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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山概况

       黄山地处皖南山区的中部，地形崎岖，幽壑纵横。景区内海拔1400米以上的山峰众

多，而莲花峰（1864米）、光明顶（1839米）、天都峰（1829米）三大高峰都在海拔1800米以上，

且黄山主要游览景点大多在海拔1600米左右。

       因邓小平登临并指示，而闻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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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到达黄山

       我们通常意义个所指的黄山指的是黄山风景区，而假如您是乘火车或者汽车呢，只

能够到达我们的黄山市区（一般我们称为“屯溪”），然后我们需要在这里乘车到前往风景区脚

下的汤口镇，乘坐换乘中心的景区交通车(新国线）到达黄山风景区门票口，我们下面就把三种交

通方式到达黄山风景区给大家解释一下：

1、火车

　　现在途径黄山的列车班次有30多班次，最远有到北京、厦门、福州、昆明、广州的，从黄山

站始发的列车比较少，只有到上海K8420和淮北K8410的，您如果是乘火车到达黄山站以后呢，可

以在出站口外停车场乘屯溪到黄山风景区（汤口）的小巴班车在黄山风景区换乘中心换乘景区交

通车上山，费用大约在15元/人左右。（我可以安排免费接站）　　

2、飞机

　　黄山机场也是在市区，不过在市郊，离市区5KM左右，您可以从市区打车到黄山市客运中心

，再乘屯溪到太平的班车在汤口下车（15元/人），换乘景区交通车上山。或者直接在机场包一出

租车到汤口（150元/车），当然我也可以安排接机，直接包我们客栈的车到汤口。

3、汽车

　　如果您从武汉、合肥、铜陵、安庆、南京、芜湖乘车来可以先询问一下是否会在汤口停车，

如果停的话就可以直接乘车在汤口下车节省时间，其他地方如上海、杭州等城市来的车辆有的是

停在市区屯溪的，有的是直接到黄山景区（汤口），如果是到黄山市区的车，这样您就需要在车

站里面直接换乘屯溪到太平的班车在汤口下车（15元/人）再换乘景区交通车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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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到了黄山市如何到黄山

       从黄山需要乘公交车，火车包车前往汤口镇。

　　一般意义上来说，黄山有2个大门即南大门和北大门，南大门指的就是汤口，从这里的换乘中

心乘车上山可以到前山的慈光阁和后山的云谷寺，北大门指的是黄山区的太平，我们可以从这里

的松谷庵乘索道或步行上山。

　   黄山风景区一般是不准其他车辆进入的，只能乘坐风景区内的新国线景区交通车（简称景

交）进入景区，一般是乘坐新国线的大巴进入景区，单程是13元/人，当然，您也可以包一台新国

线的中华车进去，一般50元/车（不打表），车程大约30分钟到达门票口。　　

　   大多数的游客都是第一天选择住在南大门（汤口），然后在这里乘新国线景交车到达前山

和后山的，然后在云谷寺或慈光阁乘缆车或步行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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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黄山门票

一、平旺季时间

        3月1日至11月30日。

“十一”黄金周、清明节、“五一”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假期为旺季，其余时间为平季。

二、门票价格

       每张230元。

三、索道票价格

       单程每张80元。

四、优惠奖励政策

（一）对导游和旅行商的优惠

1、导游带团来黄山，凭本人有效全国导游IC卡证免收门票。乘坐索道的旅游团队购票满12张免1

个地陪导游，满24张免1个地陪导游和1个全陪导游，以此类推。导游需出示本人有效全国导游IC

卡证。

2、旅行商来黄山考察踩线凭本人旅行社总经理资格证书（或旅行社总经理岗位职务培训证书）免

收门票。

（二）对特殊群体的优惠

1、学生（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校）、现役军人、军队退离休干部、未成年人、全国道德模范、英

雄模范和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来黄山旅游，凭相关证件门票按旺季价格享受半价优惠，即115元/

张。

2、60岁以上的老年人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件，门票按旺季价格享受半价优惠，即115元/张。

