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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陵 世界上第一座采用

先进的文物保护技术建成的全

地下遗址博物馆。采用国际上

先进的影视成像技术演绎当年

真实历史事件。 
 
 

 

茂陵  这是 西汉武帝 刘彻 的

陵墓所在地，园陵建筑宏伟，

墓内殉葬品极为豪华丰厚，金

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

生禽，凡百九十物，尽藏之。 
 
 

 

乾陵  武 则 天 与 丈 夫 唐 高 宗

李治合葬的陵墓，是世界上唯

一一个埋葬两个不同朝代的两

个皇帝，而且又是夫妇合葬的

陵墓。 
 
 

时机 Timing 

春 春季来到咸阳游玩，除了著名景点外，还推荐渭滨公园，

素有“渭水之滨，绿色明珠”之称。 

夏 夏季，驴友们若要出游到咸阳，推荐茂陵博物馆，集文物、

古建、园林为一体；永泰公主墓，彩绘陶俑、墓道到墓室

的壁画，精彩绝伦…… 

秋 秋季来咸阳游玩，推荐乾陵-唐高宗李治和女皇帝武则天合

葬陵墓；杨凌现代农业创新园-可亲手种植、采摘蔬果。 

冬 冬季，在咸阳游玩，推荐观三原城隍庙-中国现存最完整的

明清古建筑群之一；品三原特色小吃。 
  

贴士 Tips 

① 咸阳美食一般以面食为主，肉夹馍、牛羊肉泡馍等陕西小吃

也是遍布于街边小店里，咸阳的餐饮街区主要集中在市内的北门

口十字周边。 

② 咸阳人民中路上集中了大部分银行，所有银行都有 24 小时

ATM 服务。 
 
 

便利 Convenience 

  

     
 特价酒店  特价机票  优惠门票  相关游记 

http://www.17u.com/hotel/list_130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xian-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List_610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ea/318#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130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xian-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List_610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ea/318#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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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历史人文 

历史 

咸阳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古时，周人曾在

咸阳一带长期活动，修筑城邑，发展经济，留下了许多遗

迹。公元前 350 年秦孝公将国都迁到咸阳，秦王嬴政在此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多民族政权：秦王

朝。周、汉、唐等十一个朝代也都曾把咸阳作为都城或京

畿之地。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咸阳闪烁过灿烂

的光辉。 

 

石刻 

咸阳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勤劳智慧的祖先在这块土

地上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艺术。昭陵的 70 余通书法名碑

被誉为中国书法艺术宝库，是中国三大碑林之一。被列为

国宝的茂陵石刻，以其造型简洁粗犷，创意大胆新颖，刻

功精准细腻征服了无数专家和游客。昭陵六骏用高超的雕

刻艺术记录了唐王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的千古功勋，被称

为中国石刻艺术的典范。后稷教稼台犹如写在大地上的中

华农业史书，记载了炎黄民族发展农业、树艺五谷远在世

界各国之先的光荣历史。 

 

宗教 

咸阳宗教文化影响深远，彬县大佛寺主尊大佛高 20 米，

为西北第一大佛，西北民间早就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彬

县有个大佛寺，把天磨得咯吱吱。武功县报本寺、长武县

昭仁寺等，都是规格极高的皇家寺院。另外还有西北最高

的砖塔一崇文塔、西北最高的铁塔一北杜铁塔等一大批佛

塔，以及大量的宗教石刻，都是极其宝贵的宗教文化和宗

教旅游资源。 

 

戏、曲艺 

弦板腔 
也叫“板板腔”，是咸阳市主要得地方剧种之一。由主要伴

奏乐器“弦子”和击鼓乐器“板子”而得名。流行于乾县、

礼泉、兴平及陇东地区，为陕、甘两省群众所喜闻乐见。

弦板腔作为皮影形式演出，乐队少而精，文武场面互相兼

顾，音乐形式比较单调，唱腔通常都是上下两句反复，“二

次板”与紧板更似说唱性的“板壳子”。 

 
迷胡戏 
又名“曲子戏”，属曲牌体，是古代“清曲”中“月弦曲子”

搬上舞台的称谓。迷胡戏的内容多是反映社会人事风情，抒

发男女爱情幽怨等，有喜剧、闹剧、讽刺剧、幽默剧，情节

生动有趣，表演明快酣畅，戏剧语言通俗易懂，人物形象逼

真传神，擅长表现现实生活。迷胡清唱乐器有三弦（或板胡）、

四页瓦、碰铃，有的加笛子。 

 

牛拉鼓 
咸阳独具特色的民间锣鼓乐舞。其特点是大鼓大舞大阵容。

大鼓是这种大气阳刚、势薄云天的民间锣鼓乐舞的主要标志。

表演时，车上鼓手与车下铙钹手、锣手紧密配合，铙钹挥舞，

铜锣腾举，演奏者跳跃翻转，队形随之变化。车上鼓手亦舞

亦鼓，舞姿优美，鼓音激越，气势壮观。 

比较有名的有张飞舞鞭、猛虎扑食、金蛇狂舞、白鹤展翅。 

 

地故事 
地故事又叫跑故事、社火，是流传于咸阳市的民间节庆娱乐

艺术形式，一般在春节至元宵节期间表演。地故事的表演步

伐轻盈飘逸、动作快捷洒脱、音乐欢快清丽、配器高亢激越、

内容幽默风趣。地故事音乐伴奏，主要是大鼓大锣和铙钹，

浑厚激越、紧凑明快，各队自有特色。地故事是老百姓用心

经营的艺术，民国时期有班社组织排练，后来多是村组安排

活动。 

 

