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长沙：楚汉名城

                                                 1 / 62



�������

长沙：楚汉名城
　

长沙：楚汉名城
　

星城，湘江，橘子洲，岳麓书院，爱晚亭，臭豆腐，天心阁，杜甫江阁

　

封面 .............................................. 1

一、长沙一座流动着的千年古城 .......................... 4

二、长沙旅游最棒体验 ................................. 6
1、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 6

2、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 ................................. 7

3、湖南第一师范 恰同学少年 ............................ 8

4、月亮岛 烧烤露营数星星 .............................. 9

5、在火宫殿尽尝长沙美味小吃 .......................... 11

6、天心阁登楼远望 遥想古城往事 ........................ 11

7、激情四射的大围山峡谷漂流 .......................... 12

三、长沙市区景点 ................................... 16
1、岳麓山风景名胜区 ................................ 16

2、橘子洲公园 ..................................... 21

3、湖南省博物馆 ................................... 22

4、天心公园 ...................................... 23

5、长沙世界之窗 ................................... 25

6、长沙海底世界 ................................... 26

7、开福寺 ........................................ 27

8、贾谊故居 ...................................... 29

9、杜甫江阁 ...................................... 30

10、烈士公园 ...................................... 31

四、长沙各市县景点 ................................. 33

                                                 2 / 62



�������

长沙：楚汉名城
1、靖港古镇 ...................................... 33

2、刘少奇纪念馆 ................................... 34

3、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 ............................... 35

4、石燕湖生态旅游公园 ............................... 39

5、长沙铜官窑遗址 .................................. 41

五、长沙交通 ...................................... 42

1、航班 .......................................... 42

2、铁路 .......................................... 43

3、公路 .......................................... 44

4、市内交通 ...................................... 44

六、长沙住宿 ...................................... 46

七、长沙餐饮 ...................................... 48

1、长沙美食 ...................................... 48

2、特色小吃 ...................................... 50

3、餐饮推荐 ...................................... 53

八、长沙特产 ...................................... 57

九、长沙购物地推荐 ................................. 58

十、长沙行程推荐 ................................... 59

十一、旅人提示 ..................................... 60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 61

封底 ............................................. 62

                                                 3 / 62



�������

长沙：楚汉名城
  

一、长沙一座流动着的千年古城

长沙，又称星城，湖南省省会，因屈原和贾谊的影响而被称为“曲贾之乡”和“楚汉名城”。湘

江流贯其中，把市区一分为二，东岸是百业兴旺的闹市，西岸是环境清幽的文化区。

长沙风光(图片由网友 @胖纸编辑  提供)

长沙3500多年的建城史，可以在众多的历史遗存中感受长沙曾经的繁荣与昌盛。马王堆汉墓出土

的2000多年的“鲜活”女尸和3000多件珍贵文物，让世人对古代湘人创造的先进文明赞叹不已。

掩映于苍松翠柏之中的岳麓书院，静谧而古朴，置身其中，一殿一阁、一碑一联，无不令人感受

到浓重的文化气息。

长沙名人辈出，单是近现代就有毛泽东、刘少奇等数十位革命家在这里学习、生活、战斗过，湖

南第一师范、秋收起义会址等遗迹为游人讲述当年的峥嵘岁月。

长沙气候宜人，风光明媚，美景满城。钟灵毓秀、生机盎然的岳麓山，一路欢歌绕古城的湘水，

如蛟龙般静卧江心的橘子洲⋯⋯历经千年的洗礼，如画般的自然山水依旧环绕长沙，共同谱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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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优美的潇湘之歌，源远流长，令人回味。

最佳旅游时间

除夏季温度较高外，其他三季都适合旅游，特别是秋季岳麓山红叶满山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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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沙旅游最棒体验

   

1、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沁园春�长沙》

                        ——毛泽东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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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图片由网友 @霸道小妈  提供)

词中所提到的“橘子洲头”就在长沙市区的湘江中心，是一个长约十华里的长岛，这里风景如画

，美不胜收。西望岳麓山，东临长沙城，从西向东，山、水、洲、城融为一体似流动的画，如放

大的盆景。春天江鸥点点；夏秋林木葱茏；冬天又有潇湘八景之一“江天暮雪”的景致可看。在

长沙登洲游览，凭吊当年毛泽东重游故地，作诗留念的万千感慨。

   

2、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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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依偎在年华边  提供)

岳麓书院是宋朝四大书院之一，且是惟一留存至今仍在办学的，故此被称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既古朴清新，又典雅庄重。数十位开宗立派的文化巨擘曾在此设坛授业，

成为中国文化长河中的独特风景。院中清泉、竹林、古槐，使这座千年古院更添生机。特别值得

一提是位于岳麓书院后门的爱晚亭，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让此亭蜚声海内。

   

3、湖南第一师范 恰同学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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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小猫  提供)

湖南第一师范这里曾是毛泽东青年时期求学、工作之处，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岁月

。今天在学校的教师里还保留着毛泽东当年的座位，毛泽东为他亲爱的同学所做的挽联。漫步校

园，楼梯长廊、绿树花间似乎都可以追寻毛泽东恰同学少年的美好时光。热播电视剧《恰同学少

年》就是在此拍摄的。

旅游贴士

交通：从长沙市火车站乘1、314、901路公交车可到。

   

4、月亮岛 烧烤露营数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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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晚安前想念  提供)

月亮岛位于市区西北17公里的湘江西岸，形如弯月，故得此迷人的雅号。蔚蓝的天空和广阔的草

场，逐渐成为露营爱好者的不二选择。约上三五好友或举家出动，白天加上烧烤架，享一顿自已

烹制的烧烤大餐，暮色中我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静夜我们躲在帐篷里数星星，这样简单的美好

是如此的温馨惬意。

旅游贴士

交通

a、乘12路或者312路车从火车站到高叶塘，然后可以坐318公交车到商学院北校区下车再走半个小

时左右即可看到月亮岛。

b、坐903到普瑞温泉下车，步行十几分钟即可到。

住宿

康乐农庄

位于长沙三叉矾大桥河西方向300米左右，岳鞍阁公园附近，品尝香喷喷的农家饭菜，感受农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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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院内还可钓鱼。