3、残疾人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门票按旺季价格享受半价优惠，即115元/张，持有国家

残联颁发的一至四等残疾证的残疾人士可享受免票待遇。

（三）对参加世博会客人的优惠

从5月1日—10月31日,参加上海世博会购买全价票的客人凭世博会全价门票原件，购买黄山全价门

票时，可享受九折优惠。

（四）对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和省级摄影家协会会员的优惠

3月1—10月31日，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和省级摄影家协会会员来黄山摄影创作，凭本人有效身份

证和会员证原件享受免黄山门票和索道票的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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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黄山必须要看的

　　黄山雄距于风景秀丽的皖南山区，黄山市在安徽省的最南部。黄山以“五绝”（奇松、怪石

、云海、温泉、冬雪）的奇异风采名冠于世⋯

1、奇松

　　黄山五绝之首，黄山松是松树里面一个独立的树种，大多数都生长在悬崖峭壁上面，风姿绰

约，很有特色，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位于前山玉屏楼的迎客松。另外在后山的始信峰，可以看到

很多黄山奇松，又有话说：不到始信峰，不见黄山松。　

旅人提示：最著名的黄山松有：迎客松，送客松，蒲团松（位于玉屏索道附近），黑虎松（位于

北海宾馆和始信峰之间），探海松（位于卧云峰陡腰），卧龙松（位于卧云峰），团结松（连理

松位于始信峰途中），龙爪松（位于始信峰），竖琴松（位于卧云峰侧北坡），陪客松（位于玉

屏景区）──这就是黄山的十大名松。过去还曾有人编了《名松谱》，收录了许多黄山松，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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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出名字的松树成百上千，每棵都独具美丽、优雅的风格。　

2、怪石

       黄山怪石的形成是由于花岗岩体经历了漫长岁月，日晒雨淋、风化剥蚀、流水冲刷

等，使那些石头粗坯受到了无数次的精雕细刻而形成的。其中的代表有飞来石、梦笔生花、猴子

观海、松鼠跳天都、聱鱼驮金龟等。　

3、云海

　　云海是山岳风景的重要景观之一。所谓云海，是指在一定的天气条件下形成的云层，并且云

顶高度低于山顶高度，当人们在高山之巅俯首云层时，看到的是漫无边际的云，如临于大海之滨

，波起峰涌，浪花飞溅，惊涛拍岸。故称这一现象为“云海”。其日出和日落时所形成的云海五

彩斑斓，称为“彩色云海”，最为壮观。黄山云海，特别奇绝。黄山秀峰叠峙，危崖突兀，幽壑

纵横。气流在山峦间穿行，上行下跃，环流活跃。漫天的云雾和层积云，随风飘移，时而上升，

时而下坠，时而回旋，时而舒展，构成一幅奇特的千变万化的云海大观。　　

黄山景区群峰耸立，峡谷纵横，每当云海涌来时，整个黄山景区就被分成诸多云的海洋。所以根

据方位的不同黄山云海可分为：东海、南海、西海、北海、天海。

4、黄山温泉

　   温泉景区在半山腰上，如果您从南大门上山，无论是到云谷寺还是慈光阁，都必须经过

温泉景区，水质以含重碳酸为主，泉水异常清澈，无色无嗅，其味甘美。常年水温４２°ｃ，可

饮可浴。流量稳定，久旱不涸，每小时出水量４８吨。具有一定医疗价值，对多种疾病有良好治

疗效果。相传轩辕黄帝浴后，白发变黑，返老还童，故誉为灵泉。古诗云：“五岳若与黄山并，

犹欠灵砂一道泉。”黄山温泉目前198元/人，我们可以帮忙预定优惠票158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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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冬雪　

