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游大唐芙蓉园旅游攻略（2013 年版）

醉美唐朝
探究古城墙遗址、在曲江体会杜甫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的意境。
走在大唐芙蓉园的墙外，
遥想当年的繁华盛世，不忍归。
那一块块秦砖汉瓦上所蕴含的过往烟云，仿佛
让人看到了昔日的长安，看到了大唐盛世，看
到了李隆基与杨玉环的恩爱缠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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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游大唐芙蓉园旅游攻略（2013 年版）

简介
大唐芙蓉园（Tang Paradise）位于古都西安大雁塔东侧，是中国第一个
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 式文化主题公园。早在 历史上，芙
蓉园就是久负盛名的皇家御苑。今天 的大唐芙蓉园建于原唐 代芙蓉园遗
址上，以“走进历史、感受人文、体 验生活”为背景，展示 了大唐盛世
的灿烂文明。
全园景观分为十二个文化主题区域，从帝王、诗歌、民间、饮食、女性、
茶文化、宗教、科技、外交、科举、 歌舞、大门特色等方面 全方位再现
了大唐盛世的灿烂文明。园中亭台楼 阁、雕梁画栋，包括有 紫云楼、仕
女馆、御宴宫、芳林苑、凤鸣九天剧 院、杏园、陆羽茶社、 唐市等众多
景点。大唐芙蓉园有全球最大的水景表演，是首个“五感”（即视觉、听
觉、嗅觉、触觉、味觉）主题公园； 拥有全球最大户外香化 工程；是全
国最大的仿唐皇家建筑群，集中国园林及建筑艺术之大成。
园区各景点每天上演各种精彩节目，包括祈天鼓舞、“教坊乐舞”宫廷演
出、“艳影霓裳”服饰表演、少林武术表演、舞狮、高跷、杂技、全球最
大水幕电影等等。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绝对疯了 提供）

门票信息
成人票 120 元 同程价 80 元 >> 立即预订
一起游贴士
门票不包含《梦回大唐》的演出门票，只包含游览园区和水幕电影
站票。一起游网上预订的门票在大唐芙蓉园南门取票。
免票政策：儿童身高 1.2 米以下免票；65 岁以上老人持老年证、军
人持军官证、残疾人持残疾证免票。
优惠政策：儿童身高 1.2—1.4 米、学生持学生证购景区优惠票(上述
优惠政策，需到景区自行购买)。

开放时间
盘龙柱——横贯中天、睥睨一切，彰显了为尊帝
王的风采；九曲桥——柔情三千、艳影霓裳，回
旋着后宫佳丽的吟唱。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展
示着神圣恢弘的皇家文化；精美壁画、迷人传说，
再现了大唐盛世的灿烂文明。

—— volia 《又见长安-大唐芙蓉园》

9:00-22:00

特色
凤鸣九天剧院的《梦回大唐》17:00-18:10 演出，门票 150 元。
园区内其他的演出均免费，演出节目单可以在园区入口处领取。
园区内每天 20:30-20:50 播放水幕电影，由于水幕电影是户外项目，
如遇到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将停演，详情可参照景区当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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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西安
飞机

>> 查看西安特价机票

想要乘坐飞机到西安，需要到咸阳国际机场，这是离西安最近的机场。

机场 2、3 号航站楼交通指南
2 号航站楼
乘机办理
厦航 MF、川航 3U、国航 CA、海航 HU、天津 GS、首都 JD、祥鹏 8L、
西部 PN、昆明 KY、吉祥 HO、成都 EU、奥凯 BK、山东 SC、深航 ZH 和
春秋 9C，以上航空公司的旅客，在 2 号航站楼办理登机手续。

3 号航站楼
① 乘机办理
南航 CZ、东航 MU、上航 FM、联合 KN，以上航空公司的旅客，在 3 号
航站楼办理登机手续。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看透风景 提供）

② 长途客运站
目前已经开通了宝鸡、汉中、渭南、阎良、临潼、韩城、铜川、延安 8 条
省内线路和天水、西峰 2 条省际线路，班车运营时间为 8:30-20:30。客运
中心也有火车票代售，售票时间为 8:30-22:00。
购票位置 在 3 号航站楼东侧综合交通枢纽（GTC）一层大厅内购买车票。

