鄱阳湖一望无际，水天一色的地平线上，一轮红

日跳出水面，浩渺的湖面，风帆点点，透过金色的霞光，五老峰巍峨耸立，朝阳染红了观鄱亭上

的这一对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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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二十四颗牙 提供)

《庐山恋》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于1980年，黄祖模导演。作为“文革”后国内第一部表现爱情的

电影作品，《庐山恋》使两位主角张瑜和郭凯敏一下子成为当时年轻人心目中的青春偶像。庐山

兴建了一个小型电影院，每天从早到晚只放映这部影片。游庐山，看《庐山恋》，多年来成为一

个固定的旅游项目。世界吉尼斯英国总部正式授予中国电影《庐山恋》“世界上在同一影院连续

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2、红色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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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曾在庐山留下烙印，庐山是南昌八一起义准备会议的所在地，中共领导人

在此策划了南昌起义。抗战前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庐山两度就国共合作抗日

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谈判，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迅速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东方反法西斯战场在中国的形成。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三次庐山会议，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这些重要的历史证据形成了庐山特有的红色政治文化，使庐

山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政治名山”。 

(图片由网友 @阿肯纳德 提供)

红色看点：

“南昌起义”策源地庐山仙岩饭店

芦林一号别墅  毛泽东同志旧居、庐山博物馆

庐山会议旧址 庐山大礼堂、庐山人民剧院

周恩来庐山活动纪念馆 庐山442号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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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别墅 庐山疗养院２６７号别墅

毛泽东诗碑园

   

3、古典庐山

 (图片由网友 @耶律贝纳 提供)

陶渊明以庐山康王谷作为文化背景，创作的《桃花源记》，洋溢着“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光灿

。南朝时的《庐山二女》，以庐山为活动舞台，成为中国早期志怪小说的名篇。唐代诗人白居易

的《大林寺桃花》一诗，造就了一处名胜——花径；他在庐山筑有“庐山草堂”，所撰的《庐山

草堂记》，是记述中国古代山水园林的名作。宋代理学家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并使其成为中国

古代四大书院之首，由此宋明理学在这里千秋耕耘，并真切地记录了这一具有深刻特征的文化现

象的过程和历史。朱熹订立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中国封建教育的准则和规范，同时也影

响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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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庐山概况

庐山（Mount. Lu）地处江西省北部鄱阳湖盆地，九江市庐山区境内，濒临鄱阳湖畔，雄峙长江南

岸，三山五岳中三山之一。山体呈椭圆形，典型的地垒式长段块山约25公里，宽约10公里，绵延

的90余座山峰，犹如九叠屏风，屏蔽着江西的北大门。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

奇秀甲天下”之美誉。巍峨挺拔的青峰秀峦、喷雪鸣雷的银泉飞瀑、瞬息万变的云海奇观、俊奇

巧秀的园林建筑，一展庐山的无穷魅力。庐山尤以盛夏如春的凉爽气候为中外游客所向往，是久

负盛名的风景名胜区和避暑游览胜地。历代题诗极多，李白《望庐山瀑布》尤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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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气候温适，夏天凉爽，冬天也不太冷，这是庐山又一优越条件。节令特色：春迟、夏短、秋

早、冬长。庐山气温，根据历年记载：最高只32℃，最低在－16.8℃，全年平均为１℃，可见庐

山气温适度。一至于四季，按季节平均计算差异也较正常：春季是11.5℃，夏季为22.6℃，秋季则

为17.4℃，冬季常在1℃左右。庐山顶端因处高空地带，加上江环湖绕，湿润气流在前进中受到山

地阻挡，易于兴云作雨。所以，庐山雨量丰沛，全年平均降雨量1917毫米，年平均有雨日达168天

。庐山云雾较多，全年平均有雾日达192天。更奇异的是庐山云雾常年此出彼没和变化莫测，给庐

山增添了妙景。

庐山各处山峰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最高峰汉阳峰海拔达1474米，且山上树林密布，山下江湖环

绕，加上常年雨水多，空气湿度大，使夏季山上山下的气温差异较大。每年盛夏，鄱阳湖盆地赤

日炎火，最高气温可达39℃以上，而山上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6℃左右，早晚常在15～20℃之间。

从挥汗如雨的山下来到凉爽宜人的山上，真是两重世界两重天，正如白居易所赞：“初到恍然别

造一世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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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庐山交通

庐山紧邻南昌、九江等城市，区位优势明显，水、陆、空交通均十分发达。航空方面，庐山附近

有庐山机场和昌北机场。铁路方面，通过九江站与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京九线。公路方面，通过九

江与申蓉、九景、昌九高速公路相连。水路方面，通过九江与长江沿线相连。另外，庐山建有南

山、北山两条登山公路，景区内建有环山公路、支线公路和17000余米的游步道，全山景区景点分

布在这些公路和游步道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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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飞机

