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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衡山：南岳独秀四时飘香

衡山，又名南岳，是中国五岳之一，中国AAAAA旅游区，位于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由于气候条

件较其他四岳为好，处处是茂林修竹，满山奇花异草，自然景色十分秀丽，因而就有了“南岳独

秀”的美称。清人魏源《衡岳吟》中说：“恒山如行，岱山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惟有南

岳独如飞。”这便是对衡山的赞美。

五岳独秀(图片由网友 @七秒记忆 提供)

南岳衡山始封于唐虞，是从唐尧、虞舜以来，古代帝王巡疆狩猎、祭祀社稷的地方，距今有着170

0多年的悠久历史。晋惠帝永熙元（公元290年），始称衡山县，唐属衡州，宋属潭州，元属潭州

路，明清属衡州府，明国废府存县，直属湖南省。1979年被列为湖南省级自然保护区，1982年11

月8日第一批公布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南岳群峰巍峨，气势磅礴，72峰逶迤800里，贯穿7个县市。主峰祝融峰海拔1290米。自古便是香

客烧香拜佛的圣地，历史悠久名气大。

门票：

衡山通票80元，包含景点：万寿广场、忠烈祠、桎木潭、梵音谷、麻姑仙境、福严寺、藏经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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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力走钢丝旧址、祝融峰、朱陵宫、磨镜台（神秘山洞）、高台寺（念庵古松）、穿岩诗林、

灵芝泉、南台寺、上封寺、邺侯书院、神州祖庙、方广寺。

其他收费景点门票：南岳大庙：40元，中华万寿大鼎：20元，水帘洞：20元，祝圣寺：5元，金刚

舍利塔：5元。

 最佳旅游时间：

衡山的最佳旅游季节在夏末秋初，这时候天气凉爽，植被仍然丰茂，景色比较优美。当然，12月

至次年2月初到衡山，则可以欣赏到著名的衡山雪景。由于特殊的气候条件，衡山有着南方其他地

方都没有的雾淞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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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景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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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衡山精华景点 

南岳衡山风景区内古木参天，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并举，历来是人们旅游、休闲、避暑胜地。景

区自然植物1200多种，9处原始森林，其中珍贵树种150多种，有东晋时代的银杏、明代的古松、

世界罕见的绒毛皂荚、富有神话色彩的摇钱树、连理枝。祝融峰、水帘洞、方广寺、藏经殿、以

其高、奇、深、秀，自古赞誉为南岳四绝。南岳衡山四季景色宜人，春赏奇花、夏观云海、秋望

日出、冬赏雪景，更是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衡山风光(图片由网友 @吕布大人 提供)

祝融峰景区：“南岳四绝”之高

这是一个高山景区，站在祝融峰顶，可以看到远村田园，近山云海；晴日可远眺湘波烟帆，夜晚

可以看到江上渔火。迎日出，送晚霞，玩雪景，是这个景区三大胜事。

下属景点：上封寺、望日台、老圣殿、望月台、会仙桥、罗汉洞、不语岩、高台寺、狮子岩、南

天门、黄帝岩等著名的景点。它还有近代设施的电视调频转播台一座。是湖南省一个高山骨干台

，塔台高耸入云。似与祝融共比高。

藏经殿景区：“南岳四绝”之秀

现殿是1933年重建的，是一座琉璃瓦红墙单檐翘角的古建筑，庙宇别致严谨，朴素淡雅，就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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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镶在含翠欲滴的丛林中一颗秀丽的明珠。八十年代又加以修缮，殿内油漆彩画，技艺精湛，增

