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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重庆不得不做的事

　　重庆市简称渝，位于我国西南地区东部，长江上游。1997年以原四川省重庆、万县、涪陵三地级市区域设

中央直辖市重庆,是我国面积最大、行政辖区最广、人口最多的中央直辖市。在重庆，你一定要：

1、吃一碗麻辣生香的杂酱面或者牛肉小面。

2、租一辆自行车，沿着南滨路，骑到洋人街。

3、爬南山，顺道品尝一下泉水鸡，再走到一棵树看重庆夜景，夏夜最好！

4、徒步老城区，十八梯，下半城去感受老重庆的市井生活。

5、坐一次长江索道、嘉陵江索道，在江上发发呆。

6、吃一次秦妈老火锅，要去老巷子里找！

7、逛一下解放碑周边，打望重庆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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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内景点

   

1、城市概况：

　　重庆坐落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四面环山，江水回绕，城市傍水依山，层叠而上，既以江

城著称，又以山城扬名。最具特色的还要数山城的夜色。凭高眺远，万家灯火起伏错落，银霞明

灭，与两江粼粼的波光、满天闪烁的星斗交相辉映，其景绮丽醉人。重庆传统的市区主要是指渝

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和南岸区。

历史

　　有文字记载的重庆历史已达3000多年，悠久历史为重庆留下了几十处驰名中外的风景名胜、

历史遗迹和自然奇观。早在公元前11世纪，这就是古代巴国的首都江州。因在此入长江的嘉陵江

古称渝水，隋文帝在这里设置了渝州，是为重庆简称“渝”的由来。南宋时因这里曾是当朝天子

宋光宗赵敦的潜藩之地，便循例于此置府，号曰“重庆府”，以志双重喜庆。其地遂以“重庆”

为名，于今已有800余年了。重庆在中国抗战时期的成为陪都，近代领跑着西南的经济，1997年6

月18日，重庆正式挂牌成为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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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巴渝文化：

重庆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巴渝文化是指巴族和巴国在历史的发展中所形成的地域性文化。巴人

一直生活在大山大川之间，大自然的熏陶、险恶的环境，炼就一种顽强、坚韧和骠悍的性格，因

此巴人以勇猛、善战而称。巴渝文化代表有川剧、袍哥文化、码头文化、川江号子、蜀绣、龙门

阵、重庆方言、川菜等。

陪都文化：

抗日战争爆发，随着日军于1938年占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从南京撤至重庆，并将之定为"陪都

"，实为"战时首都"。重庆成为当时中国的战时首都，是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战场的指挥中心，也是

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7年中，留下诸多遗迹、轶事，使陪都遗迹成为重

庆今天独特的人文景观。

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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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饮食喜麻辣，以不拘一格使用各种材料创作新菜见长。重庆亦是火锅的发源地，并对火锅这

种饮食文化影响较大的。重庆菜属于川菜系,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辣椒、胡椒、花椒、豆瓣酱等

是主要调味品，不同的配比，化出了麻辣、酸辣、椒麻、麻酱、蒜泥、芥末、红油、糖醋、鱼香

、怪味等各种味型，无不厚实醇浓。重庆饮食文化代表包括重庆火锅、川菜、渝菜、水煮鱼、回

锅肉、酸菜鱼、辣子鸡、泉水鸡、水煮肉片、老鸭汤、酸辣粉、鱼香肉丝、泡椒肥肠、粉蒸肉、

烧白、重庆小面、重庆小吃等。

方言

　　重庆方言是四川方言的一种，是西南官话的一种，在语音、词汇、句式等方面都自成一体，

直白易懂。重庆方言词汇很多，诙谐幽默，内容包罗万象，天文地理，日常琐事无所不涉。重庆

言子的形式更是灵活多样，短小精悍，形象生动。

特色建筑

　　吊脚楼是重庆地区独有的传统民居形式。重庆由于地势的缘故，所有的建筑都需沿着山坡依

次建造。因此，重庆的江边沿山坡处，到处都有几根杉杆撑着的一间间四四方方的木楼，这就是

吊脚楼。近年来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吊脚楼已在重庆市区绝迹，仅剩磁器口古镇。新修建的洪崖

洞吊脚楼民俗建筑群即意在恢复传统建筑。

   

2、解放碑步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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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碑步行街在重庆，相当于南京路之于上海，或者天安门之于北京。这里是繁华现代的商

业、餐饮、娱乐中心，更是看重庆美女、观摩时尚潮流的地方。

　　以解放碑为中心，交通四通八达，百货商店，影剧院、歌舞厅、副食品市场、书店、宾馆、

饭店等鳞次栉比，形成为重庆城最繁华的商贸中心地带。解放碑附近美食遍地，酸辣粉，担担面

，凉面，川北凉粉，龙抄手，凉虾，灌汤包⋯⋯附近的八一路好吃街更是重庆的名小吃中心，因

为靠近解放碑，所以生意特别红火。胖子妈的串串，好又来的酸辣粉是随时去买都会排队的地方

，还有山城小汤圆、王鸭子也非常好吃。

交通：坐机场大巴到上清寺坐公交401可到达解放碑；在重庆任何一地的车站，几乎都能找到到达

解放碑的公交车，如公交401，402，405，413，418，481，301，251，215，103，104，105，111，1

12，122等

   

3、朝天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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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比喻说“朝天门是重庆伸向两江的舌头尖”。位于渝中区的东北角得朝天门，地处嘉陵

江、长江汇流处：江面虽狭窄，但视野开阔，加之山城特点，站在朝天门，三岸景色尽收眼底，

气势不凡。晚上，待华灯初上，乘人渡过江去南岸野苗溪，选个上层座位，观重庆港夜景。虽没

有外滩老上海的优雅，维多利亚湾的奢华，但气势浩大。每天20:00以后，可从这里乘游艇里观览

重庆江面夜色。

交通：乘401路电车，102、103、122、382、418路公共汽车或413、420路小公共汽车可达。

   

4、老街十八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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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梯并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旅游点，许多在重庆生活多年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地名，原本的

