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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Focus 
 

                                                     

 
中山陵 中华民国国父、中国

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陵墓。

它的台阶非常有讲究，从下往上

看，只能看见台阶，从上往下看，

看到的全是平台，却看不到台阶。 

 

 

夫子庙  夫子庙是供奉和祭

祀孔子的地方。夫子庙以庙前的

秦淮河为泮池，南岸的石砖墙为

照壁，全长 110 米，高 20 米，

是全国照壁之最。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对于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来说，

在参观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后心里总会笼罩着

一层不可磨灭的阴影。 

P2 往事 

金陵十三钗   法国梧桐   大事件 
 

P3 交通 

3/到达   飞机 火车 汽车   

5/内部交通   公交车 地铁 出租车 游船 租车自驾游  

 

P6 景点 

6/景点分布   特价门票 
7/钟山风景区    

8/中山陵   明孝陵   9/梅花山   鸡鸣寺   夫子庙    

10/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   阅江楼   11/玄武湖公园     

12/栖霞山   朝天宫   13/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雨花台    

14/总统府  梅园新村纪念馆  南京明文化村(阳山碑材)    

15/汤山颐尚温泉   白鹭洲公园   灵谷寺    

紫金山天文台   燕子矶 “南京 1912”休闲街区    

南京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红山森林动物园    

南京海底世界   珍珠泉   高淳老街    

牛首山   老山国家森林公园    

将军山态旅游度假区   熙南里历史文化街区    
 
P17 行程  
18/行程推荐   19/度假线路 
 
P19 住宿 
20/夫子庙周边   21/新街口周边     
 
P21 美食地图 
熙南里   明瓦廊   狮子桥    
三牌楼大街   石鼓湾   夫子庙美食街区 
 
P22 特色小吃 
板鸭   盐水鸭   小煮面   梅花糕   什锦豆腐涝 
南京香肚   鸭血粉丝汤   南京小吃八绝 
 
P23 其他信息 
23/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24/感谢网友   版本信息   版权声明   加入微信 

贴士 Tips 
① 南京是四大火炉之一，夏季气温比较高，要做好防暑措施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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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南京很多道路周围种植法国梧桐和柳树。春季出行若呼吸道

敏感，可自备口罩，以防柳絮等进入口鼻 

④ 钟山风景区很多是山路，要穿舒适的鞋前去游玩 

时机 Timing 
 
春 春天到来的时候，鸡鸣寺一带会有漫天的樱花和槐花竞相

绽放，满到快要溢出来的春意会让你的心情格外美好 

夏 夏季的玄武湖会有格外美丽的景色——那便是满池塘的荷

花怒放，明丽惊艳，让玄武湖成为了一颗耀眼的珍珠 
秋 到栖霞山赏枫叶吧！栖霞山赏枫叶讲究不同时辰从不同的

角度观赏，层林尽染的美景会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秋韵 
冬 此时的梅花山是赏梅的绝佳去处，如果赶上金陵飘雪，那

一定要来这里看看，你会被这里的雪景所折服的 

便利  convenience   

 
 特价酒店  特价机票  优惠门票  度假线路 

http://www.17u.com/hotel/list_32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nanjing-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list_32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dest/city/nanjing/224.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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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十三钗 钗钗三三十十陵陵金金 
 

 
 

法国梧桐 桐桐梧梧国国法法 
  

 
（本图片有一起游网友@美鱼儿提供） 

1928 年，为迎接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南京市政府辟建了中山大道和陵园路，并在两旁栽

种行道树。路两旁栽的法国梧桐，除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赠送的 1500 株，其余据说为宋庆龄

以每株一块大洋购得，共数千株。1927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聘请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

等担任顾问，建设南京绿色园林景观效果。 这一时期，据说蒋介石用金条买了两万棵法国

梧桐树，遍种南京街头。 

 

梧桐保卫战 2011 年 3 月，一组梧桐树被砍前后的照片，用强烈的视觉冲击着网友的

神经。微博上、贴吧里，一场梧桐树保卫战已经打响，被南京市民视为城市灵魂的法国梧桐

树的命运引人关注。 

名人声音 @黄健翔：除了一遍一遍地在微博里说话，我确实也做不了别的什么。所以，

我就不停地说。近一千棵梧桐树啊，有的都是 80 多年的树，说砍就砍了。我就啰嗦这几天

你就包涵点儿吧。晚几天，你让我说我都说不动了，树也没了。离开南京 25 年了，但是，

那里依然是我的故乡，梧桐树是故乡不可或缺的美丽元素。 

 

大事件 件件事事大大 
 
● 公元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

总统,改江宁府为南京府；4 月 1 日孙中山解

职,交还大总统印 
 
● 公元 1915 年 9 月 

美国传教士在南京开办金陵女子大学 
 
● 公元 1921 年 

国立东南大学在南京创办 
 
● 公元 1922 年秋 

中国共产党浦口小组成立 ,这是南京最早的

党小组。次年十月 ,又成立南京党小组 

● 公元 1927 年 4 月 18 日 

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南京为首

都。6 月 1 日 ,南京市政府成立 
 
● 公元 1928 年 

在南京北极阁建中国第一个气象台 
 
● 公元 1937 年 12 月 13 日 

日军攻陷南京 ,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

杀事件,遇难同胞达 30 万人。 
 
● 公元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 月 9 日

上午 9 时 ,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 

中国政府受降 ,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受降

仪式 ,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岗村宁次在投

降书上签字 
 
● 公元 1946 年 5 月 

5 月 3 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南

京 ,住长江路梅园新村 ,与国民党进行了持

续 10 个月的谈判。5 月 5 日,国民政府决

定还都南京 
 
● 公元 1949 年 4 月 

4 月 2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4 月

30 日 ,《新华日报》在南京创刊。5 月 10

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严歌苓：我在讲述一个独特、复杂，并富有

深深的感染力的故事。 
 
@张艺谋：《金陵十三钗》改编后的剧本，是

我当导演二十年来碰到的最好剧本。这样一个

本子捏在手里，我常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 
 
1937 年南京沦陷，满目疮痍，只有一座天主

教堂暂时未被占领，一群金陵女大学生、14

个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 2 个国军伤兵，一

个美国人约翰，都先后进了教堂，在这个相对

封闭的空间里，他们共同面对一场生死浩劫，

产生了各种各样奇妙的感情…… 

http://www.17u.com/blog/83991#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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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南京 
 