   

5、在火宫殿尽尝长沙美味小吃

来到长沙，要想一次品尝到长沙的多种特色美味小吃，一定不能错过火宫殿。这里的臭豆腐绝对

是重头戏，就连毛主席品尝后都称赞：“火宫殿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还有口味虾、刮

凉粉、姊妹团子、葱油粑粑、猪血汤⋯⋯保证都会让你爱不释口。

   

6、天心阁登楼远望 遥想古城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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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心阁(图片由网友 @晚安前想念  提供)

一场文夕大火，将长沙古城几乎吞噬殆尽，天心阁是唯一在这场大火中得以幸免古城建筑。古香

古色的三层阁楼位于古城墙上，碧瓦飞檐，朱梁画栋，阁与古城墙及天心公园其它建筑巧妙融为

一体，气势雄伟。登上阁楼，楚天风光尽收眼底，遥想古城往事，别有一番感受。

旅游贴士

门票：天心阁现在位于天心公园内，登天心阁参观门票为18元（含公园门票）；只进入公园游玩

，门票2元

地址：长沙市天心区天心路88号

交通：乘2、108、143、315等路公交可到达。

   

7、激情四射的大围山峡谷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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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小猫  提供)

大围山峡谷漂流位于浏阳河的源头，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南鹿，崇山峻岭深处的大围山峡谷——

花门河。漂流河道比较狭窄，河水湍急，大卵石多，当你漂流时，坐在漂流船上就像坐碰碰车一

样，河道迂回曲折，湾道多，让你有“船到山前疑无路，潭过湾转又一滩”的难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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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贴士

门票：138元/人（保险2元/人）

开放时间：10：00-16：00

地址：长沙市浏阳市东北部的大围山镇

交通：

1、班车

1）、（最好到）长沙汽车东站坐车，每隔10分钟左右就有一趟开往浏阳汽车东站的车，票价一般

为22.5元/人。

到达浏阳汽车东站后再转乘至大围山镇的客车，票价一般为15元/人。

2）、在长沙汽车东站每天也有三趟车可以从长沙直达大围山镇（不是大围山峡谷漂流）的车。票

价约：30元/人，长沙出发时间： 10：00 湘A81741；14：30 湘AY3397；16：20

湘A81741，均停放在长沙汽车东站2号车库。

提示：

                                               14 / 62



�������

长沙：楚汉名城
a、要先弄清楚大围山目前有2处漂流点（分别为峡谷漂流和空中漂流），都需要在大围山镇换乘

出租车或摩托前往漂流的终点处（车费一般为10元/人）。再乘坐漂流公司的客车到起点处参加漂

流（免费）。

b、从大围山返回长沙的时间则是13：30，湘A81741，这是参加大围山一日游或漂流的客人要注意

的，也就是说参加下午漂流的客人如果要当天返回的话，只能坐车到浏阳再转车回长沙。

2、自驾

长沙出发，经长永高速或机场高速直奔浏阳，穿过山洞，到浏阳城的第一个转盘，向左走，路牌

是“江西、大围山”方向；走了2.5公里左右，又有一个转盘，仍然是向左走，路牌是“大围山、

铜鼓”方向（注意：不再是江西方向了，江西方向是直走）；然后，按“大围山”路牌方向一直

走56公里左右，有一个三叉路口（也是浏东高等级公路结束的地方），按“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

”路牌方向右走（过桥，穿过大围山镇）1.5公里处有个不大的路牌，就是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和

大围山峡谷漂流的分岔路口，按路牌方向右走8公里左右（有爬山和下坡的路）又有一个不大的路

牌（此处有很密的房子），按路牌方向直走（别左转，左转就上公园了）1.6公里，就到了大围山

峡谷漂流的终点——杨树湾。

提示：

a、购票后更换好衣裤、鞋袜，寄存好贵重物品及怕水打湿的物品，然后凭票轻装上阵，直奔漂流

起点龙王潭。寄存衣物时一定要把漂流票取出，因为在漂流开始点处要验票的。

b、如果您把车停在漂流终点，不愿意开到漂流起点去的话，景区会帮您安排车辆，收景区内交通

费8元/人（自己开车上去不收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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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沙市区景点

   

1、岳麓山风景名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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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山风光(图片由网友 @晚安前想念  提供)

由麓山、天马、桃花岭、石佳岭景区级新民学会旧址、土城头遗址两个独立景点组成。岳麓山海

拔297米，为南岳衡山72峰的尾峰，素以“碧嶂展开，秀如琢玉，层峦耸翠，山涧幽深”的优美风

景而闻名于世。不仅于此，更有魅力无穷的人文景观，还有众多的文物瑰宝，其最大的特色体现

在儒、佛、道三教共存。著名的景点有爱晚

亭、云麓宫、麓山寺、岳麓书院、禹王碑、白鹤泉、黄兴墓、蔡锷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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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山景区图

精彩看点

1）、岳麓书院

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也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集讲学、藏书

、祭祀三大功能于一体，是全国重要的藏书中心和学术中心，主要古迹有文昌阁、御书楼、

湘水校经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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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全景图

门票：30元/人

开放时间：5月1日至10月31日：7：30-18：00；11月1日至4月30日：8：00-17：30

推荐游览路线：

风雩亭—吹香亭—赫曦台—大门—二门—大讲堂—大成殿—大成门—孔子像—后花园—白亭轩—

御书楼—六君子堂—后山门

2）、麓山寺

长沙最早的一座佛寺，位于岳麓山山腰，有“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到场”之称。寺内观音阁

前有两株罗汉松，称为“松关”。寺后有泉从古树环抱的石隙中流出，冬夏不涸，名曰“白鹤泉

”

3）、爱晚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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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胖纸编辑 提供)

