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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黄山，是一年四季中最美的季节。黄山从 10 月下旬进
入冬季，11 月至次年 3 月满山飘雪，其中 12 月至次年 2 月
为最旺雪期，也是冬游的最佳季节。只有在雪中泡过黄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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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表面的益菌表皮消灭，或者使得心脏负荷过重。
② 泡汤后用毛巾拭干身体，一般不必再用清水冲洗，但是强
酸性温泉和硫化氢温泉刺激性较大，最好还是再冲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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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较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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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预订

门票类型

票面价格

同程价格

成人票

¥238

¥138

儿童票

¥120

¥70

贵宾成人价

¥318

¥208

贵宾儿童价

¥160

¥100

备注

即普通区成人门票 2 张，儿童
醉温泉家庭套票

¥745

¥288

门票 1 张，赠送温泉二次消费
抵 用 券一 张； 此产 品适 用于 家
庭亲子出游
即普通区成人门票 2 张，赠送

醉温泉情侣套票

¥626

¥238

温 泉 二次 消费 抵用 券一 张； 此
产 品 适用 于两 人结 伴出 游（ 不
限男女）

情侣套票+完美女人 SPA 套餐

¥814

¥419

情侣套票+至尊足疗套餐一份

¥674

¥389

2 张普通区温泉门票，完美女人
SPA 套餐一份
2 张普通区温泉门票，至尊足疗
套餐一份（198 元/套）
黄山醉温泉门票 2 张，五星华

齐云山双人两日游

¥1400

¥599

美达酒店豪华标准间/大床房，
齐云山门票 2 张

景区开放时间
普通区时间 14：00—24：00；

在醉温泉度假城营业时间内可不限时享用：

贵宾区营业时间 14：00—02：00

大型 室内 SPA 水 疗、 游泳 池、 各种 露 天特 色
温泉浴、健身器材、桌球、乒乓球、网吧、

优惠政策

香薰 室、豪 华休 息 厅及 饮 品、水果 、点 心 等。

A：1.2 米以下儿童免费
B：1.2 米—1.4 米儿童购买儿童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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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详情
水疗区