扇鼓舞 
扇骨舞流传于长武县及周边地带的民间祭祀舞蹈。表演内容

按祭祀的不同区分，主要有驱瘟、祭虫、保平安三种。表演

道具主要有圆扇形九环单面羊皮鼓，表演者人手一柄。用一

尺左右长的柳枝条做鼓槌。表演服饰上身为蓝色缀白边马褂，

腰系红色短裙，另有红、黄、绿、白、青、黑、紫、棕八色

剑形条带裙两件，主舞二人系于红裙之上。 
 

根据祭祀的不同，舞蹈的步伐有平缓和急促之别。其中也有

不少花样动作。表演时，扇鼓之声和鼓柄环音相伴，鼓音和

舞蹈配合，自击自舞，比较自如。常用鼓点有牌子鼓、慢三

鼓、宫廷鼓、四神鼓、三通鼓、凤凰三点头等。舞蹈所唱的

曲词分两类，一类是祭神曲，一类是民歌。演唱中，击鼓不

唱，唱不击鼓，鼓曲相间，先曲后舞。每一首歌曲都有各自

的韵调和风格。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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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咸阳 

飞 机 
 
咸阳国际机场是中国主要的干线机场、国际定期航班机场、中国

十大机场之一，也是中国民用航空局规划的八大型枢纽机场之

一。 

 

机场交通 

机场大巴 

咸阳市区的彩虹宾馆 → 咸阳国际机场 
发车时间：7:00-18:00 

中途站点：民生商厦、市政府人民路、火车站 

票价：15 元 
 

咸阳国际机场 → 咸阳 乘坐机场大巴 7 号线前往咸阳市区。 

 

出租车 

1.8L 排量以下（包括 1.8L 排量）的出租车（捷达、富康、普桑、

桑塔纳 2000、3000 等），起步价 6 元/2 公里，之后每公里 1.5

元。夜间（当日 23 点至次日 6 点）起步价 7 元/2 公里，之后每

公里运价加收 0.3 元。 
 

1.8L 排量以上的出租车（红旗、中华、东方之子、帕萨特等），

起步价 8 元/2 公里，之后每公里 2.4 元。出租车低速行驶时每 5

分钟按 1 公里计费。夜间起步价 9 元/2 公里，之后每公里加收

0.3 元。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看透风景  提供） 

 

机场高速 

机场专用高速公路起于西安市城市快速干道朱宏路与西

安绕城高速公路交叉处的朱宏路互通式立交，终点接机

场东进场道路。 
 

途经西安市经济开发区、未央区汉城街道办及咸阳市渭

城区的正阳镇、底张镇。主线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

标准建设，设计车速 120 公里/小时，采用自动发卡和

ETC 不停车收费系统。跑完全程仅需 10 分钟，7 座以下

小车通行费为 10 元。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目前拥有 3 条高速公路：机场专用高

速公路，福银高速（西线机场高速）和西铜高速（东线

机场高速）。 

 

火 车   
咸阳火车站有前往全国多个大中城市的列车经过，但基

本没有始发列车。咸阳火车站位于渭城区抗战路上，地

处抗战路与人民东路路口以北 70 米处。市区内打车前往

参考车费为 5－8 元。 

 

经过咸阳火车站的公交 

机场巴士、1 路、10 路、9 路、8 路、5 路、12 路、16

路、副 39 路、机场专线、市郊 8 路、市郊 10 路等。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 预订西安特价机票 
 

更多咸阳国际机场信息请查看西安旅游攻略 

http://www.17u.com/blog/398601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xian-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6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6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6101_3.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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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市火车票预售点 

咸阳市渭城区人民路 77 号，咸阳市秦都区乐育南

路 23 号，咸阳市武功县武功火车站。 

 

汽 车   
西（安）兰（州）、咸（阳）宋（家川）、西（安）

宝（鸡）、西（安）铜（川）等多条公路干线穿插

于咸阳境内。咸阳各市县共有 16 个客运站，各县

均有汽车客运。其中最主要的车站为咸阳长途汽车

北站和南站。 

 

 

咸阳长途汽车北站 

地址 咸阳汽车北站位于咸阳秦都区西兰路，文林路与西兰路路口以

北 120 米 ,沿西兰路方向 ,氮肥厂以北 120 米。 
 

汽车北站的班车主要发往西安、渭南、铜川以及省外方向。 
 

途径公交 乘坐 12 路、14 路、20 路、26 路、9 路、22 路等公交可

到达。 
 

咸阳长途汽车南站 

地址 咸阳汽车南站位于咸阳秦都区秦皇路 114 号 
 

汽车南站的班车主要发往省内的周至、户县、蓝田、阎良等地，此

外也有到延安和渭南部分县城的班车。 
 

途径公交 乘坐 29 路、15 路、21 路、22 路、59 路、11 路、16 路、

18 路等公交可到达。 

 

行在咸阳 

公交车   

咸阳市区开通了 17 条公交线路，一般都为一元一

票制。 

 

西安市与咸阳市之间的交通参考 

西安 → 咸阳 
在西安火车站乘坐 39 路公交车前往咸阳市区；根

据所走路线不同，39 路分为南线和北线，上车前先

询问是否经过自己要去的地点，票价 7 元。 
 

在西安城西客运站乘坐发往咸阳、兴平、礼泉、乾

县等地的长途客车，这些车途经咸阳市区，中途下

车即可，参考车费 5 元。 
 

在西安市汉城路乘坐 59 路公交车前往咸阳市区，

票价 3－5 元。 

 
咸阳 → 西安 
西安与咸阳间的火车车次极多，一般从咸阳东行的列车第一站都是西

安，票价根据车型不同为 2.5－10 元不等。 
 

在咸阳市区乘坐 39 路公交车前往西安，票价 7 元。 
 

在咸阳汽车站乘坐发往西安的长途客车，参考车费 5 元。 
 

在咸阳火车站及人民路沿线乘坐 59 路公交车前往西安，票价 3－5 元。 

 

出租车   

咸阳出租汽车以奥拓、夏利、富康为主，来往于咸阳大街小巷，招手

即停。 
 

起步价为 5 元/3 公里，之后 1.20 元/公里。22:00－次日 6:00 起步价

为 6 元，之后每公里 1.5 元。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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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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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历史 