一些居民也陆续搬离了这里。据说现在住在十八梯的更多的是外来人口，操着浓重的重庆方言，

并以重庆的方式生活着。

　　作为重庆老城里真正的老街，一走进这里，就进入了真正的重庆民间。十八梯最具爬坡上坎

的山城特点，一色的青石板阶梯和有各个年代标志的老房子。最古老的吊脚楼、捆绑房、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竹蔑抹灰墙房子和六七十年代的前苏联风格的砖瓦房，仿佛重庆的历史建筑展览。

　　十八梯据说是清朝时贩夫走卒歇息睡觉的地方，经过两百年的历史沧桑，依然散发着浓浓的

市井气息。这条路陡陡弯弯的共有十八级，像一架搭在悬崖边上的巨型梯子，把山顶的繁华商业

区和山下江边的老城区连起来，浓密的黄桷树下，有卖小商品的、开小饮食店的、卖杂货的、做

木工的、裁缝的、卖烧饼的、卖针线、烫火锅的、打麻将下棋的，桌子都摆在街道边上，不时有

棒棒军背抬着东西在人群中穿流不息⋯⋯

交通：十八梯的路口很隱蔽，一般在较场口车站下车后，会看到“老街十八梯茶楼”的招牌，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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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就是十八梯入口。

   

5、瓷器口古镇

　　每一个城市，都要有这么一条古街，才能吸引背包客，尤其是爱好逛街的女孩子。这里有着

许多想不到的小玩意，绞绞糖，棉花糖，不仅仅是吃的，简直就是精彩的工艺表演了。

倘徉在寂静的古镇街上，踏着青石板的路，就好像穿越悠长的时光隧道。一路上你会发现古镇有

很多的懒散的猫眯。

　　古镇磁器口共有12条街巷，记得多往里走一点，价廉物美的美食是深藏镇里的。老街上的鸡

杂和毛血旺是必吃的，还有豆花、张飞牛肉以及连当地人都非常喜欢的麻花。麻花要数“陈麻花

”了，现炸现卖、香甜酥脆、冷热各有风味，门口的长长的队伍就可见一斑。茶馆也是磁器口一

景，百来米长的老街便有13家茶馆，家家茶客满座。

交通：可步行至朝天门码头，乘503公交车；或者在沙坪坝坐大巴、中巴或者出租车，出租车5元

左右即到。

   

6、洪崖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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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老重庆历史文化街区”，是嘉陵江畔的吊脚楼建筑群，下宽上窄，逐层收缩。它以

重庆明清时代的吊脚楼为原型，依山就势，通过分层筑台、退台以及吊脚楼架空的形式，营造出

具有巴渝民居特色的建筑群，错落有致，到了夜色，灯火齐亮，宛然一座金色城堡。这里有不少

重庆特色小吃，例如“老地方”麻花。这里卖纪念品的店比较多，价格不便宜，遇见喜欢的，记

得好好侃侃价。

　　在这个13层高的吊脚楼群里，巴渝民俗文化无处不在：老重庆江边码头街、天成巴渝街、纸

盐河畔街，一处处的老城墙、小青瓦、石板路、木雕门窗。5楼的巴渝大剧场旁，有旧时街头卖艺

人的塑像；在13层顶端7000平方米的阳台上，有用青铜塑造的护城铁炮和烽火墙及昔日民间打更

的、剃头匠⋯⋯个个做工精湛，神态逼真。著名的海盗餐厅，国内独一无二，让人大饱眼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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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留念可是要后悔的。

交通：公交248、609、604支线可到，也可以到沧白路(小什字)下车，步行500米。

   

7、黄桷坪

　　如果打车去这个地方，你可以这么告诉司机：去四川美院的涂鸦墙。有人形容它是重庆的798

，只不过规模小了一个型号。因为街道两旁画满了涂鸦的大楼而出名，涂鸦则来自于四川美院的

学生们。各种小酒吧、小茶馆、小画廊、小书店在美院后街和黄桷坪大街上环绕而生。现在在涂

鸦的画面上已经有大大的不少“拆”字覆盖其上，想看如此大规模的涂鸦一条街，各位可要抓紧

时间了。

交通：823路空调车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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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湖广会馆

　　湖广会馆是清代古建筑群，是古代重庆作为繁华商埠的历史见证。历史始终太过笼统模糊，

只能走马观花旁听一下导游的讲解，略微增加点感性认识。不过会馆本身的建筑风貌，倒是比较

容易直观欣赏。整个古建筑群雕梁画栋，有浮雕镂雕的取材于西游记、西厢记、封神榜、二十四

孝等人物故事图案，还有龙凤等各种动物图案及各种奇花异草等植物图案。会馆的角落里一家蜀

绣店铺，有奇异的双面绣，一面是老虎，一面是豹子，这样的技艺就要失传了。店内还有叶脉画

，画的是三峡、磁器口等重庆景点。

门票：30元

地址：重庆市长江渝中区东水门正街4号

电话：023-63930287

交通：公交702、703、832、868（A）、875等路车到湖广会馆站下。

旅人提醒：

去过湖广会馆的游客无一不抱怨：特别不好找！建议各位还是打车前往，少费一点体力。

   

9、罗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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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2006年风靡全国的《疯狂的石头》在此取景后，罗汉寺的名声更加响亮，里面香火不错

，本地人说是拍了电影后香火才这么旺的。但在重庆本地这个景点并不出名，也许只有粉丝们才

想去一探究竟。记得在电影里一幕中叫了火警，其实罗汉寺旁边就是消防队，根本不可能着火！

　　罗汉寺是汉族重点佛教寺庙之一，始建于北宋，1942年曾遭日机炸毁，后来修复。文化大革

命中罗汉塑像全被捣毁，1984年政府拨专款重塑。始建时园池古迹今已湮没无闻，仅余明碑亭所

嵌“西湖古迹“碑石，还依稀可辨字痕。罗汉寺内长20多米的古佛岩，存有宋代摩岩石刻佛像400

余尊，大雄宝殿中有许多佛教艺术珍品。

地址：渝中区民族路

门票：10元，赠送三支香两只烛

开放时间：8：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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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乘401路电车，103、104、105、111、112、122路公交和105路观光（外环）车可达。

