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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秀山 景区以森林为主

体，以绿色为特征，群峰起伏、

林木青翠，素以“山不高而秀，

水不深而清”著称，被誉为“绿

城翡翠，壮乡凤凰”。 

 

 

 
扬美古镇  历 经 苍 桑的

小镇山青水秀、绿树葱茏。镇

上青石板铺砌的街巷码头，朴

实厚重。镇里镇外风光秀丽、

民风古朴，镇民崇文尚德。 

 

 

 
德天瀑布  位 于 中 越边

境，雄奇瑰丽，变幻多姿，无

论春夏秋冬，阴晴雨雾，均各

具情态。其魄力，其气势，其

风采，震魂摄魄，摇动心旌。 

 

时机 Timing 

春 春季的南宁会迎来各式各样的花节，逛桃花岛，走桃花

阵，处处“人面桃花相映红”。 

夏 每年的 8 月或 9 月，会迎来横县茉莉花节，拥有 10 万

亩茉莉花种植基地的横县，被誉为“中国茉莉花之都”。 

秋 这个时候南宁会举办国际民歌艺术节等大型旅游活动，

期间游客可以参与到南宁最具地方特色的节日。 

冬 南宁属亚热带季风区，这里终年常绿，四季花开，冬季

也是游客们的绝佳选择。 
 

贴士 Tips 

① 中山路要晚上去才会热闹，白天就是条很普通的街。晚上

逛中山路时记得保护好自己的钱包和贵重物品。另外中山路

小吃很多，不要贪多伤胃。 

② 南宁每年商场的最低折扣在 12 月到元旦期间，这段时间

适合抢购衣服、靴子。 
 

便利  Convenience      

 
 特价酒店   特价机票   优惠门票  

http://www.17u.com/hotel/list_45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nanning-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list_4501.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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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南宁 
 

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广西第一大城市，北部湾

经济区核心城市，位于广西西南部，与越南社会主义共

和国毗邻，是红豆的故乡，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边陲古

城，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 

 

南宁，古称邕州，是一个以壮族为主的多民族和睦相处

的现代化城市。居住着壮，苗，瑶等 36 个少数民族。南

宁别称绿城，凤凰城，五象城，分别因市内有凤凰岭，

五象岭而得名。 

 

南宁近海，距钦州港、防城港、北海港仅 148 公里、156

公里和 204 公里。 

 

南宁近边，距中越边境的东兴市、凭祥市只有 204 公里

和 230 公里。 

 

 

百越之地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释怀提供） 

 

南宁，一个以壮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首府城市。主要居住着壮、汉、瑶、苗、侗、

仫佬、毛南、回、京、水、彝、仡佬等 12 个世居民族。此外，还居住着满、布依、蒙

古、傣、黎、傈僳、拉祜、俄罗斯、土、高山、土家、朝鲜、白、藏、纳西等 39 个民

族成分，其中人口总数超过 1000 人以上的依次为壮族、汉族、瑶族、苗族、仫佬族、

侗族、回族、满族、毛南族、土家族等 10 个民族。 

 

壮族是世代居住在本地的土著民族；汉族为秦汉以后陆续迁入；回族为元朝以后迁入；

瑶族和苗族大多为清代以后迁入；其余民族多于解放后陆续从全国各地迁来。 

 

 

 

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天涯无际提供） 

 

2003 年 10 月 8 日，温家宝总理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第七次东盟与中国 10+1 领导人

会议上建议，从 2004 年起，每年 11 月在中国广西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一

建议得到了各国领导人的普遍欢迎，并写入了会后发表的主席声明。    

 

2003 年 12 月 17 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安民在国务院新闻办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由

中国商务部和东盟国家经贸主管部门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中国-

东盟博览会（简称“南博会”），自 2004 年起，每年 11 月在广西南宁市举办。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4164986#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90915#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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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南宁 

飞 机 

到达南宁可直飞南宁吴圩国际机场。吴圩国际机场位于南宁

市西南 32 公里的吴圩镇。目前，机场共开通三十八条国内

航线，国际航线五条，地区航线两条。南宁的航线网络主要

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南部和西南部城市，而中部、西北部和

北部城市的航线较少。 

 

机场交通 
机场巴士（费用均为 20 元/人） 
每个航班安排车辆接送旅客往返于南宁市区与机场之间。 

1 号线 

机场——市区朝阳路民航售票处(火车站对面) 

发车时间：从首班抵达机场开始至航班结束 

市区朝阳路民航售票处——机场 

发车时间：05:30 至 22:30，每 30 分钟一班 
 

2 号线 

机场——市区民族大道五象 (北 )广场城市候机楼 (距埌东客

运站约 5 公里) 

发车时间：10:00 至 22:00 

市区民族大道五象(北)广场城市候机楼——机场 

发车时间：05:30 至 21:00，每 30 分钟一班 

联系电话：0771—2095307 
 

出租车 
南宁的出租车大多为红、绿色车身，随时都可以叫到。在主

要街道均设有出租车上下客站，前后 5 米均可叫停。南宁机

场到市区打车一般 80-100 元左右。 

计费方式为：起步价为人民币 7.00 元，每公里 1.60 元，20

元以内然后附加费 2 元。 
 
公交车 301 路，半小时/班车，票价为 3 元。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傻佳提供） 

火 车 

南宁火车站，每天都有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成都、长沙

等地的列车，交通十分便捷。同时，这里也是前往广西各市

区的重要中转站，设有始发钦州、北海、桂林、百色的列车。 
 

南宁站 
地址：南宁市中华路 28 号。 

交通：乘坐 605 路公交车在火车站东（中华苏州路口）站下

车。或者乘坐 5 路、8 路、10 路、19 路、21 路、24 路、

33 路、52 路、605 路、805 路等路车在火车站下车。 

 

汽 车 

南宁主要有五大长途汽车客运站，分别为琅东客运站、江南

客运站、北大客运站、安吉客运站、金桥客运站。 
 

琅东客运站，为市内主要客运站，主要发往桂林、玉林、

柳州、北海、防城港、钦州等以及省外各地等方向。 

地址：青秀区民族大道 186 号 

交通：乘坐 6 路、25 路、39 路、42 路、45 路、52 路、76

路、90 路、206 路等路车，在琅东站下车。 
 
江南客运站，市内第二大客运站，主要发往钦州、崇左等

方向。 

地址：南宁星光大道 236 号 

交通：乘坐 11 路、12 路、15 路、21 路、23 路、25 路、

31 路、81 路、207 路、705 路等路车，在江南客运站下车。 
 
北大客运站，主要发往百色、隆安、大新等地。 

地址：北大北路 26 号 

交通：乘坐 8 路、10 路、19 路、24 路、33 路、34 路、46

路、52 路、204 路、605 路等路车，在北大客运中心站下车。 
 
安吉客运站，主要发往武鸣、马山、河地等地。 

地址：安吉大道 42 号 

交通：乘坐 2 路、32 路、36 路、41 路、54 路、67 路、80

路、84 路、90 路、206 路等路车，在安吉站下车。 
 
金桥客运站，主要发往宾阳、上林、梧州、桂平、柳州等

地。 

地址：昆仑大道 368 号 

交通：乘坐 22 路、606 路、608 路、802 路、803 路等路

车，在金桥客运站下车。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预 订南宁 特价机 票  

http://www.17u.com/blog/109304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nanning-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nanning-1.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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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地理位置图  

 

 

 

 

 

 

 

 

 

 

 

 

 

 

行在南宁  

公交车  

南宁的公交大部分为无人售票车，票价 1 元，空调车 2 元。

公交车运营时间一般为 6：00－23：00 左右，沿途各公交车

站点都明确标有沿途通达线路及票价。 

 

出租车  

南宁的出租车起步价为 7 元，起步价为人民币 7.00 元，每公

里 1.60 元，20 元以内然后附加费 2 元。注意要在主要街道

均设有出租车上下客站，前后 5 米均可叫停。 

 

