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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中速览
绥中县隶属葫芦岛市，位于葫芦岛市的南部，濒辽东湾。东隔六股河与兴城市相望，南临渤

海，西与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接壤，北枕燕山余脉与建昌县毗邻。现辖 14 个镇，11 个乡。

面积 2764.9 平方千米，总人口 63 万人（2008 年）。有汉、满、蒙、回、朝鲜等民族。

绥中县境内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西部山地约占全县总面积的 1/3，较高的山峰有平顶山

（海拔 925 米），龙门山和三山，中部为起伏平缓的丘陵，东南为平原和低洼地。河流有

六股河及其支流黑水河、王宝河。此外，还有九江河、狗河、石河、猫眼河等大小河流百条。

一般都源短流急，季节性比较明显。

绥中县地处关内外咽喉地带，交通便利。京哈公路、沈山线铁路、秦沈铁路客运专线贯全境

西东，绥在克公路穿越县境东北往兴城、建昌及河北省。此外，县乡公路把县内各乡镇连接

起来。绥中港是绥中地产货水运码头，规模为 3000 吨级泊位，年吞吐量 55 万吨，为全县

海上货运、振兴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绥中县山川秀丽，名胜古迹颇多，自然景观独具风采。位于李家乡境内的京东首关“九

门口”，建于明洪武 14 年，是明代长城中的重要关隘之一。它飞跨河谷，险峻雄奇，号称“水

上长城”，是中国古长城中的一绝。位于渤海岸边的秦汉宫遗址，已被国务院列为重点文物

保护对象。深山峡谷中的妙峰寺双塔、蔚为奇观的前卫歪塔、水光潋滟的将军湖、以及老虎汀、

下屯、新庄子、汤口等四大温泉等，构成了著名的游览胜地。绥中海域宽阔，是理想的天然浴场。

绥中之所以如此令人向往，还因为她有悠久的历史，有让人流连忘返的诸多名胜古迹。

秦汉遗址-碣石宫，曾让三国时期的曹操诗兴大发，留下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千古名句。

碣石也被当地人称为“姜女坟”，千百年来屹立海中，向人们讲述着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京东首关——九门口，不仅因李自成与吴三桂在此的一片石漉战奠定了大清近三百年的历史

而闻名于世，更因其构造独特，呈“水在城下走，城在水上游”之势而有“水上长城”之誉。

这里还有鲜为人知的徐福东渡入海处，还有深在海底的明代沉船。

此外，７５公里的海岸线水碧砂白，如今已建成首钢疗养院、金沙湾渡假村等多处精美园林，

可供朋友们避暑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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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hts景点

九门口长城

九门口长城坐落在辽宁省绥中县李家乡新台子村境内，距山海关 15 公里，

全长 1704 米。其南端起于危峰绝壁间，与自山海关方向而来的长城相接。

自此，长城沿山脊向北一直延伸到当地的九江河南岸，在宽达百米的九

江河上，筑起规模巨大的过河城桥，以此继续向北逶迤于群山之间。“城

在水上走，水在城中流。”便是人们对九门口长城的形象描述。

九门口，古称一片石，明代以前就是京奉之间的交通要道。到明太祖（朱

元璋）洪武十四年（1381 年），由大将徐达主持修建蓟镇长城。修筑长

城后，一片石关被九门口关代替，成为关内外交通的重要门户。1644 年，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与吴三桂所引清兵曾在这里展开著名的“一

片石之战”。1922—1924 年，直奉两系军阀在此进行拼杀。解放战争

时期，人民解放军也曾浴血激战九门河谷。古今战场轶事使九门口长城

更加著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九江河上的过河桥独具特色，在百米宽的河道上，外用巨大条石包砌起 8

个梭形桥墩，形成 9 个水门，城桥上部是高峻的城墙，亦如其他长城墙体。

九门口长城过河城桥下的宽阔河床全部用方整的大石块铺成，石与石间

用铁腰咬合，形成规整的石铺河床，望去犹如一片石，所以九门口长城

又被称为“一片石关”。　

据文献记载，九门口长城始建于北齐 ( 公元 479-502 年 )，现存的九门口长

城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 (1381 年 )，其后又进行多次修复。近年来进行考古

