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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延安：黄土高坡

延安意象 (图片由网友 @偷吃鱼的猫 提供)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大风从坡上刮过

不管是西北风 还是东南风 都是我的歌 我的歌

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

祖祖辈辈留下我

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

还有身边这条黄河

⋯⋯

       当年红遍祖国大江南北的一首《黄土高坡》，你是否还记得，还能哼上两句呢？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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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正是陕北黄土高坡上的一颗明珠，是陕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 

 

       从陕西民俗中能对延安一窥究竟，有人总结陕西民俗十大怪：面条如腰带；锅盔似

锅盖，辣子是道菜；泡馍大碗卖；碗盆难分开；手帕头上戴；房子半边盖；姑娘不对外；不坐蹲

起来；唱戏吼起来。总结起来就两个字：豪爽！

延安区位地图

        延安古称延州，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城区处于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三山

鼎峙，延河、汾川河二水交汇之处的位置，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有“塞上咽喉”、“军事

重镇”之称，被誉为“三秦锁钥，五路襟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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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还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相传人类始祖黄帝曾居住在这一带，“三黄一圣”

（黄帝陵庙、黄河壶口瀑布、黄土风情文化、革命圣地）享誉中外，为扩大对外开放和交流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延安还是革命圣地，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特殊位置，现存革命旧居14

0多处，如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坪（现王家坪革命纪念馆）；中共中央旧址

凤凰山；以及宝塔山、枣园革命旧址、杨家岭等地。

        延安有着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著名景点有轩辕黄帝陵、黄河壶口瀑布、万花山

、乾坤湾等。陕北民歌、安塞腰鼓、剪纸等民间艺术也是久负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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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安旅游的最棒体验

   

1、黄土高坡——看沟壑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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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黄土高原(图片由网友 @大儿童花花 提供)

        黄土高坡，分布在山西、陕西、宁夏等地区，以一望无边的黄土和海拔而著称。

干燥，大风，黄土，造成了这些地区特殊的景观。春冬季，干燥的气候使得黄土浮于地表，大风

又将这些黄土带到空中，使得这些地区更加添加了一些悲壮又豪放的气氛。去到黄土高坡就好像

去沙漠一样，明知道条件很艰苦恶劣，却还要领教一番。去往延安的路上便能一睹黄土高坡的广

袤。虽然现在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已经通过飞机播种种了不少树，但仍能看到高原黄土几十丈高

沟壑纵横的景象。

   

2、红色旅游——忆苦思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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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红色之旅(图片由网友 @含笑樱花 提供)

        二十世纪上半叶，延安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民族英雄刘志丹、

谢子长创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长途征战的落脚点。从1935年到1948年，延安是中

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十三年间，这里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

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中共七大等一系列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留下了一大批

宝贵的革命文物、革命纪念地和丰富的精神财富——陕北革命精神。为新中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延安革命纪念馆、枣园革命旧址、宝塔山、杨家岭、王家坪纪念馆、南泥湾等一批红灿

灿的景点熠熠生辉。

   

3、黄河壶口瀑布——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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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壶口瀑布 (图片由网友 @偷吃鱼的猫 提供)

黄河壶口瀑布位于延安市宜川县壶口乡的的晋陕峡谷黄河河床中，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

，因其气势雄浑而享誉中外。壶口瀑布形成，是由于黄河流至壶口一带，两岸苍山夹峙，把黄河

水约束在狭窄的黄河峡谷中，河水聚拢，收束为一股，奔腾呼啸，跃入深潭，溅起浪涛翻滚，形

似巨壶内黄水沸腾。巨大的浪涛，在形成的落差注入谷底后，激起一团团水雾烟云，景色分外奇

丽。站在河边观瀑，游人莫不唱起“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这威武雄壮的歌声。

   

4、乾坤湾——观天然太极

                                               11 / 7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257&do=album&picid=24081


�������

延安：黄土高坡

乾坤湾天然太极(图片由网友 @沫小沫的家 提供)

        “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这简直就是一幅天造地设的天然太极图！这个万里黄

河第一湾，地处秦晋大峡谷，最好的观察点在陕西延安延川县土岗乡，距延川县城约50公里许的

小程村。站在半山览胜台上，极目远望，山峦起伏，沟壑纵横，黄河犹如一条巨龙，正在秦晋峡

谷里徜徉时，面前突现坚硬的石壁，于是猛折回头，来了个右拐弯，迂回而下，又遇石崖折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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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碰壁曲溯而上，眼看和第一次碰到的石壁接卡处贯通了，且又折而蜿蜒向东。目前乾坤湾景区正在建设中，从延安市到小程村约150

公里，由于路较险，不是很好走，因此要比常规路程多花时间。

   

5、信天游——唱出豪情

<

陕北民歌信天游(图片由网友 @大儿童花花 提供)

