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陵旅游攻略 

简介 
中山陵位于南京紫金山中茅山南麓，是中华民国国父、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陵墓。中山陵前临苍茫平川，后踞巍峨碧嶂，气

象壮丽，音乐台、光化亭、流徽榭、仰止亭、藏经楼、行健亭、永丰社、中山书院等纪念性建筑，众星捧月般环绕在陵墓周围，构成

中山陵景区的主要景观，且均为建筑名家之杰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从空中往下看，中山陵像一座平卧的“自由钟”。山下中山先

生铜像是钟的尖顶，半月形广场是钟顶圆弧，而陵墓顶端墓室的穹隆顶，就像一颗溜圆的钟摆锤。含“唤起民众，以建民国”之意。

这组建筑，在型体组合，色彩运用，材料表现和细部处理上，都取得很好的效果，色调和谐，从而更增强了庄严的气氛。既有深刻的

含意，又有宏伟的气势，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第一陵”。到南京游览的人，一般都要到中山陵瞻仰这位革命家的墓地。孙中山

先生虽然与世长辞，但是他浩气长存，永远为世人所敬仰。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美鱼儿 @何处不风景  @小徐的博  @陌上花开 a 提供）  
门票 
钟山风景区套票（明孝陵+灵谷寺+音乐台）  票面价格：90 元  同程价：85 元   >>立即预订 

明孝陵（明孝陵+梅花山）          票面价格：70 元  同程价：56 元   >>立即预订 
 
 

中山陵：寝陵免费领票（周一关闭祭堂和墓室，进行保养维 

护），双休日限客 2 万名 

灵谷寺：35 元 

音乐台：10 元 

☆ 景区内电瓶车和观光车票价为 10 元/人，景点套票中不包 

含小火车费用 

 

 

历史故事 
 

看点 
 

周边景点 
 

游览路线 
 

交
通 
 

住
宿 

 

交通： 

乘游 1、游 2、游 3、9 路、20 路可到达。 
 
最佳旅游时节： 

春秋两季当属南京最佳旅游时节，春天去明孝陵看樱花，顿时 

找到南京城的民国范儿，秋天去中山陵折桂求金榜题名。 

>>立即预订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887654.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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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陵旅游攻略 

钟山风景区简介 
钟山风景名胜区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以钟山（紫金山）和玄武湖为中心。

钟山风景名胜区蜿蜒起伏，宛如游龙，包括紫金山、明代城垣、玄武湖，

山、湖的连接地带以及环湖的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等若干低丘和城

垣、城堡。其特点是山光与水色齐收，山、水、城、林融为一体，相得

益彰。自钟山远眺，玄武湖五洲烟柳，十里春风，燕雀湖波光墙影，紫

霞湖林海明珠，尽收眼底。使人心旷神怡。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秀

峰塔影，林木葱郁。自然生成的山林野趣，加上匠心独运的精美建筑，

使得钟山风景区成为自然美与人文美紧密结合的上乘佳作。 

钟山风景区的主要景区有：中山陵景区、明孝陵景区、梅花山、灵谷寺

景区、紫金山天文台、中山植物园、北极阁气象台、鸡鸣寺等，还包括玄武湖、环湖的富贵山、九华山、小红山和城墙、城堡等。 

 
 

钟山风景区行程推荐 

民国之旅（半日游）：美龄宫 → 中山陵 → 音乐台 → 孙中山纪

念馆 → 灵谷景区 

明代之旅（半日游）：紫霞湖→金水桥→明孝陵陵宫→神道→梅花

山 

全线游（一日游）：梅花山→神道→金水桥→明孝陵陵宫→美龄宫

→中山陵→音乐台→孙中山纪念馆→灵谷景区 

 

 

 
 

历史故事 

 

1、解放军保护中山陵 
4 月 24 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渡过长江进入南京，

