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东方明珠塔
东方明珠塔简介

350 米太空舱

门票

P3 到达上海

这是东 方明珠塔上最高 ，也是最
小的一 球。全透明的玻 璃会让人
有“高处不胜寒”的危险。

259 米全透明观光廊

飞机

火车

汽车

前往东方明珠塔

上海内部交通

P7 观光体验

两岸美 景，亲身感受“ 天行者”

高度

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
底层的 上海城市历史发 展陈列馆
再现了 老上海的生活场 景，浓缩
了上海从开埠以来的历史。

组成

球体

悬空观光廊
游船码头
科幻城

旋转餐厅

P9 周边景点
大自然野生昆虫馆
南京路步行街

豫园、城隍庙旅游区

② 东方明珠城市广场、259 米透明观光廊设用摄影服务。

P12 行程推荐

得，不接受预约，须收取相应的押金。
⑤ 东方明珠塔内设有西式自助餐（267 米空中旋转餐厅）、精
致创意上海菜（老上海 8 号餐厅）、巧克力吧、上海特色食品总
汇等。
⑥ 在上海自助旅游，较好的出行方式是轨道交通（地铁），比
较快速并且班次比较准。

上海国际新闻中心

P8 游船之旅

① 节假日等电梯要排长队，可能出现交通拥堵情况。

④ 东方明珠塔免费提供轮椅、婴儿车供适宜人群使用，先到先

顶端天线

98 米娱乐球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③ 东方明珠塔内 98 米有娱乐球，适合家庭游。

观光层

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

上海海洋水族馆

贴士 Tips

轮船

P5 景区交通

以全方 位独特视角饱览 上海浦江
云中漫步的美妙意境。

外滩

杜莎夫人蜡像馆

金茂大厦
新天地
滨江大道

P16 住宿休憩
P18 美食荟萃
东方明珠塔内餐厅
上海美食街

东方明珠塔周边

上海特色美食

P20 休闲购物
P21 旅游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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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潇散闲人提供）

上海东方明珠塔，全称“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坐落在

东方明珠塔塔体由三根斜撑、三根直径九米的擎天立柱及广

黄浦江畔、浦东陆家嘴嘴尖，卓然秀立于陆家嘴现代化建筑

场、塔座、下球体、五个小球、上球体、太空舱、发射天线

楼群，与隔江的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交相辉映，展现了国际

桅杆组成。入夜，遥望东方明珠塔，则是色彩缤纷、璀璨夺

大都市的壮观景色。塔高 468 米，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之

目；登塔俯瞰都市夜景，更是流光溢彩、美不胜收。

高塔。

东方明珠塔集都市观光、时尚餐饮、购物娱乐、历史陈列、

设计者富于想象地将十一个大小不一、高低错落的球体从蔚

浦江游览、会展演出等多功能于一体，已成为上海的标志性

蓝的天空串联到绿色如茵的草地上。远处看宛如两颗红宝石

建筑和旅游热点之一，被列入上海十大新景观，是全国首批

的巨大球体，晶莹夺目，描绘了一幅“大珠小珠落玉盘”的

5A 级旅游景点。

如梦画卷。

门 票
类 别

票 种

套 票

观光+游船

观 光

旋转餐厅
游 船

包 含 内 容

票 价

上球体+陈列馆+浦江游览

180 元

A票

太空舱+上球体+下球体（含一项目）+陈列馆

180 元

B票

上球体+下球体（含一项目）+陈列馆

150 元

 70 岁以上老人凭有

C票

上球体+陈列馆

120 元

效证件享 6 折优惠

268 元

 1.4 米 以 下儿 童 半

298 元

票、1 米以下儿童免票

午餐
晚餐
中华号明珠号

餐饮 + 观光 B 票项目
特等舱
一等舱

 现 役军人 凭有效 证
件 可免费参 观东方 明
珠上球体+陈列馆

120 元

 具 体票价 以售票 处

100 元

挂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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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上海
飞机
上海拥有两个国际机场：浦东国际机场和虹桥国际机场，两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个机场相距约 40 公里。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IATA 代码 SHA）位于上海市西郊，距
市中心约 13 公里。

预订上海特价机票

虹桥机场问讯 021-62683659(人工) 021-62688918(自动)

虹桥机场交通
地铁：目前，轨道交通 2、10 号线均已延伸至虹桥机场 2 号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航站楼（站点位置：地铁站设置于虹桥机场 2 号航站楼的地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IATA 代码 PVG）位于上海市浦东的江镇、

下层。）。

施湾、祝桥滨海地带，面积为 40 平方公里，距市中心约 30
公里。
浦东机场航班问讯：021-38484500 ；服务热线：96990

浦东机场交通
地铁：乘坐 2 号线可以到达或者离开浦东机场。线路识别色：
绿色。
一起游小贴士：广兰路站为 4 节/8 节车厢换乘站，乘客需在

机场专线：
机场一线（虹桥机场 ～ 浦东机场）；

其中 2 号 线不 到
达 1 号 航站 楼 。

公交 806（虹桥机场 ～ 卢浦大桥）；
公交 807（虹桥机场 ～ 清涧新村）；
公交 925A（虹桥机场 ～ 人民广场）；
公交 938（虹桥机场 ～ 浦东杨家渡）；
公交 941（虹桥机场 ～ 上海火车站）

轨道交通 2 号线广兰路站换乘（浦东机场站至广兰路站为 4

出租车：出租车上客点位于 2 号航站楼到达层（地面）4 号

节编组车辆，广兰路站至徐泾东站为 8 节编组车辆）

门南侧。

磁悬浮：浦东机场←→龙阳路地铁站（票价：普通票：单程
50 元，往返 80 元。贵宾票：单程 100 元，往返 160 元）

虹桥机场 1、2 号航站楼间走错了怎么办？
答：虹桥机场 1、2 号航站楼间为走错航站楼的旅客提供

机场巴士：

免费摆渡巴士服务，候车站点为：1 号航站楼出发层 6

机场一线：浦东机场→虹桥机场

号门（首末班时间 6:00、22:30），2 号航站楼到达层 1

机场二线：浦东机场→机场城市航站楼

号门（首末班时间 6:30、23:00），每 15 分钟发 1 班。

机场三线：浦东机场→银河宾馆，途经龙阳路地铁站和打浦
桥站

浦东机场与虹桥机场的交通？

机场四线：浦东机场→虹口足球场，途经大柏树、五角场等

答：①机场一线，票价 30 元。②乘坐出租车，价格在

站

200 元左右。

机场五线：浦东机场到上海火车站，途经东方医院、人民广
场等站
机场六线：浦东机场到中山公园（安化路定西路），途经延安

“到达上海”详细信息请见《一起游上海旅游攻略》

西路华山路、延安中路石门一路、
机场七线：浦东机场→上海南站
机场八线：浦东机场→临港新城/惠南镇（南汇大学城）
机场环线一线：浦东机场候机楼→航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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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
上海主要有四个火车站：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
上海西站。

