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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咸宁：温泉之乡

咸宁：温泉之乡(图片由网友 @英伦记忆 提供)

咸宁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旅游资源以山青、水秀、洞奇、泉温、桂香、竹翠为主要特色，有闻名

遐迩的地热水资源温泉；秀丽 飘逸、景色迷人的省级风景名胜区星星竹海；闻名全国、独树一帜

的桂花之乡；鬼斧神工、分布广泛的天然溶洞；飞瀑流泉、移步即 景的省级风景名胜区陆水湖。

人文旅游资源以革命历史纪念地、古文化遗址而著名，主要有具有考古价值的新石器时代古遗址

、羊楼洞明清一条街；雄风千古 的三国古战场赤壁；悲壮动地的闯王陵；闻名中外的北伐战争遗

址汀泗桥；神秘宏伟的""131""地下工程以及中 国向阳湖文化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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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旅游地图

最佳旅游时间：

咸宁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日照充足，四季分明，雨热同季，无霜 期

长。年均降水量1577毫米，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时数1754小时，无霜期245-258天，空气质

量和水质均达到国家标准。每年 的4月至10月是最佳旅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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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咸宁必逛景点

咸宁景点(图片由网友 @小桥流水人家 提供)

九宫山风景区：

这里山青水碧，峰奇石秀，涧深谷幽，花繁树茂。九宫山以良好的气候，独特的地貌，奇异的风

景构成了一个十分优美的旅游避暑胜地。九宫山既有江南山峰的奇秀，又具有塞北岭岳之雄、险

、奇、幽、秀，被誉为“九天仙山”。

隐水洞风景区：

湖北通山隐水洞地质公园位于湖北核电之都——通山县大畈镇境内，隐水洞是湖北省首个地质公

园，溶洞全长5158米，洞体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平均高30米，宽25米，洞内钟乳石林立，拟人

状物惟妙惟肖，峡流相映，瀑洞相融。

赤壁古战场风景区：

古战场赤壁，位于长江中游南岸，湖北省赤壁市境内。公元208年，羽扇纶巾的诸葛亮，巧借一夜

东风，在这里吹灭了曹操独霸天下的梦想；雄姿英发的周瑜，智用一场烈火，点燃了赤壁千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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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辉煌。

赤壁陆水湖：

陆水湖是国家级重点旅游风景名胜区，因三国东吴名将陆逊在此驻军而得名。陆水湖水域面积57

平方公里，蓄水量7.2亿立方米。湖中800多个岛屿星罗棋布。最大的岛有100多公顷，最小的如一

叶扁舟。湖中水质澄明碧透，水上碧波荡漾，鱼舟轻发，快艇如织。湖南岸的雪峰山上林丰竹茂

。陆水湖风景区以山幽、林绿、水清、岛秀闻名遐迩，是避暑消闲、旅游度假、康复疗养及水上

运动的理想之地。

131澄水洞旅游风景区：

澄水洞的来历于60年代的珍宝岛战争引起的。当时的苏联在边境线上陈兵百万，对我国虎视眈眈

。为反对侵略战争，中国最高当局决定在华中腹地修建一座防核战争地下指挥部，以备战时急需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奉命选址，将绝密工程的地点选在他

的故乡。由于这天是1969年

1月31日，该工程代号为“131”，所以，澄水洞景区又叫做“131地下军事工程”。

玄素洞风景区：

玄素洞位于赤壁市避暑休闲胜地雪峰山脚下，距陆水湖之滨的红旗桥一公里，原名荆泉洞，是湖

北省四大风景名胜——陆水湖风景区的主要景点之一。 区内山青、水秀、石奇、洞幽，四季成游

。春天，春花烂漫；盛夏，浓荫蔽日；金秋，层林尽染；隆冬，冰挂银条。

大泉洞旅游风景区：

素有“江南第一洞”之称的大泉洞，原名鲁溪岩洞，位于风景秀丽的湖北省崇阳县青山百里平湖

中游白岩山南麓。因洞中大股清泉终年奔涌不谒而得名，经亿万年孕育而形成的天然石灰岩溶洞

，洞深神秘莫测，洞景千姿百态，妙趣横生，引人出胜，已开发的洞容1000余米，景点160余处。

潜山国家森林公园：

潜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资源丰富，与周围众多名胜古迹相邻。潜山属幕阜山余脉，山峦叠翠，气