当时，南京的国民党军队都已撤退，解放军先头部队入城后，向前追击，他们

发现陵园内还有一支国民党部队，但这支部队不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而是守

卫孙中山陵陵寝的卫队。解放军上级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对这支守卫中

山陵的拱卫部队，应该区别于参加内战的国民党军队。随即，第二野战军第 105

师派某团政委刘志诚率领一批战士进入陵园，到达陵园之后，他们与范良等拱

卫处负责人谈判，双方一致决定：人民解放军分别进驻中山陵和明孝陵、灵谷

寺、紫金山天文台。拱卫大队接受解放军的改编，继续担任中山陵的守卫工作。

从此，中山陵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2、周恩来保护中山陵 

1960 年 12 月 21 日，周恩来陪同柬埔寨贵宾

晋谒中山陵。当时中山陵的森林被大量砍伐，

周总理一行途经太平门时，看到沿途采伐的大

批木材堆集在路边待运，他说：“中国那么大，

难道这点木材就不能供应吗 ?”第二天，采伐

工人全部撤出，有关部门也不再向陵园索取木

材。1968 年 6 月，周总理又亲自指示，将孙

中山铜像安放到中山陵广场前的石座上，并在

铜像前竖起一块毛泽东语录：“伟大的革命先

行者孙中山先生”。周恩来总理以自己的威望

和才智，在动乱的岁月里，保护了中山陵园的

许多重要文物古迹。 

 
 

 

① 钟山风景区之间各景点可乘坐内部小

交通到达 

② 可租用 8-10 座的电瓶车，有导游讲

解，20 元/人，可到中山陵、明孝陵景

区任何景点。 

每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和 11 月 12 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江

苏省、南京市各界人士都要来中山陵举行谒陵仪式，从未间断。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红豆冰提供）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09953.html#refid=2582175


                        中山陵旅游攻略 

中山陵景区看点 
中山陵的主要建筑有：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等。从空中往下看，中山陵像一座平卧在绿绒毯上的“自由钟”。山下中

山先生铜像是钟的尖顶，半月形广场是钟顶圆弧，而陵墓顶端墓室的半球形的穹隆顶，就像一颗溜圆的钟摆锤，广场南端的鼎台(现改

为中山先生的立像)为大钟的钟纽，“鼎”在古代是权力的象征，因此整个大钟乃含“唤起民众，以建民国”之意。孙中山的立像英姿

勃勃，摆动的手势好像正在发表关系国家命运的演说。 

中山路 

中山路是原来的迎柩大道，是孙中山先生灵柩南下时走过的路，也是南京第一条柏油马路，1926 年动工，1929 年竣工。 
 

中山陵牌坊 

陵墓入口处有高大的花岗石牌坊，上有中山先生手书的“博爱”两个金字。牌坊这类建筑

在功能上主要是用来歌功颂德的。“博爱”两字正点出了孙中山先生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

理想。石坊后是长达 375 米、宽 40 米的墓道。前行为陵门，它以青色的琉璃瓦为顶，门

额上为孙中山的手迹“天下为公”四个大字。    
 
这里用青色的琉璃瓦有其一定的含意，青色象征苍天，青色琉璃瓦乃含天下为公之意，以

此来显示孙中山先生为国为民的博大胸怀。再进为碑亭，一块高高 8.1 米,宽 4 米的碑石

上刻着“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的鎏金大字。从牌坊开

始上达祭堂，共有石阶 392 级，8 个平台。攀登如此多的石阶极为艰难，但当大家走完

这段长距离陡峻的石阶以后，一定会悟出<<总理遗嘱>>中有关的嘱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含义。台阶用苏州花岗石