上海火车站
简称“上海站”或“新客站”位于上海闸北区，秣陵路 303
号，是上海客流量最大的火车站，也是上海轨道交通三号线
的站名。
从上海站始发的列车开往全国各地，其中包括到北京的动车
组卧铺列车和到天津的直达特别快车，以及到香港的直通快
车。因为上海站有开往香港九龙的跨境列车，所以上海火车
站内有边防检查和海关，这有别于国内的其他火车站。
交通：搭乘地铁 1 号线、3 号线、4 号线，在“上海站”下车，
到达上海站。

上海南站
位于徐汇区西南部，老沪闵路 289 号。是上海中心城市的南

来自一起游网友的贴士

大门，也是联系长江、珠江三角洲及中国南方其他城市包括

初次来上海的外地客人，一定要弄清楚站名，问询不能只说

港澳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到上海站’，一般情况下，上海站就是上海新客站。假如你

交通：搭乘地铁 1 号线、3 号线，在“上海南站”下车，到
达上海南站。

上海西站
位于上海火车站西侧约 5 公里处，桃浦路 22 号，目前为上海
的次要火车站。
交通：搭乘地铁 11 号线，在“上海西站”下车。

要赶时间去南站，而指路人引你到了新客站，在时间上，你
有点麻烦了。也有人将南广场和南站搞浑的经历。
——热爱大自然《【清 e 摄】说说我眼中的上海火车站》

汽车
上海的长途客运汽车站很多，主要有上海长途汽车客运总站、
恒丰路客运站和上海长途客运南站，发前往华东各省的班次
在这三个车站都能找到，尤其江浙等周边地区的班次密集，

上海虹桥站
上海闵行区虹桥枢纽申贵路（近地铁 10 号线虹桥火车站）。
目前国内建成的功能完善、设施先进、节能环保和现代化程
度最高的大型铁路综合枢纽，是京沪高铁的终到始发站，北
端与京沪高速铁路、沪宁高速铁路等接轨，南端与沪昆高速

车型多为豪华大巴，十分舒适便利。
上海旅游集散中心是发往上海周边短途旅游目的地的班车，
为旅客到上海周边旅游提供了多条线路选择，十分便利。

铁路、沪杭甬客运专线等接轨。

轮船

交通：搭乘地铁 2 号线、10 号线，在“虹桥火车站”下车，

上海港则是中国的第一大港，也是世界第三大港和世界著名

出站后为上海虹桥站的 B1 层，该层为到达层，乘坐自动扶梯

的十大港口之一，是我国惟一兼有海运、江运和内河航运的

上至 2F 即为出发层，列车开车前 3 分钟停止检票。

客运港口。

上海主要火车站之间的交通？

上海与韩国仁川、釜山，日本大阪、神户开通了海上客运航
线：从上海港出发的国际海运客货轮，可达世界上 160 多个

答 ： 上海 火车 站和 南站 有 地铁 一号 线和 三号 线直 接 相

国家各地区 400 多个港口。它也是出入上海市的一个重要门

连，虹桥火车站有二号线。南站有一号线和三号线，上

户，是华东地区的水上客运枢纽，航运客轮溯长江而上可达

海火车站有一号，三号，四号线，全部都可以换两号线。

九江、武汉和重庆，沿近海而行，则又可至青岛，大连，宁
波。

返回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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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交通
前往东方明珠塔
东方明珠位于上海市浦东陆家嘴嘴尖。

上海出租车
上海市区出租车价格：
0~3 公里 3~10 公里

地址：上海浦东世纪大道 1 号

机场出发

日间: (5:00~23:00)

14 元

2.4 元/公里

3.6 元/公里

夜间: (23:00~5:00)

18 元

3.1 元/公里

4.7 元/公里

*等候时间每 5 分钟按一公里里程收费

东方明珠距上海虹桥机场约 23 公里，乘地铁 2 号线到陆家嘴
站下。

10 公里以上

上海郊区出租车价格：

距浦东国际机场约 43 公里，乘地铁 2 号线到陆家嘴站下就到

起步价：11 元（3 公里）+1 元燃油附加费；

了。其中要在广兰路上换乘 8 节编组的地铁。

其他同市区出租车计费一样，但超过 10 公里不再加收，仍是
每公里 2.4 元。

公共交通
地铁：2 号线至陆家嘴站。
公交：81 路、82 路、85 路、774 路、789 路、795 路、870
路、971 路、983 路、985 路、993 路等到东方明珠站或者

上海出租汽车调度信息服务中心: 96965

一起游小贴士：
①大众要收取预约服务费每次 4 元。

陆家嘴地铁站下。另外，陆家嘴金融城 1 路、 陆家嘴旅游环

②不要坐没有牌子或是窗户是黑色的出租车。晚间乘坐没有

线、观光隧道、轮渡等均可到达东方明珠。

公司品牌的出租车是十分危险的，许多劫匪会假装出租车司
机，后牌还坐着他的同伙。
③防止绕道：乘客在乘车前可以在地图或网上查询相关路线

上海内部交通

和里程，但里程只能作参考，网上里程和实际里程是有误差
的，路线必须是允许出租汽车通行的路线！

上海公交车
由于上海存在大量的单行道，上海公交车往往上下行路线不
同，如果准备搭乘同一路车返回，最好在下车前打听清楚返

上海地铁

程的车站在哪里。

目前已投入运营的线路分别是：1 号线、2 号线、3 号线、4

按运营时间分，有日间公交车、
“2”字头的早晚高峰车和“3”
字头的夜宵车；按地域范围分，有浦西的、浦东的、过江的(含

号线、5 号线、6 号线、7 号线、8 号线、9 号线、10 号线、
11 号线支线。

大桥、隧道线)和郊区线。
上海火车站、人民广场、徐家汇、中山公园、五角场，为市

磁悬浮列车

内主要公交换乘枢纽。

线路：

票价：上海市区内公交车已基本完成空调车的升级，实行单
一票价 2 元，郊县线路则从 1 元至 11 元不等，按里程实行
多级票价。

浦东龙阳路站（近地铁二、七号线）至浦东国际机场站。
龙阳路站： 头班车 6:45，末班车 21:30
浦东机场站: 头班车 7:02，末班车 21:32
票价：
普通票：单程 50 元,，当日往返 80 元；
贵宾票：单程 100 元，当日往返 160 元；

返回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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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体验
高度
电视塔主体结构高 350 米，全塔总高度为 468 米。目前成为亚
洲第二（第一是广州塔 600 米）、世界第四之高塔。
从电视塔大台阶步入塔内底层，便见宏伟的大堂，从底层电梯大
厅到直径为 45 米的中球，离地面 263 米，只需 40 秒钟。