乾陵 
 

 

 

 

 

 

 

 

 

 

六十一番臣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楚天潇湘  提供） 
 

乾陵，位于陕西咸阳市乾县城北 6 公里的梁山上，是陕西关中地

区唐十八陵之一，陵区仿京师长安城建制。乾陵是中国乃至世界

上独一无二的一座两朝帝王、一对夫妻皇帝合葬陵，里面埋葬着

唐王朝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从乾陵头道门踏上石阶路，走完台阶即是一条平宽的道路直到

“唐高宗陵墓”碑，这条道路便是“司马道”。两旁现有华表 1

对，翼马、鸵鸟各 1 对，石马 5 对，翁仲 10 对，石碑 2 道。东

为无字碑，西为述圣记碑。有王宾像 61 尊，石狮 1 对。    

 

“唐高宗乾陵”墓碑，高 2 米，是陕西巡府毕源为高宗

所立，原碑已毁，现在这块碑是清乾隆年间重建的。此

碑右前侧另一块墓碑，是郭沫若题写的“唐高宗李治与

则天皇帝之墓”12 个大字。 
 

另外在南门外有为高宗皇帝和武则天歌功颂德的《述圣

记碑》和《无字碑》二通以及参加高宗葬礼的中国少数

民族首领和友好国家使臣的石刻像六十一尊。 

 

门票 联票（乾陵+永泰公主墓+胡佣展）85 元 

 

交通 
公交  在西安火车站西广场乘西安至乾陵的专线旅游车

（游 3 路），票价 18 元。景区内除有仿古马车可到各景

点外，还可以骑马游览。  
 

自驾路线 西安出六村堡收费站沿西安-长武高速，乾县

或乾陵出口下即可。 

 

附近美食 可以到距离乾陵 3 公里的乾县，品尝这里

很有特色的锅盔、酸汤挂面等。 

 

杨贵妃墓 
杨贵妃墓其实只是杨贵妃的衣冠冢，位于咸阳市兴平县马崽镇西

500 米处，距西安 60 公里。 
 
杨贵妃陵园小巧玲珑，进门正面是一座三间仿古式献殿，穿越献

殿就是墓冢。墓呈半球形，冢高 3 米 ，整座墓冢都用青砖包砌，

墓后有一座高约 6 米的杨贵妃大理石塑像。历代文人曾留下了大

量的关于唐明皇的爱情故事，使杨贵妃墓闻名于世，墓冢周围雕

刻有历代文人骚客的题咏。 

 
交通 
公交 4 路公交到兴平转 1 路到景区  
 

自驾 西安 → 西宝高速 → 104 省道 → 东环路 → 县门街东

路 → 兴平 → 马嵬镇 

 

 

 

 

 

 

 

 

 

 
 

 

（图片由景区提供） 
 

门票 
成人票 21 元 （同程价 19 元 >> 立即预订）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咸阳历史悠久, 风景秀丽，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历史上曾经是我国第一个封建国家秦王朝的国都及

汉、唐等 13 个王朝的京畿之地，境内有 27 座帝王陵和 400 余座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陪葬墓，绵延百

里，蔚为壮观，素以“秦都、汉陵”闻名于世。 

http://www.17u.com/blog/421745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1098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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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陵博物馆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海市月月  提供） 
 

汉阳陵博物馆位于西安市北郊的渭河之畔，它依托西汉景帝

与王皇后同茔异穴合葬的阳陵陵园而建，是一座巧妙融合现

代科技与古代文明、历史文化与园林景观于一体的大型文化

旅游景区，是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博物馆。 
 

汉阳陵主要由帝陵陵园、后陵陵园、南区从葬坑、北区从葬

坑、礼制建筑、陪葬墓园、刑徒墓地以及阳陵邑等部分组成。

帝陵坐西向东，被 81 条呈放射状的陪葬坑簇拥着，其四周

则分布着后陵、南、北区从葬坑及礼制建筑遗址等；宽 110

米的司马道向东直通 5 公里之外的阳陵邑，司马道南北两侧

整齐排列着王侯将相和文武百官的陪葬墓 10000 余座，一

如当年天子临朝时大臣位列两班的威仪。陵区内 200 多座

陪葬坑中出土的武士俑披坚执鋭、严阵以待，仕女俑宽衣博

带、美目流盼，动物俑累千成万、生动异常。 

 
门票 3－11 月 90 元，1 月、2 月和 12 月 65 元 

 

讲解费用  
汉语讲解  

地下博物馆 60 元，考古陈列馆 40 元，通讲 100 元 
 

外语讲解  

地下博物馆 120 元，考古陈列馆 80 元，通讲 200 元 

 

一起游小贴士 每批讲解限 10 人 

 

开放时间 
售票时间  

3－11 月 8:30－17:30，1 月、2 月和 12 月 8:30－17:00 
 

开馆时间 

3－11 月 8:30－19:00，1 月、2 月和 12 月 8:30－18:00 

 

交通 
公交车线路 

① 游 4 乘车线路（起点：西安市图书馆；终点：汉阳陵博物

馆）。发车时间为 8:30、9:30、10:30、12:00、13:30、15:00、

16:00、17:00；返程时间为 9:30、10:30、11:30、13:00、

14:30、16:00、17:00、18:00 
 

② 咸阳 5 路公交车（咸阳火车站 → 汉阳陵博物馆）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91488#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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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西安市地铁二号线至市图书馆站 D 出口，转乘游 4 抵达汉

阳陵博物馆 
 

自驾车线路 

① 从西安市区出发，可沿朱宏路直行至新建的机场专用高速

公路。在新建的机场专用高速公路上有“汉阳陵”标识牌引

导，可抵达汉阳陵。 

 
② 从省外到陕西的游客，可从西安绕城高速公路“朱宏路”

出口进入新建的机场专用高速公路。在新建的机场专用高速

公路上有“汉阳陵”标识牌引导，可抵达汉阳陵。 
 

③ 乘机抵达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游客，从机场出发沿新建

的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专用高速公路，按“汉阳陵”标识牌的

指引便可抵达汉阳陵。 

 