发掘，出土了铁炮、石炮、青花瓷碗、大缸等大批文物，反映了明代军事防

御情况和军士驻守长城的生活。据当地文物部门研究人员介绍，九门口长城

拥有一个严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在历史上素有“京东首关”之称，是兵家必

争之地。明末李自成就是在这里与吴三桂决战时，遭遇清兵夹击而败北的。

九门口长城，因其城桥下有九个泻水城门而得名，水势自西向东直入渤

海，气势磅礴、壮观，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完美结合，因而享有“水

上长城”的美誉，2002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中国东北地区唯一

的世界文化遗产。

九门口长城

绥中海滨

绥中海滨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素有关外第一县之称。绥中山川秀美，

历史悠久，众多历史古迹和自然景观容为一体，这里拥有着 75 公里的海

岸线，海水浴场水碧沙白、潮平沙白、宽阔无礁石，是理想的天然浴场。

zjiwill  绥中的海滨

①海滨必备品：墨镜、防晒霜、伞、游泳用具、泳衣、泳裤、泳帽、

水镜、浴巾、拖鞋、洗漱用品等。

②海鲜食物较多，请注意食品卫生，自备腹泻药品（海鲜与水果、

啤酒不能同食）。

③为确保安全，严禁酒后下海、海滨游泳量力而行，请不要进入

深水区域。

④照相机、摄像机电池、胶卷、带子、充电器准备充分。注意不

要让沙子、海水进入照相机、摄像机等。

止锚湾碣石

碣石位于绥中县城西 56 公里处的止锚湾海滨，距山海关 15 公里，长

10 公里。这里风光秀丽，气候宜人。海水清澈见底，水浅波轻，海滩宽

阔平缓，白沙细腻无泥，海中无礁石。海滨浴场的海底坡缓，距岸边百

米之外海水仅齐胸深。止锚湾东侧的海域浅水区，海底坡度更缓，水拂

脚面，极适于儿童游玩。

在距岸边 200 余米的海面之中， 耸立着三块巨大礁石，高出海面约 20

余米 . 民间传说为孟姜女投海葬身之处 . 每逢落大潮， 从岸边到礁石隐约

现出一条巨石铺就的海中栈 道，可直达礁石脚下。在姜女坟的东西两侧

海岸，各有一峭壁伸向海面，东侧叫红石砬子，西侧叫黑石砬子（又称

黑山头），象两条巨龙静卧在海中 , 构成似＂二龙戏珠＂（海中礁石）的

独特景观。近年来，经过考古发现证明，姜女坟就是当年秦始皇、汉武帝、 

魏武帝＂东临碣石 , 以观沧海＂的碣石 , 红石砬子、黑石砬子和碣石正对

的石碑地都发现了秦汉皇帝巨大的行宫遗址。

前卫斜塔

前卫斜塔，古称瑞州歪塔，坐落在绥中县西南 27 公里处前卫镇内。此

塔建于北魏，距今已有 1400 多年。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斜塔高 10

米左右，塔身为青砖砌成，实心单项，分三级呈八角形。斜塔虽经千年

风雨的腐蚀，但塔身上的砖雕图案花纹仍清晰可见，此塔虽不高耸入云，

但昂首望去，飞檐凌空，却也雄伟壮观。

意大利比萨斜塔是世界闻名的斜度最大的斜塔，其斜度为 5.3 度，然而

前卫斜塔的倾斜度为 12 度。塔尖移位 1.7 米，斜而不坠，歪而不倒。塔

身从何时倾斜无从查考，但对斜塔的加固，曾有过记载。《绥中县志》记载：

“其尖歪而不坠，后经羽士以砖石其基愈固”。“斜塔不倒”是前卫一宝，

一九七六年虽经强烈地震，斜塔不但未倒，也未出现裂痕。

提起斜塔，人们脑海中首先会闪现出意大利比萨斜塔的形象。该塔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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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数百年不倒而闻名于世，更由于伽利略的“两个铁球”自由落体实

