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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抢鲜看

目录
黄鹤楼：

P2 黄鹤楼不可不知道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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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钟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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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排而成的。乐师们遵循“太古遗音”轨迹，
展现精湛技艺，集打击、吹奏、弹弦、拉弦

P8 黄鹤楼主要景点介绍

于一体，八音齐鸣，得民间古调之精华，重
现古代宫廷音乐之盛况。

P11 黄鹤楼住宿

文化底蕴：
黄鹤楼濒临万里长江，雄踞蛇山之巅，
挺拔独秀，辉煌瑰丽，很自然就成了名
传四海的游览胜地。历代名士崔颢、李

P12 黄鹤楼附近美食
P14 黄鹤楼特产购物

白、白居易、贾岛、陆游、杨慎、张居
正等，都先后到这里游乐，吟诗作赋。

P14 攻略制作作者

提前早知道
适合人群：老人、学生、家庭
天数：建议 2 天
花费：黄鹤楼门票 80 元，所在地武汉消费中等
最佳旅游时间：春、秋两季为宜

本地人忠告
武汉的标志性建筑，可以说不到黄鹤楼等于没有来过武汉，
武汉的烟和酒都有用黄鹤楼命名。黄鹤楼公园还是很大的，正门进
去是楼前广场和黄鹤楼，后面是一片树林，还有一个世纪钟。黄鹤
楼就在长江一桥桥头，交通便利，站在楼上可以俯瞰长江大桥，很

鸣谢
本攻略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果版权拥有者或
者作者发现自己作品被使用，请及时向欣欣旅游网提
出通知，欣欣旅游网将及时移除相关内容或者添加作
者的版权信息。
在此，本攻略特别鸣谢网友：

jianghuabc、

徐小妹儿 、溪边

是壮观。虽说门票有点贵，但是包含了黄鹤楼的特色表演——编钟
表演。这个表演是一定要去看一下的。

欣欣百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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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不可不知道的那些
那些年来过黄鹤楼的名人
黄鹤楼与李白
相传诗仙李白带着一名书僮，驾着一叶扁舟顺江而下，小舟行至黄鹄矶处，只
见岸边石壁临江直立，巍峨险峻，上面一楼高耸，直插云霄，雄伟精致，真是个仙
山琼阁。他知道这便是名传天下的黄鹤楼，于是舍舟登岸，信步登上黄鹤楼。李白
从黄鹤楼上极目望去，远处山青水秀，附近市面繁华，大江滔滔东去，汉水缓缓西
来，一条象奶黄色的绸子，一条象碧绿色的锦缎，都笼罩在烟去里。两水中间长满
了树木，婴鹉洲上全是青草、野花，似乎那花香都隔江飘了过来。
李白见罢，兴致大发，命书僮赶紧备上美酒菜肴和纸砚笔墨，打算一尽风骚。
少顷，酒菜摆好，李白独自开怀畅饮，不久便略带醉意了，于是诗兴大发，令书僮
磨墨备笔，摇摇晃晃地向迎门的粉墙走去，挥笔蘸饱了墨汁，准备题诗石壁上。站
到墙边，李白的笔却半天没有落下，愣愣的望着墙上，只见几行小楷闪现在他眼前：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jianghuabc

古今黄鹤楼
我们知道，黄鹤楼历经千年，历代屡建屡毁，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

1884 年最后一次被火焚毁。1957 年建武汉长江大桥

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上题崔颢二字。“好

武昌引桥时，占用了黄鹤楼旧址，如今重建的黄鹤楼

诗，真是好诗！”李白不由得夺口而出。不想崔颢将自己想写的意思都写出来了，

在距旧址约 1 千米左右的蛇山峰岭上。
1981 年 10 月，

不由得直呼佩服，于是将笔不掷，说道：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下

黄鹤楼重修工程破土开工，1985 年 6 月落成，主楼

楼扬长而去。

以清同治楼为蓝本，但更高大雄伟。运用现代建筑技

因此黄鹤楼上便没能留下李白的诗，但崔颢却因那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
题诗在上头。
”而名声日盛了。后来，人们便特意在此修了一座搁笔亭，以纪念李
白。

术施工，钢筋混凝土框架仿木结构。飞檐 5 层，攒尖
楼顶，金色琉璃瓦屋面，通高 51.4 米，底层边宽 30
米，顶层边宽 18 米，全楼各层布置有大型壁画、楹
联、文物等。楼外铸铜黄鹤造型、胜像宝塔、牌坊、