飞机：庐山的机场其实是九江机场，位于九江县内，距离九江市50公里左右，距离庐山30多公里

。机场很小，机场每周二、四、日有航班。从九江机场能够到达的城市只有：上海、北京、广州

和厦门，而且单天只有一班。

   

2、火车

坐火车去庐山还是很方便的，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到庐山要坐到九江站，而非庐山站。因为九江

站在九江市内，无论坐车住所什么的都很方便。而庐山站在九江县，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火车停

靠站，虽然也能上庐山，但是比较麻烦一些。

   

3、汽车

火车到达九江后，出火车站可乘坐101路公共汽车（1元，大约15分钟路程）或“打的”（的费 10

元内，10分钟路程）到达九江码头（烟水亭站）或长虹立交桥站（九江学院对面）、九江长途汽

车站这三个地方程坐短途汽车票上庐山（票价大概每人 10-15元）。

上庐山的时间大概70分钟左右。

庐山汽车站：班车停靠的是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出停车场，穿隧道即来到牯岭街，向左一拐几

米处一所小房子就是庐山汽车站售票处，其邻居就是红叶票务中心。

九江101公共汽车路线：

火车站内广场 - 火车站外广场 - 京九大酒店 - 603车队 - 长虹立交桥 - 内衣总厂 - 国棉三厂 -

长途汽车站 - 八角石 - 四码头－联盛购物广场 - 烟水亭 - 新桥头 - 甘棠公园 - 市工商局 - 老马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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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亩地 - 大树下 - 国棉四厂 - 十里转盘 - 七一三厂 - 公交修理厂 - 仪表厂 - 十里大楼 - 汽运公司 -

十里铺 - 九江财专 - 国棉二厂 - 冯家村 - 五七二七(共29站)。

打车（拼车）上山，

一般80元左右。打车时需要先和司机说好是到牯岭镇的正街，以防司机把你放到庐山大门口。（

从大门口到牯岭镇还要3公里多）。

庐山有东门、北门、和南门。一般都是从北门进山。南门也离镇上远。

   

4、自驾

A线：上海—庐山：约836KM，8小时）沪杭高速—杭州—杭金衢高速—梨温高速—昌九高速（通

远出口）—庐山

B线：广州—庐山：（约982KM，10小时）赣粤高速—昌樟高速—昌九高速（通远出口）—庐山

C线：南京—庐山：（约536KM，5小时）合宁高速—其黄高速—昌九高速—庐山

D线：成都—武汉—庐山（约1568KM，22小时，武汉至庐山3小时）成南高速—京珠高速—武汉

—武黄高速—黄小高速—九江长江大桥—庐山

E线：景德镇—庐山：（约170KM，2个半小时）九景高速公路—九江—庐山

庐山（牯岭）至各交通站 公里

九江航运港 38

九江庐山机场 40

九江火车站 34

庐山（沙河）火车站 38 

   

5、景区观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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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景区观光车运行范围：庐山山上景区内。

二、景区观光车运行线路：

1、东线：运管所、美庐、十五号桥、会议旧址、芦林大桥（博物馆）、芦林停车场、仰天坪路口

、含鄱口、植物园、五老峰、三叠泉

2、西线：会议中心、正街、环山路口、花径路口、花径、仙人洞、大天池、电站大坝

三、景区观光车运行票价：

（1）、65元/人，24小时内有效；

（2）、80元/人，72小时内有效；

（3）、95元/人，一星期内有效；

（4）、150元/人，一个月内有效；

（5）、220元/人，三个月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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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景区观光车收发车时间：

旺季：4月1日至11月30日，始发站发车时间为7：00，景区末班车为19：00。

五、温馨提示：

1、景区观光车实行循环运行模式，游客可在观光车任何站点乘车到达景区内各景点。

2、景区观光车在正常运行时间外，在可观日出的气象条件下，提供“观日出”早班车服务，游客

可在早班车始发站（会议中心）乘车。

六、减、免票规定：

1、对身高1.1—1.4米儿童可购买半票。

2、对身高1.1米以下儿童、全国省级以上新闻单位的记者或江西省地市级以上新闻单位的记者来

山采访凭有效证件、旅行社经理凭经理资格证、导游凭国家导游证在带客游览时可免费乘坐景区

旅游观光车。

七、售票地点：南山园门、北山园门、运管所站、三叠泉站、芦林停车场站（旺季）。

八、验票流程：

验卡验指纹 — 验证纸质观光车票—必要时验证团队电脑小票— 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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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门票及花费

门票：旺季：180元/人(每年4月1日至11月30日)；

           淡季：135元/人(每年12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

1、凡年满70周岁以上的老人来庐山旅游，凭有效证件（身份证、护照）在园门登记后，免收门票

。

2、身高1.4米以下（含1.4米）的少年儿童来庐山旅游，在园门登记后，免收门票。

3、残疾人来庐山旅游，凭残疾证在园门登记后，免收门票。

4、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消防部队的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凭有效证件(军