　　黄山的冬雪可称得上是大自然的上乘之作，是精品中的“极品”，是当之无愧的黄山“第五

绝”。黄山冬雪不同于北国的冬雪，它不是那种厚重严实，并且持久不化的雪，黄山的冬雪，妙

就妙在与黄山的松、石、云、泉巧妙而完美的结合。飞雪、冰挂、雾凇堪称黄山奇景。

6、奇峰

　　黄山千米以上的山峰有77座，整座黄山就是一座花岗岩的峰林，自古有36大峰，36小峰，最

高峰莲花峰、最险峰天都峰和观日出的最佳点光明顶构成黄山的三大主峰。其他的主要山峰还有

始信峰、狮子峰、丹霞峰、莲蕊峰、鳌鱼峰、九龙峰等。

7、西海大峡谷

      临近黄山景区西大门，是黄山近年来成功开发的典范；走过的人依依缱绻，没去过的

人心弛神往。

      西海大峡谷，从排云亭入口至白云景区的步仙桥出口，全长约3600米，总面积25平方

公里，呈U字形，最大落差400米。站在峡谷入口处，放眼四顾，远近起伏的山峦构筑成幽深的峡

谷带，峡壁陡峭，在这里你可看到奇峰林立、怪石嶙峋，鬼斧神工妙似造化；珍禽异兽悠然其间

，丰富的植物多样性，使峡谷显得更加郁郁葱葱。峡谷集黄山的奇、险、峻、幽寓一体，壮观奇

特。

8、日出

　　黄山山势高峻，千峰万壑，云雾常铺，日出景色气势磅礴，宏伟壮丽。破晓前，天边渐明，

翻滚的云海面上，会出现一圈金色的花边。此时，烟云弥漫，山形树影，时隐时现，虚无缥缈；

俄顷，曙光初露，丹砂辉映，海空间突然跳出一个红点，形成弧形光盘，在冉冉上升中变成半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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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时，一轮红日冲出波涛，喷薄而上，腾空越起；这时，披着轻纱的峰峦和巧石，渐入眼底，

整个山脉，沉浸在艳丽的彩光之中。天空中，霞光万道，犹如一个巨大的万花筒，使人眼花缭乱

，美不胜收。

　　观日出的地点：光明顶、曙光亭、清凉台、狮子峰、白鹅岭、鳌鱼峰、丹霞峰、玉屏楼等。

　　日出时间: 春季：5:30-6:00；夏季：4:40-5:20；秋季：4:50-5:20；冬季：5:30-7:00 

9、日落、晚霞

　　黄山之夕，日薄西山，万山含金，亦仙亦幻，群峰巍峨，其道大光，万千感叹，尽系此山。

　　观日落的地点：光明顶、排云亭、丹霞峰、飞来石、鳌鱼峰、西海瑶台。

10、佛光

　　据气象部门统计，黄山出现佛光的次数，月平均有2--5次，应该说，其次数还是较多的。黄

山佛光出现的黄金季节多在雨后初晴的上午九时以前和阴雨初霁的傍晚五时以后。

　　黄山观看佛光最理想的地点是：天都峰、莲花峰、光明顶、始信峰、丹霞峰、棋时峰、白俄

峰、玉屏楼旁、清凉台上、天海凤凰松旁、芙蓉峰、翠微峰等处。一般都在海拔1600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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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根据上述介绍选择一个最好的时刻和占据一个理想的地点，会使自己的身影映在佛光

的五彩光环之中，给自己留下一个终身难忘的美好记忆。 

11、雾凇和雨凇

　　寒冷的冬季，气温多在冰点以下，如果此时出现大雾或毛毛细雨天气时，雾气或雨滴因遇冷

会形成细小的晶状体，附着在树木、石块等物体表面上。这种自然现象，在气象学上称之为"雾凇

"；过冷雨滴降落在地面或近地面物体上，所形成的透明而坚硬的冻结物，则称之为"雨凇"。黄山

主要景区多为海拔1500米以上，冬季节气温较低，而黄山年云雾天数又多达两百余天，这些都为

黄山形成雾凇、雨凇创造了良好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冬季节游玩黄山的人们能较为容易的看到

