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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行前须知—到达与离开  

宣城简介  

众多的人文遗迹，优美的自然风光，使得这座古城不仅赢得了“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

的赞辞，更因大量歌咏，享有“宣城自古诗人之地”的美誉。 

行前须知  

出游必备 旅游常识 

到达与离开  
外部交通 / 火车、汽车 

内部交通 / 公交车、出租车、区内汽车 

宣城景点 

敬亭山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历代多位名人相继以生花之笔，为敬亭山吟诗写赋，绘画做记，

寄情山景，抒发胸怀。素有“江南诗山”之称。 

中国鳄鱼湖  

中国鳄鱼湖是我国最大的扬子鳄保护基地。除扬子鳄外，这里还有梅花鹿、穿山甲、野

猪、孔雀、野鸡、白鹭等珍禽异兽。 

广德太极洞  

太极洞洞体规模宏大，总面积 15 万平方米，洞深几十里，大洞套小洞，洞洞相通，忽狭

忽敞，时高时低，忽温忽凉，忽陆忽水，给人有变幻莫测之感。 

桃姑迷宫  

一座风貌奇特的溶洞王国，有流云、怪石、奇门和幽峡四绝。辟有桃姑迎宾、流云飞瀑、

桃塘夜月等 12 大景观。 

绩溪龙川  

龙川，村东龙峰耸立，村西凤山相望，北有登源河蜿蜒而至，南有天马山奔腾而来，东

西南北、山水相连，聚天地之灵，有人文之杰。 

太极湖村  

一个“狮象把门、日月当关、龟蛇栏水”的太极风水古村落，徽州古文化的活化石。 

鄣山大峡谷  

这里自然原始的独特环境里，不仅有大量的珍稀动物和植物，而且景区中 50 多个景点各

具特色和神奇，是旅游观光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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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第一漂  

“江南第一漂”位于徽水河流经泾县的最后一段，上起乌溪乡姚村，下止黄村乡，景区

全长约 20 公里。 

泾县黄田风景区  

其建筑既有苏州园林的风格、宫庭建筑的恢宏，更有皖南建筑的特色。独特的风水造就

了黄田风景区独特的文化。 

恩龙世界木屋村  

恩龙世界木屋村是一处集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商务洽淡为一体的生态旅游度假区，独

特的风格是它的特色。 

夏霖九天银瀑风景区  

这里西望黄山奇景，南眺西湖秀色。境内奇峰幽洞无数，孤壁绝崖万千；沟壑峡谷险峻，

飞瀑流泉密布；野藤古树参天，竹海松涛共鸣。 

石佛山—天子湖  

石佛山位于郎溪县姚村乡境内，主峰 353 米。石佛山又称石佛岭，山势峻峭，白云缭绕，

山巅有三巨石，高三丈许，形似石佛。 

江村  

江村，是江泽民主席的祖居地，座落于风景秀丽的皖南山区旌德县白地镇境内，紧临 205

国道，距黄山风景区仅 37 公里。 

其他 

行程推荐    住宿    特产美食    贴士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感谢网友  

版权声明  加入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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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城 谢眺楼 敬亭山 太极洞  

 

宣城市位于安徽省的东南部，与江苏、浙江两省接壤。 

宣城人文胜迹遍布。临风怀古，谢眺楼与黄鹤楼、岳阳楼、

滕王阁并称江南四大名楼；“兹山亘百里，合沓与云齐”的敬亭

山，自南齐谢眺以采，先后 300 多位诗人墨客登临此山赋诗作画，

留下诗文 600 多篇，为名符其实的“江南诗山”；现存敬亭山麓

的厂教寺双塔，以其对唐塔风格的继承与革新，成为全国仅存，

因而被列为国家级保护文物；大文学家冯梦龙发现并称为“天下

四绝”之一的太极洞，以其中博大的气象成为溶洞奇观；以三雕

艺术、徽墨、徽菜、明清古民居居称誉海内外的绩溪，历代人才

辈出，著作《笤溪渔隐丛话》的胡仔，红顶商人、一代巨贾胡雪

岩，徽墨传人胡开文，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胡适，“湖畔诗人”汪

静之，小品文学家章衣萍，新文化出版家汪孟邹等，使绩溪赢得

“邑小士多”的美名；黄山北坡之下的江村，古称金鳌，村中聚

秀湖、狮山古庙、江氏宗祠等古迹文气盎然，江淹、江泽涵、江

绍原等名流硕儒皆从此村走出；泾县桃花潭不但因夹岸十里皆桃

花而得名，更因李白一曲“桃花潭水深竹千尺，不及汪伦送我

情”而名扬海内外，其精华却在碧如琼浆、绝无污染的一潭清波。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宣城旅行档案 
 

去宣城的四大理由 

① 地杰而人灵，“宣成梅”自宋以来，名人辈出 

② 物产富饶，诸多土特名产颇有人气 

③  如画般的江城，让饱受尘嚣的内心找到一个

宁静的归宿 

④  太极洞独特的溶洞奇观，让人领略大自然的

神秘所在 
 
最佳旅行时间：春季&秋季 

宣城气候湿润温和，春暖、夏热、秋爽、冬

寒，四季分明。春季较短，气候宜人；秋季最短，

这时的宣城秋高气爽，温度和雨量都比较适宜。

春夏季之交或夏季的敬亭山、桃花潭等旅游热点

都会有别样的风貌呈现。 
 

不得不去的地方： 

谢眺楼          敬亭山 
（四大名楼之一）   （厂教寺双塔） 

太极洞           绩溪 
（溶洞奇观）       （誉海内外） 

 