黄鹤楼与毛泽东

轩廊、亭阁等一批辅助建筑，将主楼烘托得更加壮丽。

1927 年正值中国多事之秋，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北伐虽然获得了一些胜利，

登楼远眺，“极目楚天舒”，不尽长江滚滚来。

但军阀及各种势力依然存在，蒋介石正洋洋得意地初临王位。
可是整个中国的局面仍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扑朔迷离的烟云密布大地，是
年毛泽东途经武汉，怀以苍凉悲壮之情踏上黄鹤楼旧址一吐心曲。 毛泽东， 这位
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的一代诗人兼革命家以其独有的胸襟及气慨表达了他对
于他所处的时代的沉郁抱负和热切期待。

黄鹤楼风景区标志含义
菩萨蛮·黄鹤楼
毛泽东·1927 年春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
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黄鹤楼风景区标志以黄鹤楼建筑为主体造型元素

黄鹤楼风景区标志魏坤先生介绍，现

在的黄鹤楼为 1981 年重建，以清代“同治楼”为原型设计，其平面设计为四边套八边形，
谓之“四面八方”，这些数字透露出古建筑文化中数目的象征和伦理表意功能，体现出深厚
的人文特色以及独特的造型需求。新出炉的黄鹤楼景区标志即以黄鹤楼建筑为主体造型元
素，整体上以朴实的横竖笔画，表现出黄鹤楼建筑造型基本特征。
标志中间的传统卷云纹样元素，则来自汉代玉石的祥云图案，与水浪结合，形成简朴的
水祥云图案。
标志从整体看又似汉字“黄”
，经典、大方且不失现代美感，能够很好地体现出黄鹤楼
景区独特的视觉个性和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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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概况
《黄鹤楼》
崔颢
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此对联起到画龙点睛之效，将黄鹤楼
的独特气势表现的淋漓尽致。

黄鹤楼传说的三种说法
说法一：

晴川历历汉阳树，

依《南齐书州郡志》记载：
「古代

芳草萋萋鹦鹉洲。

传说，有仙人子安尝乘黄鹤过此，故

日暮乡关何处是，

名。
」指出黄鹤楼命名的由来，是因为

烟波江上使人愁。

曾有一位名子安的仙人，乘黄鹤经过此

唐朝崔颢的《黄鹤楼》，被奉

地，所以命名为黄鹤楼。

为众多黄鹤楼诗篇中的千古绝唱。本是一首表达思乡的诗，借由黄鹤楼来抒发。可是偏偏
是黄鹤楼，这座历经沧桑，不断被毁，又不断重新屹立的黄鹤楼，和崔颢的感情一结合，
似乎产生了另一种效果。

说法二：
依《图经》的记载说：「昔费祎登仙，

最初黄鹤楼是为军事目的而建，三国吴黄武二年，孙权为实现“以武治国而昌”
（
“武

尝驾黄鹤还憩于此，遂以名楼。」认为黄鹤

昌”的名称由来于此）
，筑城为守，建黄鹤楼以嘹望。黄鹤楼在群雄纷争，战火连绵的三国

楼命名的由来，是指费祎尸解为仙后，曾

时期，只是夏口城一角瞭望守戍的“军事楼”。

驾着黄鹤回来，并在这栋楼休息，所名为
黄鹤楼。

晋灭东吴以后，三国归于一统，该楼在失去其军事价值的同时，随着江夏城地发展，
逐步演变成为官商行旅“游必于是”、
“宴必于是”的观赏楼。至唐朝，其军事性质逐渐演

《三国志蜀传》中有一位名叫费祎的
人，字文伟，尸解为仙的费祎、费文袆，

变为著名的名胜景点，历代文人墨客到此游览，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如上面所提到

是不是就是这位蜀人费文伟，因不见其它

崔颢的《黄鹤楼》即是其中的代表。

记载，不得而知，但是因为都是神话传说，

而后，在近千年的慢长的时间里，黄鹤楼曾经“七毁七建”。最后一座“清楼”建于

年代久远，记载会有一些出入。

同治七年（1868 年）
，毁于光绪十年（1884 年）
，此后近百年未曾重修。1957 年建武汉

说法一：

长江大桥武昌引桥时，占用了黄鹤楼旧址，1981 年在距旧址约 1 千米左右的蛇山峰岭上

在武昌长江边上，一位姓辛的妇女

重建了黄鹤楼。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黄鹤楼是于 1981 年 10 月动工，1985 年 6 月落成的。
黄鹤楼的形制自创建以来，各朝皆不相同，但都显得高古雄浑，极富个性。与岳阳楼、

