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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昌：从一个吃货开始

        南昌又名豫章、洪城，是江西省省会，人口约500万。自古以来就有”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的美誉。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对它的地貌作了一个概括：”澿三江而带五湖，控

蛮荆而引瓯越”。赣江、抚河穿城而过，城内有四湖，城外有四湖，形成了湖在城中，城在湖中

的美丽格局。

        南昌有着2000多年的建城历史，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全国十大花园城市之一

，并且是中国第一个低碳试点城市，有”东方爱丁堡”的美誉。南昌游玩的地方不少，滕王阁、

象湖公园、梅岭、八大山人纪念馆、艾溪湖、鄱阳湖、绳金塔、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之星、秋

水广场，这一个个耳熟能详的景点都在南昌。

        而南昌对于吃货来说，最振奋人心的莫过于她的美食，南昌菜不见于宫廷名厨之

菜谱，也没有听说过有这一菜系，但是”真正的高手”都是不显山，不露水的，这里好吃的太多

了，各种辣椒菜、地方特色螺丝、小龙虾、炒米粉、瓦罐煨汤、煌上煌等，会馋的你口水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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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区位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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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昌旅游最棒体验

   

1、滕王阁——登高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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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滕王阁(图片由网友 @胡萝卜同学 提供)

         滕王阁因唐太宗李世民之弟李元婴始建而得名，因初唐诗人王勃诗句”落霞与

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流芳后世。滕王阁主体建筑净高57．5米，站在滕王阁上举目远眺

，既可饱览霞鹜齐飞与水天一色的佳境，又能尽收江雾与春光浑然一体的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

怡。江的这边是南昌的老城，而对岸是新城”红谷滩”。滕王阁也是南昌风水建筑之一。

   

2、八一广场和南昌起义纪念馆——缅怀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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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八一广场及纪念馆(图片由网友 @蓝莓汁 提供)

你是红色的，

土地是红色的，

记忆是红色的，

城市是红色的，

我望你的目光也是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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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8月1日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八一建

军节便来源于此，八一广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便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3、绳金塔——古色南昌

绳金塔(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荔枝 提供)

        绳金塔自唐代始建至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有古谣云：”藤断葫芦剪，

塔圮豫章残”。这首古谣的意思是，如果滕王阁和绳金塔倒塌，豫章（南昌）城中的人才与宝藏

都将流失，城市亦将败落，不复繁荣昌盛。既然绳金塔对于南昌这么重要，那必定要游一游，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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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更别错过绳金塔小吃一条街啦！

   

4、摩天轮——绚烂的南昌之星

摩天轮(图片由网友 @胡萝卜同学 提供)

        南昌这座城市早已脱掉斑驳的的老旧外衣，穿上了华丽的动感之装，林林总总的

摩天楼，还有摩天轮——南昌之星。摩天轮高160米，是世界第五大摩天轮，白天还不觉得有多特

别，到了晚上，就会发现，整座城市在这个光环下熠熠生辉。

   

5、秋水广场——音乐喷泉喷出你的幸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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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广场(图片由网友 @含笑樱花 提供)

        秋水广场这个名字取得真是太好了！南昌人民果然有魄力，不仅摩天轮要建得老

高，就连音乐喷泉也不甘示弱，秋水广场音乐喷泉最高达128米，40多层楼高，哇塞！夜晚不妨去

音乐广场蹦跳嬉戏。

   

6、八大山人纪念馆——隐士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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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纪念馆(图片由网友 @蓝莓汁 提供)

        八大山人纪念馆位于南昌南郊的青云谱，四周清流环绕，白墙古木，绿荫掩映，

古雅幽静，曾是一代山水写意大师朱耷（号称八大山人）隐居的道院。

   

7、天香园——观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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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香园候鸟(图片由网友 @含笑樱花 提供)

        天香园紧邻艾溪湖森林湿地公园，是一块少有的城市天然湿地，也是一颗南昌市

的天然绿肺，湖中水草丰茂，碧水浩淼，沼泽地上，候鸟聚集，也是鄱阳湖候鸟的通道。每当日

落西下，华灯初上时，空中就会展现出百鸟争鸣、万鸟归林的壮观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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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舌尖上的南昌——压轴戏

南昌特色小吃(图片由网友 @佩兰妖 提供)

        《舌尖上的南昌》在南昌开拍后，弥补了江西人对《舌尖上的中国》里不见赣菜

的缺憾。赣菜是由南昌、上饶、九江、赣东、赣南五大流派互相渗透交汇而成，虽然它不在中国

八大菜系之列，但非常具有地方特色，如三杯鸡、藜蒿炒腊肉、红酥肉、永新狗肉。除了地方特

色菜，南昌的夜宵小吃也颇具规模，已经形成了几条夜宵特色街，苏圃路腰子汤、福州路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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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浦路螺蛳等。吃货来到南昌，一定不会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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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佳游览时间

南昌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湿润温和，日照充足，一年中夏冬季长，春秋季短。春季温

暖湿润，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干燥，冬季寒冷少雨。历年年平均气温在17～18℃之间，冬夏