组成
东方明珠塔凭借其穿梭于三根直径 9 米的擎天立柱、太空舱、上
球体、下球体、五个小球、塔座和广场组成。可载 50 人的双层
电梯和每秒 7 米的高速电梯为目前国内所仅有。以及悬空于立柱
之间的世界首部 360 度全透明三轨观光电梯，让每一位游客充分
领略现代技术带来的无限风光。

球体
东方明珠塔最有特色的是把 11 个大小不一、高低错落的球体串
联在一起。两个大的球体直径分别为下球体 50 米和上球体 45 米。
连接它们的是三根直径为 9 米的擎天立柱。最高处球体直径是 14
米。整个建筑物的支撑完全靠三根深入地下的擎天立柱。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花公子提供）

顶端天线

观光层

发射广播和电视信号的天线长 118 米。

东方明珠塔有 15 个观光层。最高的观光层——太空舱位于 350
米，低一点的有位于 263 米的主观光层和位于 259 米、90 米的
室外观光层。旋转餐厅位于 267 米。东方明珠塔中还包含展览、

悬空观光廊

餐饮和购物等其他功能。还有一个被称为太空酒店的 20 间客房

悬空观光廊位于东方明珠电视塔 259 米，称为“凌霄步

也在两个大球之间。

道”，游客可透过脚下的透明玻璃，俯黄浦江两岸全景，
感受 在云中漫 步的感觉 。悬空观光 廊位于第 二个主球 体
内，周长 150 米，宽 2.1 米，游客可以在这里感受“720
度全方位”的视觉体验。

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
位于零米大厅的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是反映上海近
代历史变迁的形象陈列，展示面积达一万平方米。整个陈
列馆由“华亭溯源“、“城厢风貌”、“开埠掠影”、“十里
洋场”、
“海上追踪”，
“建筑博览”、
“车马春秋”七个部分
构成。参观陈列馆，是在穿越历史，是在走过一个时代，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灵魂需要提供）

让观众迫寻海上旧梦、景仰现代史实，品味文化上海。
返回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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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船码头

旋转餐厅

东方明珠游船码头坐落于东方明珠塔前陆家嘴滨江花园内。

誉名中外的东方明珠空中旋转餐厅，坐落于上海东方明珠广

游船码头造型犹如一只凌波汲水、展翅欲飞的巨大海鸥。

播电视塔 267 米上球体，是亚洲第二高的旋转餐厅。其营业

乘坐游览船沿浦江畅游，即可尽情领略百业兴旺、百舸争流
的都市情怀，可以让游客饱览两岸现代化都市风景线。
入夜后，遥望东方明珠塔，则是华灯齐放、色彩缤纷；而在
塔上俯瞰都市夜景，更是一派流光溢彩、灯火辉煌。

面积为 1500 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350 位来宾用餐。
它以得天独厚的景观优势、不同凡响的饮食文化、宾至如归
的温馨服务，傲立于上海之巅。旋转餐厅更值得骄傲的是她
的贵宾包房，布置着豪华富贵的大圆桌、高背靠椅和休闲沙
发，能同时招待 20 位贵宾，金碧辉煌的背景灯光打在冰花玻
璃上，更造就了人间仙境般的效果。
宽敞明亮的落地球体玻璃窗外，浦江美景一览无余，自 267
米高空俯视而下，真有“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
感觉。每 2 小时旋转一圈的设计，让您全方位 360 度尽收申
城的林立高楼、纵横大道、卧波长桥、争流百响。

上海国际新闻中心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花公子提供）

科幻城
上海东方明珠科幻城位于塔底，有森林之旅、南极之旅、魔
幻之旅、藏宝洞、迪尼剧场、欢乐广场、激光影院、动感影
院、探险列车等项目。
还有独一无二的“太空热气球”将您送上天空，尽览上海大
都市美景。白天可以俯瞰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高楼大厦，黄
浦江上行驶的各式船只。晚上则以灯光为主。

上海国际新闻中心位于东方明珠塔下，是集新闻发布、观光、
会展、餐饮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新闻中心。1100 平方米的
新闻发布厅配置有最先进的同传、背投、音响与灯光等会务
设施，可容纳 800 人规模的新闻发布会或国际会议。

98 米娱乐球
娱乐球里有室内过山车、动感 5D 电影、南梦宫游艺城。玩
转游戏世界，体验心跳感觉。适合家庭游。

游船之旅
登船地点

中华号游船

东方明珠游船码头坐落于东方明珠塔前陆家嘴滨江花园内。

“中华号”游船是黄浦江上首条采用全透明玻璃幕墙制造的

游船码头造型犹如一只凌波汲水、展翅欲飞的巨大海鸥。

观光游览船。180 客位的“中华号”适合举行精致小型私人
派对及高端产品发布会，二层甲板可举办独特的鸡尾酒会及

游船价格

快乐派对。

特等舱 120 元；一等舱 100 元。
套票：东方明珠塔观光+游船 180 元

东方明珠号游船
400 客位的“东方明珠号”，整船体借鉴概念船型设计特点，

东方明珠 2 号游船

具有流线型的高速游艇外观。除日常观光之外，同时承接酒

拥有先进商务、婚礼设施及由法国顶级设计师设计的彩球。

会、宴会、水上婚礼等主题活动。270 度环形落地窗，将浦
江无限风光纳入席中。
返回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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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景点

上海海洋水族馆

大自然野生昆虫馆

上海海洋水族馆位于繁华的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区，紧邻东

步入馆内你将感受到水域、沙漠、雨林、岛屿、沼泽等多种

方明珠塔。是上海最大、最具吸引力、以展示水世界物、生

不同的生态环境和不同的昆虫、爬虫，将为你充分展现出大

态为主题的旅游景点。也是世界最大的人造海水水族馆之一。

自然的神奇魅力。馆内区域划分为：生态园、昆虫长廊、生
态触摸区、两栖爬虫溶洞区、水域触摸区、热带雨林区及科
普教室。

门票 成人票 50 元；儿童票 30 元
地址 浦东新区陆家嘴丰和路 1 号（东方明珠旁，国际会议
中心对面）

交通 81 路、82 路、85 路、798 路、870 路、985 路、
地铁二号线陆家嘴站二号出口、观光隧道、均可到达大自然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马踏飞雁提供）

门票 成人票 160 元，儿童票 110 元。
地址 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88 号。
交通 在东方明珠旁边，步行前往。其他地方也乘公交 81、
82、85、583、774、795、798、799、870、961、971、
985、992、993、996 等到东方明珠站下。地铁 2 号线，在
“陆家嘴”站下车，步行 200 米即可。

日常营业时间 09:00-18:00，售票及入馆 17:30 结束。

野生昆虫馆。

日常营业时间
周一~周四 上午 9:00~~下午 17:00
周五~周日 上午 9:00~~下午 17:30
节假日、国家法定节假日 上午 9:00~~下午 17:30