茂陵博物馆 
茂陵博物馆位于陕西省咸阳与兴平之间的五陵塬上，距西安

约 40 公里，是融文物、古建、园林为一体的西汉断代史博物

馆，为全国最早的西汉历史文物与陵墓现场保护管理机构。 
 

茂陵博物馆是一座以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及大型石刻群而

蜚声海内外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 
 

霍去病墓前共有 16 件石刻，除了墓前的“马踏匈奴”和“跃

马”两件国宝外，在霍去病墓东西两侧的石刻廊内，还陈列

着不少石刻精品，这些石刻题材多样，雕刻手法十分简练，

造型雄健遒劲，古拙粗犷，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

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圆雕工艺品，也是汉代石雕艺术的杰出

代表，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他文物精品有鎏金马、鎏金银高擎竹节熏炉、错金银铜犀

尊、鎏金银铜漆耳杯、四神纹青玉雕铺首和铜漏壶等。 

 

门票 >> 立即预订 
成人票（3.1-11.30 旺季）46 元 同程价 36 元  

成人票（12.1-2 月底淡季）26 元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大卫王  提供） 

 

开放时间 8:00-18:00 

 

交通 
在西安火车站乘坐西线旅游车直达茂陵博物馆。 
 

在西安玉祥门汽车站乘坐旅游专线车可直达茂陵博物馆。 
 

在西安城西客运站乘坐西安至兴平公共汽车，途经符家桥站

转乘 11 路公交车直达茂陵博物馆。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大卫王  提供） 

昭陵博物馆 
昭陵博物馆位于咸阳城西北 40 公里处礼泉县烟霞镇，昭陵

博物馆内，除李勃墓外，包括两个碑石陈列室和出土文物、

雕刻绘画展厅。除展出近年来发掘出土的十多座陪葬墓中文

物外，主要陈列昭陵范围出土的各式唐代碎石与墓志铭。 

 
门票 >> 立即预订 
成人票 22 元 同程价 15 元 

学生票 11 元 同程价 8 元 

 
开放时间 7:00-19:00 

 

交通 乘坐 608 路、28 路公交可直达昭陵博物馆。咸阳汽

车站乘坐咸阳至烟霞、赵镇方向的汽车，在昭陵博物馆下车。 

昭陵是唐代第二任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陵

墓，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180 余座）

最多的一座，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1098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132785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132785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7385.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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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博物馆 
咸阳博物馆位于咸阳市古文化一条街-中山街中段，是全国著名

博物馆之一。咸阳博物馆以收藏、研究、展示秦汉历史文物为主。

馆藏文物 1 万余件。全馆现有九个展厅，主要陈列为：秦咸阳历

史文物陈列，西汉三千彩绘兵马俑陈列，咸阳碑石陈列，宗教文

物陈列，以及咸阳出土历代马俑珍品展。其中馆藏精品有：西汉

三千彩绘兵马俑、唐三彩和出土历代马俑珍品展等。 
 

馆内的历史文物陈列共分三个展厅展示： 

一展厅主要介绍秦都咸阳至秦统一六国的历史背景，以典型文物

简要说明秦人早期的历史，突出商鞅变法、农业发展、军事实力、

统一六国、统一度量衡。展品主要有：凤鸟铭文鼎、战国骑马俑、

雍工敃铜壶、工师初铜壶、鹿纹瓦当、商鞅铜镦等等。 
   

二展厅主要介绍秦咸阳一、二、三号宫殿遗址的建筑成就，重点

介绍宫殿遗址的砖瓦建材、宫室壁画、铜质构件及排水设施、冷

藏设施、取暖设施等建筑成就。展品主要有：水神骑凤空心砖、

龙纹空心砖、铺地砖、秦遗址瓦当、驷马拉车壁画、漏斗及排水

管道等。 
 

三展厅主要展示秦咸阳宫殿遗址，手工业作坊遗址和秦人墓葬区

出土的陶器、铜器、玉器、丝绸等手工业制品。展品主要有：印

有陶文戳记的鬲、罐、鼎、釜一组，大鸭蛋壶，1966 年塔尔坡

铜器窖藏出土的铜器一组，宫殿遗址区、长陵作坊遗址、黄家沟

墓葬区出土铜器一组，以及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丝绸残片一件。 

 
   
门票 20 元 
 
交通 乘坐 19 路、25 路、7 路公交即可到达。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何处不风景  提供） 

 

永泰公主墓 
永泰公主墓是属封土堆墓，其墓穴是用砖砌的，由墓道、过洞、

天井、雨道、墓室构成。墓道是一条宽约 2 米的斜坡，进入过洞

直至狭窄的雨道，两旁洞墙内有 6 个小龛，里面放着彩绘陶涌、

骑马俑、三彩马及陶瓷器皿等随葬品，造型逼真、工艺精湛。从

墓道到墓室还绘有丰富多彩的壁画，有宫廷仪仗队，以及天体图、

宫女图等。尤其是墓室中放置的一具石椁，石壁上线刻着 15 幅

画面的仕女 人物画，其造型之美，实为罕见。 
 

此墓曾被盗过，墓道中有一处留有盗贼进入的痕迹。出了墓道，

可从墓的两旁道路直上墓顶，在墓顶上可看到临近的章怀太子、

懿德太子墓等。墓前还有陈列室，存放出土的随葬品。 
 
门票 淡季（含胡佣展）31 元，旺季（含胡佣展）46 元，联票

（包括乾陵、永泰公主墓、胡佣展）85 元 

 

交通 乘坐游 3 路公交即可到达永泰公主墓。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何处不风景  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引申阅读 
永泰公主墓，在乾县北部。永泰公主是唐中宗李显