飞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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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区至机场 
①  中华门长途客运站至机场，该站位于中华门地铁站旁，

乘坐地铁 1 号线至中华门站下，乘 2、38、16、39、49、

111、116 至西街或润泰市场下。班车发车时间：06：00-21：

00 每 20 分钟一班。 
 
② 南京火车站东广场至机场，经停瑞金路（龙蟠中路 221

号，金润发西北侧），乘 17、36、44、59、71、97、141、

309 路公交可直达火车站东广场班车发车点，另乘地铁及多

路公交可达火车站；乘 40、47、58 路公交至瑞金路，27、

34、37、49、306 路公交至公园路或常府街可达瑞金路站。

火车站发车时间为 6:00-20:30，半小时一班，瑞金路经停站

每班车约晚 10 至 15 分钟。从火车站至机场约 1 小时。 
 
③ 汉中门长途客运站至机场。班车发车时间：06:00-21:00，

每 20 分钟一班。去汉中门长途客运站，可乘公交 5、9、18、

29、68、21、23、75、82、78、152、134 路，乘坐地铁

2 号线至汉中门站下，交通十分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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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车 
机场至市内目的地出租汽车收费参考表 

 

 
 

 
 

目的地 里程(千米) 计价金额(元) 

中华门汽车站 38 93 

新街口（金陵饭店） 41 100 

总统府 42 103 

玄武门（玄武饭店） 44 108 

山西路广场 45 110 

南京饭店 46 113 

丁山宾馆 48 117 

中山陵（国际会议中心） 45 110 

鼓楼广场 44 108 

南京长途汽车东站 47 115 

中央门 47 115 

南京火车站 48 117 

火车西站 50 122 

中山码头 50 122 

江宁区禄口镇 11 28 

江宁区秣陵镇 15 40 

江宁区东山镇 35 86 

溧水县长途汽车站 20 50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 预订南京特价机票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nanjing-1.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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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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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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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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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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南京 

公交车 
票价：普通车票价 1 元，空调车票价 2 元 
 

南京市公交车编号规律： 
1-181 路为市区线路；3 开头为市区小型巴士；8 开头为市区

的夜宵线；游字开头为市区旅游线；6 开头为江北公交（浦口

区、六合区公交线）；区开头为江宁区内公交线，夜开头为江宁

区内公交夜宵线；文字开头为连接市区和郊区的郊区线路；D1

线公交（意为“大站快车第一线”）宁工新寓到元化路。 
 

适合旅行者的公交专线： 

游 1 路： 南京车站（南京站→中央门→中央门南站→许府巷

（地铁新模范马路站）→公交公司→玄武湖公园→鼓楼→北极

会堂→鸡鸣寺→四牌楼→大行宫北站→总统府→解放路（军区

总院）→明故宫→中山门→四方城→美龄宫→海底世界→中山

陵 
 
游 2 路： 灵谷寺公园→水榭→中山陵→海底世界北站→明孝

陵东站→海底世界→美龄宫→四方城→卫桥→中山门→明故宫

→解放路→总统府→大行宫→杨公井→白下路→夫子庙→三山

街→长乐路→中华门内→雨花路→雨花台→雨花新村→共青团

路→雨花台南大门 
 

游 3 路： 迈皋桥→省中西医结合医→十字街→红山动物园东

门→中北巴士公司→曹后村→新庄→锁金村→岗子村→白马公

园→紫金山索道→廖仲恺墓→中山植物园→明孝陵→梅花谷西

门→梅花谷南门→四方城→美龄宫→海底世界→明孝陵东站→

海底世界北站→中山陵→水榭→灵谷寺公园 
 
游 4 路： 南京西站→热河路→大桥南路→双门楼宾馆→丁山

宾馆→镇江路→古平岗→定淮门→佳盛花园→清江花苑→龙江

花园→龙江新城市广场→汉江路→凤凰花园城→康怡花园→纪

念馆→茶亭东街→大士茶亭→莫愁湖公园→水西门→评事街→

三山街→长乐路→中华门内→雨花路→雨花台→雨花新村→共

青团路→雨花台南大门 
 
游 5 路： 南京火车站→花木公司→锁金村→岗子村→富贵山

→后宰门→清溪路北站→清溪路→中山门→卫桥→卫岗→小卫

街→南京理工大学→孝陵卫→大栅门→钟灵街→柳营→五棵松

→钟山学院→马群→马群停车场→马群客运站→白水桥→麒西

路→麒麟门西站→麒麟门→麒麟东→锦绣花园→西村→晨光村

→金丝岗→锁石街→阳山碑材→明文化村 

地 铁 
南京地铁目前有地铁 1 号线和地铁 2 号线，1 号线（含南

延线西延线）列车 45 列 270 辆，2 号线（含东延线）列

车 35 列 210 辆；1 号线（含南延线西延线）运营时间每

天 6:00-23： 00， 2 号 线 （ 含 东 延 线 ） 运 营 时 间 每 天

6:0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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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车 
南京市区起步价 11 元/3 公里，超过 3 公里，每公里单价

2.4 元，夜间为 3.2 元。等候时间不计费。 

 

游 船 
宁浦线(即中山码头一浦口码头)是最主要的过江通道。 
 
江心洲——有恒、江心洲——上新河、江心洲——棉花堤。

这 3 条线路在江心洲葡萄节期间十分繁忙。还有燕子矶—

六合玉带乡、燕子矶—八卦洲、八卦洲—大厂镇 3 条线路。 
 
票价：2 元。 
 
运营时间：5：00-19:00 每隔 20 分钟一班船；19：00-23：

00 每半小时一班船。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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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景点  

 

 

 景点分布   特价门票  

南京有很多景点集中在钟山风景区，包括中山陵、明孝陵、梅花山、

玄武湖等南京最著名的景点，可以花上一天时间仔细游玩，也可以只玩代

表性的中山陵和明孝陵，记得穿舒适的鞋     >> 到中山陵度假线路查询 

 

玄武湖公园和莫愁湖公园是南京比较有名的两个公园，玄武湖公园很

大，一出火车站就可以看到 

 

近代史是南京旅游绕不过的话题，总统府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值得一去 
 

新街口是南京的商业中心，有“中华第一商圈”之称，各种购物都可以

在那里进行，也是个住宿的好地方。          >> 新街口附近酒店 

 