势雄伟，集南北400多个树种于一山，汇近200种奇花异草于一园；山下淦河九曲盘桓，烟波袅袅

。

太乙洞风景区：

太乙洞风景区位于咸宁市温泉城区西南5公里的石乌山，距武汉86公里，交通十分便捷。该洞的形

成至今约360万年，相传是太乙真人为民治水掘凿而成。太乙洞主洞全长2000余米，洞内钟乳倒悬

，石笋群立，有太乙神像、劈山宝剑、苏武牧羊、天赐神鼓、锦锈长城、卧龙池、观音座莲、珍

珠塔等主要景点48余处。

星星竹海风景区：

星星竹海四季景色迥异。春天，望春花开，百鸟争鸣，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夏天，新竹抽梢，

枝叶婆娑，婀娜多姿，青翠欲滴；秋季，天高云淡，风清月明，竹海莽莽，波澜起伏；冬时，大

雪初霁，遍地修篁，琼枝玉叶，风光旖旎。

鸣水泉风景区：

风景区内山青、水碧、竹幽、石怪、峰妙、洞奇气候温润，景色宜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它集

四个第一于一体（即：世界第一的天然鸣泉大佛，亚洲第一的地下水闸，中华第一的桂花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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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第一的万人溶洞)世间少见。

闯王陵风景区：

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闯王陵位于夹山国家森林公园中心景区石常公路西侧的奉天玉和尚墓原址

，闯王陵与夹山寺毗邻，占地2万m2，按清代澧州知府何磷亲临夹山勘访所记原貌重建。闯王陵

占地2公顷，由陵卫、紫石牌坊、神道 、陵寝、明楼等组成。闯王陵气势恢宏，庄严肃穆，被誉

为“湖湘第一陵”。是现代人为李自成建的皇陵，为江南最大的皇家园林。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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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温泉之都咸宁

咸宁温泉(图片由网友 @公共马甲 提供)

赤壁龙佑温泉：

龙佑赤壁温泉度假区位于湖北省赤壁市境内，距市中心5公里，由此北上武汉110公里，南下岳阳7

0公里，进抵长沙210公里，西去赤壁古战场40公里，东与著名风景区陆水湖毗邻。龙佑赤壁温泉

度假区坐落在风景秀美五洪山麓，五洪山温泉自古有之，相传为舜帝南巡驻跸之地。其二妃娥皇

、女英寻迹于此，及第洞庭君山，竞成湘水之神。

交通：

武汉市上京珠高速，到赤壁出口下（出口处有路牌指示），下高速后沿107国道向湖南岳阳方向开

6公里到达景区。

三江森林温泉：

三江森林温泉是第五代温泉前沿产品，融合了森林、温泉、桂花、楠竹等原生态资源，融汇了新

健康生态养生理念，更结合山地梯田地形打造露天泡浴与密林修竹水乳交融、温泉养生与森林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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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紧密结合的“氧吧+温泉”的双料养生产品。景区注重对人身、心、灵的重塑与提升，追求人