气温变幅大，盛夏极端最高气温可达40℃以上，是四大火炉之一；隆冬极端最低气温则为-10℃。

因此，春季和秋季去南昌旅游是最适宜的。 

南昌之春夏秋冬(图片由网友 @佩兰妖 提供)

此外，鄱阳湖区的候鸟一般从每年的十月下旬开始一批批迁来，在保护区内越冬，到次年的3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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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又陆续飞走。因此即便是冬天来到南昌，游人自然可以从南昌乘快艇去永修的吴城镇一带的

鄱阳湖观鸟。

非要夏天体验火炉？那就去梅岭风景区吧，这里素有“小庐山”之称，是避暑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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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昌景点

南昌市内景点距离较近，滕王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佑民寺、八一公园、八一广场在一个区

域内，绳金塔在偏南的方向，也不远，天香园在偏东方向，游玩起来很方便。红谷滩新区有秋水

广场、摩天轮，市郊景点有艾溪湖、象湖、青山湖、八大山人故居、厚田沙漠、梅岭、安义古村

落等。

南昌景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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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内景点分布图

   

1、滕王阁

滕王阁座落于赣江与抚河故道的汇合处，现在的建筑群年落成于1989年10月8日，共九层，净高57.

5米。主体建筑为宋式仿木结构，突出背城临江，瑰玮奇特的气势，丹柱碧瓦，画栋飞檐，斗拱层

叠，门窗剔透，其立面似 “山”字，而平面则如一只展翅俗飞的大鲲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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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王阁(图片由网友 @佩兰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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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王阁游览图 

 

地址：南昌市榕门路仿古街58号

门票：50元/人

电话：0791－6702036

交通：市内可乘坐旅游精品线公交、2路电车、7路、8路、12路、20路、26路公交可达。

   

2、绳金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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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金塔坐落在南昌市西湖区绳金塔街东侧，原古城进贤门外，始建于唐天祐年间（公园904～907

年）。绳金塔塔高50.86米，是南昌最高的古建。从正大门放眼望去，千佛寺、隆兴戏台迎面而至

。流连其中，七层八面的绳金古塔高高矗立，铃声清脆；北面的文庙庄严肃穆，透着古雅之气。

这个常常被老南昌人念在嘴上的知名景区，虽透着南方园林式的雅致，却鲜有游客进入。想要寻

一份幽静的你不妨细细品味这座千年古塔的孤独与寂寞。

绳金塔小吃一条街需夜晚造访，吃夜宵，热闹的场景可对比白天绳金塔的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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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金塔(图片由网友 @蓝莓汁 提供)

地址：南昌市绳金塔街1号

门票：10元

公交：5路、206路、219路、26路内/外环、225 路、230 路、233路、602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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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昌起义纪念馆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中山路西端洗马池“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内。

旧址原是江西大旅行社，建成1924年，是一座灰色五层大楼，共96个房间。1927年7月下旬，起义

部队到南昌，包租下这个旅社。江西大旅行社成为领导起义指挥中心。江泽民同志亲笔为该馆题

词“军旗升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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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荔枝 提供)

地址：南昌市中山路380号

门票：免费

电话：0791－6613806

公交：2路、7路、18路可直达。

提示：需凭身份证领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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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八一广场

南昌八一广场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之一，国内仅次于北京天安门广场，是南昌的重要窗口

，四面环绕着通往城市各处的直通大道。不论你来自何方，都要经过八一广场。这里也是南昌政

治经济活动的中心，每年在这个广场上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政务和商务活动，广场上的装饰更是千

变万化隔日不同，去南昌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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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八一广场(图片由网友 @佩兰妖 提供)

地址：南昌市东湖区中山路

门票：免费

公交：10路、11路、205路、215路、220路、22路、231路内环。

   

5、佑民寺

佑民寺坐落于南昌市八一公园北面，东湖东岸，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是南昌市唯一一座完整

的寺院。佑民寺殿堂雄伟，前殿有众多佛像和千佛缸，缸外装饰九十余个佛像，神态各异，古朴

端庄。在缸上饰佛像众多，中国国内罕见。嘉庆年间，在后殿铸铜接引佛一尊，高1.6

丈，重3万6千斤。民国年间，南昌民谚“江西穷是穷， 还有三万六千铜

”即指此。后来铜佛在文革期间被毁，后又重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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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民寺(图片由网友 @胡萝卜同学 提供)

地址：南昌市民德路181号

门票：2元

电话：0791-6222301

公交： 27路、30路

   

6、摩天轮

“南昌之星”摩天轮，又名南昌之星，位于红谷滩新区赣江市民公园，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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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为南昌市标志性建筑。乘坐南昌之星，高空览胜，赣水西山美景，都市万般风情，尽收眼底

。公园内还有许多其他游乐设施，喜欢刺激的童鞋不容错过。

南昌之星摩天轮(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荔枝 提供)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西区赣江市民公园即赣江南大道1号

门票：50元

开放时间：8:30-11:30 14:30-22:30

公交：17路、233路、504路、506路到南昌国际展览中心站下。

   

7、秋水广场

        秋水广场地处红谷滩新区赣江之滨，是利用荒滩兴建，既防洪，又观景，与滕王

阁隔江相望，再现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

红谷滩秋水广场上音乐灯光喷泉引人注目，是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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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广场(图片由网友 @蓝莓汁 提供)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赣江中大道