官证、士官证、士兵证、军人伤残证、军队离退休证），在园门登记后，免收门票。

5、对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优惠

6、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凭有效证件（代表证或委员证、身份证两证齐全），在园门登

记后，免收门票。

7、获得国家级表彰的全国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

务工作者、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新长征突击手、全国“三八”红

旗手，全国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的先进模范，凭

有效证件（荣誉证书、身份证两证齐全），在园门登记后，免收门票。

8、在校大学生来庐山旅游、实习，凭有效证件（学生证、身份证两证齐全）在园门登记后，实行

7.5折优惠，即淡季(每年12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由135元/人优惠到100元/人，旺季(每年4月1日至11

月30日)由180元/人优惠到135元/人。

9、在校中学生及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凭有效证件（学生证、身份证两证齐全）在园门登记后，实

行5折优惠，即淡季由135元/人优惠到70元/人，旺季由180元/人优惠到90元/人。

10、教师在教师节期间（9月5日—12日），凭有效证件（教师资格证、身份证两证齐全），在园

门登记后，实行5折优惠，即由180元/人优惠到90元/人。

11、持国家导游证的导游人员和旅行社经理资格证者（凭导游证、资格证和上岗证）在园门登记

后，免收门票。

12、全国省级以上新闻单位的记者与江西省地市级以上新闻单位的记者来山采访，凭有效证件（

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发的记者证或采访证和身份证两证齐全），在园门登记后，免收门票。

新闻：

庐山管理局决定于2011年1月1日至1月31日全月免收135元进山门票。

白鹿洞书院 30元/人

三叠泉 51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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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剧院 10元/人

美庐 15元/人

石门涧 41元/人

秀峰：47元/人（来回缆车60元/人）

庐山恋电影：25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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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庐山线路

   

1、常规线路

五日游旅游线路 

D1 ：北山公路-北山园门-小天池-望江亭-花径-如琴湖-天桥-锦绣谷-仙人洞-大天池-龙首岩-悬索

桥-铁船峰

D2 ：含鄱口-大口-植物园-五老峰-三叠泉

D3 ：芦林湖-回龙路-黄龙寺-三宝树-黄龙潭-乌龙潭-电站大坝-石门涧

D4 ：博物馆-会址-东谷名人别墅-美庐-周恩来纪念室-牯岭街

D5：太乙峰-九奇峰-仰天坪-汉阳峰-秀峰-白鹿洞-天沐温泉

四日游旅游线路 

D1 ：北山公路-北山园门-小天池-望江亭-花径-如琴湖-天桥-锦绣谷-仙人洞-大天池-龙首岩-悬索

桥-石门涧-铁船峰

D2 ：含鄱口-大口-植物园-五老峰-三叠泉

D3 ：电站大坝-乌龙潭-黄龙潭-三宝树-黄龙寺-回龙路-芦林湖-太乙峰-九奇峰-仰天坪

D4 ：博物馆-会址-东谷名人别墅-美庐-周恩来纪念室-牯岭街

三日游旅游线路 

D1 北山公路-北山园门-小天池-望江亭-花径-如琴湖-天桥-锦绣谷-仙人洞-大天池-龙首岩-悬索桥

-石门涧-铁船峰

D2 含鄱口-大口-植物园-五老峰-三叠泉

D3 牯岭街-周恩来纪念室-美庐-东谷名人别墅-博物馆-芦林湖-回龙路-黄龙寺-三宝树-黄龙潭-乌

龙潭-电站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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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游旅游线路 

D1 北山公路-北山园门-小天池-望江亭-花径-如琴湖-天桥-锦绣谷-仙人洞-大天池-芦林湖-会址-

东谷名人别墅-美庐-周恩来纪念室-牯岭街

D2 含鄱口-大口-植物园-五老峰-三叠泉

一日游旅游线路 

X1 北山公路-北山园门-小天池-望江亭-花径-如琴湖-天桥-锦绣谷-仙人洞-芦林湖-博物馆-会址-

东谷名人别墅-美庐-周恩来纪念室-牯岭街

X2 南山公路-南山园门-含鄱口-植物园-芦林湖-回龙路-黄龙寺-三宝树-黄龙潭-乌龙潭-电站大坝-

悬索桥-石门涧-龙首岩-大天池

X3 含鄱口-植物园-五老峰-三叠泉-博物馆-会址-美庐-周恩来纪念室-牯岭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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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景点一览

   

1、芦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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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牯岭

(图片由网友 @阿肯纳德 提供)

牯岭，庐山的中心。三面环山，一面临谷，海拔1164米，方圆46.6公里，是一座桃源仙境般的山城

。牯岭原名牯牛岭，因岭形如一头牯牛而得名。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入山，租用了牯牛