摩的  
南宁又被称为“摩托车上的城市”，市内摩托车拥有量居全国

第一，在南宁市内行走，也可以乘坐摩的，价格比较便宜。 

南宁到越南  

在南宁琅东汽车站有直达越南河内的车，在关口下车办理出

关手续，然后上车直达河内客运总站。这种车的优点是过关

有人指导，但是速度比较慢。友谊关到河内大客车要走 5 个

多小时。 
 
另外一种就是南宁乘坐班车到凭祥客运站，然后打车前往友

谊关（30 元左右），然后步行办理手续出关，出越南关楼后

乘坐小公车到车站，不到一公里车费是 10000 越南盾左右

（约人民币 3 元多），到客运站后不用进站买票，直接在停车

场 有 拉 客 到 越 南 多 省 的 小 商 务 车 ， 到 河 内 价 格 大 约 是

100000 越南盾（约人民币 33 元多）。小商务车会到达河内

会把客人送到想要的位置（要在市区范围）。这种方式虽然比

较繁琐，但是胜在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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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到越南  

 

 南宁景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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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景点  

 

青秀山风景区  绿城翡翠 壮乡凤凰 
青秀山风景区位于南宁市东南面约五公里，南临邕江，景区

以森林为主体，以绿色为特征，包括青山、凤凰岭、帽子岭、

雷劈岭等十几座山峦，群峰起伏、林木青翠、岩幽壁峭、泉

清石奇、云雾翻腾、江环如带，素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

而清”著称，被誉为“绿城翡翠，壮乡凤凰”。 
 
青秀山自东南连亘西北，与凤凰岭、铜鼓岭、凤翼岭相连，

雄奇秀技，古树参天。山上岩幽壁峭，泉水甘例。有“洞虚

亭”、“白云精舍”和“董泉亭”，有龙象塔、俩宜亭、盼鸥亭、

浩浩亭、真经阁、竹味精舍、青秀山房、步云门、云天阁等

亭台楼阁；还有海天一览、塔影凌虚、狮林、荷花伴月、翠

屏飞瀑、子夜松风等风景名胜景点。 
 

青秀山桃花艺术节 
每年一到春暖花开的季节，青秀山都会举办桃花节，桃花开

的期间，山上踏青赏花的游客络绎不绝。 

活动时间：每年春季 
 

青秀山新春庙会 
每年青秀山都会举行新春庙会。庙会上民间绝技表演让人大

开眼界、各色小吃使人胃口大开，真正感受过年的喜庆热烈

气氛！ 

门票 15 元/人，学生 10 元/人。 

 道路环保费，小车 10 元/辆，中巴 20 元/辆，大巴

30 元/辆。 
 
景区内观光车 5 元/人。 

开放时间 8:00-18:00，每逢农历初一、十五 7:00-18:00 

行车路线 二号门 → 东盟友谊园 → 状元泉 → 观音禅寺 

→  桃花岛  →  萧台  →  泰国园  →  环山秀坪  →  龙象塔 

→ 水月庵 
 
交通 
① 在市内搭乘 10 路、34 路、环城一线、环城二线公交车。 

② 市中心朝阳广场搭乘前往青秀山的旅游专线车。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释怀提供） 

 

 

 

 

 

 

 

 

 

 

 

 

 

 

 

http://www.17u.com/blog/4164986#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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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园  邕城美景 
 

南湖公园   
南宁人民公园，又称白龙公园，因白龙湖而得名。是“古邕

州八景”之一。位于南宁市区北面。园内主要旅游景点有：

镇宁炮台、白龙湖、九曲桥、湖心亭、白龙餐厅、儿童游乐

园、金鱼场、地下冰室、烈士纪念碑等。 
 
望仙坡 
公园大门正对面，是一座林木葱茏、端严秀整的山坡，这便

是公园的主体望仙坡，有一条高 141 级、宽 10 米的石阶直

通山顶。 
 
镇宁炮台 
顺着台阶登上望仙坡顶，所见一座巨石砌就的二层环形城堡，

即是旧桂系军伐陆荣廷所建的镇宁炮台，是公园内的最高点。

炮台上安置着一尊 1890 年制造的德国克鲁伯大炮，登上炮

台既可俯瞰南宁城全貌。 
 

白龙湖 
望仙坡南麓是白龙湖，湖水澄碧。据宋人王象之《兴地记胜》

载，宋名将狄青曾驻望仙坡，见坡下湖边一群白羊颇似龙形。

因此以白龙名此湖。湖心有小岛，岛西的九曲桥和岛北的三

孔月桥将岛与湖岸相连。 
 
门票 免费 
 
开放时间 9:00-22:00 

 
交通 
① 可以从市中心的朝阳广场步行 10 分钟左右到达。 

② 公交车 14 路、17 路、37 路、62 路等在新民公园路口站

下车，步行可至。 

南湖公园位于南宁市东南面，是一个融水体景观、亚热带园

林风光于一体的公园。湖面占公园的四分之三。湖上有九拱

桥、长堤、风景桥，设有各色游艇和鱼餐馆。湖水澄碧，湖

面蓝天白云倒影，湖岸芳草绿树相依。 
 
公园内三个“园中园”，即中草药圃（从全国各地采集来的

200 多种名贵中草药）、盆景园（即四季果园、百花园）和兰

花圃（有夏惠、剑兰、墨兰及火焰兰等名贵花种），可谓集大

成之作。 
 
此外，公园还有 1984 年建成的“百色起义陈列馆”（为纪念

百色、龙州起义 55 周年而建）、李明瑞、韦拔群烈士纪念园

可参观。 
 
南湖码头 
南湖码头位于水幕电影后，靠近沃顿国际大酒店和南湖大桥

一侧。目前南湖码头有两条游览线路。 
 

第一条是南湖环湖水上休闲吧。船上除提供讲解、饮用水常

规服务，还有时令水果免费提供。价格惠为每位每次 50 元。 
 
第二条是南湖—民歌湖的游船游览项目。游程约 60 分钟，

水色江湖间体验南宁城市新变化。 
 
门票 免费 
 
交通 公交车 3 路、8 路、14 路、20 路、33 路、51 路、

60 路、65 路、80 路、86 路等，在南湖公园站下车。 
 

一起游小贴士 南湖公园沿湖而建，所以特别大，一定要

在进之前看好园门口的导航。  

广西药用植物园  立体的本草纲目  

植物园坐落在距南宁市区 8 公里的东郊山峦，是我国及东南

亚地区规模最大、种植药用植物最多的专业性药用植物园。

园内林木苍翠，藤蔓纵横，棚架点缀其间，小桥流水更添雅

趣。这里栽培药用植物 2130 多种，是李时珍《本草纲目》

所记载的两倍，被人们誉为立体的“本草纲目”。 
 
药物园划分为 7 个药物区：广西特产区、药物疗效区、荫生

植物区、木本药物区、草本药物区、藤本药物区和药用动物

区。药用植物园，既是游乐休闲的好地方，也是增长见识的

好去处。 
 
门票 65 元/人，春节活动门票价 20 元/人。 
 
开放时间 8:00-18:00 

交通 
① 1 号门公交：22 路、42 路、66 路、75 路、81 路、215

路、601 路、606 路、608 路、802 路、803 路可到。 
 
② 2 号门公交：环城 1 线、20 路、42 路、90 路（兴宁区

政府站）可到。 
 
③ 3 号门公交：7 路、86 路可到。 
 
一起游小贴士 广西药用植物园 2012 年 4 月 16 日开始

暂停对外开放，闭园时间截止到 2012 年 9 月 20 日。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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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凤江   
良凤江 森林公园位于南宁 市南郊友

谊路，距市中心 14.5 公里。整个公

园由菩提大观园、植物王国、游乐世

界三部分组成，细分为：菩提佛光、

双狮拜佛、树木家园、阳光部落、八

卦水域、休闲河州、雨林天簌、激情

地带、绿岛龙珠、原始群落等十个各

具特性的景点。 
 
菩提大观园 
园内有天下奇树—中国唯一阴阳合

一的姻 缘菩提树以及与大 自然结合

得非常完美的星级度假山庄—菩提

山庄。 
 
植物王国 

1700 多种千姿百态的树种，在良凤

江边葱郁成林，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树

木标本园，也是林木科普、教学实习、

科研以及影视外景拍摄的重要基地。 
 

游乐世界 

有最新的美式森林野战，可“全副武

装”在“枪林弹雨”中过把“枪战瘾”。

可以乘木筏休闲河洲游、尽情的领略

大自然的风光、还可欣赏各种珍奇的

野生植物。也可以去多情谷探险，尽

享“穿越丛林”“野外求生”带来的

无穷乐趣。 
 
门票 15 元/人 
 
一 起游小 贴士  景 区 内 昆 虫 众

多，以长袖长裤服饰为佳。 

  