   

10、洋人街

　　这里本来是个破败的地方，因为一批戏谑的标语，也有不少人专门造访，然后，就有了越来

越花哨的牌子。

　　这里西洋建筑扎成堆，不仅可以在这里体会到异域风情，同时还可以体验到由老外提供的端

茶送水的服务，慢慢这里成为了重庆最大的“英语角”，很多老外说着各国语言反客为主在这里

开店，顾客则是外国人加上熙来攘往的重庆人。最出名的厕所文化，来了才能感受，强烈建议来

这里多拍几张照片，回去定会回味无穷。

　　走累了的时候，可以随时坐上观光游览车，除了水上交通以外，坐其他交通工具都是一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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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整个洋人街游览完。这里的游览车不仅样式好看，服务也非常周到。

交通：坐任意车在南坪女子医院下车，然后到马路对面去坐318，直达洋人街

门票：20元

交通：一般花80—100元包车上山，或从沙坪坝坐车到南坪，在金台站下车坐346或347，在一棵树

下；或乘车到上新街，再乘面的到观景台。据说此处是观重庆夜景的最佳去处。在观景结束后，

可再打车上山（10元左右）到南山泉水鸡一条街，品尝最正宗的泉水鸡。

   

11、枇杷山公园

门票：5元

开放时间：8:00—22:00

交通：109、401、402、405路电车，413、418、481路汽车到文化宫下车，步行5分钟。

   

12、重庆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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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城夜景是重庆的一张城市名片，不览“价值百万美元的夜景”，就不算到过重庆。夜晚的

重庆让人沉迷，熙熙的人群，悦耳的重庆话，伴随着养眼的重庆美女，店里的茶女们打着小麻将

，喝着重庆味道的茶水。空气有点湿热。去朝天门码头看夜景时，上空经常有风筝飘，台阶下的

男女老幼，有的乘凉，有的索性泡在江中游泳。   

观赏山城夜景有三大出名去处：

1、南山上一棵树观景台和大金鹰，可谓“隔岸观火”；

 2、鹅岭公园上的瞰胜楼，身临其境纵览两江；

 3、朝天门两江游船，环绕扬子嘉陵，360°全方位立体饱览山水之城。

　　此外，枇杷山公园的红星亭、平顶山、九龙广场等也都是较佳的观景点。

   

13、革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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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人来说，重庆是重温50多年前历史的地方。为了让更多的人来此接受革命教育，现

在参观监狱旧址免费。通向监狱旧址的公路边，有一块面积不大的小陵园，里面摆放着重庆各界

捐资修建的英烈们的雕像群。

　　虽说景点免费，但是附加的强制性的车费和导游费会令人很不爽。各种各样的刑具，也会看

得人后背直冒冷汗。

不过烈士陵园一带早已成为了有名的风景区。在炎热的夏天，可来此避暑纳凉。

红岩村革命纪念馆：位于沙坪坝区化龙桥红岩村13号，距市区8公里。

开放时间：8:30—17:00

交通：乘104、215、216、217、219路公共汽车可达。

歌乐山烈士陵园：沙坪坝区歌乐山麓，系国民党政府时期军统局总部、电台、监狱所在地。

开放时间：8: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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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沙坪坝有210路直达白公馆，或215、 217、221路到烈士墓，再走一段到达

渣滓洞

交通：从沙坪坝可以坐210直接到白公馆渣滓洞。

   

14、看川剧

　　川剧是巴渝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是我国戏曲宝库中的一颗光彩照人的明珠。川剧中的“变

脸”、“喷火”、“水袖”等绝活独树一帜，为世人所喜爱并远涉重洋，传遍世界。

 看川剧表演地点：

川剧座唱中心，每月15日14:00—17:00有川剧表演；

龙隐茶楼每月6、16、26日有川剧表演，时间同前；

七星岗川剧院：每周六下午14点表演，票价15-20元，每周三开始售票，如要好座位要提前购票；

顺兴茶馆、锦江剧场也经常有表演，票价20—30元。

湖广会馆不定时上演川剧，需提前电话询问。

   

15、合川钓鱼城

　　合川钓鱼城，位于重庆合川区合阳镇嘉陵江南岸钓鱼山上，占地2.5平方千米。山上有一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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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巨石，传说有一巨神于此钓嘉陵江中之鱼，以解一方百姓饥馑，山由此得名。钓鱼城峭壁千寻

，古城门、城墙雄伟坚固，嘉陵江、涪江、渠江三面环绕，俨然兵家雄关。 

合川钓鱼城

　　钓鱼城原为钓鱼山，山上有一块平整巨石，位于护国门之上，这就是钓鱼台。钓鱼台是驰名

巴蜀的远古遗迹，传说远古之时，三江洪水泛滥，人们竞相奔山避难。正当他们饥饿难熬、濒临

死亡之际，突然从天上降下一位巨神，在山顶上持竿长钓，以鲜鱼馈赠灾民，民赖以生。从那以

后，巨神留下足迹的石台就被称为钓鱼台，台前留有五个孔穴的巨石，被称为插竿石。 

　　门票：60元/人

　　开放时间：8:00-17:00

　　地址：重庆市合川区城东北部，距合川区约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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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从重庆到钓鱼城，坐渝合高速公交到合川后，乘坐11路公交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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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边景点

   

1、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重庆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宝藏，距今已有800多年。石刻群散落

分布在大足各处。本以为古老的石刻一定是风烛残年，只能从岁月蚀刻的残片中想像历史的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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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料大足的石刻，饱满丰润，仿佛长眠刚醒。