在这里开了一家小酒店，一道士为了感
谢她千杯之恩，临行前在壁上画了一只
鹤，告之它能下来起舞助兴。从此宾客

滕王阁相比，黄鹤楼的平面设计为四边套八边形，谓之“四面八方”
。这些数字透露出古建

盈门，生意兴隆。天长日久，辛氏变得

筑文化中数目的象征和伦理表意功能。从楼的纵向看各层排檐与楼名直接有关，形如黄鹤，

越来越贪心，再也不把穷苦人放在心

展翅欲飞。整座楼的雄浑之中又不失精巧，富于变化的韵味和美感。
黄鹤楼度底层大厅正面壁上为一幅巨大的“白云黄鹤”陶瓷壁画，两旁立柱上悬挂着

里，甚至把老道也忘记了。
过了 10 年，道士复来，曲笛吹奏，
道士跨上黄鹤直上云天。辛氏后悔不
迭，决心痛改前非，就用全部家产在黄

一幅长达 7 米的楹联：

鹤矶头建了一座高楼，供游人登临观

爽气东来，云雾扫开天地撼；
大江东去，波涛洗净古今愁。

赏，也以此纪念老道和黄鹤。这楼就是
著名的黄鹤楼。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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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推荐线路
黄鹤楼景点示意图
1985 年 6 月重建开放的黄鹤楼公园，面积 10 余公顷。主要景点是黄鹤楼。公园新址西起与原省图书馆相邻的武昌路、东至中山路
的大半个蛇山。黄鹤楼南楼旧时有白云楼、安远楼、瑰月楼、楚观楼诸称，它与黄鹤楼、头陀寺、北榭并称为古时蛇山“四大楼台”。现
楼系 1985 年重建，位于公园南区黄鹤楼东南 185 米处。武汉正在着手规划整合琴台、龟山、蛇山、首义文化园区等资源，打造黄鹤楼风
景区，面积将达 12 平方公里，是现有黄鹤楼公园的 30 倍。

黄鹤楼公园景点示意图

黄鹤楼自助线路推荐
线路一：1 小时游览线路
适合人群：朋友、恋人
游览时间：1 小时左右
游览线路：

正门
黄鹤归来铜雕
落梅轩
毛泽东词亭
跨鹤亭

胜像宝塔
黄鹤楼
紫薇阁
南楼
紫竹苑

“三楚一楼”
宝铜顶
鹅碑亭
古碑廊
鹅池

云衢轩、凝翠阁
千年吉祥钟
白龙池
奇石馆、文苑
诗碑廊

揽虹亭、瞰川亭
白云阁
《九九归鹤》浮雕
搁笔亭、崔颢题
词图
南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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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导览图（图中红线所示）：

线路二：3 小时游览线路
适合人群：家庭、朋友、恋人
游览时间：3 小时左右
游览线路：

正门
黄鹤归来铜雕
杜鹃阁
岳飞功德坊

胜像宝塔
黄鹤楼
抱膝亭
四季牌坊

鹅碑亭

白龙池

古碑廊

奇石馆、文苑

鹅池

诗碑廊

“三楚一楼”

云衢轩、凝翠阁

费祎亭、吕仙洞、留云
亭
梅园
乖崖亭、一览亭
白云阁、涌月
台
《九九归鹤》浮雕
搁笔亭、崔颢题词图

揽虹亭、瞰川亭

石照亭、仙枣亭、百松园
奇章亭、岳飞铜像

落梅轩

紫薇阁

毛泽东词亭
跨鹤亭

南楼
紫竹苑

南大门

线路导览图（图中黄线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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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商城线路推荐

重庆到武汉旅游|武汉一日游|武汉黄鹤

武汉黄鹤楼、东湖高品质 1 日游

武汉黄鹤楼武大樱花 3 日游

楼一日游|（上酒店接）
门市价：200 元
欣欣价：170 元

门市价：288 元
>>立即预定

欣欣价：200 元

门市价：598 元
>>立即预定

欣欣价：578 元

>>立即预定

黄鹤楼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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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到达武汉
1、飞机

>>更多打折机票信息

开班时间：10:30 收班时间：15:30
发班时间：10:30、11:30、14:30、15:30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是武汉地区唯一的机场，离市区有 25 分

武昌至机场 票价：32 元

钟的车程。机场可以乘坐机场大巴或的士前往目的地。机场大巴线
路主要分为汉口线和武昌线，的士乘坐点在到达厅 8 号出口外。
机场大巴乘坐点在到达厅 9 号出口外。

停靠站点：汉阳古琴台、武昌付家坡客运站、武昌宏基客运
站
开班时间：09:00 收班时间：与机场航班同步

机场到武汉市区大巴时刻：

发班间隔：每 30 分钟一班

机场至武昌宏基客运站 票价：32 元
开班时间：06:10 收班时间：20:15

2、火车

发班间隔：08:15 至 20:15，每 60 分钟一班
正常运行时间：90 分钟
机场至武昌傅家坡客运站 票价：32 元
开班时间：06:00 收班时间：20:30

武汉主要有 3 个客运火车站，武昌站、汉口站和武汉站。其
中武汉火车站是新火车站，位于青山区，主要开行动车组和高铁列
车。武昌、汉口火车站为普通火车站，不开行高铁列车。
火车订票电话：027-95105105