重要贴士： 
① 旅游时（特别登山）要穿平跟的胶鞍、布鞋、

旅游鞋，不能穿高跟皮鞋 

② 坐旅游大巴，可以省掉包车的钱 

③ 下雨天，可在当地花上几元钱买件一次性雨

衣，比带伞要方便安全的多 

④ 在景区摄影时，不可随意后退。一定要回过

头看看 有无后退的余地，以免摔伤 

⑤ 有的景点（如障山大峡谷）山路陡峭险峻，

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者，除随身携带必备的

救急药品外，不宜单人游山，更不宜身临险

境。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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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前 须 知  去 之 前 就 要 知道 的 事 
 

 

▍运动鞋或平底鞋：宣城景点多处于丘陵山地之处，为了便于行动，建议

游客们换下皮鞋，选择一双舒适的适合长时间行走的平底鞋，个人认为运动

鞋是最好的选择。 

▍手电筒：想要去太极洞游玩的游客们请注意了，洞内冬暖夏凉，常温 18

度左右，可以穿一件长袖外套入洞。另外，请务必带上手电筒，洞内光线昏

暗，观赏时，请注意安全。 

▍帐篷：宣城有很多适合露营的地方，比如：敬亭山、月亮湾、绩溪清凉

峰等，如想去露营的朋友可以自备帐篷，也可以选择在当地租赁。 

▍其他装备：如出发前天色较差，请携带雨伞或雨衣出门。不提倡雨天进

行爬山之类的活动，如有必须，请做好防滑准备，并提前了解安全浏览区域。 

 

 

 

 

▍带上本人身份证或有效的证件、旅游费（也可以带银行卡以及少量的现金）、手机、照

相机一定要使用新电池，并提前充好电； 

▍根据时令季节，携带衣服，最好提前在网上查看一下旅游地的气象预报，以便根据需要

来携带衣服； 

▍根据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携带降压、晕车、止疼、止泻、风湿药膏、以及创可贴等药

品； 

▍提前到保险公司购买一份意外伤害的旅游保险； 

▍千万注意不要带太多的东西，以免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随同旅行社出游的朋友一定要选择一家正规并且拥有良好信誉的旅行社，要仔细地了解

旅游合同，确认无误后再签订。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出游必备 

旅游常识 

 

都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而

我眼里的龙川，山是好山，水也是好

水，一样为我所乐，一样无法割舍的。 

——木子北方《登源河上“板

凳桥”》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42435.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42435.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42435.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42435.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42435.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424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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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达 与 离 开    

火 车  

宣城站位于宣城市宣州区东门外 ,从这里可以坐 1 路、2 路、7 路以及 8 路公交前往宣城

市区，其中 2 路公交途径长途汽车站、新汽车站以及老汽车站。 

宣城火车站——中国鳄鱼湖：先乘坐 2 路公交至宣城宾馆下车，再转乘 5 路至鳄鱼湖。 

汽 车  

宣城有多个汽车站，其中，宣城市宣州区有长途汽车站（途径公交 2 路、8 路、10 路），

新汽车站（途径公交 8 路），老汽车站（途经公交 2 路、4 路、7 路、10 路）。 

除此以外，绩溪、宁国、泾县、广德、郎溪以及旌德都有自己的汽车站。 

内 部 交 通  

公 交 车  
宣城市区较小，公交车是比较理想的代步工具，目前有七条线路，编号为 1-7 路，票制

为一元（无论路途远近），乘坐时间：06:00-19:00。 

1、2、7 路到火车站。2 路车经过新汽车站和火车站。4、5 路到敬亭山。5 路为旅游公

交，可到达中国鳄鱼湖。 

出 租 车  
宣城市内主要有中南、宣临等 6 家出租车公司。出租车的起步价为 5 元三公里，超出 3

公里后每公里 1.2 元（宣城市较小，基本上不跳表），夜间（22：00-次日 6：00）起步价 6

元，另加夜行补贴，过路、过桥费由乘客支付。除此之外，还有摩托车，分三轮摩托和普通

摩托两种（市内一般 2 元）。 

区 内 汽 车  
宣城新汽车站位于城南梅溪路 9 号。问询电话：0563-3024152。在汽车站乘 2

路车可到火车站。 

区内：宣城—绩溪 7：40、12：30，23.00 元；13：40，17.00 元  

宣城—泾县 6：20～17:20，每 15 分钟一班，10.50 元 

宣城—宁国 6：20～18：05，每 15 分钟一班，11.50 元 

宣城—广德 7：00～17：30，每 30 分钟一班，15.00 元 

宣城—郎溪 6：20～13：00，每分钟一班，13：00～17：30，每 30 分钟一班，10.50 元 

宣城—旌德 6：50，9：30，10：50，12：30，13：20，15：30，16：30，18.00 元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火车票比较紧张，所以想

去宣 城 旅 行的 朋 友最 好 提

前就购买好往返的车票。  

各景点路况 
宣城—绩溪 146.9 公里/3 小时 16 分 

宣城—泾县 47.0 公里/1 小时 4 分 

宣城—宁国 50.5 公里/1 小时 18 分 

宣城—广德 69.0 公里/1 小时 

宣城—郎溪 59.2 公里/1 小时 7 分钟 

宣城—旌德 104.9 公里/2 小时 25 分 

 

无论现代人的生活如何烦杂、

如何追求功名利禄，这里的山水永

远默默地以这种和谐、安宁的方式

存在着。 

——echo1973《宣城之旅---

绩溪、泾县》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4435.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4435.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4435.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4435.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4435.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4435.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44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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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点 介 绍                        