 

 

 

 

 

 

 

 

 

 

 

 

 

 

 

 

 

 

 

 

 

 

 

 

 
 

 
 
 
 

交通 
① 公交车 301 路可到，在良凤江站下车。 

② 南宁市朝阳花园小金山宾馆有到公园的旅游专线车。 

③ 在南宁市火车站可乘 5 路公交车至槎路，再转乘 301 公共汽车或旅游车到公园。 

嘉和城温泉谷  一泉一世界  

嘉和城温泉谷位于南宁市东北方向南梧大道嘉和城内，距离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约 13 公里。集多国风情的温泉休闲疗养、

水上乐园、温泉 SPA、温泉泳池、餐饮、康体等为一体，让

人们不出国门就能享受世界各地著名温泉精粹的顶级温泉。 
 
门票 138 元  （同程价 128 元  >> 立即预订） 
 
交通  
公交 22 路、606 路、101 路公交车直达嘉和城景区。 

自驾 

桂林：桂柳高速→柳南高速→环城高速→二塘出入口→昆仑

大道→温泉谷 

北海：南北高速→环城高速→二塘出入口→昆仑大道→温泉谷 

凭祥：南友高速→环城高速→二塘出入口→昆仑大道→温泉谷 

百色：南百高速→环城高速→二塘出入口→昆仑大道→温泉谷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19407.html#refid=2582175


                      南宁 

                         - 9 -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周边景点  

 

大明山  广西庐山 
 

伊岭岩  地下宫殿 
大明山位于武鸣县东北部，距南宁 104 公里，210 国道公路

东侧，是广西中部弧形山脉西翼的一组大山，主峰龙头山海

拔 1764 米，为桂中南最高峰。山中四季分明，春岚、夏瀑、

秋云、冬雪，素有“广西庐山”之称。 
 
山上主要游览景点有： 

奇峰幽谷 河谷以甘南大河谷最为壮观，烟雾缭绕，难以见底，

两岸奇峰陡峭； 

高山草坪 主脉群峰之顶有六片天然大草坪，草坪四周古木环

绕，中间长草不长树，人称天坪山圩； 

深山飞瀑 连冲三级，最大一级高约 60 多米，如龙尾摆动，

称“三滩龙尾瀑布”，夏季还有瀑布穿过山崖石壁而飞泻直下； 

壮乡新姿 登上顶峰可模糊看到柳州、钦州； 

山脚还有古代作战的石城，东端有出土商、周时代的古墓群

等。 

 

门票 128 元 

 

交通 
大明山专线车 
南宁发车点：朝阳花园旁小金山停车场 

发车时间：10:30、13:30、16:30 

大明山发车点：大明山景区门口 

发车时间：7:00、8:30、16:00 
 

自驾车 
① 南宁市安吉—都南高速公路—府城出口—府雷二级路—

大明山。 

② 南宁市安吉—210 国道—武鸣—两江—大明山。 

 

一起游小贴士 
① 即使是夏季上大明山，也要备好一件薄外套。 

② 自驾游的车友在出发前要加满油。 

③ 如果是在周末或者是黄金周上大明山的话，住宿方面一定

要提前预定。 

④ 前往大明上最好是自驾方式。并且景区内部没有交通，全

靠步行的话，估计要走两天。并且要自己准备食物。 

⑤ 景区附近有住宿，如大明山宾馆、度假村宾馆、瀑布山庄、

龙腾宾馆、观日山庄等。 

伊岭岩位于武鸣县境内，距南宁市郊 18 公里，是一座典型

的喀斯特岩溶洞。因地处伊岭村而得名，又名“敢宫”(壮语)，

意为宫殿一样美丽的岩洞。该洞窟位于梁满山腹中，状若海

螺，深四点五米，分三层，游程 1100 多米，一步一景，景

景各异，曲折迂回，变化无穷。据地质学家推断，形成于一

百万年前。 
 

洞内已开辟八大景区，100 多个大小景点，柱幔重叠，扑朔

迷离。洞内可见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石笋、石柱、石花、石

幔等。 
 
另外，伊岭岩前的壮寨文化长廊也充分展示了壮族文化历史

和民族风情。 

 

门票 60 元  （同程价 50 元  >> 立即预订） 

 

交通  

① 在安吉客运站乘坐专线车到南宁花花大世界下车（3 元），

然后转乘 4 路公交车（3 元）到伊岭岩下车即可。 
 

② 在安吉客运站乘坐南宁——武鸣的车，到伊岭岩下车。记

得跟司机说下提醒下车，票价 8 元。 

 

一起游小贴士 
① 洞内清冷潮湿，准备好厚实衣物及防滑措施。 

② 民俗村里的少数民族风情非常有意思，建议前往一看。 

③ 游览溶洞时，对于洞中免费照相并赠送小照片，但其实是

收费的，游览时需注意。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我非我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84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330179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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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美古镇  小南宁 
 

龙虎山  四大猴山之一 
扬美古镇是目前广西境内保存最为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在

全国名列前茅。位于左江下游，距南宁市约 30 多公里，水

陆交通都很方便。 
 
古镇建于宋代，当时是方圆近百公里的商品集散地。建筑主

要是明清建筑，其中清代的占有绝大部分。有一座三百年历

史的清代宅院。历经苍桑的小镇山青水秀、绿树葱茏。镇上

青石板铺砌的街巷码头，朴实厚重。镇里镇外风光秀丽、民

风古朴，镇民崇文尚德。 
 
古镇著名的景点众多，有千年古楼魁星楼、清代一条街、明

清古建筑群、梁列亚故居、龙潭湾等，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

江面波光粼粼，绿水翠竹映着古镇，显得格外优美。明代著

名的旅行家徐霞客曾从南宁乘船到过这里，盛赞扬美镇的沿

江风光。 
 

古镇更有两处胜迹，特别值得一看。其一为辛亥革命先贤梁

植堂、梁烈亚在古镇金马街的故居，原来占半条街道的建筑，

现仅存一厅三房一庭院。另一处为建于乾隆元年（1736 年）

的魁星楼，主楼高 15.3 米。整座楼呈方形，上小下大，雄伟

壮观，外形像帝王玉玺，故人称“帝印”。 

 

门票 10 元 

 

交通 
南宁到扬美专线车 在华强路 198 号（二运汽车站斜对面）

的“南宁－杨美”专线旅游车停靠点乘车，每天上午 9：00、

10：00、11：00 准时发车，单程 10 元，车程约 1.5 小时。

返回南宁的车很少，一般是下午 14：00 和 16：00 各有一

班，事先要先问好发车时间。 
 
自驾车 前往扬美的公路路况一般，有旅游牌提示，驾车或

骑自行车都可以，但中途有轮渡，按车收费，自驾出行前最

好先问好轮渡的时间 
 

轮渡 可以在南宁邕江码头乘观光船到达，但每天只有一次

往返，建议还是乘车过去。 
 
一起游小贴士 
① 古镇上有梅菜、豆豉和酸菜是著名的“扬美三宝”，到扬

美旅游，不要忘记为亲友购买“扬美三宝”。另外，扬美沙糕

也很不错。 
 

② 到扬美古镇，不得不尝的是扬美的鱼，非常好吃。一般的

价格在 45 元一斤左右。 

位于广西隆安县境内，离县城 36 公里。景区有植物种类 1145

种，其中药用植物 713 种。国家级保护植物有毛瓣金花茶、

金丝李、蚬木、肥牛树等，国家级保护动物有黑叶猴、猕猴、

冠军犀鸟、蟒、穿山甲等。 
 
龙虎山也是中国四大猴山之一，山中一大景观就是猴
群。现有 8 大猴群共 3000 只猴丁，每群猴都有自己的猴王。

目前，山中半人工饲养的猕猴有 3 群，即龙山群、白花山群、

江边群，其中龙山群喜欢飞岩走树，白花山群喜欢乖乖呆在

亭子附近候客，而江边群则喜欢跳水潜水与水中鱼儿嬉戏。

在景区中不仅可以游览山中奇特的自然风光，还可以喂猴逗

趣。 
 
园内现已开放的景点有深山逗猴、溶洞奇观、石林盆景、绿

水江泛舟、壮家小竹楼等。 

 