与自然生态的完美结合。初定于2009年11月1日试营业，温泉景区成熟后预计年接待量50万人次，

瞬时接待量2000人次，日接待量可达6000人次。

交通：

武汉—京珠高速（安山/法泗段出）—009县道—107国道（右转，第一个出口）—208省道（环形交

叉口第二个出口上）—温泉路—月亮湾路2号即到三江森林温泉

碧桂园凤凰温泉：

咸宁碧桂园凤凰温泉酒店地处原生态温泉腹地，潜山国家森林公园旁，邻近京广、武广快线，风

光旖旎，交通便捷。

交通：

酒店地理位置优越，距咸宁市中心、火车站仅10分钟车程，市内可直接乘坐8路车直达火车站。

湖北山湖温泉度假区：

湖北山湖温泉旅游景区地处嘉鱼县的三湖连江、牛头山风景区内，离县城约2公里路程。景区北依

武汉中心城区80公里；南临三国古赤壁景区25公里；东距中山舰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8公里；

西与荆洲洪湖生态园区隔江相望。

交通：

汉口——武汉三环——白沙洲大桥——青郑高速——京珠高速(长沙方向)——泉口（过咸安约10

公里）——嘉鱼山湖温泉

楚天瑶池温泉度假村：

楚天瑶池温泉度假景区是由湖北金文投资有限公司兴建标准国家AAAA级景区、四星级酒店。座

落在风光秀美的淦河之畔，依潜山北坡自然地势修建而成，总占地面积50亩。距武汉市区82公里

，交通便捷。

交通：

武汉—京珠高速—咸宁南下高速，金河大道直行，金和大道与温泉大道交汇处右拐，直行即到（

其中经过咸安区政府、咸宁市公安局），车程约1个小时。下高速后请留意沿途指路牌。

万豪�咸宁温泉谷度假区：

温泉谷致力建设国家AAAAA景区，直接以温泉第5代——温泉养生为起点，拥有中国中部地区最

值得体验的的世界风情温泉、国际SPA水疗、特色美食中心、星级度假酒店、潜山茗道茶楼，成

为武汉、长沙、南昌经济圈接待、度假、会务、旅游的首选之地。

太乙国际温泉度假村：

咸宁太乙国际温泉度假区由咸宁通圣太乙旅游实业有限公司投资,位于咸宁市国家AAAA级旅游景

点太乙洞旁，与市区外环线相距680多米。整个项目依山傍水，楠竹及桂花树等植被茂盛，200余

亩天然湖面置于园区之内，加上充足的富含矿物质天然温泉水,自然生态资源得天独厚，是一个交

通便利而又远离都市喧嚣的世外桃源。该项目总占地面积800余亩，规划为六个功能区：道教旅游

区、养生温泉区、五星级度假酒店区、水上游乐区、农业生态园、科普教育园。规划总建筑面积

约16万平方米，总投资8亿元人民币。

汉商�咸宁温泉山庄：

汉商咸宁温泉山庄位于潜山脚下，背倚淦水月亮湾，环境优雅、设施齐全、装饰豪华，拥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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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档客房、会议室、温泉泳池、桑拿中心等设施。是一个以温泉沐浴为特色，集休闲、娱乐、健

身于一体的中型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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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咸宁行程推荐

休闲一日游

A计划：131→咸宁温泉旅游度假区

B计划：星星竹海风景区→咸宁温泉旅游度假区

C计划：赤壁→三国赤壁古战场→赤壁龙佑温泉

D计划：隐水洞→温泉旅游度假区

E计划：131→嘉鱼山湖温泉旅游度假区

精品两日游

A计划：

D1、嫦娥风景区（飞仙洞）→星星竹海风景区→温泉旅游度假区

D2、131→鸣水泉风景区

B计划：

D1、131→金桂湖→温泉旅游度假区

D2、赤壁→三国赤壁古战场

C计划：

D1、131→隐水洞游览→九宫山

D2、九宫山风景区

D计划：

D1：131→赤壁陆水湖→龙佑温泉

D2、三国赤壁古战场

E计划：

D1：131→金桂湖→星星竹海风景区→温泉旅游度假区

D2、嘉鱼山湖温泉旅游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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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咸宁娱乐