的第七个女儿，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女，名仙

蕙，死于唐大足元年（701 年），时年仅 17 岁。后

与她丈夫武延基合葬在一起，陪葬乾陵。 

http://www.17u.com/blog/97486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97486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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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城隍庙 
三原城隍庙位于陕西三原县东渠岸街中部，与龙桥中学相邻，距

今有 600 多年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之一。城

隍庙古建筑群以均衡对称的正统方式把楼、殿、廊、庑亭等四十

多个单座建筑，按主次布局在纵横轴线上，全部建筑琉璃盖顶、

雕梁画栋、结构严谨、肃穆壮观。正门前建造一座十二米高的歇

山牌坊，坊额上书“威灵昭应祠”坊上木雕“龙戏珠”等吉祥图

案。牌坊北面是城隍庙山门，山门内东西两边是牌廊，镶嵌着岳

飞书写的《前后出师表》石刻。石牌坊北面是戏楼，穿过戏楼，

就可以到中院。 

 

门票 地宫 15 元 

 

交通 在西安城西客运站、咸阳汽车站乘开往三原方向的班车。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阿木 3000 提供） 
 

附近景点 三原县博物馆、威云昭应祠 

 

附近美食 三原金线油塔、三原泡泡油糕、大烩菜和有

名的一面三吃、窝窝面。 

现代咸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 
博览园位于陕西·杨凌邰城路 3 号，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一个科

学技术博览园。园内包括逸夫科技馆动物博物馆和昆虫博物馆，

土壤博物馆、植物博物馆、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 5 个专业博物馆

和蝴蝶园、植物分类园、树木园及多种种质资源圃等，是集教学、

科研、科普于一体的重要学科基地。博览园是学校在整合科教资

源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博物馆群，全面、系统地宣传农业科技知识

和展示了我国农业科技成就，这在我国尚属首例。 

 

门票 >> 立即预订 

儿童、老人、军官优惠票 30 元 同程价 27 元 

成人票 60 元 同程价 50 元 

 

开放时间 9:00-17:00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乎出  提供） 
 

交通 乘坐 1 路、2 路、4 路、12 路公交均可到博览园。  
 

购物 餐饮 园内有出售纪念品和标本和餐饮服务的地方。 

 

杨凌现代农业创新园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由智能温室、日光温室和露地三大功能展示区

组成，现有日光温室 54 栋，智能温室 8 栋。园区八个智能温室

展示区及 54 个日光温室展示区常年对外开放，人们可以随时随

地亲手种植、采摘蔬菜、水果，尽情享受丰收的喜悦。 

 

门票 >> 立即预订 

成人票 30 元 同程价 25 元 
 
交通（自驾） 西安 → 西宝高速 → 杨凌出口 

 
 
 
 
 
 
 
 
 
 

（图片由景区提供） 

http://www.17u.com/blog/9606346#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334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441884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7292.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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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历史文化精品三日游（茂陵 → 兴平 → 杨贵妃墓 → 乾陵 → 咸阳博物馆 → 汉阳陵） 

古城休闲游（三原城隍庙 → 孟店民宅 → 品三原小吃 → 咸阳湖） 

 

历史文化精品三日游 

推荐这条线路的理由：体味东方文明的深遂内蕴，探古寻幽咸阳五陵塬畔。 

这条线路交通不是很方便，建议最好跟团-当地的一日游线路，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事。 

D1：茂陵（茂陵博物馆、霍去病墓） → 兴平 

茂陵 
站在茂陵前，恐怕任何人心中都会产生些许压抑和敬畏。那在几

十里外就隐约可见的巍峨封土，近看显得越发高大而厚重，在日

光下伸出长长的阴影，笼罩着远道而来的拜谒者。 
 

到达茂陵交通 从西安玉祥门汽车站有旅游专线车可直达，也可

从西安火车站广场前乘西线一日游专线车，车程约需 1 小时。 

 

茂陵博物馆（门票：成人票淡季 26 元，旺季 46 元） 

茂陵博物馆馆内景色宜人，进入检票口后便是一片开阔的广场，

主体建筑仿造汉代园林风格，亭台楼阁，苍松翠柏，四季常青。 

 

霍去病墓 
一眼望去庄严肃穆，苍松翠柏遍植其上。墓顶由后人建了个揽胜

亭，登高远眺，茂陵四周尽收眼底。游玩霍去病墓后，乘车返回

兴平市。 

 

兴平 
住宿 晚上夜宿兴平，有利于第二天前往杨贵妃墓，这里有直达

公交。（前提：不是乘坐一日游专线的游客，可夜宿兴平，如果

乘坐一日游专线的游客，可夜宿西安火车站附近）。 
 

美食 推荐兴平醪糟。 

 

D2：杨贵妃墓 → 乾陵 

杨贵妃墓（门票：20 元） 

杨贵妃墓为一半坡上的小陵园，大门顶额横书“杨氏贵妃之墓”。

园内正面一座三间的仿古式献殿，过献殿即是墓冢。游人至此读

咏周围回廊上的古人诗作，可明史，可抒怀，当别有一番情趣。 

 

 

 

 

 

 

 
 

 

霍去病墓边的马踏匈奴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何处不风景  提供） 

 

乾陵 
乾陵是武则天与她的丈夫唐高宗李治合葬的陵墓，是世

界上唯一一个埋葬两个不同朝代的两个皇帝，而且又是

夫妇皇帝的合葬墓。 
 

乘坐 3 路公交返回西安火车站，夜宿西安火车站附近。

第三天乘火车前往咸阳，到咸阳站下车。 
 

D3：咸阳博物馆 → 汉阳陵 

咸阳博物馆（门票：20 元） 

馆内藏有大量秦汉时期的历史文物，其中西汉三千彩绘

兵马俑陈列和咸阳碑石陈列更是不可错过。咸阳火车站

乘 5 路公交直达汉阳陵。 

 