原名“红叶亭”，亭形为重檐八柱，琉璃碧瓦，亭角飞翘，自远处观之似凌空欲飞状。春天清脆

，夏日阴凉，深秋枫叶红艳，别有佳趣，亭上有毛泽东“爱晚亭”的题额。

推荐游览路线：

岳麓书院—岳麓山东大门－索道－极目山庄－禹王碑－长廊－响鼓岭、鸟语林－印心石屋－麓山

寺－白鹤泉、笑啼岩－蒋翊武墓－刘道一墓－覃理鸣墓－爱晚亭－南大门

门票：

免费。（提示：里面的各类游玩场地和部分设施依旧还是收费的。鸟语林：20元、儿童10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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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行20元、下行15元、往返30元；滑到：上行15元、下行20元、往返25元）

开放时间：8：30-17：00

地址：长沙古城湘江两岸

交通：

乘立珊线、106、202、305、132、旅游1路、902、804到岳麓山下北（四医院）或岳麓山南（湖南

大学）（提示：建议最好在火车站乘立珊线在岳麓山，202路会绕一个很到的圈才到岳麓山）

提示：

1）、岳麓山风景区有东、南、北三处大门。参观景点推荐从南大门上山，景点比较集中；但是如

果体力不够，推荐东大门，乘索道上山；北大门上山需要走很远的路到山顶，沿途景点也比较少

。

2）、秋季岳麓山层林尽染，景区还会举办红枫节等活动，可以是游览观景的最好时机。

   

2、橘子洲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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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霸道小妈  提供)

毛主席的《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中所提的“橘子洲头”就

在长沙市区的湘江中心，橘子洲是一个长约十华里的长岛，是长沙市的重要名胜。现在这里已经

开辟成公园。“古潇湘八景”之“江天暮雪”所在地。洲上种有柑橘数千株，金秋时节，橘果累

累，洲下两侧为平坦河滩，是天然游泳场地。每到盛夏，人们结伴而往，嬉戏水中，纳凉消暑。

主要景点有诗词碑、颂橘亭、“谁主沉浮”广场等。

门票：免费（橘子洲南端：60 元；北端沙滩游乐园：40 元）

交通：乘公交1、11、128、142、143、30、317、368、407 、804、901、旅2

、旅3路坐至橘子洲大桥东。轮渡过江上岛，收费20元。节假日和周末禁止社会车辆上岛。

提示：园内设有电瓶车绕洲一圈，收费为20元。

   

3、湖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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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女尸辛追复原蜡像(图片由网友 @孤独小猫  提供)

湖南省博物馆荟萃了湖湘大地的文物遗珍，展现了湘楚文明的来龙去脉。馆藏文物丰富，尤以蜚

声中外的马王堆汉墓文物、商周青铜器、楚文物、历代陶瓷、书画和近现代文物等最具特色。有

马王堆汉墓陈列、湖南商周青铜器陈列、湖南名窑陶瓷陈列、湖南十大考古新发现陈列、馆藏明

清书法陈列五个常设展览及临时展览在此展出。

门票：免费（需要出示身份证）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的9:00—17:00，每周一（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及农历除夕全天闭馆

地址：长沙市东风路50号

交通：乘112、113、131、136、146、150、302、303、901等路公交可到。

提示：

博物馆实行免费不免票的办法，每天向社会最高限量发放免费参观券5000张，发票时间为每个开

放日的8：30—16：00。

   

4、天心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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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晚安前想念  提供)

位于市区东南，以著名的天心阁而命名。园中树林葱茏，鸟语花香。漫步园中，可以一享市民舞

剑、扭秧歌、打太极的休闲乐趣。天心阁阁楼在公园的南端，地势为全城最高处，是长沙古城的

一座城楼，是长沙仅存的古城标志，登楼可以俯瞰全城风光。 

天心阁景点图

门票：

2元/人（提示：如果只进入公园游玩，门票2元；如要登天心阁参观，门票为18元（含公园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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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时间：7-9月：6：00—12：00；其他：6：00—22：00

地址：长沙市天心区天心路88号

交通：乘2、108、143、315等路公交可到达。

   

5、长沙世界之窗

(图片由网友 @胖纸编辑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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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世界之窗是一座以人类文明史为主线的主题公园，它将世界奇观、历史遗迹、古今名胜以及

世界名居、民俗风情、世界歌舞艺术表演汇集于一园，再现了一个美妙的世界，体现出了自然与

人文并重，历史、现实与幻想共存的精神。自然风光优美，满目青翠，欧洲、东方、西亚园艺风

格的主题园林更添了公园的靓丽和妩媚。众多的世界知名建筑、雕塑等各占地势，构筑了浓厚的

人文底蕴，彰显了浓郁的异国情调。 

长沙世界之窗景点图

门票：80元/人

开放时间：8：0 - 19：00

地址：长沙市三一大道485号

交通：乘坐158、127、136、915、132以及501等路公交车即可到。

   

6、长沙海底世界

                                               26 / 62



�������

长沙：楚汉名城

精彩的美人鱼表演(图片由网友 @胖纸编辑  提供)

长沙海底世界有逾千种上万尾来自世界各地的名贵海洋生物和淡水鱼。乖巧可爱的海狮、凶猛的

大鲨鱼、五颜六色的珊瑚礁、千资百态的海草和神秘的水下奇观，令游人身临其境、留连忘返。

海上嬉水中心是游人嬉水健身的胜地，惊心动魄的高台滑梯，轻舟荡漾的环流河，汹涌澎湃的人

造海浪，卡通境界的儿童池以及深水池、按摩池，是老少皆宜的欢乐海湾。海底世界还专设玩鱼

、购鱼一条街，令人休闲度假时陶醉无穷的鱼趣之中。

门票：100元/人

开放时间：10：00-22：00

地址：长沙市浏阳河大桥东

交通：乘136、158、501、132、915、701、503等路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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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开福寺

(图片由网友 @霸道小妈  提供)

开福寺是我国佛教禅宗临济杨岐派的著名寺院，五代时楚王马殷创建，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