　　宝顶山小小的区域，就聚集了大小不一，各成系列的石刻像。内容丰富，工艺精湛，就算什

么都不懂，视觉上已经充满从容大气。石刻有洞窟内的，也有附着山崖，风餐露宿的。洞窟内的

华丽一些，还留着数百年不曾脱落的彩底。石壁上的大多已经灰头土脸，然而菩萨的慈悲，金刚

的威严，更显栩栩如生。

门票：

（一）淡季（12月1日——次年2月28/29日）

宝顶山石刻门票：90元

圣寿寺门票：20元

宝顶山石刻、圣寿寺联票：100元

宝顶山、北山石刻联票：120元

宝顶山、北山石刻、圣寿寺联票：130元

北山石刻门票：70元

免票参观的游客，每人分别缴纳制票成本费：2元。

除北山和宝顶山石刻联票两日内分别一次性有效外，其余门票均当日一次性有效。

（二）旺季门票价格（3月1日——11月30日）

宝顶山石刻门票：120元

圣寿寺门票：20元

宝顶山石刻、圣寿寺（广大寺）联票：130元

宝顶山、北山石刻联票：170元

宝顶山、北山石刻、圣寿寺（广大寺）联票：180元

北山石刻门票：90元

免票参观的游客，每人分别缴纳制票成本费：人民币2元。

除北山和宝顶山石刻联票两日内分别一次性有效外，其余门票均当日一次性有效。

交通：重庆到大足游览观光以乘汽车最为方便，2小时可达，重庆汽车西站每天有数十班次汽车往

来于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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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醒：

透光排水的高超布局雕刻技艺，自己看是全然不能领悟的；佛文化的深刻寓意，常人也很难体会

。所以在这里其他的钱可以省，请导游的钱是不能省的。

   

2、丰都鬼城

　　 丰都鬼城传说这里是人死后灵魂归宿的地方。人们凭想象，用类似人间的法律机制先后建

成“阎王殿”、“鬼门关”、“阴阳界”、“十八层地狱”等一系列阴间机构。各关卡的鬼神形

象又是千姿百态，峥嵘古怪。刑具令人恐怖万分，不寒而栗。

每逢农历三月三至十五，丰都鬼城有异彩纷呈的庙会。

门票：80元

交通：从重庆解放碑到丰都鬼城有两种方式：

1、重庆汽车站、较场口汽车站每天有数十班汽车可达丰都县，丰都交通概况：在市区乘2路 39路

96路 K9路 80路公交车在农业路政七街交叉口下车即可到；

2、重庆解放碑乘401到朝天门码头，再乘船到丰都鬼城；快船5小时，慢船9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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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山古镇

　　中山古镇称“三合场”，所以老街也可以叫三合老街。整条老街以青石版铺设街面为轴，东

西两排而走。街自南向北，共分八节，但也不怎么看的出来。由于年代久远了，石板路的间隙见

多有下沉现象，踩上去一上一下的，水花也跟着溅起。

　　古镇里有一家官钱铺，这是在其他古镇极少见到的，其他民间传统的经营业态如铁匠铺、中

药铺、剃头铺等依然存在。老街上，客栈依然兴旺，最有名的是三合客栈和悦来客栈（老板可不

是金湘玉哦！）。镇上的饭馆很多，菜肴多半是野菌烧腊肉，蘑菇肉片等，特色传统小吃当属烟

熏豆腐和石板糍粑了，一块钱两份，再配上镇上的竹筒米酒，坐在老街的凉亭上，迎着许许凉风

，特别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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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天色渐渐暗下，老镇会缓缓点起宫灯。客栈会点起大红的灯笼来招揽顾客，其他的店铺

则点起黄色的宫灯，来显示一天生意的结束。

交通：重庆的中山古镇距离重庆市区122公里，可先从较场口乘429路到菜园坝，然后在菜园坝长

途汽车站乘车到江津(车票28元)，在江津客运中心换乘到中山古镇的汽车（票价10元，20分钟一

趟）。

   

4、武隆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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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隆景区内景点较多，建议找旅行社，由导游带队进行一日游。旅人推荐以下三个景点，均

为消夏避暑好去处。

仙女山

　　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堪称理想的避暑胜地。山上气温很低，即使盛暑七月如果没有带长袖外

套，一下车就被冷风吹起一身鸡皮疙瘩。

　　仙女山的海拔比较高，不然也不会孕育出一大片高山草场。那是缩小版的草原风光，在塞外

或西域很常见，而在这里就弥足珍贵了。山上设置了许多游乐项目，滑草、卡丁车、悠波球等等

，我只对跑马感兴趣。所谓跑马，不过是骑着受过训练的马，绕着400米的跑道自行跑一圈。任你

怎么鞭策，那匹马也只是轻轻小跑。比起真正的草原。仙女山的格局还是小了点。

门票：成人票50元

天坑三桥

　　这里是《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唯一外景地，神秘的四合院，孤零零地躺在悬崖下，黑色的瓦

片，暗淡的灯笼，青苔漫长，柳丝垂悬。一眼看去，古老苍凉。这就是电影里的天福官驿了，完

全是搭建而成的外景，无中生有，足以乱真。夏日走进山崖的巨大阴影，通体透凉。天坑就在桥

与桥之间，却不易察觉。明明走在深深的谷底，却不觉得压抑。见过很多鬼斧神工的喀斯特地貌

，却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磅礴大气得不露痕迹。离开天坑三桥时，记得买一串烤土豆，很香。

门票：55元

芙蓉洞

　　芙蓉洞位于芙蓉江边，洞里与外面的酷暑完全隔绝。踩着略带湿滑的甬道步步向前，灯光渐

次亮起，一个超乎想像的庞大地宫就呈现在眼前。到处是巨型的石笋、石柱、石锥，嶙峋的钟乳

石蔓生在各个角落，或从地下直冲向上，或从洞顶悬挂而下，或沿石壁铺展蔓延，或在水中蜿蜒

迤俪。

　　相比以往看过的溶洞，灯光多是五颜六色，芙蓉洞的灯光却很朴素，只能够照亮眼前几米。

导游在前方带路讲解，工作人员会一路尾随，随手关灯。

门票：70元

   