砌成。    
 

中山陵祭堂 

最高的平台有华表两座，后为祭堂。华表乃为柱状标识物，

标志祭堂即在此。祭堂有三个拱门，分书“民族”、“民权”、

“民生”门额。 
 
祭堂是一座融合中西建筑风格的宫殿式建筑，长 30 米，

宽 25 米，高 29 米，外壁用香港花岗石建造。堂顶是中

国传统的重檐歇山式，上盖蓝色琉璃瓦。祭堂正中有中山

先生大理石坐像，高 4.6 米，逼真生动，是世界名雕刻家

保罗兰窦斯基的杰作。像座东西四周有反映中山先生革命

事迹的浮雕。祭堂东西护壁大理石刻着中山先生手书的遗

著《建国大纲》和胡汉民等人书写的<<总理遗嘱>>。 
 
在这里，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孙中山先生为推翻两千多年来

封建帝制的不朽勋业和艰苦斗争的历程，而且也看到了孙

中山先生为我中华独立、富强、大展宏图的建国思想。堂后有墓门二重，两扇前门用铜制成，门框则以黑色大理石砌成。上有中山先

生手书“浩气长存”横额。  
二重门为独扇铜制，门上镌有“孙中山先生之墓”石刻。进门为圆形墓室，直径 18 米，高 11 米。墓室在海拔 165 米处，与起点平

面距离 700 米，上下落差 73 米。顶部用彩色马赛克镶嵌成国民党党徽，地面用白色大理石铺砌。中央是长形墓穴，上面是中山先生

汉白玉卧像，瞻仰者可围绕汉白玉栏杆俯视灵柩上的卧像，此像系捷克雕刻家高棋按遗体形象塑造，十分逼真。    
 
下面安葬着孙中山先生的遗体，用一具美国制造的铜棺盛殓。墓穴直径 4 米深 5 米，外用钢筋混凝土密封。南京解放后，刘伯承任市

长时，特地从湖南运来 2 万株杉树和梧桐树，种植在这里。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何处不风景提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美鱼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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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内其他景点 
中山陵的其他主要景点有：孙中山纪念馆，革命历史图书馆，林荫大道，光华亭，祭堂 ，陵门 ，流徽榭 ，美龄宫 ，行健

亭 ，仰止亭 ，议政亭 ，音乐台 ，永丰社 ，永慕庐。 

 

流徽榭 

又名水榭，位于中山陵至灵谷寺的公路旁，座落在流徽湖上。1932年由国民

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捐资修建。流徽榭三面临水，一面傍陆，流徽榭以石阶与

岸相连。流徽榭所有屋架、地面、梁、柱、栏杆等都是用钢筋混凝土构筑，平

面呈长方形，长13米，宽9米，四周围有约一米高的蓝色栏杆；卷棚顶，上覆

白色琉璃瓦；立柱表面均为蓝色；檐椽施以白漆蓝纹；梁枋、雀替均施以彩绘；

地面镶嵌红色八角形小瓷砖。“流徽榭”三个楷书大字，是由黄埔军校第一期

学员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的。亭三面临水，一面傍陆，幽雅宁静，适于游人休

憩。 
 
光化亭 

是陵区最精美的一座纪念性建筑物。亭为八角形，重檐飞角，全部用花岗石构建，不用一钉一木，设计与建造匠心独运，具

有典型的民族风格。光华亭位于中山陵东面小山阜上，该亭建于1931-1934年，刘敦桢建筑师设计，福建省蒋源成石厂承包

建筑，是用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时华侨的赠款建造的。亭的屋脊、屋面、斗拱、梁柱藻井等全用大理石雕成，花纹至细，刻

工至巨，为陵园亭中最精美之工程。 
 

美龄宫 

位于明孝陵四方城以东200米处的小红山上，原名“小红山主席官邸”，系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下榻的别墅，正式名称是“国

民政府主席官邸”。美龄宫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汽车可沿环山道直抵宫门，四周树木葱茏，百花飘香。1947年，国民党政府

从重庆迁回南京后，此处为蒋介石官邸，因蒋介石常与宋美龄来此休息和度假，被称作美龄宫。解放前蒋介石曾在此接待外

国贵宾。东首是宋美龄的卧室，室内陈设一如旧式布置，游人可领略昔日豪华景象。1984年起，这座富丽堂皇，典雅秀美的

别墅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中山陵附近的一处着名景点。 
 
音乐台 

在中山广场南面。舞台面积近250平方米，台后建有弧形大照壁，壁高11.3米，宽16.7米，具有汇聚声音的功能。台前有弯月

状莲花池。池前依坡而建扇形观众席，可容纳观众3000余人。 
 
中山书院 

书院建筑面积2800多平方米，四周辅以草坪，植有桂花、茶花、梅花、龙柏、广玉兰和雪松等各类植物，环境清静、幽雅。

书院于94年11月建成，主要用于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书院是二层宫殿式建筑，坐北朝南，重檐飞角，红