        信天游是流传在我国西北广大地区的一种民歌形式。在陕北它叫“信天游”，又

称“顺天游”“小曲子”，在山西被称为“山曲”，在内蒙古则被叫作“爬山调”。信天游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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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大都十分自由，旋律奔放、开阔，扣人心弦、回肠荡气，这同沟川遍布的陕北地貌有很直接的

关系。在当地，人们习惯于站在坡上、沟底远距离地大声呼叫或交谈、为此，常常把声音拉得很

长，于是便在高低长短间形成了自由疏散的韵律，这种习惯自然会对信天游产生影响。因此信天

游的曲调悠扬高亢，粗犷奔放，韵律和协，不加修饰地透着健康之美。去剧院看一场信天游演出

是很不错的。代表曲目有《脚夫调》、《兰花花》、《赶牲灵》、《横山下来游击队》、《见面

容易拉话难》等。

   

6、安塞腰鼓——舞出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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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塞腰鼓 (图片由网友 @偷吃鱼的猫 提供)

腰鼓，是陕北各地广泛流传的一种民间鼓舞形式，尤以延安地区的安塞县、榆林地区的横山、米

脂、榆林等地最为盛行，是陕西民间舞蹈中具有较大影响的舞种之一。陕北腰鼓有着广泛的群众

基础和悠久的发展历史。在一些主要流传地区，几乎是村村有鼓队，家家有鼓手。而且世代传承

，经久不衰。正由于它流传的时间长、范围广，参加的人数多，所以，舞蹈的基本形式和动律虽

然大致相同，但在不同的地区，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表演风格和习俗。安塞腰鼓是其中具有代表性

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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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塞腰鼓由来已久，本是古代军旅以增军中士气及传递情报所用，这里是用来表

达胜利的欢呼和丰收的喜悦。颇密的击鼓声，强悍的步伐，变幻的阵势，雄壮的呐喊，尽现男子

阳刚之美，在国际上极富盛名。

       

安塞县属于延安市，推荐春节正月初六至十五期间前往，会有大型的安塞腰鼓表演。

   

7、延安美食——品鉴陕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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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特色小吃(图片由网友 @大儿童花花 提供)

        延安风味小吃种类繁多，由于黄土高原土地宽广，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所以

农、林、土特产品丰富多样，生长期长，营养积累丰富，口味甚佳。这里菜肴口味偏辣，如果不

习惯要事先说明。较有特色的有酸辣羊蹄、羊腥汤、洋芋擦擦、子长煎饼、荞面饸饹、油糕、钱

钱饭、凉粉、碗砣、抿节、油馍馍、甘泉豆腐干等等。延安餐饮非常方便，市区及县城里都有饭

店，小吃店很多，到了晚上在宝塔山夜市一条街都是卖羊蹄的，非常热闹，一口大大的锅，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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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在小桌子一圈，吃得津津有味，去到延安，一定不要错过。

   

8、住窑洞——冬暖夏凉

延安窑洞(图片由网友 @大儿童花花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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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的窑洞分土窑洞，砖窑和石窑洞。石窑洞是用石条或砖做成的，坚固耐用。

延安大学的砖窑洞群，气势宏伟。但最常见的则是土窑洞，在凤凰山麓以及王家坪、杨家岭、枣

园等地随处可看到其踪影。窑洞里的陈设，非常简单，有木桌、木椅、土炕和农家的一些物什。

延安的窑洞冬暖夏凉，为人们创造了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土里土气的窑洞成了延安旅游的一大

景观，是中国革命的见证，也是陕北民俗的体现。在延安住宿不可错过这一地方特色，可以体验

一晚住窑洞，也可以去延安大学游玩窑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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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佳游览时间

延安春夏秋冬(图片由网友 @偷吃鱼的猫 提供)

        延安最佳旅游时间：春节前后以及7、8、9月。

        夏季的延安是避暑度假的好地方，这里地域靠北，比关中地区凉爽很多；而延安

传统的窑洞冬暖夏凉，是绝妙的住处。

        此外，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延安地区都会举行规模庞大的“我在延安过大年”秧

歌节等多项旅游节庆。若想体验醇正的陕北民俗风情，正月十五赴延安也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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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气候属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高原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干旱多风，夏秋温

凉多雨，冬季寒冷干燥。这里气候干燥，年均降水量不过500毫米，还不如南方一次暴雨的雨量呢

。

        旅人提示：早晚和中午的温差比较大，需要准备几件稍厚些的衣服。夏天游玩需

要准备防晒霜、润唇膏，以及一些保湿的护肤品。延安降水量少，要注意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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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延安景点

        延安景点众多，自然风景主要有壶口瀑布、万花山、洛川黄土国家地质公园；古

迹有黄帝陵；红色旅游景点则多达十多个，非常丰富。

延安市内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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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周边景点

   