岭 的长冲，在这里兴建住宅别墅，逐步开发，并按其气候清凉的特点，据英文Cooling的音译，

把牯牛岭简称为牯岭。 这座钟灵毓秀的山城，以牯牛岭为界分为东西两谷，地势平坦，峰峦葱

茏，溪流潺潺。青松、丹枫遮天蔽日。近千幢风格各异的各国别墅依山就势而筑，高低错落，潇

洒雅致，点缀在万绿丛中，与周围环境十分和谐，为国内少有的高山建筑景观。解放后东西谷均

辟为疗、休养，旅游接待区。疗养院、休养所、宾馆、饭店星罗棋布，接待来山游客。 山同城

最繁华的地方是牯岭街。这条自东向西略成弧形的半面街道，蜿蜒于牯牛岭西麓，依山而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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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旅社、餐厅、书店、酒楼、车站、咖啡厅、舞厅、商场等服务设施均掩映在绿荫丛中，形成

天街云市般的山镇。这里不仅是庐山政治、经济、文化、旅游接待和疗、休养的服务中心，而且

是通往各景区、景点的交通枢纽。 位于牯岭街中心的街心公园，辟建于1954年，后于1987年重

修。公园南背牯牛岭，北临剪刀峡，傍岭临谷垒坝筑土而成，面积为5000平方米。2000年又扩建5

000平方米。公园呈三角形。园内曲径小道，蘑菇亭昂然。茂林娇花，芳草萋萋。园中央筑有一个

半月形大花坛，坛上安放着一头卧即待起的石牛。石牛由数块巨石镶嵌而成，约高2米，长4米。

造型生动，融合雕凿、圆雕、浮雕等技法，具有抽象的神韵，使一头强劲有力的牯牛借石质而生

。基座上镌有现代书法家启功题写的“牯岭”二字。这头石牛表达了鲜明的主题，是牯岭的象征

。 如今盛夏时节，避暑消夏的游人云集这里，清晨看日出，午间戏碧水，傍晚观夕阳。待明月

高悬时，漫步在林间小道上，欣赏那松涛、清泉汇成的美妙交响乐。

   

3、小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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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二十四颗牙 提供)

小天池位于庐山牯岭北面，池中之水置于高山而终年不溢不涸。池后山脊上，屹立着一座白塔似

的喇嘛塔。塔建于1936年。 小天池山对面还有一怪石，远望似一雄鹰伸颈欲鸣。鹰首有巨石叠

就，一石伸出鹰嘴崖，石缝中绿树芳草婆娑似羽毛，名鹞鹰嘴。山南麓有一峰凌空突出，下临深

壑。峰顶悬崖上有一伞顶圆亭。步入亭中，长江似一条白色缎带，飘忽在天际。山脚是深谷，形

如一把打开的剪刀，名剪刀峡。峡中溪流淙淙，松篁翠翠，怪石嶙峋，幽雅秀美。 小天池是牯

岭观日出、晚霞、云海等奇观最佳的地方之一。登临山顶，宛如坐上一架直升飞机，盘桓在庐山

的上空，青山碧水，红瓦苍崖，历历在目，令人纵横浮想，思绪万千。

   

4、石门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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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阿肯纳德 提供)

庐山石门涧位于庐山西麓，素称庐山西大门。因天池山、铁船峰对峙如门，内有瀑布而得名。景

区面积一万余亩、景观百余处。集“雄、奇、险、奇、秀”于一体，是一座地质变化、生物进化

、自然造化、历史文化的综合大观园，有“匡庐绝胜”、“山水绝胜”之美誉。古誉庐山第一景

。

 

从东晋起这里就游踪不绝。此后谢灵运、李白、白居易、徐霞客等历代数以百计的文人墨客为之

相涉，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与摩崖石刻，文化底蕴丰富。

从龙首崖下去不远，就可到达石门涧。 ——石门涧瀑布是庐山众多瀑布中最早录入史册的。两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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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后汉书地理》中就有记载：“庐山西南有双阙，壁立千余仞，有瀑布存焉”。 ——石

门涧面对峰崖，隔涧箕立，结成危楼险阙。最窄处的“小石门”，两崖之间仅存一缝，游人入“

门”须侧身才能通过。峪谷间，高崖悬流成瀑，深谷积水成湖。潜隐湖底的杂乱怪石与兀立溪涧

的巨岩，沿涧巧布，成为“石台”，最大的一块光滑的磐石上可坐数十人，石上携有“石门涧”

三个大字。 

过大磐石，峡谷更加险仄，如剑插天尺，争雄竞秀。在这大断层中，桅杆峰与童子崖从涧底矗箕

直上，漓立咫尺，奇峰簇拥，迭峰屏立。削壁千仞的峰峦，几乎都呈九十度垂直，上接霄汉，下

临绝涧。真是奇峰奇石奇境界，惊耳惊目心魄，纵有鬼斧神功，也难劈此胜景。 

   

5、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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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耶律贝纳 提供)