柱白墙绿瓦。一楼正中安置中山先生半身像。 
 
藏经楼 

又名孙中山纪念馆。位于中山陵与灵谷寺之间的茫茫林海中。是中国佛教协会

于1934年11月发起募建的，次年10月竣工。此楼专为收藏孙中山先生的物品

而建，包括主楼、僧房和碑廊三部分。主楼为宫殿式建筑，外观又像一座寺院

楼，共三层，底层为讲经堂，并有夹楼听座；二楼为藏经、阅经及研究室；三

楼为藏经室。楼后有回廊式建筑，长125米，壁面镶砌的是冯玉祥将军捐赠的

河南嵩山青石碑138块，三民主义学说全文碑刻，共十六讲，计15万5千余字。

每讲分别由当时的书法家张乃恭、陈天锡、连声海、李启琛、叶恭绰、郑洪年、

陈仲经、蔡允、胡涤、彭醇士、王宜汉、李宣倜、王贤、邓粪翁等人书写，是

一组书刻俱佳的珍贵文物。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霍姆兰骑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那山那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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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景点 
钟山风景区是我国着名风景名胜区，主要景区有：中山陵景区、明孝陵景区、梅花山、灵谷寺景区、紫金山天文台、中山植物园、北

极阁气象台、鸡鸣寺等，还包括玄武湖、环湖的富贵山、九华山、小红山和城墙、城堡，这里集中了 28 处市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 

 

明孝陵  朱元璋与马皇后之墓 

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与马皇后的陵墓，座落在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珠

峰下，东毗中山陵，南临梅花山。明孝陵是南京地区建筑规模最大的帝王陵

寝，陵垣周长达 22.5 公里。 
  
明孝陵景区名胜众多，风光秀丽，位于其正南的赏梅胜地梅花山，建有万株

梅园、博爱阁、暗香阁樱花园、花开时节，暗香浮动，游人如织；东侧的紫

霞湖、正气亭、定林山庄，林壑幽深；西南的中山植物园，佳卉留芳；东南

的海底世界，以及新建成的红楼艺文苑，还有名人墓葬：孙权墓遗址、廖仲

恺、何香凝之墓。整个景区面积 156.7 万平方米，是春季览胜的佳地。  
 
门票: 70 元/人（包括明孝陵、梅花山两景点），晚 7 点以后免票参观 
 
交通: 乘游 2 路、3 路、20 路车可达 

 

 

 

梅花山  赏梅佳处 雪景尤胜 
梅花山位于明孝陵、石象路旁。原名孙陵岗，亦名吴王坟，因东吴的孙权葬

在这里而得名。1944 年汪精卫在日本死后，运回南京，葬在这里，始正式

改名梅花山。 1946 年国民党政府将汪坟炸毁，并在墓地建了一座“观梅轩”，

即现在山顶上的建筑。  
 
梅花山内外梅花繁茂，现有面积近 14 万平方米，栽植了 200 多个品种的

13000 余株梅花。每当春日，来此赏梅的游客络绎不绝。 
 
门票 50 元 
 
交通 乘游 1 路、游 3 路、20 路、315 路车可达 

 

 

 

鸡鸣寺  最古老的梵刹 最美丽的樱花 
 
京鸡鸣寺，又称古鸡鸣寺，位于鸡笼山东麓山阜上，是南京最古老的梵

刹之一。鸡鸣寺始建于西晋，清朝康熙年间曾进行过两次大修，并改建

了山门。康熙皇帝南巡时，曾登临寺院，并为这座古刹题书了“古鸡鸣

寺”大字匾额。此塔被称为消灾延寿药师佛塔，含国泰民安和为香客、

游人消灾延寿的祝祷之意。 
 
门票 5元/人，登药师佛塔5元。春节期间每人10元 
 
交通 乘游 1 路、2 路、3 路、11 路、15 路、20 路、24 路、31 路、48

路、52 路、70 路、304 路车可达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三色堇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搁浅的左岸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天涯无际提供） 

 

http://www.17u.com/blog/4825341#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32898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90915#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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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庙  千年文庙 
南 京夫子 庙是 供奉和 祭祀我 国古代 著名 的大思 想家、 教育家 孔子的 庙