夫子庙是各种小玩意儿和小吃的聚集地，正月初一至十八会有非常热闹

的庙会，晚上可以夜赏秦淮河 

南京汤山颐尚温泉  

同程价 158 元 省 40 元 
  
南京汤山一号温泉 

同程价 120 元 省 38 元 
 
南京阅江楼 

同程价 35 元 省 5 元 
 
秦淮河画舫 

同程价 58 元 省 42 元 
 
南京珍珠泉 

同程价 60 元 省 40 元 
 

>> 更多门票查询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travel/dest/sce/zhongshanling/138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3201_15397_XinJieKou.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77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603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582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673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67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list_32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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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风景区  

 

                                                                               

钟山风景区位于南京东北郊，以钟山（紫金山）和玄武

湖为中心。其景点包括中山陵、明孝陵、音乐台、流徽

榭、美龄宫、灵谷寺、梅花山、海底世界、廖仲恺何香

凝墓、孙权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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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票  
全景区套票：90 元 

中山陵：寝陵免费领票，双休日限客 2 万名 

灵谷寺：35 元 

音乐台：10 元 

明孝陵：70 元/人（包括明孝陵、梅花山两景点），晚 7

点以后免票参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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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出发】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 2 日游 
赠送夫子庙、秦淮河夜景    同程价：228 元 
 
【杭州出发】中山陵、夫子庙、朝天宫、白鹭洲、
瞻园 2 日游                同程价：450 元 
  

>> 更多城市到南京度假线路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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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线路  

 
 

景区内部小交通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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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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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17u.com/travel/item/18597/#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18597/#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590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590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dest/city/nanjing/224.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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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陵  孙中山先生之墓 
中山陵原名总理陵园，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陵墓。中

山陵依山而筑，坐北朝南，西邻明孝陵，东毗灵谷寺，岗峦前

列，屏障后峙，气势磅礴，雄伟壮观。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

山先生的灵柩于 1929 年 6 月 1 日奉安于此。 

 

景区内其他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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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徽榭：座落在流徽湖上，亭长14米，宽9米，三面临水，一

面傍陆，幽雅宁静，适于游人休憩。 
 
藏经楼：地处中山陵东面密林高阜，是一座仿清代喇嘛寺的古

典建筑。藏经楼包括主楼、僧房和碑廊三部分，面积达3000多

平方米，现辟为孙中山的经典菱处，还展出奉安大典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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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游览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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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美鱼儿提供）  

票价 中山陵寝陵免费领票，双休日限客 2 万名；灵谷寺

35 元；音乐台 10 元。 

交通 乘游 1、游 2、游 3、9 路、20 路可到达达。 

  

 
                              

 
（图片由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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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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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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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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天涯无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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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三色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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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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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 

 
（图片由网友@灰衣术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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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价 夫子庙免费。江南贡院20元/人，东方艺术院

25元/人，大成殿25元/人。 

 

交通  

坐游船游玩秦淮河风光带，需前往夫子庙大成殿前

码头上船。 

到夫子庙的公交线路为：4路、7路、40路、44路、

49路、62路、304路到夫子庙（东）站下，游2路、

1路到夫子庙（北）站下，游4路、2路、14路、16

路、23路、26路、33路、43路、46路、63路、81

路、87路、101路、102路、103路、106路、305

路到长乐路站下，301路到瞻园路站下。 
 
 

阅江楼  中国四大名楼之一 
阅江楼是继武汉黄鹤楼、岳阳岳阳楼、南昌滕王阁后的江南第四大名

楼。它的特色一是高，二是精，三是内涵丰富，四是皇家气派，它是

赏长江风光的最佳之处。 

 

门票 40元 （同程价 35元 >> 立即预订） 
 

交通 
南京火车站到阅江楼：南京火车站乘坐10路公交车大桥饭店站下车

即到  

其他：乘10路、21路、18路、16路、54路、盐轮线即可到达。 

 

 

 
（图片由网友@三色堇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秦淮八艳 
秦淮河，更以秦淮八艳的事迹闻名于世。秦淮八

艳的事迹，最先见于余怀的《板桥杂记》，分别

写了顾横波、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门、

马湘兰等六人，后人又加入柳如是、陈圆圆而称

为八艳。秦淮八艳除马湘兰以外，其他人都经历

了由明到清的改朝换代的大动乱。当时好多明朝

的贪官贪生怕死，卖国求荣，而和他们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秦淮八艳虽然是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

的妇女，在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却能表现出崇

高的民族节气。她们在诗词和绘画方面都有很高

的造诣。她们八人个个能诗会画，但只有柳 

如是作品保留下来较多。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582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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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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乐项目 

水上 

玄武门入口处：名城号游览船、电瓶船、飞碟船、脚踏船、

老爷船  

模范马路入口处：脚踏船  

和平门外：脚踏船  

南京火车站广场：电瓶船、老爷船、水上步行球 

假山瀑布：电瓶船、水上自行车  

芳桥：电瓶船、海战船、小划船  

梁洲：脚踏船  

菱洲：电瓶船、竹排、脚踏船、情侣船、水上步行球  

解放门：快艇、海战船、脚踏船  
 
陆上 

儿童乐园内：花果山漂流、贝贝飞船、森林狩猎、海盗船、

星球大战、海豚戏水等  

梁洲：激流勇进、宇宙飞车、章鱼、豪华转椅、碰碰车等 
 
 
餐饮场所 景区内设有高尔夫俱乐部、白苑大酒楼、柳苑

服务区、樱苑服务区、菱苑服务区等场所，供游客就餐。 

 