秀峰是香炉峰，双剑峰、文殊峰、鹤鸣峰、狮子峰、龟背峰、姊妹峰等诸峰的总称。 鹤鸣峰下

，原坐落着被称为“庐山五大丛林”之一的秀峰寺。秀峰寺原名开先寺，后康熙皇帝手书“秀峰

寺”从此改为秀峰寺。 秀峰内“漱玉亭”、“玉峡”、“龙潭”、“瀑布”、“观瀑亭”、“

日照亭”等胜景和历史名人留下的许多珍迹。 著名的开先瀑布，唐代大诗人李白赞颂道：“日

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6、五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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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峰地处庐山东南，因山的绝顶被垭口所断，分成并列的五个山峰，仰望俨若席地而坐的五位

老翁，故人们便把这原出一山的五个山峰统称为“五老峰”。它根连鄱湖，峰尖触天，海拔1358

米，壮观！ 

 (图片由网友 @阿肯纳德 提供)

五老峰陡峭挺拔，峰接霄汉，奇峦秀色，驰誉天下。其东南面绝壁千仞，陡不可攀，而西北坡地

势较缓，游人可循小道爬坡登山。登上五老峰，只见危岩削立，层崖断壁，天高地迴，万仞无倚

。站立山顶俯视山下峰峦，有的挺立如竿，有的壁立如屏，有的蹲踞如兽，有的飞舞如鸟，山势

此起彼伏，犹如大海汹涌波涛。极目眺望，远处的城廓川原宛如盘中玉雕，鄱阳湖中来往的船帆

历历在目。倘若朝夕登峰极顶，则可见朝霞喷彩，落日熔金，色彩缤纷。有时山上天风作起，白

云四合，身埋雾中，刹时那蓝天、澄湖、远树、遥山统统迷藏在云雾里，俄而云消雾散，头顶露

出蓝天，云海逐渐消失，蓝空下鄱阳湖好象一面巨大明镜，把扬帆的船影映照得特别清晰。阳光

里几朵白云把五老峰衬托得更加雄奇，渲染得格外富有诗意。云雾时，它好象腾云驾雾的五仙翁

，高高腾起于半空的云雾之中；月光下，它衬托着蓝天白云，俨如一朵仰天盛开的芙蓉花，格外

鲜艳夺目。无怪乎历代许多诗人名士来到五老峰，无不为这里的瑰丽景色所迷恋，留下了不少赞

美的诗篇。唐朝大诗人李白曾在这里留下一首千古绝唱： 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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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

   

7、老别墅区

 (图片由网友 @萝卜白菜 提供)

景点荟萃了六栋有百年历史的老别墅和西式园林。游人徜徉其间，一边观赏西式别墅及陈设，一

边聆听讲解员讲述庐山别墅开发的历史和被有意无意尘封在老房子里的故事。游览中，游客还可

以在透着强烈异国情调的酒吧小坐，一边把酒品茗喝咖啡，一边欣赏浓郁怀旧风格的乐曲和歌舞

                                               27 / 47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67&do=album&picid=42555


�������

庐山:恋歌30年
表演。不甘寂寞的游客，还可以到百年老教堂里，参与到西式婚礼和异国风情舞蹈等各具特色的

互动娱乐节目之中，享受亲身体验的快乐。

   

8、观音桥

  观音桥景区座落在庐山南麓的国家森林公园之中，东面有庐山第一奇峰五老峰，西面有庐山主

峰汉阳峰，北面有神奇的太乙峰，南面有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景区集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质公

园、中国自然风景区于一体。整个景区隐藏在原始丛林之中。 

  (图片由网友 @二十四颗牙 提供)

号称“江南第一古桥”的千年国宝--观音桥，桥长：19.4米，宽：4.8米建于公元1014年，它以雄伟

的气势横跨在庐山的大峡谷----栖贤大峡谷之中，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区内人文景观丰富多彩，自然风光秀丽迷人，名人踪迹溢满各处；唐代著名茶圣陆羽品定的“天

下第六泉”；明朝第一画家唐伯虎曾在这里画出了著名“三峡裥桥图”（今观音桥）；1961年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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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总理来到观音桥与放牛娃小周桂花，留下了一段感人的故事；国民党首脑蒋介石夫妇赞叹观

音桥风水，并在此建立了行宫，现行宫内的展览馆，展示了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图片资料；行宫

前有蒋宋夫妇亲手栽培的“夫妻树”；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的巨幅石刻—“墨子篇”是目

前中国最大的地面石刻之一。别称“三峡涧”的栖贤大峡谷是产生于几百万年前由地质运动形成

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大峡谷里的清泉激流冲成了二十四潭；如 玉渊潭、浴仙潭、金井潭等。

观音桥景区也是佛教圣地，桥的西面有专门供仰观音菩萨的慈航寺，桥的北面有千年古刹栖贤寺

，是庐山佛教的五大丛林之一。

   

9、大天池

登上庐山西部海拔900余米的天池山顶，南望九奇峰，下俯石门涧，东瞻佛手岩，西眺白云峰。二

水萦回，四山豁朗。此处原建有天池寺，现已废。但原寺前呈长方形的水池，仍碧水悠悠，光灵

如玉。 昔天池寺，寺西有一半月形的拜月台，因供奉文殊菩萨而得名文殊台。现存之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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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耶律贝纳 提供)