门票 60 元  （同程价 55 元  >> 立即预订） 

 

交通  

① 南宁北大客运中心每天早上 8：00 点开始每半小时一趟

发往龙虎山专线车，“南宁—大新”，“南宁—天等”客车到龙

虎山门口下车。 
 
② 南宁快速环道—江北大道—环城高速—南坛高速—往大

新二级公路—龙虎山。 

 

一起游小贴士 
① 景区还可乘坐原生态竹排沿江而下，穿梭在森林中，感受

“船在画中走，人在画中游”的无穷惬意，并有壮家的导游

阿妹可聆听具地方特色的动人山歌。 
 
② 农家风味十足的“金龙寨”，可亲身体验壮家的农家风情。

有竹竿舞、拉石磨、翻地种菜、窑红薯等项目。 
 
③ 景区猴儿顽皮，请注意保管好提包。如遇雨天，请做好防

滑措施。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广西旅游信息屏提供）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74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6020435#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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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山岩画  举世闻名 神秘壁画 
花山位于崇左宁明县驮龙镇的左江岸边，在它临江的那面高

260 米的山崖上画满了各种呈土红色的图画。据考证，绘画

年代在东汉以前，距今已有 2000 年以上的历史了。 
 
在这组规模宏大的图画中，人物形象虽然线条粗犷却又栩栩

如生，有佩刀剑的，有戴桂冠的，是头人或指挥者，周围都

有一群“小人物”朝着他，组成了一幅幅情境各异的画面。 

 

门票 现在为保护壁画，已基本禁止上岸观看，所以，花山

壁画的门票其实也就是乘坐的船票。 

 

交通 到花山必须先到宁明。 
 

南宁—宁明 
火车 乘坐南宁—凭祥的列车，在宁明站下车 

汽车 

① 南宁汽车总站每天有多趟发往凭祥的客车，每小时一班，

在宁明站下车即可，车票 40 元。 
 

② 南宁二运中心每天下午 14：30 有一班直达宁明的客车，

票价 35 元。返程时可乘第二天宁明至南宁的快班巴士，每

天两班，早 9：30 和早 10：30 发车。另外，宁明到凭祥的

巴士 7：00～18：30 每 20 分钟发一班。 

 

宁明—花山 
花山距宁明县城约 25 公里，下了火车或长途汽车后，到驮

龙桥码头（距火车站 200 米）乘船二小时可到花山游览。 
 

① 旅游公司游船，往返 35 元/人，全程需 2 小时（游船咨

询电话：0771-8628688）。 
 

② 私人小木船，往返 80 元/船（可讲到 50～60 元），包船

即走。 
 

③ 有从花山开出的“公船”，早 8：00 到驮龙桥码头，下午

13：00 开往花山，但这种船很少，只有碰运气才能遇上。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南方野人提供） 

 
相关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当地有位大力士勐卡，不甘被当地头人欺压，

准备带领当地壮族兄弟起兵造反。但兵马不足，幸得神仙传

授用纸人纸马，撒豆成兵之术。哪知一日其母打开藏有纸兵

纸马的箱子，只见狂风大作，天昏地暗，人马飞出落在山崖

上，因不足百日，尚未点化成人而变成现在的壁画。 

 

未解之谜 
谜团一 这些神奇壁画所表现的内容和主题是什么？ 

 
谜团二  壁画绘在江边的悬崖峭壁上 ,它又是怎样画上去的

呢？ 
 

谜团三 赭红色的壁画久经千年风雨长留至今，现在仍然鲜艳

清晰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颜料？ 
 

谜团四 花山崖壁画成画年代尚未定论，考古学家们的研究结

果也不尽相同,但据历史学家考察，至少在 2000～3000 年以

前，到底具体是多少年呢？ 
 

谜团五 在花山崖壁画群附近的（扶绥县城对岸）贝丘遗址所

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是否与花山壁画有直接联系？是壁

画作者留下的还是他们的先祖？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2087475#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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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祥友谊关  中国九大名关之一 
凭祥友谊关是中国九大名关之一。关楼左侧是左弼山城墙，

右侧是右辅山城墙，尤如巨蟒分联两山之麓，气势磅礴。友

谊关位于广西凭祥市西南端，322 国道终端穿过友谊关拱城

门，与越南公路相接，是通往越南的重要陆路通道和国家一

类口岸，距凭祥市区 18 公里。 
 
凭祥自古就是桂西南的边防要地，友谊关则是中越边境上最

大、最重要的关防。友谊关两边高山矗立，形势险峻，卡在

峡谷通道上。它是一座城楼式建筑，楼高 22 米，底层是厚

实的城墙，中央为圆拱顶的城门，非常雄伟。镶在拱门上的

“友谊关”三个大字，是陈毅元帅亲笔题书的。 

 

门票 50 元  （同程价 40 元  >> 立即预订） 

 

交通 

凭祥距南宁市区 180 公里，距越南首都河内 160 公里，友谊

关位于凭祥市区西南 18 公里处。 
 

南宁—凭祥 
火车  乘坐南宁—凭祥的列车。从火车站到凭祥市还有段距

离，可乘当地 1 元的三轮摩托到市里。 
 

汽车 南宁汽车总站 8：00～18：00 发往凭祥的客车每小时

一班。返程时可乘凭祥至南宁长途巴士，早 7：00～17：00

每小时一班，车票 50 元，单程 4.5 小时。 

凭祥市汽车总站地址：凭祥市北大路 

电话：0771-85267362、 
 

凭祥——友谊关 
没有固定的班车，需包车前往，行车时间约 40 分钟，往返

需 40～60 元左右。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桃花岛主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桃花岛主提供） 

 
友谊关（镇南关）大事记 
友谊关历史上曾叫镇南关，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它是中国

古代九大名关之一。 
 

1884 年 8 月，法国侵略军进犯越南北宁、谅山等地，1885

年 3 月，老将冯子材抓住战机，取得镇南关大捷。 
 

1907 年 1，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的镇南关起义在金鸡山镇北

炮台打响，终因弹尽粮绝而被迫撤退。 
 

1939 年 12 月 20 日，侵华日军占领镇南关，烧毁关楼，将

拓印的“镇南关”三个大字寄奉日本天皇请功。 
 

1949 年 12 月 11 日，关楼上升起了“八一”军旗，广西全

境解放。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84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103036#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103036#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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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天瀑布  跨国大瀑布 
德天瀑布位于中越边境广西大新县硕龙镇，为国家特级景点。

横跨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排在巴西-阿根廷之间的伊瓜苏大

瀑布、赞比亚-津巴布韦之间的维多利亚瀑布以及美国-加拿

大的尼亚加拉瀑布之后，是世界第四大、亚洲第一大跨国瀑

布。 
 
它起源于广西靖西县归春河，终年有水，流入越南又流回广

西，经过大新县德天村处遇断崖跌落而成瀑布。德天瀑布雄

奇瑰丽，变幻多姿，无论春夏秋冬，阴晴雨雾，均各具情态。

其魄力，其气势，其风采，震魂摄魄，摇动心旌。 
 
在德天大瀑布的上游 600 米处，立有一块界碑排行 53 号。

相传清朝年间，清政府在这段边界上划规领土，所立界碑，

一统边界，当时这里的交通极为不便，山高路远，崎岖难行。

当时几个官兵奉旨抬着界碑到此，看天色已晚，还有那么远

的路程要走，于是偷懒就地挖坑将界碑立于此地，就是现在

的 53 号界碑。这一立就将碑后中国的许多领土划给越南。 

 

门票 80 元  
 

交通 

① 南宁汽车总站每天早 8：30 有快巴直接发往德天，单程

用时约 4 小时，下午 15：00 返回，单程票价 50 元。（南宁

汽车客运总站地址：朝阳路 80 号电话：0771-2437420、

2424529） 
 
② 从南宁先到大新县城，140 余公里，从县城到德天瀑布有

60 余公里，如果选择包车前往的话，约需 100 多元。 
 
③ 可在汽车站搭乘开往下雷的车，在硕龙下车，车费 10 元，

再坐三轮车前往，约 5 元。4、景区内的各景点基本上有车

可达，无需艰苦攀爬。 
 

下图左侧为越南板约瀑布，右侧为德天瀑布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半爿牙提供） 

 
 