 
（图片由网友@美鱼儿提供） 

景区内交通 
电瓶游览车：可按游客要求全园游览，随叫随停，并提供讲

解服务。也可包车。  

观光自行车：由游客自行骑行，全景区随意游览。 
 

景区外交通 
♦ 经玄武门入口的车次：游 1 路、1 路、3 路(环行)、8 路、15

路、22 路、25 路、28 路、30 路、33 路、35 路、38 路、47

路、52 路、56 路、74 路、地铁 1 号线 到玄武湖公园即可。 
 
♦ 经解放门入口的车次：游 1 路、2 路、3 路(环行)、11 路、

15 路、20 路、24 路、31 路、48 路、52 路、70 路、304

路到鸡鸣寺即可。 
 
♦ 经和平门入口的车次： 游 1 路、1 路、10 路、17 路、13

路、22 路、22 路(区间)、33 路、36 路、45 路、50 路、59

路、66 路、69 路、71 路、73 路、136 路、159 路、309

路、地铁 1 号线到南京火车站即可。  
 
♦ 经太平门入口的车次：游 3 路、2 路、11 路、20 路、24

路、40 路、44 路、48 路、58 路、59 路、68 路、70 路、

93 路到太平门站即可。  
 

♦ 经翠洲门入口的车次：游 3 路、2 路、10 路、17 路、22

路、22 路(区间)、24 路、28 路、36 路、40 路、45 路、50

路、58 路、59 路、66 路、69 路、71 路、73 路、74 路、

93 路、97 路、136 路、159 路、311 路到花木公司站或新

庄站即可。  
 
♦ 由水路进入景区：南京火车站广场乘明珠号游艇、快艇或

游览船均可直接进入景区梁洲。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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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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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山  春牛首 秋栖霞 

 
（图片由网友@快跑提供） 

 
栖霞山位于南京城东北，山上古迹名胜众多，是远近闻名的旅游

胜地。 
 

著名的“栖霞精舍”——栖霞寺坐落在栖霞山中峰西麓。南齐永

明元年(483)，隐士明僧绍建宅为寺，后成为江南佛教三论宗的发

祥地。目前栖霞寺的主要建筑有山门、天王殿、毗卢殿、摄翠楼、

藏经楼等，是南京地区最大的寺庙。 

 

经典旅游线路： 

线路A： 哼哈殿→彩虹明镜→钟楼→鼓楼→放生池→明征君碑→

弥勒殿→祖堂→客堂→毗卢宝殿→舍利塔→千佛岩→飞天壁画→

春雨桥→试茶亭→青锋剑→小营盘→话山亭→桃花湖→桃花扇亭

→高奇峰墓→返回 

线路B： 北门→彩虹明镜→高奇峰墓→桃花扇亭→桃花湖→话山

亭→天开岩→御花园→碧云亭→红叶谷→始皇临江处→太座亭→

小营盘→青锋剑→试茶亭→春雨桥→千佛岩→飞天壁画→舍利塔

→寺庙→鼓楼→钟楼→哼哈殿→返回 

 
 
 
 
 
 
票价 20元/人（淡季），秋季红枫节期间有所上调，门

票价格为35元/人（旺季）。早上六点半之前，栖霞山都

免费开放用于附近居民晨练，可以自由出入。 

 

景区讲解服务  
景区配备专职讲解人员提供全程讲解服务，并根据不同

游客的需求，提供便携式可选择语音导游，讲解语种：

中、英、日、韩。 

导游收费：每场讲解为1小时，不满1小时按1小时计算。 

10人以下的每场30元；11－30人之间的每场40元； 

31－50人之间的每场50元；特殊讲解要求价格面议。 

 
交通  

公共交通：南栖线 、南上线 、龙栖线 、摄尧线 、138

线 到栖霞寺站即可。 

自驾线路： 

① 安徽、苏北地区的游客可以从二桥、三桥高速经绕城

公路到栖霞山风景名胜区 

② 沪、苏、锡、常地区游客可以经312国道或沪宁高速

到栖霞山风景名胜景区 

③ 皖南、浙江地区的游客可以从宁杭高速经绕城公路到

栖霞山风景名胜区 

 

 

 

 

 

朝天宫 
江南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一组古建筑群，面积约3万

余平方米，加上江宁府学现存面积约为4.5万平方米。位于南京市

中心的西南面。古代称冶山，因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此冶铁铸剑，

后历代帝王多在此建寺庙宫殿。 
 

门票 25元  
  
交通 4路、41路、23路、48路、43路、80路、82路、83路、

306路可达 

 

 
（图片由网友@吴靖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最佳旅游时间  

最佳旅游时间为秋天，栖霞山

是中国四大赏枫叶胜地之一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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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对于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来说，在参观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后心里总会笼罩着一层不可磨灭的阴影。 
 

祭奠广场是该纪念馆最高的地方，迎面的石壁宛如一块巨大的纪念碑，上面有

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馆名。石壁前3排郁郁葱葱的松柏衬托和点缀着纪念碑，

使之更加肃穆和庄严。登上台阶，用中、英、日三国文字镌刻的“遇难者300000” 

的石壁是如此清晰，把整个陈列馆的主题都浓缩地展现在凭吊者面前。  
 
 
开放时间 8:30——16:30 
 
 
票价 免费 
 
 
交通  
市内乘坐游 4 路、7 路、29 路、37 路、39 路、41 路、80 路、82 路、92 路

公交车均可到达。 
 

 

（图片由网友@秋日银杏提供） 

 
 

雨花台 

 
（图片由网友@秋日银杏提供） 

 

雨花台风景名胜区由名胜古迹区、烈士陵园区、雨花石文

化区、雨花茶文化区、游乐活动区和生态密林区六大功能

区组成。近年来，新、复建了雨花阁、二忠祠、木末亭、

乾隆御碑亭、方孝孺墓、辛亥革命人马冢、甘露井、曦园、

怡苑、梅岗等20余处名胜古迹和楼台亭阁馆。 

 

票价 免费 

 

 
 
交通 
 公共交通 
南京火车站： 

1、地铁 > 中华门南站出口 > 向东 500 米 >雨花台北门 

2、乘坐公交车 33 路直达雨花台南门站下。 

南京汽车站： 

1、游 2、游 4、26 路、88 路、105 路、111 路、137 路、305

路、814 路、816 路、安丹线、安铜线、宁丹线、宁井线、雨

谷线（雨花台站下车） 

2、游 2、游 4、33 路、44 路、119 路、129 路、154 路、820

路、宁凤线、宁井线、雨谷线（雨花台南门站下车） 

 自驾游路线 

沪宁高速线路：沪宁高速 → 中山门出口 → 中山东路 → 龙

蟠路 → 雨花东路 → 出口往右转直行→ 雨花台景区北门 

桥高速线路：二桥高速 → 宁镇公路 → 新庄立交 → 九华山

隧道 → 龙蟠路 → 雨花东路 → 雨花台景区北门 

宁杭高速线路：宁杭高速 → 机场高速 → 花神庙立交 → 雨

花广场 → 雨花台景区南门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南京  

                              - 14 -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总统府 

 
（图片由网友@三色堇提供） 

 
南京总统府位于南京长江路292号，现在已成为中国最大的

近代史博物馆。它有600多年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至

1949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100多年里，这里多次成为中

国政治军事的中枢、重大事件的策源地，中国一系列重大事

件或在这里发生，或与这里密切相关，一些重要人物都在此

活动过。这一建筑群，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遗址。 

 
 