② 出租车
乘车位置 T3 航站楼综合交通枢纽（GTC）一
层乘车，T2 航站楼 1 楼（到达区）出口处。
收费标准
西安方向

乘车位置 在 T3 航站楼东侧综合交通枢纽（GTC）一楼乘车。

绿色出租车日间（6:00-23:00）起步价 6 元
/2 公里，之后 1.5 元/公里，夜间（23:00-6:00）

2、3 号航站楼共有交通

起步价 7 元/2 公里，之后 1.8 元/公里。

市区旅客可方便乘坐机场巴士往返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与钟楼、火车站、西

黑色出租车日间（6:00-23:00）起步价 8 元/2

高新、小寨国贸、建国饭店、浐灞生态区、咸阳彩虹宾馆的 7 条市区巴士

公里，之后 2.4 元/公里，夜间（23:00-6:00）

线路。

起步价 9 元/2 公里，之后 2.7 元/公里。

① 机场巴士

一起游小贴士

购票地点

1）除了计价器显示的资费价格外，还需支付

2 号航站楼在 1 楼（到达层）外部购票。3 号航站楼在综合交通枢纽（GTC）

陕西省交通运输业定额发票费用 1 元。

一层购票。

2）以上是每公里资费为 8 公里内的价格，8

乘坐位置

公里以上开始计空贴，空贴比例为公里运价的

2 号航站楼在 1 楼（到达层）外部乘车。3 号航站楼在 T3 航站楼综合交通

50%。运营途中时速为每小时 0 公里，自动累

枢纽（GTC）一层乘车

计每 2.5 分钟计半公里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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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摆渡车

玉祥门汽车站 位于西安市玉祥门外

为方便旅客各航站楼之间的往来，二号航站楼到三号航站楼之间有

发往 甘肃、宁夏、省内各县。

中转摆渡车，可免费乘坐。摆渡车每隔 10 分钟发车一次。

公交 可乘坐 21 路、711 路、714 路等公交到达。

乘车地点 2 号航站楼二楼 4 号门国际入口西侧(T2 到 T3 航站楼连
廊入口处)，3 号航站楼二楼旅客服务中心前。

发往 山东、河南、山西、湖南、湖北、浙江、四川、
内蒙古等省，及省内汉中、宝鸡、周至、户县等地。

运行时间
春夏(4 月-10 月) 08:00-19:30

西安汽车站 位于西安市丰庆路 13 号

秋冬(11 月-3 月) 08:30-19:00

公交 可乘坐 43 路、502 路、405 路、521 路等公交
到达丰庆路汽车站。

火车

城西客运站 位于枣园东路 92 号

西安车站

公交 可乘坐 1 路、23 路、50 路、103 路、104 路、

西安火车站位于市区东北部，在城墙区域外，尚德门的东边。距离

106 路、108 路、210 路、212 路、222 路、223 路、

市中心车程约 30 分钟，打车的话，车费约 11 元左右。市内有很多

224 路、225 路、234 路、303 路、407 路、612 区

路公交车可到火车站，十分方便。

间、K631 路、701 路、722 路、901 路、902 路、

途径火车站的公交 5 路、9 路、13 路、14 路、25 路、30 路、39
路、40 路、41 路、42 路、602 路、603 路、607 路、608 路、611
路、103 路、105 路、500 路、201 路、231 路、240 路、251 路、
266 路、511 路、703 路、705 路、706 路、707 路、914 路、915
路、游 1、游 2、游 3、游 5、游 6、游 7、游 8、五龙专线、机场大
巴 2 号线、通宵 1 号线、通宵 2 号线、通宵 3 号线等公交。

西安火车北站
西安北站位于西安市未央区李家街村，目前西安北站只承担郑西高
铁运输。

59 路公交到“城西客运”站下车。

城南客运站（明德门客运站） 位于朱雀大街 78 号
公交 可乘坐 5 路、18 路、30 路、46 路、106 路、
203 路、210 路、321 路、401 路、410 路、K605
路、713 路、908 路、920 路、4－01 路公交到“城
南客运”站下车。
城北客运站 位于北二环西段 9 号
公交 可乘坐二环 1 号线、二环 2 号线、1 路、18 路、
33 路、37 路、38 路、39 路、108 路、211 路、510

途径公交与地铁 263 路、264 路、265 路、266 路公交（这些公交

路、601 路、702 路、901 路、909 路、912 路、913

可前往市区），还有地铁 2 号线。

路公交到“城北客运”站下车。

汽车

更多西安交通信息请查看西安旅游攻略

陕西省汽车站 位于火车站广场西侧
发往 宁夏、甘肃、湖北、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省内。
公交 可乘坐 3 路、5 路、9 路、13 路、14 路、20 路、228 路、41
路、103 路、307 路、610 路、611 路等公交车到达。