 
 
 
 
 
 
 
 
 
 
 
 
 
 
 
 
 
 
 
 
 
 
 
 
 
 
 
 
 
 
 
 
 
 
 
 
 
 
 
 
 
 
 

一起游小贴士 

① 进入景区后，可乘竹筏近距离观赏瀑布，但注意一定要乘

坐景区正规的竹筏。如果乘坐了越南边民的船，到越南境内

后可就是由他们漫天要价了，可以选择不给，但是这样会被

逼在越南境内下船，到时候越南会以偷越国境罚款，同样回

到国内也会被罚款。 
 

② 景区内有中越边境贸易市场，其实都是做的游客的生意，

一个个的小摊连成一片。在此有越南香水、越南土特产等，

还可以兑换整套越南盾以资纪念。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温州超人提供） 

 

我们在进入景区后，导游小邓极力推荐我们坐竹筏近距

离观赏瀑布，因为花 20 元的竹筏钱就可以来一次跨国

游，算起来还是很值得的，不过一再嘱咐我们一定要坐

景区正规的竹筏，千万别脑子一热被越南边民忽悠上他

们的船，一旦上了他们的船，把你撑到越南境内后就开

始漫天要价了，你可以不给，但必须跟他到越南境内下

船——逼你偷越国境，到时候且不问国内如何处罚你，

越南那边可是要罚你一千万的，这不是开玩笑，绝对是

真的，不过也不至于把你罚的倾家荡产，因为是一千万

越南盾，一块人民币换三千三百多越南盾，这样算下来，

一般的游客都是可以当场掏得起的。 

——半爿牙《跨国的风情——德天瀑布》 

http://www.17u.com/blog/4031280#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953265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96241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96241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96241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96241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96241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96241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96241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96241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96241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96241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96241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962412.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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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南湖公园 / 人民公园 →  广西药用植物园  → 中山路  【经典线路】  

青秀山  / 扬美古镇  / 龙虎山  / 花山岩画  / 凭祥友谊关 【一日游大型景点推荐】  

大明山  / 德天瀑布  【二日游景点推荐】  

 

南湖公园 / 人民公园 →  广西药用植物园  → 中山路  【经典线路】  

这一天的活动主要集中南宁市区，感受南宁的绿意，遍尝南宁美食。 

▲ 交通  

① 南湖公园 → 广西药用植物园：在南湖公园站乘坐 20 路下行，在厢

竹大道北站下车，步行可至广西药用植物园。 
 
② 人民公园 → 广西药用植物园：在人民公园站乘坐 80 路下行，在友

爱北立交站下车，换乘环城 1 路下行，药用植物园站（厢竹大道）下车。 
 
③ 广西药用植物园 → 中山路：药用植物园（厢竹大道）站，乘坐环

城 2 路下行，在竹溪立交站下车，换乘 34 路上行，在民族江北路口下

车，步行可至中山路。 

▲ 住宿  

在此条路线中，推荐住在中山路附近，中山路白

天是条很普通的街，到晚上就变的热闹起来，住

在中山路方便吃夜宵逛街后回酒店休息。  

 
 

推荐住宿         >> 南宁特价酒店  

南宁铭豪商务酒店 

双标间    同程价：130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单标间    同程价：130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 午饭    

南湖公园附近有不少吃饭的地方。 

 

青秀山  / 扬美古镇  / 龙虎山  / 花山岩画  / 凭祥友谊关 【一日游大型景点推荐】  

此线路除青秀山外，都是距南宁有一定距离，在路途上需耗费一定时间可当天来回的景点。青秀山则是需要花一天时间游览。 

▲ 交通  

① 青秀山：市中心朝阳广场搭乘前往青秀山的旅游专线车。 
 
② 扬美古镇：华强路 198 号（二运汽车站斜对面）乘坐南宁到杨美专线车。 
 
③ 龙虎山：南宁北大客运中心有发往龙虎山的专线车。 

 
 
 

④ 花山岩画：南宁乘火车前往宁明，下车有到驮

龙桥码头（距火车站 200 米）乘船可到花山游览。 
 

⑤ 凭祥友谊关：乘火车或者汽车前往凭祥，然后

包车前往友谊关。 

 

大明山  / 德天瀑布  【二日游景点推荐】  

此线路比较偏远，路程需花费一定时间。 

▲ 交通  

① 大明山：南宁朝阳花园旁小金山停车场有发往大明山景区的车。 
 
② 德天瀑布：南宁汽车总站 8：30 有快巴直接发往德天瀑布。 

▲ 住宿  

根据所选择的景点在景区附近选择住的地方，大

明山景区可以住在景区内。德天瀑布可以住在硕

龙镇上。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list_45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070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50707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070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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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住宿 
 
中山路（→ 查看中山路附近酒店   →  查看南宁特价酒店） 
中山路本身是全国有名的一条小吃街，自从东盟博览会在南宁永久落户后，更是荟萃了东盟各国的小吃。 

食：中山路是小吃一条街，但是只有在晚上才比较热闹，白天很普通。   

 

 

南宁星波便捷连锁酒店（民生店）  
 

 

房型           同程价        

标准大床房       130 元    

豪华大床房      14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中山路附近酒店  

[C.xiufeng] 酒店位置不错，交通方便，周边吃

喝玩乐一应俱全。房间干净卫生，价格也可以~ 

[13877ecnqdc] 入住感觉还是不错的。 

[15978anhrij] 地理位置很不错，晚上有人保

管电车，房间还蛮干净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 查看 100 条酒店点评 

   

南宁泽霖连锁商务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标准双床房       168 元    

商务双人房      19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中山路附近酒店  

[13189saatxf] 酒店地理位置不错。周边吃饭

也很不错。下次还会继续入住~ 

[13851cqxwwe] 环境不错，房间很大，很清

爽，网速蛮快，房价不高，到南宁的话值得来住。

而且靠邕江比较近，闲暇时可以到江边散步。 

→ 查看 100 条酒店点评 

   

南宁汉庭酒店连锁（朝阳广场店）  
 

 

房型           同程价        

标准大床房       170 元    

标准双床房      18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中山路附近酒店  

[13560mvzrlg] 还不错吧，貌似比较安全，也

比较干净，就是价格有点高，便宜点就好了~ 

[13910zcgcxt] 酒店干净舒适，位置很好。 

[13877ixeojs] 环境不错，服务好，交通便利。

下次去还住。 

→ 查看 100 条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501_14420_ZhongShanLuNanHuanLuLuKou.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45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851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851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501_14420_ZhongShanLuNanHuanLuLuKou.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28513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325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325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501_14420_ZhongShanLuNanHuanLuLuKou.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13251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133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133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501_14420_ZhongShanLuNanHuanLuLuKou.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11338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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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展中心（→ 查看国际会展中心附近酒店   →  查看南宁特价酒店） 
国际会展中心附近交通比较方便，比较适合商务人士住宿。 

食：国际会展中心附近的民族大道上有很多吃的。   

 

 

南宁风尚 80 酒店式公寓  
 

 

房型           同程价        

豪华单人房       178 元    

豪华双人房      18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会展中心附近酒店  

[13728ntbmen] 酒 店 负 责 接 待 的 姐 姐 人 很

好，因为第一次去找不到地方，跑到楼下去接我，

房间很干净~ 

[13728ntbmen] 交通便利，干净卫生，宽敞

明亮.... 

→ 查看 101 条酒店点评 

   

南宁景晨公寓式酒店  
 

 

房型           同程价        

豪华单人房       178 元    

豪华双人房      17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会展中心附近酒店  

[13597cvygkp] 还可以。干净 安静 舒适 下

次还会在去的~ 

[13588pszpzt] 交通方便，房间装潢满意.... 

[13588pszpzt] 很不错，下次还会来，干净整洁，

安静。 

→ 查看 99 条酒店点评 

   

南宁圣保罗商务宾馆  
 

 

房型           同程价        

豪华双床房       180 元    

豪华大床房      18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会展中心附近酒店  

[13517illmsj] 挺好，干净整洁，服务态度也不

错，还会再来吧  

[大 爱小 城 ] 酒店住宿条件不错 ,相对于这个价

格在南宁而言 ,我觉得是相当不错了 .... 