★  宣 城 市 区  

敬亭山   山水深处的故事 
敬亭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宣州城北 5 公里的水阳江畔。 

素有“江南诗山”之称的敬亭山风景如画，可近观亦可远眺。敬

亭山景点主要包括一峰庵、拥翠亭、云奇阁、翠云庵，此外还有云根

石、额珠楼、最高亭、穿云亭、十贤祠、太白楼、古昭亭坊、勒诗石、

裴公井、绿雪井、梦珠泉、广教寺、双塔、怀英亭、龙首亭等。 

 

门票：免费。 

交通：4 路公交车。距离市总心大概 6 公里左右，也可打的过去。 

 

 

中国鳄鱼湖              

中国鳄鱼湖即安徽省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中国鳄鱼湖位于宣州区南

郊，距离市区仅 3 公里，交通极为便利。 

中国鳄鱼湖始建于 1979 年，中国鳄鱼湖是我国最大的扬子鳄保护基

地。中国鳄鱼湖核心区 1600 余亩，岗峦起伏，松竹藤萝，遮天蔽日，奇

花异草，四时飘香，湖泊、池塘星罗棋布，波光潋滟。除扬子鳄外，这里

还有梅花鹿、穿山甲、野猪、孔雀、野鸡、白鹭等珍禽异兽。 

中国鳄鱼湖在研究保护的同时，也对扬子鳄的产品进行了开发，目前已

开发出扬子鳄鲜肉、肉干、标本、皮鞋、皮带、挂件以及营养酒、鳄油冻

裂灵等产品。 

 

门票：成人票 30 元 

                                                                   

 

交通：5 路旅游公交可以直达。首班时间早晨 6 点，未班晚上 7

点。10 辆车同时运营，10 分钟左右一班，票价 1 元。 

住宿：宣城住宿很方便。宾馆遍布市区各处，住宿环

境较好的有宣城宾馆、南天宾馆等，都坐落在市区，坐

出租一般 10 分钟就到了。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敬亭山附近酒店预订     >> 查看详情 

由于山林之间多蚊虫鼠蚁，去

敬亭山游玩的朋友们一定要多注意

周围的环境，不要轻易触碰花草树

木，以防被虫蚁咬到。 

一起游预订门票只需 25 元 >> 查看详情 

 中国鳄鱼湖附近酒店预订   >> 查看详情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n/hotel/tag.aspx?cityid=51&lableid=1060288&ord=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jingtingshan&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hotel/tag.aspx?cityid=51&lableid=1060288&ord=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jingtingshan&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975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975&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975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975&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hotel/tag.aspx?cityid=51&lableid=1060205&ord=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zhongguoeyuhu&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hotel/tag.aspx?cityid=51&lableid=1060205&ord=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zhongguoeyuhu&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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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 德 县  

广德太极洞   东南第一洞  

太极洞有“东南第一洞”的美誉，坐落在安徽广德县境

内。古称“长乐洞”、“广德埋藏”，全长 5400 余米，属

国家首批 AAAA 级旅游区之一。 

太极洞洞体规模宏大，总面积 15 万平方米，洞深几十

里，大洞套小洞，洞洞相通，忽狭忽敞，时高时低，忽温忽

凉，忽陆忽水，给人有变幻莫测之感。上洞由山顶洞口而入，

山脚洞口而出。下洞规模大，景观多。洞内景观瑰丽，历史

遗存丰富，钟乳奇石，百姿千态。 

门票：成人票 80 元 

 

 
 
 
 

 

交通：由宣城市区搭乘到广德的班车 7∶00-17∶30 每半小时一班，

有中巴和依维柯。依维柯走高速，15.5 元；中巴慢很多，10 元；此外

许多由黄山经宣城到浙江、上海、南京的班车都会经过广德。从广德

县城到太极洞的车很多，都是紫红色的面包车，票价 5 元，可直接送

到景区大门口。 

桃姑迷宫 奇特的溶洞王国 

桃姑迷宫又名东崖洞，坐落于广德县流洞镇，总面积

31 万平方米，距县城 28 公里。是一座风貌奇特的溶洞王国，

有流云、怪石、奇门和幽峡四绝。 

辟有桃姑迎宾、流云飞瀑、桃塘夜月、洞山塔影、聚仙

观画、瑞草霞光、奇门幽峡、福寿仙桃、索桥鸟瞰、宋墨遗

香、万佛朝天、通天一门等 12 大景观。 

溶洞占地 8 万平方米，洞内游览路线 1800 米，现已开

放 16 个宫厅、53 门、24 峡、200 多个景点。 

 

 

门票：成人票 40 元 

 
 

交通：市内没有直达景区的公交车，可乘坐当地出租车或包车前往

景区。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广德太极洞附近酒店预订    >> 查看详情 

一起游预订门票只需 36 元   >> 查看详情 

桃姑迷宫附近酒家预订   >> 查看详情 

一起游预订门票只需 65 元   >> 查看详情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n/hotel/tag.aspx?cityid=51&lableid=1279547&ord=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guangdetaijidong&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hotel/tag.aspx?cityid=51&lableid=1279547&ord=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guangdetaijidong&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16139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16139&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16139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16139&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hotel/tag.aspx?cityid=51&lableid=1693452&ord=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taohumigong&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hotel/tag.aspx?cityid=51&lableid=1693452&ord=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taohumigong&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4315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4315&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4315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4315&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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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 溪 县  