动感区

游泳池 按标准建设的，长 25 米，宽 10 米，水深 1.4-1.8

日式热砂浴

米 ，有五条标准泳道、在这里举行游泳比赛，水上篮球、排

多米深海火山岩中天然富含硅酸盐、锂、溴、锡、铁、铜等

球等运动休闲项目。

六十多种有益人体的高矿砂，以矿沙为被，以石板为床，全

SPA 池 由旋涡泉、喷射泉、水疗按摩泉等多种水按摩设备
所组成，可以进行水疗和戏水。

太空舱 顾名思义为“中药熏蒸浴 ”，中药熏蒸浴是中华传

这是最独特的日式 温泉浴，选用来 自 3000

身覆盖热沙，让带咸味的沙子所散发的热气渗入体内，使体
内的“污气”随热汗蒸发出来，在沙里蒸上几分钟，全身顿
感轻松。

统养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融合现代负离子技术和古

叠水池 水温 35℃~44℃，又称冷热交叉浴。此泉水温由高

老的蒸气疗法，运用熏蒸、桑拿 SPA 的原理，集排毒、减压、

到低，交叉沐浴此泉，可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达

健体、养颜、减肥、黄金睡眠等功效于一体，在天然的香柏

到强身健体之疗效。

木桶中加入芳香精油、汉方药草、花草百果、矿物浴盐、牛
奶等天然素材，让您在芳香桑拿 SPA 浴中尽情享受 HomeSpa

SPA 池 结合了多种水疗养生原理，设置了十几种水疗，如

的乐趣。这是一种现代新型保健理疗形式，创造了蒸气桑拿

喷射水疗、腰椎按摩水疗、脚部水疗、周身水疗、穴位水疗

的一个崭新的天地。

等功能。

功效



可加速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使脂肪细胞软

砂浴 温度 30℃~45℃，躺在平滑细碎的石沙里，来自地下

化溶解，从而达到快速排汗、排毒及减肥作用，同时对

的热度传遍全身，而周身上下的每一个穴位都被温热的碎石

风湿关节疼痛、卵巢保养起到一定的理疗作用，浴后再

点压，舒爽异常，腹部的一种压迫感让人产生一种愉悦的窒

配用减肥膏、身体护肤等产品，可达到香薰美体、瘦身

息。对治疗风湿、腰骨疼，关节病、神经衰弱、软组织损伤

排毒、润滑皮肤等功效。

等有奇特疗效，对皮肤护理及美容亦有独特作用。

中药熏蒸疗法的注意事项
①

光波浴 也称“生命浴房”，通过 5.6~15 微米远红外线的
生物效应，增添能量，活化细胞，增强组织再生能力，对风

全 身 熏 蒸 时 室 温 不 要 过 高 ， 室 内 气 温 控 制 在 37 ℃

湿性关节炎、腰肌劳损、落枕、减肥、美容、病后恢复、强

~42 ℃，每次时间不宜超过 15 分钟，以防出汗过多，

身健体、哮喘、咽炎、鼻炎、耳鸣等症状有突出疗效。

造成窒息、昏厥或虚脱跌倒，体虚者尤须谨慎。
②

局 部熏 蒸时 要注 意温 度，不 可过 烫， 一般 控制在 50℃
~55 ℃之间，以防烫伤皮肤。

③

严寒季节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局部熏蒸者，应在患处盖
上毛巾，防止受凉感冒。

④

熏蒸结束后应适当休息，适当饮水，待恢复后再离开。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心驻重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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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养颜区

醉温泉广场

咖啡池

水温 40℃。在温泉水中不断加入适量咖啡提取液，

足浴池 水温 40_45℃。人的双脚上存在着与各脏腑器官相

浓香四溢。浸泡此泉，可泽发、润肤、养颜，令人精神焕发。

对应的反射区（穴位），
“热水泡脚，胜吃补药。”每天若浸泡

柠檬池

水温 38℃~41℃。以柠檬汁为温泉汤池原料，柠

檬可促进胃中蛋白质分解酶的分泌，增加胃肠蠕动，有助消

脚 15 分钟,以促进人体血液循环，调理内分泌系统，增强人
体器官机能，取得防病治病的保健效果。

化吸收。具有美容作用，可防止和消除皮肤色素沉淀，使肌

红酒池 水温 39-42℃。在温泉水中不断加入适量红酒，浸

肤光洁柔嫩。

泡此泉，具有美容、养颜、补血、皮肤光泽、富有弹性，尤

芦荟池

水温 38℃~41℃。以芦荟汁为温泉汤池原料，含

为女士所喜爱。

有天然的营养保湿成分，可以滋养、美白肌肤，增强皮肤的

白酒池 水温 39-42℃。在温泉水中不断加入适量白酒，浸

活性与弹力。

泡此泉，可促进血液循环，活络经脉。

菊花池

水温 38℃~41℃。以菊花汁为温泉汤池原料，浸

泡此泉可以消除莫名紧张，抚平焦躁不安情绪，减轻眼睛疲
劳，改善过敏皮肤。

玫瑰花池

水温 38℃~41℃。以玫瑰花汁为温泉汤池原料，

具有娇嫩肌肤、调整血气、改善内分泌失调的功效。高雅的
甜香具有消除沮丧和不安的效果。

美食区
情侣鱼疗池

水温 35℃~40℃。这是一种特殊的美容疗法，

充当水疗师的是一群小鱼。这些可爱的亲亲鱼一点不怕生，
它能很亲密的接触你，帮您推拿按摩，为您啃去足部老化的

鲜奶池 水温 38℃~41℃。将鲜奶加入温泉中，润肤凝脂，

皮质、毛孔里面堵塞的细菌和汗渍，使您身轻体健、通体舒

美容养颜，深受爱美女士们的青睐。

泰，从而达到美肤养颜、延年益寿的神奇功效！

桂花池 水温 38℃~41 ℃。以桂花汁为温泉汤池原料，具

石板浴

有治寒痰壅滞之咳嗽气喘、胸满胁痛、痰饮喘咳之疗效。

元素的石板下潺潺流过。人躺在石板上，可改善血液循环，

茉莉花池

水温 38℃~41℃。以茉莉花汁为温泉汤池原料，

达到安定情绪、调节内分泌、润泽肤色的功效。优雅的花香

水温 38℃。高温温泉水在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微量

增强免疫力，对风湿病、关节炎有独到疗效。一块石板可同
时躺卧 30 人左右。

有助于维护心理平衡，减轻肠胃不适、胃痛、头痛的症状。

熏衣草池

水温 39℃~43℃。以薰衣草汁为温泉汤池原料，

起到镇静平衡，使身心松弛，帮助睡眠。纾缓紧张压力、肌
肉痉挛。

木屋区
无边界泳 池

泳池坐落于山 巅之上，俯瞰整个 山谷，边 缘

没有任何突出遮挡物，仿佛就在一个巨大的瀑布上方。在泳
池里畅游的时候，竟有种要随着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的
惊险刺激之感。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4