西安城东汽车站 位于长乐中路 17 号
发往 山西、河南以及省内各县。
公交 可乘坐 4 路、11 路、43 路、203 路等公交到达。

返 回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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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大唐芙蓉园
公交车

西安的公交车极为方便，基本上到任何旅游景点都可以乘

西安的公交系统很发达，乘公交车基本就可直达市内任何想去

客，这些车一般在火车站、各大汽车客运站附近及距市区

的地方。

较远的景点周围比较常见。在上述地方坐公交要看车身是

坐公交。但是要注意个别私车黑车会打着公交车名号来拉

否印有“公交”字样，车头是否有规范的线路编号、路线

西安公交卡

图或站名列表；并且要在规范的固定公交站点候车。

西安公交 IC 卡叫做长安通，大多数银行都有长安通卡充售业
务。购买新卡需要 50 元，其中 18 元是工本费，32 元可以用。
大多数公交车都可以刷卡，刷卡 5 折，而且可以一卡刷多次多
人。但是无法退卡，不过也不用担心卡里的钱用不完，因为每
天早上路边的早餐车都是可以刷卡买早餐的。

公交车的分类

出租车
1）绿色出租车白天（06:00－23:00）起步价为 6 元/2 公
里；之后 1.5 元/公里。夜间（23:00－次日 06:00）起步
价为 7 元/2 公里，之后 1.8 元/公里。
2) 黑色出租车白天（06:00－23:00）起步价为 8 元/2 公
里；之后 2.4 元/公里。夜间（23:00－次日 06:00）起步

1）西安公交车中，以数字 1、2、6 打头的车是普通公交车，

价为 9 元/2 公里；之后 2.7 元/公里。

全程一元一票制。

3）另外视车型不同，每公里收费也不同，在起步价的基

2）以 5、7 打头的是中巴小公交，票价一般为前三站起价 5 角，

础上，需要再加收 1 元燃油费。

之后每四站加 5 角；全程视路线长短不同票价有所不同。
3）空调公交车，有的是全程 2 元一票制；有的是六站以内 1
元，超过 6 站后直到全程是 2 元；价格在车身上会写明，有的

地铁

空调车配有售票员，到时候需要的话，可以咨询。有售票员的

2 号线

买票可以找零。

途径大唐芙蓉园的公交

线路北起北客运站，由西安火车北站，向南经

北苑站、运动公园站，沿未央路经行政中心、凤城五路、
市图书馆、大明宫西、龙首原至安远门站，线路穿越古城
墙后，沿北大街经北大街站后设钟楼站，绕西安钟楼后沿

大唐芙蓉园西门(御苑门)站 乘坐 21 路、22 路、23 路、24 路、

南大街至永宁门站，穿越古城墙后，沿长安路经南稍门、

44 路、212 路、224 路、237 路、526 路、609 路路、715 路、

体育场、小寨、纬一街至会展中心站。

720 路、通宵 4 号线、游 4、游 9 等公交到西门站下。
大唐芙蓉园南门站 乘坐 21 路、22 路、23 路、24 路、212
路、237 路、307 路、601 路、609 路、715 路、720 路、通
宵 4 号线、游 4、游 8 等公交到南门站下。

一起游小贴士
大唐芙蓉园站分为西门 站和南门站（其中 西门站有两个）。大
唐芙蓉园现开放北门（ 春明门）、西门（御苑 门）和唐市出入
口，其中西门为正门，一般游客都是从此门进入。

在交通繁忙的高峰时间，地铁列车每 5 分钟/班，运营由
早晨 5:30 至晚上 23:30。
票价
西安地铁 2 号线票价目前分为 2 元、3 元和 4 元三种，其
中 6 站以下为 2 元，7-10 站位 3 元，11 站以上为 4 元。
乘坐时除了在地铁站现金购买车票，还可以刷长安通卡，
普通卡可享受 9 折优惠。

一起游小贴士

凡是每日一趟的旅游专线车，都是上午到达景点后停在当地停

1）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左右，是西安出租车司机的交接

车点，下午返回西安市。如果需要乘坐，请把握好返程时间。

班时间，在这个时候打车可能会有点困难。

另 外 早 上乘 车 时 ，可 以 向乘 务 员询 问 确定 下 午返 程 的 发车 时

2）有些交通要道上除了固定的出租车候车点以外是不能

间，以免误车。

停车的，比如东大街、南大街、钟楼周边等。

返 回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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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地铁交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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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详情
大唐芙蓉园分别从帝王文化区、女性文化区、诗歌文化区、科举文化区、茶文化区、歌舞文化区、饮食文化区、民俗文化区、
外交文化区、佛教文化区、道教文化区、儿童娱乐区、大门景观文化区、水秀表演区这十四个景观文化区，集中展示了唐王朝
一柱擎天、辉耀四方的精神风貌、璀璨多姿、无以伦比的文化艺术，以及它横贯中天、睥睨一切的雄浑大气。