[13978iyupen] 还行，条件不错，环境整洁。 

→ 查看 99 条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501_10325_GuoJiHuiZhanZhongXinNanNing.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45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298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2987.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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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美食地图 
南宁没有特别著名的名菜，以老友粉和粉饺及各种酸品、粥

品小吃最为出名。 

 

南宁菜肴属粤菜系，讲究鲜、嫩、爽、滑。南宁小吃选择众

多。到新疆要吃烤羊肉，来南宁要逛酸野摊”，夸的是南宁的

酸品；“久闻荷叶饭，吃后口留香”，赞的就是荷香园的荷叶

米饭；“游邕不吃谟觞粥，神仙返去也顿足”，说的是美味的

粥品。此外，锅烧牛杂粉、爽记鱼生及第粥、绿豆大肉粽、

李子凡的糯米水圆、成香园茶食并称为邕城饮食的“五虎将”。

还有“林有记”、“粉角丸”也是南宁的招牌菜和名点。  

 

南宁主要美食街 

中山路小吃一条街 
这条如今经营着美食的老街承载了太多南宁人关于祖辈、成

长的历史印象，是现代化侵蚀全城后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

老南宁生活景致。逛逛中山路，不吃东西也是享受。 
 
各种“美食天地”、“美食广场”的名目在南宁数不甚数，可

在许多“老南宁”的眼里，中山路才是名副其实的小吃街。

这里餐馆云集，热闹非凡，夜间更是灯火通明，香飘不断，

名小吃有南宁酸野、老友粉（大同粉店、复记老友粉最为有

名）、八珍伊面（仙池饭店）、牛杂粉、乌鸡饭、炒田螺、白

果芋泥等。花上 3、5 元就可以美餐一顿，而且“过口不忘”，

味道绝佳。 
 
在中山路的后半段,有一条叫南国街的小巷，灯光昏暗，烧烤

摊密集，这里才是南宁人“正野”的夜市大排档。几瓶啤酒、

一手烤猪鞭、一手烤排骨，这就是南宁朋友对你最本色的热

情。 
 
一起游小贴士 

① 中山路白天很普通，晚上非常热闹。 
 

② 中山路前半段晚上七点半后车辆禁行，八点后街面上灯火

辉煌，桌子、凳子摆了一路。每家店门口摆满菜样的台面也

超级大地占据着马路的一半，另一半是对面的菜台，所以原

本还算宽的马路也变得格外“热闹”。这里是“外来客”和上

南宁老街“摆排场”的人消费的地方，价钱是一样的公道。  
 
交通：乘坐 10 路、11 路、34 路、35 路、45 路、76 路、

79 路、205 路、207 路、604 路、706 路等路车在民族江北

路口下车，步行可至中山路。 

新民路、七星路、古城路  
新民路：有东北饺子店的特色饺子，连升茶楼的连升米粉和

螺丝粉，生力军餐厅的豆浆油条、牛杂萝卜、油豆腐和烫青

菜，天助粉店的老友粉。 
 
七星路：主要以富豪饼、马肉粉、柳州烧肠粉为名； 
 
古城路：广州肠粉和瓦煲汤无一不是花样多多，美味便宜，

令人垂涎三尺。  

 

建政路、思贤路、园湖路和新竹路  
建政路：牛排套餐（金琴牛扒馆）、螺丝粉（宁宁柳州螺丝粉）、

棕子和糍粑（建政饮食店）、夜市上的“十年民间肥姐烧烤”

系列。 
 
思贤路：以粉为主，有鸡汤粉、五香猪脚粉（玲莉快餐）。 
 
园湖路：以粥为主，有花鱼粥、鸽子粥、麻雀粥（广州粥王）。 
 
新竹路：全肉饺（曹记小吃店）和糖炒板粟都是正宗的传统

民间小吃，这里是享用早餐和夜宵的好去处。 

 

不到 1 公里的短短一条街，已经成为南宁十大招牌景点。白

天是行车道，晚上椅凳支满马路，从马蹄糕、烤生蚝、卷筒

粉、油条档、冰品店、酸品摊直到武汉鸭脖子、湖南臭豆腐。

可谓南北美食通吃，完全满足走一路吃一路的美食豪情。  

 

共和路海螺街 
中山路旁边的共和路是南宁本地人吃海螺，各种贝类的夜宵

据点。人气极旺。店家如“铜螺湾”“越南仔风味海螺”等。

海螺每盘 15——20 元。  
 

交通：乘坐 72 路、211 路、212 路等路车在民生共和路口下

车，步行可至共和路海螺街。 

 

水街 
南宁人心目中最地道的美食据点。街上如快意饺子云吞、九

记伦教糕、黄阿婆粉虫、甘家粉饺等，都开了十多年乃至几

十年的知名老店。细细游走品味定有不俗发现。    
 

交通：乘坐 3 路、17 路、18 路、36 路、40 路、57 路、58

路、78 路、81 路、202 路、203 路等路车在人民解放路口

下车，步行可至水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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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特色美食 

老友粉 
这是有着百年历史的面食。据说，几位老哥们成天泡在一起

喝茶，却发现某位仁兄卧床不起好几日没来，茶馆老板献计，

烹制了一碗米粉送到病榻前，仁兄被那酸香味刺激得食欲大

起，吃完之后大汗淋漓，病症全无。事后手书“老友常来”

牌匾赠与茶馆老板，于是世间就有了老友粉。 
 

老友粉是南宁小吃的金字招牌，口味鲜辣、汤料香浓，夏天

吃着是开胃，冬天吃着能驱寒。老友粉的一般原料就是米粉，

肉，酸笋，辣椒，豆豉，吃起来又酸又辣，也叫酸辣粉。在

南宁吃老友粉一定会推荐两家，复记老友粉和舒记老友粉。 

 
到哪儿吃老友粉？ 
复记老友粉 
复记的总店在中山路，有北湖路分店，秀灵路分店，东葛路

分店，思贤路分店，琅东店等，在南宁的大部分地方应该都

很容易找到复记，想吃的话可以问路人附近有没有复记，大

多数人应该都很乐意回答。 
 
推荐中山路的总店，虽然人总是很多，但是味道是最正的。

老友肉粉，老友杂粉，老友面，老友伊面很多煮粉可以选择，

还有老友炒粉，老友炒面的可以选，价格一般不会超过 10

块。在总店特别推荐老友炒伊面，非常好吃。  

 
舒记老友粉 
舒记的总店离复记的总店也不算太远，从中山路出来走向七

星路很快就到了，在第一人民医院斜对面。舒记的分店开得

没有复记那么多，桃源路有，友爱路的南铁里也有。 
 
七星路的总店人也是很多，周末的时候去吃基本上都要等等

才有位置，但是还是很多人愿意等。舒记老友粉的汤没有复

记的那么油，粉比复记的要宽一些。猪肉的话是肉末，牛肉

的味道也不错。一般比较推荐吃煮粉，干捞粉觉得比较一般，

也没有复记的老友炒伊面。煮粉类一般都不贵，不到 10 块钱。 

 

亚光老友粉 
除了这两家，南宁还是有很多老友粉店的。在共和路有一家

亚光老友粉，也是传统的老字号。从朝阳广场沿着共和路走，

很快就找到了，从民族大道那边走就会比较远一些。晚上饭

点的时间去的话排队的人也比较多。 
 
上面说的三家都是正宗的南宁老友粉，都是专营老友粉的，

如果觉得这些环境不是很好，可以到南宁饭店的小嘟来食街

去吃，那里的老友粉口碑也还不错。而另外的在步行街的澳

门食街里有一个老友干捞粉，可以去吃吃看，不到 10 块钱很

大的一碗，味道还不错，适合夏天吃。 

 

 
 

八仙粉 
相传是清宫食谱之一，其配有山珍海味，时鲜八味以上，味

道相异相辅。口感鲜滑清爽。八仙粉以鲜滑清爽为特点。可

以到中山路的“仙池八仙粉店”品尝到美味、正宗、量足、

可口的八仙粉！ 

 