开福寺庄严肃穆，布局合理，错落有致，高雅古朴。古寺经过大规模的新建、修缮，现在僧堂、

放生池、清泰桥、钟鼓、大雄宝殿、法堂、禅堂、念佛堂、摩尼所、斋堂、客堂、藏经楼等。佛

教文化交流非常频繁，香港、澳门、韩国、新加坡等地的大和尚和著名比丘尼也纷纷前来交流佛

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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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10元/人

开放时间：9：00—18：00

地址：长沙市开福寺区新河开福寺路

交通：乘旅游2、368、143、142、603、149、132、907、106、111等路公交可到。

   

8、贾谊故居

(图片由网友 @霸道小妈  提供)

贾谊故居始建于西汉文帝年间，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贾谊故居太傅殿，碑廊——内陈列《

古今名人咏贾诗选刻》及明清历次重修故居碑文。共有历代名人咏贾诗二十二首及明清重修故居

碑文五篇。寻秋堂正厅——清以来，寻秋堂为文人墨客凭吊贾谊之后，吟诗作画之处，游人亦在

此饮茶休息。贾谊故居被誉为湖湘文化源头，为历史文化名城长沙“最古的古迹”，也是“屈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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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乡”标志性的文化遗产。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8：0 - 17：30

地址：长沙市太平街28号

交通：乘109路在贾谊纪念馆站下。

   

9、杜甫江阁

(图片由网友 @孤独小猫  提供)

杜甫江阁为缅怀杜甫而建，与天心阁、岳麓山道林二寺和岳麓书院形成一条文脉带。杜甫纪念馆

，东朝湘江大道，入口前为广场阶梯踏步；西面面向湘江、主体建筑距湘江堤边5米，一层露台飘

于湘江上5米。杜甫江阁的南北连廊为诗碑廊，柱两侧立石碑刻杜甫诗歌供人学习，诗碑廊有扇形

廊、曲廊，石碑点缀设置。

                                               30 / 6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425&do=album&picid=38841


�������

长沙：楚汉名城
门票：90元/人

开放时间：9：00—17：30

地址：长沙西湖路与湘江大道相交的湘江风光带上

交通：乘123、1、406、908西线、旅3 等路到西湖桥下车步行130米可到。

   

10、烈士公园

烈士公园的烈士塔(图片由网友 @依偎在年华边  提供)

是长沙市最大的公园，公园分纪念区、游览区和娱乐区三大部分。纪念区以1958年建成的烈士塔

为中心，周围环绕着松树，显得庄严雄伟。游览区地势开阔，有山有湖，花红柳绿；娱乐区内有

游艺场，备有各种现代化的游乐设施。园内还有“朝晖楼”、“羡鲜馆”供游人休息，经营湖南

风味小吃和各种茶点。

门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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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长沙市东风路1号

交通：乘131、113、303、704等路公交可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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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沙各市县景点

长沙市辖长沙市区（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及长沙县、望城县、宁乡县、

浏阳市。共五区三县一市。

   

1、靖港古镇

古镇街巷(图片由网友 @霸道小妈  提供)

古镇现保存“8 街4 巷7 码头”，民居1008 栋，主街道长1275 米，有数十处古商铺、作坊、会馆、

庙宇和极具纪念意义的遗址，其中，“宏泰坊”、“宁乡会馆”、“当铺”、“育婴堂”等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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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保存较为完好。原临河所建房屋均为吊脚楼，独具江南水乡特色，蔚为壮观。古镇内远近

闻名的还有“复兴塔”、“观音庙”、“紫云宫”等数处宗教建筑，朝有千人作辑，夜有万盏明

灯，香火旺盛，场面壮观。

门票：10元/人，游客凭参观门票可进入景区。

套票：

50元/人，游客凭套票可进入景区并参观包括杨泗庙、宏泰坊、中共湖南省委旧址、族谱陈列馆、

毛泽东手迹展览馆、宁乡会馆、江南民俗文物馆、陶承故居、恐龙化石馆、锄禾源、靖港国防教

育基地、陨石博物馆在内的十二个景点（已购买景点套票的游客无须另行购买观光门票）。

开放时间：8：00—17：30

地址：长沙市望城县西北

交通：

1、公交

1）、长沙汽车西站乘918到望城汽车站，然后搭乘直达靖港古镇小巴士。

2）、溁湾镇乘903到望城汽车站，然后搭乘直达靖港古镇小巴士。

3）、长沙汽车西站乘望城中巴到望城汽车站，然后搭乘直达靖港古镇小巴士。

2、自驾

1）、由长沙经金星大道或雷锋大道至望城，上高乔大道至靖港新镇，转入景观大道行驶6

公里，到达靖港古镇西入口“风雅广场”。

2）、由长沙经金星大道或雷锋大道至望城，过沩水大桥后右沿湘江大堤北行9

公里到达靖港古镇东入口“七星广场”。

   

2、刘少奇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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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依偎在年华边  提供)

刘少奇纪念馆是全国唯一一座完整地、系统地介绍刘少奇生平业绩的传记性专馆，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主要包括故居、纪念馆、铜像等纪念设施。现在故居内按原状陈列，除了按原貌恢

复30多间茅屋和瓦房外，还陈列了190件展品，再现了19世纪末湖南农家的典型风貌和刘少奇在这

里学习、生活的部分场景。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8：00-18：00

地址：长沙市宁乡县花明楼镇

交通：长沙长途客运西站乘长沙至花明楼镇的公共汽车可以到达。

   

3、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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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胖纸编辑  提供)

以森林茂盛，资源丰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被称为“湘东绿色明珠”。园以“秀”著称。在

崇山峻岭和茂密森林之间，镶嵌着无数奇峰异石和100多处流泉飞瀑。具备“夏无酷暑，冬无严冬

”的特质，具有“天然空调”、“大氧吧”的优势。是十分理想的休闲、度假、旅游、会议的胜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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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50元/人（拓展运动基地：50元/人、篝火晚会门票：50元/人、跑马门票：50元/人）

开放时间：8：00-17：30

地址：长沙市浏阳市东北部的大围山镇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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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交通图