宇，其全称是“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庙”，简称“文庙”。孔子自古被

人们尊称“孔夫子”，故其庙宇俗称“夫子庙”。  
 
“一带秦淮河洗尽前朝污泥浊水，千年夫子庙辉兼历代古貌新姿。”这

是夫子庙重建的思乐亭石柱上镌刻的一幅楹联，它把秦淮河的清姿丽质

和夫子庙的建设新貌含蓄而充分地展示出来，给游人以无穷的回味和遐

思。   
 
门票 夫子庙大成殿、江南贡院、王谢古居、李香君故居，单独售票分

别为15元、15元、8元、8元，总计46元，联票后为22元 
 
交通 游 2、游 4、1 路、2 路、4 路、7 路、16 路、31 路、33 路、40

路、44 路、49 路、62 路、63 路、87 路、301 路、304 路可达 

 

 
        

 

玄武湖公园  江南最大城内公园 
 
玄武湖公园位于南京城中，钟山脚下的国家级风景区、江南三大名湖玄武

湖之中，是江南最大的城内公园。  
 
玄武湖中分布有五块绿洲，形成五处景区。玄武湖五洲之间，桥堤相通，

别具其胜。玄武湖公园水、陆交通独具特色。水面上有快艇、自娱艇、豪

华渡轮等；陆地上有法国式小火车，乘坐舒服，视野开阔。   
 
票价 免费 

开放时间 7∶00—21∶00 

游览路线： 

A 线：玄武门—假山瀑布—郭璞墩—莲花港观鱼池—喇嘛庙—莲花广场—

芳桥—湖神庙—铜钩井—闻鸡亭—友谊厅—览胜楼—盆景馆  
 
B 线：玄武门—假山瀑布—郭璞墩—莲花港观鱼池—喇嘛庙—莲花广场—

樱洲长廊—月季园—双龙戏珠—鸟类生态园—武庙闸 

 

 

 
        

 

秦淮风光 
 
秦淮风光带地处南京城南。内秦淮河由东水关至西水关蜿蜒十里，河房

水阁枕河而居，“东园”（白鹭洲公园）“西园”（瞻园）隔河相望，文庙

以河为泮，古堡傍河而建，名胜古迹棋布河十里秦淮畔，沿河两岸酒肆

茶楼、店铺民宅比邻而居，美称“十里珠帘”，是欣赏独具魅力的秦淮

风光、品尝脍炙人口的秦淮风味、领略绚丽多姿的秦淮风俗佳地。 
 
游玩方法 

你可以雇一条小船，让摇橹女带你乘着夜色去游十里秦淮 
 
游船 
白天 55 元／人，晚上 70 元／人，1 小时左右，夫子庙前码头上船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美鱼儿提供） 

 
玄武湖周边的电瓶游览车可按游客要求载客游览，

随叫随停，并提供讲解服务。此外玄武湖周边还提

供观光自行车的租车点，游客可以骑行游览景区。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灰衣术士提供） 

 

http://www.17u.com/blog/2914715#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89256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2225790#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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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到达南京 
飞机    （>> 预订南京特价机票）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ICAO：ZSNJ，IATA：NKG），简称禄

口机场，距市区 35 公里，走机场高速公路，行车 45 分钟。 

 

机场大巴 （票价 20 元/人） 

机场至市区 

① 机场 1 号线（城东线）：从早上第一个航班落地至当天最

后一个航班结束，下客站为翠屏山服务区、雨花广场、秦淮

区政府、西华门、南京火车站。 

② 机场 2 号线(城西线)：从上午 9：30 至 22：30。下客站

为中华门长途客运站、水西门、汉中门、国防园。 

火 车 
南京目前有南京站、南京西站、南京南站、南京北站 4 个客

运站，南京东站 1 个编组站。 

 