验而被写进了中学课本。比萨斜塔虽然知名度很高，但并不是世界上倾

斜度最高的塔。其实，“世界第一斜塔”是位于葫芦岛市绥中县前卫镇

的前卫歪塔。前卫歪塔不仅比意大利比萨斜塔早落成 300 多年，而且它

的倾斜度超过了比萨斜塔和中外任何一座斜塔，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

一斜塔”。为此葫芦岛文物专家大声呼吁，保护前卫歪塔刻不容缓，应

该尽早将这一斜塔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前卫歪塔何时建成至今是谜前

卫歪塔建于何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些宣传材料上说建于北魏，

对此文物专家们已经予以否定，因为从该塔建筑风格来看应为辽代所建。

由于缺乏史料依据，又无碑碣出土，前卫歪塔的具体建筑时间至今仍是

个谜。当然，也不能排除地下水侵蚀、风力等因素影响。相比之下，意

大利的比萨斜塔则是由于人为的设计失当而逐渐倾斜。 　　

相对于同一时期的其他石塔，前卫歪塔的规模并不算大。它是一座实心

密檐式砖塔，石筑塔基，砖砌塔身，分三级呈八角形，塔身有砖刻佛像、

花纹、狮子头等图案，刀法精湛，线条极其清晰。歪塔为单顶，顶部原

有顶盖，现已塌陷残缺。塔身上原有的飞天砖雕和塔身佛龛中的佛像都

已经被盗毁无存。前卫歪塔现存塔高约 10 米 ( 顶部残缺 )，据《绥中县志》

介绍，早在 30 多年前的测量结果是，塔身向东北方向倾斜 12 度，塔尖

移位 1.7 米。数百年来，虽然几经地震与洪水侵袭，该塔始终斜而不坠、

歪而不倒，因而素有“怪塔”之称。如今当人们站在塔旁仰视，会感觉

斜塔似乎要迎面倒下，着实让人惊心动魄。 　　

前卫歪塔倾斜度堪称世界第一从倾斜度来说，前卫歪塔堪称世界第一。

著名的意大利比萨斜塔倾斜度为 5 度 40 分，我国的上海松江县天马山

护珠塔倾斜度是 6 度 52 分，南京方山定林寺塔的倾斜度是 7 度 59 分

54 秒，较前卫歪塔的倾斜度都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前卫歪塔是当之无

愧的“世界第一斜塔”，完全有资格去“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前卫

歪塔堪称我国斜塔建筑中的瑰宝。应该承认，前卫歪塔在旅游品牌包装

方面显得落后许多，以至于多年来“养在深闺无人知”。

冬凌草  前卫斜塔

天龙寺海滨度假区

天龙寺旅游开发项目设有六个功能区：　　

1、宗教旅游区；　　

2、休闲度假区；　　

3、海滨娱乐区；　　

4、商贸区；　　

5、民族风情旅游区；　　

6、保健医疗区。

天龙寺海滨度假区建成后，将是全国独有的寺庙和海滨集于一体的度假

休闲娱乐区。通过寺庙宗教文化向人们展示绥中的风土、民族以及浓厚

的文化生活氛围。

妙峰寺双塔

妙峰寺双塔位于绥中县永安堡乡塔子沟村，建于辽乾统年间。两塔之间

相距 50 米，西塔高约 24 米，东塔高约 10 米，结构、雕刻基本相同。

塔身雕刻精细，形态端庄，形象生动，姿态各异。周围景致极为秀丽，

山峦起伏，丛绿滴翠，桑柏如织。现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小河口长城

小河口长城坐落在绥中县永安堡乡西沟村一带雄险陡峭的燕山山脉上，

是冀辽两省的分界线。这段长城大约 8.9 公里长，约有 31 座敌楼、18

座战台、14 座烽火台。据史料记载，小河口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公

元 1381 年），已有近 700 年的历史。

跳石沟

跳石沟位于绥中县范家乡境内三山脚下，这里的原始次生林区方圆百里，

沟深幽静，树木葱郁，奇松怪石。一年四季景色各异，是其它季节性、

单一性景区所不能比拟的。

进入跳石沟的第一道景观就是三山脚下的条石水库，两坝挟青山，深沟

出平湖，山围水，水映山，美不胜收。

更引人入胜的则是鱼小姐宫。方圆十几公里，古木参天，怪石林立，一

块巨石之下，一潭清水，如同一块明镜，水中游鱼悠闲自得。更有一种

怪鱼，在鱼小姐宫北面，海拔约 550 米的高山顶峰的天池中。全身无鳞

而有绒毛，身长约 1.5 厘米左右，脊背呈红褐色，鱼腹呈白色，且生有

两排细足，眼似鱼环眼，目鼓而溜圆，鱼尾似燕尾，呈扇形，被称为“跳

石沟五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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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古城