黄山醉温泉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温泉药疗区
温泉药疗区即徽翠区，由文房四宝、徽州四雕两个文化区块
组成，分别以八种珍贵的中草药汤汁为原料的温泉汤池使这
块区域成为药疗养生的核心地带，具有补养人体正气，止咳
化痰，滋阴补阳，降火祛湿等疗效。

陈醋池 水温 38℃~41℃。陈醋对人体有益血补气、强筋壮
骨、增加食欲、解除疲劳、促进新陈代谢的功效，还具有美
容、保健、养胃的作用，浸泡此泉对人体的健康极为有益。

硫磺池 水温 38℃~41℃。以硫磺汤汁为温泉汤池原料，具
有软化皮肤、溶解角质、抑制皮脂分泌、消炎杀菌的功效，

砖雕池（老姜） 水温 38℃~41℃。以老姜药汁为温泉汤
池原料，有增加食欲、解毒杀菌、驱风散寒之功效。

对皮肤病、慢性关节炎、代谢性疾病都有一定的作用。

石雕池（枸杞） 水温 38℃~41℃。以枸杞子药汁为温泉

果茶泉 水温 38℃~42℃。与多种水果侵泡，具有醒神明目

汤池原料，补气养血、滋阴补阳，降火祛湿。

的作用，同时促进神经和内分泌功能，有助美容养颜。可改

端砚池（陈皮） 水温 38℃~41℃。以陈皮药汁为温泉汤

善皮肤干燥、过敏性皮肤炎、便秘等症状。

池原料，具有理气和胃、消炎化食、润湿化痰的功能。

红茶泉 水温 38℃~42℃。把黄山毛峰作为入浴剂洗浴，可

宣纸池（糯米） 水温 38℃~41℃。以糯米汁为温泉汤池

由里到外温和身体，患有虚寒症者尤为适用，具有预防、治

原料，补养人体正气，缓解气虚所导致的盗汗、妊娠后腰腹

疗皮肤病的作用。

坠胀、劳动损伤后气短乏力等症状。

绿茶池 水温 38℃~42℃。祁门红茶，性温，香气清新芬芳

歙墨池（当归） 水温 38℃~41℃。以当归药汁为温泉汤

馥郁，带有明显的甜香，有时带有玫瑰花香。擅温中驱寒，

池原料，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肠通便。

能起到化痰、消食、开胃的作用。

湖笔池（人参） 水温 38℃~41℃。以人参汤汁为温泉汤
池原料，固本补气、复脉固脱、补脾益肺、生津安神。

木雕池（艾叶） 水温 38℃~41℃。以艾叶药汁为温泉汤
池原料，具有强壮元阳、温通经脉、驱风散寒、舒筋活络、
回阳救逆之疗效。

竹雕池（薄荷） 水温 38℃~41℃。以薄荷药汁为温泉汤
池原料，能止咳化痰，减轻气喘、肺炎，镇静紧张情绪。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心驻重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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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温泉
黄山飘雪温泉

预订门票

白鹭岛国际度假村
白鹭岛按功能划分为：国际度假，森林旅游、白鹭保护、佛

黄山飘雪温泉又称“黄山温泉”，位列黄山四绝之一，古称汤

教文化，是省级森林公园。近年来，来安县政府按照“树立

泉、朱砂泉。传说始祖轩辕黄帝曾在此沐浴，皱折消除，返

精品，培育特色，面向南京、合肥、杨州，吸引苏、锡、常、

老还童，温泉因此名声大振，被称为“灵泉”。

沪”的原则，努力把白鹭岛风景区建成一个集休闲娱乐、旅

温泉泉水终年温度在 42℃左右，每小时流量约 45 吨，即便
遇久旱亦不干涸，自古以来就被人们看作是一股神秘之水。
黄山温泉水质以含重碳酸为主，泉水异常清澈，无色无味，
其味甘美，可饮可浴，对消化、神经、心血管、新陈代谢、
运动等疾病，有一定的治疗和保健效果。
现黄山宾馆一侧建有温泉疗养院、温泉浴池和游泳池，到这

游度假、花果茶鸟购销为一体的国家级森林公园。
温泉公园目前共设有 50 多个风格各异、大小功能不一的温泉
池，包括中药养生、养颜六汤、死海漂浮、死海泥疗、沙疗、
韩式汗蒸、亲亲鱼疗、石板浴、芬兰浴、游泳休闲、水疗 SPA
等池区。连片松林中的露天温泉，一次性可容纳 3000 多人
泡 温 泉 ； 50 多 个 池 子 错 落 分 布 于 松 林 中 ，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93.29%，完美的再现了松林洗浴的文化！