发班间隔：07:00 至 20:30，每 30 分钟一班
正常运行时间：90 分钟
机场至美联假日酒店（原天安假日酒店） 票价：17 元

武汉铁路局客服电话：027-12306（主要提供铁路信息查询、
业务咨询、意见建议、投诉受理等服务）
。
武汉火车站（高铁站）

开班时间：06:20 收班时间：20:20

地址：武昌青山区白云路

发班间隔：06:35 至 19:35，每 30 分钟一班
正常运行时间：60 分钟机场至汉口金家墩客运站 票价：17
元

交通：234、525、551、610、643 等路可到，武汉火车站
下车。
武昌火车站

开班时间：06:05 收班时间：20:40

地址：武昌中山路

发班间隔：06:05 至 20:05，每 30 分钟一班
正常运行时间：40 分钟
机场至汉口民航小区（民航酒店） 票价：17 元
开班时间：6:20 收班时间：22：00

交通：34、74、222、402、507、511、518、518 通宵车、
529、556、561、564、570、571、577、777、805 等路车可
到，武昌火车站下车。
汉口火车站

发班间隔：循环发班，每 30 分钟一班

地址：江汉区金家墩

正常运行时间：25 分钟
机场至武汉火车站 票价：37 元
开班时间：12:10 收班时间：17:10
发班时间：12:10、13:10、16:10、17:10

>>更多火车时刻信息

交通：9、10、38、79、509、512、519、533、536、542、
545、547、561、604、605、803 等路车可到，汉口火车站下
车。

正常运行时间：70 分钟

武汉市区到机场大巴时刻：
汉口至机场 票价：17 元
停靠站点：民航小区、汉口金家墩客运站、美联假日酒店（原
天安假日酒店）
开班时间：09:00 收班时间：与机场航班同步
发班间隔：每 30 分钟一班
武昌至机场 票价：32 元
停靠站点：汉阳古琴台、武昌付家坡客运站、武昌宏基客运

欣欣小贴士：
武汉主要火车站之间的交通
武昌站到汉口站：可乘坐 10 路双层巴士，10 路
车的起点站是武昌火车站，终点站是汉口站，车程
一个半小时左右。
武昌站到武汉站：步行至武昌火车站东广场站，乘
坐 540 路下行，在武汉火车站下车可到，车程约 2 个
小时左右。
汉口站到武汉站：步行至汉口火车站银墩路站，乘
坐 610 路，在武汉火车站下车可到，车程约 2 个小时
左右。

站
开班时间：09:00 收班时间：与机场航班同步
发班间隔：每 30 分钟一班

水路轮船

武汉火车站至机场 票价：37 元

武汉是我国长江沿岸最大的中转港之一，由于船运速度较慢，

停靠站点：武昌徐东销品茂、武汉火车站

近年来乘船去武汉的旅客已明显较少，因而现在的客轮班次
也减少了很多，如果要乘长江客船的话最好问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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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市内到黄鹤楼交通