1、班车

1）、（最好到）长沙汽车东站坐车，每隔10分钟左右就有一趟开往浏阳汽车东站的车，票价一般

为22.5元/人。

到达浏阳汽车东站后再转乘至大围山镇的客车，票价一般为15元/人。

2）、在长沙汽车东站每天也有三趟车可以从长沙直达大围山镇(不是大围山国家

森林公园)的车。票价约：30元/人，长沙出发时间： 10：00 湘A81741；14：30 湘AY3397；16：20

湘A81741，均停放在长沙汽车东站2号车库。

提示：

a、在浏阳汽车东站标明前往大围山的车实际上一般都只抵达大围山镇，离大围山国家

森林公园还有13公里（每天浏阳唯有一趟车可以直接抵达大围山国家

森林公园，票价为20元/人，出发时间为14:50 ，车牌：湘A8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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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般从大围山镇到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还须换乘出租车或摩托：一般约为10元/人。

2、自驾

长沙出发，经长永高速或机场高速直奔浏阳，穿过樵溪岭山洞，到浏阳城的第一个转盘，向左走

，路牌是“江西、大围山”方向；走了2.5公里左右，又有一个转盘，仍然是向左走，路牌是“大

围山、铜鼓”方向（注意：不再是江西方向了，江西方向是直走）；然后，按“大围山”路牌方

向一直走56公里左右，有一个三叉路口（也是浏东高等级公路结束的地方），按“大围山国家

森林公园”路牌方向直走（过桥，穿过大围山镇），按路牌方向直走13公里（有上山公路），即

到。

   

4、石燕湖生态旅游公园

(图片由网友 @依偎在年华边  提供)

湖南石燕湖生态旅游公园，占地面积五平方公里。这里群山环抱，碧水如玉，峰峦叠嶂，芳草青

青，森林覆盖率达98%以上，空气中负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达8万以上，被誉为“天然大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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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燕湖不仅自然景色秀美，还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跳马涧、关帝古泉、明吉简王墓、少

奇先祖墓等历史人文景观，另有地质学上著名的三亿年前泥盆纪跳马涧系标准组石。 

门票：55元/人

开放时间：8：00—17：00

地址：位于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交汇处

交通：

长沙到石燕湖生态旅游风景区自驾游路线：

1）长沙方向来的客人：走京珠高速在长沙南/常德/益阳下，上绕城高速进入时代阳光大道，然后

进入花卉大道左转到石燕湖。

2）武汉方向来的客人：沿107 国道/武咸路前行，上匝道，前往京珠高速在长沙南/常德/益阳下，

上绕城高速进入时代阳光大道，然后进入花卉大道左转到石燕湖。

长沙到石燕湖生态旅游风景区乘车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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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坐星沙到石燕湖中巴（路边招手即停）；星沙汽车站——维汉中学——泉塘——红旗路口——

高桥——香樟路口——雨化区政府——环保工业园——白田铺——班竹塘——石燕铺——石燕湖

。

2）从汽车南站坐摩托车（15 元左右）。

3）汽车南站坐到柏嘉白中巴车，到石燕铺下车，再坐摩托车到石燕湖。

4）在汽车南站外的路口坐到跳马、双溪的中巴到石燕铺下车，再坐到摩托车到石燕湖。

5）株洲：江南汽车站→田心北门→石燕湖

湘潭：汽车西站→大桥→石燕湖

   

5、长沙铜官窑遗址

是一处重要的官窑遗址，出土瓷器样式多，造型优美，瓷塑动物玩具极为生动，瓷器中有大量釉

下彩绘，开后世釉下彩绘线河。该窑瓷器曾广泛流传于日本、朝鲜、印度尼西亚等国。

地址：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至石渚湖一带的湘江岸边约5公里的范围内

交通：从长沙汽车北站乘公共汽车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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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长沙交通

   

1、航班

长沙黄花机场，已开辟67条国内国际航班。国内航班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昆明、香港等城

市。国际航班主要有韩国首尔、清州、大邱，泰国曼谷等地

航班查询：0731-4797666

机票查询：0731-4119821

南航统一查询电话：0731-95539

网址：http:www.hncaac.com

机场交通

1）、机场大巴

a、机场——市区民航大酒店

单程：15 元全程约35 分钟左右

市区终点站：火车站民航大酒店

最早发车时间：早上6：20；晚上20：30；市区每30 分钟一班；

途径：星沙、湖南广电、浏阳河大桥、二环线或机场高速、高桥、万家丽大道、二环线

b、机场——市区汽车南站

单程：15 元全程约40 分钟左右

市区终点站：长沙汽车南站

最早发车时间：途径：机场高速、万家丽大道、韶山南路

c、机场——常德售票处

单程：80 元全程约150 分钟左右

常德终点站：常德民航宾馆1 楼咨询电话：0736-7717206

常德发车时间：7：00/10：00 两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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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发车时间：11：00/14：00 两班

d、机场——株州售票处

单程：40 元全程约60 分钟左右

株州终点站：绿园酒店旁咨询电话：0733-8225276

株州发车时间：8：00/14：00 两班

机场发车时间：10：00/16：00 两班

e、机场——岳阳售票处

单程：70 元全程约150 分钟左右

岳阳终点站：市政府斜对面粮贸大厦咨询电话：0730-8610777

岳阳发车时间：7：10/12：10 两班

机场发车时间：14：00/16：00 两班

f、机场——湘潭售票处

单程：40 元全程约60 分钟左右

湘潭终点站：湘潭民主路47 号咨询电话：0732-8224084

湘潭发车时间：8：00/14：30 两班

机场发车时间：10：00/16：00 两班

提示：遇恶劣气候和特殊情况时，班次及时间临时性调整，恕不另行通知，详情咨询各站点。

2）、公交

有火车站往返黄花机场的114路公交车，线路较长，行车时间1——1.5小时，全程3元，运行时间6

：30-18：30。

3）、出租车

机场至市中心大概80元，机场至汽车西站大概120元，机场至汽车南站大概110元，可不打表讲价

，费用包含高速费用；打表，高速费用需自付。

   