参观及小动物趣味知识介绍时间
每逢双休日：上午 11:00、下午 14:30。黄金周、节假日：上
午 11：00、下午 13:30、下午 15:00，在昆虫剧场将进行小
动物趣味知识介绍（介绍内容包括龙猫、蜥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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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茂大厦
金茂大厦是上海又一标志性建筑。楼高 420.5 米，遥对东方明
珠电视塔。
金茂大厦 88 层观光厅，高度 340.1 米，只需 45 秒钟就可将游
客从地下一层直送 88 层，令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速度体验。

门票 120 元 （同程价 90 元 >> 立即预订）
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8 号。
交通 公交 81 路、82 路、870 路、871 路等，轨道交通二号
线陆家嘴站下。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金茂大厦两幢摩天大楼之间仅一条马路之
隔。站在高 472 米的 100 层观光天阁，体验一回“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快意。

门票 94 层、97 层、100 层 150 元； 94 层、97 层 110 元；
94 层 100 元。（同程价 135 元 >> 立即预订）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花公子提供）

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近花园石桥路)
交通 地铁 2 号线东昌路站 4 号口出站后步行，或陆家嘴站 6

南京路步行街（南京东路）

号口出站后步行即到。

南京东路东起外滩中山东一路，西至西藏中路，全长 1599
米。其中穿过河南中路，且从河南中路以西开始演变为南京

外滩
外滩，上海的长廊，百余年来，一直作为上海的象征出现在世
人面前。东临黄浦江，西面为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中
西合壁式等 52 幢风格各异的大楼，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群”。
徜徉在这里，我们领略着上海母亲河——黄浦江的风采，远眺
着对岸浦东陆家嘴地区的新姿，感受着绿树花坛间大都市园林
的别样风味，享受着大都市少有的清新空气和明媚阳光。

路步行街。相比起南京西路与大众产生距离般的高贵奢华，
南京东路享有更恢弘的“购物天堂”之美誉。
在河南中路、浙江中路和西藏中路口分别摆有 3 座雕塑，
主题分别为：
“三口之家”、
“少妇”、
“母与女”。在河南中路
入口及西藏中路出口另树立有“南京路步行街”街碑。

交通
地铁一号线人民广场站、二号线南京东路站或人民广场站、
八号线人民广场站。公交 20、37、921、18、17、22、55、

门票 无需门票。

21、23 等均可到达。靠近人民广场，交通极为便捷。

游玩路线

一起游小贴士

外滩源（起点）→外白渡桥→黄浦公园→外滩历史纪念馆和人
民英雄纪念碑→陈毅广场→金融广场→延安路外滩信号台广场
→十六铺水上旅游中心（终点）

交通
公交线路：20 路、37 路、42 路、55 路、71 路、921 路等可
以到达外滩。
地铁线路：地铁 2 号线、地铁 10 号线在南京东路站下车，步
行 15 分钟可以到达外滩。

1、步行街上的观光车营运时间为 8:00-22:30，票价：2 元。
2、步行街东端是河南中路地铁站，从这里乘地铁二号线去
浦东陆家嘴(东方明珠、金茂大厦)，或折返去南京西路上另
一块顶级“商圈”——梅龙镇、中信泰富和恒隆广场。
3、南京路的夜景分外迷人。火树银花不夜天，霓虹灯一条
街是上海的一大景观。许多海外游客称赞说：这里的灯彩不
亚于东京、香港、曼谷等任何一个闹市地段。
返回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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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

豫园、城隍庙旅游区

新天地是以沪上独特的石库门建筑为基础，集历史、文化、

大批雄奇壮观的仿明清建筑商业楼

旅游、餐饮、商业、娱乐、住宅等于一体，是沪上时尚男女

宇，飞檐翘角，气势恢宏，同原有

和在沪外籍人士青睐的休闲场所。

建筑群体及九曲桥、湖心亭、荷花

这片石库门建筑群的外表保留了当年的砖墙、屋瓦、石库门、
仿佛时光倒流，置身于 20 世纪 20 年代。但是，每座建筑内
部，则按照 21 世纪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情感
世界度身定做，成为国际画廊、时装店、主题餐馆、咖啡酒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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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12.12.29

池等景观有机地融为一体，组成幅
蔚为壮观的当代《清明上河图》，华
灯初放时，更是流光溢彩，宛若仙
境，成为沪上独一无二的风景线，
被誉为 “90 年代上海十大新景
观 ”之一。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要学提供）

这里既有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冠以“奇秀于东南”的豫园，
又有兴于清朝同治年间，素有“小商品王国”和“小吃王国”
之称的集市；既有名闻遐迩的老城隍庙，又有全国重点保护
寺院沉香阁和申城最早的清真寺，可谓园林、商市、寺庙于
城，聚集了老城厢的人文景观精华。

交通
①公交：11 路、26 路、64 路、145 路、715 路、736 路、
801 路、929 路、932 路、969 路、980 路、方川线等公交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Smile の花开提供）

交通

线到豫园站下。
②地铁：地铁 10 号线，在豫园站下。

公交线路：146、781、911、926、42、大桥 1 线等。
地铁线路：地铁 1 号线（黄陂南路站），10 号线（新天地站）
机场线路：从机场六线(浦东机场站)上车至(紫金山大酒店站)
下车转 775 路(东方路站)上车至(连云路站)下车

地址 ：上海市卢湾区太仓路 181 弄。淮海中路南侧、黄陂南

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
除了可以与足以乱真的中外明星蜡像留下亲密合影外，还可
以加入到与“明星”对歌、拍电影、打篮球等互动体验中去。

路和马当路之间，毗邻黄陂南路地铁站和南北、东西高架路

开放时间 10:00am-10:00pm (最后售票时间 9:00pm)

的交汇点。

门票 全馆通票 150 元/人，学生优惠通票 110 元/人。儿童
票 90 元/人，老年票 90 元/人。

滨江大道
上海十大休闲街之一，南起东昌路码头，北至泰同栈码头，

地址 南京西路 2-68 号新世界商厦 10 楼。
交通 地铁 1 号、2 号线和 8 号线到人民广场站下车，公交
18,20,37,46,167,518,537,930 和 952 等到达。

全长 2.5 公里。滨江大道集防汛墙体、江边大道、亲水平台、
音乐喷泉、游艇码头于一体，被称为浦东的“新外滩”。

更多上海旅游景点请见《一起游上海旅游攻略》

票价 免票
开放时间 8:00-23:00
地址 浦东滨江大道 2967 号
交通 公交 583、621、623、778、870、82、85、81、983、
地铁二号线陆家嘴站、外滩观光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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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陆家嘴金融区（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 → 海洋水族馆 → 滨江大道
外滩 → 南京路 → 豫园、城隍庙旅游区
人民广场（上海大剧院、上海博物馆、香港名店街和迪美购物中心） → 上海新天地
多伦路文化街 → 福州路文化街 → 豫园、城隍庙旅游区（文化风情游）
枫泾古镇 / 朱家角古镇（古镇游）
十条上海漫步游线路
徐家汇 → 淮海路 → 人民广场 → 南京路 → 正大广场（疯狂购物游）