1、壶口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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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壶口瀑布(图片由网友 @大儿童花花 提供)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壶口瀑布是镶嵌在九曲黄河之上的一颗璀璨的明

珠，是北方最富有特色的大型瀑布奇景，名列全国第二大瀑布。河水流经此地，以其巨大的力量

，泻入河谷，冲入深槽，顿时，涛声轰鸣，水雾升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显示出“黄河之水

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宏伟气概。壶口瀑布呈现出“水底冒烟”、“霓虹戏水”、“晴空

洒雨”、“旱天鸣雷”、“山飞海立”等奇特幻景。

        门票：91元/人；

        开放时间：08：00-18：00 ；

        咨询电话： 0911-4838030；

        票务查询： 0911-4839006；

        景区网址： http://www.hkpb.cn ；

        交通：壶口瀑布位于宜川县东48公里。从宜川县城可乘中巴前往，票价8元；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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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虽然是柏油路，但因为都是盘山道，比较难走。如果从南泥湾或其他地方去壶口，最好也能先

到宜川再乘车，因为宜川去壶口的班车相对多一些。延安火车站斜对面的汽车东站有车发往壶口

，票价26元，每天只有7：30一班，中午左右到壶口。

   

2、延安黄帝陵景区

黄帝陵景区(图片由网友 @沫小沫的家 提供)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他出生于陕北黄土高原，黄帝族主要活动于陕北黄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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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黄帝逝世后安葬于今黄陵县桥山之巅。自唐代宗大历五年建庙祀典以来，这里一直是历代王

朝举行国家大祭的场所。新中国建立后，每年清明、重阳节均在此进行祭祀典礼，特别是清明节

公祭已是中华民族传统祭祀大典。黄帝陵是中华民族圣地，海外侨胞将其誉为“东方麦加”。 陵

、庙所在地桥山现有千年古柏816000株，是我国最大的古柏群。庙内有相传黄帝手植柏，高20余

米，胸径11米，苍劲挺拔，冠盖蔽空，是我国最古老、最大的一株柏树。

        门票：91元/人，为邮资明信片式门票；

        开发时间：7：30-18：30；

        电话：(0911)5212742；

        交通：在延安汽车站有班车开往景区，途中走高速。从西安火车站广场南侧的汽

车站有车直达黄帝陵，车程约4小时，车票20元。也可直接在西安的城东客运站坐去黄陵的班车。

        旅人提示：清明国家公祭仪式早上进行期间，普通游客是不能进入景区参观的。

到中午仪式结束后，可正常游览。 

 

   

3、宝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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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塔山(图片由网友 @菲小米 提供)

        宝塔山，古称丰林山，宋时改名为嘉岭山。位于延安城东南方，海拔1135.5米，

为周围群山之冠。宝塔山上视野开阔，林木茂盛，山林空气清新，凉爽宜人，夏季平均气温较内

低3～4摄氏度，是消夏避暑的好地方。 宝塔建于唐代，高44米，共九层，登上塔顶，全城风貌可

尽收眼底。它是历史名城延安的标志，是革命圣地的象征。在塔旁边有一口明代铸造的铁钟，中

共中央在延安时，曾用它来报时和报警。此外山上还有长达260米的摩崖石刻群和碑林，石刻岸面

整齐，岸石完整，是难得的石刻艺术。山上现已建成为宝塔山公园，林木葱郁，环境优美。宝塔

山是延安市的标志性建筑，是游览延安的必去之地。

        门票：60元，军人、学生、离退休人员优惠，半价；

        开放时间：夏季6：30-21：00；冬季7：30-7：30；

        电话：(0911)2113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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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乘1路、2路、3路、4路、6路、7路.11路、12路、18路、19路、公共汽车均可到达。 

   

4、杨家岭革命旧址

杨家岭革命旧址(图片由网友 @菲小米 提供)

        杨家岭革命旧址 杨家岭是中共中央驻地旧址，位于延安城西北2公里处。1938年1

1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共中央机关在此居住。这期间，中共中央继续指挥抗日

战争敌后战场并领导了解放战争，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和延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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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座谈会。此地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居住时间最长的驻地，期间发生了不少有影响的

事件。

        门票：10元；

        开放时间：8：00-18：00 ；

        电话：(0911)2330511；

        交通：市内乘1路、3路公共汽车。

   

5、枣园革命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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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园革命旧址(图片由网友 @菲小米 提供)

        枣园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位于延安城西北8公里处，这里原是一家地主的

庄园，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为中央社会部驻地，遂改名为“延园”。 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

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此地。在枣园还有毛泽东同志旧居、朱德同志旧居、周恩来同志旧居、

刘少奇同志旧居、任弼时同志旧居，都非常具有历史纪念意义。枣园内生长着种类繁多的花草树

木，各个建筑若隐若现地点缀其间，景色秀丽，风光迷人。

        门票：20元；

        开放时间：8:00-18:00；

        电话：(0911)2852223；

        交通：延安市内乘3路公共汽车。

   