绩溪龙川   聆听历史的声音 

龙川，山川秀丽，壮观奇伟，村东龙峰耸立，村西凤山相望，北有登源

河蜿蜒而至，南有天马山奔腾而来，东西南北、山水相连，聚天地之灵，有

人文之杰。 

龙川旅游风景区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珠联璧合，浑然天成，胡氏宗祠，

为江南第一祠，素有“木雕艺术博物馆”和“民族艺术殿堂”之美称；奕世

尚书坊是明代正宗石雕牌楼，为徽派石雕之最。 
 

门票：成人票 75 元 

 

 

交通：龙川景区距绩溪县城仅 11 公里，县汽车站有中巴车直达龙川景区，

每 20 分钟一趟，票价为 3 元/人。 

 

 

太极湖村 徽州古文化的活化石

 

 

 

景点距绩溪县城 15 公里，缘溪河呈“s”形穿村而过，是一个“狮象

把门、日月当关、龟蛇栏水”的太极风水古村落，至今已有 800 多年历史。 

太极湖村是徽州古文化的活化石，绝妙的三道天然水口，风水绝佳的

帝王墓，绝奇的药丸石，地域绝活的秋千抬阁，绝技的徽派砖雕门楼群，

堪称“五绝”。主要包括以下四个主要景点：章氏宗祠、中华门楼第一村、

风水宝地以及药王寺。 

门票：成人票 60 元 

 

 

交通：龙川胡宗宪尚书府景区距绩溪县城 11 公里，公交车直达(20 分钟

一班)，龙川车站(桥头)沿公路前行 200 米。票价：2 元/人。龙川胡宗宪尚

书府景区前行 3 公里即到太极湖村景区。在绩溪车站乘伏岭或胡家班车(20

分钟一班)，到石门外下，左转前行 500 米。或乘上午 9：30 分至石门班

车可直达票房。票价：5 元/人。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温馨提示：  
 门票包含胡氏宗祠、都宪坊、奕世

尚书坊、水街、胡炳衡故居、龙溪、

胡宗宪少保府、乡贤祠。 

 如坐班车去龙川游玩并准备当天返

还的游客请注意，从龙川出发的末

班车时间为 17:50，不要错过哦。 

一起游预订门票只需 60 元   >> 查看详情 

绩溪龙川附近酒店预订   >> 查看详情 

一起游预订门票只需 54 元   >> 查看详情 

太极湖村附近酒店预订   >> 查看详情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4317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4317&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4317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4317&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hotel/tag.aspx?cityid=51&lableid=1690011&ord=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jixilongchuan&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hotel/tag.aspx?cityid=51&lableid=1690011&ord=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jixilongchuan&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25832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25832&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25832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25832&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hotel/tag.aspx?cityid=51&lableid=1696424&ord=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taijihucun&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hotel/tag.aspx?cityid=51&lableid=1696424&ord=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taijihucun&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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鄣山大峡谷 来自远古的传说 

 

 

 
 

鄣山大峡谷位于安徽省绩溪县东南方，距县城 22 公里，是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自

然原始的独特环境里，不仅有大量的珍稀动物和植物，而且景区中 50 多个景点各具特色

和神奇，是旅游观光的好去处。 

 

 

 

 

 

 

 

鄣山大峡谷是我国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也是远古文化研究揭迷的宝库。来自天池的峡

谷之水，天生丽质，色彩斑斓，清澈透明。与峡谷中的万千奇石相映衬，相依托，编织了

无数各具形态的景观。在障山大峡谷童话般的奇石世界里，一亿年前天然形成的毛泽东奇

石像更是堪称一绝，是不容错过的奇观哦。 
 

门票：成人票 60 元  

 

 

交通：乘火车或汽车到绩溪县下车，到城南客运站坐到景区的中巴或到胡家/伏领的中

巴到水村下车再换乘到景区的小面包车。绩溪县到水村的票价大概在 5 元左右，上下浮动

5 毛。不过绩溪民风淳朴，不会宰客的。景区的价格是 50 元，假如你找个当地的向导的

话门票价格可以免了。建议 5 人以上可以在当地找个向导。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预订门票只需 54 元   >> 查看详情 

鄣山大峡谷附近酒店预订   >> 查看详情 

贴士：  
去大峡谷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做

足准备，带上水、干粮、伞、

驱蚊水、毛巾，这样便可以在

里面走走坐坐，好好享受一番

峡谷风情。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24355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24355&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24355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24355&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hotel/tag.aspx?cityid=51&lableid=16957024&ord=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zhangshandaxiagu&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hotel/tag.aspx?cityid=51&lableid=16957024&ord=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zhangshandaxiagu&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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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泾 县  

江南第一漂 
“江南第一漂”位于徽水河流经泾县的最后一段，上起乌溪乡姚村，下

止黄村乡，景区全长约 20 公里。景区内河道蜿蜒曲折，水流湍急，两岸层峦

叠翠风光绮丽，是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徽水河漂流途经五大景区，分别是龙潭（起筏地）、早雾山景区、胡老湾

景区、马饮石湖景区以及五雀岭景区。 

早雾山景区:因雾多而得名,是进去野鸭嬉戏的地方 ,这里山青水秀 ,景色优

美 ,这完全是一派充满柔情而轻松的格调 ,最能体现古诗人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