门票：免费

公交：503路、504环、旅游2路秋水广场站。

提示：音乐喷泉最好周末去，其他时间不一定开。喷泉时间是19:30-21:00。

   

8、八大山人故居

八大山人纪念馆坐落在历史修久、风景优美的青云谱内。八大山人是我国明末清初的杰出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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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明天启六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他姓朱名耷，僧名个山、传启 ，别号八大山，是明太祖

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八大山人在艺术上有独特的建树。他以水墨写意画著称，尤擅长

花鸟画。三百年来他饮誉画坛，清代“扬州八怪”，吴昌硕，近代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李

苦禅等画家都不同程度受其影响。八大山人纪念馆是一纪念性博物馆，集收藏、陈列、研究、宣

传为一体，藏品丰富。

八大山人纪念馆(图片由网友 @蓝莓汁 提供)

地址：南昌南郊十五华里处的梅湖定山桥畔青云谱内

门票：10元

公交：距南昌市区仅20分钟车程，从八一桥塘子河乘20路公共汽车可直达。

   

9、天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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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地处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南大道，距市中心八一广场仅4公里，是江西省规模最大的赣派盆景基地

和花卉基地。良好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大批鸟禽，被称为“鸟类的天堂”。在中国省会城市能拥

有如此大量鸟类与市民和谐共处，安然生存、繁衍 ，实属罕见。

天香园鸟的天堂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南大道333号天香园

门票：30元

电话：0791-8207788

官网：http://www.tianxiangyuan.com  

公交：乘1线、201路到天香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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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象湖公园

象湖位于南昌市西郊，是一个风景如画的旅游景区。象湖公园保留了抚河的天然沙滩游泳场，沿

着湖边，垂柳依依，桂花、茶花、月季、金边瑞香和观赏树错落有致，亭台楼榭倒影水中。

美丽的象湖公园(图片由网友 @含笑樱花 提供)

地址：南昌市西郊施尧路西侧

门票：免费

公交：市内乘坐旅游2路，25路，238路等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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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梅岭

南昌梅岭位于南昌市西郊30公里处的西山脉中段，鄱阳湖西南岸，北与庐山对峙，面积约150平方

公里。梅岭山势嵯峨，层峦叠翠，具有“翠、幽、俊、奇”的特色，素有“小庐山”之称。南昌

梅岭主要景点有梅岭主峰、狮子峰、梅岭漂流、多伦多漂流、洪崖丹井、长春湖等十来和景点。

在梅岭可玩漂流，门票88元，漂流沿线两岸峡谷险峻，风光旖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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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岭避暑胜地(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荔枝 提供)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梅岭镇

门票：30元

电话：0791-8131089

公交：219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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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安义古村

安义古村落群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郊西山梅岭脚下，县城距南昌市区60公里，距今有480余年历史。

来到这里就象踏入历史的门坎。一条五里多长的古石板路，越野连村，穿街串巷，曲曲弯弯地牵

引你探寻着那昔日古集镇的繁华、古建民居的艺术宝库、田园古村的风韵。夏季去到安义，还可

以吃当地的特产枇杷，果实圆形，表皮薄嫩，肉质厚实，鲜甜微酸，汁多爽口，风味独特。

安义古村(图片由网友 @佩兰妖 提供)

地址：南昌市郊西山梅岭脚下

门票：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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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1）南昌洪城客运站（新国线）去往石鼻（途经安义古村）；

          

2）南昌老福山立交乘136路(票价10元）至安义，安义县城汽车站乘中巴至安义古村。

自驾：1）南昌—昌九高速—新祺周—南安一级高速公路—万埠镇—长埠镇—安义古村群； 

           2）南昌—昌九高速—新祺周—南安一级高速公路—安义县—万埠镇—长

埠镇—安义古村群。

   

13、厚田沙漠

厚田沙漠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厚田乡南部，距南昌市28公里，是亚热带最大的风沙化土地，

沙山高大，气势雄浑，沙漠东临奔流不息的赣江，西临锦江，两江交汇形成美丽的“月亮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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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田沙漠(图片由网友 @佩兰妖 提供)

地址：南昌市新建县厚田乡南部

公交：121路厚田站

   

14、鄱阳湖

目前鄱阳湖地区有以下三个景区：鄱阳湖国家自然保护区（九江市永修县）、鄱阳湖国家湿地公

园（上饶市鄱阳县）、南矶山自然保护区（南昌市新建县），离南昌最近的就是南矶山自然保护

区。南矶山湖滩草洲，被誉为“白鹤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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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金秋十月，数以万计的各种越冬候鸟由北国南来，在南矶山周围的常湖、菱湖、北甲湖、东

湖、神塘湖里盛会，翌年春暖花开时，又结队迁徒北飞；而夏候鸟，如家燕、白鹭等，则又来此

湖地栖息繁衍。观鸟的最佳时节，建议12月份。

南矶山自然保护区(图片由网友 @蓝莓汁 提供)

地址：南昌市新建县南矶山

交通：先坐公交204路、211路、222路到新建县  ，然后包面的过去，包车约5元。

 

   