园内主要景点 紫云楼、凤鸣九天剧院、御宴宫、唐市、芳林苑、仕女馆、彩霞亭、陆羽茶社、杏园、诗魂、唐诗峡、曲江
流饮、旗亭、丽人行、桃花坞、茱萸台。

帝王文化区
帝王 文化区以全 园标志性建 筑——紫云楼为代 表，展示 了
“形神升腾紫云景，天下臣服帝王心”的唐代帝王风范。历
史上的紫云楼，据载建于唐开元十四年，每逢曲江大会，唐
明皇必登临此楼，欣赏歌舞、赐宴群臣与民同乐。依史料重
建的紫云楼位于现园区中心位置，也是全园最主要的仿唐建
筑群之一，主楼共计四层，每层都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载
体共同展示了盛唐帝王文化。
一 层由反 映贞观之 治的雕 塑、壁 画和大型 唐长安 城复原 模
型，国家一级唐文物展等组成。二层为唐明皇赐宴群臣，八
方来朝、万邦来拜大型彩塑群雕。紫云楼是园区内一个重要
的 景点表 演区。三 层的多 功能表 演厅有宫 廷演出 “教坊 乐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绝对疯了 提供）

舞”。四层设有如意铜塔投掷游戏。

水秀表演区

歌舞文化区

位 于紫云 楼观澜台 前的湖 面，是 世界级大 型现代 化水体 景

位于紫云楼南的凤鸣九天剧院，是歌舞文化区内一个蕴涵盛

观。全球最大的水幕电影，宽 120 米，高 20 米的水幕，以

唐风韵的现代化皇家剧院。剧院的保留主打节目，是以中国

激光辅助，突出水幕上水的流动质感，利用激光表演组成了

最佳编导阵容编排的歌舞剧-《梦回大唐》。以现代艺术手法，

音乐、喷泉、激光三者相结合的水上效果，火焰、水雷、水

配以全新视听效果，表现了壮丽恢弘，大气磅礴的盛唐风貌。

雾各种变化无穷的感官刺激性效果设计，使游人从视觉、听

整个演出如诗如梦，流光异彩的灯光，绚烂的服饰，天籁般

觉、触觉上感受到这一集声光电水火为一体的绝无仅有的、

的音乐，妩媚的舞女，仿佛走入到了那盛世大唐！

超震撼的水秀表演。

民俗文化区
“市井平常事，最是热闹处”。唐市位于民俗文化区的南面，
由唐集市和戏楼广场组成，是以古长安城进行贸易、商业活
动市集为缩影，集观赏、游乐、消遣、体验、交流、消费为
一体的唐朝风俗文化街。每当开市或闭市时，都会有精彩表
演，如来自各地的民间绝活、民俗舞蹈、精彩杂技、舞狮锣
鼓、活体雕塑、惊险武术、古装走秀等表演，除了日常演出，
包括秦腔、杂技、舞狮、音乐诸多项目。每逢周末，也会有
抛绣球选亲、霓裳羽衣舞、西洋情调乐队等表演。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山水人生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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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化区
女性文化区以位于芙蓉池北岸的仕女馆及彩霞亭为代表，展示了唐代女性
“巾帼风采，敢与男子争天下；柔情三千，横贯古今流芳名”的精神风貌。
仕女馆是由以望春阁为中心的仿唐建筑群组成，分别从服饰、体育、参政、
爱情等方面全面展示了唐代女性积极向上、乐观自信的精神风貌。仕女馆
的北厅，以“艳影霓裳”唐仕女服饰展演的节目演出，华丽的服饰、绚丽
的色彩、优美的古乐，动态的展示了唐代仕女的风采。
彩霞亭由北向东依水延伸，时而和湖畔接壤，时而宁立湖水之中，如一抹
彩霞，是展示唐代女性传奇故事，反映唐代女性生活百态的文化故事长廊。