 
游览路线  

入口 → 总统府大堂 → 麒麟门  →  总统府文物史料陈列 

→ 子超楼 → 防空洞 → 行政院 → 清两江总督署史料展 

→ 陶林二公祠 → 马厩 → 煦园 → 桐音馆、石舫 → 夕

佳楼 →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室  →  漪澜阁  →  孙中山

起居室 → 忘飞阁、花厅 → 江苏禁毒展览馆 → 出口 

 

开放时间 

3月1日—11月30日：7:30——18:00， 

12月1日—2月28日：8:00-17:00 

（五一、十一黄金假日期间闭馆时间延长半小时） 

 

票价 40元/人。闭馆之前1.5小时停止售票。 

 

交通  

① 地铁1号线到新街口站，转地铁2号线至大行宫站下。 

② 游 1 路、游 2 路、3 路、29 路、31 路、44 路、65 路、

68 路、80 路、95 路公交车均可到达总统府。 
 
 

梅园新村纪念馆 

 
（图片由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城东

长江路东端的梅园新村街道两侧，由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旧址、

国共南京谈判史料陈列馆、周恩来铜像、周恩来图书馆等组

成，属于近现代历史遗迹及革命纪念建筑物。 

 

门票 免费 

 

交通 乘游1路、游2路，1路、2路、3路、5路、9路、25路、

29路、30路、31路、40路、47路、51路、58路、65路、91

路、304路车可达。 

南京明文化村(阳山碑材)  
文化村的建筑采取了明代建筑风格，以石材、木头为主。铁

匠铺、石匠铺、酒坊监工房、戏台鳞次栉比，明代工匠、妇

女、兵丁穿梭往来。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明文化村一天滚动上演各种情景剧，杂

耍、舞狮、劫镖车、赐御婚……专业演员在其中翻腾跳跃，可

谓精湛。置身文化村，如同真的回到了明代那一刹那。 

 
门票 48元 （同程价 40元  >> 立即预订） 
 

交通  
 经过阳山碑材的线路 : 游 5 路 123 路 南汤线 汤北线 ，

最好坐游 5 路一直到头。南京车站-明文化村是 1 小时一

班，半点发车。 

 明文化村-南京车站也是 1 小时一班，整点发车。 

 游 5 路区间车南京车站-锁石村 20 分钟一班。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24724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24724&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472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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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山颐尚温泉 
汤山温泉位于南京中山门以东约28公里处，是南京著名的

温泉休闲旅游胜地。 

 
门票 198元 

（同程价 158元  >> 立即预订） 
 

交通 
  从南京火车站 
1）坐出租车到度假村约35公里，半小时，100元内就可

以搞定； 

2）火车站旁公交车站乘南汤线：4元/人，时间约45分钟，

到汤山镇后步行15分钟左右即可到达。回市区可以在汤山

镇包7人座的昌河车，40元/车。  
 
  从沪宁高速 
1）可直通到汤山出口下高速，一路直下即颐尚温泉 

2）或从南京中央门长途汽车站及南京长途东站乘坐颐尚

温泉直通班车即可到达，这里是汤山最新也是最好的泡汤

去处 

 

白鹭洲公园  
南京城南地区最大的公园，是秦淮风光带这串光彩夺目项

链上的灼灼明珠。 

 

门票 白天：20 元（不含演出） 夜间：40 元（不含演

出） 含演出：80 元 

 
交通 乘 1 路、31 路、44 路、81 路、301 路、304 路、

游 4 路公交车均可到达。 
 

灵谷寺  
属中山风景区，是梁武帝为安葬名僧宝访而建立的寺院。 

 

票价 中山陵景区、灵谷寺景区、音乐台、孙中山纪念馆、

藏经楼实行一票制价格为80元。 

 

交通 乘游3路、9路车可达。 

紫金山天文台 
我国最著名的天文台之一，位于南京东郊紫金山风景秀丽的第

三峰上。 
 

票价 15元 
 

交通 可步行登山也可乘缆车，山下的地堡城索道站乘缆车上

山25元，往返45元。乘游3路，20路车可达山下索道站。 

 

燕子矶  
燕子矶是观赏江景的最佳去处，为“金陵四十八景”之一，它还

与毗临的长江岩山十二洞一起组成一处秀丽奇绝的山水胜景。 
 

票价 15元  
 

交通 可步行登山也可乘缆车，山下的地堡城索道站乘缆车上

山25元，往返45元。乘游3路，20路车可达山下索道站。 

 

“南京 1912”休闲街区  
由17幢民国风格建筑及“共和”、“博爱”、“新世纪”、“太平洋”

四个街心广场组成，是南京一处中西合璧的夜生活乐园。 
 

交通 乘坐1路、2路、29路、304路、80路、80l路、8O5路

公共汽车大行宫站下。 

 

南京大学  
北大楼是南京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南大的象征。 
 

交通 乘坐25路、28路、33路、91路、801路、816路公共汽

车珠江路站下。 

 

南京师范大学 
曾为“南京国际难民营”的核心部分，几乎所有有关南京大屠

杀的电影都必然要到南师大来取景。 
 

交通 乘坐13路、65路、813路、83路五台山北站下，或乘3

路南阴阳营站下。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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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森林动物园   
红山森林动物园由南京玄武湖动物园迁移到此而建。现已

建成小红山鸟类区、大红山猛兽区、放牛山食草动物和灵

长动物三大展区。 
 
票价 40 元/人 

 
交通 地铁 1 号线、公交车 8 路、南洲线、77 路、76 路、

72 路、93 路、玉葛线等到达 

 

南京海底世界 
南京海底世界坐落于中山陵梅花山旁，是华东地区唯一的

主题海洋剧场。它向游人展示了中国水族馆的发展过程，

从中国古代的宫廷式水族缸到模拟自然的热带雨林，五彩

缤纷的各种热带造景配上那些亚马逊河的贵客，全部展现

在面前。 

 
票价 成人票价 110 元，身高 1 米至 1．4 米的未成年人

可购买儿童票，票价为 60 元，身高不足 1 米的儿童仍免

票入场。 

 
交通  
乘坐游 1 路、游 2 路、20 路公共汽车海底世界站下。 

 