15、宝葫芦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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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南昌宝葫芦农庄是近年新兴的游玩中心，位于素有“中国藠头之乡”的南昌市新建县生米镇。 南

昌宝葫芦农庄休闲娱乐旅游区分为乡村农业观光区、态植物园区、少儿科普区、大众娱乐区、水

体欢娱区、休闲度假区和游客接待服务中心。主要项目有：大型五环过山车、激流勇进、太空火

箭、豪华波浪、完美风暴、五彩摩天轮、欢乐风火轮、飓风飞椅、水上冲浪等众多新、奇、特惊

险刺激的游乐项目。特别家庭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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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葫芦农庄(图片由网友 @含笑樱花 提供)

地址：南昌市新建县生米镇

门票：100元/人（1.1以下免费；1.4以下半价；老人半价）

开放时间：09:00-17:30（水上世界开放时间：10:00-22:00）

电话：0791-3728666

官网：http://www.ncbaohulu.com/

交通：南昌宝葫芦农庄路线有三种方式：1.直达公交；2.公交路线；3.自驾游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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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达公交--每天9：00、11：00老福山立交桥下（原南昌宾馆旁）乘宝葫芦农庄公交可直达景区

，票价为6元/人。(约40分钟到达，周末及节假8：30有加班车)

2.公交路线--市内坐204、211、219、238路车到新建县（长堎）下，再转乘501路公交车或者打面的

直达景区。

3.自驾游路线

1）市区过南昌大桥，上昌樟高速，往樟树方向走19公里，生米宝葫芦出口2公里即到景区。全程3

0分钟；

2）市区过生米大桥，上昌樟高速，往樟树方向走11公里，生米宝葫芦出口2公里即到景区。全程2

5分钟；

3）新建县省庄，上昌樟高速，往樟树方向走13公里，生米镇宝葫芦出口2公里即到景区。全程20

分钟；

4）新建县省庄直走到底后右转上320国道（高安方向）---直行8公里左右路程后左转（左转处有一

宝葫芦农庄旅游指示牌）---直行8.5公里到达目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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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葫芦农庄自驾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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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昌交通

   

1、飞机

南昌昌北国际机场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以北，与昌九高速（机场快速路）相连，从市区至机场打车

只需20多分钟。市区和机场有机场巴士，交通很方便，票价也很便宜，10元/人，不找零，因此自

备零钱。

南昌昌北机场(图片由网友 @蓝莓汁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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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场巴士1线：火车站-老福山-长途汽车站-广场-青山路口-省人民医院-昌北-城建

学院-机场（全程历时1小时）。

        机场巴士2线：民航花园酒店-丰和立交-机场（全程历时40分钟）。

以上两条线路在市区始发站从早上06：00开始每隔半小时发一班车。收班时间为21：00或最晚一

个航班起飞前一个半小时。

另外还可以从火车站乘9、219、221路公交、从汽车站乘9、204路公交到洪城路589号，在飞机起飞

2小时前均有航空巴士直达机场，票价15元。

南昌昌北机场——九江有往返豪华大巴，票价55元/人，2小时左右。

昌北机场发车时间 ：09:50，末班18:50；九江汽车总站发车时间：06:10，末班16:10。

南昌昌北机场——抚州往返豪华大巴，票价60元/人，2小时左右。

昌北机场发车时间 ：10:30，末班20:30；抚州发车时间：06:50，末班18:00；

豪华大巴售票联系电话 0791-87652858；0791-86152858。

注：该时刻表时间于2012年6月13日正式启动。为方便旅客出行方便，由原每日六班增至每日八班

，同时原发车时间有所更改，望旅客查看清楚。

南昌昌北机场的官网：http://www.jxairport.com/。

   

2、火车

        1996年重建的新南昌火车站，距市中心（八一广场）仅3公里，位于南昌的最中心

位置，站前的繁华区域广大。南昌站是京九线上唯一一个省级铁路枢纽，车辆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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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站(图片由网友 @含笑樱花 提供)

        南昌站出租车在地下，南昌站西广场由于地面交通流量大，广场前的马路边没有

划定停车线，因此出租车无法停靠，违反者多为黑车。南昌站出租车车站则位于地下信道由西向

东方向，由车站人员管理。

南昌火车站的公交车线路非常多，往返火车站可很方便乘坐。

地址：南昌市站前路7号

官网订票：http://www.12306.cn；

旅客服务中心：0791－12306；

订票电话：0791－95105105。

注：南昌站的小偷比较多，游客要注意照看好自己的贵重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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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途汽车站

        南昌是江西省的交通枢纽，通往各地的公路交通十分便利。

1）南昌市徐坊客运站

地址：南昌市井冈山大道784号

电话：0791-5212563

2）南昌长途汽车站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大道161号

电话：0791-6263265

3）南昌市青山客运站

地址：南昌市青山南路19号

电话：0791-8634655

4）南昌市长安客运站

地址：火车站站前广场

电话：0791-6104814

具体发车班次参见江西交通官网：http://www.jxjt.gov.cn/skb/nc-skb.htm 。

   

4、市内交通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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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新出租车VS旧出租车