舟已过万重山的意境。景点有:古木桥、龙潭石、龙风石、小赤壁、长寿石、

刁潭古印、蟹形山、明朝古墓群等。 

胡老湾景区 :最有激情的就是胡老湾冲浪 ,这里一湾三拐 ,滩中有拢、拢中

有滩 ,冲浪时涛风抹雪 ,如诗如画 ,风韵独特 ,有惊无险甚称一绝。景点有 :古石

道、燕子笼、鸡公石、跳水崖、回归大自然游泳场 ,等。 

马饮石湖景区:人称江南小漓江。景点有:百亩草坪、百亩竹园、木鱼墩、

马饮石、五雀岭、龙口漂、断桥双水和运河。 

漂流全程长约 20 余公里，大约需要 4 小时左右漂完全程。 

 

 

门票：成人皮筏 100 元；成人竹筏 105 元。 

 

 
交通：从宣城新车站坐到泾县的车，12 元/人，到泾县后下车区短途车站

坐旌德到乌溪的车，4 元/人，在乌溪站台下，有个大牌子那里有三轮车，15

元送到门口（大概 20 分钟）。 

自驾路线： 

南京方向：宁马高速→马芜高速→芜湖南下→泾县→黄山方向→江南第一漂

景区  

上海方向：A9 高速→中苏浙皖高速→宣广高速→宣城东下→S322 省道→泾

县→205 国道→黄山方向→江南第一漂景区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江南第一漂附近酒店预订   >> 查看详情 

贴士  

 景区暂时没有免费政策。竹筏需要另付景

区交通费 5 元/人，此处的景区交通费是指竹筏

终点到起点的交通费用。皮筏不需要另付！ 

 竹筏漂流过程约 2 小时，有专人划；皮筏需

要自己划，上面有船桨，不限时。 

 乘坐竹筏漂流需要准备好鞋套，如果没有可

以在景区购买，1 元/双，皮筏则完全没有必要。

景区会有人向游客兜售一次性雨衣，记住千万不

要购买，因为漂流途中身上基本不会溅到水，而

且很不方便。 

一起游预订门票只需 85 元   >> 查看详情 

江南第一漂位于宣城市泾

县榔桥镇乌溪，靠近 205 国道。

不过到达景区要经过一条 5 公

里长的乡村公路，路况很差，

要小心驾驶，以免伤害车辆。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n/hotel/tag.aspx?cityid=51&lableid=2458142&ord=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jiangnandiyipiao&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hotel/tag.aspx?cityid=51&lableid=2458142&ord=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jiangnandiyipiao&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4088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4088&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4088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4088&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baike.baidu.com/view/624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27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27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76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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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黄田风景区 

 
黄田村位于泾县樃桥镇的东部，总面积 25.7 平方公里，出产全

国十大名茶“涌溪火青”茶叶，境内留有上世纪六十年代建造的军事

防空洞，5 公里长的国家三级标准公路从 205 国道直通黄田自然村，

交通便捷。 

泾县黄田风景区是黄田朱氏家族依照清朝工部图纸，在废除原有

建筑的基础上精心规划、筹建而成。现保存清代建筑 57 处，单体建

筑 135 幢，建筑面积 3.3 万平方米，是一处保存相当完好的古民居建

筑群。其建筑既有苏州园林的风格、宫庭建筑的恢宏，更有皖南建筑

的特色。村内巷道交错，明沟暗渠相通，活水穿村，其中洋船屋独特

的文化建筑，水磨花砖的传统建材工艺和古村落天然水口的风水文化

构成了黄田古村落的三大民族建筑特色。 

 
 
 
 
门票：成人票 56 元。 

 

 

 

交通  
自驾路线： 

上海市距景区 360km：申苏浙皖高速→宣城东→322 省道→

泾县→205 国道→榔桥镇左转 4 公里。 

杭州市距景区 290km：杭宁高速→沪渝高速→宣城东→322

省道→泾县→205 国道→榔桥镇左转 4 公里。 

南京市距景区 230km：宁芜高速→芜湖南→205 国道→泾县

→榔桥镇左转 4 公里。  

公车路线：建议打车去。 

 

★  旌 德 县  

江村 
江村，是江泽民主席的祖居地，座落于风景秀丽的皖南山

区旌德县白地镇境内，紧临 205 国道，距黄山风景区仅 37 公

里。 

江村，虽叫江村，却并不依江傍水，江村是个隐于群山的

山村。这里自古人杰地灵，人烟鼎盛，号称“小杭州”。这里

景色秀丽，不仅有声名在外的“江村十景”等自然之景；也有

“江村总祠”、“溥公祠”、“明孝子文昌公祠”、“父子进

士坊”等古朴的人文古迹。 

 

门票：成人票 60。 

 
 

 

交通：市内交通：宣城客运总站每天都有班车前往旌德（票价 18

元），再转乘当地出租车或摩的到达景区。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预订门票只需 46 元 ＞＞ 查看详情 
 

 

门票只包含古建筑群参观，

不包括军事防空洞和石井坑峡

谷探险。 

一起游预订门票只需 48 元   >> 查看详情 

江村附近酒店预订   >>  查看详情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5375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5375&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5375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5375&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10885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10885&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10885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10885&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earchList_51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xuancheng&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SearchList_51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xuancheng&utm_content=zh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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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国 县  

恩龙世界木屋村 
位于安徽省东南部的宁国市，距市区 8 公里，毗邻长三角旅游圈和安徽“两

山一湖”旅游区，占地 150 公顷，是一处集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商务洽淡为

一体的生态旅游度假区，度假区内建有大门景观、千亩银杏园、特色林果园、

水上乐园、木屋别墅群、贵宾楼、恩龙民俗风情园等主要景点。 

其中恩龙民俗风情园是世界木屋村的重要组成部分，园内绿树成荫，鲜果

飘香，环境优美。分布着蒙、苗、佤、傣、彝族及摩梭人家等民族村寨和异国

风情表演区。在区内可欣赏到别具特色的民族歌舞，还有互动性节目让游客参

与进去其乐无穷。 

 