楼主要景点介绍
1、公交

3、个体小巴

>>更多公交信息查询

公交车均为无人售票，前门上，后门下，乘坐空调车

武汉 还有 一种 个体 经营 的

票价为 2 元，普线票价为 1.2 元，电车票价为 1 元，车上不设零

小巴，招手即停，很适合坐

钱，记得备好零钞。

短途。全程票价 1 元，夏天

1 路短途 汉阳文化宫——黄鹤楼——水果湖

1.5 元。这类巴士很晚都有。

10 路 武昌火车站→千家街→首义路→黄鹤楼→龟山→古琴台→武胜路(新华书店)→航空路→青年路

电车 武汉的电车共有 8

→机场河→常青路→汉口火车站

路，穿行于武汉三镇，票价

黄鹤楼位于武汉市武昌区蛇山西山坡特 1 号，除上面两路公交外，还可乘 11、306、308、514、530、

为 1 元，持武汉通可打八折

539、542、554、573、607、717、804 路公交到达。

优惠。

4、出租车
2、武汉旅游专线车

新车型（凯旋）起步价为 8

市内旅游巴士：武汉有 4 字头的市内一日游公交车，实行两种票制：普票上车 2 元，一票到底；通票

元（2 公里），超出每公里

5 元，当天内可在本线路任何一站上下车。冬夏冷暖空调开放，不再加价可在车上购买沿途各景点 6

1.6 元；其他车型起步价为

－9 折的门票。长假期间车上还备有导游人员。

6 元（2 公里），超出每公

401 旅游线路：二七纪念馆－古德寺－八路军办事处－八七会址－胜利饭店－武汉客运港－江汉路步

里 1.4 元。另外，还要加上

行街－龙王庙－铜人像－古琴台－归元寺－龟山电视塔－黄鹤楼－红楼－长春观－宝通寺－东湖梅园

1.5 元的燃油附加费。武汉

－磨山楚城－东湖沙滩浴场

出租车叫车电话：12580，

402 旅游线路：武昌火车站－红楼－黄鹤楼－龟山电视塔－古琴台－武汉客运港－八七会址－滨江公

费用 除需 支付 车费 和燃 油

园－解放公园－东湖梨园－鸟语林－省博物馆－东湖梅岭－放鹰台－东湖梅园－武汉植物园－东湖钓

附加费外，还有 2 元钱的叫

鱼台

车费。

黄鹤楼门票及开放时间
春、秋季作息时间

3 月 1 日一 3 月 31 日、10 月 1 日一 11 月 9 日

景区大门开放时间

7：30

开门售票

17：45

停止售票

18：00

保洁

7：30

开门验票

17：55

停止验票

18：00

保洁

主楼开放时间

8：00

开门验票

18：15

停止验票

18：45

保洁

黄鹤楼美术馆开放时间

8：00

开门

18：00

保洁

夏季作息时间

4 月 1 日一 9 月 30 日

景区大门开放时间

7：00

18：45

保洁

开门售票

18：30

停止售票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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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主要景点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jianghuabc

黄鹤楼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jianghuabc

落梅轩

黄鹤楼，中国历史文化名楼、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其它两大
名楼分别是湖南的岳阳楼、江西的滕王阁），国家旅游胜地四十佳。
黄鹤楼是古典与现代熔铸、诗化与美意构筑的精品。它处在山川灵
气动荡吐纳的交点，正好迎合中华民族喜好登高的民风民俗、亲近
自然的空间意识、崇尚宇宙的哲学观念。登黄鹤楼，不仅仅获得愉
快，更能使心灵与宇宙意象互渗互融，从而使心灵净化。这大约就

落梅轩虽是一座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但外表酷似木
制的重檐翘角、吊楼、撑拱、漏花窗、缤纹格门窗、木雕挂落、景
门以及抱鼓石、卷棚屋面、赭色琉璃瓦等，都给人以历史久远、古
色古香的印象。一楼靠西的部分为古乐宫，是黄鹤楼编钟古乐团的
演奏场所。

是黄鹤楼美的魅力经风雨而不衰，与日月共长存原因之所在。与滕

表演名称：编钟表演

王阁、岳阳楼并列江南三大名楼。

表演时间：每场大约 15 分钟，时段分别是 10：00，11：40，
14：20，16：00。
表演提醒：演出是免费的。可是如果太早入场霸位子，是要消
费的，最低消费 5 元。

费祎三柱亭
唐阎伯理所作的
《黄鹤楼记》云：“费
祎登仙尝驾黄鹤返憩
于此，遂以名楼。”
后人曾把费祎和子安
合成一人，同时将
“驾鹤”的情节渲染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jianghuabc

得曲折离奇。费祎亭

白云阁

为通体花岗岩石建

坐落在蛇山高观山山顶，在黄鹤楼以东约 274 米处，海拔 75.5

造，三柱歇山式顶，

米，阁高 41.7 米，是观赏黄鹤楼、蛇山、长江的极佳景点。白云

亭名由著名画家钱绍

阁历史上曾是南楼的别称，阁名源于唐代诗人崔颢“黄鹤一去不复
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诗句。1992 年 1 月竣工的白云阁，外观
为塔楼式，呈“T”字型，坐北朝南，占地面积 695 平方米，阁名
由史学家周谷城书写。

武书写。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jianghuabc

位于黄鹤楼以东 132 米处，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于 1991
年重建。亭名取自“崔颢题诗李白搁笔”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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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欣欣会员—jianghuabc：32 米芾拜石，人称石“痴”。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jianghuabc：院内景色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jianghuabc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jianghuabc