2、铁路

长沙火车站是全国重要的火车枢纽，每天始发或停靠长沙火车站的列车非常多。

火车站售票处：0731-416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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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长沙市五一东路。

交通：1、7、9、12、101、104、107、110、111、108、113、114、118、121、117、127、126、135

、136、139、148、158、168、202、317、312、401、602、803、805、168区间、旅3、新107、立珊

线、旅1路公交可到火车站。

   

3、公路

长沙市区内主要有四个汽车分站，分别是汽车南站、汽车西站、汽车北站、汽车东站。

1）、汽车南站

电话：0731-82805051

地址：长沙市中意路

交通：7、102、103、17、107、123、147、152、502、702路、802、806、140、长株潭101、16、新1

07路公交车可到。

2）、汽车北站

地址：长沙市芙蓉北路

交通：9、128、149、159、801、星2路公交车可到。

3）、汽车西站

电话：0731-2857670

地址：长沙市枫林三路49

交通：18、17、149、168、314、309、315、312、348、405、902、918、66、63快、63路公交车可到

。

4）、汽车东站

电话：0731-4611731

地址：长沙市远大一路1021号

交通：103、110、114、127、126、168、501、502、703、802、星沙2、130路公交车可到。

   

4、市内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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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交

票价：普通公交车单一票价 1 元，空调车单一票价 2 元,部分公交实行翻牌票价。

公交巴士总公司：0731-5652172

公交巴士一公司：0731-4110681

适合旅行者的公交专线：

旅1 路：火车站—五一广场—湖南师大—岳麓山南

旅2 路：开福寺—长沙轮渡—贾谊故居—司门口—天心阁

旅3 路：火车站—天心阁—坡子街—长沙轮渡—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南门

2、出租车

起步价为3公里8元，3公里以外为1.6或1.8元，出城10公里以外另加收50%的返空费；每天21时至次

日6时起步价上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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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长沙住宿

1、长沙国际青年旅社

电话：0731-82990202

地址：长沙市东风路下大垅东风二村工商巷61号 (东风路君泰大酒店后面）

参考价格：标准双人间：118元

网址：http://www.hnhostel.com/

推荐理由：旅舍的地理位置很好靠近省博物馆，房间卫生状况、服务态度都很好，整体的性价比

不错。

2、书院国际青年旅舍  

(图片由网友 @依偎在年华边  提供)

电话：0731-85212123

地址：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148号，杏花园公交站后

参考价格： 双人标间：108元

推荐理由：旅舍靠近湘江和第一师范，环境安静。有独立的电影室、乒乓球室等。

3、长沙E家人酒店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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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31-85325220 15874169186

地址：长沙市韶山路256号（窑岭紫金苑7栋亚韩美容楼上2116室）

参考价格：单身公寓：150元

推荐理由：短租公寓类型，离火车站与五一广场各五分种车程。24小时门卫物管，停车极为方便

。房内所有配套齐全，可提供日租，月租，半天房。

4、长沙源源招待所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车站中路171号

参考价格：标准双人间：78元

推荐理由：价格实惠，步行可达晓园公园，湖南大剧院，环境优雅，闹中取静。距离长沙火车站3

50米，步行约5分钟（沿车站中路南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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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长沙餐饮

   

1、长沙美食

湘菜是全国八大菜系之一，以其油重色浓突出，尤以酸、辣、香、鲜、腊见长。长沙是湘菜的中

心，是全国闻名的美食之城。

安东子鸡 

湖南传统名菜，有1200多年的历史。此菜造型美观，色泽鲜艳，鸡肉肥嫩异常，味道酸辣鲜香。

腊味合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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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菜中传统风味名菜，以各种腊熏制品蒸制而成，腊香浓重，咸甜适口，色泽红亮，柔韧不腻。

麻辣子鸡

麻辣子鸡是具有浓厚地方风味的正宗湘菜名肴之一，有“有吃麻辣子鸡就有吃湘菜”之说。麻辣

子鸡取料用半公斤左右的当年子母鸡，取出内脏，砍去头爪，剔掉骨头，然后切成方丁，先入油

锅氽炸。再佐以辣椒、花椒子、绍酒、黄醋等急炒。该菜色泽金黄，皮焦肉嫩，麻辣入味，油润

鲜香。

发丝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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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丝百页原为清真馆李合盛“牛中三杰”之首，闻名遐迩。用料为牛百页肚经过加工煮熟后，切

成发丝细，与玉兰片一起煸炒。这个菜吃起来脆嫩香滑，略有辣味，极其爽口。百页牛肚质地软

韧，炒出菜来却脆嫩无比，堪为奇绝。

麻仁香酥鸭

集松软、酥脆、软嫩、鲜香于一体。在锅内放入花生油，烧至六成热，下入麻仁鸭酥炸，面上浇

油淋炸，至麻层呈金黄色时倒去油，撒上花椒粉，淋入芝麻油，取出切成条状，整齐地摆放盘内

，配头、翅、掌，周围拼上香菜，造型美观，焦酥鲜香。

花菇无黄蛋

花菇无黄蛋是长沙的传统名菜，早在本世纪30年代即闻名遐迩。其制作的关键在于掌握火候，既

要蒸熟，又不能让蛋清流出，破坏造型。蔡海云制作的无黄蛋，蛋面光滑不破，质地异常鲜嫩。

这种没有蛋黄的鸡蛋，往往让食者惊叹不已。

一鸭四吃

是将一只鸭子做成烤鸭薄饼、鸭肉酱丁、鸭架豆腐汤和鸭油蒸蛋这四道菜。 烤鸭薄饼与北京的片

皮烤鸭差不多，也是将鸭皮蘸甜面酱夹京葱包入薄饼卷食；鸭肉酱丁是将剔骨的鸭肉切成丁用油

爆炒，加玉兰片、红椒、甜面酱、盐、大蒜、酱油、味精等配料；鸭架豆腐汤是将鸭骨砍成块状

煸炒，加入高汤后炖煮，之后加进豆腐和调料即可；鸭油蒸蛋是将鸡蛋搅开后加入鸭汤和熟鸭油

及作料，搅匀后蒸10分钟，味特别鲜嫩。

   