6、王家坪革命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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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坪革命旧址(图片由网友 @菲小米 提供)

        王家坪位于宝塔区西北约4公里处，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这里是中共中央革命

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司令部（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

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在这里领导解放区军民坚持了八年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后

又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并为战胜其“重点进攻”作了充分的准备。

        门票：8元；

        开放时间：8：00-17：00；

        电话：(0911)2335979；

        交通：市内乘1、3路公共汽车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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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凤凰山革命旧址

凤凰山革命旧址(图片由网友 @含笑樱花 提供)

        凤凰山革命旧址是中共中央驻地旧址，位于延安市宝塔区凤凰山脚下。1937年1月

至1938年11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此居住，是中共中央到延安后的第一个驻地。在此居住期间

，毛泽东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等著作。1938年11

月20日，日本侵略军飞机首次轰炸延安，延安旧城受到严重毁坏。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等领导同志

随即迁往延安城西北的杨家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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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旺季：8：00-18：00；淡季8：30-17：00；

        电话：(0911)2112372；

        交通：市内乘2、3、6、12、16路公共汽车可到。

        旅人提示：凤凰山革命旧址每日接待2000人，其中团体客人1700人，散客300人，

零散游客到各景点指定窗口领取参观券。每周一为纪念馆休整时间（国家法定节日除外）。

   

8、延安革命纪念馆

延安革命纪念馆(图片由网友 @含笑樱花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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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革命纪念馆位于宝塔区西北延河东岸，距城1公里处。 纪念馆原址在凤凰山

麓，1973年重建新馆。新馆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使用面积4500平方米，其中陈列馆由6个面积相

等的展厅组成，展厅内部高大宽敞，采旋光性能良好。整个纪念馆外观朴素大方，结构紧凑，高

大宏伟，具有传统的民族风格。

        门票：免费，需携带身份证；

        开放时间：8:00-18:00；

        电话：(0911)8213666；

        交通：市内乘1路、副2路、3路、7路、8路、13路、23路公共汽车。

   

9、延安市文化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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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文化艺术中心(图片由网友 @菲小米 提供)

        在延安市文化艺术中心可以观赏延安信天游大型歌舞晚会。由延安歌舞剧团艺术

家们倾心打造的大型多媒体黄土风情文化《信天游永世唱不完》，整体内容策划新潮，编排富有

时代气息和浓郁的陕北民间风俗特色，音乐创作优美大气新鲜，舞台美术使用了尖端舞台科技技

术LED大屏、彩幕、电脑灯光、高倍投影仪等先进设备，整场演出让游客耳目一新，高潮迭起，

使游客真正达到领略红色经典、品味黄土风情的目的。

节目编排：

第一乐章

红色印象，容纳了经典红色歌曲《刘志丹颂》、《延水谣》、《绣金匾》、《东方红》等；

第二乐章 黄土风情，吸收了著名陕北民歌《圪梁梁》、《走西口》、《大红公鸡毛腿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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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乐章 创新发展，也就是新时期延安人民的精神风貌的展现，本乐章大胆地运用新编陕北民歌

《拉手手》、《一对对鸳鸯》、《对花》等。

        票价：门市价160元，可在网上提前购买打折门票。

   

10、南泥湾

南泥湾(图片由网友 @菲小米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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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泥湾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国民党军

队围困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39年2月党中央、毛泽东提出 “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动员广大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1 年春，八路军开进南泥湾，披荆斩棘，开荒种地，终于将贫瘠之地变成了陕北江南。

        门票：免费，但需到景点指定窗口领票参观；

        开放时间：8:30-17:30，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交通：在宝塔山下的桥头乘坐去南泥湾班车，车费约7元。

   

11、清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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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山(图片由网友 @菲小米 提供)

        清凉山位于延安城东北延河对岸，隔河与凤凰山、宝塔山三足鼎立，遥遥相望，

山势高耸峻峭，庙宇嶙峋，金碧辉煌，景色绮丽。清凉山历来为延安第一名胜，历代名人咏诗、

词甚多。清凉景观总体分为三部分：一是以万佛洞等石窟为主的佛教历史文物古迹；二是以中共

中央在延安时期的新闻及出版单位旧址为主的革命文物和遗址；三是太和山道教教观。万佛洞开

凿于隋代以前，唐、宋、金、元、明、清历代皆有造像或维修。

        门票：31元；

        开放时间： 7：00-19：00

        电话：(0911)2112719

        交通：从火车站乘1、11、18路公交车可以直达。

   

12、延安新闻纪念馆

                                               38 / 7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649&do=album&picid=24443


�������

延安：黄土高坡

延安新闻纪念馆(图片由网友 @菲小米 提供)