干捞粉 

把米浆蒸熟后切成条形，拌以调制好的叉烧、肉末、葱花、

炸花生、酱料、香油等即可食用。特点是香、酸、脆、甜、

咸适度，食而不腻。 

 
卷筒粉 
用磨成的民浆放进托盘摊成一张薄饼，撒一些肉末、葱花在

上面，蒸熟后卷成卷即可上碟，佐以酱料、香油等拌以食用。

特点是软滑爽口。 

 

生榨米粉 

米团由生米浆和熟米浆两部分组成。贵在经过发酵。吃的就

是其中淡淡的、特别的酸味。那是米粉的原味。 

 

手工榨粉 
就是用戳好空洞的布袋置入米团，挤压后，条状生粉滑落至

滚烫的水锅里，三两分钟即成。 
 
八宝饭 
将糯米泡湿，拌以食用油、绿豆、百合、莲子、白果、蜜枣、

山黄皮、冬瓜糖等近十种清补原料，蒸熟即成。以其香溢软

滑，甜而不腻著称。 

 

酸品 
南宁有句俗话，“行人难过酸嘢摊”“嘢”在白话里的意思接

近“东西”，说白了就是把各种时令果蔬腌着吃，其实南宁的

酸嘢摊就像湖南的臭豆腐一样，从旁边擦肩而过时，光是那

酸酸甜甜的味道就能瞬时激发口水分泌。 
 
柠檬鸭 
柠檬鸭是武鸣县一带的特色菜肴。其做法是将宰后洗净的鸭

切成块，入锅炒至六分熟再放入切成丝的酸辣椒，酸芥头，

酸姜，酸柠檬，酸梅，生姜及蒜泥，共同煨至八分熟，再放

入盐豉，炒熟后淋上香油即可出锅。其味酸辣适宜，鲜香可

口，极其开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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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购物 
购物商圈 
当你在大型的购物中心以难以置信的低价买到心仪的商品，

或是在一家毫不起眼的小店发现标着天价的小背心，不必惊

讶，不要奇怪，这就是南宁特色。它既让你不能小看，又给

你意外惊喜。 
 
南宁传统的商业圈本来是沿着河堤，老南宁的繁华地段基本

上是沿着邕江北岸河堤，原来的临江路、中山路、解放路、

当阳街、水街、大坑口、小坑口都是老一代南宁人念念不忘

的地方。那些如蛛丝般分布在巷道里的大市场和杂色斑驳骑

楼街，也都曾经是南宁的商业记号。  
 

随着河堤的加固，马路的扩建，商业街区逐渐向北移，在人

民路、新华街、朝阳路一带扎下根来。随着城市的扩大，市

区又出现了新的商业区，如古城路、七星路上几个比邻的大

百货公司和沿街精致的品牌店，不过，不管怎么发展，朝阳

路商圈始终掌握着南宁百姓的购物兴致。  

 

南宁名店 
南宁人朴素却超级追求品牌。无论是国际流行服饰，还是街

头蜜腊烧鸭、专配钥匙，都讲究名牌效应。只要牌子够响亮，

哪怕节衣缩食、千里迢迢也赶去捧场。  
 

于是百盛、梦之岛、永嘉这样的名店也就贵客盈门了。在各

大商城的橱窗里，可以看到国际各知名品牌，同时在各条巷

道里也蛰伏着洞察流行先机的时尚店铺和坚守自身风格的个

性店家。这是一个综合的购物场所，无论想前卫还是复古，

都能找得到地方。 

 

南宁必购物品 
南宁各种旅游纪念品、土特产种类齐全。市区购物便利，商

厦和购物中心云集。 
 
当地最著名的手工艺品以壮锦、绣球为代表；土特产主要有

龙眼、荔枝、菠萝、芒果、柚子等新鲜美味的水果；另外，

南宁的皮革制品和金银首饰也都很不错。 
 
主要购物区集中在朝阳路、兴宁街、新民路和七星路一带，

有很多名牌专卖店和精品店。西关路是南宁最热闹的露天夜

市，每天从晚上 6 点开始，就又各种小商品出售。兴宁街是

购买黄金首饰的首选之地。 

 

购物点推荐 
朝阳路（购物中心地带） 

地处南宁黄金地段，毗邻火车站、长途客运站。有南宁百货

大楼（朝阳路 39 号。广西最大的零售百货商场之一）、钻石

广场（朝阳路 66 号）、曼克顿超市（朝阳路 76 号）、沃尔玛、

诺玛特等多个大型综合购物中心，还散布着许多个体小店，

各式商品琳琅满目。 

交通：乘坐公交车 3 路、17 路、18 路、36 路、40 路、45

路、57 路、58 路、78 路、81 路、202 路、203 等路车在人

民解放路口下车。  

 

七星路（品牌购物一条街）  

各式各样的商品汇聚于此，各个档次的商店星罗棋布，大到

王府井商场，小到店铺摊贩。 

交通：乘坐公交车 3 路、11 路、51 路、60 路、80 路等路

车在七星古城路口下车。  

 

兴宁街（金银首饰街）  

购买黄金首饰的首选之地，几家金店的金饰做工细，式样新，

花色多，价格较便宜。 

 

西关路夜市  

从每天傍晚开始，售卖各种中低档服装、装饰品、化妆品、

玩具的小摊一字排开，叫卖吆喝，热闹无比。 

交通：乘坐 17 路、18 路、40 路、58 路、78 路、81 路、

202 路、203 路、701 等路车在人民西关路口站下车。  

 

园林花卉市场  

位于园湖路北段的花卉市场。集市场经营、游人小憩、园林

景点于一体，是广西目前规模最大、最有园林特色的花卉市

场。主要经营花木盆景、根雕，兼营古玩、古董、篆刻书画、

鸟虫、鱼、宠物，并辅以餐饮休闲等服务。 

 

购物贴士 

朝阳路的南宁百货大楼、人民东路的民族商场和七星路的南

宁王府井等地都可买到精美正宗的壮锦。如果想买到质量好

价格又便宜的壮锦，可以到七星路上的小店和西关路的露天

夜市看看，这里的商品讲价的空间都很大，质量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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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越南边境游 
 

签证、护照 
去越南旅游有两种方法，跟团或者自助游。 

跟团游必备护照、签证。如果没有护照，旅游团可以办理办

通行证，但是通行证只能在有限的地方游览，不过跟团游览

也足够了。护照在当地公安局办理。 
 

自助游必备护照、签证。可以选择南宁、广州、上海、北京

等地办理签证，费用约为 300 元左右。 

 

如何前往越南 
友谊关出关 
方法一： 

坐南宁直达河内的快班，到达关口要下车办理出关手续，然

后上车直达河内客运总站，坐直达好处在于方便，过关有巴

姐指导，缺点是速度慢，因为在越南境内由于道路小车速控

制很严，友谊关到河内大客车要走 5 个多小时。 
 
方法二： 

从南宁坐直班车到凭祥客运站，然后打的上友谊关（30 元），

步行办手续出关，出越南关楼后坐小公车到车站，不到一公

里车费是 10.000 越南盾（约人民币 3 元多），到客运站后不

用进站买票，直接在停车场有拉客到越南多省的小商务车，

到河内车价是 100.000 越南盾（约人民币 33 元多），到河内

后司机会非常负责任的把你送到市区内任一位置。 
 
好处是速度快，因为小商务车从关口到河内 3 个小时就可以

了，节约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小商务车的服务好，

到达河内会把车上每一位客人送到想要到达的位置（但是要

在市区范围），还有多几个省的车可以选择，缺点是出关前转

车麻烦。 

 

东兴出关 
南宁琅东汽车站有发往东兴的客车。 

 
一起游小贴士 
出关注意事项：护照、有效签证即可。卫生检疫证不是必

需的证件，这一点同去任何一个欧美国家是一样的。出关时

记得将随身携带的摄象机，照相机申报，以免返程入关时不

必要的解释。 
 
越南入关注意事项：需护照，有效签证。越南海关可能要

求查看卫生检疫证，预先要做好准备。值得提醒的是：在取

回护照时，千万记得检查一下是否已盖有入境边防章，同时，

越南海关也必须在你的入境申报单上盖上章。 

 