这一季节美景。

　 黄山年平均有雾淞62天，雨凇35.9天。雾凇最长持续时间可达24天，最大直径23.2厘米。雨凇最

长持续时间也近25天，最大直径41.3厘米。黄山大部分是粒状雾凇，气温在-2至-7℃时，就容易形

成。当雾滴扩大到毛毛细雨时，就能形成雨凇。黄山地形复杂，小气候差异明显，所以有的地方

多雨凇，有的地方多雾凇，有时两者可同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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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动植物

　　黄山又被称为植物的基因库，动物的乐园。如果大家运气好的话可以在黄山看到短尾猴、松

鼠、黄鹂、画眉、红嘴相思鸟、白鹇。比较常见的植物有黄山杜鹃、黄山木兰、天女花、四照花

和鹅掌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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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黄山登山游览注意事项

必备物品：

       一次性雨衣（风大不宜打伞），手套，手电筒，登山手杖（体力不好者需），饮用

水2瓶，牛肉干、巧克力等补充能量的食物。

　　1、登山以穿登山鞋、布鞋、球鞋为宜，穿皮鞋和塑料底鞋容易滑跌。为安全计，登山时可买

一竹棍或手杖。

　　2、山高路陡，游山时以缓步为宜，不可过速。为安全计，一定要做到“走路不看景，看景不

走路”。边走边看比较危险。

　　3、登山时身略前俯，可走“Z”形。这样既省力，又轻松。

　　4、上山时要带足开水、饮料和必备的药品，以应急需。

　　5、黄山下暴雨时，山洪来势很猛，速度极快。下雨前夕，不宜在河中洗衣、游玩，以免发生

意外。

　　6、在高峻危险的山峰上照像时，摄影者选好角度后就不要移动，特别注意不要后退，以防不

测。

　　7、黄山建筑物、古迹很多，不要在任何建筑物、古迹、岩石、竹木上题字刻画。

　　8、为防止火灾，黄山风景区沿途均实行定点抽烟。到了解放区才可以吸烟，在吸烟时应自觉

将烟头丢进垃圾桶，不可随意乱丢。

　　9、为了保护黄山风景区的清洁卫生，不可随地乱扔垃圾、废物，沿途每隔几米都会有树状型

的垃圾池。

       如果是冬季来黄山，必须在山下买冰爪，及登山杖。非常有用！

       冰爪一副10元，登山杖木头的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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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黄山索道

       黄山风景区一共有3条索道，即前山的玉屏索道（慈光阁→玉屏楼），云谷新索道

（云谷寺→小梦幻），北大门的太平索道（松谷庵→丹霞峰）。云谷索道和太平索道都是从黄山

风景区的汤口镇南大门进入。而太平索道是从黄山区北大门（原来的太平县）进入。一般只有少

数从合肥、铜陵、安庆方向的团队从北大门乘索道上山，一般自助游客人大都还是从汤口南大门

上山。

　　云谷新索道黄山最先进的一条索道，是07年末建成使用的，它有69个车厢，是循环式索道，

每个车厢可承载8人，每小时运力1500-2000人，它的开通大大缓解了黄山索道排队时间长的难题.

　　玉屏索道建成于1996年，每座缆车可同时容纳6人，每小时运力800-1000人。

　　太平索道是这是条索道中最长的，也是载客量最大，一座车厢可同时容纳100名游客。

　　３条索道的价格都是一样的，平季和旺季80元/张，淡季65元/张，1.1M以下儿童免票，1.1M-1

.3M半票即40元/张。　

       旺季的时候，等索道需要2小时。

       下山索道18：00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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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黄山精华景点

       始信峰（观黄山奇松和猴子观海）、曙光亭（仙人背包、丞相观棋、仙人下棋）、

散花坞（梦笔生花、笔架峰）、百步云梯、飞来石、排云亭（仙人晒靴、仙女弹琴等）、西海大

峡谷、光明顶（鳌鱼驮金龟）、鳌鱼峰、莲花峰、天都峰、玉屏楼（松鼠跳天都、孔雀戏莲花）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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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黄山餐饮

       黄山上面的食物都是挑夫挑上去的，所以价格相对比较昂贵，一瓶纯净水可能要卖

到5-10块，有时候甚至12块，一根黄瓜3-5块。　　

       黄山酒店餐厅的用餐也很贵，一般一盘炒青菜就要35-50元，西红柿鸡蛋汤也要40元

左右，一个荤菜便宜的也要60以上，贵的要上百。自助晚餐120，早餐60.