汉阳陵（门票：淡季 65 元，旺季 90 元） 

汉阳陵最有魅力的是帝陵外藏坑遗址保护展示厅，来到

汉阳陵不得不看幻影成像，它是用高科技手段把当时的

历史人物和场景再现，非常精彩。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97486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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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休闲游（三原城隍庙 → 孟店民宅 → 品三原小吃 → 咸阳湖） 

咸阳是一座古城，但是现在这座老城也焕发了新的光彩，也不失为一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三原城隍庙（门票：免费） 

这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之一，城隍是古代神话中守

护城池的神，三原城隍庙供奉的是唐代名将李靖。 
 

随后，步行前往孟店民宅。 

 

孟店民宅（门票：10 元） 

孟店民宅建筑古朴典雅，高台石阶，曲屋连属，具有浓郁的南方建筑

风格，内部藏有"分单"、青器和描金衣柜等文物。 

 

品三原小吃 
三原的特色小吃有 biang biang 面、 臊子面、歧山擀面皮（不是凉皮）、

荞麦合烙、洋芋擦擦、三原金钱油塔 、三原蓼花糖、三原泡油糕等，

都是不容错过的美食。 

 

咸阳湖 
咸阳湖是咸阳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蜿蜒小路，树木成荫，湖水荡漾，

桥通南北。相对咸阳市区来说，咸阳湖算是比较不错的景观了。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阿木 3000 提供） 

住宿 
如果要住宿的话，推荐住在咸阳市区，不管是交通，

还是购物、品尝美食，都比较方便。 
 

推荐住宿          >> 咸阳特价酒店 

咸阳鑫迪宾馆 

普通标间  同程价：100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商务房    同程价：130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度假线路 
       

 

 

 

 

 

 

 
>> 更多到陕西旅游度假线路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法门寺+乾陵+永泰公主墓+仿唐地宫 

288 起      立即预订    
 

 

双飞 5 日游（美食之旅，解读历史） 

3090 元 起      立即预订    

http://www.17u.com/blog/9606346#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610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954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954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49547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954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dest/pro/shanxi/2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n/dujia/tours/13160/#refid=2582175
http://www.17u.cn/dujia/tours/13160/#refid=2582175
http://www.17u.cn/dujia/tours/18951/#refid=2582175
http://www.17u.cn/dujia/tours/18951/#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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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住宿 
 
咸阳国际机场 （→ 查看咸阳国际机场附近酒店   →  查看咸阳特价酒店） 

 

咸阳机场金沙宾馆 
 

 

房型          同程价        

经济间         130 元   

标准间         17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咸阳国际机场附近酒店 

[18997wmfqai] 酒店很安静，还有车接送，真

的很方便呢！在机场附近有这么个住的地方挺

好的！ 

[15892tvwlkl] 可接可送，方便实用，虽不能

就餐，但周围有餐馆。 

→ 查看 359 条酒店点评 

 
 

 

咸阳波涛快捷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单人间          130 元   

标准间         12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咸阳国际机场附近酒店 

[13171oeeomg] 服务员很热情，前台接待很

随和，总是带着笑脸，办事效率很高。 

[13356vhrqju] 房间卫生定期会有人来打扫，

人员服务态度很好，服务效率也很高。 

[13251khydlh] 温馨舒适，交通便利，干净卫

生，服务周到。      → 查看 5 条酒店点评 

 
 

 

咸阳秦渭人家 
 

 

房型          同程价        

经济间         110 元   

标准间         13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咸阳国际机场附近酒店 

[13518seyjte] 交通位置比较便利，有人接送，

服务挺周到的。 

[15284kfujnp] 挺好的店，交通方便，服务蛮

好，房间也蛮大的，干净舒适。 

 

→ 查看 25 条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6104_724179_XianYangGuoJiJiChang.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610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300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300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6104_724179_XianYangGuoJiJiChang.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23004.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6265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6265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6104_724179_XianYangGuoJiJiChang.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62650_1.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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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市区 （→ 查看咸阳市区酒店   →  查看咸阳特价酒店） 

 

咸阳莱富客快捷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商务标准房       159 元   

商务大床房        159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咸阳市区酒店 

[18792eztybo] 交通十分便利，步行 10 分钟

就到咸阳湖边，酒店特别安静，卫生也不错。

要求不高的可以去试试，挺不错。 

[18862rjacjg] 周边交通方便，吃饭的地方也

很多，酒店服务态度好，不错的选择。 

     → 查看 44 条酒店点评 

 
 

 

咸阳亿隆商务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单人房（内宾）    158 元   

标准房 B          15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咸阳市区酒店 

[13484kmqagd] 卫生干净，朝里的房间不错，

因为里面是小区，环境比较好，酒店总体挺好

的！下次去咸阳还会考虑。 

[13504lmcmyq] 酒 店 服 务 态 度 令 我 非 常 满

意，为此我希望酒店能越来越好。 

        → 查看 18 条酒店点评 

 
 

 

咸阳海怡商务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普通标准间        188 元   

普通单人间       19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咸阳市区酒店 

[18790yjlejd] 每 次 去 咸 阳 都 住 在 这 个 酒 店 

服务态度好，网速非常快，洗澡的还是浴盆，

出门很容易打到车，推荐！ 

[15821wsrbpr] 服 务非 常好， 预订 也比较 方

便，希望以后可以经常通过同程预订。 

      → 查看 78 条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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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美食 — 吃什么？ 
 
五谷为料，面食为主，是咸阳美食的主要内容，而用此以精细

手法烹制出的简朴而又大气、精细而又美妙的诸类美食，味道

令人折服。咸阳市和各县区的街头巷尾都有不少饭馆经营当地

的小吃和日常饭菜，从陕西遍地都是的凉皮、肉夹馍、牛羊肉

泡馍等著名小吃，到当地特色的 biangbiang 面、千层油饼、

锅盔等等，都可以找得到。此外，咸阳市也有不少各地风味的

餐馆。 

 
biangbiang 面  
biangbiang 面是陕西关中民间传统风味面食，特指用关中麦

子磨成的面粉，再手工擀成长宽厚的面条。biangbiang 面擀

厚切宽像裤带，吃时拌上油泼辣子和配料，即可口又耐饥。“关

中八大怪”里的“面条像裤带”就是指这种面。 

 