石木水泥混合结构，石室五楹，上有平台。登台眺望，山恋突起，群峰相连，远波明来，极富野

趣。尤其是月色朦胧之夜，闲坐台上，眼前深谷中经常会出现点点如同灯光般的亮点， 由少渐多

，时大时小，时聚时多，时隐时现，闪闪烁烁，人称“佛灯”。宋代著名理学家王阳明就曾于一

个月暗星稀的夜晚，卧此台上，看到了这样的奇异景象，并以诗记之：“老夫高卧文殊台，拄杖

夜撞青天开。撒落星辰满平野，山僧尽道佛灯来。” 天池山脊上耸立着一座宝塔，塔四周布满了

漫山遍野的青松。微风起时，松涛起伏，它颇似一杆乘风破浪的船桅，荡漾在翠波碧浪之上。塔

为一阁式石塔，五层六面，高20余米，始建于宋建炎年间（公元1127-1130年），现塔系公元1927

年，唐生智募资易地重建。塔内藏有银佛像、宋币及水晶珠子等文物。 和塔平列于山脊的另一栋

外观粗壮、轮廓呈现圆形、伞顶的佛殿，名圆佛殿。塔西有一石质方台，名天心台，为林森所建

。台下有硕大卧石，平滑如镜，上镌“照江崖”字样。

龙首崖之险、凌虚阁之云、文殊台之佛光，堪称大天池“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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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汉阳峰

 (图片由网友 @萝卜白菜 提供)

“东南屏翰耸崔巍，一柄芙蓉顶上栽。四面水光随地绕，万层峰色倚天开。当头红日迟迟转，俯

首青云得得来。到此乾坤无障碍，遥从瀛海看蓬莱。”这就是庐山第一高峰—海拔1474米的汉阳

峰。据说，在月明风清之夜，站在峰巅上，可观汉阳灯火，故名。 汉阳峰峰巅上，有一方形石

台，名与禹王台，为大禹治水登临处。每当晴天一碧，万里无云，登此台眺望，江汉倒悬，楚楚

                                               31 / 47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67&do=album&picid=42553


�������

庐山:恋歌30年
环供，大有“一览众山小”之慨。 汉阳峰南为紫霄峰、东北有小汉阳峰。西北乃一峡谷，系张

性断层，长七、八公里，是庐山较大的山谷之一，名“康王谷”，相传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的千古

佳作《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就是以此谷为原型。谷的末端有一飞瀑，史载“谷帘泉”，传

说诸葛亮见此瀑，大为惊叹。

   

11、花径

 (图片由网友 @耶律贝纳 提供)

花径公园位于牯岭街西南2公里处的如琴湖畔。有公路抵达，沿大林路步行，顺路可见冰川遗迹─

─冰桌巨石，又叫飞来石。花径相传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咏诗《大林寺桃花》的地方。白居易被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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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江洲（九江）司马时，于公元816年登庐山游览。时值暮春，山下桃花已落而此处却桃花盛开，

白居易有感吟诗一首：“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故后人称此地为“白司马花径”，并建造了“景白亭”。1988年在园中建有“白居易草堂

陈列室”，1996年著名雕塑家王克庆制作的白居易石像立于湖畔。花径亭中一横石上刻有“花径

”二字，传说系白居易手书。如琴湖形如提琴，故名，有曲桥通往湖心岛。园中繁花似锦，亭台

碑碣，曲径通幽，湖光山色，风景如画。

   

12、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星子县白鹿镇境

内），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

全院山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山环水合，幽静清邃。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

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之白鹿先生。后李渤为江州刺史，于隐

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

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 

                                               33 / 47



�������

庐山:恋歌30年

 (图片由网友 @萝卜白菜 提供)

白鹿洞书院的自然风光极为毓秀，四山环台，古木苍穹，溪水古桥，别有洞天，现已成为文化旅

游的佳镜。院内松柏交翠，花草争芳，环境幽静秀丽。馆内藏品反映了庐山历史文化的辉煌，有

当地出土和及从外地搜集的古代青铜器和历代陶瓷，有唐宋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米芾、

黄庭坚等在庐山的手书碑拓，有明清著名书画家唐寅、郑板桥、朱耷（八大山人）的字画卷轴，

最珍贵的则是《五百罗汉罗图》，血书《华严经》和水晶佛珠，皆属国家一级文物珍品。 白鹿洞

书院，在儒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凭借庐山这块风水宝地，并依靠历代文人学者和热心教育者们

的精心耕耘，获得了一种精深文博的厚实，区别于庙堂式的州、府、县学，令人向往、探索和追

求，这正是它一千余年来生命力的所在，精魂所在，魅力所在的缘由。 白鹿油书院现存在建筑群

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由书院门楼、紫阳书院、白鹿书院、延宾馆等建筑群落组成。建

筑体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

   