南京站 

途径交通 
1 路、13 路、17 路、22 路、33 路、36 路、44 路、56 路、

59 路、64 路、 66 路、69 路、71 路、130 路、159 路、

游 1 路、318 路、玉六线、以及地铁一号线。 

南京站前往各景点 
地铁一号线：可以通达市中心新街口、湖南路、玄武湖、鼓

楼，夫子庙，雨花台，奥体公园；公交游 1 路，可通达总统

府、钟山风景区 

公交 1 路：可通达夫子庙 

公交 13 路：可到莫愁湖 

公交 33 路：可通达中华门、雨花台 

公交 44 路：可通达鸡鸣寺、总统府、夫子庙 

公交南汤线：可通达各温泉 

机场班车：可通达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南京南站 

途径交通：2 路、16 路、49 路、110 路、116 路、126 路、

东奥线、及地铁一号线（中华门站） 
南京南站前往各景点 
公交 49 路：通达雨花台、中华门、夫子庙 

公交 16 路：通达雨花台、夫子庙、新街口、南京西站 

公交 2 路，通达长途东站、鸡鸣寺、大行宫、淮海路、中华

门和雨花台； 

地铁一号线，可以通达市中心新街口、湖南路、玄武湖、鼓

楼，夫子庙，雨花台，奥体公园。 

 
汽 车 
南京中央门总站 
地址：南京市建宁路 1 号。 

发车方向：沪宁线、山东、湖北、江西、北京、重庆、广州、

浙江和苏北（除三泰、高邮、兴化、淮安、洪泽、楚州）等

地。 
 

南京中山南路站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升州路 110 号。 

发车方向：主要发往苏锡常、杭州、上海、太仓、建湖。 
 

南京下关车站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区建宁。 

发车方向：主要发往湖北、安徽地区；  
 

南京中华门车站 
地址：南京市应天大街附近。 

发车方向：主要发往皖南、马鞍山、芜湖、宣城、溧水、高

淳；桥北站主要发往安徽、巢湖、和县和苏北淮安、洪泽、

楚州等地。 
 

南京长途汽车东站 

地址：南京市花园路 17 号(210042) 

发车方向：浙江、安徽、苏北三泰、高邮、兴化等地。 
 

南京中央大厦高速客运站 

地址：南京建宁路七号(长途汽车站向西 200 米)。 

订票电话：025-85500888-0606 
 

南京汉中门客运站 

地址：南京汉中门客运站  

发车方向：南通、盐城、扬州、句容、徐州、宿迁、镇江；

下关车站主要发往湖北、安徽地区。 

 
 

游 1 路、1 路、13 路、

33 路等在南京火车站西

公交站台上车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nanjing-1.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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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到达中山陵 
 

 

 

 

 

 

 

 

 

 

 

 

 

 

 

 

 

 

 

 

 

 

 

 

 

 

 

 

 

 

 

 

 

 

 

 

 

 

 

 

 

 

 

 

 

地铁 
坐南京地铁 2 号线在苜蓿园站、下马坊站、钟灵街站下车均

可直达。 
 
南京地铁车票有单程票和储值卡两种，储值卡可以充值反复

使用，而单程票则设计成一枚蓝色地铁梅花标志的“硬币”。

进站时乘客只要将单程票或储值卡往自动检票机上一刷，就

可以进站。出站的一端有个投币口，使用单程票的乘客将蓝

色“硬币”投入其中即可，而用储值卡的乘客则需要再刷一

下卡出站。 

公交线路 
公交 
线路 

停靠站点（钟山风景区段） 

游 1 
中山门、卫桥、卫岗、中山博爱路、中山陵停车

场（现东沟停车场） 

游 2 
中山门、卫桥、卫岗、小卫街、南京理工大学、

孝陵卫、大栅门、灵谷寺路、灵谷寺停车场 

游 3 

太平门、紫金山索道、植物园、梅花谷路、明孝

陵（苜蓿园）停车场【离开景区线路为：明孝陵

（苜蓿园）停车场、卫桥、明陵路（沿中山门北

侧城墙方向）、明孝陵、植物园、紫金山索道、太

平门】 

9 路 
中山门、卫桥、卫岗、中山博爱路、中山陵停车

场（现东沟停车场） 

20 路 

太平门、紫金山索道、植物园、梅花谷路、明孝

陵（苜蓿园）停车场【离开景区线路为：明孝陵

（苜蓿园）停车场、卫桥、明陵路（沿中山门北

侧城墙方向）、明孝陵、植物园、紫金山索道、太

平门】索道、太平门】 

315

路 

白马公园、紫金山索道、中山植物园、明孝陵、

前湖 

【从西向东的线路不变，从东向西的线路不经梅

花谷路，改经明陵路行驶】 

 