添的雕刻，形象生动。

下属景点：藏经殿、无碍林、梳妆台、允春亭、美人池、钓鱼台、水月庵、龙池等。

水帘洞景区：“南岳四绝”之奇

位于紫盖峰下南岳乡水帘村，距南岳镇4公里。

据《一统志》、《福地志》记载，水帘洞古名朱陵洞，相传是朱陵大帝居住的地方。唐朝人称朱

陵洞为“紫盖仙洞”。道家认为它是道家的“第三洞真虚福地”，乃“朱陵太虚小有之天”，简

称“朱陵洞天”，历来是神仙居住的洞府。

下属景点：朱陵洞、紫盖峰、云密峰、隐真坪、云峰寺、投龙潭等。

方广寺景区：“南岳四绝”之深

位于南岳衡山莲花峰中央花蕊之上。方广寺正殿中原有宋徽宗写的“天下名山”四字金匾。寺前

有一条小溪，寺左有石涧潭，泉水从石上流下，成为瀑布，注入深不见底的潭中，声若钟鸣。这

里林泉山峦秀美，处境幽静深邃，游人到此必有一种“幽深”之感，故前人有“不至方广，不足

以知其深”之说。

方广寺的特点是：寺深、山深、林深，文化渊源深。

下属景点：黑沙潭、原始次森林、莲花峰、石涧潭、方广溪、潜圣峰、天台峰、方广寺、二贤祠

、十方紫盖禅寺等。

磨镜台景区：

磨镜台位于南岳半山亭中心景区，因中国南禅七祖怀让以磨砖作镜之举道顿江西马祖道一故名。

现在景区内保存有“祖源”石刻，相传为怀让磨镜之地，怀让墓至今仍存，当代宰相裴休亲笔手

写“最胜轮塔”。磨镜台人文荟萃，抗战时期，周恩来、叶剑英在这里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蒋介石亦数次在此举行军事会议。

下属景点：福严寺、南台寺、传法院、磨镜遗址、金刚舍利塔、最胜轮塔、麻姑仙境、灵芝泉、

半山亭、玄都观、半山三桥、邺侯书院、紫竹林、穿岩诗林等。

忠烈祠景区：

在松柏掩映的翠峦环抱之中，有一座仿南京中山陵形式建造的宏伟陵墓。它肃穆地面北屹立于香

炉峰下方。这便是为纪念抗日阵亡将士而修造的忠烈祠。

下属景点：络丝潭、玉板桥、忠烈祠、华严湖、穿岩诗林、延寿亭等。

禹王城景区：

这是一个正在开发的景区。寺座落在毗卢洞中心，毗卢洞古称禹王城。洞东南岳金简、石囷、紫

盖诸峰兜绕，西南祝融峰、喜阳峰抱负，一条溪水从卧龙岭直泻而下，直下龙凤潭。原始次生林

摇曳其右，新开垦 的茶园在其左，风光葱郁而旖旎。

下属景点：龙凤潭、龙凤溪、广济寺原始次森林、广济寺等。

古镇景区（岳市四街）：

这是由香市发展而成的古集镇，它背接岳庙，前临107国道，一直是以香市为主的。每年八月香期

，古镇便沸腾了，小摊摆设，提篮叫卖，随处可见。

镇内有几处古建筑，也是这个景区的主要景点。即：南岳庙、祝圣寺、黄庭观。

下属景点：南岳大庙、祝圣寺、大善寺、黄庭观、万寿广场、南岳衡山坊、集贤书院、香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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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圣殿、紫云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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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衡山推荐行程

衡山精华一日游

行程亮点：拜佛祈福，赏衡山之秀

D1：南岳庙→半山亭→南天门→祝融峰→南岳忠烈祠

旅人提示：如果赶时间，其实一天时间也可以将衡山游览完，但前提是必须搭乘交通工具。当然

，时间会比较仓促，沿途赏风景的时间会比较少。

衡山休闲两日游

行程亮点： 游山玩水，拜寺求佛

D1：南岳庙→康家垅→忠烈祠→穿岩诗林→半山亭→南天门→上封寺→祝融峰

D2：祝融峰→半山亭→麻姑仙境→磨镜台→福严寺→金刚舍利塔

一般是从康家垅坐观光车直接到南天门，中途停靠忠烈祠、半山亭、竹林道院，这些站点可以随

时上下，也可以坐观光车到半山亭，然后转缆车上南天门。全程票价70元，单程票价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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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衡山特色美食 

衡山是佛道胜地，菜肴自然以素食为主。南岳的斋席，通常有“一品香、二度梅（霉）、三鲜汤

、四季青、五灯（炖）会、六子连、七层楼、八大碗、九如意、十样景之说”。南岳素食始于东

晋，千余年来，技艺日臻精巧，已由一般素食发展到高级斋宴，各大寺庙、饭馆均擅长制作。 

南岳素菜(图片由网友 @七秒记忆 提供)

旅人提示：衡山人烧菜放油特别多，所以需要清淡口味的话要事先声明。

推荐美食地：南岳古镇的祝圣寺、水帘洞风景区境内的“素斋堂”