“鹅”碑亭

九九归鹤图浮雕

在黄鹤楼以东 245 米处，有清代流传下来在武昌蛇山黄鹄矶

在黄鹤楼东南 240 米处，位于景区白龙池边，是国内最大的

的一笔草成的“鹅”字刻石一方，传说书圣王羲之在黄鹤楼下养过

室外花岗岩浮雕。整个雕塑呈红色，99 只仙鹤呈现种种不同的舞

鹅群，有次情不自禁写下此字。1986 年，风景区将依拓本重新制

姿。浮雕依蛇山山势呈不等距 Z 形，全长 38.4 米，高 4.8 米，云

作的鹅字碑立于形如弯月的鹅池东端，在碑的北侧建一石拱桥，并

蒸霞蔚，日月同辉，江流不息，生机盎然。99 只不同动态的仙鹤，

以碑作亭壁，建六角亭，亭以碑名。

和谐分布在松、竹、海、灵芝、流水、岩石、云霞中。

千禧吉祥钟

毛泽东词亭

身重 20 吨，蒲牢 1 吨，取 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连接之意，

在南楼东南侧，黄鹤楼东南 206 米，白云阁西南 90 米处。

钟体材料为铜合金，含黄金 2.1 公斤，银 8.4 公斤，它是明朝永乐

词亭于 1992 年建成，坐北朝南，长宽各 6.6 米，高 9.5 米，为四

大钟以后我国铸造的最大铜钟。大钟外形为裙边圆钟，口部直径 3

角攒尖重檐舒翼，亭中央矗立一高 3.2 米，宽 1.8 米的大型青石碑，

米，高约 5 米。

南北两面分别镌有毛泽东 1927 年春登蛇山时填写的《菩萨蛮.黄鹤
楼》和 1956 年 6 月畅游长江后填写的《水调歌头.游泳》。

黄鹤楼小故事

乾隆年间︐有三个

进 士 一 起 从 京 城 返 乡 一.
个是河南的︐一个是四川

的︐一个是湖北的 午.饭时
刻︐他们在一酒馆聚酒︐

------

谈起家乡的名俗景观︐均

夸口赞叹

."

河南进士道︓ 河
" 南
有个开封塔︐离天只有一

丈八

四川进士道︓ 四"川
有个峨嵋山︐离天只有三

尺三 ."
此时︐只见湖北进士

仍慢悠悠的吃着酒︐两人

目光齐刷刷向他投去︐湖

北进士呷了一小口︐大声

"

摇头晃脑︓ 湖"北有个黄
鹤楼︐半截伸在天里头 ."

两进士不服︐都说不

可能︐要罚湖北进士酒︐

湖北 进士 仍慢 吞吞 道︓

若不信︐乘船游 ".
湖北进士通晓天文

地理︐能观星象︐知道三

日后即有大雾︐便邀约两

人游江︐及至长江黄鹤楼

脚下︐此时黄鹤楼上大雾

弥漫︐顶端全像是没入云

里︐ 两人 便齐 赞︓ 湖" 北
的黄鹤楼果然名不虚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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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诗碑廊
黄鹤归来铜雕
位于黄鹤楼以西 50 米的正面
台阶前裸露的岸石上，由龟、
蛇、鹤三种吉祥动物组成。龟、
蛇驮着双鹤奋力向上，黄鹤帽
脚踏龟、蛇俯瞰人间。该铜雕
高 5.1 米，重 3.8 吨，系纯黄
铜铸成。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jianghuabc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徐小妹儿

黄鹤楼东南 210 米，环绕景区鹅池四周，碑刻内容为当代国
内书画名家书写的历代名人吟咏黄鹤楼的诗词名句(亦有部分当代
诗作)。碑墙上共嵌有石碑 124 方，根据真迹描摹镌刻。