品茶文化区
“三篇陆羽经，七度卢仝茶，临窗会友细味禅茶，笑看曲江波，淡然超脱
间。”位于茶文化区内的以唐代“茶圣”陆羽命名的“陆羽茶社”，彰显唐
代茶文化主题，是一个由帝王茶艺、文人茶艺、世俗茶艺、茶艺表演组成
的综合性高档茶艺会所。
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到上等的香茗，更可以欣赏到一流的茶艺表演：大红
袍、双飞、东方美人，沁人心脾，余味饶舌不绝。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绝对疯了 提供）

饮食文化区

外交文化区

“唐风食府悦客来，道逢佳肴口流涎。依水品花饮美酒，逍遥自在随意间。”

外 交 文 化 区展 现 盛唐 时 期 各国 使 节 的频 繁 往

御宴宫位于园区西门北侧，是展示唐代饮食文化的中心，集美食、美器、

来，及民间“商贾云集、内外通融”的商业文

美酒、美乐为一体的大型主题餐饮区。该区设以唐文化为包装、party 文

化氛围。走进这里会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盛唐时

化为特色的体验式大型餐饮宴席园，顶级的皇家御宴、中高档的团体宴、

期世界诸国与唐帝国往来的开明盛世。位于区

商务宴和 party 宴，现在还有以自助餐为主要形式的就餐场所。

内的曲江胡店，三面环水，是往来船只的停靠
港口，亦是水上游客休闲娱乐的最佳处。

诗歌文化区
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明珠。以诗魂及唐诗峡
为代表组成的诗歌文化区，不仅用雕塑的形式展示了唐代诗歌文化，让人
在观赏雕塑艺术的同时，领略唐代诗人的旷世风采，唐诗的内在精髓；同
时，也是运用中国园林造景、中国雕塑、中国书法、中国印章刻字、图形
纹样等多种传统艺术手法塑造出的大型景观艺术雕塑区。

科举文化区
紧邻园区北门的杏园，是科举文化区内展示唐代进士文化、仕途文化的一
处景点，历史上的杏园因盛植杏林而得名。每逢早春之际，满园杏花盛开，
人们便来此赏花、游览。杏园也是唐代新科进士举行“杏园探花宴”的场
所。现重建的杏园为庭院式的仿唐建筑群，是以反映唐代科举文化为主题
的展示、经营场所。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mavis11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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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娱乐区

一起游小贴士

唐代神童不胜枚举，位于西门北侧的儿童游乐区，以“神童文化”

入园记得索取免费的导游图和节目单，参照节目单上的

为核心，通过妙趣横生、寓教于乐的娱乐设施，形式多样的景观

安排来计划自己的行程，这样就不会错过自己喜欢的节

手法，展示了唐代神童故事、传奇，以及丰富多彩的唐代少儿游

目了。

乐活动。有虎子寨、水车、自凉亭、元白梦游曲江、神童之路等。

逛这个园子最佳的时间应该是午饭后，因为从中午过
后，上午已经表演过的节目都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再表演
一次。看完这些表演，正好可以去紫云楼的北广场看水
幕电影。最好提前到紫云楼占位子，这样视野比较好，
大概 19:45 开始。
晚上园内的路标不明显，容易迷路。
周边景点：有大雁塔、大雁塔北广场的喷泉音乐等。
歌舞为凤鸣九天剧院演出的大型诗乐舞剧《梦回大唐》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爱游者@@ 提供）

17:00 开演（演出时间约 70 分钟）。

行程推荐
浪漫之旅
西大门 → 儿童游乐区 → 陆羽茶社（品茗、欣赏茶艺表演） →
杏园 → 竹里馆（休闲小憩） → 仕女馆 → 彩霞亭（漫步） →
曲江胡店 → 唐市 → 凤鸣九天剧院（观看主题演出《梦回大唐》）
→ 御宴宫（品御宴） → 紫云楼（观看水景表演及水幕电影） →
银桥飞瀑 → 西大门

文化之旅
西大门 → 儿童游乐区 → 陆羽茶社（品茗、欣赏茶艺表演） →
杏园 → 旗亭 → 仕女馆 → 彩霞亭 → 曲江胡店 → 诗魂、唐
诗峡 → 茱萸台 → 唐市 → 凤鸣九天剧院（观看主题演出《梦
回大唐》） → 曲江流饮 → 御宴宫（品御宴） → 紫云楼（观看
水景表演及水幕电影） → 银桥飞瀑 → 西大门