衡山小吃美食推荐：

１）豆腐花

南岳的豆腐花，口感绝妙。白白的、嫩嫩的豆腐花用精心挑选的上好黄豆，还有山上的甘甜的山

泉做成的，嫩滑滑的，甜丝丝的。

２）南岳素食豆腐

它是衡山传统佛教斋食之一。南岳素食品种繁多，取材多样，但以豆腐制品为四时皆备、乡土风

味浓郁的主要菜肴。

３）鱼头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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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头豆腐是衡阳风味名菜。鱼头一定要选用花鲢鱼头，再加上半片鱼肉，抹上酱油、豆瓣酱、糖

，放入豆腐块、香菇、生姜末等，食之汤鲜味美，爽口宜人。

４）唆螺

唆螺是地方风味小吃，又名“喝螺”。选大小均匀之田螺或石螺清洗后加茶油炒至香味四溢，螺

口掩皮脱落，再加盐和绍酒复炒，加入多种佐料放入清汤锅中盖煮。吃的时候用手将螺口对住嘴

，吸气唆（喝）取，故名“唆（喝）螺”。这道菜汤鲜味美，清香脆嫩，清火开胃，爽口宜人。

５）排楼汤圆

排楼汤圆是衡阳风味小吃。它是将大米浸泡后加精盐、五香粉煮熟，横切成约1厘米长的段，用手

揉搓成竹条大小的圆球，即成汤圆。吃的时候要加入葱花、白胡椒粉，吃起来汤清白，丸柔软，

味香辣。

６）玉麟香腰

这道菜是衡阳的传统风味佳肴，又名“宝塔香腰”、“管堆子香腰”，它集众多小吃品种于一碗

，层层堆砌，形如宝塔，以寓步步登高。菜分七层，由下至上分别为：红枣虎皮蛋、滑肉、锅烧

丸、黄雀肉、鱼丸、蛋卷、腰花。亦可再于顶上加盖其他菜肴。因时，因物质条件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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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衡山购物特产

衡山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处于南北交界处，因此也有许多其他地方买不到的特产。

衡山特产(图片由网友 @吕布大人 提供)

 衡山特产：

１）云雾茶

云雾茶因产于南岳的高山云雾之中而得名，古称岳山茶。云雾茶，外形紧细，卷曲秀丽，开水冲

后以色绿香浓、味醇、形秀著称。在湖南省名茶评比中被评为优质茶，在国内外享有声誉。

2）观音笋

南岳特产风味食品。南岳山高多竹，山上寺庙宫观僧道多食素食，对竹笋菜肴的制作甚为讲究，

煎、炒、腌、煮，花样纷呈。最具特色者为油笋，俗传观音娘娘生日的（农历二月十九日）前后

，采摘山间一种鲜嫩肥壮小笋去壳洗净，稍煮，取出晒干，置茶油浸泡贮存，时愈久，质愈佳，

味愈香。

3）雁鹅菌

南岳特产调味品。用雁鹅菌油炸浸泡制成，故名。南岳多野菌，品质以雁菌为最。雁菌生于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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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三月和八月，即鸿雁南迁北归飞越衡山之时。菌色浅棕，形如伞状，小如铜钱，大似菜碗，

均质松肉肥，用以调汤、烧肉、下面，无不鲜香甜美，滑嫩可口。但最别致的食法是做菌油。

4）寿饼

南岳寿饼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即大舜南巡时尝过的“豌菽饼”，后经各部落首领推介，取名“

万寿饼”，从此誉满寰中。每逢南岳香期或斋会，争相供奉，约定成俗，遐迩闻名。万寿饼融合

了南岳高僧高道的养生秘笈，采用现代科技精心制作而成，口味甜而不腻，香而爽口，老少皆宜

，“一品万寿饼，家和万事兴”！

5）寿酒

“寿岳”牌寿酒就是由湖南民生堂药店连锁有限公司汲采南岳圣水之灵气，传承南岳道士养生之

秘诀，经多味名贵中药材料科学配伍，精心配制而成。

南岳寿酒又经住持高僧为之加持，可谓甚得佛光，慈航普度。

6）猕猴桃

秋高气爽时节，南岳山上的丛林中，可以看到一种攀附在其他树木上的藤本植物，挂着一串串褐

油油的果实，它就是营养丰富的野生水果猕猴桃。农历八九月，南岳镇到处买到猕猴桃，而经霜

后的猕猴桃味道更甘美。

 购物推荐地点：

1、祝融峰上有祝融峰旅游品市场、禹城山庄购物商场，分别出售宗教产品及旅游工艺品。

2、南岳大庙的后坪有竹楼一条街，专门出售宗教工艺品。

3、衡阳市的祝融北路有南岳旅游工艺精品城，出售根雕、奇石、盆景、花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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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衡山住宿精选