        南昌的出租车现在旧车和新车并存，无论新旧加收1元的燃油费。旧车捷达和大

众畅达起步价6元/2公里，2公里后1.9元/公里。新车朗逸、速腾、帕萨特、宝来、丰田凯美瑞等车

型起步价8元/2公里，2公里后每公里2.1元。夜间23：00至次日5：00时，每公里租价加收20%的夜

间行驶补贴费。

南昌市区不大，一般情况下，在市区内乘坐出租车只需15元左右即可。

注：南昌出租车风气不是很好，常有司机不打表的情况，因此上车后一定要事先说好打表计费。

   

5、公交车  

        市区公交车辆的线路覆盖全市干道、景区，安全可靠，价格便宜，还设有各种专

线车、定班车、旅游专线车等等。

公交网站：http://www.ncgj.com.cn

咨询电话：0791-8624645

旅人提示：南昌的公交往往往返两个方向的公交车有出入，坐车前要看仔细，尤其是八一广场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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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近出入口很多，不明白最好问问当地人。

   

6、三轮摩托

        在南昌市内还能常常看到蹦蹦车，也就是三轮摩托，甚至是敞篷的，这种车一般

收费5元，在近距离的情况下，能避免堵车，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周边很多，但也要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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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六、南昌旅游线路

   

1、南昌市内精华一日游之一

路线：绳金塔→八一广场→佑民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滕王阁→秋水广场

南昌市内景点一日游走这条路线玩下来不走回头路，路线比较顺畅，从滕王阁到秋水广场，过南

昌大桥就可以，在秋水广场也可以观赏夜里的摩天轮。各个景点比较近，可以步行加公交。既欣

赏了南昌的古迹又游玩了具有代表性的南昌新地标。这条路线也可以反着走，正好晚上去吃绳金

塔夜宵，只是秋水广场的音乐喷泉就欣赏不到了。

   

2、南昌市内精华一日游之二

路线：滕王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八一广场→佑民寺→天香园

如果只有一天时间，又想游览南昌最精华的区域，建议走滕王阁→八一公园→天香园一线，在八

一公园附近就可以去到佑民寺、八一广场等地，天香园是南昌生态的精华，不可不去。

   

3、南昌市内精华一日游之三

路线：滕王阁→绳金塔→八大山人故居→天香园→秋水广场

这条路线，景点间距离较长，最好通过打车节省路上的时间。

   

4、南昌二日游

第一天：市内绳金塔→八一广场→佑民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滕王阁→秋水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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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第二天：安义古村落或梅岭或厚田沙漠

   

5、南昌三日游

第一天：八一广场→佑民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滕王阁→摩天轮→秋水广场

第二天：绳金塔→八大山人故居→天香园

第二天：梅岭→安义古村落

   

6、南昌出发的江西省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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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江西旅游景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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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从南昌到江西的各个旅游城市汽车火车都比较方便，有庐山、婺源、景德镇、三清山、鹰潭龙虎

山、明月山、井冈山等。从南昌前往庐山、鹰潭只要1-2个小时，到景德镇约5小时，因此以南昌

做中转去到这些景点是非常方便的。

1）南昌到婺源

客车：240公里，全程高速，3小时，票价：95元/人。发车：青山客运站，每天四班车。

2)南昌到九江

火车：城际动车，1小时，票价：一等座47元/人；二等座40元/人。

客车：2.5小时，票价：35-45元。

3）南昌到庐山

火车：动车，时长：45分钟，票价：一等座41元；二等座34元。

4）南昌到景德镇

        汽车：3.5小时，票价：65元/人。

5）南昌到鹰潭

        动车：1小时，普通火车一般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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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七、南昌美食

吃货到了南昌可是来对了地方！

早餐不吃南昌米粉和瓦罐汤枉为南昌人；有朋自远方来，不带远方的客人品尝一下这两样美食，

那就是没有尽到地主之谊。南昌独特的早点文化：南昌米粉、瓦罐汤、糖裹、牛肉汤粉、猪腰汤

、猪心汤、猪血粉，外地人来了一定要吃最地道的南昌风味小吃。

   

1、油炸小品及卤煮

金筷子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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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来南昌旅游，可以随处见到大街小巷旁的油炸小吃摊，事先准备的好有豆付干、小香肠、小青菜

、海带卷、肉条、香蕉、圆藕片、鸡杂等，用小竹棍串好，选好后，由摊主放在滚沸的油锅内煎

炸，再涂上辣椒调味品。

金筷子连锁店，每次去人都暴满。最爱酸辣粉，八宝、基围虾非常够味。绿豆汤解渴又解暑。市

内有多家连锁店。

地址：南昌市东湖区中山路53号

   

2、石头街麻花 

        一百多年前，南昌市石头街上有个小店铺，每天门庭若市，顾客盈门。这就是遐

迩闻名的“品香斋”麻花店。这家徐氏夫妻店，店面不大，干净整洁，生产的蛋黄麻花精细小巧

，状如双龙盘绕，颜色金黄油亮，味道酥香爽口，很受消费者的欢迎。已成为南昌特产。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南昌米粉（牛肉炒粉、凉拌粉、炒粉、猪肝粉、猪血粉） 

                                               57 / 87



�������

南昌：从吃货开始

猪血粉(图片由网友 @含笑樱花 提供)

                                               58 / 87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371&do=album&picid=33221