KTV

公馆KTV

地址：咸安区温泉路65号瑞融国际广场4楼

电话：0715-8892580

天伦皇朝时尚KTV

地址：咸安区温泉路50号(近瑞容国际)

电话：0715-8261001

大大量贩KTV

地址：咸安区温泉潜山商业街中商百货对面

电话：0715-8260999

瑶池金殿KTV娱乐会所

地址：咸安区温泉路3号瑶池温泉度假酒店附楼(近铁路疗养院)

电话：0715-8900089

1898KTV

地址：嘉鱼县沙阳大道盛宇纺织厂对面(近棉花宾馆)

电话：0715-6321898

阳光钱柜

地址：通城县民主大道(新华书店旁)

电话：0715-4338880

电影院

咸宁华谊兄弟影院：

华谊兄弟咸宁影院位于咸宁第一商圈核心——温泉路上（中心医院东侧、温泉路北侧）瑞融国际

广场,是咸宁市第一个国际化摩尔购物广场。采用SHOPPING MALL的先进商业模式，创造一站式

体验化情境休闲中心。它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文化、旅游、商务和金融八大功能于一体

，全面整合城市甚至城市圈内的优质资源，让消费者在购物的同时领略超高水准的配套服务。

地址：咸宁市温泉经济开发区温泉路66号瑞融国际广场五层

电话：0715-8908890 0715-8908680

大地数字影院-咸宁购物公园：

大地数字影院－咸宁购物公园影院设有4个影厅，共563个座位，影厅均采用享誉世界的杜比电影

立体声技术、德国ISC00PTIC放映镜头、全世界70%的影院采用的专业扬声器JBL，世界最大的专

业电影放映机BARCO-2000。影院全面实现数字化放映，能同步放映首轮大片，并实行合理大众

化的票价（25到45元），让普通的消费者毫无负担地走入电影院，率先体验先进技术带来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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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

地址：咸宁市淦河大道咸宁购物公园项目4号楼四层

电话：0715-8258686

咸宁嘉鱼县海洋影城：海洋影城由中广电影院线发展有限公司与县电影公司合资组建，总投资100

余万元。影城可容纳140余名观众，开辟豪华商务厅、VIP贵宾厅两个风格各异的专业电影放映厅

，各厅均设有超大银幕。观众座椅人性化设计，豪华舒适。引进国际先进放映系统DTS、SRD数

码环音系统，效果逼真，多厅滚动放映，观众可在任意时段观赏不同类型的最新大片，真正做到

与全球同步。

地址：湖北省嘉鱼县沙阳大道125-3号海洋书城

电话：0715-6321123

酒吧

传奇音乐酒吧

地址：咸安区温泉潜山路18号(近195医院)

电话：0715-8893727

SOHO

地址：赤壁市赤壁大酒店旁(近青泉公园)

猫眼王酒吧

地址：咸安区温泉区万年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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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咸宁特色美食

咸宁美食(图片由网友 @我是好吃的螃蟹 提供)

冲糯米粉：

各里巷间，有很多挑担卖冲糯米粉者，现冲现卖。除糯米粉外，还有豌豆粉、藕粉之类，谁喜欢

哪种便可冲哪种。

鸡蛋麻花：

酥心，麻花，都知道，就是把面和好、搓熟，然后那么一绞，放进锅里一炸，黄金亮色，干脆干

脆，蛮好吃。

春鱼：

赤壁市新店镇的新溪河出产一种奇特的小鱼，名曰“春鱼”，成为一种神奇稀有而名贵的特产。

赤壁肉糕：肉糕是咸宁地区一道名菜，赤壁人对它则独有情钟，吃肉糕成为赤壁的一种世风。

通山苕粉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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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苕粉砣以腊肉、炒花生米、腊猪肠、绿豆、豆腐角（油干籽）、竹笋、糯米等做馅料，并且