在南岳衡山风景区境内，不论山下古镇，还是半山腰，或者是山顶，都配套有各档次的宾馆、酒

店、招待所、旅店为各位旅客提供住宿等服务。

作为佛教圣地，景区内众多寺庙都可以让游客借宿，住在庙里是非常有情趣的，在此您可以看到

僧人们的早晚课。

宾馆/酒店的价格一般在200-300/元/间左右；招待所的价格一般在100-200元/间左右；旅店的价格

一般在50-100元/间左右。

酒店推荐：

１）衡阳半山亭独秀酒家

衡阳半山亭独秀酒家座落于南岳衡山景区的索道站和景区公交总站的半山腰枢纽地带，海拔700米

，周围景点环绕，游玩方便，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自有农家菜园成为其特色，随时为住客提供新鲜无公害的美味佳肴。另外，这里视野开阔，气象

非凡。近观云气升腾，雄鹰展翅，大雁盘旋。远观山体魏延磅礴，城市鸟瞰，湘江环绕。置身于

青松翠柏之中，聆听禅院钟声，诵经念佛。居于此地，可谓开阔心境，休生养性。

电话：0734-5661541

２）南岳电信宾馆

南岳电信宾馆是由湖南省电信实业总公司控股管理的现代化酒店，连续四年被省旅游局评湖南省

一类星级饭店。

宾馆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交通非常便利，座落在南岳山脚下，距107国道仅一分钟车程，南岳牌坊

前进100米即到宾馆，依窗而望，南岳美景尽收眼底。住在该宾馆可以享受舒适、周到的服务，性

价比较高。

电话：0734-5678888

３）岳烟霞茶院酒店

南岳烟霞茶院是湖南省保存和延续历史文化最为完整的茶室，座落于烟霞峰山腰、邺候书院上方

一里处，海拔855米，到祝融峰约20分钟路程。

现客房保留当年国民党资政所建别墅的风格，新增了客房、品茶室、娱乐活动室、书法室、会议

室。

院前有畦畦碧绿的茶园，也是南岳云雾茶三大产区之一；附近有南岳水质最好的铁佛泉。驻足于

烟霞茶院的生态休闲区，可近观参天古木，远眺南天柱石，还能在风中聆听翠竹摇曳、苍松鸣涛

、枫叶翻飞之声，舒适宜人。

旅人提示：

旅游黄金周期间的价格将比淡季价格贵，山上的价格比山腰的贵，山腰的价格又比山下的价格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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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衡山交通指南

   

1、航空

通行衡山最便利的机场是长沙黄花机场，已开通24条航线，可直飞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

港、曼谷等国内外40多个大中型城市。

黄花机场距离南岳衡山风景区全程150公里，车程约为150分钟。可在长沙汽车南站乘坐旅游巴士

至衡山，车费32元。

   

2、铁路

乘坐火车进出衡山也较为方便。可在衡阳站下车，这里距离南岳(衡山景区的门户)仅45公里；也

可乘到衡山站下车，距景区仅16公里。另外也可以乘火车至长沙、株洲站。这些地方都有开往南

岳的班车。

广东、广西方向

可乘京广、湘桂线火车至衡阳下车，再乘市公共汽车至衡阳汽车西站转乘湘运长途汽车，至南岳

汽车站下车，行程45公里。

北京、郑州方向

可乘粤汉线火车至长沙下车。然后再从长沙汽车南站乘湘运长途汽车，至南岳汽车站下车(里程约

150公里)；也可以从株洲、衡阳、衡山站下火车，再转乘湘运汽车至南岳(距离分别为135、45、1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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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福建方向

可乘浙赣线火车至株洲或长沙下车，然后转乘湘运长途车至南岳下车(里程分别为135、150公里)