陆家嘴金融区（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 → 海洋水族馆 → 滨江大道
与浦西外滩隔岸相望的陆家嘴金融区是上海知名度最高的地名之一，有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这些举世闻名的建筑
和景观，登上高楼凌空俯瞰上海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走到滨江大道，可凭栏临江，面对荡漾的浦江水，眺望外滩古老的建筑群。

▲ 交通

▲ 住宿

陆家嘴金融区 → 海洋水族馆：水族馆就在东方明珠塔旁边，步行前往

在此条路线中，推荐您住在陆家嘴金融区东方明珠塔

即可。

附近，距离每个景点都很近，夜景很美。这里也是上

海洋水族馆→ 滨江大道：步行前往约 10 分钟。

▲ 午饭

海高级酒店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推荐住宿

>> 东 方 明珠 塔 附近 酒 店

毗邻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有个正大广场，提供购物、餐饮、休闲和娱

上海 中 银大 厦

乐。可以品尝西餐、中餐、港式等各种不同口味的美食。

标准 临 江房 同程 价 ：1280 元 >> 查看 酒 店点 评
豪华 临 江房 同程 价 ：1380 元 >> 立即 预 订酒 店

外滩 → 南京路 → 豫园、城隍庙旅游区
这三处是游客来上海旅游必去的景点。漫步外滩，一路游览外白渡桥，外滩情人墙，黄浦公园，陈毅广场，看万国建筑群，体会
上海的浪漫风情。南京路是购物的天堂，而在城隍庙旅游区可以品尝上海地道小吃美食，游览最棒的特色小商品街群。

▲ 交通

▲ 住宿

外滩 → 南京路：外滩和南京路连成一片，可以步行前往，或者乘坐地

在此条路线中，推荐您住在外滩附近，白天遥望上海

铁 2 号线到人民广场下。

建筑雄姿和两岸的壮丽景观，晚上可以观两岸灯火。

南京路 →豫园、城隍庙旅游区：乘坐 980 路、66 路、64 路、33 路、
55 路公交

▲ 午饭

推荐住宿

在南京路上解决。可以在中山东一路的餐饮店就餐，这里以中高档的

上海 莫泰 168 连 锁酒 店

消费为主。您也可以步行至福州路与四川中路交叉口，有很多特色小

特价 房

同 程价 ：198 元

>> 立 即预 订 酒店

大床 房

同 程价 ：245 元

>> 立 即预 订 酒店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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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广场（上海大剧院、上海博物馆、香港名店街和迪美购物中心） → 上海新天地
人民广场是上海的中心，其北面中轴线位置上的是市政大厦，西北角是上海大剧院，南面的是上海博物馆。另有大型地下建筑香
港名店街和迪美购物中心。而新天地已经成为上海“最小资”的地方，可以挑选一个下午，一家家细细闲逛慢慢欣赏买些心头好，
等到夜晚来临这里立刻变身为最受老外欢迎的酒吧区。

▲ 交通

▲ 住宿

上海大剧院、上海博物馆、香港名店街和迪美购物中心就在人民广场

在此条路线中，推荐您住在人民广场，交通极其发达，

周围，步行即可。

出行方便是最大的优势，不用坐车就可以享受美食、

人民广场 → 新天地：在广场那里乘地铁一号线（莘庄方向）到黄陂
南路站下。两地距离并不是很远，也可以步行过去，一路上可以欣赏

购物和各种娱乐活动，但酒店价格相对偏贵。

上海都市的现代风情。

推荐住宿

▲ 午饭

上海 天 利宾 馆

人民广场出来到来福士广场里面有很多吃饭的地方，如果要小吃的话，
沿南京路步行街走，旁边也有很多老上海的点心。

标准 大 床房 同程 价 ：148 元 >> 立 即 预订 酒 店
双人 标 准间 同程 价 ：168 元 >> 立 即 预订 酒 店

多伦路文化街 → 福州路文化街 → 豫园、城隍庙旅游区（文化风情游）
上海滩有一道气质独特的人文风景，上世纪三十年代，一大批著名的爱国文人作家居住在此，更留下了不少著作。走在绿荫清幽
的街边巷弄里，能充分感受到悠闲雅致的海派文化气息。

▲ 交通

▲ 住宿

多伦路文化街 → 福州路文化街：步行到地铁虹口足球场站，乘坐 8

在此条路线中，推荐您住在豫园旅游区附近，这里的

号线到人民广场站下车，再步行约 300 米到福州路文化街。或者公交

酒店价格适中，可以很好的领略上海的过去。

167 路、537 路、952 路等公交到人民广场福州路站下。
福州路文化街→ 豫园、城隍庙旅游区：地铁 10 号线到豫园站下。

▲ 午饭
在多伦多文化街或者福州路文化街上的餐厅解决。

推荐住宿
上海 曼 哈顿 金 陵酒 店
单人 房

同 程价 ：228 元

>> 立 即预 订 酒店

经济 房

同 程价 ：228 元

>> 立 即预 订 酒店

枫泾古镇 / 朱家角古镇（古镇游）
离开都市的喧嚣，走近古镇，踏一踏石板老街，探一下深巷幽弄……感受一份清闲！

▲ 交通
枫泾古镇：市区地铁一号线锦江乐园站下，到西南汽车站乘“枫梅线”

推荐住宿

（全高速，45 分钟）直接到枫泾。上海集散中心万体馆、虹口足球场

上海 景 苑水 庄 酒店

每天有班车直达景区。

标准 房

同 程价 ：398 元

>> 查 看酒 店 点评

朱家角古镇：上海旅游集散中心每天有班车前往朱家角。自驾车：从

大床 房

同 程价 ：450 元

>> 立 即预 订 酒店

上海出发：高速：延安路高架装 A9 至朱家角出口下。国道：沿 318
国道，至朱家角后转祥凝浜路即达。

▲ 午饭
古镇里有很多餐馆，建议吃些特色菜。

推荐住宿

>> 枫泾 古 镇附 近 酒店

上海 致 丰客 栈
单人 房

同 程价 ：130 元

>> 查 看酒 店 点评

家庭 房

同 程价 ：150 元

>> 立 即预 订 酒店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13

上海东方明珠塔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十条上海漫步游线路
上海，是一座适合行走的城市。特有的历史造就了它与众不同的文化气息，那些久远的经典，延续至今，蔓延开来，散落在上海
的弄堂深处。漫步在上海的街头，静静端详，细细品味，就一定能有所感悟，有所发现。