前所古城位于绥中县城西 42 公里处，原称急水河堡或中前所，1931 年

改现名。城西有强流河，蜿蜒清澈，绕城而过。 该城建于明宣德三年（1428

年），是指挥叶兴所建的千户所。城基本呈正方形，东西长 510 米，南

北宽 502 米，墙高 10 米，设三个城门，无北门，上建真武庙，已毁于

兵火。各城门原建有罗城（又叫瓮城），现唯有西门罗城尚存。前所城

是关外第一所城，扼据要冲，形势险要。明清交战时，明朝派总兵在此

把守。明代在关外曾建有 125 座所城，前所城是唯一保存较完整的一座。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曾把前所城作为攻击山海关的重要阵地。

前所古城是坐落在辽西走廊这个纽带地区特殊地理位置上的古城，它不

仅反映了当地历史科学和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北方与南方在

历史上、军事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密切往来。前所古城是明代所城的

典型代表，它详实见证了明代中晚期辽西地区的军事活动，有着极高的

历史研究价值。

朱梅墓园

朱梅墓园地理环境优越，南临渤海，与姜女庙遥遥相望，西面是九门口

长城，有沈山铁路和公路经过，交通方便。

墓园前后长达 300 余米，前部有分列左右的一对石华表，后边是一对石

狮子，再后是一座高大的石坊。石坊是四柱三搂式，单檐庑殿顶，主楼

四朵斗拱，侧楼两朵斗拱。主楼最上面刻有“圣旨”二字，下面额匾刻

有“名勒燕然”四字，最下面的刻字为“左柱国恃进光禄大夫赠太子大

保前经理军务镇守蓟辽地方五桂将军印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左都督海峰朱

公成恩坊”，主楼背面刻有四个大字“华表忠熏”。石坊为青色花岗岩

建造，上面雕飞凤、奔龙、鱼、马、羊、鹿等图纹，气势雄伟，结构严谨，

雕饰精美。石坊后面是石制墓园门，园内中间有石铺甬道，两侧是四对

石狮、石羊、石马和石人，造型生动逼真，石刻技艺精良。再前面有石

雕龟跌座的高大龙首碑四通，其后有圆首碑两通。最后就是土筑的朱梅

的坟茔，坟茔直径 5 米多，高达 2 米多。墓前有一个石雕墓表，上面刻

有阳文楷书十行，每行五个字，其文字是“明浩赠左柱国特进光禄大夫

太子太保前经理军务镇守蓟辽等处地方五桂将军印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左

都督海峰朱公墓”，字体浑厚有力。

住宿 Sleep

绥中当地的农家院有很多，规模有大有小，价位也不一样，不过在旅游

旺季，还是建议提前预定。

萱鹤楼旅馆

萱鹤楼旅馆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万家镇址苗湾村。为二层独楼，

共有 16 个客房，其中：3 人间 14 个，6 人间 2 个，可同时容纳 56 人。

客房中有洗手间、淋浴设备、彩电、空调等一应俱全。院内停车，夜宿无忧。

饮食讲究，聘请知名厨师。居住条件，堪称一流。

电话：0429-6485292   0429-6485619

其他联系方式：手机 :13998978635

二嫂海鲜农家院

特色：这里海水清澈，沙滩柔软，是纯天然的海滨浴场，新鲜的海鲜，

住宿干净，整洁。

地址：绥中县前所镇洪家村

其他联系方式：绥中二嫂 :13464517563

海趣渔家旅馆

特色：地理位置优越。海趣渔家可以为您提供餐饮、住宿、渔场、出海观光、

捕鱼、沙滩排球等娱乐项目，是您假日休闲避暑的好去处。

地址：辽宁省绥中县万家镇止锚湾村墙子里

电话：0429-6485280

其他联系方式：王庆田 :13842967970

悦馨平台 ( 渔家宾馆 )

特色：交通便利、购物方便、游泳方便，是您理想的居住地。

电话：刘立堂 :0429-5621288

餐饮 Eat

特色美食

绥中石磨豆腐

凡是来葫芦岛旅游的外地游客都要品尝一下绥中的石磨豆腐。 如今，绥

中石磨豆腐已经成了葫芦岛的名吃

绥中白梨

绥中白梨，栽培历史久远，品质优良，产量较高，驰名关内外。现在绥

中西北秋子沟一带仍有 300 年以上的老龄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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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兴城——北京（车程约 5 小时）