里泡温泉已是到黄山旅游的必备项目，游客也可在下山后到
此沐浴，缓解登山疲劳之感。
人字瀑、九龙瀑、桃花溪、翡翠池等都已开为著名景点，
从飘雪温泉到各景点只需步行即可。
地址：位于紫石峰南麓，汤泉溪北岸，海拔 650 米。

金孔雀旅游度假村
金孔雀温泉旅游度假村坐落于温泉汩汩的庐江古镇汤池，被
誉为“人间瑶池”，占地 5400 多亩，风格清雅，设施齐全，
建设标准为五星级。它以园林式露天温泉为最大特色，目前
为我省乃至华东地区的首创。

门票：票面价格 238 元，同程价 158 元。
这个旅游度假村依托当地的天然温泉资源建设，泉水清澈，
常年温馨，水中含有对 60 多种人体健康有益的微量元素和矿
物质，对于骨关节疼、心脑血管病、皮肤病和消化道疾病等
常见病有一定治疗和缓解作用，同时也有益于美容保健，润
肤养颜。旅游度假村设有 40 多个露天泡池，有异国情调的木
屋，空气清新，亲近自然，特别是激流冲击，浮流漂浴，浅
滩嬉水等多种项目，具有休闲娱乐和保健祛病的双重功能。

香泉
香泉在和县城北 20 公里覆釜山下。因泉水香味浓烈，故名之。
泉水四季常溢，冬天尤甚。秋冬季节，热气升腾，异香弥漫，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古徽州提供）

安徽深业半汤御泉庄温泉（半汤温泉）

可饮可浴，沁人心脾，所以又称之“香淋泉”。泉水有特殊
疗效，可治皮肤病，关节炎等症，故又称“平疴泉”。
相传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患疥癣，曾以此泉水淋浴而愈，人

深业半汤御泉庄现目前拥有包括温泉台地别墅、温泉情侣汤

们又称此泉名“太子汤”。原泉南有香善寺，寺后有昭明亭，

屋、集中式客房共 100 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每套温泉地别

昭明塔，昭明书院等建筑，惜今已不存。今泉附近建有医院，

墅均引入的温泉水，客人在多种极富养生特色的温泉区理疗

充分发挥泉水医药效能为人治病。

戏水外，还可以在自己的独栋别墅里独享温泉水所带来的陶
陶乐趣，体验尊贵、私密、与世无争的享受。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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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要去黄山醉温泉，请到黄山屯溪来。

飞机

火车

黄山屯溪机场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距市中心约 5 公

皖赣线贯通黄山市全境，可直达北京、上海、青岛、南京、合

里。

肥、景德镇、南昌、厦门、鹰潭、福州等地，铁路交通非常便
利。

特价机票
预订黄山特价机票

黄山火车站位于黄山市中心，距汽车站也不远，约 5 公里左右，
往来黄山风景区和周边景区的班车，有的会在火车站附近停靠
等客，方便游客往来各个景区。能够直达黄山的火车。
前往温泉

机场专线（至市区）
市区至机场往返
始发站

18 路、19 路公交

昱中花园，发车时间 7:00~17:30，约 20 分钟一

坐船

机场老候机楼，发车时间 7:00~17:30

黄山的北面是长江，长江上游的省份如四川、湖北的朋友可以

班。
到达站

到达火车站之后，打的前往，5 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

15 元左右。

机场的士
机场候机楼一楼有出租车服务。

一起游小贴士
从机场直接到黄山风景区（汤口） 需要先坐公交或打车到
屯溪汽车站，然后坐开往黄山景区的汽车，车费 15 元每
人；走高速的话是 18 元。机场的士（包车）前往需要 140
元左右。

乘坐江轮经水路来黄山，乘船到贵池上岸，再乘汽车来黄山，
之后可以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到达黄山醉温泉。