▲ 线路①

▲ 线路②

中山公园→愚园路→江苏路→华山路→徐家汇

徐家汇→衡山路→淮海路

时间：1－1.5 小时

时间：1 小时

驻足点：汪公馆

驻足点：香樟花园

地址：愚园路 1136 弄 31 号

愚园路 749 弄。这是一处从外面绝对发现不了的别墅群，最

地址：衡山路 2 号甲(近桃江路) 上海很有气质的咖啡馆。临

为出名的是 63 号、65 号、67 号。

街的一面，拥有明亮通透的开放式玻璃窗。

▲ 线路③

▲ 线路④

漕宝路→桂林路→田林路→宜山路

外滩→南京东路→南京西路→静安寺

时间：2 小时

时间：1 小时

驻足点：桂林公园，原称“黄家花园”，是旧上海大亨黄金荣

驻足点：张爱玲故居

的私人花园别墅。

1939 年的张爱玲与母亲和姑姑就住在 51 室。

▲ 线路⑤

▲ 线路⑥

南京西路→陕西南路→长乐路→镇宁路

延安西路→新华路→淮海路→华山路→徐家汇

时间：1.5 小时

时间：1.5 小时

长乐路以乌鲁木齐为界，划分为两个世界。往西是老建筑的

驻足点：新华路 200 号一座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重檐大屋

地址:常德路 195 号。

天地，以民居为主，其中不乏历史保护建筑。

顶，红色琉璃筒瓦，灰白墙壁，沉稳而庄重。新华路 231 号

往东则是有名的时尚一条街。服装店、饰品店一家挨着一家，

这栋三层高的英国乡村式花园住宅，白色的粉墙露出黑色的

吸引大小艺人名人出没。

木框架，老虎窗透出一丝优雅。新华路 329 弄 32 号乙早年
间的瑞典公使馆，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

▲ 线路⑦

▲ 线路⑧

徐家汇→建国西路→建国中路→建国东路→西藏南路

4 号线海伦路口→溧阳路→四川北路→多伦路→山阴路

时间：2 小时

时间：1 小时

驻足点：太原别墅

地址:太原路 160 号

建于 1928 年。抗

驻足点：老电影咖啡吧

地址:多伦路 123 号。

日战争结束后，这里曾作为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的寓所，

孔公馆

故又以“马歇尔公馆”而闻名。

其中一处豪宅。

▲ 线路⑨

▲ 线路⑩

淮海中路→汾阳路→东平路→乌鲁木齐路

淮海路→天平路→武康路→湖南路→兴国路

时间：40 分钟

时间：70 分钟

驻足点：爱庐

地址:东平路 9 号

一幢法国式的花园住宅，为宋美龄的陪嫁。

地址:多伦路 250 号

驻足点：武康路 107 弄 2 号

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在上海的

陈立夫、陈果夫在沪住宅，一

幢英国乡村式花园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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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 → 淮海路 → 人民广场 → 南京路 → 正大广场（疯狂购物游）
上海，素有“东方巴黎”、
“购物天堂”之美称，这个国际大都市，留给我们的是现代，奢华。它城市格局的小，与辉煌气派的大
形成着鲜明的对比，到了上海除了欣赏大都市的风光外，就是去疯狂地购物一番了。充沛的体力，盈满的荷包是这一天必备的两
大要素。若觉得时间太过匆忙、不够尽兴的话，可以分几天完成。

▲ 站点介绍

▲ 交通

第一站：徐家汇。这里汇集了素有“四大金刚”美誉的东方商厦、港

徐家汇 → 淮海路：乘地铁 1 号线，从徐家汇站到

汇、太平洋百货和汇金广场。地面扫荡完毕后，转入地下的徐家汇地

黄陂南路站。

铁商城。

淮海路 → 人民广场：继续乘地铁 1 号线，从黄陂

第二站：淮海路。这里广纳世界精品，拥有 400 多家商店，有巴黎春

南路站到人民广场站。

天、华享伊势丹、大时代广场、金钟广场、上海广场、香港广场、太

人民广场 → 南京路：从广场步行至南京路。

平洋百货淮海店、百盛等。与之相连的陕西南路和长乐路也值得一逛。
第三站：人民广场。站内有香港名店街和迪美购物中心，商品琳琅满

南京路 → 正大广场：乘地铁 2 号线，从南京东路
站到陆家嘴站，出站后前往正大广场。

目，尽情挑选。
第四站：南京路，100 多家中华老字号特色商店及现代化的商厦等候
你的光临。

▲ 午饭 & 晚饭
午饭：可以在淮海路上解决。

第五站：正大广场，这里云集了久负盛名的中外品牌、环球美食和各
式娱乐。如果体力尚可，荷包允许的话，正大广场也是个绝佳的购物
点。

晚 饭：在 正大广 场上挑 一家餐 馆坐下 来好好享 受一
番，顺便欣赏陆家嘴的夜景。

度假线路

上海 big bus 巴士自助游

90 元

起

立即预订

上海城市观光 1 日游

238 元

起

立即预订

游东方明珠 外滩 城隍庙

108 元

起

立即预订

>> 查 看 到 达 上 海 的 度 假 线 路
返回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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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休憩
陆家嘴金融区（浦东新区）

→ 查看所有陆家嘴金融区酒店

→ 查看所有上海特价酒店

这里是上海城市和科技力量集中体现的地方，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等都集中在此。
这里也是上海高级酒店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延安路隧道连通两岸，出行很方便。

上海速 8 酒店（新国际博览中心店）
房型

同程价

[18801qpekzb] 整 体上还行，方便来浦 东新区

特价大床房

168 元

的游客，尤其是是陆家嘴景区的住宿，相对实惠

特价标准房

168 元
→ 预订此酒店

一点。
[vejay] 酒店周边的设施还是挺齐全的～服务也
很不错～就价格来说全是满意的。

→ 查看更多陆家嘴金融区酒店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上海维也纳国际酒店（陆家嘴店）
同程价

[18862nrmgvc] 很棒，很时尚的感觉，卫生间

普通大床房

318 元

超级大。

豪华大床房

368 元

房型

→ 预订此酒店

[18957czkbat] 这家酒店地点不错，在八佰伴旁
边，周围餐饮店也挺多的，很方便，房间挺大，
也干净，价位却不高，满意。

→ 查看更多陆家嘴金融区酒店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上海东方滨江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王海婷] 酒店环境很好，房间很大设施齐全，景

高级江景房

1588 元

色优美，酒店还把我们住的房型免费升级了，非

豪华江景房

268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陆家嘴金融区酒店

常感谢！
[13792dxgmgi] 室内设施不错，户外江景漂亮，
晚上夜色更迷人，非常喜欢！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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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所有上海特价酒店