钟山风景区内部小交通 
线路 运行路程 

明孝陵（苜蓿园）停车场—

中山陵 

四方城、美龄宫、明孝

陵博物馆、海底世界 

中山陵停车场（现东沟停车

场）—中山陵 
全程直达 

灵谷寺—中山陵 全程直达 

明孝陵金水桥—中山陵 全程直达 

中山陵停车场—金水桥 全程直达 

中山陵停车场—灵谷寺 全程直达 

灵谷寺—金水桥 全程直达 

 

停车场 
为强化车辆管理，中山陵博爱广场仍为步行区，严禁车辆驶

入（重大接待任务除外）。陵前路（行健亭路口至 125 疗养

院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社会车辆要抵达目的地，参照公

交线路进入相应的停车场。  
 

停车场地址 计费形式 

中山陵 计时 

东沟 计时 

明孝陵（石柱子） 计时 

灵谷寺 计时 

明孝陵 计次 

滑道 计次 

孙中山纪念馆 计次 

 

 

一起游南京旅游攻略（2013 年版） 
更多交通详情：如何到达南京  公交车 地铁 出租车 游船 租车自驾游 

更多景点详情：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 阅江楼 总统府 汤山颐尚温泉 

更多美食详情：夫子庙美食街区 熙南里 明瓦廊 狮子桥 三牌楼大街 石鼓湾 

更多小吃详情：鸭血粉丝汤 南京小吃八绝 板鸭 盐水鸭 南京香肚 梅花糕 

更多人文详情：金陵十三钗 法国梧桐 历史大事件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201_3.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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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路线 
中山陵游览最佳路线 

林荫大道→行健亭→牌坊→陵门→碑亭→祭堂→永慕庐→议政亭→孙中山纪念馆→仰止亭→流徽榭→音乐台 
 

钟山风景区行程推荐 

民国之旅（半日游）：美龄宫 → 中山陵 → 音乐台 → 孙中山纪念馆 → 灵谷景区 
 
明代之旅（半日游）：紫霞湖→金水桥→明孝陵陵宫→神道→梅花山 
 
全线游（一日游）：梅花山→神道→金水桥→明孝陵陵宫→美龄宫→中山陵→音乐台→孙中山纪念馆→灵谷景区 
 

南京经典行程 

行程①：中山陵 → 灵谷寺 → 明孝陵 → 夫子庙 → 夫子庙秦淮风光带 

主要在钟山风景区，前三个景点占据了大部分时间，整个行程涵盖了南京最著名的几个景点。 
 
行程②：鸡鸣寺 → 雨花台 →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 夫子庙 

鸡鸣寺的樱花很值得一看，后面的景点都是南京深重历史的体现。 
 
行程③：朝天宫 → 雨花台 → 中华门 → 夫子庙 
 
行程④：南京博物馆 → 明故宫 → 总统府旧址 → 玄武湖 

 

贴士 

1）中山陵由南往北沿中轴线逐渐升高，依次为广场－石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墓室。 

2）钟山风景区很多是山路，要穿舒适的鞋前去游玩 

2）多带点水与简单的食物，景区买会比较贵 

4）尽量早点到中山陵，早上九点以后旅游团会逐渐增多，人一多就失去了原来的味道，别穿高跟鞋，爬那些台阶很费体力的。 

5）中山陵的台阶是很有讲究的，从牌坊开始上达祭堂，共有石阶 392 级，8 个平台。这 392 级台阶。暗喻了当时的中国人口是三亿

九千二百万。当你从下往上走的时候，你只能看见台阶却看不见平台，寓意着革命道路是艰难和坎坷的；而当你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

看到的全是平台，却看不到台阶，这又寓意着中山先生开阔的视野，历尽千辛万苦的革命道路后，回过头再看当初曾经走过的路，也

觉得并不是那么地艰难了。 

 

住宿 
 

 

  

 

 

 

 

军区东苑宾馆 
 

   标准间     498 元 
   套间     980 元 

 立即预定  

 

 

南京博鳌宾馆 
 

标间    158 元 
三人间   198 元 

 立即预定  

 

 

  天泓山庄会所 
 

豪华标准间 388 元 
豪华套房  598 元 

 立即预定  

 

 

南京苏安宾馆 
 

   大床间     169 元 
   标准间     169 元 

 立即预定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235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762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854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833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276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944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2945.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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