13、东西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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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寺

谈起了庐山的宗教文化，引人注目的佛教场所当数庐山东林寺，东林寺始建于东晋太元十一年（

公元386年）。由江州刺史桓伊资助，慧远兴建，该寺曾为全国八大道场之一，一度成为全国佛教

第二中心，寺中现有“唐经幢”、“护法力士”、“柳公权东林寺残碑”、“李北海东林寺残碑

”、“王阳明游东林寺碑”等珍贵文物。古往今来，多少诗人学者，诸如陶渊明、李白、白居易

、柳公权、苏轼、黄庭坚、岳飞、陆游、康有为等相继来过东林寺，并在此留下了许多宝贵墨迹

和诗篇，堪称江西佛教丛林之冠。使得佛教在庐山出现“钟声长鸣，香烟缭绕”的昌盛时期。

西林寺

坐落于庐山北麓，建于东晋太和二年（公元376年）由太府卿陶范创建，为庐山北山第一寺。初是

沙门竺昙结庵草舍，死后慧永继承师业。到晋太元二年江州刺 史陶范为之立庙，命名为西林寺。

自晋至唐一直鼎盛，元为兵焚，明修又毁，此后长期不复。现寺，近年重修，庙宇宏敞，佛像高

大，规模不亚当初，别致庄严。庙 中，原有一幅墙壁，苏轼来游，看到壁前前人题诗甚多，顿时

兴起，索笔《题西林壁》，传为千古佳诗。其中的“不识庐山真面目”一句，极具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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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住在庐山

   

1、别墅

香山缘别墅

环境幽静, 标准间（160-260元/间），房间干净整洁，餐饮一条龙服务。曾经是汪精卫等国民党政

要人员曾经住过的别墅

电话: 0792-8286330，13330036629

   

2、青年旅社

庐山大自然青年旅舍

位于庐山上的月照松林旁，距离著名的牯岭街仅10分钟路程旅舍周围苍松林立，空气清新。身处

在这样的鸟语林间，总会让人忘了城市的浮华摩登，忘了城市的喧嚣拥挤，您能感受到的是大自

然的那份宁静与淡雅。 

网址: http://www.yhalushan.com 

电话:0792-8286327 0792-8288989 

地址: 江西省庐山湖北路1号 

房价:30-1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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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服务:

1、旅游咨询

2、休息区各类书籍杂志

3、公共区DVD

4、各类棋牌游戏

5、收邮件和包裹

6、行车寄存(贵重物品收费)

7、24小时热水(饮用+热水澡) 吹风机、烘干机、有线电视

付费服务：自助洗衣机光盘刻录服务各类饮料（咖啡，啤酒等）各类食物长途电话传真小商品零

售远距离接送服务订票服务包车 

   

3、家庭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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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阿姨家庭旅馆

纯粹是家庭改造的，最多也就能住10 几个人，所以在去前需要提前预定。当然有分有不同的房间

，三人间，四人间，大床+小床房（适合一家三口）。实木地板，实木楼梯。房间里没有厕所，

但是楼下有二个厕所，一个在楼梯下面，一个在厨房旁边可以洗澡，总体上还是挺方便的。

电话：0792-8205672

QQ ：22171400

博客：http://hi.baidu.com/lushanfamilyhotel

 

庐山华阿姨家庭旅馆

位于通往各风景点的交通枢纽，坐车或步行到景点都很方便。三层楼的小别墅，内设：会客厅，

用餐，客房：情侣间，二人间，三人间，寄存室，卫浴。住宿费每人每天30元。

联糸电话：13879203488.或.0792-8286332 

庐山邹大妈家庭旅馆 

2层楼的别墅型建筑，共有四间客房,楼上楼下各两间,其中三间是双人床的房子,另一间是标间,并且

每层都有一个客厅和卫生间,比较适合情侣居住。距离牯领街也只有3分钟的路程，交通十分便利

。

联系方式 ：电话：13870203849 07928295592 13879265526

QQ：3594267

地址：庐山慧远路19号

夏阿姨家庭旅馆

距离庐山唯一的正街只需5-8分钟的路程，按人头收费。夏阿姨家总共有3层楼，每间房子都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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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一天24小时热水。距离正街只要10分左右。再有晚上可以去观云亭景点看日落。炒几个小

菜，就10块一个人吧。

电话：0792-8206077 15070251202

 QQ：289169549  

价格： 淡季：40元/人   旺季：60元/人

庐山户大姐个人旅店

地处牯岭镇中心地段，离汽车站约5分钟路程，交通十分便利非常适合工薪阶层人消费。

户大姐旅店有双人间，三人间。价格：淡季为30元每人，旺季50元每人（旺季为7至8月份包括五

一、十一黄金周。）

联系人：户大姐

电话：13755236761  1890792922

QQ：406076648

E-mail：406076648@qq.com

地址：庐山窑洼路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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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庐山温泉和娱乐