乾县锅盔 
乾县锅盔为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修筑合葬墓乾陵时，因工

程浩大，民工甚众，烹食困难，监工士卒便用头盔烙馍，因而

得名。经改进，形成独具风味的食品。锅盔直径八寸，厚六分，

形似菊花，内瓤起层，美味可口。 

 

三原金钱油塔 
三原县金钱油塔,也叫"千层饼"。形如缕缕金丝盘绕 ,层层塔楼相

叠。松软绵润，清爽利口，制作精细。 

 

三原蓼花糖乾 
以香、脆、酥、甜为特点，长期被人们列为馈赠亲友的精美食

品。原料以芝麻、糯米、植物油、白糖为主，工艺技术复杂 。 

 

三原泡油糕 
由唐代佳点"见见消"(油浴饼)演变而来。糕面隆起泡泡蓬松，其

味芬芳，入口即消。形状玲成剔透，犹如巧制凌花。 

 

腊汁肉夹馍 
腊汁肉夹馍是关中一带的名吃，肉需用腊汁肉，用陈汤煨制，

调料齐全，酥软香醇。馍用咸阳特有的白吉馍，表皮松脆微黄，

外脆里嫩，有“铁圈虎背菊花心”的讲究，单独食用即是当地

人日常的口粮，配腊汁肉做成肉夹馍则味道更佳。咸阳地区贩

卖腊汁肉夹馍的摊点遍地都是，几乎随处都可以买到。有商标

名号的则属“袁记腊汁肉夹馍”。 

 
 
 
 
 
 
 
 
 
 
 
 
 
 

 

biangbiang 面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简白  提供） 

 

臊子面 
以薄、筋、光、煎、稀、汪、酸、辣、香而著称，汤多面

少，面条热得烫嘴，油要多。用精白面粉、猪肉、黄花菜、

鸡蛋、木耳、豆腐蒜苗等原料和多种调味品制成。 

 

长武锅盔 
长武锅盔源于外婆给外孙贺弥月赠送礼品，后发展成为风

味方便食品。锅盔整体呈圆形，直径尺许 ,厚 1 寸 ,重 5 斤。

料取麦面精粉，压秆和面，浅锅慢火烘烤。外表斑黄，切

口砂白，酥活适口，能久放，便携带。  

 

煎饼  

煎饼用荞麦糊状精粉摊制而成，内卷豆腐干和酥肉，食用

时用芝麻凉汤或炸辣椒作调料，味道可口，香味浓郁，颇

具地方特色。 

 

扯面 
扯面是关中地区的传统面食小吃。制作时先将面粉用盐水

和好，用湿布盖好放置 1 小时以上，再调到较软程度后擀

成较厚较宽面片，然后手拿两端，扯成薄而未断的面片，

入沸水锅煮熟捞出，加调料和辣子粉，用烧热的油泼后搅

拌食之。 

 

浆水面 
浆水面是一种大众化的夏令风味食品，其关键是制作好后

捞入碗内，浇上浆水（热浆水更佳）加入适量精盐、花椒

油、辣椒油即可食用。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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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皮（酿皮子） 
凉皮又称"酿皮子"，其面皮选料精良，工艺严谨，调味讲究，

以"白、薄、光、软、筋、香"而闻名，凉爽可口，宜于夏天

食用。 

 

甑糕 
甑糕是陕西关中地区传统早点食品，是以糯米和红枣为原料

制成的一种甜糕。 

 
普集烧鸡 
普集烧鸡有近 50 年的历史，色味惧佳，肥而不腻，酥嫩可口，

比较有名。 

 

乾县豆腐脑 
乾县豆腐脑黄豆制品。色白洁净，鲜嫩柔软，翻而不散，摺

而不断，搅而不碎，加之调料讲究，味香可口。 

 

清真牛羊肉泡馍 
秦风楼清真牛羊肉泡馍制作考究，以肉烂、汤香、味美、无

疆腥、油而不腻而受到当地群众和过往客人的称赞，被称为"

西兰路上一枝花"。 

武功镇起花面 
武功镇起花面一种面食。选用精粉制作，面条细而长，以大

肉、鸡肉婉汤，蛋饼、黄花、葱白为佐料，酸味出头，是当

地群众的一种传统食品。 

 

乾县挂面 
乾县挂面手工做成 ,细、白、筋、光，面丝细匀，加上烹调时

汤煎、油旺、醋酸，并以嫩韭菜、白菜心、鸡蛋饼切碎置汤

中做"漂稍"，色、香、味俱佳。酒后食用，解酒开胃，引人

食欲。 

 

兴平醪糟  
兴平醪糟为汤式食品。选用高级糯米，经筛、捡、淘、泡、

蒸后，并拌入特制曲母，利用一定温度储封发酵而成。以气

味醇香、清甜质绵、耐饥止渴、益脾健胃而著名。 

 

云云馍和干馍 
云云馍和干馍是乾县两种民间古老食品。均以精粉、植物油、

鸡蛋、白糖等原料掺揉烘烙而成。云云摸扇形两头反卷似朵

朵白云；干馍扁圆犹如淡黄色的象棋子。其共同特点是干、

酥、香、甜 ,便于携带久放 ,为招待贵客、馈赠亲朋、外出旅

游携带的佳品。 

 

咸阳美食 — 在哪儿吃？ 
 
乐育北路 
蒸肉夹馍是咸阳的早点，卖的地方很多。出名的应该算乐育北

路的老扬家。从咸阳最繁华的电影院十字往北走，没有多远，

过了 505 的辛酸苦辣大楼路西就是老扬家。两间的门面不大，

但很深大约有百十平方以上。黑黑的大匾显的是那么的古朴。

这么大的门面光是卖个赶早。九、十点睡个懒觉再去，门已经

关了。 

 
中山街 
吃 biangbiang 面最好是到中山街去，在人民剧院附近有好几

家 面馆。一般人进到面馆张口就是：“来碗面，全套。”全套是

指放肉臊子、西红柿鸡蛋、油泼，三样一样不缺。北大街这里

有很多饭馆，以低档平民化的小门面为生，经营的都是当地传

统的各种小吃和日常饭食，经济实惠。 
 

交通 顺着北大街一直往里走就是中山街。 

 