2、特色小吃

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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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豆青色，外焦内软，质地细腻，鲜香可口，既有白豆腐的新鲜细嫩，又有油炸豆腐的芳香松脆

。

口味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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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叫长沙口味虾、麻辣小龙虾、香辣小龙虾、十三香小龙虾，甚至简称麻小。色泽红亮，口感香

辣鲜浓。

刮凉粉

与臭豆腐搭配食用，在湖南为春夏秋季节的美食。

姊妹团子

火宫殿的姊妹团子系铜匠姜立仁之女所做。姊妹俩租得铺棚一间开设团子店。两人心灵手巧，专

门制作甜咸两味的团子，故名“姊妹团子”。一甜一咸，糍糯柔软，鲜甜可口。

糖油粑粑

糖油粑粑圆溜溜、油亮亮，黄而不焦，软而不粘，香中带甜，甜而带香，甜到心里，香到心里。

猪血汤

俗称“麻油猪血”，制好的猪血辅以干椒末、冬排菜和芝麻油，味微辣而香脆，爽滑鲜嫩，十分

可口。特别是在冬天，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猪血，能使周身暖和，五腑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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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油粑粑

葱油粑粑酥、脆、绵、软，夹带着葱的特有香味，保证让爱不释口。

   

3、餐饮推荐

1、特色店

1）、玉楼东

百年名店，可以品尝到地道正宗的湘菜，享有湘菜“黄埔军校”之美誉。曾国藩之孙曾广均曾登

楼用膳，留下了“麻辣仔鸡汤饱肚、令人常忆玉楼东”这样脍炙人口的佳句。

提示：现有远大路店、玉楼东五一路店、新玉楼东美食文化广场、玉楼东星沙店和玉楼东张家界

店五大直属门店。

2）、西湖楼

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建筑群兼有明清宫廷式建筑的雄伟和江南园林式建筑的秀美，设有有湘菜区

、宫廷御膳区、粤菜区和特色小吃一条街。

地址：长沙市洪山旅游区金马美食城内

电话：0731-4258188

3）、D2元素

人民路和白沙路都有店。尤其推荐白沙路店的阁楼，幽静的环境，特别适合情侣。推荐品尝自制

藕丸、红薯骨头汤、紫苏桂鱼、孜然脆骨。

预定电话：0731-85149029

4）、和记粉馆

在湘春路上，酸辣粉、鲜肉粉、牛肉炒粉等，再配上酸辣椒，绝对让你回味无穷。

提示：

1）、在火车站坐168路、111路在兴汉门站下车，前行500米即到。

2）、乘旅3、803路在培元桥站下车，前行600米即到。

3）、博物馆站乘坐704路，在北正街站下车，向西200米，路南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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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裕兴

百年老店，设汤面、卤腊味、蒸饺等食品，尤以汤面称道。工鸡蛋面条，均匀柔软，味道鲜美，

常喻为“神仙难吃刀下面”。杂酱面油码风味独特。酸辣面面条外面透明，可以看到里面的芯，

吃起来很有嚼头。

6）、德园包子

皮薄肉厚，入口酥滑的德园包子，长年供应“八的名包”。其诱惑指数有“诗”为证：出笼热喷

喷，白色皮暄松，玫瑰甜香美，香茹爽鲜嫩。

7)、新华楼

在五一路上，离火车站非常的近，来这里吃早餐，餐点非常丰富。所有餐点都在小推车上，可以

自由选取。

6）、钱粮湖土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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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鸭子，和其他地方的干锅不一样，它把鸭轸都炖在了一起，味道特别丰富。

2、美食街

1）、坡子街美食街

以火宫殿为龙头，在坡子街的支街恢复十大传统特色餐饮老字号于一街，断档市场多年薄如绉纱

、形如燕尾的双燕楼馄饨，清凉爽口的红梅冷饮，滋补醇香的强民狗肉、皮薄香酥的向群锅饺，

被誉为清末民初卤炖一绝的李合盛卤味牛肴⋯⋯都已成为市民舌尖上的美味，再现了上世纪二十

年代老长沙餐饮的特色景象。

2）、曙光路美食街

这条街上，从南到北，曾依次特色化地排列着川湘特色相融的大蓉和，家常湘菜风味的友友饭店

，湘菜乡土味浓厚的蓉泰酒楼，以乌龟甲鱼为主打菜档次较高的青莲酒家，以瓦缸系列菜为特色

的潭州瓦缸饭庄，以经营平价、湘味海鲜为特色的徐记海鲜酒楼，以乡村风味为特色的旺府。每

家酒楼饭庄均以其特色定位而在市场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也因其出品精致、口味俱佳、价格适中

而使顾客对其享有很高的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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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火车站的蒸菜一条街

人们把自己一套套住房腾空做城市家常味特浓的蒸菜，每家经营面积不超过100㎡，小而专、专而

精。一进店，那一钵钵的蒸茄子、蒸青椒、蒸排骨、蒸南瓜、蒸腊肉、蒸香干、蒸火焙鱼、蒸腊

牛肉、蒸芋头、蒸鸡蒸鸭蒸羊肉⋯⋯热气腾腾，香气扑鼻。吃完结账，便宜、实惠、热辣、过瘾

。

4）、二环线雅塘村口美食街

这条街被称之为“拓荒的饮食部落”、新湘菜的大本营。一路吉祥美食广场，以传播吉祥文化为

经营理念经营着湘菜，在这条街上，食客们还能用最少的钱，在羊城餐馆等店中吃到飞机空运来

的最鲜活的海鲜。而其他海鲜店号称有排档的价格，湘味风格，贵族化的享受。

5）、湘江风光带美食街

云集着有粤湘风味的好食上，融湘、粤、秦、川于一店的秦皇食府，以食鱼为特色的七彩江南，

火爆大江南北的毛家饭店等等。顾客在此用餐有两大好处，一则进出方便，欲速则达；二则环境

美。因地处湘江风光带上，在这里就餐，不逊于上海的外滩，风景优美，心情开阔，江景、山景

、食景融为一体，美食美景共江天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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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长沙特产