5、涞滩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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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涞滩古镇其实应该叫涞滩古寨，位于合川区东北28公里，建镇于宋代，是中国中国十大古镇

之一。古寨三面悬崖峭壁，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险要之势，清同治元年增修的瓮城为重

庆唯一，城内保留有四个藏兵洞，具有关门打狗、瓮中捉鳖的御敌功效。古镇的寨墙全部是半米

多长的条石砌成，古寨内还保存着旧时城堡面貌，石街小巷，及400余间清代民居。这里的渠江鱼

和土鸡是必吃的当地特色菜肴，还可以试试当地的米酒。还可参观一下二佛寺，20元/人，因为在

巴蜀之地，仅次于四川的乐山大佛，所以称为二佛寺，保存的很好，不是裸露在外的，有木质结

构的寺庙承载的石刻大佛。

　　门票：进入古镇没有门票，但是古镇内有几个景点是单独售票的。

　　交通：可一早在菜园坝长途客运站乘直达车到合川，路费25元，重庆的客运站一般提前半小

时买票，买完基本就走。一个小时后到合川客运站，换乘直达涞滩古镇的客车。也可搭乘到龙市

的车10元/人，一个半小时到，后换摩托车5元到涞滩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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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金刀峡

　　国家3A级旅游景区，位于重庆市北碚区东北部华蓥山西南麓，经渝武高速转北碚至金刀峡公

路可达，距重庆市中心70公里，是一处保持着原始风貌的神奇峡谷，适合避暑。金刀峡镇很小，

绕一圈也就半个小时，游客一般不会太多。

　　这里以上亿年的峡谷景观为主，以岩溶景观为辅。在峡谷里穿行，润泽清新的草木气息扑面

而来，满眼的葱翠；金刀峡全长约10公里，分上下两段。上段由于喀斯特地质作用，地面切割强

烈，金刀神工般形成了独特的峡谷沟壑。下段下段由于流水侵蚀的作用，有洞穴群提高潭潭相连

，飞泉瀑布层层叠叠，石钟乳、石笋、石柱变化万千，堪称全国最长的峡谷十里仿古木栈道，让

人惊赞不已。上有古藤倒挂、下有潺潺流水和摇曳的野花，感觉真是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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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衣，打着伞不好拍照，再有就是山路难行，一定要穿一双舒服的鞋子。

门票：60元

交通：红旗河沟的汽车北站有直接到金刀峡的班车，2小时车程，车费25元。也可以乘该次班车到

柳荫下车，车费12元。然后坐小三轮车到古镇，车费5元。

   

7、巫山

　　你一定听过那句传之千古的绝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巫山古迹包括春秋

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墓葬群、大昌古建筑群和古栈道、悬棺等。闻名中外的长江三峡，巫山就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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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峡的全部和瞿塘峡的大部。巫峡以幽深秀丽擅奇天下，峡深谷长迂回曲折，著名的“巫山十二

峰”屏列大江南北，尤以神女峰最秀丽。峡中那云雨多，变化频，雨景是最大的看点。

   

8、小三峡

　　所谓小三峡，是长江三峡段第一大支流大宁河在巫山境内的龙门峡、巴雾峡、滴翠峡的总称

。小三峡内有多姿多彩的峻岭奇峰，弯来拐去的激流险滩，清幽秀洁的飞瀑清泉，千姿百态的倒

悬钟乳，神秘的悬岩古洞，栩栩如生的天然雕塑，茂密繁盛的山林竹木，是一处玲珑奇巧的峡谷

盆景；有追逐嬉戏的顽皮猴群，成双结队的戏水鸳鸯，展翅纷飞的各种水鸟；还有迷存千古的巴

人悬棺，令人费解的古栈道，风韵犹存的大昌古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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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荐路线

   

1、区域选择：

解放碑区域：

严重建议游玩3天之内的朋友选择住在这里，解放碑就像上海的南京路、西安的钟楼周边、北京的

王府井一样，在这里乘坐过江索道、轻轨、公交到各个景点都非常方便。周边景点有解放碑、洪

崖洞、罗汉寺、朝天门广场。

人民广场区域：

位于重庆市解放碑的西面，毗邻重庆市特色建筑人民大礼堂，重庆市人民政府的办公地点也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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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是除了解放碑之外的第二选择。周边景点有人民大礼堂、三峡博物馆、曾家岩50号、鹅岭

公园、枇杷山公园、重庆市博物馆。

沙坪坝区域：

位于重庆市的西部，是重庆市文化重镇，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学院、四川外国语学院等著名高校

云集于此。此区域的消费住宿都比较便宜，交通也很便利。

周边景点有歌乐山烈士陵园、渣滓洞、磁器口、红岩革命纪念馆、白公馆、三峡广场。

南岸区域：

位于重庆市长江以南，其中南滨路是重庆最为火爆的餐饮一条街，南山风景区也座落于此。周边

景点有南山、老龙洞、南滨路、洋人街。

江北区域：

这里是重庆新打造的金融、商贸、科教文化信息中心。如果要乘飞机离开重庆，最好住江北的宾

馆，这样离江北飞机场比较近。 周边景点有海洋公园。

   

2、三日游推荐线路：重庆市内

　　如果在重庆只能待上两三天，建议集中参观市区内的代表景点，顺便感受一下当地生活，远

郊景点推荐大足石刻，当天来回也不会特别累。

第1天：

　　可乘机场巴士15元/人直达上清寺，再打车或者乘坐公交去客栈。办理住宿后可以在解放碑附

近逛街、吃小吃，顺便去逛逛老街十八梯。下午可以去瓷器口古镇，估计3、4个小时能玩得差不

多。晚上可以去朝天门走走，看看重庆夜景。

第2天：

　　清早可乘车到大足石刻，欣赏完后回到重庆市区应该在15点左右，可以去沙坪坝商业区转转

，感受一下重庆热闹火辣的商业氛围，晚上可以去南滨路大吃一顿。

第3天：

　　早上去渣滓洞，白公馆缅怀一下，感受红色革命教育，中午前基本可以参观结束；下午可以

去歌乐山品尝一下出名的辣子鸡，或者参观一下重庆三峡博物馆，基本就可以返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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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五日游推荐线路：市内+远郊