在馅料中还可加入酸、甜、辣等各种调味品。苕粉砣形状象汤圆，可用水煮熟也可油炸，也可清

蒸。

嘉鱼臭干子：

鱼牌洲湾是嘉鱼臭干子的发源地，当地人吃臭干子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嘉鱼以卖臭干子为业的市

民不少，有的人在县城的夜市炸嘉鱼臭干子。

嘉鱼麻糖：嘉鱼麻糖主要原料是以优质纯黑白芝麻 仁、糯米、蔗糖，经过十几道工序精制成１毫

米厚的薄片，形状呈半圆形梳子状，颜色呈乳白或黑色，芝麻均匀的分布在蔗糖中，主要特点是

口感酥脆、麻香浓郁、甜味纯正、甜而不腻、吃起来令人回味无穷，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风味

食品。

通城麦市麻辣干：

通城麦市的麻辣干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民间传统手工制作到现代的流水线生产，如今已形成了一

定的规模。制作的原材料包括黄豆、香料、食盐、鸡精、辣椒油等，在保证传统豆制品高营养的

同时，运用了特殊的卤制技术，溶色香、味美、辣、脆于一体。其浓郁的农家风味成为大街小巷

的一大特色小吃。

口味鱼：

口味鱼选用三国故地湖北赤壁黄盖湖天然淡水野生鱼为原料，采用中草药经现代化最新科学配方

精制而成，富含多种维生素，具有口味独特；营养丰富等特点；开包即食，是旅游、休闲、馈赠

之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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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咸宁当地特产购物

咸宁特产(图片由网友 @大王是我快开门 提供)

咸宁市物产富饶，目前在咸宁市内的旅游商品、地方土特产有果品（猕猴桃、柑橘、桃子、梨等

）、饮品（酒类、茶叶、保健饮品等）、竹制工艺品（纸扇、绢伞）、林特产品（食用菌、干鲜

果品、野生蔬菜等）、中药材和一些旅游纪念品等。

特产

竹制品系列：

咸宁是驰名中外的楠竹之乡，全市已建成千亩以上楠竹基地178个、35万亩，万亩以上基地26个、

71万亩。已建成以楠竹为主要原料的加工企业233家，其中竹材人造板厂8家，竹凉席厂7家，大小

造纸厂58家，竹筷厂、竹器厂、竹工艺厂家120多家，已开发出10个系列600多个品种。年竹业加

工产值近3亿元。代表的竹制品有赤壁的羊楼洞折扇，产品行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外销日本

、美国、加拿大、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26个国家和地区。

桂花制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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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是中华桂花之乡，桂花栽培的历史悠久。这里出产的金桂、银桂，以花瓣厚实、色泽晶莹、