这里的酒店价格虽然偏高，即便青年旅馆也比其他区域的高出一截。但最大的优势是很多
酒店可以在房内便阅尽浦江美景和外滩万国建筑博览，出行也很方便。而且附近景点多。

上海曼哈顿商务酒店
房型

同程价

[13655odvqnx] 离外滩很近，步行 2 分钟，方

精致大床房

298 元

便极了。由于 2 大人带了小孩，酒店还免费升级

标准大床房

468 元
→ 预订此酒店

到雅致房，服务很贴心。
[13405ncafvz] 各方面都不错的，交通很便利，
离外滩很近、出门就有 24 小时超市很方便

→ 查看更多外滩地区酒店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上海星程外滩创业酒店
房型

同程价

[13803qsgfpk] 还好了,热水不错的,离外滩进走

标准大床房

268 元

路去城隍庙也近

标准双床房

26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外滩地区酒店

[yjr417] 入住前会电话确认，房间干净整洁，很
喜欢，离外滩很近，太方便了
[13251tsuour] 离外滩很近，周围吃饭也算方
便，下次再去。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上海恒升半岛国际酒店
房型
高级房
豪华江景房

同程价
408 元
73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外滩地区酒店

[13513punnzq] 地理位置不错，到哪都方便，
尤其是去观看外滩夜景可以步行去，唯一有点遗
憾的是酒店的房间相对而言小了点。
[旅行的意义 JY] 哈哈，非常满意，离外滩很近，
很方便！住着很舒服，推荐。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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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荟萃
东方明珠塔内餐厅

上海美食街

267 米空中旋转餐厅

上海城隍庙一条街

位于东方明珠塔 267 米，荟萃欧美、东南亚、和式及传统中西

与豫园毗邻，又称老城隍庙，位于方浜中路，东至安仁街，

自助餐系，兼具现场制作与烹饪表演。时尚前沿的新旋转餐厅

北通福佑路，西至旧校场路。经营各种上海风味小吃：绿波

带来味觉与视觉上的全新体验。

廊的特色点心、松月楼的素菜包、桂花厅的鸽蛋圆子、松云

自助餐时间

楼的八宝饭、南翔小笼、宁波汤团和酒酿圆子等，可称得上

中餐 11:00-14:00；下午茶 14:00-16:00

是小吃王国了。

晚餐 17:00-21:00

交通：乘坐 11、66、126、926 路公交均可到达。

自助餐价格 午餐 268 元；晚餐 298 元

老上海 8 号餐厅

七宝老街
位于新街青年路旁，这里的美食让人眼花缭乱：各种卤味、

位于上海国际新闻中心，300 余款本帮菜肴汇传统与现代烹饪

各色方糕、臭豆腐、汤圆、白切羊肉、七宝糟肉、拆蹄等。

的精髓，精致典雅的包房彰显出海派奢华。

交通：在上海体育馆的旅游集散中心有专车前往，也可以在

营业时间 11:00-21:00

乘坐公交 91、92 路。

东方明珠塔周边
正大广场
东方明珠塔附近的正大广场楼上有许多吃饭的地方，有日本料
理，火锅，烧烤，本帮菜，必胜客等等，应有尽有，价格也从
十几元到几百元不到，选择范围很广，在楼下地下室还有一个
美食广场。

黄河路美食街
从南京路拐进，你就已经进入了一条实惠的餐饮超市。这里
体现的是上海弄堂美食的一大特色，这里大多为上海菜、海
鲜楼，偶尔也可见到水煮鱼、串烧之类。
交通：地铁 1、2 号线、136 路、210 路均可达到。

乍浦路美食街
虹口著名的美食街，位于苏州河北，紧邻市级商业街四川北
路。这里以新潮的餐馆酒楼为主，以粤式菜肴和生猛海鲜为
特色，是沪上中产阶层宴请、聚会的首选。
交通：100、848 路乍浦路终点站、63、563 路吴淞路终点
站，61 路天潼路终点站，途经乍浦路，在海宁路上设站的
有 6、13、14、17、25、147、220、223、510、922 路。
在天潼路上设站的有 19、65、928 路。

云南南路美食街
地处市中心，北起延安东路，南至金陵东路，是上海人下馆
子去的最多的地方。这里有长安饺子楼、金陵酒家、三和楼
菜馆、老正兴菜馆等，可以品尝到美味的北京烤鸭、小金陵
盐水鸭、
“鲜得来”排骨年糕、
“小绍兴”的白斩鸡、
“南翔”
的小笼包、天津狗不理包子、新梅居的热气羊肉、
“老四川”
火锅、“新疆烤羊肉”等。
交通：公交 220、127、503、126 路均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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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特色美食
南翔小笼馒头：上海郊区南翔镇的传统名点，素负盛名。市

桂花甜酒酿：用糯米加甜酒药焐发而成的桂花甜酒酿，是上

内也有两家制作小笼包著名的店家。一家是豫园商城内的南

海人很喜欢吃的风味小吃。甜甜的，还有一股奇特的清香，

翔馒头店，另一家是西藏路延安路口的古猗园点心店。

沁人心肺。
鲜肉锅贴：上海吃锅贴的地方很多，如盛记一品、
“四海游龙”
锅贴专卖店等。
开洋葱油面：是豫园附近“湖心点心店”的特色面点，素有
“葱油香飘九曲桥”之说，其特色是开洋葱油，拌以面条，
入口润滑爽口又鲜又香。它是用苏北家乡熬出的深红带黄的
葱油，加上特制的开洋，故闻之开胃，食之浓香，是四季皆
宜的小吃。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朵朵 FISH 提供）