演出在序幕“游园惊梦”穿越时空的奇妙中拉开展
示 盛 唐 的 面 纱 。 随 后 通 过 六 幕 不 同 内 容的 歌 舞 表
演，从宫内到军中，从秦汉到隋唐，从华清到西域，
从曲江到盛唐，载歌载舞有诗有文，全方位多角度
地展示了华丽大气的盛唐风貌。

休闲之旅

历时一个多小时的演出，以现代艺术歌舞的表演，

西大门 →银桥飞瀑 → 紫云楼 → 曲江流饮 → 唐市 → 茱萸

果，让我们感受到了现代艺术文化与历史结合的魅

台 →诗魂、唐诗峡 → 曲江胡店 → 芳林苑 → 彩霞亭 → 仕女

力。

馆 → 旗亭 → 杏园（品茶、休息） → 陆羽茶社 → 儿童游乐
区 → 西大门

结合多彩变幻的舞台灯光，配合场景需要的视听效

—— 山 水人 生 《 梦 幻 诗乐 舞 剧 《梦 回 大 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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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大唐芙蓉园 （→ 查看大唐芙蓉园附近住宿 → 查看西安特价酒店）

西安陕西天宝酒店
房型

同程价

[13333csccwq] 酒店 位置很好 ，前
台办理入住很快捷，房间很干净。

标间（内宾） 140 元

[flyeer] 酒店条件不错，风格古典，

单间（内宾） 140 元

附近交通，美食都很方便，总体评价

>> 立即预订
>> 查看大唐芙蓉园附近所有酒店

良好。
→ 查看 36 条酒店点评

西安汉文武德青年旅舍
房型

同程价

标准间

160 元

大床房

160 元

[15060vezfjj] 旅社非常温馨！虽然
只住了短短两个晚上，尤其是里面的
老板们真是各种和蔼，感觉特别亲切
放松，环境很适合青年人富有个性的

>> 立即预订
>> 查看大唐芙蓉园附近所有酒店

旅游安排，ps:特别感谢旅社帮我找
到了手链子并且邮寄回来。
→ 查看 46 条酒店点评

西安炫晶美域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大床房

128 元

标准间

138 元

[13191edwydg] 本来定的是 6 点
到，可是从华山下来晚了，和店家联
系后，店家爽快的答应给我们留房，
很感动，谢谢！酒店的对面就是博物

>> 立即预订
>> 查看大唐芙蓉园附近所有酒店

馆，很方便。
→ 查看 10 条酒店点评

返 回目 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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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鼓楼 （→ 查看钟鼓楼附近住宿 → 查看西安特价酒店）
这里是西安的市中心，交通很方便，而且距离大唐芙蓉园也较近。
食 钟鼓楼距离西安有名的美食街-回民小吃街非常近，可以步行前往，品尝西安特色美食。

西安美伦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单人间

198 元

[15336nrhufl] 酒 店 不 错 ， 干 净 卫
生，值得入住。以后还会再来！
[18854nbmoam ] 此酒店地处西安

单人（预付） 178 元

钟楼鼓楼中间，交通便利，设施齐全，

>> 立即预订

购物方便，顶！

>> 查看钟鼓楼附近所有酒店

→ 查看 341 条酒店点评

西安樱花短租公寓
房型

[13755lvqjqp] 属 于 酒 店 式 家 庭 公

同程价

浪漫蜗居

138 元

温馨大床

148 元

寓，比较满意，下了机场巴士老板还
亲自来接，感觉很温暖，老板俩口子
人比较好，可以放心选择，下楼即是

>> 立即预订
>> 查看钟鼓楼附近所有酒店

繁华的回民一条街，出门坐车也
挺……
→ 查看 8 条酒店点评

西安假日空间酒店式公寓
房型

[135rdngy799] 我这是第一次入住

同程价

标准大床

148 元

电脑大床

158 元

酒店式公寓，酒店就在钟鼓楼附近，
位置好，去哪都方便！酒店卫生、设
施等都还不错，房间宽敞明亮，以后

>> 立即预订
>> 查看钟鼓楼附近所有酒店

有机会还会入住，也会推荐给朋友们
的。店主很热情……
→ 查看 10 条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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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景区御宴宫
御宴宫的菜品以粤菜为主，整个体系包括自助餐、团体餐、宴会餐（寿宴、
婚宴）、点菜及大型接待餐等。盛唐御宴不只是菜点的品尝，重要的是大唐
芙蓉园在就餐环境上，设置了唐代固有的几案和长方形高桌，选用当时具有
的金、银、玉、瓷、三彩等餐具，开创了唐诗名句应对酒令等，营造出盛唐
神韵画面，展示着高贵典雅食尚传承。
在品味盛唐御宴的过程中，可欣赏到御宴宫专业的琴师民乐演奏，大唐歌舞
表演及当时唐代皇帝用餐过程中喜欢玩的唐诗酒令游戏，整个用餐会有专门
的唐御宴讲解一一介绍每一道唐菜品的历史文化及菜品典故。
地址 位于大唐芙蓉园园区的西翼，紧邻西大门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theair 提供）