　　如果您不打算在山上用餐的话，就要提前做好准备喽，在山脚下把需要的东西准备好，方便

面，纯净水，巧克力，牛肉干，方便面，面包等等，还有一种新出的快速食品——自热米饭，挑

你喜欢的吧！（记得下山带走垃圾）

　　如果你们一行人比较多，可以在山顶酒店吃团队餐，10人的话一般8菜一汤，荤素搭配，早餐

则是稀饭，馒头，蛋糕或花卷和咸菜。其中稀饭是管饱的，当然，团队餐需要提前预订，一般价

格是早餐20元/人，中午是60元/人，晚餐是60元/人。　　

       四星级的酒店提供自助餐，一般是早餐60元/人，正餐120元/人。

                                               16 / 31



�������

黄山：云海奇峰
  

十、黄山住宿

　　黄山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山，景点范围广，落点多，欲要充分领略黄山的雄奇美景、如夕阳日

出、云海佛光、梦幻松涛、天都征服。势必要有住宿要求。黄山接待量大，但山上只能满足4000

个住宿，所以要到黄山旅游的朋友，来黄山之前一定要做好酒店住宿的预订。古人云，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我们说旅游未行，宾馆先订。是有极其必要的，不先准备，有时候钱多买不到一卧

之地，钱多也是要裹着大衣吹冷风啊。当然在预定之前要对黄山所有的住宿酒店的标准、位置、

环境有个大致了解，这样您才可以结合自己的行程定到自己满意的酒店。

 A、 按标准分，可以分为4星标准间、3星标准间、公卫和独卫

一、4星标准的酒店：西海饭店、北海宾馆、狮林酒店

西海饭店

       位于黄山西海饭店座落于黄山风景区，系四星级旅游涉外饭店，地处丹霞峰下，西

海大峡谷入口，环境幽雅，景色怡人。饭店南楼拥有标准间120间，普通套房2间，豪华套房2间，

高级套房1间，其采用北欧御寒高级建筑材料与室内装潢，设计典雅大方，清新怡人。

标间：680元

电话：(0559)55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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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宾馆

       位于黄山北海景区，海拔1630米。周围峰峦叠嶂、景观独特；有始信峰、梦笔生花

、猴子观海、清凉台等胜景。北海宾馆先后接待过一百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际政要和社会

名流，享有“黄山国宾馆”的美誉。

标间：780元

电话：0559-2563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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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林酒店

       位于风景秀丽的黄山北海景区，背依狮子峰，海拔1630米。四周环山，苍松林立

，朝观日出，暮赏晚霞。始信峰、梦笔生花、猴子观海、清凉台、十八罗汉朝南海、飞来石、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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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下棋等胜景、近在咫尺。狮林大酒店拥有标准间122间、情侣间18间、豪华套房2间。 

 

官网：http://www.shilin.com/

标间：780元

电话：400-732-5800

二、3星标准酒店：玉屏楼（四星标准、三星价格）、白云宾馆、排云楼。 玉屏楼

玉屏楼

       位于迎客松旁边，宾馆设施完善，功能齐全，服务完善。宾馆设有高、中档床位20

0余张，并设有各娱乐设施及配套设施。是商务、旅行的理想下榻之所。

电话：0559-2317070

标间：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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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宾馆

       白云宾馆位于天海景区，遥观光明顶，拥有标准房、三人房、8-10人独卫床位等多

种房型可供选择。

电话：0559-5582561

标间：890元

排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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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落于黄山西海景区的丹霞峰下，排云亭傍，是观晚霞的最佳场所。宾馆有标准房