　　如果在重庆待上5天左右，建议白天去远郊游玩，晚上在市区逛；重庆的远郊景点都要花费不

少时间，一天去一个即可；想品尝美食，在市内的商业街区就能满足你的味蕾。

第1天：

　　到达重庆后可乘机场巴士直达上清寺，打车到客栈。如果行李不多，到达上清寺时可先到三

峡博物馆感受一下重庆历史，就在上清寺站旁边不远。办理住宿后可溜达到解放碑去吃一碗地道

的酸辣粉，晚上步行至朝天门码头看夜景。

第2天

　　前往大足石刻。早上在菜园坝长途客运站坐重庆—大足县的大巴（30分钟一班/2个半小时到

大足，47元）。到大足县后打车到宝顶山30元或坐中巴前往3元。大足石刻景区门口有电瓶车3元/

人进入。最后一班回重庆的车是18：00。回到市区后可到南山去吃泉水鸡，然后至南山一棵树观

景台20元/人看重庆夜景（上山打车30元）。

第3天

　　在朝天门码头乘车，前往磁器口古镇，尝尝老街上的鸡杂和毛血旺，下午返回市区，去洪崖

洞或者去四川美院附近的涂鸦墙看看。

第4天

　　前往涞滩古镇。清早在菜园坝长途客运站乘直达车到合川，22元，（重庆的客运站一般提前

半小时买票，买完基本就走）一个小时后到合川客运站换乘到龙市的车10元/人，一个半小时到，

后换摩托车5元到涞滩古镇。参观之后大约16点，可打车去南滨路吃饭。

第5天

　　可以在老街十八梯走街串巷，再次将老重庆古朴的地方品味一下。下午打车10元去上清寺乘

机场巴士15元/人，到机场，回程。

   

4、参团游路线：

　　目前重庆单一目的地的参团游很少，大多数是搭配成都和九寨沟一起。可到达重庆后参加当

地旅行社的一日游或者几日游活动。比较热门的一日游线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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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庆两江游：

参团价格：70-150元

主要景点：重庆市，朝天门，洪崖洞，长江，嘉陵江，重庆索道

2. 魅力山城一日游

价格：50元左右

主要景点：渣滓洞，白公馆，洪崖洞，三峡奇石馆，磁器口，人民广场，朝天门

3. 大足石刻一日游

参团价格：200-250元

主要景点：重庆大足石刻，北山，宝顶山，龙水湖

以上线路可咨询重庆旅游网：http://www.cqkkk.com/

电话：023-63802006、63802007、63802009

旅人提醒：

重庆当地旅行社比较多，咨询时请问清，一般来说，一日游利润并不大，合格的行程应符合一下

几点：没有购物点，没有午餐，时间紧凑，车况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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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餐饮购物

　　重庆的美食相当值得赞许！重庆人很豪爽，对于吃，他们辣要辣的够爽，麻要麻得的够劲，

话不多说，给大家介绍几个地道的重庆美食吧。 

   

1、美食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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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锅：

在重庆最出名就属火锅了，就连不吃辣的外国人都要来重庆品尝一下。在重庆，每隔20米就会有

一家火锅店。一桌子人围着煮沸的红彤彤的火锅，各个都吃得汗流浃背，不亦乐乎，重庆火锅特

点就是“香”，走在路上经过店门口都可以闻到那种让人留口水的香味。

麻辣烫：

将海带、土豆、肉片、花菜、莴笋、毛肚、香肠、鱿鱼、冬瓜、黄腊丁、贡菜、海白菜、魔芋、

黄花、藕、空心菜、排骨等在开水里烫数分钟，再倒入豆腐、辣椒粉、花椒粉、盐、味精、辣豆

豉即可。是一道健脾开胃的特色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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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担面：

细滑柔软，麻辣味鲜。因过去是小贩挑着面担沿街叫卖故得名。其风味独特，制作简单。主要采

用面条、老抽、生抽、料酒、花椒面、米醋、香油等材料制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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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血旺：

主要采用鸭血、百叶、鳝鱼、黄喉、木耳，肉片，豆皮、金针菇、三文治等，能吃的都放在一起

煮，用辣椒、麻椒等做调料，鸭血的营养价值很高，好吃又便宜，麻辣鲜香，汁浓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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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子鸡：

第一次吃辣子鸡的时候，极为惊奇，就是一盘红彤彤的一堆干辣椒阿，辣椒中夹杂着干粑粑的肌

肉块，上面撒上了芝麻，看起来很有食欲，吃起来鸡肉外酥里嫩，还有芝麻的清香，辣中带麻。

不能吃辣的朋友建议不要轻易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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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菜鱼：

典型的重庆特色菜，采用先炒佐料，后加鱼炖煮的方式做成的，下面是煮好的酸菜，酸而美味，

中间铺的是煮好的白色的鱼肉片，肉香嫩滑，汤上面还飘着薄薄的一层香油花，夹一块鱼肉，喝

一口酸汤，简直是快乐似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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荤豆花：

一种汤锅，里面要放肉片，金针菇，冬瓜，萝卜，火腿片等，主要就是豆花。所谓豆花，就是比

豆腐软一点，比豆腐脑要硬一点的豆制品。吃豆花要有调味碟，料掉主要是辣椒酱，麻油，芝麻

组成。便宜又好吃，一般是20元以内一大锅，4个人吃豆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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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辣蟹：又香又辣的蟹子，已经不知道怎么形容它了，大家自己尝一尝就懂了。

   