        延安新闻纪念馆位于延安城区清凉山南麓，是全国唯一的新闻事业专题纪念馆。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清凉山曾是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印刷厂、新华书店等众多新闻出版单位的所在地。陈列共分五个单元

，分别在四个展厅进行展出。共展出文物180余件，珍贵历史照片、文献和各类图表资料400余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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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票：40元；

        开放时间：8:00-17:00；

        电话：(0911)2112236

        交通：乘1路、13路、22路、4路、28路公交至解放剧院站。

   

13、万花山

万花山(图片由网友 @沫小沫的家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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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花山位于延安市西南40里的杜甫川花原头村处，万花山遍布珍稀名贵的原始牡

丹（延川红）和青天翠柏，盘山间有多处亭台廊榭，旅游区内建有人工湖、花木兰陵园、府君以

及新开辟的万亩苹果园，构成了风光宜人，色彩缤纷的旅游、休憩胜地。是一个新开辟的旅游风

景区。相传万花山上的牡丹，一说是天上王母娘娘的女儿四姐私自下凡种的；二说是花木兰，征

战回来时，路过洛阳、长安带回牡丹种子播在万花山上的。

        门票：15元；

        开放时间：8：00-21：00

        电话：(0911)2882220；

        交通：乘1、2、3、9、18路至南桥换乘10路车直达。

   

14、洛川黄土国家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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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黄土国家地质公园(图片由网友 @菲小米 提供)

        洛川黄土国家地质公园是全国惟一的国家级黄土地质公园，地处陕西省延安市北

边的洛川县城南部，距洛川县城5公里。主体为黑木沟，面积8.2平方公里。公园以黄土剖面和黄

土地质地貌景观为特色，并保存有脊椎动物化石、极其特殊的典型黄土地质景观遗迹等真实记录

第四纪以来古气候、古环境、古生物等重要地质事件和信息，是研究我国大陆乃至欧亚大陆第四

纪地质事件的典型地质体。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黄土地质公园，不仅展现了黄土高原特有的地

质地貌，而且因其完整记录了250万~260万年以来古气候、古环境的发展变化历史，对科学研究具

有重大意义。公园有一条石子路，可直通到黑木沟沟底，游人可直接游览各个景点。

        门票：40元，学生半价；

        开放时间：8：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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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从延安南站乘班车到洛川，再转车。也可以从西安方向到洛川，车程均为2个多小时。

   

15、延安大学

延安大学依山傍水、苍松翠柏、亭台廊榭，高楼与窑洞错落有致，延河与杨家岭交相辉映。坐落

在延安大学窑洞广场的六排窑洞群依山而建，坚立挺拔，气势雄浑，整体附着于延安大学文汇山

正面，是延安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因此，延安大学也被俗称为窑洞大学。延安大学窑洞群建成于1

975年，有6排共计200多孔窑洞，由于窑洞数量多且建设集中，该窑洞群曾入选吉尼斯记录，并一

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窑洞群建筑。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图片由网友 @偷吃鱼的猫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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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的校舍是利用原西班牙一神甫在延安市桥儿沟（现名桥沟

）修建的一座教堂和周围的一些窑洞组成的，也是当时延安惟一地道的西式建筑。如今，教堂主

体雕饰精美依然，灰黄的砖墙虽已斑驳，却更显出历史的沧桑。清晨时分，金色的阳光掠过尖顶

，教堂拉长的影子投射在空地上，置身此处，仿佛时光流转，耐人寻味。

        交通：市内乘1路、3路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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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延安交通

   

1、火车

延安火车站(图片由网友 @菲小米 提供)

        西延铁路的开通，缩短了延安与关中地区的距离，同时也将延安纳入到关中地区

的交通网络之中。延安火车站位于延安市区南部，有发往西安、北京，以及安康、神木、榆林等

地的列车。北京有4趟列车直达延安：Z53、T7、T41、T43，历时9-10小时，硬卧票价23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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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安到延安有18趟列车，动车有D5090，只需要2.5小时，票价96元，其他普通车票价在50元左

右。具体可上中国铁路官网查询购买http://www.12306.cn 。

        地址：宝塔区七里铺；

        电话：(0911)2496976。

   

2、飞机

延安机场

        延安机场位于延安市区东北方向的东二十里铺，距市中心7公里。主要是发往西

安、太原以及北京的航班。延安机场售票处地处延安市百米大道（迎宾大道）民航宾馆院内，售

票热线：0911-2111111、2138704 (市区免费送票)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950718。其他咨询电话0911-2292310。

       

机场至市区开有专用机场大巴，票价5元/人，同时，在市区可乘坐5路公交车到达，票价2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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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机场官网 http://www.cwag-ya.com/

   

3、汽车

        延安汽车站和延安汽车南站是延安两大主要的长途汽车客运站。延安汽车站的班

车主要发往西安、榆林、咸阳、宝鸡、平凉、临汾、兰州、石家庄、洛阳、北京、银川、太原、

包头等地。汽车南站发往以南县市及重庆武汉及郑州，东站发往太原、石家庄、银川、呼和浩特

。

 