自驾
上海-黄山

您可以在上海走沪杭高速转到临安方向，再走杭徽

高速到屯溪 2 收费站下高速，向前右行 2 公里左右直达黄山醉
温泉度假城。

汽车

南京-黄山

从南京经马鞍山、芜湖、宣城、宁国、绩溪、歙县

黄山汽车交通便利，与上海、杭州、南京、合肥、九华山、

向前右行 2 公里左右直达黄山醉温泉度假城。

景德镇等地均有国道相连。

杭州-黄山

走徽杭高速公路，杭州-黄山只需要约 2.5 小时。

向前右行 2 公里左右直达黄山醉温泉度假城。

走合肥-铜陵-九华山-黄山高速公路，合肥到黄山只需要约

其他自驾

3 小时。

屯溪南下，3 公里即到，沿途有指示牌，全程 4 个多小时。

方向走，距醉温泉度假城 2 公里左右。
合肥-黄山

从合肥出发上合铜黄高速，到屯溪 2 收费站下高速，
从杭州出发走杭徽高速，到屯溪 2 收费站下高速，
沪闵高架—沪杭高速—杭州绕城高速—杭徽高速—

市内交通
公交车

其他交通

8 路：汽车站(旅游集散中心)乘坐，昱中花园站下车再乘坐

黄山醉温泉区从黄山大门上行约 3 公里，如果选择公共交通工

3 路，在黄山学校站下车步行至黄山醉温泉。

具，须在黄山大门处换车上行，一般收费为 5 元/人，有中巴车

10、17 路：公交公司站乘坐，在昱中花园站下车，再乘坐

和小面的可以乘坐。

3 路，在黄山学校站下车，步行至黄山醉温泉。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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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如果您抵达黄山市区的时间是在晚上，建议不要预订温泉住宿，此时到醉温泉已经没有公共交通工具了，除非选择包车，从市区
到温泉约 80 公里，桑塔那/捷达 170 元，桑塔纳 2000 或 10 座面包车费用为 200 元/车。

黄山华美达醉温泉度假酒店
房型

同程价

豪华双人房

500 元

豪华单人房

50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温泉附近酒店

黄山醉温泉度假城附近

[15869aapaau] 干净，工作人员特别敬业，
早餐各种丰盛，温泉也很舒服。
[不在停留] 房间上下 2 层楼，都有卫生间，
装潢及设施都不错，楼下有 2 个 1.5 米的床，
楼上是 1.8 米的大床，非常不错。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查看黄山醉温泉度假城附近所有酒店）

黄山徽州皖韵假日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普通标间

340 元

商务单间

400 元
→ 预订此酒店

[13851ofzhsb] 酒店绿地面积大，停车方
便，环境很好。准四星级水准，价格也公道。
[18906gfsgvh] 干净卫生，服务态度也很
好，离醉温泉很近吧，满意！

→ 查看更多温泉附近酒店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黄山天都国际酒店
房型

同程价

A/B 座单人间

318 元

商务标准间

40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温泉附近酒店

[135wyorx837] 酒店环境还可以 交通比较
方便 服务也好。
[18909tofwbo] A 座地面为木地板，很干净，
也很安静，最顶层有阳台，空气很好。早饭
很丰富。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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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黄山市所有特价酒店）

黄山假日酒店
房型
特价经济房
贵宾房

同程价
88 元
138 元

[134zvxqo085] 酒 店 在 老 街 的 旁 边 挺 方 便
的，设施虽然陈旧，但也可以，酒店性价比
高，卫生也还可以。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黄山市酒店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黄山白云宾馆
房型

同程价

[18909tofwbo]

标准间

680 元

房间很大，古色古香，非常温馨。方便清晨

标准大床房

680 元
→ 预订此酒店

看日出，特意备有羽绒服，想的蛮周到的。
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呀。

→ 查看更多黄山市酒店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黄山考拉国际青年旅舍
房型
标准间 A
大床 B

同程价

[13168oyvgqy]

90 元

性价比高，服务态度好，卫生安静，值得推

11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黄山市酒店

荐入住！
[189crasn914]
感觉不错，装修风格很特别，墙上的涂鸦也
很温馨。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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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黄山醉温泉度假城美食
华美达酒店餐厅
餐厅位于酒店大堂二楼，菜品以徽菜、粤菜、杭帮菜及多国菜为主，
拥有各式包厢六个，分别是：青莲厅、碎月厅、太白厅、碧溪厅、明
月厅、松涛厅，可容纳 300 人同时就餐。
就餐时间
早餐

06:30--09：00 （周末至 09：30）

中餐

11:30--13：30

晚餐

17:30--20：30

推荐美食
腌鲜鳜、温泉水酱烧牛肋骨、十头蚝皇南非鲍鱼、绩溪炒米粉、徽州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美鱼儿提供）

刀板香、花雕黄油水晶鸡、红烧豆腐圆、冰糖红枣炖雪蛤。

黄山美食
一品锅
黄山人冬季常吃的一种火锅。相传，此菜有明代石台县“四
部尚书”毕锵的一品诰命夫人余氏创制。
一次，皇上突然驾临尚书府作客，席上除了山珍海味外，余

豆腐老鼠
徽州风味小吃。取上好精肉、白豆腐为主料，配以生姜、鸡
蛋、精盐，剁细如泥，挟鸡蛋一大团，置于碗内的小麦粉上，
双手捧碗，反复簸滚，使之裹成一个白团，然后投入沸水煮，
待飘浮水面，捞入事先配好佐料的鲜汤内即成。豆腐老鼠细
嫩鲜美，老弱妇孺咸宜，调养病体也是极佳的食品。