。

 云南、贵州方向

可乘湘黔线火车至株洲——清水塘下车，转乘汽车至南岳；或在长沙下车，乘湘运长途车至南岳

镇。

 旅人提示：

1、从北方来的游客，建议从衡山站下车；从南方来的旅客，建议在衡阳站下车。若逢节假日，建

议选择在衡阳站下车。相对来说，衡阳站是大站，停靠的车次较多。

2、南岳祝融路的银苑宾馆旁边有火车票售卖点，可以买到从衡阳或衡山站出发的车票。

   

3、公路

从长沙出发：

可在火车站乘坐“长沙--南岳”的旅游巴士到达南岳衡山风景区，也可在火车站转乘7路公交车到

达长沙汽车南站，在这里乘坐“长沙--南岳”的旅游巴士（普通巴士21元/人，空调巴士32元/人）

，全程150公里，车程约为120分钟。

 从衡阳出发：

在衡阳火车站广场乘1路公交车（2元）至终点站--汽车西站下车，在此乘坐旅游巴士（普通巴士7

~10元/人，空调巴士10~13元/人）到达南岳衡山风景区。全程45公里，车程45-60分钟。如果是傍

晚时分到达衡阳，可在衡阳火车站广场乘坐18路（1元）或24路（1元）到供销大厦站下车，那里

有到南岳的巴士停留载客。 如果到达衡阳天色已晚，建议包的士到南岳（价格是按计表打价，如

是淡季也可和司机讲价，价格是100~150元左右）。

从南岳回衡阳，可以到南岳牌坊附近或者南岳长途汽车站坐直达到衡阳汽车西站的班车，最后一

班车是17：30。

从衡山县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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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县城距离南岳衡山风景区仅20分钟车程。可在衡山火车站出站口100米左右的地方搭乘到南岳

的巴士（5元/人）。

如果没有巴士车，也可搭1路公交车（1元）至两路口汽车站，在这里转乘旅游巴士（5元/人）到

达南岳。

旅人提示：

1、株洲、湘潭、永州、耒阳等地都有湘运客车经过南岳，在107国道边南岳衡山牌楼处下车即可

。

2、问路、乘车、买票时，注意讲清是往“南岳衡山风景区”，而不要单单说“衡山”。在当地，

衡山是指衡山县城。

3、一般走长途的出租车都是停靠在方广路和107国道交界的位置，包车回衡阳的话就在那找，从

南岳大庙正门的位置打车过去只是5元。

4、衡山火车站到南岳古镇的班车是每10分钟一班，从早晨6点开始到晚上6点。晚上没有班车。但

有的士车辆可乘坐。

   

4、自驾

深圳方向：

走深圳关口—广州北二环—京珠高速线路。整个车程正常情况下约为6-7个小时。

从新塘下高速后，往北过衡山湘江大桥直走，走到107国道上左转沿107国道往南走，大概20分钟

左右可以看到路边南岳牌楼。

长沙方向：

也是从新塘下高速，过湘江大桥到南岳。过了湘江大桥以后，转盘左转进衡山县城，不进城则直

走到107国道。

   

5、当地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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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交通图

 公交

衡阳县内以及衡山景区都有公交和出租车。

 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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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游览专线车

在进山门票处，旅客可购买景区内游览专线车车票，票价25元/人，限当日有效。

凭票可以在各途径景点：忠烈祠—穿岩诗林—玄都观—神秘山洞—麻姑仙境—灵芝泉—磨镜台—

福严寺—金刚舍利塔—藏经殿—南天门之间上下，并自由换乘。

车上有导游小姐，可跟随导游小姐游览。

2、分段旅游巴士车

1）进山门票处—半山亭：票价24元/人（往返），上山12元，下山12元（单程），用时20分钟；

2）半山亭—南天门：票价20元/人（往返），上山10元，下山10元（单程），用时20分钟；

3）南天门—祝融峰：票价10/人（往返），上山5元，下山5元（单程），用时5分钟。

 3、索道

半山亭—南天门：全程往返70元/人，单程上40元/人，单程下35元/人；

冬季因为冰冻的关系，索道的价格会有所上调：全程往返110元/人，单程上65元/人，单程下55元/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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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衡山节庆活动