2、餐馆推荐：

享受美食

　　重庆美食地图非常复杂，因为即使街边一碗面也好吃到停不下口。

主要的美食聚集点：

南滨路：是目前重庆最火爆的餐饮一条街，就在长江边上。是吃美食、赏江景的好去处。

北滨路：比南滨路安静些，大的店铺较多，属中高档消费，交通不是很方便，建议坐出租车前往

。

八一路：位于解放碑附近，几乎搜罗了重庆所有的美食品种，人称好吃街。八一好吃街汇集了重

庆的小吃：抄手、串串香、酸辣粉、山城小汤圆、火锅、合川桃片、担担面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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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器口：古镇的毛血旺非常有名，此外，鸡杂、麻花鱼等也值得推荐。

杨家坪直港大道：中西餐、各类小吃、火锅应有尽有，平民天堂，大众消费。

坡上坎下：此处可以找到最具重庆特色的“草根小吃”，如眼镜小面、梯坎豆花⋯⋯

南山：荷塘边、枇杷树下吃火锅是一种返璞归真的享受。

桥头火锅南坪总店

地址：南坪珊瑚村111号

电话：023-62875231

推荐理由：到重庆怎能不吃火锅？桥头火锅是重庆火锅第一家，南坪总店更是大哥大。

推荐菜单：桥头砂锅，火腿肠，羊肉卷，鲜毛肚

人均消费：40元

大都会外婆桥

地址：渝中区邹容路68号大都会广场7楼

电话：023-63835988 63729961

推荐理由：吃不惯辣的朋友可以来这里，蛮特别的自助餐，干净，新鲜，鸭舌味道特别劲道。

推荐菜单：牛肉面，黄瓜汁，鲜花椒肥牛，螃蟹，鸭舌

人均消费：40元

秦妈火锅（杨家坪直港店）

地址： 杨家坪直港大道珠江花园32号

电话：023-68120027

秦妈火锅（南滨店）

电话：023-89023129 

地址：南岸区南滨路中段第一大道1#楼3楼

推荐理由：秦妈火锅算是老店了，每次去时候人都挺多的，火锅底料是独家配方，辣的很鲜美，

辣的很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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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菜单：毛肚，金针菇，脑花，鸭肠，水晶牛肉，蒸饺

人均消费：30元

刘一手火锅沙坪坝店店

地址：沙坪坝天陈路17号(火车北站口)

电话：023-65308966

推荐理由：这里的老板娘最漂亮，身材也棒，火锅更是香气逼人。

推荐菜单：毛肚，鸭肠，脑花，鱼头，藕 泡菜，飞饼，金针茹，野猪肉 

人均消费：35元

王胖子水煮鱼

地址：渝北区机场路水煮鱼一条街

推荐理由：在渝北区王胖子家的水煮鱼是元老级别了，现在搬进了新楼大大的招牌更是诱人。

推荐菜单：水煮鱼，酸菜鱼

人均消费：40元

古镇黔江鸡杂瓷器口店分店 

地址：瓷器口正街378号

推荐理由：除了鸡杂，毛血旺味道也不错，分量足、味道好，服务也是耐心周到。

推荐菜单：鸡杂，毛血旺

人均消费：15元

南韩铁板烧餐厅

地址：沙正街1号附5号

推荐理由：烤肉很地道，烤鱼也不错，老板娘特有气质，菜品新鲜卫生。

推荐菜单：铁板烧，铁板金针菇，一品排骨，铁板鱿鱼，羊肉串

人均消费：38元

                                               47 / 56



�������

重庆：山城辣味道
美食煮意

地址：黄桷坪铁路三村水电段

电话：023-61568068

推荐理由：附近学校蛮多学生来这里消费，店面装修简洁，菜量大，味道也还不错！

推荐菜单：担担面，香辣鱿鱼丝

人均消费：3-5元

杨家山倪氏乳鸽第一家

地址：南坪上新街杨家山

电话：023-62882557

推荐理由：这里的乳鸽很好吃，口味很鲜美，喜欢喝汤，野味的朋友不能错过。

推荐菜单：酸菜炖乳鸽，红烧乳鸽，山珍蒸乳鸽，苦叫肚子鸽，天麻蒸乳鸽，桂园发乳鸽

   

3、购物场所推荐

1、解放碑商圈：

重庆最闻名的购物商圈，自解放碑座东西南北50米以内商厦林立，50米外，小街纵横，店铺连片

。

１）美美时代百货：重庆地区最好最高档的商场；

２）新东方女人广场，国内最大的专营女性用品的商场；

３）大都会广场：名牌的化妆品基本上都有；

４）重百大楼：里面的东西比较适合中年人。

2、江北观音桥步行街：

这里是重庆最大的商圈，有新世纪、重百、立洋百货、王府井百货、华联等，店多且集中。三峡

广场的地下购物中心也可以逛，不过要很会还价才行。

3、其他购物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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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沙坪坝三峡广场

２）南坪步行街

３）杨家坪步行街

推荐重庆风味食品：

浓缩火锅底料 老四川灯影牛肉 白市驿板鸭 江津米花糖和合川桃片 磁器口陈麻花 酸辣泡凤爪

涪陵榨菜 武隆羊角豆干 永川豆豉 怪味胡豆

其他重庆特产：

１）重庆特色时令水果如枇杷、桔子、柚子、脐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美味，可空运带回。

２）重庆的火锅底料，可回家再次品尝正宗火锅，可在任意一家店购买，味道都不会差。

３）重庆的“重庆沱茶”、“翠坪银针茶”、“西农毛尖”等，都是茶中上品。

４）蜀绣自南宋始即与苏绣、湘绣、粤绣并称中国四大名绣，也是有名的特产。

５）重庆出产许多名贵药材，如石柱的黄连、天麻，南川的杜仲，巫山的庙参等。

旅人提示：买重庆特产，可以选一家比较大的超市，转一圈就差不多都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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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住宿

　　重庆是背包客的天堂，从国际青旅到古雅客栈，床位基本在20-50元，客栈单人大床房在70、

80元居多，普通宾馆标准间在100～150元左右。国际青年旅社有三家，可提前电话预定。

   