延安汽车站

        地址：东关街

        电话：(0911)2112531 

 

延安汽车南站

        地址：延安火车站向北300米路对面

        电话：(0911)2491167

   

4、市内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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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市内拥有26条公交线路，能够到达市内的各个地区，同时延安还开有12条远

郊公交线路，主要是开往延安远郊的各个乡镇。

   

5、出租车

       

延安市内出租车起步价格6元/3公里，非常便宜。不过路上司机可能会继续拉人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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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延安周边景点

延安周边景点

   

1、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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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旅游(图片由网友 @含笑樱花 提供)

        延安距西安约300公里，乘动车仅需2个半小时。

        西安是陕西省会，西安古称“长安”“京兆”，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居中国

四大古都之首，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影响力最大的都城，著名的古都型

旅游胜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文化的代表区域之一。西安周围有12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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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帝王陵墓围绕。兵马俑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是最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

国遗迹，西安古城墙是至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墙遗址。

        西安攻略可参见 http://d.lvren.cn/gonglue/xian/ 。

   

2、榆林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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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旅游(图片由网友 @菲小米 提供)

        榆林属于陕西省，在延安东北方向，距延安约270公里。榆林历史悠久，素有“

九边重镇”之称。榆林著名景点有榆林红石峡、毛乌素沙漠、姜氏庄园、白云山、香炉寺、明长

城、榆林悬空寺石窟、榆林古城等。榆林古城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每年9月榆林横山县会举办

波罗古堡文化旅游节，节日内容丰富，有陕北民歌大赛、陕北说书大赛、波罗古堡摄影节、波罗

古堡沙漠汽车越野赛、热气球和滑翔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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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城

运城旅游(图片由网友 @沫小沫的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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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运城在延安的东南方向，距延安400公里左右。可由延安火车到西安再转至

运城。运城现存古迹200余处，文物景点1600余个，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2处，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65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处，国家级森林公园2处。重要文物古迹有芮城永乐宫，它不但建

筑别致，而且有着精美的元代巨幅壁画，还有解州关帝庙；永济普救寺莺莺塔、万固寺；万荣的

飞云楼，秋风楼，稷山的青龙寺；新绛的稷益庙等，都是运城的重要文物古迹。运城是中国古文

化的摇篮，文化艺术光辉灿烂，源远流长。绛州鼓乐、民间花鼓、绛县飞龙、文武狮子舞、高跷

、抬阁、背阁、河津转灯、河东花馍、民间剪纸、刺绣、永济长旺“背冰”等，使游客大开眼界

。在运城的闻喜县有座世界闻名的“中华宰相村”。宰相村坐落于闻喜县的礼元镇，距县城25公

里。它以历史上声名显赫的裴氏家族的人文历史资源和新建的一系列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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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延安旅游线路

   

1、延安一日游

       

延安旅游景点众多，短短一日游只能有选择地游玩，如市内革命老区线路，壶口瀑布线路。

        1） 延安红色文化之旅：枣园革命旧址→延安大学→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

命纪念馆→王家坪革命旧址→凤凰山革命旧址→宝塔山→延安文化艺术中心观看信天游一日游。

这条线路的景点成一条线，可以有选择地去4-5个，如延安大学+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宝塔山

+信天游。

        2） 南泥湾+黄河壶口瀑布一日游：早上由市内出发，早上到达南泥湾，游玩至

中午，吃过午饭，前往黄河壶口瀑布，游玩一个小时后返程。

        3） 洛川黄土国家地质公园+黄帝陵一日游：洛川地质公园和黄帝陵距离很近，

但离延安市内较远，离西安较近，因此如果从西安出发，可以直接先到黄帝陵，再到洛川地质公

园。

        4） 黄河壶口瀑布+黄帝陵，对于既想体验黄河壶口瀑布，又想拜访中华民族发

源地的人来说最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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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延安二日游

        延安二日游最好安排了，一日市内景点，一日游黄河壶口瀑布，或者洛川地质公

园+黄帝陵，这样就能将延安玩得较通透了。

   

3、西安+延安四日游

       

由于西安交通便利，因此将西安放在前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这两个城市的先后。

        ①第一天：兵马俑博物馆→秦陵地宫→华清池→御汤遗址博物馆，住西安。

兵马俑博物馆（2小时），参观 1、2、3号俑坑，铜车马展厅，领略秦始皇地下军阵气势磅礴风采

。秦陵地宫（约40分钟），参观秦始皇陵内部结构缩影，亲眼目睹秦陵“千古迷”。游览皇家御

花园、避暑胜地、享有“天下第一温泉”——华清池（1小时），游览御汤遗址博物馆，感受李隆

基与杨玉环的浪漫爱情。

        ②第二天：御汤遗址博物馆→大雁塔→钟鼓广场→回民一条街→梦回大唐�云裳

羽衣舞，住西安。

从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广场（半小时）到大雁塔北广场（1小时）车览古都风韵。参观西安标志性