北大街 
乾州四宝-锅盔、挂面、馇酥、豆腐脑，是咸阳最有特色的

地方风味，值得品尝。不过想要品尝到这些传统的小吃，

还是要到乾县的北大街一带的老街去，会别有一番风味。 
 

交通 从市内的北门口十字向南，就是北大街了。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简白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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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特产 
 

咸阳皮影 
陕西素有"中国影戏发源地"之称。咸阳皮影，是用牛皮、驴皮

剪刻雕镂绘而成的民间工艺品，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具有强烈

的夸张性和浓厚的装饰性。配以音乐、唱腔、动作即可演出，

叫皮影戏，或灯影戏。咸阳皮影集关中各路皮影之长，造形大，

神态生动，雕刻精细，色彩丰富。 

 

民间草编 
很早以前，咸阳人民就用勤劳灵巧的双手把随处可见的杨柳、

枝条、麦秸、玉米皮等精心编制成各种漂亮实用的日用品和工

艺品。在咸阳农村，民间编织工艺不断发展，越来越多地体现

出浓厚的地方风情和现代色彩。 

 

民间刺绣 
咸阳民间刺绣品种浩繁，是实用性、装饰性、艺术性融为一体

的手工艺品，它的特点是色彩鲜艳，构图多变，针脚细腻，气

韵流畅。 

 

民间剪纸 
民间剪纸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民间美术形式，是门、窗、墙

壁、服装的装饰艺术品。咸阳北部山区剪纸，风格古朴淳

厚，南部平原区剪纸线条流畅多变，各具有浓郁的地方特

色。尤其是旬邑剪纸大师库淑澜的作品，造型粗犷简洁，

构图饱满，表现了劳动人民质朴淳厚的思想感情和向往美

好生活的心愿。 

 

武功苏惠土布 
苏惠纯棉土布产品以柳条、彩条、方格、提花四大系列为

基础。以 22 种基本色线任意组合搭配，可编造出几千种

不同色彩，不同图案的面料，广泛应用于床上用品，服装、

窗帘、壁挂、台布、座垫等。 

 

彬州梨 
皮色洁净，肉质细脆，汁丰味甜，较耐贮存，在土窑洞内

可存半年之久，品质不减，风味不变。 

 

旅游贴士 
 

气候 
咸阳市地处暖温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冷热干湿分明。

年平均温度 9.0-13.2℃，年极端最低气温-18.6℃，年极端最高

气温 41.2℃。 

 

景点 
在乾陵附近的懿德太子墓是已经发掘墓葬中等级最高的，唐章

怀太子墓的墓内壁画极为精致。可以考虑顺便前往。距离乾陵

5 公里城内。 

 

美食 
咸阳美食一般以面食为主，肉夹馍、牛羊肉泡馍等陕西小吃也

是遍布于街边小店里，咸阳的餐饮街区主要集中在市内的北门

口十字周边。 

 

银行 
咸阳人民中路上集中了大部分银行，所有银行都有 24 小时

ATM 服务。 

 

住宿 
咸阳市内住宿较为方便的，有较多的星级宾馆，其他各种

中低档次的住宿场所也有不少。在咸阳，当地条件较好的

房间一般房价为 200-400 元，普通档次的宾馆或招待所几

十元至一百多元不等。 

 

紧急电话 
旅游咨询及投诉电话 029-33210840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多多熊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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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唐杨氏贵妃之墓 
2012-9-03  作者：最丑的人 

继续我们的杨贵妃墓之旅。 在上一篇中，我们曾提到过一个问题，就是在杨贵妃

玉像两侧的东、西碑亭里，讲到“太 真”一词与杨贵妃的联系。我们在这一篇中，

因为要介绍贵妃墓中轴线上的另一座重要建“太真阁”，故一定要把这两者的联系

给朋友们解释清楚。让我们就从太真阁开始吧。……[查看全文] 

 
 
秋冬西北万里行西宁西安 
2012-7-8  作者：cnono 

第二天一早，由天水上高速经宝鸡到咸阳西安。这段路程要穿越秦岭、麦积山。高

速修的不错，最大的感受是似乎在山洞里的时间会比在外面长，一个一个山洞连着，

形成了一片片山洞群。最长的麦积山隧道足有 12 公里。山多，弯多，秋冬山上温

差大，因此这里成了事故多发地，路又遇堵车，听交警说，前几天……[查看全文] 

 
 
陕西咸阳茂陵 
2012-9-4  作者：山水人生 

2012/08/09，星期四，夜宿西安莫泰 168 北大街青年路店。早起床后上街购买了

包子、豆浆作为早餐，抓紧时间我驾车带儿子、儿媳前往西线游览，他们的早餐就

在车上以包子豆浆解决。 驱车西行出城后上西宝高速，一路顺利行驶约 120 公里，

抵达位于宝鸡扶风县境内的法门寺景区。尽管二十年前……[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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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网友   

本攻略感谢一起游网友海市月月、何处不风景、大卫王、下一个会更好、楚天潇湘、阿木 3000、乎出、

看透风景、思南、多多熊、最丑的人、cnono、山水人生、简白的支持。 

 

 版本 信息   

如有批评建议，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本攻略将不定期更新，下载最新攻略请至咸阳攻略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一起游旅游攻略 

 

 版权 声明   

本攻略 PDF 版已得到 Adobe Acrobat 官方认证，本攻略最终解释权归一起游所有。 

 

 加入 微信   

欢迎您加入一起游微信（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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