珍珠泉 
风景区依山傍水，形成了融山水、园林于一体的优美景观，

被誉为 “江北第一游观之所”，驰名大江南北。  

  

票价  

景区门票 40 元 

景点联票（珍珠泉+野生动物园）70 元 

 

交通 从鼓楼乘坐鼓珍线公共汽车直达。 

 

牛首山  
牛首山的春光与栖霞山的秋色齐名，素有“春牛首、秋栖

霞”之谓。 

   

交通 市内乘坐155路牛首山风景区站下。 

高淳老街  
南京地区历史上形成较早、原貌保留较完整的一条老街，自宋

朝正式建立街市，至今已有900余年的历史。   

 

交通 从中华门乘坐前往高淳县城的旅游班车，到大高淳县城

后转乘1、3路公共汽车可到达高淳老街。 

 

老山国家森林公园  
素有“南京绿肺、江北明珠”之美誉。分为七佛寺、狮子岭、

平坦三大景区，目前开发并接待游人的是七佛寺景区。 
 
交通 大桥南路乘盐工线公交车可达。 

 

将军山态旅游度假区  
此处钓鱼、烧烤、采茶、竹排、马车、军事训练等等活动，充

分享受到大自然的野逸浪漫。 
 

门票 40元  （同程价 158元  >> 立即预订） 
 

交通 公交 111 路、155 路到将军山下，105 路、154 路、10

路到江南文书院下。 

 

熙南里历史文化街区 

 

（图片由网友@秋日银杏提供） 

“熙南里”位于南京新街口商圈南延和夫子庙商圈西延的交汇

点。“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这是甘熙故居的建

筑风格。作为“邻居”，“熙南里”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筑延续了

这一风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街区特有商业氛围和老城

南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个新旧结合的时尚新商圈。 

 

交通 
乘坐地铁 1 号线 , 在 三山街站下车(3 号口出)，步行 150 米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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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中山陵 → 灵谷寺 → 明孝陵 → 夫子庙 → 夫子庙秦淮风光带 

鸡鸣寺 → 雨花台 →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 夫子庙 

朝天宫 → 雨花台 → 中华门 → 夫子庙 

南京博物馆 → 明故宫 → 总统府旧址 → 玄武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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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通 
① 中山陵 → 灵谷寺 → 明孝陵：乘坐钟山风景区的小火车（电瓶车）可以到达，

如果不坐，步行路程大约在 20 分钟以内  

② 明孝陵 → 夫子庙：坐 20 路公交到太平门转 40 路或 44 路 

▲ 住宿 

在此条路线中，推荐您住在夫子庙附近，晚饭有

着落，也方便晚间游玩秦淮河，且距离中山陵、

明孝陵都不是很远 
▲ 午饭   

自己带一些吃的，中午在钟山风景区简单解决 

▲ 晚饭 

夫子庙小吃鼎鼎有名，准备好零钱尽情享用吧    

 

推荐住宿        >> 南京特价酒店 

莫泰 168 连锁酒店 

大床房   同程价：168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家庭房   同程价：198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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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通 
① 鸡鸣寺 → 雨花台：2 路公交在中华门内站换乘 305 路/105 路/88 路/14 路 

② 雨花台 →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游 4 路在纪念馆站下车 

③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 夫子庙：在茶南（江东门纪念馆）站坐 7 路公交车 

▲ 住宿 

在此条路线中，推荐您住在夫子庙附近，在夫子

庙乘坐 304 路、31 路、44 路公交均可到达鸡鸣

寺，晚上可以欣赏秦淮河夜景 

▲ 午饭   

可以在鸡鸣寺吃素斋 

▲ 晚饭 

夫子庙小吃鼎鼎有名，准备好零钱尽情享用吧    

 

推荐住宿        >> 南京特价酒店 

南京白鹭宾馆 

特价房   同程价：198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标准间   同程价：258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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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天宫 → 雨花台 → 中华门 → 夫子庙 

▲ 交通 
① 朝天宫 → 雨花台：在水西门站乘坐游 4 路公交 

② 雨花台 → 中华门：814 路、33 路、38 路、39 路公交均可到达 

③ 中华门 → 夫子庙：做地铁 1 号线南延线在三山街站下车后转 4 路/7 路/40

路/62 路/游 2 路，或直接在西街站坐 49 路公交 

▲ 晚饭 

夫子庙小吃鼎鼎有名，准备好零钱尽情享用吧    

 

▲ 住宿 

在此条路线中，推荐您住在新街口附近，离商业

中心比较近，离夫子庙也很近 

推荐住宿        >> 南京特价酒店 

南京金一村连锁旅店 

商务房     同程价：188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标准房     同程价：188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南京博物馆 → 明故宫 → 总统府旧址 → 玄武湖 

▲ 交通 
① 南京博物馆 → 明故宫：在上海路站乘坐地铁 2 号线 

② 明故宫 → 总统府旧址：地铁 2 号线在大行宫站下车 

③ 总统府旧址 → 玄武湖：304 路或游 1 路公交 

▲ 晚饭 

玄武湖大门对面是湖南路狮子桥，那里有很多小吃    

▲ 住宿 

推荐您住在玄武湖附近 

推荐住宿        >> 南京特价酒店 

南京如家快捷酒店 

标准间    同程价：218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大床房    同程价：218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度假线路  

 
 
 
 
 
 
 
 
 
 
 
 

 >> 到达南京度假线路查询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汤山颐尚温泉 1 日游 

148 元 起   立即预订  

 

 

 
 
 
 
 
中山陵 瞻园 莫愁湖1 日游 

178 元 起     立即预订  

 

 
 
 
 
 
中山陵 夫子庙 玄武湖2 日游 

225 元 起     立即预订  

 

 

 

http://www.17u.com/hotel/list_32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740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7409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740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32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320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13206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320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dest/city/nanjing/22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南京  

                              - 19 -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南京住宿 
 
夫子庙周边（→ 查看夫子庙附近酒店   →  查看南京特价酒店） 
夫子庙本身就是南京一大景区，比较热闹。交通也很方便，靠近秦淮。 

食：夫子庙小吃非常著名，在此居住无需担心餐饮问题   

 
 

南京忘归宾馆 
 

 