、三人房、豪华套房供选择，房内均设有进口电热装置与独立卫生间。

标间：680

电话：0559-2317070

光明顶山庄

       经过改造也有30多间双标间、光明顶山庄地处黄山第三高峰光明顶上,是黄山观日

出之最佳处,地处黄山最中央。房间同级3星。

非周末：660元/间，周末：760元/间，观景房：880元/间（可直接在房间里看日出）（挂牌价：12

80元/间）6-8人独卫：非周末：150元/床，周末：200元/床

三、多人房高低铺、带独立卫生间房

       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山岳景区特有的名词，房间类似学生宿舍，床位以高低铺为主。

有卫生间、有早晚定时热水可以洗浴。房间从8人间-10人间不等，不论房间住宿多人，每个床位

价格都相同。

白云宾馆高低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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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120元/人，周末200元/人，

电话：0559-5565022

光明顶高低铺

价格：50元/人

电话：0559-5573210

标准间价格太高，公卫的卫生条件不佳，所以黄山的住宿房型以独卫作为主打，拥有独卫房的酒

店既有：西海饭店、北海宾馆、狮林大酒店、玉屏楼、排云楼、白云宾馆等星级宾馆，也有光明

顶山庄、天海招待所、白鹅山庄、丹霞招待所、水库招待所等无星招待所。

四、公卫多人房（没有独立卫生间的多人房间、人数在10-20人不等）

       房间有高低铺也有多人统铺，是黄山山顶最经济的住宿条件。房间从10来人不等，

用公用的卫生间（其实也就是公厕），住宿其中，洗澡将是一个奢求。拥有公卫房的大多是：光

明顶山庄、白鹅山庄等无星招待所。

       白鹅山庄6-8人独卫：非周末150元/床，周末190元/床

       光明顶山庄6-8人独卫：非周末：150元/床，周末：200元/床

       推荐光明顶山庄的房间，光明顶是黄山第二高峰，黄山前后山的分界处，是观黄山

晚霞、日出的最佳位置，光明顶山庄就位于光明顶之上。住在光明顶山庄，早上只需要出了酒店

门口就可以看到日出，有的观景房更可以直接在房间里推开窗门看日出。

B、按地域分 黄山以地域分：东、南、西、北和天海五大部分，每个景区内都有些住宿设施。

1、北海景区酒店：北海宾馆、狮林酒店

       离云谷缆车15分钟步程，北海是黄山景点最集中的景区，周围分布了狮子峰、清凉

台、曙光亭、始信峰、散花坞、梦笔生花等景点。可到狮子峰看日落、清凉台看日出。

2、东海景区酒店：

白鹅山庄 

       接近云谷缆车上站-白鹅岭，周边景点：始信峰、光明顶、白鹅岭等。可到白鹅岭

看日落、光明顶看日出。

电话：0559-5561040

标间：非周末660元/间，周末720元/间。6-8人独卫：非周末150元/床，周末190元/床

3、西海景区酒店：西海饭店、排云楼、丹霞招待所、水库招待所

丹霞招待所

标间：240元

电话：0559-212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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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梦幻景区的入口，周边景点：排云亭、飞来石、丹霞峰以及充满神奇色彩的西

海大峡谷。可到丹霞峰看日出、日落。

4、天海景区酒店：光明顶山庄、白云宾馆

       天海是黄山中心点，也是梦幻白云景区的出口。周围景点：光明顶、海心亭、白云

景区等。可到光明顶看日出、日落。

5、南海景区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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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屏楼宾馆

电话：0559-2317070

标间：680元

       南海主体是玉屏楼，黄山前山最佳的观景点。周边景点：迎客松、文殊院、天都峰

、送客松等。可到天都峰腰看日出、玉屏楼就近看日落。

      