出关前要兑换好足够的越南盾（越南很多地方只使用越

南盾和美元，很多是不收人民币的）和买张越南电话卡，

在中国关口都有很多专门兑换代币的人，1 元人民币大约在

3200 越南盾左右，每天行情可能会有点出入，中国电话卡出

到越南就使用不了了，除非是全球通，所以换币是顺便买张

越南卡，方便可以打电话。 
 
过越南尽量不要带太大件的物品，尽量能装行李箱的装

行李箱，否则过越南关口的时候可能会被拦下来，甚至被收

缴。 
 

办过关手续时就是关口工作人员检查护照，没问题的就盖个

出关的章，越南关口是入境章，回来也一样，但过越南关口

工作人员经常会故意拖你时间，特别是一些不会说越南话又

是一个人过关的中国人，目的是想要小费，但不会明要。特

别是拿行李多的出到关卡外还有路卡也是直接要小费才给过

去。一路上有很多的公安查车都是要钱的。 
 
到越南最好能带上翻译，一路上会少很多麻烦，越南有朋

友不需要带翻译的在坐车时也尽量找个会说越南话并且经常

出入越南的国人，他们能给你省掉很多麻烦事。当然出国前

上网查下越南的风俗习惯什么的，对你在越南活动也是有好

处的。 

 

中越跨国游线路推荐  
线路 A：南宁 → 凭祥 → 越南（下龙湾、海防、河内） 

D1：从南宁乘火车前往凭祥友谊关，参观关楼，出镜前往河

内。 

D2：乘车前往河内，游巴亭广场、胡志明陵、故居、主席府、

博物馆、独柱寺等，下午乘车前往海防、晚观涂山风景区。 

D3：乘船游下龙湾。 

D4：游河内百年老街、还剑湖等，后返凉山、友谊关入境。 
 
线路 B：南宁 → 东兴 → 越南（芒街、下龙湾、海防、河内） 

 

越南境内线路推荐  
（南宁 → 东兴）→ 芒街（因边境贸易繁荣而兴旺的小城） 

→ 下龙湾（海上森林） → 河内（喧嚣的城市） → 顺化（越

南最后一个王朝的都城） → 惠安（据说是保存最好的一个

古城） → 芽庄（有越南最好的海滩） → 西贡（可在此参

加湄公河一日游） 
 
贴士：此线路需耗时三周以上。另外记得从河内向南走而不

要把西贡作为出发地往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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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旅游贴士 
 

最佳旅游时间 
每年 10 月末 11 月初，是南宁旅游的最佳时节。 
 

每年 10 月末 11 月初，南宁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国际民歌艺术

节等大型旅游活动，期间游客可以参与到南宁最具地方特色

的节日，并欣赏大型民歌、民族活动演出。这时的南宁变成

歌的海洋，舞的世界、盛装的壮乡男女与中外歌舞集一堂，

整个城市荡漾着民歌的悠扬旋律，而抛绣球、板鞋舞、抢花

炮、踩风车以及多彩的的民间舞蹈更是精彩纷呈。 
 
南宁属亚热带季风区，阳光充足，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年

均气温 21.7℃左右，冬季最冷的 1 月平均 12.8℃，夏季最热

的七八月份平均 28.2℃。“草经冬而不枯，花非春而常开”，

优越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终年常绿，四季花开。 
 
需要注意的是，夏季炎热潮湿，尤其是七、八月份，平均最

高温度达到 30－38℃，且降雨量大，此时在南宁游览一定要

备好太阳镜、遮阳帽和相应的雨具等。 

 

美食注意事项 
▶ 中山路要晚上去才会热闹，白天就是条很普通的街。晚上

逛中山路时记得保护好自己的钱包和贵重物品。另外中山路

小吃很多，不要贪多伤胃。 

 

▶ 水街也是南宁传统小吃美食街，例如凉茶，凉粉、糖水、

马蹄糕、生榨米粉、粉饺、饺子、云吞、粉利、粉虫、芋头

糕、莲花糕、糍粑等等。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释怀提供） 

 

景点注意事项 
▶ 青秀山 
① 公园面积很大，在里面游玩需要乘电瓶车游览，5 元/人，

随叫随停，需要注意的是 5 元并不是通票，下了车的话需要

重新买票。电瓶车在 6：30 以后就收车了，所以要赶在 6:30

之前下车。 
 
② 公园里面还有个龙象塔，免费，爬上塔顶可以俯瞰南宁市

区和邕江景色。 
 
③ 公园内有观音庵，但是寺内不能自带香，只能用寺内的。 

 

▶ 大明山常年云雾缭绕，自驾车的游客一定要注意提前咨

询当地的气候，如遇大雾天气最好还是改变行程或者乘坐专

线旅游巴士前往。 

 

▶ 到扬美古镇游玩建议请一位当地的导游，20 元左右。既

能节省时间，又不会错过景点。另外，扬美古镇还有别开生

面的“牛的”，有兴趣的一定要体验一下。 

 

▶ 南湖公园是沿湖而建，特别大，建议在进门之前看好门

口的导航。 

 

▶ 夏天去广西药用植物园时，一定要做好防虫准备。另外

去植物园，记得自备食物，周边比较荒凉。 

 

其他注意事项 
▶ 南宁的中低档旅社多，主要分布在火车站、汽车站以及朝

阳路、友爱南路，条件尚可，价格便宜，比较适合背包客住

宿。 

 

▶ 每年 10 月末 11 月初，南宁会举办旅游节、民歌节等大型

旅游活动，届时可以参与到南宁最具地方特色的节日中，此

时应该是到南宁旅游的最佳时节。 

 

▶ 南宁每年商场的最低折扣在 12 月到元旦期间，这段时间

适合抢购衣服、靴子。从便宜到贵依次可以到新和平商场、

流行前线、裕丰潮流先锋、万达广场、百盛、梦之岛等选购。 

 

▶ 冬天和春天的南宁特别美丽，夏天有点晒。七、八月份在

南宁一定要备好太阳镜、遮阳帽和相应的雨具等。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4164986#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南宁 

                         - 22 -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其他信息  

  相 关 攻略    
 

                                              

 

  游 记 攻略   

 

【城市攻略】半城绿树半城楼—南宁三日游攻略 
2012-3-9  作者：、释怀 

上一口酸笋，下一口辣椒；民族博物馆和东盟商务区只隔着一个山头；左手是绣球

与壮锦，右手食着沙爹和冬阴功的好味；上一秒欢唱《刘三姐》，下一秒切到泰国《换

水灯》；中山路的老友粉四五块，琅东新城的电影票喊到了一百元；挑着荔枝担的阿

婆穿着绣花衣裳，擦肩而过的美腿晃得人眼晕；在青秀山上的苏铁树旁梦到桃源，

下山几步就是贴面的群楼乱舞......这里是南宁，酸酸辣辣的混搭性情……[查看全文] 

 

南宁游记之—花花大世界 
2011-2-28  作者：我非我 

我此次到南宁游玩，恰逢遇到是第三届南宁山水桃花节举办期间，举办地点在南宁

花花大世界内。而恰好花花大世界的门票可以在一起游上预定，更重要的是此景点

属于参加验客大赛的景点之一。这实在是让我欣喜万分。到南宁花花大世界的交通

是十分方便的，其位于广西省南宁市武鸣县双桥镇伊岭工业区，距南宁市安吉客运

站约 16 公里，车程大约 20 多分钟……[查看全文] 

 

广西南宁绿城一日游 东盟 10+1 城市 
2010-3-26  作者：9 号 

匆匆的我离开了北海一个人做黑大巴 40 块来到了南宁，沿路让我有点回家感觉，旁

边坐的全是广西本地人，没一句我听得懂.......从陌生的北海又来到陌生的南宁，下了

车抵达南宁江南站，出站问了一个漂亮姐姐怎么坐车到人民中路，："81 路"。在此感

谢美女姐姐 ... ...[查看全文]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4503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1707_2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4505_3.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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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谢 网友   

本攻略感谢一起游网友傻佳、、释怀、我非我、广西旅游信息屏、南方野人、桃花岛主、半

爿牙、温州超人、9 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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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最新攻略请至南宁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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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About17U/MyAdvice.asp
http://www.17u.com/guide/index.asp?id=108&guidetype=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gongluenanning&utm_content=zuihoushengming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index.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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