�������

南昌：从吃货开始

 牛肉炒粉(图片由网友 @含笑樱花 提供)

        久负盛名的南昌米粉，具有洁白、细嫩、久漂不烂、久炒不碎的特点。吃饭多样

，可以凉拌米粉、炒煮米粉，放入姜沫、蒜沫、麻油、酱油、葱花、咸菜沫、最不可少的是南昌

人喜欢的辣椒和胡椒粉。去南昌游玩，必吃！用祖传秘方制作的猪血不仅像豆腐一样柔嫩，还入

口即化，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老南昌活猪血”。外地很少有用猪血煮粉的，绝对是南昌一大特色

。南昌的牛肉炒粉，起码也有几百年的历史。其肉嫩，粉软、味鲜，烹调制作也很讲究。

   

4、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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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炒螺丝

在南方，田螺是很受欢迎的小吃，南昌河湖众多，吃田螺那是必然的。

1）田螺王店

晚上火的一塌糊涂，属于路边摊，要是讲究环境那就不要考虑了，田螺、猪肝米粉、纸包鹌鹑、

基围虾乃是镇店之宝，田螺好大颗，味道超级好，辣！鹌鹑是一整个小小的鹌鹑 味道很好很香。

地址：西湖区系马桩街85号(近三眼井站)

2）周记螺丝

大排档，鸡关节、蚌壳子、螺丝、小龙虾都是每到必点的，味道很好，而且价格很实惠。

吃起来麻麻辣辣的，很过瘾。

地址：东湖区南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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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5、瓦罐煨汤

南昌民间瓦罐煨汤(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荔枝 提供)

俗话说：“吃肉不如喝汤”，南昌瓦罐煨汤完全采用民间的传统煨汤方法，堪称“中华一绝”，

被誉为“汤中之王”的江西煨汤味鲜香浓，是南昌的经典小吃。

                                               61 / 87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241&do=album&picid=33153&goto=down


�������

南昌：从吃货开始
1）绳金塔汤店

街坊四邻总来捧场，外地客人也慕名而来。瓦罐汤便宜又好喝，桂圆、墨鱼、排骨的都很鲜美。

米粉也不错，无论拌的还是炒的，加份汤，就是挺好的一顿。

地址：西湖区站前路

2）豫章大老五煨汤店

在绳金塔的后门。吃完可以直接去那溜达溜达。肉饼超级香。

地址：西湖区站前西路三星大厦停车场(近绳金塔北门)

   

6、煌上煌 

煌上煌(图片由网友 @胡萝卜同学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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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煌上煌类似精武鸭脖和周黑鸭，都是酱制品，已经成为了江西的招牌。可以说“没有一个南昌人

，不吃‘煌上煌。更没有一个江西人，不爱‘煌上煌”。口味干、香、辣，“酱鸭、鸭翅和鸭脚

是招牌，腐竹、藕片也不错，嚼着过瘾。煌上煌是连锁店，最富盛名的是八一广场店。

地址：东湖区广场东路1号

电话：0791-86201593

   

7、沈字坊臭豆腐

臭豆腐(图片由网友 @胡萝卜同学 提供)

油炸臭豆腐，外酥里嫩，干净卫生，便宜又好吃。水煮臭豆腐更加入味，很独特的吃法。

地址：东湖区叠山路417号

                                               63 / 87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045&do=album&picid=33065&goto=down


�������

南昌：从吃货开始

   

8、小程烧饼

小程烧饼

在现在的烧饼界里，数一数二！有各种味道，梅干菜的，肉的，糖的，还有豆沙的。梅干菜的最

好吃，小程烧饼比别家的烧饼要小也要软。每次都排队等很久，外地游客要有心理准备。

地址：东湖区象山北路117号（市一医院对面）

   

9、木瓜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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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木瓜凉粉

又叫粟子豆腐，是南昌民间非常盛行的夏季防暑饮料。即用木瓜粉或粟子粉为主要原料(现大多用

薯粉代之)，把粉煮得象稀饭那样，倒入木盒或水桶内，待凉后便成豆腐状。

   

10、赣菜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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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南昌特色菜(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荔枝 提供)

从大菜来看，南昌菜是赣菜菜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为江西的三大地方菜之一，历史悠久，在中国

菜肴中有一定的地位。烹制菜肴时喜欢采用整鸡、整鸭、整鱼或整块的猪蹄花（前腿肉），用来

红烧或清炖。制法上以烧、焖、蒸见长，在风味上偏重咸、香、辣。如豫章酥鸡、瓦罐汤、冬笋

干烧肉、藜蒿炒腊肉、信州腊肠、浔阳鱼片、炸石鸡、米粉牛肉、信丰萝卜饺、樟树包面、井冈

山烟笋、南昌炒粉、贵溪捺菜、宜丰土鸡等都是人们喜爱的美味佳肴，令人垂涎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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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南昌人还特别喜欢吃鱼，所谓“无鱼不成席”，银鱼、甲鱼很受群众欢迎。