门票：成人票 90 元 

 

 

交通：市内没有直达景区的公交车 ,可乘坐当地出租车或包车前往景区。 

 

 

夏霖九天银瀑风景区 
 景区位于宁国市中溪镇境内，距市区仅 29 公里，系黄山山脉和天目山

脉交汇带。这里西望黄山奇景，南眺西湖秀色。境内奇峰幽洞无数，孤壁

绝崖万千；沟壑峡谷险峻，飞瀑流泉密布；野藤古树参天，竹海松涛共鸣。 

夏霖九天银瀑风景区以星罗棋布、各具千秋的大小瀑布闻名，被誉为

“东南第一瀑布群”。其中飞瀑、神潭、深涧、怪石、险峡独具特色的景

观，被誉为“五绝天下景”。 

门票：成人票 60 元；儿童票（1.2-1.4 米）30 元。 

 

 

交通：夏霖景区位于宁国市中溪镇夏林村，离宁国市区 30 公里，离安吉

市区大巴车约 40 分钟。 

九天银瀑景区内的旅游交通主要是观光车由 104 省道旁接送游客，一

路可以饱览夏霖乡村生态风光。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预订门票只需 76 元    >> 查看详情 

恩龙世界木屋村附近酒店预订    >> 查看详情 

一起游预订门票只需 50 元    >> 查看详情 

夏霖九天银瀑景区附近酒店预订    >> 查看详情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10891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10891&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10891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10891&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hotel/tag.aspx?cityid=51&lableid=1692626&ord=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enlongmuwushijie&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hotel/tag.aspx?cityid=51&lableid=1692626&ord=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enlongmuwushijie&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21671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21671&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21671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21671&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earchList_51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xuancheng&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SearchList_51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xuancheng&utm_content=zh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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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 溪 县  

石 佛 山 —天 子 湖  
石佛山位于郎溪县姚村乡境内，主峰 353 米。石佛山又称

石佛岭，山势峻峭，白云缭绕，山巅有三巨石，高三丈许，形似

石佛。 

山之北坡悬崖陡峭，山之南坡平缓易登，山顶有一块平地。

山上苍松翠柏绿竹成林，怪石、危石嶙峋，千姿百态，其大如屋，

比比皆是，此危石皆年久风化而成，构成奇观。世人概括为十大

石景：“撑云石”、“和尚石”、“活佛石”、“蟾鸣石”、“金

龟石”、“木鱼石”、“墙壁石”、“七丈石”、“蟠桃石”、

“箱柜石”。 

天子湖位于郎溪县城以南 35 公里处，天子湖属黄山余脉。

天子湖这里山势峻峭、竹木葱茂，是以石佛山和天子湖为中心，

以宗教文化、湖光山色为特色的风景名胜区。 

这里怪石嶙峋，千姿百态，构成奇、险、怪、趣的奇观。著

名的有：撑云石、和尚石、风动石、蟾鸣石、蟠桃石、金龟石、

卧牛石、照壁石、试剑石等，特别是“风动石”，此石重达三十

余吨，堪称“天下一绝”。 区内慧明禅寺在皖东南知名度很高，

地藏殿、盘龙寺、大悲楼、祖师殿等寺庙气势恢宏，素有“小九

华”之称。 

 

门票：石佛山 30 元，天子湖 30 元。 

 

 

 
 
 
 
 
 
 
 
 
 
 
 
 
交通：公交车：郎溪—十字铺—姚村佛山广场。 

自驾车：皖—宣城—郎溪—十字铺—石佛山索道站—天子湖景区

—石佛山风景区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预订门票只需 28 元    >> 查看详情 石佛山—天子湖附近酒店预订    >> 查看详情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16107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16107&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cenery/BookSceneryTicket_16107_2582175.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ngqumenpiao16107&utm_content=jingdianjieshao
http://www.17u.cn/SearchList_51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xuancheng&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SearchList_51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xuancheng&utm_content=zh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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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推 荐  
 

精华游  

 

敬亭山 → 广教寺塔 → 谢朓楼 → 开元塔 
    （步行前往）          （包车前往）     （步行前往）  

→ 中国鳄鱼湖 
（乘坐 5 路公交）  

 

 

 

精华游  

 

三雕博物馆（周氏宗祠） → 胡雪岩纪念馆  
                   （步行前往）                   

→ 胡氏宗祠 → 湖村古村落 
 （包车前往）         （包车前往）  

  

 

精华游  

 

桃花潭 → 查济明清古建筑群 
    （包车前往）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推荐住宿       >> 宣城特价酒店 

宣城豪恩酒店  

最低价：90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推荐住宿       >> 宣城特价酒店 

宣城丁家湾农乐山庄  

最低价：100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推荐住宿       >> 宣城特价酒店 

泾县帝豪商务宾馆  

最低价：88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行程特点：人文宣城一日游，登诗山发思古之幽情，临鳄鱼湖赏鳄鱼表

演。推荐的旅游景点都处于宣城市区，交通很方便。所有景点之间

离得也比较近，游客有充足的时间游玩观赏。  

 
 