夫人特意烧了一样徽州家常菜——火锅。不料皇上吃得津津

虎皮毛豆腐

有味，赞美不绝。后来，皇上得知美味的火锅竟是余夫人亲

黄山传统名菜。因利用豆腐进行人工发酵，让其表面生长出

自所烧，便说原来还是“一品锅”！菜名就此一锤定音。

一层白色的茸毛（白色菌丝），在发酵过程中蛋白质分解成多

杜腌鲜鳜鱼
俗称“臭鳜鱼”。制法独特，食而得异香。相传在 200 多年前，

种氨基酸，味道比一般豆腐鲜美。
“虎皮毛豆腐”因茸毛经煎
炕后呈虎皮条纹而得名。

沿江一带鱼贩将鳜鱼以木桶装运至徽州山区，途中为防止鲜

伏岭玫瑰酥

鱼变质，采取一层鱼洒一层淡盐水的办法，经常上下翻动，

伏岭玫瑰酥产于绩溪县伏岭村，因其内有玫瑰花作为辅料，

如此七八天抵达屯溪等地。此时鱼腮仍是红色，鳞不脱，质

具有玫瑰花香而得名。伏岭玫瑰酥以细白糖、芝麻、面粉、

未变，只是表皮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特殊气味，但是洗净

饴糖等为主料，辅以玫瑰花、青梅、桔饼、红绿丝；用小量

后经热油稍煎，细火烹调，非但无异味，反而鲜香无比，成

的饴糖和拌有麻屑的上等面粉分层卷叠起来，按一定规格切

脍炙人口的佳肴。

成块后，表面再均匀地撒上细白糖、玫瑰花等。

杜字虾米豆腐干

芙蓉糕

休宁风味小吃。万安“杜”字商标虾米豆腐干，颇负盛名。

芙蓉糕是用精细的糯米粉做成米糕切片，经过油炸，然后拌

杜家豆腐店的虾米豆腐干，以用料独特，制作精细，配方讲

和白糖、饴糖精制而成。其中浸泡糯米和油炸糕片两道工序

究，色香味俱佳而著称。

相当繁杂，技术性很强，所以只有少数厂家能生产这种糕点。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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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推荐
老街第一楼（酒楼）