温泉

不能错过星子县的温柔泉乡，终于可以享受冰雪温泉的两极激爽了。躺在热热温泉，山上雪茫茫

，山下雾蒙蒙，头顶天寒，脚踏地热，再品一口山泉云泡雾茶，温润心田。

全部是按日式庭院建筑的，当年开庐山会议时，周总理曾在此沐浴过，想必其也是最正宗的。温

泉的出口水温高达72.5度，平均池温40度左右，是全国最大的富氡温泉，富含钙、镁、硫、钾等

二十余种有益于人体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素有“江南第一温泉”之美誉。温泉依山而建，由下

往上共有二十多口温泉，当归、人参、灵芝之类的汤，一般温度在40-50度。如果泡累了，可以躺

着休息一会，整个大理石做成的温床下流动着70度的温泉水，铺块浴巾躺在上面，全身每一寸肌

肤、每一个毛孔都慢慢打开，酥麻的感觉遍布全身，当然还可以免费喝上几杯饮料。

另外温泉内还有一些水上游乐设施供娱乐。

庐山脚下星子县的天沐温泉

(图片由网友 @萝卜白菜 提供)

可以从庐山汽车站乘14：20的班车（只有这一班）直达。

如是自驾车，从南面过来，可以从南昌走，在仓房（星子）下高速公路，从北面过来，到九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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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环庐山公路到星子县。

汽车的话，南昌在洪城大市场停车场坐中巴到星子县，票价30元，车程二小时，中途经过温泉可

让司机停车下客。

九江可到汽车站坐中巴到星子县，票价10元左右，车程一小时，在星子县客运站再转车去温泉，

票价3元车程20分钟以内。

门票：118元/张，在里面任泡不限时。如果要住，里面比较贵，标间200多吧（旺季更贵），如果

从省钱的角度来看，可以泡完后花几元钱坐车20多分钟即可回到星子县城住宿。

滑道

从仙人洞到圆佛殿有滑道很好玩，是一辆小车在不锈钢做的轨道上滑行，速度自己控制，因为依

山而建，且距离较长，玩得很过瘾。

                                               41 / 47



�������

庐山:恋歌30年
  

九、吃饭和购物

   

1、吃

早晚餐建议在镇上吃，午餐在景点附近或者自带食品解决。

在河南路口的煌上煌超市左边有很多小吃店。

庐山吃的特色，就是“三石”了，石鸡，石头缝间生长的类似于田鸡的蛙类。石耳，石头上生长

的类似于木耳的菌类。石鱼，石头缝间生长的很小很小的鱼。但是要注意，有些餐馆是假冒的，

可要注意辨别。

庐山石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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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长在阴涧岩壁洞穴中。又名赤蛙、棘脑蛙，体呈赭色，前肢小，后肢强壮。因其肉质鲜嫩，

肥美如鸡而得名。 庐山石鸡昼藏石窟，夜出觅食。形体与一般青蛙相似，但体大，肉肥、嫩、鲜

美，一般体重三、四两，大的重约一斤左右。 庐山石鸡由于易于消化，营养丰富，系肴中佳品，

庐山各大旅游馆店中以石鸡为原料的菜肴比比皆是，其中“黄焖石鸡”就是庐山名菜之一。

庐山石鱼

体色透明，无鳞，体长一般在30--40毫米左右，同锈花针长短差不多，就是长上七至八年，长短

也不超过一寸，故又名锈花针。庐山石鱼因长年生活在庐山泉

与瀑布中，把巢筑在泉瀑流经的岩石缝里，故称石鱼。 其肉细嫩鲜美，味道香醇，因而遐迩闻名

。石鱼不论炒、烩、炖、泡都可以，营养成分丰富，尤为产妇难得之滋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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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石耳

与黑木耳同科，是一种野生在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上的肢菌植物，由于它形状扁平如人耳，又附

着在岩上生长，所以称之为“石耳”。 石耳营养价值极高，内含很多的肝糖、胶质、铁、磷、钙

及多种维生素，营养十分丰富，是一种高蛋白滋阴润肺之补品。明代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在《本

草纲目》中 记载：“石耳，庐山亦多，状如地耳，山僧采曝馈远，洗去沙土，作茹胜于木耳，佳

品也。”并对“石耳气味甘、平、无毒，久食益色，至老不改，令人不饥，大小

便少，明目益精。”的药用功能，作出详尽记载。

   

2、购

庐山购物不去天上街市牯岭，又该去哪里呢，海拔1100米高，恐怕世上再难寻得这样的空中繁华

，牯岭半边街和分支的几条双面街，许多商场、店铺里都出售旅游纪念品和庐山特产：十大名茶

之一的庐山云雾茶是首选购物考虑，但对茶叶需有一定的鉴别力；土特产品如庐山石鱼、石耳、

笋干、豆角干、鄱阳湖的虾子都是来庐常买之物；特别推荐喜欢历史文化的到可买些文化读物，

如《庐山史话》、《庐山名人与庐山》、《庐山走进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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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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