香味浓郁、芳香耐久，质地优良而驰名中外。常见的有金桂（花橙黄色）、银桂（花黄白色）及

丹桂、四季桂等。桂花可提取芳香油或用作食品、糖果的香料。桂花含有桂花烷、三十碳烷、胡

萝卜素等多种成份，其保健和药用价值极高。桂花系列的产品花样繁多，如桂花茶、桂花麻糖、

桂花酥心糖、桂花糕，“淦水牌”桂花酒、桂花蜜酒和桂花浸膏、桂花酱、桂花酒、桂花米酒、

桂花露等知名品牌多次荣获省优、部优产品称号。

茶叶系列：

咸宁是全省产茶大市之一，产量居第二位，产值居第四位。全市茶园面积14.7万亩。“鄂南剑春

茶”是咸宁市的拳头产品，同时还形成了以咸宁贺胜茶场“良种春”、嘉鱼舒桥茶场“凤凰舌尖

”为代表的芽茶，以市农科所“毫峰茶”为代表的条茶，以通城“毫绿茶”为代表的毛尖茶，以

蒲圻羊楼洞茶场“松峰”为代表的炒青茶，以赵李桥茶厂“川”字牌青砖茶为代表的砖茶等。

特产店

青清茶庄

地址：咸宁市商务局门前

联系电话：0715 -8259468

咸宁土特产店

地址：咸宁市温泉路5—6号（军分区门口）

电话：0715-8169939

鄂南特产销售店

地址：咸宁市淦河大道

电话：0715-8259379

富宇干货店

地址：咸宁市体育路

电话：0715-8133622

嘉鱼特产专卖店

地址：沙阳大道

电话：0715-6358057

三普蜂业有限公司

地址：崇阳县沿河路

电话：0715-3386752；0715-3386452

崇阳县优质农产品经营部

地址：崇阳县桃溪大道

电话：0715-3397007

雷竹笋直销店

地址：崇阳县桃溪大道

电话：0715-3383397

天香国赤壁特产经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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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赤壁大道水利局门店

电话：0715-5336121

鄂南土特产超市

地址：体育馆路

电话：0715-5273297

通城县旅游特产公司

地址：通城县秀水路2号

电话：0715-4352878

通城县特产商店

地址：通城县解放路6号

电话：18972854317

九宫山旅游商店

地址：九宫山风景区内

电话：13986612117

九宫山供销购物中心

地址：九宫山风景区内

电话：0715-242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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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咸宁交通

   

1、公路

公路基本形成了以G4京港澳高速公路为龙头，以国省二级公路为主干，以县乡公路为分支的四通

八达的区域公路网络体系。现有106、107、316等3条国道285.775公里，省道10条，为武赤线（原

武蒲线）、横路线、咸通线、白界线、沿横线、仙崇线（原蒲洪线）、崇赵线、南大线、咸合线

（原咸潘线）、红牌线，共计466.261公里，基本实现了国省道“二级化”、县乡道“黑色化”、

乡村道“通达化”。全市现有69个乡镇（区），1405个行政村，实现了100%乡镇、89.6%的行政村

通公路。

   

2、水路

主要依托境内长江干流、长江支流及内河、水库湖泊，全市现有通航里程564.4公里，其中长江干

流航道长118公里。除长江黄金水道外，另有省级内河航道三条：陆水、富水、金水，主要湖泊有

西凉湖、斧头湖、黄盖湖。全市拥有港口12个，其中长江港口6个（赤壁、陆溪口、石矶头、鱼岳

、潘家湾、牌洲），陆水内河港口3个（赤壁、陆水主坝、天城），富水库区港口3个（七里冲、

慈口、燕厦）；共有生产用码头58座，泊位85个（其中交通部门码头53座，泊位83个），年货物

吞吐量134.02万吨，旅客吞吐量7.3万人次。

   

3、市内交通

1路行驶线路腾飞家俱城至一号桥，双向循环

共有17台车营运，发班早5：50，收班晚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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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路：腾飞家具城-熊家湾-良种场-鱼水路-宏大市场-大富源商城-公汽公司-工程机械厂-安达公司-