以上宾馆都接受网络预定，并且价格是按标准化操作的，标间价格很高，原因是资源有限。

旅人提示：

1、网络预定的便捷性 

       网络时代，是信息快速传播，很多的高端（携程）、或者黄山当地旅游网络都有

黄山山顶酒店的住宿信息，和标准价格，只要选好酒店房型住宿日期，得到客服确认后，支付部

分的订金就可以完成您的预订程序了。

2、网络预定的时间性

       山上酒店没有自己的网络平台，大多给旅行社、旅游公司销售，您可以通过高端网

络和本地预定网络预定，预订一般要提前一个星期以上，周末更要提前10天以上这样可以提前拿

到您想要的宾馆和房型，确保您以后的出行无住宿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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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络预定的安全性 

       网络是虚拟的，但经过旅游注册成立的旅行社的网络旅游公司，不会将公司的信誉

和未来做赌注，做空手盗的事情，网络公司会先确定您需要的宾馆和房间是否有，然后回复您，

您确定后，支付一定的订金后，您会收到传真确认以及拿房方式，其安全性您大可放心．

4、单订房不成功的解决方法

       如果您无法订到房间，尤其是旅游旺季，单独订几个高低铺的的床位是很不容易的

(一般需要8-10人以上才可以订到。也是要委托旅行社的。)您可以考虑参加黄山当地的散客旅游团

，只要您参加了旅游团，旅行社会挤出多人独卫或者公卫的用房计划，为您解决燃眉之急．因为

散客旅游团每天都是固定的在山上订有床位的。

住宿不同地点

5、黄山上住宿

       一般在山上提前预定要便宜一些,山上的住宿非常贵。可以考虑多人间。

6、黄山下住宿

       山下的住宿比较方便了,最好还是选国际青年旅舍,便宜又干净。黄山脚下私人的旅

馆多得很,服务质量不一定好,还有许多人拉客,建议提前联系好,直接过去,省许多事。国际青年旅舍

一些服务都是免费，如：免费代订山上房间，免费代订来回车票，免费寄存包，线路设计等等。

7、屯溪市区住宿：

       如果你不赶着上山的话,可以到屯溪住。屯溪到黄山脚下有64公里,坐汽车要一个多

小时。而且六点后才有车,等你过去,换乘到索道口,可能已经八点多了,顶着太阳排队等索道的滋味

可真不好受。建议头一天就到山脚住,第二天可以早点上山。

8、露营须知：

        如果要露营可在北海宾馆门口，另外在天海地势较为开阔处也能找到合适的地方

。在黄山防火期，在大多数地方是禁止露营的。而且露营还是在夏天进行比较好，冬天会非常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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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黄山游览线路推荐

黄山游览线路推荐（4月1日——1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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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游：

       一日游的时间比较紧张，可能莲花峰就没有时间去了，建议去一下西海大峡谷，体

力好的可以走下面这条线路：

       早5点半从汤口酒店出发，换乘景区新国线大巴或的士至后山云谷寺，乘云谷新索

道上山，游小梦幻--始信峰--黑虎松--梦笔生花--西海景区--排云亭--进入西海大峡谷--步仙桥--卧

石披云--西海瑶台--白云宾馆--天海--鳌鱼峰--鳌鱼洞或一线天--百步云梯--莲花亭（绕过莲花峰）

--幸福大道--玉屏楼，与迎客松合影后步行或乘玉屏索道下山在慈光阁换乘新国线大巴或的士到汤

口。整个行程索道上下徒步时间约8-9小时，如从玉屏楼步行下山要再加2小时左右到达慈光阁。

二日游：

       这条线路是计划要去西海大峡谷和莲花峰，住宿地点是在光明顶或者天海。

　    D1天：早上从汤口酒店出发，换乘景区新国线大巴或的士至后山云谷寺，买完门票后可

以选择步行或是索道上山，建议索道山上，可以节省体力，毕竟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西海大峡谷的