西安美食
回民风味小吃街

德发长

这里集中了西安的很多特色小吃。路是青石板路，店面一律是清水砖墙，建

德发长以德发长饺子宴而著名，饺子宴共分

筑还保持着原汁原味的明清传统结构，古色古香。

八种宴席，200 多个花色品种，其制作方法

交通 乘坐 611 路公交车到鼓楼下车，从鼓楼的门洞穿过来，一眼就能看到
“回坊风情街”的牌坊。
营业时间 小吃店铺白天也开张，不过晚上才最热闹，一般都会营业到 22:00
左右。

有煎、炸、蒸、煮、烤等，标准食味有：甜、
咸、麻、辣、怪等。一楼主营大众水饺，二
楼主营“一饺一型，百饺百味”的饺子宴和
新派海菜经典名品。
推 荐品尝 虾 闹水饺 ，粉红 的虾肉 隐隐透 出

一起游小贴士

来，吃的时候不要咬破了，整个放嘴里，品

在回民街找好吃的，最好别以店面大小来判断食物好吃不好吃，也不用问别

尝起来会更好。

人，也不要相信别人告诉你的，到吃饭的时候看哪家的人最多，那他家肯定
是最好吃的。

同盛祥

交 通 步行前 往，德 发长饺 子馆在 钟鼓楼 广
场，挨着同盛祥，高高的招牌非常明显。
营业时间 6:00-21:30

西安民间有这样几句流传已久的话：“提起长安城，常忆羊羹名，羊羹美味
尝，唯属同盛祥”。同盛祥素以料重味醇，肉烂汤浓，馍筋光滑，香气四溢，

粉巷

清香爽口而饮誉天下。店内有晶莹剔透的蜂蜜凉粽，金黄爽口的粉蒸肉、油

粉巷两边有茶馆，漂亮的外贸小店（也是购

汪汪的拉条子拌面，还有沁人心脾的麻酱凉皮等等美食。

物的好地方），还有各种谗人的小吃。

招牌菜 牛羊肉泡馍、香酥鱼条、芝麻里脊、松子羊肉。

交通

交通 这家店非常好找，就在钟鼓楼广场，高高的招牌，写着“天下第一碗”。

从钟楼顺着南大街走不到 5 分钟，见一个岔
口，往右一拐就是了。

营业时间 6:00-21:30

返 回目 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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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2013 年大唐芙蓉园全园演出时间表
项目