飞宁公司-啤酒厂-鄂南棉纺厂-京汇药业-桂家桥-浮山办事处-浮山派出所-御龙花园-徐辛勤结石专

科-市建委-银泉小区-客运中心-岔路口妇幼保健院-合众人寿-温泉宾馆-咸宁报社-一号桥

2路行驶线路白马服饰广场至马桥，双向循环

共有23台车营运，发班早5：40，收班晚10：00，双向循环

2路：白马服饰广场-南山-交通局 -区中医肝病医院-枫丹一卡通 -交警三大队-大畈-区政府-林业局-

市麻纺厂-黄贩小学-交警二大队-市公交局--市农行-蓝岛咖啡-电影院-合众人寿-岔路口妇幼保健院

-交警支队-恒丰纸业-肖桥-交警一大队-马桥水厂-马桥镇

4路行驶线路公汽公司至汀泗，单向循环

共有8台车营运，发班早5：50，收班晚6：25

4路：公汽公司-明珠广场-桂花广场-西河桥-水果市场-宝山加油站-凤凰工业园-三六机电-建委砖厂

-大众汽车维修站-巨宁-朱家湾变电站-枫丹混凝土-北枫桥-朱家湾-杨家村-农科所-红太阳加油站-

古塘角-叶家路口-红旗加油站-工商所-汀泗

5路行驶线路新客运站至新客运站，单向循环

新客运站-八斗角-公路段-新火车站-青龙山高中-武商-南山-公汽公司-怀德路-区人民医院-北门口-

师专桥洞-咸宁高中-明珠广场-镀锌管厂-武商-青龙山高中-南门中学-新火车站-公路段-新客运站

6路行驶线路巨宁公司至鄂高，双向循环

共有18台车营运，发班早5：50，收班晚7：46

6路：巨宁公司-机械厂-周家垴-凤凰工业园-咸宁学院-咸宁高中-明珠广场-南山-巴黎春天步行街-

区国税局-金源小区-交警三大队-大贩-区政府-区林业局-市麻纺厂-黄贩小学-交警二大队-市公安局

-教育学院-潜山商业街一九五医院-财校-电影院-合众人寿-岔路口妇幼保健院-林校-电力学校-鄂高

8路行驶线路火车站至中心医院，单向循环

火车站--普爱医院-飞宁公司-啤酒厂-双峰路口-区规划局-青龙山高中-区运管所-武商量贩店-区交

通局-区肝病中医院-枫丹公司-交警三大队-大畈-区政府-区林业局-市麻纺厂-黄畈小学-交警二大队

-双鹤桥-人民广场-水利局-体育中心-桂泉小区-客运中心-市妇幼保健医院-岔路口-中百-中心医院

9路行驶线路泰富百货至泰富百货，单向循环

泰富百货-市公安局-双鹤桥头-市人行-市政府-建委宿舍-水利局-体育中心-市卫校-市地税局-鄂南

高中-电力学校-林校-岔路口-客运中心-交通路-体育路-邮电路-郭家湾市场-郭家湾-滨河东路-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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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燃气公司-东方外国语学校-桂花路加油站-咸宁学校（温泉报社）-希望桥-铁疗-咸宁报社-温

泉宾馆-电影院-财校-一九五医院-老二桥-市司法局-泰富百货

10路公交线沿途停靠站

公汽--中心医院

公汽(起点)-南山-区交通局-区中医肝病医院-金源小区--交警三大队-大畈-区物价局-区技术监督局-

凯翔花园-金桂路-开发区-嘉洪电动-北辰转向-柯奇工业-天化麻业-今麦郎-开发区管委会-十六潭路

口-旗古大道路口-红牛-咸宁客运中心（在建）-杨下-林校-岔路口-中百仓储-市中心医院（终点）

11路公交线沿途停靠站

浮山办事处--市中心医院

浮山办事处（起点）-龙潭转盘-咸宁职业技术学院-联通公司-市公安局-潜山商业街-市农行-南岛

咖啡-温泉第一街-市中心医院（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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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咸宁住宿

咸宁住宿(图片由网友 @孙长老你好 提供)

五星酒店：咸宁碧桂园凤凰温泉酒店

四星酒店：咸宁温泉国际酒店、咸宁温泉谷大酒店、山湖温泉度假酒店

三星酒店：

咸宁泉景园大酒店、崇阳银海大酒店、龙泉山庄、金桥宾馆、阳光酒店、蓝海大酒店、禄神大酒

店、九宫山庄、崇阳桃溪宾馆、通山县鄂电山庄、崇阳港都国际大酒店、赤壁建行陆水湖度假村

、嘉鱼三湖假日大酒店

二星酒店：

崇阳宾馆、崇阳金路宾馆、崇阳县桃溪宾馆、龙泉大酒店、金桥中心饭店、国源宾馆、邮政宾馆

、质检宾馆、天丽宾馆、咸安汇源宾馆、咸安丰源大酒店、东方大酒店

一星酒店：陆水花园、虹桥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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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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