明清徽州（酒楼）

老街一楼堪称黄山餐饮业的龙头，集天时地利人和，不仅传

明清徽州酒店座落于黟县漳河之畔，建筑风格古朴典雅，极

承着徽州传统的饮食文化，又为徽菜发展注入了新的特色。

具明清徽州园林特色。酒楼在秉承传统徽菜的基础上，博采

酒店徽派建筑格局，雕梁画栋，古色古香，成为老街旅游的

众长，吸收了杭菜、川菜等其他名菜的优点，形成了自己独

又一新景。老姐菜色以徽菜为主、兼有南北菜系，可满足不

特的饮食文化，成为继老街一楼之后黄山饮食业的又一只奇

同顾客的口味。

葩，是团队、散客旅游黟县的首选。

地址

地址

屯溪老街东入口处。

黟县县城大桥边。

钟式快餐（餐馆）

紫藤茶馆（综合休闲）

钟式快餐店在屯溪商贸城，是黄山餐饮业的新秀，店堂装修

紫藤茶馆就像一个世外桃源，几乎所有走进紫藤的宾客都会

古今结合，既有庄重的古徽风韵，又兼明快的现代建筑特点，

被她独具特色的园林式格局所吸引，小桥流水，绿萝盎然。

环境幽雅。钟式快餐店菜品丰富，既有徽州家常菜，也有点

每组茶座都用雕花窗或细竹帘隔成一个个独立空间，闹中取

心、小吃，味美价廉，是朋友小聚，散客旅游的不错选择。

静，小巧别致。紫藤茶馆不仅以茶点饮品名著业内，其徽菜

地址

小吃也别具特色，是外地游客休闲小憩的首选。

黄山市滨江中路。

徽商故里（酒店）

地址

黄山市昱中花园边（家得利超市对面）。

徽商故里以传承发扬徽菜为重任，耗巨资建成目前黄山最大

天竺茶楼（综合休闲）

的、以餐饮为主，兼客房接待的酒店。酒店以徽派建筑为基

天竺茶楼集茶艺、餐饮、客房、桑拿、练歌等休闲活动为一

调，体现古徽人文风情。尤其是零点大厅还设有古戏台，宾

体，不仅规模大，更是极具特色，茶楼为鲜明的园林式格局，

客在品尝美酒佳肴的同时还能享受耳目之娱，非常适合旅游

回廊曲桥，假山喷泉，雕梁画栋，楹联字画，徽味极浓，在

团队和会议接待。

业界有“徽文化传道士”之誉，适合聊天休闲，宴请小聚。

地址

地址

黄山市仙人洞路 12 号。

黄山市前园南路。

老街口客栈（酒楼）

宫记风味楼（小菜馆）

老街口客栈背倚老街，面临新安江，徽派建筑格局，古典雅

几个年轻人玩了把时尚，把开了几年的醋吧变成了菜馆。在

致，宾客坐在窗前，可以边品尝新安美食边感受古徽风貌，

老街口众多打着“黄山土菜”招牌的餐馆里，宫记风味楼就

可谓一举两得。酒店菜肴清淡爽口，适合沿海游客。

显得与众不同，除了它独特的装饰之外，它的菜肴品质也确

地址

实别有特色，让人去了还想再去。尤以川府水煮鱼、 神仙老

屯溪老街 1 号（西入口）

美食人家（餐馆）
美食人家与老街一楼同属一楼餐饮实业公司，与一楼相邻，

鸭煲、香菜鸭血羹最为出名。
地址

黄山市宇隆商贸城（华馨园对面）。

环境优雅，品质出众，集纳徽州传统菜肴点心几百种，半开

宝葫芦（小吃店）

放式厨房，食客点菜一目了然，是黄山旅游绝对不能错过的

宝葫芦是黄山市第一家特色小吃店，开业至今已有十年，仍

美食沙龙。

然是食客如潮，好评不断。一到周末，这里几乎成了美女美

地址

食俱乐部。这里的招牌小吃是赤豆糊、酱排年糕。

屯溪老街入口处。

胖子菜馆

地址

黄山市宇隆商贸城。

如果你有不怕辣的勇气，不妨去试一试地道的黄山土菜，每
天中午或晚上这里都云集着本地各行各业的美食家，总之到
了这里你就是真正的进入了黄山的本土餐馆。这里的招牌菜
是红烧鱼块。
地址

黄山青春商贸城（老街入口左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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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产
徽墨

中国“文房四宝”之一，素有拈来轻、磨来清、嗅来

馨、坚如玉、研无声、一点如漆、万载存真的美誉，是书画
家的必备用品。墨模上由能工巧匠雕刻出名人的书画，集绘
画、书法、雕刻、造型等艺术于一体，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
珍品。

歙砚

中国四大名砚之一，是砚史上与端砚齐名的珍品。歙

砚石质坚韧、润密，纹理美丽，敲击时有清越金属声，贮水
不耗，历寒不冰，呵气可研，发墨如油，不伤毫，雕刻精细，
浑朴大方。

徽州贡菊

具有疏风散热、 养肝明目、清凉解 毒的功能 ，

可治伤风感冒、疔疮肿毒、血压偏高及动脉硬化等症。用它
调 配其 它药物 可以制 成桑 菊感冒 片等 成药和 菊花 晶等饮 料 。
“饮用过的菊花晒干后充作枕芯，使人清凉降火，明目醒脑。

黄山蕨菜

（图片由一起游网有@钟鸣提供）

黄山有名的山菜 ，营养非常丰富。 黄山蕨菜 可

作鲜食，也可盐腌，还可干制。此菜味甘、性寒、润滑，根、

金丝琥珀蜜枣

叶及全草均可入药。具有安神镇静、清热解毒、利水消肿、

厚核小，保留天然枣香。这种蜜枣营养丰富，是一种理想的

活血止痛、强健脾胃、祛风除湿等功效。

营养滋补品。

三潭枇

黄山绿牡丹

皮薄、肉厚、汁甜、营养丰富，并以早熟优质而闻

特种工艺茶，茶叶专家评价道：
“黄山绿牡丹，

色绿、显毫、香高、汤清、味甜、形美，开汤后如盛开的牡

名遐迩。“

皖南黄牛

我国蜜枣中的珍品，色泽金黄如琥珀，肉

丹花，既是饮用上茗，又可艺术欣赏，为茶中一创新。”
肉质细，味道鲜 美，芳香适口，易 煮熟调制 ，

是牛肉中的上品。

富岱杨梅

富岱杨梅果型硕 大，肉质细软，汁 液饱满， 甜

酸适度。按果色分为红梅和白梅两大类。红梅鲜红带紫，白
梅白嫩似玉，观其色食其果，回味无穷。

黄山猕猴桃

黄山猕猴桃汁多而甜，果香味重，并含有丰

富的营养成分，维生素的含量特别高，被誉为“水果之王”。

甘草水鱼

这种鱼略似石斑 鱼，鱼肉鲜嫩味美 ，并且略 带

甘草味，故称“甘草水鱼”。烹食时不需去鳞，鱼鳞入嘴，柔
软略腻，越嚼越鲜。

桃花鳜

鱼类名品。鳜鱼肉白细嫩，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

脂肪、钙、磷、硫胺素、核黄素等多种营养成份。中医学认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花公子提供）