行程特点：绩溪访古，梦回徽州，在宗祠、故居、古村落中解读古

徽州的密码。喜欢雕塑建筑艺术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  
 

行程特点：桃花潭踏歌，查济村访古。在白烟碧波中体会历史的诗

意，在黛瓦白墙中，感受徽州古城跳动的脉搏。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n/SearchList_51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xuancheng&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0625.html#refid=22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0625.html#refid=2282175
http://www.17u.cn/HotelCommentsNew.aspx?id=50625&Flag=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dianping50625&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SearchList_51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xuancheng&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50843&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50843&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CommentsNew.aspx?id=50843&Flag=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dianping50843&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50843&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50843&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SearchList_51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xuancheng&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44847&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44847&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CommentsNew.aspx?id=44847&Flag=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dianping44847&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44847&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44847&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50843&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50843&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44847&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44847&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50625&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50625&utm_content=zhusuhttp://www.17u.cn/HotelInfo-50625.html�


  宣城       

 
 

- 15 -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住 宿  
宣城住宿很方便。宾馆遍布市区各处，住宿环境较好的有敬亭山宾馆、宣城宾馆、南天宾馆，都坐落在市区，坐出租一般 10

分钟就到了。标准间一般 100-200 元/间，豪华间略贵点，淡季还可以打折。另外宣城还有军供、扬子等数家小宾馆，不成气候，

环境还可以，只是床位较少，价格却很便宜，一般 40 元/床。在一些古村落有农家乐旅舍，一般包食宿 40 元左右。 

火车站周边  

 

宣城豪恩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氧吧房        158 元    

休静房         19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宣城酒店  

[18667wdbidd] 服务不错，就是无餐饮，硬件也

还需提升。 
[13851reayoc] 我挺喜欢这种风格的，态度也好，

我很喜欢。下次还来。 

→ 查看 2 条酒店点评  

      
  

宣城南天宾馆  
 

 

房型         同程价        

标准间         294 元    

单人间          294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宣城酒店  

[13856dlmjse] 交通便捷，环境优雅，孩子很喜

欢。 
[15955hqwhhv] 非常干净，很温馨，下次还会

光顾的哦。 

[13956hjibxu] 环境很好，处于闹市区，交通很

方便，就是床再软点就更好了。 
→ 查看 27 条酒店点评  

      
  

宣城国会台客隆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标准间        278 元    

单人间         27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宣城酒店  

[13008elpggf] 不错，房间够大，服务热情，老

人比较满意哈！ 
[13093jlrwxt] 地理位子不错，出门方便，价格公

道，卫生不错，服务也挺好。 

[18857vpwcis] 还可以吧，位置还不错，服务设

施都可以，交通也方便，就是价格有点高。 
→ 查看 65 条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50625&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50625&utm_content=zhusuhttp://www.17u.cn/HotelInfo-50625.html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50625&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50625&utm_content=zhusuhttp://www.17u.cn/HotelInfo-50625.html
http://www.17u.cn/SearchList_51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xuancheng&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CommentsNew.aspx?id=50625&Flag=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dianping50625&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25982&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25982&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25982&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25982&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SearchList_51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xuancheng&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CommentsNew.aspx?id=25982&Flag=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dianping25982&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16729&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16729&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16729&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16729&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SearchList_51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xuancheng&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CommentsNew.aspx?id=16729&Flag=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dianping16729&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50625&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50625&utm_content=zhusuhttp://www.17u.cn/HotelInfo-50625.html�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25982&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25982&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16729&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16729&utm_content=zh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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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 

宣城泾县帝豪商务宾馆 
 

 

房型        同程价        

普通单间      88 元      

普通标间     12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宣城酒店  

[13913jfuomv] 自 己开 车的， 所以交 通没 有考

虑，如果没开车就有点不便了。 

 [13584byatye] 地点很好找到，环境很好，干净

卫生，服务也很不错，早饭虽然简单但很实惠。 

 

→ 查看 17 条酒店点评  
       

  

宣城查济培元桥酒家  
 

 

房型          同程价       

标准间          9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宣城酒店  

[13696xcddig] 老板很热情，主动与客人联系，

提前为客人进行准备。 

[13584byatye] 热情的老板，温馨的环境，热腾

腾的饭菜，真是个不错的酒家。 

[13951sjlelo] 客栈挺干净的，民风淳朴，挺好的。 
→ 查看 54 条酒店点评  

宁国县 

宁国盛唐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普通单间       88 元      

普通标间     12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宣城酒店  

[13721hjvwox] 盛 唐酒店 交通 便利、 服务 态度

好、住宿环境和设施不错！早餐丰盛！ 

[18652ahigwc] 盛唐，盛世大唐，装修风格古香

古色，窗户都是木雕刻的。卫生有些欠缺，入住

时马桶都是脏的。服务很好，营业员很热情。 

→ 查看 17 条酒店点评  
       

宣城宁国恩龙世界木屋村  
 

 

房型         同程价    

单人间木屋       502 元      

双人间木屋       502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宣城酒店  

[13801cgytda] 环境还是不错的，风景也不错，

只电视机太差了。 

[江湖混子] 价格较贵；风景不错，我们仅为度假，

没有到其他地方玩。可惜麻将桌不是自动的。夏

天还是比较热的。游泳池没有是一大遗憾。 
→ 查看 6 条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44847&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44847&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44847&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44847&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SearchList_51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xuancheng&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CommentsNew.aspx?id=44847&Flag=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dianping44847&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14763&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14763&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14763&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14763&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SearchList_51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xuancheng&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CommentsNew.aspx?id=14763&Flag=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dianping14763&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23202&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23202&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23202&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23202&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SearchList_51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xuancheng&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CommentsNew.aspx?id=23202&Flag=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dianping23202&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14187&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14187&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14187&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14187&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SearchList_51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xuancheng&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CommentsNew.aspx?id=14187&Flag=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dianping14187&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44847&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44847&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14763&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14763&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23202&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23202&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14187&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14187&utm_content=zh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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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德县 

宣城广德县横山宾馆 
 

 

房型       同程价       

商务标间     15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宣城酒店  

[15956gbpfvw] 性价比不错哦 下次还会预订这

家酒店。 

[13856stlidl] 没说的，经常光顾，性价比不错的，

公司招待都在这里. 