抢头香

时间：农历正月初一

内容：南岳人有大年初一到南岳大庙给圣帝烧香、拜佛的习俗。传说，谁抢到了新年的第一炷香

，圣帝就会保佑他万事称心如意。所以“抢头香”又称幸运香火，是南岳春节的一项传统名俗活

动。

 南岳庙会

时间：农历五月十四到五月十七

内容：庙会是南岳极具特色的民俗。南岳庙会始于唐朝，传说每年农历五月十七日为天符大帝诞

辰。在此前后举行各种祀神及娱乐活动，以示庆祝，名曰“庙会”。

庙会于五月十四日拉开序幕，是日，由居民装扮骑马文武判官、随行差役、打路鬼等游行各街，

名曰“清道”。旧时这种庙会活动，纯属祭祀性质。

现今庙会已失去了这一意味，而逐渐演变成了集武术、杂技、歌舞、表演、书法、彩灯、文物珍

奇等的展览及商贸洽谈于一体的大型盛会。

 朝寿佛

时间：农历二月初八

内容：相传，无量寿佛名金真，号宗慧，唐朝资兴人，16岁出家，享年139岁。修神123年，因道

行甚高，驻息雁峰寺，圆寂之后显灵于湘南一带，大约明代中期出现在衡阳一带，故有“五百年

转回雁峰”之传说。

当地人看到这些迹象，把他视为“万寿无疆”的活佛，所以衡岳一带为了祭祀他，每年农历二月

初八，在他生前坐禅的寿佛殿前举行朝寿佛的盛会。每到此时，寿佛殿内举行盛大法会，各地善

男信女齐聚于此，为寿佛庆寿，为家人祈福。形成 “二月初八朝寿佛”民俗。

南岳香期

时间：农历八月初一

内容：香期乃南岳最有特色的民俗之一，指民间百姓在七月至九月这个时期采取特定形式到南岳

来朝香。它是一种民间祭祀圣帝的活动。自唐天宝元年（742年）开始，一直流传至今。这些香客

来自四面八方，近者来自省内各地，远及江西、湖北、广东、广西。

尤其是南岳俗定农历八月初一为南岳圣帝神诞，所以农历八月初一这一天是香期的最高潮，这一

天来岳进香朝拜圣帝的有多达十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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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门票优惠详情及其他

门票优惠详情：

1、 全日制大、中专院校学生（不含成人院校学生）和身高1.3米以上中小学生（含职中学生）进

入中心景区和大庙，凭有效学生证实行5折门票优惠。

2、10人以上(含10人)的传统香客团体（指按各地朝拜习俗统一服装或统一胸巾、包肚的香客团体

），所着胸巾、包肚必须注明香会名称，进入中心景区和大庙按实际购票人数实行8折门票优惠。

3、40人以上（含40人）、统一着装、统一头饰、统一胸巾、统一仪仗的“四统一”传统香客团体

，在享受第2条门票优惠的基础上，按实际购票人数实行中心景区和大庙每满20人减免1人的门票

优惠。

4、100人以上（含100人）的大型传统香客团体，按实际购票人数实行每满100人减免3名香会负责

人的门票优惠，同时享受第2条、第3条的门票优惠。

5、20人以上（含20人）、有统一标识的农村普通香客团体（指来自农村、没有统一服装或胸巾、

包肚的香客团体），进入中心景区和大庙凭所在行政村开具的证明按实际购票人数实行9折门票优

惠。

6、农历八月初一至初五（八月初一前一天晚19:30至八月初五晚19:30）期间取消中心景区和大庙

门票优惠。

7、《香会代表证》不作认定香客团体的依据，只用于统计本香会进入中心景区和大庙香民的人数

。

8、本地现役军人免票，外地现役军人享受五折优惠。

9、伤残人士在购买进山门票时，出示相关证件，可享受5折优惠。

10、1.2M—1.4M的儿童在购买进山门票时，可享受5折优惠。1.2M以下的儿童可免票。

11、70岁（含7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免票。

12、单位组织的20人以上的团队（含会议团队）凭有效证明，经门票处认定可享受9.5折优惠。

13、南岳本地的居民，凭身份证可免票。

其他事项：

购买门票时，在门票处可以免费获取一张最新版的南岳衡山旅游指南图，包括各路段的路线，路

线之间距离，及所处宾馆和联系方式等，标示非常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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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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