为多食鳜鱼能补虚、益脾，降低胆固醇，大有益于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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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士
如何正确泡温泉

哪些人不宜泡温泉？

泡汤前，我们需要掌握基本常识，正确泡汤才能泡出健康好身体。

传染病、营养不良、急性病、高烧、高血压、癌症、

浴前暖身

在池旁用温泉水做“暖身浴”，先从脚淋起，慢慢往上，

肩膀全身都要湿润，冬天入浴前做暖身浴很重要，可预防脑贫血产生。

分段浸泡

静静进入池中，刚开始只泡到胸口下部，即半身浴，约

3~5 分钟左右；全身暖和起来后，再慢慢泡到肩膀高度，即全身浴，
采取渐进式入浴法，可避免脑充血现象。

控制时间

每天不超过 3~5 次，每次 10~20 分钟；一个循环结束

白血病、心脏病、糖尿病、血管病及严重动脉硬化
等患者。
饥饿、睡眠不足、用脑过度、醉酒、过度劳累或剧
烈运动后。
浴后勿暴饮暴食，以保持体内平衡；浴中勿喝咖啡、
浓茶或者抽烟、喝酒等，避免刺激。

后休息 15~30 分钟再开始另一个循环，休息期间以深呼吸作舒缓运

正值生理周期的女性；孕妇初期或末期；温泉过敏

动。

者；身上有伤口者。

温度控制

虽说高温杀菌，有时过度刺激，反而会使皮肤干燥或晚

上兴奋得无法入睡。适温的温泉浴可以持久地泡，更为有效；依皮肤
承受力，水温在 38~42℃适中，最高不超过 45℃为好，以免烫伤，
泡汤时尽量避开高温的温泉出水口区。

一起游提醒
①刚用脑过度或激烈运动后，不宜猛然入浴，以免
引起脑部缺氧或温泉休克现象。

呼吸均匀

吐纳间借助蒸汽热能与矿物质的散发达到放松的目的。

补充水分

泡汤时适度补充水分，调节体内新陈代谢。

过 45℃，以免烫伤。

适当休息

泡汤时，若有心悸、头晕的现象产生，应该缓缓起身，

③每次浸浴时间不宜超过 15 分钟，以免油脂失去

步出泡池，安静休息片刻，如果状况没有改变，就要停止泡汤。

浴后拭干

泡汤后用毛巾拭干身体，一般不必再用清水冲洗，但是强

②依皮肤承受力，水温 42℃ 最适中，最高不可超

太多或使皮肤表面的益菌表皮消灭，或者使得心脏
负荷过重。

酸性温泉和硫化氢温泉刺激性较大，最好还是再冲洗一下，以防副作用，

④尽量避免饭前或饭后立即浸泡温泉，饭后应该至

皮肤过敏的人则更要注意。

少间隔 60 分钟较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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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古韵徽州-屯溪老街醉温泉
2012-08-30

作者：haruxu

一个个池子泡过去，已经热的鼻子冒汗，我和李找到石板浴，一间木屋，四周围着草席，
顶上吊着几盏古灯，躺在发热的石板上，枕着个竹枕，舒服的竟几欲睡着。花样繁多的
大小温泉池，并无什么差异，只是一个个名字会浮想起几许不同的诗意……[查看全文]

古徽州休闲三日游
2012-05-08

作者：甜甜她爸

正值筹划清明小长假的旅游线路时候，收到同程发来短信，免费获得了黄山醉温泉的双
人门票，甚是欣喜。于是毫不犹豫的将此行的目的地再次定格为黄山，朋友戏称为“两
张门票引起的血案”……[查看全文]

黄山醉温泉
2012-01-02

作者：含嫣 00

前几天查出神经衰弱之后，我在网上查询了治疗方法，有一种方法是泡温泉：每天10分
钟，连泡20天。我很沮丧，这样泡温泉实在是太奢侈了，我泡不起……不过即使如此，
我这个病在中医上的说法是脾肾阳虚，体内正气不足，泡温泉对我来说，有百益而无一
害……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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