建筑钟鼓广场及回民一条街（1小时）晚欣赏梦回大唐-云裳羽衣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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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第三天：黄帝陵→洛川黄土国家地质公园→壶口瀑布→南泥湾，住延安

从西安沿路到延安景点，但如果没有自驾或者旅游大巴，时间会比较紧张。

        ④第四天：延安大学+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宝塔山+信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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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延安美食

       

延安处于黄土高原上，人民性情豪放，小吃丰富多样，同时也反映了陕北的粗犷和豪放。

   

1、缸腌腊猪肉

缸腌腊猪肉(图片由网友 @菲小米 提供)

        缸腌腊猪肉”在陕北已有近100年的历史，广泛流传于陕西榆林地区和延安地区

，用民间传统的盐理法和油封法腌制而成。特点：外形整齐洁美，呈10～12厘米宽、约5～7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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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方块状，每块半斤重。瘦肉呈红色或暗红色，肥肉呈白色或淡黄色。肉质结构良好，肥瘦相

间的肉块，红、白（或淡黄色）分明，色泽鲜艳，外观肉质鲜嫩多汁，咸淡适中，香味纯正、浓

郁，具有特殊的腌腊风味；久存（2～3年）不变质。

   

2、酸辣羊蹄

酸辣羊蹄

        延安的羊蹄已经颇具规模，到了晚上在宝塔山夜市一条街都是卖羊蹄的，非常热

闹，一口大大的锅，吃客围在小桌子一圈，酸辣可口，吃得津津有味，去到延安，一定不要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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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延安风味小吃

延安风味小吃集锦(图片由网友 @含笑樱花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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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洋芋擦擦：取洋芋若干，用擦子擦成寸长的薄片儿，拌入花椒、葱丝、姜粉

、盐未等，同面粉搅匀，上锅蒸熟。食用时，盛入大碗，调入蒜泥、辣面、酱、醋和葱炝清油，

酥绵可口，久吃不厌。

        2) 油糕：由软米、大枣精制而成，经植物油炸后，其味清香细腻、香甜可口。

        3) 凉粉：由纯天然植物绿豆或荞麦加工而成，清爽可口，酸、辣、香味具全，

具有清热解毒，消暑止渴之效。一般1元/碗。 

        4) 煎饼：延安的煎饼和西安的煎饼完全不同。可以说西安顶顶香的煎饼是阳春

白雪，而延安的煎饼是下里巴人。但阳春白雪有自己的优美，下里巴人有自己的淳朴。延安的煎

饼用精制荞麦在一个扁平的锅上摊成一张张巴掌大的薄饼，卷上特制的豆腐干、凉菜、炒菜、酥

肉、热豆腐、猪耳朵等等。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加凉汤，再加上辣椒油等等。一种是不加凉汤，

只加辣椒油、醋、蒜泥、芝麻等。延安子长县的煎饼最好。在延安市内则为小魏煎饼馆的最好。

        5) 羊腥汤，羊肉，羊杂加上作料熬的汤，原料做法简单的很。延安有句土话是

：“荞面森森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所以一般吃剁荞面炖羊肉。推荐是卷烟厂巷子的的旦

八炖羊肉。

        6) 果馅：把面粉加油和匀，擀成长片，卷起压窝，包入调好的馅，放入烤炉反

复翻烤至熟。特点是酥香甘甜。根据馅的内容，可分作枣果馅、糖果馅、豆沙果馅。

        7) 抿节：抿节在陕北方言中读"抿节儿"，所以也写作"抿尖"。所用杂面系由豌豆

和麦子磨合而成，调水和成软面团，放在密布筛孔的抿节床上，用手掌抿压而下，形似，很短，

只有寸长。抿节营养丰富，清淡可口，易于消化吸收。

        8) 油馍馍：圆形，环状，炸熟后，金黄似铜钱，在延安民俗中是富裕吉祥的象

征。黄米磨面、细箩，用软米熬成滚米汤烫面，置热炕发酵。面发后，摊制成一个个中间有孔的

小圆饼，入油锅炸至红褐色即可。

        9) 密汁南瓜：用陕北优质八棱南瓜，削皮去籽，平剖两半，再顺天然瓜沟切为

若干小瓣，拼复完整，入锅蒸熟后，浇以糖汁。口感绵软，香甜怡人。南瓜富含维生素A、C、钴

、锌等营养元素，对糖尿病及肥胖症有独特疗效。

        10) 钱钱饭：粗粮精制的钱钱饭。黑豆经浸泡，膨圆胀大，放在碾上压成片，形

如铜钱，所以百姓称"钱钱饭"。豆钱二成米八成，对掺起来，逐次下锅，待豆钱半熟时，再放小

米。可驱寒保暖，通体舒泰。据说貂（婵就）是常钱钱饭才变得美艳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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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荞面饸饹：用荞麦制作而成，貌似粉条，但是十分筋道，配以陕北羊肉汤，