1、重庆玺院国际青年旅舍

　　这里是重庆最受欢迎的一家青旅，不提前预定根本没有空余床位，不过就算提前预定也未必

有，你总会被告之：没有床位啊！非常受外国背包客的青睐。玺院地处重庆朝天门码头旁长江岸

，距解放碑10分种步程，周边有湖广会馆、三峡博物馆、洪崖洞、罗汉寺等景点；公交、轻轨、

索道、轮渡都乘坐方便，步行5分钟有朝天门公交枢纽中心。

地址：渝中区长滨路80号（朝天门广场沿长江步行600米方向）

主页：http://www.chongqinghostels.com/

旅人链接：http://hotel.lvren.cn/yha/xiyuan-guoji

电话：023-63104208 /63104270

   

2、纯真年代国际青年旅舍

　　这家青旅的气氛特别好，大概是因为地处磁器口古镇，逛街和吃东西都极为方便。出门徜徉

在瓷器口老街的青石板路面，街的尽头就是嘉陵江。去瓷器口时，在江岸龙隐门牌坊旁边就能看

见。住在这里的年轻人喜欢在里面的酒吧打台球，旁边的露台可以看到嘉陵江，景色相当不错。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磁器口正街2号水码头龙隐门旁

主页：www.czhotel.net.cn/

旅人链接：http://hotel.lvren.cn/yha/chunzhenniandai-qingnian

电话：023-65477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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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老街客栈

　　介于时尚现代的重庆和古老传统的山城之间，左面是五光十色的商业金融中心，右边却是十

八梯老街，残存的吊脚楼，泛着光亮的青石板路。步行10分钟路程可到重庆市标志性建筑解放碑

，最大的小吃一条街八一路，以及重庆独有的过江索道，距离菜园坝火车站3站公交车路程，4站

路程可达朝天门码头。

旅人提示：

相比前两家青旅，老街客栈的不少房间位于地下，如果住宿时间较久，一定要注意防潮。   

地址：渝中区较场口中兴路149号

主页：www.cqhostel.com

旅人链接：http://hotel.lvren.cn/yha/laojie-guoji

电话：86-023-86219188 　手机：15023339347

   

4、重庆三峡国际青年旅舍

　　虽然并不是真正的hostel，但三峡青年旅舍是一家具有巴渝吊脚楼风格的国际标准旅舍。在这

里，你们可欣赏到迷人的山城夜景，宁静的明清老街，独具特色的湖广会馆。旅舍位于渝中区长

江边，到解放碑、朝天门码头和汽车站，步行仅需要5-10分钟，非常方便游客出行

地址：渝中区芭蕉园2至6号（长滨路湖广会馆旁）

旅人链接：http://hotel.lvren.cn/yha/sanxia-guoji

                                               51 / 56



�������

重庆：山城辣味道
  

七、交通

   

1、重庆出租车

　　在重庆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出租车， 5元起步，之后每公里1.8  元，而且重庆司机开车速度

超级快，都是快撞到了急刹车，不让车，而且会开到对面车道上，而且重庆都是坡道，转弯多，

漂移起来很爽，怪不得很多国内的方程式选手都是这边出产的。

旅人提醒：

在菜园坝火车站等外地人流量大的地方，下车之后记得向司机索要发票。如果发生争执，可拨打

投诉电话：023--96096。

官网http://www.cqtaxi.cn/，官方订车电话: 租车热线：（023）67525800、67525810

   

2、机场交通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位于重庆东北部的渝北区沙坪镇，距市区23公里，有机场大巴，从江北机

场到上清寺，票价15元，30分钟左右一班，从江北机场打出租到解放碑附近，羚羊出租车要花费5

0元左右。

   

3、公交车：

　　在重庆的所有交通工具中，公交车是最便捷的了。公交车分普级车和空调车，普级车起价1元

，空调车起价1.5元。运营时间大多在5：30至晚间21：00之间。

                                               52 / 56

http://www.cqtaxi.cn/


�������

重庆：山城辣味道
官网http://www.cqgj.net/，电话：023--16866666

旅人提醒：

因为重庆是山城，所以很多时候去的车停站的对面并不是回来时同一路车上车的地方，这个一定

要问清楚。

   

4、游船：

　　如果你打算欣赏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之壮观夜景，可以考虑参加“两江游”。游船分含餐

和不含餐两种。豪华游船与普通游船含餐和不含餐的价格现在分别的110/80元和98/68元，但是在

淡季（比如冬天）会分别下降10—20元。游船从19：30开始到21：00轮流发船，全程两个小时，

随到随买票。豪华游船和普通游船分别在朝天门3、4码头买票。

重庆市客轮总公司

电话：023-63841191，023-63842256

官网: http://www.cqship.com

   

5、轻轨列车：

　　穿城而过的轻轨2号线（杨家坪—较场口）线东起市中心较场口，西至大渡口区钢铁基地新山

村，全长19.15公里。始发站（较场口与新山村）的首末班时间为6：30和22：30，全线共18个车站

，实行分段计价，票价2—5元。

官网：http://www.cqmetro.cn/crtweb/，热线电话:68002222

   

6、“棒棒儿”：

　　专指一根黄竹棒、一条麻绳，满街遛达着的那种人，重庆人把他们称作“棒棒儿”。如果遇

到有什么物品需要搬回家，站在大街上喊一声“棒棒儿！”，立马就有很多根扁担涌到你面前。

现在“棒棒军”已经开始使用四轮运输设备，一些细活也已转型为“铁铁车”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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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出发前准备

1、行李

　　重庆终年气候潮湿，旅游的最佳时间在春、冬两季。夏季酷热，应带好防晒用品；秋季多雨

，带好雨具。任何季节去重庆，都多带几件换洗衣服，以纯棉透气为好。此外，山城路陡，务必

带一双舒适的平底鞋。

2、机票预定

　　北京至重庆的机票通常都有4-5折的机票，只需要提前10天左右预定即可。

3、费用

　　重庆交通、饮食、住宿都很便宜，景区大多门票不贵，主要花费可能是购物。如果行程在一

周之内，不管是飞机还是火车出行，在当地的游玩费用一周内一般不会超过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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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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