[18930dxplif ] 这个价格，能住这么宽敞，还有

电脑的房间，值！！ 

→ 查看 11 条酒店点评  
      

  

宣城广德华东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普通双人间       180 元      

商务标准间        20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宣城酒店  

[13952hqurem] 紧靠高速口，交通方便。双层玻

璃，虽靠马路隔音很好。 

[15153ktelbg] 房间不错、挺大，比较喜欢浴缸。 

[13349jcgnnt] 位置就在高速口边上，很方便，

酒店和附近就餐都比较方便，早餐也不错。 
→ 查看 54 条酒店点评  

 

绩溪县 

宣城龙川玉龙山庄 
 

 

房型       同程价        

标准间      260 元      

 单人间       26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宣城酒店  

[13757esljin] 新装修好的酒店，价格不贵，环境

不错，特别是酒店大厅的灯，古香古色的，非常

喜欢，回家还特意上网查了他家的灯具。下次有

机会还会入住。 

[13818pbedia] 距离龙川景区很近，走过去只要

几分钟，空气也很新鲜。 

→ 查看 35 条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2067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20671&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2067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20671&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SearchList_51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xuancheng&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CommentsNew.aspx?id=20671&Flag=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dianping20671&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6560&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6560&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6560&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6560&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SearchList_51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xuancheng&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CommentsNew.aspx?id=6560&Flag=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dianping6560&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13812&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13812&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13812&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13812&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SearchList_51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xuancheng&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CommentsNew.aspx?id=13812&Flag=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dianping13812&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2067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20671&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6560&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6560&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13812&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13812&utm_content=zh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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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  
宣城的绩溪县素有“中国徽菜之乡”的称号，无论是风味小吃，还是宴会大

菜都能做到清新雅致，鲜嫩可口。 

宣城的饮食以皖南徽菜为主，讲求保持原料的真味，常用火腿、冰糖提味。

宣城的地理条件优越，地产丰富，品质优良，如笄山笋、宣木瓜、琴鱼、南湖蟹、

南湖银鱼等名优特产，让宣城的菜更有特色，与众不同的本味在大师的烹调下彰

显魅力。 

美食推荐 

绿豆兜徽州风味小吃、甜酒酿、蝴蝶面、火焙豆腐、麻酥糖、火烧冬笋、伏

岭玫瑰酥、绩溪菜糕、苞芦松、豆豉、芙蓉糕、冻米糖、“杜”字虾米豆腐干、梅

干月饼、秤管糖、徽州豆腐乳、徽州炒面、蟹壳黄（又称火炉饼）、豆腐老鼠、冬

瓜饺、徽州醉蟹、五城茶干、徽州裹粽、水阳三宝等。 

 

 

 

特 产  

在宣城购买特产有很多选择。 

宣笔尖、圆、齐、健；选料精严、制作考究；毛纯耐用、刚柔并济。

宣纸韧、润、光、白、耐折、耐老化、防蠹防腐、纹理纯净。两者对于

爱好书法绘画的朋友是馈赠的佳品。 

“大红袍”板栗风味独特，果实饱满；笄山笋壳薄肉厚，质嫩脆甜；

南湖银鱼肉细骨软，鲜美可口，营养丰富；以及敬亭绿雪、宣木瓜、猕

猴桃、山核桃等土特产值得带回家慢慢品味。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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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清明三日雨转晴 车行千里江浙皖 
2011-4-15  作者：灰衣术士  

清明时节，桃红柳绿，黄花灿烂，诸多景区，游人纷至。 

老友商议，自驾盲游，驻足路边，但赏沿途，山林清涧。……[查看全文] 

 

一瞥：龙川古村；定睛：伟人故里 
2011-2-27  作者：境由心造  

两年前路过此地没停下来，当时一瞥间看到了这样两座木桥，立刻让人销魂，然后魂

牵梦绕，今日总算看到了也走过了，尽管走的战战兢兢的哈……[查看全文] 

 

纸 . 揽尽风华冷如霜 
2010-11-20  作者：林仙儿  

宣纸因其产于安徽宣城，故以地名冠之至今。 

儿时最感诱惑的几类纸，始终不解。第一是纸伞店里的纸，曾数次伫足其门口，幻想

做裙子不知是否漂亮？第二是打字蜡纸后面的一层衬纸，我拿它做了好……[查看全文]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5305_2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4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7937_20.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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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7u.com/blog/article/6269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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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网友  

本攻略感谢一起游网友 echo1973、灰衣术士、木子北方、境由心造、林仙儿、鱼在游 0217、

苏州（新浪花）、抽烟斗的男人、白色的玩偶 、风淡云轻之雨的支持。  

 

  版本信息   

如有批评建议，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本攻略将不定期更新，下载最新攻略请至一起游宣城旅游攻略。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一起游旅游攻略。  

 

  版权声明  

本攻略 PDF 版已得到 Adobe Acrobat 官方认证，本攻略最终解释权归一起游所有。  

 

  加入微信  

欢迎您加入一起游微信（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  

      

 

 

返回目录   

http://www.17u.com/About17U/MyAdvice.asp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418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index.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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