房型          同程价        

无窗双床房       158 元   

有窗双床房        18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夫子庙附近酒店 

[13662lmadio] 干净，整洁，很舒适。 

[13325iudrxx] 整体感觉不错，性价比高。 

[13344rugwhu] 房间感觉很好，住的很舒服。 

[雨林飞雪] 性价比较高，出行方便，服务尚可。

下次再光顾。 

→ 查看 10 条酒店点评 

   

南京汉庭酒店连锁 
 

 

房型          同程价        

高级大床房       218 元   

双床房           227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夫子庙附近酒店 

[15201usseky] 挺好的，就在夫子庙美食街里

面，出行方便 

[15996ktmsxi] 在夫子庙核心位置，仿古建筑，

适合晚上逛夫子庙的童鞋入住。温馨提示哦，临

窗的加 20 元。 

→ 查看 121 条酒店点评 

   

南京状元楼酒店 
 

 

房型          同程价        

 特价房          548 元   

 标准间          64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夫子庙附近酒店 

[13864jxvjdr] 酒店条件很不错，虽然不是很豪

华，但干净整洁。最主要是酒店所处位置真好，

白天在夫子庙游玩，累了就可以回酒店休息，不

错，感觉很好！ 

[13910jwewyr] 酒店设施一般,所处位置非常理

想。以后如需要 ,好考虑会再入住。 

→ 查看 121 条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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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街口周边（→  查看新街口附近酒店   →  查看南京特价酒店） 
新街口是南京比较繁华的商业街区之一。购物很方便，交通也很便利，附近有地铁。 

食：新街口不乏用餐场所，但价格偏贵，比较平民的在大洋百货负一楼。新街口附近的明瓦廊也值得一去，那里的小吃很多很不错。 

 

南京肯定宾馆 
 

 

房型          同程价        

情侣大床房       160 元   

特色双人间        18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新街口附近酒店 

[kagura 酱] 环境很好啊，因为没有窗户，所以

没有在马路边上的噪音问题，房间小也是可以接

受的，床很软很喜欢！下次也会再来的！ 

[13797bfvefo] 感觉挺好的，但是我定的大房貌

似小了点 

→ 查看 76 条酒店点评 

   

南京新街口饭店 
 

 

房型          同程价        

大床房           128 元 

标准房          14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新街口附近酒店 

[安达 1104] 很好。经济实惠，性价比高。128

可以住上这样的酒店已经很好了，特别还是在新

街口。交通非常方便，位于新街口，离大洋百货

步行只需要 5 分钟不到。酒店本身很安静，宽敞，

有无线网、电视、24 小时热水。 

→ 查看 121 条酒店点评 

   

南京金陵饭店 
 

 

房型          同程价        

 高级房          898 元   

 豪华房          94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新街口附近酒店 

[ejgkelvin] 第二次住了。酒店的服务还是一如

既往的出色，态度非常好。这次的房间有窗户，

拉开窗帘很亮堂。去泳池里游游泳，水挺温的，

不冷，游着很舒服。晚上临睡前服务员还送来水

果，意外的收获~ 

→ 查看 35 条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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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美食地图 
  
 熙南里 
 
 
 
 
 
 
 
 
 
 

熙南里凭借绿柳居、阿英煲两大招牌每天就吸引了上百的

食客，每天上下班时间绿柳居门前就排长队，而到晚饭时

间阿英煲又是天天满座，此外熙南里还拥有高档次的王品

台塑牛排，也因此地位有了不少提升。 

推荐： 

阿英煲：猪尾黄豆煲、鸭血鱼圆、蛋黄南瓜、牛肉粉丝煲 

王品：王台塑牛排、海陆大餐、香颂玫瑰露  

绿柳居：罗汉观斋、绿柳第一碗、靓汤鱼饺、净素佛跳墙 

江宴楼：菊叶丸子锅仔、水饺童子鸡、外婆嘴鱼 

地址：南捕厅 4 号 

公交：100 路、35 路、38 路、中六线、地铁一号线、地

铁一号线南延线 

 
 狮子桥 
 
 
 
 
 
 
 
 
 
 

狮子桥就是以美食闻名于南京的，这一条街上大大小小挤

满了近百家餐饮店，有百年老店狮王府、南京大牌档，特

色火锅因为爱、九佰锅，有异国风味金禾泰、酷酷韩国烧

烤、本杰比印度餐厅等。葫芦王的各色冰糖葫芦就是狮子

桥每天大排长龙的店之一，此外葡澳蛋挞的蛋挞、酸奶，

尹金年的汤包，靠近石牌楼的关东煮、奶茶也都非常不错。 

推荐： 

狮王府：狮子头、鸡包翅、三鲜老油条、盐水乳鸽 

金禾泰：香叶西米糕、招牌咖喱蟹、香叶包鸡 

苗颖竹荪鹅：竹荪鹅、鹅翅、鹅掌、包心贡丸、烩面  

一只鸡：烤五花肉、石锅拌饭、炒年糕、嫩豆腐汤、冷面、

葡澳蛋挞、京城葫芦王、尹金年汤包 

地址：湖南路狮子桥 

公交：303 路、95 路、74 路、318 路、52 路、114 路 

 明瓦廊 
 
 
 
 
 
 
 
 
 
 

靠近新街口的明瓦廊可以说南京人找美食必去的一处好

地方，虽然它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巷子，藏匿在里面的

也都是一些小店，但这些小店出品的美食那可都是勘称一

绝，最重要也是物美价廉的食物。 

推荐： 

龙梅肥肠鱼：肥肠鱼、锡纸包翅、玉米酪 

易记皮肚面：全家福、皮肚猪肝面、三鲜面、皮肚香肠面 

阿山原汁鸡汤馆：原汁鸡汤、绍兴荷香糯米酱排、金牌元

宝虾、小炒皇 

星愿之城：综合冰、芒果宾治、孜然肉夹馍、金味栗子、

洪泽湖小鱼锅贴 

公交：27 路、33 路、100 路、34 路、38 路、16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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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牌楼大街 
 
 
 
 
 
 
 
 
 
 