1、湘茶

长沙地区盛产茶叶，长沙茶叶名品云集，最有名的有高桥银峰、长沙茉莉花茶和宁乡沩山毛尖。

高桥银峰茶：

产于长沙县的高桥乡。这里地处玉皇峰下，周围山丘叠翠，河湖掩映，土层深厚，雨量充沛，气

候温和，历来就是名茶之乡。高桥银峰茶特征为：叶形匀整，条索紧细卷曲，色泽翠绿均匀，表

面白毫如云，堆叠起来似银色山峰一般。冲泡后，汤色晶莹，叶底嫩匀明净。

毛尖茉莉花茶：

有独特的风味，其条索紧结，茶叶浓醇，花香鲜灵，纯正持久。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叶底匀嫩

，耐冲泡，饮后满口留香，为花茶类的佼佼者。

宁乡沩山毛尖茶：

这里的茶园属黑色砂质壤土，土层深厚，腐殖质丰富，茶树饱受雨露滋润，故而根深叶茂，梗壮

芽肥，茸毛多，持嫩性强，是制作名茶的最佳原料。制作后的茶叶，叶缘微卷，呈片状，形似兰

花，色泽黄亮光润，身披白毫；冲泡后内质、汤色橙黄鲜亮，烟香浓厚，滋味醇甜爽口，风格独

特。

2、湘粉

湘粉又称南粉，已有130多年生产历史。选用优质蚕豆、绿豆、豌豆等为原料，经精细加工而成。

粉条细圆，洁白光亮，色如银，细如丝，在场水中轻柔起伏如龙须，故亦称为“龙须细粉”。

3、浏阳豆豉

浏阳豆豉，是浏阳县的地方土特产。它以泥豆和小黑豆为原料、经精加工而成。成品豆豉呈黑褐

色或酱红色，皮皱肉干，质地柔软，颗粒饱满。加水泡涨后，汁浓味鲜，是烹饪菜肴的调味佳品

。

4、湘绣

湘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湘绣色彩鲜艳，形象生动，富表现力，质感强烈。其“双面全异绣”

在同一块透明底料上，两面各绣出一个主题，浑然一体。市区五一广场的湘绣大楼，即以供应湘

绣艺术品闻名。

5、铜官陶器

铜官陶器产于望城县铜官镇，该镇是全国著名的五大陶都之一，已有1000多年的生产历史。其日

用陶的杯、碟、盆、食品缸、三用钵等，设计新颖精巧，既实用，又美观。仿唐茶具高雅古朴，

釉似流霞，风格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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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长沙购物地推荐

1、黄兴步行街

百年老街，是最能代表“老长沙”生活气息的商业街。各大专卖店在街的两边林立，人气很旺，

各类人群都可以来这里购物休闲。

2、解放中路，文艺路口路段

这里整条街的店面无论是从服装的品质、款式，装潢的格调来说都还能称得上有水准的，当然这

里消费也是会高一些的。

3、文运街、长康路

长沙市最集中的外单货集散地。只要你慧眼识金，就可以花不到两折的价位买走百联的独有品牌

。

4、文庙坪、南墙湾

这里各种有强烈风格的小店开在小巷里，夸张前卫的服饰挂在玻璃橱窗里，青春恣意张扬。似乎

一夜之间成了青年人的流行基地。

5、金满地

一个成熟的购物胜地，从先锋厅逛到北正街，几乎已经看不到空店铺，总是人来人往的在这个地

底城穿梭。电视上或者杂志上见到的名人着装，你绝对能在这里淘到翻版。

6、师大河西商业文明街、麓山南路

专为学生群体服务，物价普遍实惠。许多开店的小老板就是在校学生，他们熟知潮流，并提供DI

Y服务，买了新的都可以PS一下，绝对P出天下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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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长沙行程推荐

1、长沙市区三日行程推荐

D1：岳麓山风景区——橘子洲公园——湖南第一师范

在岳麓山风景区游览景点，感受岳麓书院的浓浓文化氛围。湖南大学在岳麓山下，走进校园重温

学生时代的美好时光。橘子洲公园里登橘子洲头，感受主席当年登洲留诗之情景。再到湖南第一

师范寻找“恰同学少年”的美好时光。

D2：天心阁景区——杜甫江阁——火宫殿

登天心阁阁楼，俯瞰长沙美景。杜甫江阁为缅怀杜甫而建。闲逛火宫殿品尝长沙特色美食小吃。

D3：开福寺——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贾谊故居

开福寺庄严肃穆，高雅古朴，香火旺盛。在湖南省博物馆看沉睡2000多年的“鲜活”女尸和马王

堆汉墓3000多件珍贵出土文物。烈士公园毗邻湖南省博物馆，湖光山色，风景秀丽。贾谊故居长

沙“最古的古迹”，也是“屈贾之乡”标志性的文化遗产。

D4：长沙世界之窗——长沙海底世界——黄兴步行街

在长沙世界之窗里体会多样的风情。长沙海底世界看人鱼共舞。逛逛黄兴步行街，这里是长沙的

时尚前沿地，帅哥靓女的集聚地。也可以长沙的酒吧一条街，感受一下长沙的酒吧文化和长沙人

的夜生活。

旅行计划：http://d.lvren.cn/plan/iprint/522258/

2、大围山游山玩水游

D1：

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游栗木桥景区，观龙王宫、听法海龟、壮士石、枫林瀑布、木石缘、补天

遗石等景点。游船底窝景区，观琼台泄玉、中流砥柱等景点或车赴七星岭，游七星岭景区，看陈

真人庙、高山草原等景点。周末晚上参加篝火晚会。住景区。

D2：

赴浏阳河源头参加峡谷漂流，穿峡谷、渡险滩、过乱石、越激流、转漩涡、冲浪尖，全程有惊无

险，惊心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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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1、二月长沙的气候多变，要多备衣服，以防感冒。

2、湖南的粉馆、面馆，都经营面粉，虽然写在一起，但是其实是面一种，粉一种，要区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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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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