时间

演出时长

地点

大唐武士换岗

13:30-13:40

10 分钟

御苑门外

大唐鼓宴

14:00-14:15 16:00-16:15 17:45-18:00

15 分钟

御苑门

民俗惊险绝技-刀山火海

11:30-11:45 14:30-14:45 17:10-17:25

15 分钟

情景剧-杏园题诗

15:00-15:20

20 分钟

珍禽异兽展

全天

全天

大唐仕女服饰秀

13:45-14:00

15 分钟

贵妃醉酒

14:30-14:45

15 分钟

秦腔表演

14:00-14:15 15:30-15:45 17:45-18:00

15 分钟

惊险武术

14:30-14:40

10 分钟

杂技绝活

15:00-15:15 16:20-16:35

15 分钟

情景剧-斗酒

15:50-16:00

10 分钟

情景剧-南国来客

16:00-16:10

10 分钟

情景剧-升堂

16:50-17:05

15 分钟

百姓祈福-放河灯

17:20-17:35

15 分钟

11:30-11:45 14:30-14:45

15 分钟

西域风情

14:00-14:10

10 分钟

唐代艺术博物馆文物讲座

15:00-16:00（每月第二周、第四周周六）

1 小时

大唐宫廷乐舞

17:20-17:40

20 分钟

9:00-18:00

9 小时

紫云楼

舞狮表演

11:10-11:25 15:00-15:15 17:00-17:15

15 分钟

紫云楼南广场

高跷表演

14:30-14:45 16:00-16:15 17:15-17:30

15 分钟

音乐喷泉

16:00-16:15 18:00-18:15（周五、周六、周日专场）

15 分钟

激光表演

19:30-19:40

10 分钟

水幕电影《齐天大圣》

19:45-20:08

23 分钟

诗乐舞剧《梦回大唐》

17:15-18:25

70 分钟

凤鸣九天剧院

唐市开市仪式

10:00-10:10

10 分钟

唐市财神庙

惊险武术

11:00-11:10 12:30-12:40

10 分钟

舞狮表演

11:50-12:00 15:50-16:00

10 分钟

杂技绝活表演

14:00-14:15

15 分钟

秦腔展演

14:45-15:00 16:45-17:00

15 分钟

抛绣球选亲

15:00-15:15（周六、日）

15 分钟

经典仿唐舞

16:00-16:05（周六、日）

5 分钟

西洋情调音乐

17:30-18:30（周六、日）

1 小时

唐市闭市仪式

17:00-17:10

10 分钟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东仓
鼓乐

唐代艺术博物馆文物展

杏园
春明门
仕女馆
曲江胡店秦腔小剧场

曲江胡店

紫云楼三楼

紫云楼北广场

唐市百戏楼

唐市财神庙

注：开、闭园时间为 9:00-21:00（20:30 清园）。此时间表执行时间自 2013 年 1 月 4 日开始，演出地点及演出内容可能受天气影响
变更或取消，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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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士
旅游最佳时间
逛这个园子最佳的时间应该是午饭后，因为从中午过后，上午已
经表演过的节目都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再表演一次。

演出
歌舞为凤鸣九天剧院演出的大型诗乐舞剧《梦回大唐》17:00 开
演（演出时间约 70 分钟）。
去紫云楼的北广场看水幕电影。最好提前到紫云楼占位子，这样
视野比较好，大概 19:45 开始。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 ghostmaster 提供）

交通
大唐芙蓉园站分为西门站和南门站（其中西门站有两个）。大唐
芙蓉园现开放北门（春明门）、西门（御苑门）和唐市出入口，
其中西门为正门，一般游客都是从此门进入。

迷路
晚上园内的路标不明显，容易迷路。

导游图/节目单

凡是每日一趟的旅游专线车，都是上午到达景点后停在当地停车

入园记得索取免费的导游图和节目单，参照节目单上的

点，下午返回西安市。如需要乘坐，请把握好返程时间。另外早

安排来计划自己的行程，这样就不会错过自己喜欢的节

上乘车时，可向乘务员询问确定下午返程的发车时间，以免误车。

目了。

周边相关攻略

相关游记
西安·大唐芙蓉园（30 图）
2012-12-31

作者：绝对疯了

昨天上山时还一度因为疲惫难耐而誓言以后再不爬山了，下山时却
回味着攀登的乐趣而询问下一次去哪，今天更是精力充沛的要求去
西安玩。实在架不住儿子的软磨硬泡，以“元旦三天假期完全听从
安排”为交换条件，同意带他去艾尔玛玩陀螺、开赛车。老婆已是
疲惫不堪，一直坐在旁边陪儿子，而我干脆背了相机，借着旅游年
票最后的期限走进了大唐芙蓉园……[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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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曲江大唐芙蓉园
2012-9-6

作者：山水人生

驱车来到位于城南大雁塔脚下的曲江新城，如今整个五十平方公里
的地面呈现出空前绝后的大手笔规划和建设。我们先停车草草游览
了开元广场和曲江不夜城，高大的雕塑，浩荡的广场，繁华的商圈，
高档的住宅，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很难和印象中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
西部地区挂钩。随后我们又驱车来到曲江南湖，这里重新修建的开
放式环湖园林公园内自然风光也很美。一池清水……[查看全文]

又见长安——大唐芙蓉园
2010-6-22

作者：volia

有一天晚上，高颖忽然想起曲江池中的莲花盛开，异常红艳，莲花
雅称芙蓉，遂拟更曲江为“芙蓉园”。唐时的曲江性质大变，成为首
都长安城唯一的公共园林，达到了她发展史上最繁荣昌盛的时期，
成为唐文化的荟萃地，唐都长安的标志性区域，也奏响了中国文化
的最强音。“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而今，曲江因为
一部电视剧《大唐芙蓉园》而声名大振。夜间入……[查看全文]

加入我们
一起游微信

同程旅游客户端

我 们会 在 微 信中 为 您 推 荐
最 新鲜 的 旅 游资 讯

同程旅游客户端将为您
提 供手 机 预 订产 品 服 务 ，
同时您可在手机上查看
旅 游攻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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