味道则更显鲜美。延安吴旗县和志丹县的饸饹味道最为醇正。一般在延安各处均能品尝到，价格

一般5元/碗。

        12) 米酒，吃陕北菜时也别忘了要上一壶陕北米酒，这种用软黄米加工成的酒酸

甜适口、消腻暖胃，是冬季佐餐的好饮料。贺敬之曾在他的《回延安》诗中赞道：“一口口米酒

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足见米酒的引人之处了。

        13) 碗砣。用荞麦仁加水渗透碾压掺成糊状而后将粉糊盛碗入笼，旺火蒸熟后晾

凉，从碗中脱出成，故名碗。其色浅灰，食时切片，状若柳叶。调拌汤汁用盐、醋、油泼辣子、

花椒粉、姜粉、蒜泥、香菜、芝麻等加水勾兑而成。此为秋冬美食，可独食，亦可下酒。

        14) 米黄。用小米面和玉米面做成。极为蓬松，酸甜可口。

        15) 搅团。在一大锅中用擀面杖用力搅动极稠的荞麦面。吃的时候在碗中如山的

面团上压一个窝，倒入柿子酱、辣椒油、蒜泥、香菜等等。

        16) 甘泉豆腐干。甘泉豆腐是甘泉人民千百年来利用甘泉美水得天独厚的资源优

势，采用传统工艺加工制成的陕西地方名牌传统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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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住在延安

   

1、延安佳华大酒店

延安佳华大酒店(图片由网友 @沫小沫的家 提供)

        这家酒店装修得比较豪华，挂四星。服务也比较周到，穿着统一，把过道打扫的

挺干净，服务态度也很好。地理位置很好，百米大道属于延安市比较繁荣的地段，出行还是比较

方便的，不会堵车，打的也特别好打。房间都是暗色调的，装修富丽堂皇的，有两张床并且都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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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里面的生活用品都挺齐全的，卫生间也比较干净。

       地址：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百米大道后段

       价格：约268元/标间

       交通：酒店位于市中心，距火车站18公里25分钟车程；距机场8公里10分钟车程；

展览中心1公里2分钟车程；离长途车站3公里5分钟车程。

   

2、银海国际大酒店

银海国际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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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海国际大酒店高26层，矗立在延安市中心繁华地段。现已成为延安市最为瞩目的城市坐标。 银

海国际大酒店，酒店前台服务态度挺好。观光电梯上可以看到宝塔山。房间面积比较大。房价含

早餐，外部装修豪华，内部有些过时。

        地址：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大桥街3号

 

        价格：约350元/标间

   

3、延安杨家岭石窑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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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杨家岭石窑宾馆(图片由网友 @沫小沫的家 提供)

        延安杨家岭石窟宾馆是汇集陕北黄土民俗文化特色的三星级宾馆，宾馆非常有特

色，特别是每个洞房前的红灯笼晚上点亮时整个宾馆很是壮丽。早上可看上雾缭绕的山景，早餐

为粗粮为主的自助餐。有网友评价被褥特别干净，很柔软，睡得很舒服，停车场巨大，餐厅的菜

不错，也不算太贵。夜里在餐厅门口有烧烤，口味尚可，价格较高。

        地址：延安宝塔区杨家岭革命旧址向内800米

        价格：约238元/标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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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延安特产购物

延安特产 (图片由网友 @偷吃鱼的猫 提供)

        延安市著名的土特产有：陕北红枣、小米、洛川苹果、烤烟等；工艺品有：安塞

洛川剪纸、棉絮画、砂陶工艺品、陕北针插布贴画以及毛主席纪念章等。甘泉豆干是名吃哦，可

以买袋装成品回去。陕北民风淳朴，你可以向当地农民直接购买各种民间手工艺品，尽量避开向

你兜售商品的流动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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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由于延安地处黄土高坡，与其他地方气候不同，前往游玩有一些注意事项需注意。

   

1、气候

        延安一天内温差较大，备足衣物。夏天游玩需要准备防晒霜、润唇膏、保湿护肤

品，同时注意补水。

   

2、摄影题材广

        陕北虽没有太多的名胜古迹，但其民俗风情和当地建筑都很有特色，可供拍摄的

题材比一般想象的要广。因此不要遗漏携带相机，喜欢拍摄人文的朋友，单反标头必不可少。

   

3、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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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北高原风沙很大，紫外线强，做好防晒工作，带上防晒霜、墨镜、帽子等以备

不时之需，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好你的相机，以防被沙子划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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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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