，而且从云谷寺到白鹅岭（6.5km)这一段没什么风景的.索道乘云谷新索道上山，十几分钟左右就

到达山顶（小梦幻），游览竖琴松--始信峰--黑虎松--梦笔生花--北海宾馆--曙光亭--清凉台--猴子

观海--团结松--西海饭店--排云亭--西海大峡谷--步仙桥--卧石披云--西海瑶台--天海山庄或白云宾

馆住宿，入住后可到附近的光明顶看晚霞日落，光明顶还可以远眺飞来石、莲花和天都二峰以及

西海群峰。

        D2：早上早起到光明顶或鳌鱼峰看日出，日出后回酒店早餐。吃过早餐后，退房

背起行囊走鳌鱼峰--鳌鱼洞（或一线天）--百步云梯--莲花亭--莲花峰（可绕过不上去）--玉屏楼

迎客松--蓬莱三岛--老道口（绕过天都峰，天都峰封闭轮休中）--新道口--半山寺--立马桥--月芽亭

--慈光阁，乘景区大巴或新国线的士回汤口，结束愉快旅程。当然体力差或赶时间的朋友可以在

玉屏索道乘索道下山。

三日游：

        D1天：早从汤口换酒店出发，换乘景区新国线大巴或的士至后山云谷寺，买完门

票后可以选择步行还是索道上山，建议乘索道，这样节省时间和体力，毕竟我们的目标主要是西

海大峡谷，而且从云谷寺到白鹅岭（6.5km)这一段没什么风景的.索道到达小梦幻后，游览始信峰-

-抒琴松--龙爪松--连理松--黑虎松--梦笔生花--笔架峰--清曙光亭--清凉台--猴子观海--狮子峰，返

回北海宾馆后，经团结松--西海饭店--排云楼宾馆（住宿），下午游览飞来石后原路返回排云楼，

傍晚可到丹霞峰看晚霞、日落。

        D2天：早在丹霞峰观日出后回酒店休息一会，退房后从排云亭进入如梦如幻的西

海大峡谷，约4小时后从步仙桥出，经卧石披云--西海瑶台到达天海，入住白云宾馆或天海山庄后

，可以去光明顶赏黄山东海奇景、西海群峰、远眺莲花、天都2峰后，可在光明顶赏黄山晚霞后回

住宿地。

        D3天：早上早起到光明顶或鳌鱼峰看日出，日出后回酒店早餐。吃过早餐，背起

行囊走鳌鱼峰--鳌鱼洞（或一线天）--百步云梯--莲花亭（可绕过不上去）--玉屏楼迎客松--蓬莱

三岛--老道口（绕过天都峰，天都峰封闭轮休中）--半山寺--立马桥--月芽亭--慈光阁，乘景区大

巴或新国线的士回汤口，结束愉快旅程。当然体力差或赶时间的朋友可以在玉屏索道乘索道下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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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线路都包含了西海大峡谷，如果不去西海大峡谷，可以从排云亭经飞来石到光明顶。

游览各景点步行所需时间：

换乘中心→云谷寺：25分钟 换乘中心→慈光阁：20分钟

云谷寺→白鹅岭：2个半小时 小梦幻→始信峰 20分钟

白鹅岭到黑虎松：10分钟 黑虎松→始信峰：10分钟

黑虎松→北海宾馆：15分钟 北海宾馆→猴子观海：15分钟

猴子观海→北海宾馆：15分钟 北海宾馆→团结松：15分钟

团结松→排云亭：25分钟 排云亭→飞来石：40分钟

排云亭→西海大峡谷→步仙桥：4小时

飞来石→光明顶：25分钟 步仙桥→天海：1.5小时

光明顶→天海：15分钟 白鹅岭→白鹅山庄→光明顶：45分钟

天海→鳌鱼峰：15分钟 鳌鱼峰经一线天或鳌鱼洞到百步云梯：30分钟

百步云梯→莲花亭：10分钟 莲花亭→莲花峰顶：1小时

莲花峰顶→玉屏楼：1小时 玉屏楼→半山寺：1小时

半山寺→慈光阁：1小时 莲花亭绕过莲花峰到玉屏楼：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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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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