黄鹤楼住宿
黄鹤楼景区内不提供住宿，但是黄鹤楼所在的城市武汉市，住宿相当方便，而且性价比很高。

黄鹤楼附近住宿推荐：

武汉艳阳天新荆楚酒店（黄鹤楼店）

简介：武汉艳阳天新荆楚酒店(黄鹤楼店)位于

顾客点评：酒店位置不错，离黄鹤楼、解放路

国家 5A 风景区------黄鹤楼旅游景点旁，地

商业街都很近，还有立体停车场，房间也很温

处大桥下桥匝道与彭刘杨路交汇处，酒店距

馨，服务员态度也不错，我们在 10 楼可以看

长江大桥步行五分钟即到，与黄鹤楼仅隔一

到长江。可酒店的自助早餐只有一人份，酒店

条马路。

公共部位的卫生可以做做了，过道地毯有点
脏，楼梯间有点破旧…更多

欣欣价：209 元起

>>立即预定

简介：武汉布丁酒店连锁（黄鹤楼店）位于

顾客点评：里面的 wifi 很强力 属于便捷酒店，

武汉市武昌区彭刘杨路 251 号，西靠万里长

很干净，就是房间比较小。床单和被套是正反

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北倚武汉标志性景

红蓝色，很喜欢~

点黄鹤楼，东临湖北剧院，南与首义广场相

顾客点评：住的是大床房，房间小，卫生间木

接，步行到黄鹤楼仅 5 分钟。

有门，洗漱用品也没有，不过蛮符合布丁酒店
的定位的，总体来说还是满划算的…更多

武汉布丁酒店连锁（黄鹤楼店）

欣欣价：162 元起

>>立即预定

简介：武汉梦江南商务酒店是武汉酒店发展

顾客点评：酒店地理位置很好，距离火车站尽

有限公司 2009 年投资，酒店倡导时尚简约、 两公里左右，最好的是酒店旁边就有一个小吃

武汉梦江南商务酒店

舒适自然的生活消费理念，房间典雅精细，

街，而且户部巷也可以靠走的方式到达，硬件

自然和谐，具有浓郁的欧陆风情，至力于“创

设施不错，不过浴室的半透明玻璃让我和同学

造物超所值的产

有点尴尬，总体很好！~…更多

欣欣价：165 元起

>>立即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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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附近美食
黄鹤楼哪里有美食
黄鹤楼所在城市武汉历史悠久，占尽九省通衢之利，这里有独具特色的菜肴和名目众多的风味小吃。武汉菜的花色品种较多，注重刀
工火候，讲究配色与造型，尤其以煨汤技术最为独到。著名的菜点有清蒸武昌鱼、黄焖甲鱼、皮条鳝鱼、橘瓣鱼圆、洪山菜苔炒腊肉、黄
陂三合等。另外
初到武汉一定要吃的四样东西：
蔡林记的热干面、老通城的三鲜豆皮、小桃园的瓦罐鸡汤、四季美的汤包，这四家店都开在汉口的商业闹市区，而且还开了不少分店。
此外，汉阳归元寺里的素菜馆也很有名。

户部巷
介绍：武汉早点“第一街”户部巷位于武昌自由路，是一条
长 150 米的百年老巷，其繁华的早点摊群 20 年经久不衰。户部巷
的铺面以家庭为单位铺陈开来，楼上是住家，楼下是赖以生存的食
店，这里的早点够老，够味道。
推荐：石婆婆的热干面，徐嫂子的鲜鱼糊汤粉，陈家的牛肉
面，高氏夫妇的稀饭和煎饼，万氏夫妇的米酒，薄冰羊肉粉，江明
馄饨馆，李桃重油烧麦，四季美汤包，小张烤鱼，糯米包油条，蔡

江汉路
介绍江汉路上美食多，是无庸置疑，传统的武汉特色，现代
的时尚小吃，零食，这里应有尽有。
推荐：蔡林记、四季美、海员炸酱面，陈记炸酱面，严记烧
卖、老福庆和、老通城、婆婆家卤味、老汉口、泡沫剧等。
公交：14、15、16、18、521、530、529、539 等路车司
门口站下车步行可到。

林记热干面，贵哥卤肉卷等。
公交：14、15、16、18、521、530、529、539 等路车司
门口站下车步行可到。

硚口美食街
武汉硚口美食街位于硚口区中山大道顶端的桥口路上，连接
月湖桥，贯通沿河大道、中山大道、京汉大道、解放大道，美食街
全长 1500 米，其地处闹市中心。

吉庆街
介绍：当夜幕降临，吉庆街开始热闹起来。如今到吉庆街吃

推荐：小蓝鲸、艳阳天、谢先生酒楼、快乐海鲜市场等店，
以及皮条鳝鱼、橘瓣鱼圆、黄陂三合等特色菜。
公交：公交 2、电车 3 路、电车 5 路(外环)、电车 5 路(内环)、

宵夜、看表演，也成了到武汉旅游一个不可错过的项目。改造后的

546、548、549、558、604、621、716、720、737、802、806

新吉庆街没了老吉庆街的露天排挡，改而转为室内经营。而老吉庆

路均可到达，宝丰路站下车即到。

街也依然还在，大排档也仍然很多人光顾。
推荐：
新吉庆街：新兴大酒楼、巨浪食坊、郭美美、巴蜀巷子、又
一掂等。
老吉庆街：歪歪、元元、阿才、第一家、芳芳等大排档。
公交：乘坐 30 路公交或 2、3 路电车永红村站下车，步行可
到。

首义园美食街
首义文化园小吃街坐落在武汉市武昌彭刘杨路东端，紧邻首
义广场，全长 135 米，店面 60 家，共经营 300 多个小吃品种。
推荐：蔡林记、四季美、五芳街、谈炎记、老谦记等老字号
以及汽水粑粑、孝感米酒、炸鸭腿等美食。
公交：乘坐 10、402、507、556、561 等路车首义路阅马
场站下车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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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美食推荐
热干面
热干面的问世纯属一个偶然的机会。约在 70 年前，汉口长堤
街关帝庙一带有个姓李的熟食小贩，因脖子上长了一个肉瘤，别人
称他“李包”。他原来卖的是凉粉和汤面。有年夏天，他 沿街叫卖
一天后回到家中，还剩下不少面条。他怕馊了，便把面条煮了一下，
捞起来凉在案 板上，谁知不小心碰翻了麻油壶，油全都泼在面上。
李包懊丧之余，灵机一动，便索性将面 条与麻油拌匀，然后扇凉，
第二天一早就拿去上市。他将面在水里烫了几下，捞起来放在碗 里
加上佐料卖给顾客。有人问：“这是么事面?”李包脱口而出：
“热
干面”，这一天的面 条比哪天都卖得好，一个新的小吃便在偶然的

黄州东坡肉

失手中诞生了。
黄州东坡肉系苏轼发明，故名东坡肉。东坡肉用五花肉做主
料，每斤肉切成四四方方的八块，先用旺火烧，再用小火焖。它的
特点是：色泽酱红，汤肉交融，肉质酥烂如豆腐，入口不油不腻。