三牌楼大街的美食更有夜市的感觉，白天热闹的只有一些

较有规模的餐饮店，但到晚上那些小摊小店就瞬间红火起

来，家家爆棚。 
 
去三牌楼找美食我建议不要去那些餐饮店，而选择路边的

小摊，在三牌楼就有个小吃市场，里面什么小吃都有，不

过还是以烧烤为主，各家各有属于自己独特的烧烤味儿。

顺着这小道一路吃下去，保证你撑破肚皮。 
 
推荐： 

淘煲坊烧烤吧：奥尔良翅中、北极虾、培根卷、生滚粥、

鲜虾粥 

小吃区：烤鱿鱼、烤扇贝、烤鸡翅、小多寿司、老北京炸

鸡腿 

公交：303 路、83 路、42 路、78 路、162 路、13 路 

 石鼓湾 
 石鼓湾就在石鼓路上，靠近金轮天地，估计这聚集的餐饮

店是南京最多的地方，里面最少有 20 多家餐厅，每一家

都是很上档次的餐厅。此外这还有专门的停车场可供停

车，很是方便。 

推荐：藤美西餐厅、喜马拉雅尼泊尔印度餐厅、澳门轩 

地址：石鼓路 193 号 

公交：317 路、9 区间路、13 路、中六线、5 路、18 路 

 夫子庙美食街区 
 这儿的小吃融合了各地的口味，有台湾的蚵仔煎，天津的

狗不理包子，武汉三鲜豆皮等等。并且这里有清新的空气，

如画的风景，这样的美食地也很值得去的。 

推荐：梨茶、三鲜豆皮、蚵仔煎、小鱼锅贴、羊肉串 

地址：夫子庙风光带 

公交：15 路、304 路、49 路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特色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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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 鸭   
南京板鸭驰名中外。明清时南京就流传“古书院，琉璃塔，

玄色缎子，咸板鸭。”的民谣，可见南京板鸭早就声誉斐然了。

板鸭是用盐卤腌制风干而成，分腊板鸭和春板鸭两种。因其

肉质细嫩紧密，像一块板似的，故名板鸭。 
 
购买地点：各大特产店，夫子庙很多家店皆有售 

 

 盐 水 鸭   
盐水鸭是南京有名的特产，久负盛名，据说至今已有一千

多年的历史，具有香、酥、嫩的特点。每年中 秋前后的盐

水鸭色味最佳，是因为鸭在桂花盛开季节制作，故美名日：

桂花鸭。 
 
购买地点：各大特产店，夫子庙很多家店皆有售 

 鸭 血 粉丝 汤   
南京人喜食鸭，最常见的是盐水鸭，鸭头鸭颈、鸭肫、鸭翅、

鸭爪，都是好东西。鸭血汤也许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品种。

鸭血要新鲜，粉嫩粉嫩的那种，加粉丝、鸭肝、鸭肠、香菜，

用鸭汤煮出来，又香又嫩。 

购买地点：回味鸭血粉丝店（莱迪广场后面/夫子庙） 

 

 

 小 煮 面   
小煮面的特点是不放酱油，味道偏清淡，里面的料和底汤就

比较关键。荤面中最好的是皮肚大碗面，汤料充足，类似于

杂烩，少说也有 10 种东西，碗特别大，汤多面少。调味不

用油盐，而是用板鸭熬出来的汤。 

购买地点：明瓦廊 

 

 

 

 牛 肉 锅贴   
南京人早餐很爱吃牛肉锅贴，南京牛肉锅贴外脆里嫩、馅足

汁多，吃的时候您可千万要小心，别让汁漏了或溅到你脸上。 

购买地点：七家湾 

 

 什 锦 豆腐 涝   
豆腐涝也叫豆腐脑、豆腐花。南京的豆腐涝和其他地方的不

大一样，讲究一个作料，辅以虾米、榨菜、木耳、葱花、辣

油、香油等十余种作料，不光是颜色漂亮，口味更是浓、香、

鲜、咸淡适宜，辛辣适中，有滋有味。 

购买地点：明瓦廊 

 

 梅 花 糕   
南京梅花糕以原有梅花糕为基础，在制作上加入小元宵、

青红果、松子仁等，使其味道更加鲜美，外焦里嫩，而且

有豆沙、果酱、果仁等十几种配制方法，把梅花糕又推上

了一个新的境界，是目前小吃中的又一个新的卖点。 

购买地点：湖南路马台街 

 

 南 京 小吃 八 绝   

第一绝：永和园的黄桥烧饼和开洋干丝 

第二绝：蒋有记的牛肉汤和牛肉锅贴 

第三绝：六凤居的豆腐涝和葱油饼 

第四绝：奇芳阁的鸭油酥烧饼和什锦菜包 

第五绝：奇芳阁的麻油素干丝和鸡丝浇面 

第六绝：莲湖糕团店的桂花夹心小元宵和五色小糕 

第七绝：瞻园面馆熏鱼银丝面和薄皮包饺 

第八绝：魁光阁的五香豆和五香蛋 

 南 京 香肚   
南京香肚的生产，相传已有 120 多年的历史。曾在 1910

年江苏南京召开的南洋劝业会上，和南京板鸭同时获得优

质奖状，从此闻名全国。南京香肚形似苹果，皮薄有弹力，

不易破裂，红白分明，香嫩爽口，略带甜味，与火腿相比，

具有独特风味。 

购买地点：各大特产店、登隆巷的新腊梅肉制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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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 关 攻略    
 

           

 

  游 记 攻略   

 

六朝古都南京一瞥 — 夫子庙 
2011-3-6  作者：最丑的人 

和南京总统府一样，介绍夫子庙的文章也是很多的。因为南京夫子庙是非常闻名

的一个地方，它不仅是南京人的最爱，也是到南京的外地人一定要去光顾的地方。

以前，我从来没去过南京，这次去夫子庙当然也是慕名……[查看全文]  

 

遥望水榭的震撼——漫游中山陵 
2010-5-21  作者：霍姆兰骑 

穿过绿荫婆娑的林间公路，到达中山陵“水榭”，一眼望见这座“流徽榭”亭子，

禁不住就被她震撼。百思不得其解。水边建亭，依山伴水的景致比比皆是，为什

么这一座亭子就有这样的魅力，连同湖边高低错落的林木……[查看全文 ] 

 

南京行色之玄武湖 
2011-12-13  作者：美鱼儿 

从鼓楼公园出来，14:20，为时尚早。还去哪儿？得，再奔玄武湖呗。下了公交

车，不辨方向，问人“玄武湖在哪？”人说，“往前走就是玄武门”，不是太明白，

“那玄武湖呢？”，人笑，“玄武门就是玄武湖的门！”……[查看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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