特色菜三杯鸡，因烹调鸡块时加入甜米酒、猪油、酱油各一小杯，不放汤水，用炭火将鸡块炖熟

，故名。藜蒿炒腊肉，藜蒿是当地的一种特色蔬菜，用来炒腊肉特别好吃。

特色菜鳅鱼钻豆腐，这是南昌民间长久流传的一道名菜。

1）向塘土鸡乌鱼店

乌鱼和土鸡是招牌菜，很新鲜，又辣，非常开胃啊，吃的很过瘾，豆腐王很好吃，外脆内嫩。价

钱也很划算，真的是价廉物美！

地址: 东湖区贤士一路4号

电话: 0791-88630664

2）0791赣菜新概念店

色香味俱全，价格也实惠。剁椒鱼头分量挺足，鲜美细嫩，辣度适中；黎蒿炒腊肉透着一股清香

，配着腊肉吃不油不腻。

地址：东湖区福州路55号（省体育馆对面）

电话: 0791-86263333 86273333

3）家常饭（孺子路店）

菜肴很家常，干净、便宜，不管是热菜还是冷盘都很合南昌人的口味。生意火，想周末去的最好

事先预订。招牌菜：糯香排骨、南昌炒米粉、桂花年糕、水煮鱼、铁板鲈鱼、葱爆羊肉、猪八戒

。

地址: 东湖区孺子路141号（近电信大楼）

电话: 0791-86300960 8625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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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八、南昌娱乐

        说起娱乐，南昌民间彩茶戏、高跷舞充满地方色彩，各种风格的文化表演五彩缤

纷。南昌人历史上就有在茶馆聚会的习惯。据传,南昌摆茶铺,开茶庄也有千年的历史。江南一带数

南昌茶馆最多，规模也最大。每当夜幕低垂，遍布街头巷尾的酒吧灯影摇弋，竞相争妍。

   

1、南昌文化节日

1）中国红歌会

时间：每年八月至十月

地点：南昌八一广场

活动介绍：活动分三期举行，前期飙歌、主场晚会、后期巡演。“红歌”指红色革命歌曲，包括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各历史时期的革命歌曲如红军歌曲、抗日歌曲、解放歌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时期歌曲以及世界各国革命经典歌曲等。

2）绳金塔庙会

时间：每年九月至十月

地点：绳金塔

活动内容：绳金塔下的古戏台上，天天好戏连台，让众多戏迷过足了戏瘾；绳金塔公园四周的食

品特色一条街、日用百货一条街、全国特色小吃一条街和文化旅游一条街令人眼花缭乱。

3）天香园旅游文化节

时间：每年九月至十月

地点：南昌青山湖区

活动内容：盛大开幕式、电影晚会、灯彩、文艺表演、奇石文化展、美术书法展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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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4）鄱阳湖螃蟹节

时间：每年十月

地点：鄱阳湖进贤县

活动内容：螃蟹节期间将安排螃蟹王（后）评选、招商项目签约、螃蟹及特种产品展销会、参观

河蟹良种培育基地及大型焰火晚会等多项活动。

   

2、泡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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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在南昌泡茶馆(图片由网友 @含笑樱花 提供)

        南昌虽不像四川成都那样摆龙门阵，茶馆却也遍布在全市四面八方、各个角落。

解放前在以江南才子王船山命名的船山路一条街上，就开有宝华楼、聚贤楼、陈源发3座大茶楼，

相隔不到300米，各自都设有400－500个座位。福裕春茶馆，就有号称南昌市半员外之说。

        如今，每天人们熙熙攘攘从早上8时到12时，下午3时到晚上10时，都聚于各家茶

馆，用于各种事务商谈。为了扩大茶馆的生意,茶馆老板还请来了说书、说唱艺人。南昌八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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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人民公园、绳金塔、王家巷等地段的茶馆规模较大，茶客也多。现在，许多已退休的老人，各

地来往的旅客，也都愿意聚会在茶馆喝上一壶，叙旧、谈天、下棋、听说书、清唱。

        不过现在茶馆基本分两种，一种是乌烟瘴气的麻将馆，一种是清高静谧的休闲馆

。麻将茶馆由于收费低廉大众化，已经成为麻友们搓麻的好场所，而高端茶馆由于清净，客人素

质较高，成为商务、家庭聚会、朋友聚会的好地方。 

 1）四交金生茶艺馆

地址：南昌市西湖区洛阳东路 

电话：88590629

2）新龙珠茶楼

地址：南昌市东湖区民德路518号 

电话：86635761

3）青藤茶馆

地址：南昌市西湖区二七南路498号海林大厦1楼 

电话：82168666

4）老南昌茶楼

地址：南昌市东湖区珠宝街1号 

电话：86622366

5）天唱秀谷音乐茶座

地址：南昌市西湖区沿江中路227号 

电话： 86237711

   

3、娱乐场所

1）五月花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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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慢摇爵士吧

地址：南昌市民德路88号

营业时间：19：30～凌晨01：00

2）乐酷酒吧

推荐理由： 特色静吧

地址：市榕门路397号(凯莱大酒店旁)