武昌鱼
武昌鱼属名贵淡水鱼菜。早在 1700 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已饮
誉大江南北。以武昌大中华酒楼最著称。代表名英“清蒸武昌鱼”、

江陵散烩八宝

“海参武昌鱼”、
“油焖武昌鱼”等更是脍炙人口。特别是毛泽东主
席“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著名诗句发表后，更使武昌鱼驰

江陵散烩八宝亦称八宝饭，是用糯米、红枣、莲子仁、桂元
肉、密樱桃、瓜子仁、糖桂花、密冬瓜、苡仁米等蒸熟制成坯，再

名中外。
用武昌鱼可以烹制出数十种不同风味的鱼菜，如清蒸武昌鱼、
花酿武昌鱼、蝴蝶武昌鱼、茅台武昌鱼、鸡粥奶油武昌鱼、红烧武

加白糖、猪油散烩而成。它色泽光亮，香甜滋润，油而不腻，甜而
不厌，被赞为“浅盏小酌细品尝，离席数时回味长”。

昌鱼、杨梅武昌鱼、白雪腊梅武昌鱼等，其中尤以清蒸武昌鱼烩炙
人口，清香扑鼻，肉嫩味鲜，已是驰名中外的上等好菜。
“清蒸武昌鱼”是选用鲜活的樊口团头鲂为主料，配以冬菇、

四季美汤包

冬笋、并用鸡清汤调味。成菜鱼形完整、色白明亮、晶莹似玉；鱼
肉鲜美，汤汁清澈，原汁原味，淡爽鲜香。鱼身缀以红、白、黑配
料，更显出素雅绚丽，外带姜丝麻油，香气扑鼻。

“四季美”是坐落在汉口中山大道 992 号(江汉路口附近)的
一家小吃店的店名，该店的汤包制馅讲究，选料严格，先将鲜猪腿
肉剁成肉泥，然后拌上肉冻和其他佐料，包在薄薄的面皮里，上笼
蒸熟，肉冻成汤，肉泥鲜嫩，七个一笼，佐以姜丝酱醋，异常鲜美。

瓦罐鸡汤
武汉小桃园的瓦罐鸡汤有着其独特的风味，其原料为产于黄
陂、孝感一带的肥嫩母鸡。将鸡块投入油锅爆炒，再倒入盛有沸水
的瓦罐内，用旺火煮熟，小火煨透。鸡汤鸡肉软烂，汤浓味鲜，是
老人、病者、产妇喜爱的滋补品，也是宴席上的佳菜肴。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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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特产购物
武汉特产

武汉特产到哪里买

武汉特产有很多，分为武汉特产小吃、

武汉市主要分为汉口、武昌、汉阳三大购物中心。

武汉工艺品、蕲春“四宝”。

1、如果你想买世界名牌、顶级商品，那就去汉口。

武汉特产小吃：麻烘糕、孝感麻糖、
武昌鱼、老通城豆皮、小桃园煨汤、四季
美汤包、孝感麻糖、孝感米酒、咸宁桂花、

汉口是武汉最为繁华的地段，是购物的天堂，有人潮如织的江汉路步行街、年轻时尚
的地带——民众乐园、商贾云集的汉正街批发市场、全新街服饰一条街等。
2、如果你想买些武汉传统的土特产如麻烘糕、孝感麻糖，还有精武鸭颈，武昌鱼等都

面窝、金黄蜜枣、沙湖盐蛋、荆州八宝饭、
青山麻烘糕、洪山菜苔、长春太极饼。

在武昌。武昌主要有街道口、广埠屯、司门口等多个购物区，可分为三大商业圈。
徐东商圈，徐东商圈新兴高档住宅多，商业配套齐全，是武昌重要的商业中心。

武汉工艺品：江陵仿古漆器、绿松石
雕、武汉铜锣
武汉蕲春“四宝”：蕲蛇、蕲竹、蕲龟、
蕲艾。蕲蛇，具有十分重要的药用价值。
蕲龟是中国境内极为少见的一种乌龟品
种。蕲艾是一种特产中药材，蕲竹则用于
生产日用品和竹制工艺品。

中南商圈，紧靠水果湖、洪山广场、丁字桥的众多高端小区，与黄鹤楼、东湖毗邻而
居。
3、武汉第三个大镇汉阳主要分为钟家村商圈和王家湾商圈，其特点都是交通方便。
钟家村商圈，紧靠长江大桥汉阳桥头，交通便利，是汉阳区的核心商圈。
王家湾商圈，是武汉新兴的黄金商业圈。

攻略制作作者
本攻略由欣欣旅游网打造，并将定期更新，最新版本请关注欣欣旅游网黄鹤楼旅游攻略！如有批评建
议，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周边攻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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