城隍庙梨膏糖：相传已有 1300 多年历史。100 多前上海城
高桥松饼：滋味甜肥，松酥爽口，为高桥四大名点（松饼，

隍庙开设了果膏糖店，由于业主善于经营，使城隍庙梨膏糖

松糕、薄脆、一捏酥）之一。淮海中路瑞金路口的高桥食品

扬名中外。此糖分疗效梨膏糖和花色梨膏糖两类。疗效梨 膏

厂门市部专营。

糖有止咳平喘、生津开胃之效用。系采用杏仁、桔梗、茯苓、
半夏、冬花、前胡、桔红等药材和白砂糖一起经煎熬精制而

素菜包子：豫园附近“春风松月楼”的特色点心。其特点是

成。花色梨膏糖则用砂仁、山楂、丁香、 佛手、木香等中草

包子表面洁白，馅心绿中生翠，采用青菜，面筋，香菇，冬

药加上白糖精熬而成。现由豫园商城上海梨膏糖商店专卖。

笋，香豆腐干等原料，配以香油，糖等调味，故一开竹笼，
满室生香，其色，形，味三者俱佳。

鸡鸭血汤：鸡鸭血汤是城隍庙大门边“松盛点心店”供应的
传统小吃，其特点是汤清见底，汤里的血块什件，清爽味美，

小绍兴鸡粥：鸡粥的特色是用鸡汁原汤烧煮的糯米白粥，鸡

主要是选料精细，烧煮独特之故。

肉皮脆骨香，肉呈白色，鲜嫩可口，食之无穷。小绍兴鸡粥
店位于云南南路，已久负盛名。

排骨年糕：排骨香酥鲜嫩，年糕香糯适口，汁浓色艳，为上
海人喜食的小吃。最闻名的店有四川中路福州路口的“小常

白斩鸡：“说起白斩鸡，要数小绍兴”，这已成为了许多上海

州”和“鲜得来”点心分店的排骨年糕。

人的口头禅。由于“小绍兴”精选上海浦东一带所产著名的
“三黄鸡”，质量好、味道鲜美，而赢得了广大顾客的喜爱。
擂沙团：是设在襄阳南路的“乔家栅点心店”经营的名点之
一。约有 50 多年历史，把包有鲜肉，豆沙，芝麻等各种馅心
的糯米汤团煮熟后沥干，滚上一层特制的赤豆粉，入口香糯，
具有浓郁的赤豆香味，还有爽口和携带方便等特点。
蟹壳黄：用油酥加酵面作坯，做成扁圆形小饼，面上粘着一
层芝麻。石门一路威海路口吴苑饼家，是供应蟹壳黄的名店。
八宝辣酱：是著名的上海特色菜之一。以八种禽、肉、菜果
为主要原料，通过拌、炒烹饪而成。味道香中带辣，故名“八
宝辣酱”。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朵朵 FISH 提供）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19

上海东方明珠塔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休闲购物
东方明珠塔内

上海购物攻略

老上海风情街

①如果你想买精品，那就要去淮海路，那里有世界名牌、顶

东方明珠塔底下的老上海风情街，是上海最大的还原老上海

级商品。

风情的地方。同时也是上海旅游特色纪念品购物地。

②如果你想买点物美价廉的小礼品带给亲友，就去民族特色
浓郁的豫园商城、城隍庙和附近的福佑路。
③徐家汇商圈既汇聚众多大型商场，又有女孩最爱的时尚小
店，是搜寻流行服饰的必选之地。
④至于买一般的衣物之类的，可以去四川北路、南京路。
⑤在上海购物地铁是既方便快捷又能一网打尽的交通方式：
一号线沿线的陕西南路站位于淮海路的精华地段，徐家汇站
的地铁商城人气十足，二号线的河南中路站、石门一路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灵魂需要提供）

静安寺站串起了南京路的过去与现在，两条地铁相交的人民
广场站香港名店街早已名声在外。

吧文化
书吧：幽兰茶香，风情上海。
花吧：咖啡、鲜花、悠闲最佳地。
巧克力吧：巧克力、咖啡、旅游纪念品。
可口可乐吧：老式摩托车、模型飞机、北极熊。

购物小贴士
①商场营业时间一般在 9：00-21：00 或 10：00-22：00，
周末和节假日适当延长，个别例外。
②商场前有人发给小商品，不必接手，以免纠缠。
③换季、节庆、店庆各大商场都有惊人折扣，是购物的好时
机，但也要注意货品是否过时或有质量问题、价格是否有水
分、促销有没有陷阱等等，不要回到家才后悔。
④在上海部分商厦内实行“三色”标价签制度：蓝色——明
码标签；黄色——削价标签；红色——议价标签。
更详细的上海购物指南请见《一起游上海旅游攻略》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灵魂需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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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贴士
常见问题

上海交通贴士

① 如丢失物品怎么办？

上海市中心的路况不好，堵车较多，较好的出行方式是轨道

如不慎丢失物品，请直接至东方明珠指挥中心询问或拨打

交通（地铁），比较快速并且班次比较准。

021 -58791888-80222 电话挂失。

到上海郊外比较麻烦，可以考虑位于上海体育场的旅游集散

② 塔内是否有医疗设施 ？

中心，车况、服务较好但速度较慢价格也较高，那里还提供

东方明珠为游客提供基础的医疗救助。

旅行社服务。

③ 东方明珠塔内有无餐饮？
东方明珠塔内设有西式自助餐（267 米空中旋转餐厅）、精致
创意上海菜（老上海 8 号餐厅）、巧克力吧、上海特色食品总

过黄浦江可以坐地铁、大桥公交车和隧道公交车，也可以坐
摆渡船，时间较慢但票价较低。从两个机场到市区建议乘坐
机场巴士，比打的便宜很多，尤其是到浦东机场。

汇等。

④ 东方明珠塔内是否有亲子活动区？

上海旅游常用电话

东方明珠塔内 98 米有娱乐球，适合家庭游。
上海 电 话区 号

21

天气 预 报台

12121

气象 综 合信 息 服务 台

969121

市内 公 交问 询

16088160

上海 旅 游热 线

962020

位于 4.2 米检票口旁。

上海 机 场航 班 查询

96990

轮椅、婴儿车服务 ：免费提供轮椅、婴儿车供适宜人群使

报警 台

110

用，先到先得，不接受预约，须收取相应的押金。

火警 台

119

摄影服务 ：东方明珠城市广场、259 米透明观光廊设用摄影

医疗 急 救站

120

服务。

查号 台

114

邮局服务 ：空中邮局将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道路 交 通事 故 报警 台

122

免费 订 火车 票 热线

95105105

铁路 上 海站 问 询

021-63179090

服务配套
游客服务中心 ：提供塔内服务信息咨询，游客失物招领，
受理游客投诉及其在塔内遇见的各种问题。

寄存处 ：提供收费的普通物品寄存服务，贵重物品自行保管，

游塔小贴士
① 节假日等电梯要排长队，可能出现交通拥堵情况。
② 一般游览只上第一个球最经济实惠的，可俯瞰大上海的浦
江两岸，也不用花太多钱。
③ 如果正逢饭点，有心情的话不如在旋转餐厅用餐，你可随
着球体的转动 360 度地尽览上海。推荐在此晚餐，从黄昏直
到夜上海，晚餐加门票一共 29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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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大上海 2——东方明珠
2010-4-10

作者：花公子

以前只在外滩观看东方明珠，今天，利用船游黄浦江和登上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金茂大厦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观看东方明珠的英姿，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474
米高的观光厅上观看，大上海一览无余……[查看全文]

东方明珠塔之上海历史陈列馆之蜡像篇
2009-4-13

作者：往事多遗

在上海东方明珠塔里的一层，是占地一万平米的上海历史陈列馆，里面是旧社会
上海甚至全中国的历史变迁。蜡像、雕刻、幻灯、绘画、声音、灯光、展览……运
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将中国近百年的沧桑巨变展现在人们面前……[查看全文]

上海游记
2011-10-31

漫话苏州河之一

东方海曙

作者：潇散闲人

观世博后，想写几篇游记，但不知从什么地方下笔。觉得能见证上海成长的，也
就是苏州河了，也就是说，苏州河看着上海一天天长大的。于是，就先从苏州河
写起吧……[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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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网友
本攻略感谢一起游网友 Smile の花开、朵朵 FISH、花公子、老要学、灵魂需要、马踏飞雁、潇散
闲人、往事多遗、疏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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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明珠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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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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