营业时间：晚20：00～凌晨03：00

3）永乐坊

推荐理由： 特色爵士吧

地址：南昌市民德路498号

营业时间：晚19：30～凌晨02：00

4）东方保龄球馆

推荐理由： 24道保龄球道

地址：八一大道266号省展览中心4楼

营业时间：早上9：00～12：00，下午：2：00～22：00，晚22：00～24：00

大致花费：早上每局10元，下午每局20元，晚上每局8元。

5）水上世界

推荐理由： 孺子亭公园内

地址：福州路81号

门票：15元

4）灌城度假村

推荐理由： 度假村紧邻风光绮丽的艾溪湖，空气十分清新

介绍： 地址：南昌市东郊高新技术开发区内高新大道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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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市内有公交车208路、228路、231路(大巴)直达度假村门口

5）艾溪湖度假村

推荐理由： 高尔夫球、壁球、网球等休闲运动

介绍： 地址：南昌市高新区南大道8号

交通：公交207路、208路内环、208路外环、220路？、7路上行可到，在南大南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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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九、住在南昌

江西的酒店价格相比大城市酒店要稍微便宜一些，推荐住在市中心，出行方便。

   

1、百时快捷南昌孺子路店——性价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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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时快捷南昌孺子路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船山路456号（近孺子路）

电话：0791-86615510

官方统一电话：400-820-8999

官网：http://www.bestay.com.cn/

价格：89元起

设施：有免费电脑和免费宽带上网。

简介：房间较小，但设施俱全，价格便宜，干净。门店交通便捷，距最繁华的胜利路步行街以及

小商品零售中心——万寿宫商城、服装零售中心——金童女人城步行仅需8分钟。

   

2、嘉莱特和平国际酒店——高档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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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莱特和平国际酒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10号

电话：400-881-1516 转 2663

官网：http://www.bestay.com.cn/

价格：558元起

设施：有免费宽带上网、游泳池、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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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简介：酒店位置好，装修好，服务好，卫生好，房间大。价格小贵。现代欧派风格，位于市中心

，交通十分便利。

   

3、南昌第壹街区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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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第壹街区酒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与春晖路交汇处

电话：400-666-7722

价格：278元起

设施：厨房、洗衣机

简介：公寓式酒店，服务好，位置有点偏。

   

4、江西宾馆——低价高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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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宾馆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八一大道368号

电话：0791-86206666

官网：http://www.jxh.com.cn/

价格：368元起

设施：游泳池、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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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简介：五星级，酒店位置好，装修好，服务好，卫生好，房间大，交通十分便利。免费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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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十、南昌特产

南昌特产除了吃的煌上煌、石头街麻花等，其他的一些工艺品、土特产也非常有购买价值。南昌

有个绿滋肴连锁超市，这个超市所经营的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土特产，而且开得遍地都是，南昌火

车站旁边、广场南路、长途汽车站等周边都可以买到，非常方便。

南昌特产(图片由网友 @佩兰妖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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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从吃货开始
1、江西名扇

黑、白纸扇，油纸扇和绢扇，都是用本省出产的竹筋细匀的毛竹做扇骨。

   

2、南昌瓷板画

南昌瓷板画像是工艺美术的奇葩。瓷板画像源远流长，它融古代、西洋的技艺于一体。

   

3、江西珍珠

珍珠，自古以来不仅是贵重装饰品，还是珍贵的药材，具有安神定惊、清热益阳、明目解毒、润

泽肌肤等药疗效用。

   

4、南昌大曲酒

南昌大曲酒为江西地方历史名酒之一。酒度为六十度，具有清亮透明，芳香扑鼻，入口香绵，纯

正醇厚的特殊风味。

   

5、胡卓人蕲蛇药酒

蕲蛇，又名“五步蛇”，是江西常见的一种剧毒蛇。用它泡制的胡卓人药酒是传统名贵药酒，已

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6、李渡高梁酒

是江西省具有特殊风味的历史传统名酒之一，因产于南昌进贤县李渡镇而得名。酒度为五十六度

                                               82 / 87



�������

南昌：从吃货开始
。

   

7、李渡毛笔

李渡毛笔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生产历史。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担任临川内史时，对李渡毛笔爱

不释手。他的书法珍品中，有不少是用李渡毛笔书写的。由于王羲之的缘故，李渡毛笔名声大振

。如今李渡毛笔畅销日本和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

   

8、瓷器

在南昌的繁华商业街道两旁，可见最多的是大小不一的各类瓷器商店，也正是由于江西省一向被

认为是中国瓷器大省的缘故，更借助于南昌是江西省省会城市的便利，所以，在这里选购一些正

宗的中国瓷器，倒是较为轻松的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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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1、防小偷

南昌小偷很多，化身为各种角色，比如在公交车下挤车的，开摩的载客顺手牵羊的，借行乞掩饰

的，无孔不入。总之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2、人多的火车站和八一广场

火车站是乱中之乱，想去哪最好查清楚乘车路线，想去八一广场购物最好不要节假日去，因为人

实在太多了。

   

3、注意单行线

2012年至2016年，南昌在大修地铁，很多地方时单行线，堵车。

   

4、洗漱用品自己带

一些小宾馆消毒不一定彻底，还是自己带小东西，个人用品比较方便。

   

5、行走注意电动车和摩托车

南昌电动自行车没有限速器，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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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女性不要坐摩的

尤其是哪种骑摩托或者电动拉客的，不安全，除非你认识路。

   

7、赣菜很辣很辣

不太会吃辣的同学要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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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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