D1

早 6：30 分军事博物馆集合，7：00 分在丰联广场，7：15 国贸大北写

字楼前往美丽的海滨辽宁绥中止锚湾（约 300 公里 4 小时抵达，请自备

午餐），抵达后沙滩自由活动自费享受各种娱乐设施（约 1.5 个小时）

这里沙细、水清风景优美。自由参观碣石宫遗址（免费），体会曹操当

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意境。

D2

兴城可早起海边散步、自由观日出。早餐后乘车前往天下一绝笔架山（车

程约 1.5 小时，往返船票自理，单程 13 元 / 人，游览约 2.5 小时），体

验天国神路、海门、山门、真人观、吕祖亭、太阳殿、五母宫、三清阁、

盘古文化广场等景点。观锦州港外景，中途乘车游览龙回头观海、葫芦

岛新貌、飞天广场，航天英雄杨利伟塑像。午餐后乘车赴全球保存得最

完好、规模最大的湿地 AAAA 级景区——红海滩风景区（含往返电瓶车），

游览碧波浩渺的苇海，参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水禽园（游 2 小时），

与美丽的丹顶鹤零距离接触，后参观辽西民俗馆，湿地展馆，了解湿地

之都盘锦。赴红海滩码头，参观妈祖庙，可乘船游览天下奇观——红海

滩（游船自理，快艇 30 元 / 人）。海滩嫣红似火，好似落下的红霞在海

路间燃烧。领略世界第一大芦苇荡的浩瀚，后参加苇海钓蟹，晚乘车返

回酒店。晚餐自费品尝海鲜烧烤。

D3

兴城早餐后游览葫芦山庄（门票 60 元 / 人自理，游览约 2.5 小时）（葫

芦园、游乐园、辽西民俗馆）游乐园中有空中溜索、水上浮桥、徒手攀岩、

迷宫及各种水上娱乐项目让你开心连连；葫芦园欣赏千余种珍奇葫芦艺

术品，还有葫芦烙画师为您现场表演。工艺品制作；辽西民俗馆讲述辽

西地区的百年历史，可以亲手操作织布机、纺车还可以参与互动拍照项目，

独具特色的辽西文化，还可欣赏特色的红卫兵表演。而后集合乘车前往

兴城，游览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古城堡——宁远古城（约游览 1.5 小时）

（明清一条街，祖氏石坊、钟鼓楼、城隍庙等免费）。

D4

早餐后乘船赴关外第一佛岛——菊花岛（船票，门票，倒站车共 130 元

/ 人自理，游览约 5 小时），游览八角井、菩提树、大龙宫寺、大悲阁遗址、

唐王洞、渤海观音、妈祖庙。岛上远观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第一个航空母

舰训练基地。或海滨自由活动。午餐后海产品超市自由购物，游览结束后，

乘车返回北京，结束愉快的海滨之旅。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自驾车

北京 - 绥中

从北京建国路上京通快速路，在东四环 / 京沈高速出口走东四环中路，

下北京欢乐谷 / 京沈高速 / 东五环 / 北戴河出口走京沈高速，下建昌 / 绥

中出口，前往 306 国道，在文化路稍向右转，上匝道走 102 国道，一

会就到绥中县。

绥中白梨特异品种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自然条件，一个是人

工创造。绥中的地貌构成是“六山一水三分田”，西北多山，土质疏松，

排水通气良好，气温雨量适宜，是白梨生长的优越客观条件。绥中的劳

动人民长期从事梨果栽培，不断地改良、选优，逐渐培育出具有地方特

质的优良果种。

绥中白梨

Tours线路推荐

周末自驾游 辽宁绥中看海

D1

6:00 集合 ,6:30 准时出发。 　　 走京沈高速。请提前在此地把油加满，

路上不再给加油的时间。 　　 12:00 左右抵达绥中，海鲜午餐。 　　 

14:00 选择合适地点扎营，午睡，或者海滨自由活动。这里的海水碧蓝、

沙子细白，是为数不多的海滨休闲、游泳的好地方。 　　 18:00 晚餐，

品尝海鲜餐。自助海鲜烧烤。 　　 22:00 HAM 可架设天线，做 HF，

或 UV 段通联。 　　 23:00 枕着细沙，闻着海腥，听着海涛入眠。

D2

5:00 愿意钓螃蟹的，起床参与钓蟹活动。早起观日出、海边散步。 　　 

7:00 没有玩够海水的，继续戏水。 　　 8:00 早餐后出发。 　　 9:00 

到达前所小河口长城，攀登素有女性长城的保存良好的明长城。 　　 

12:30 小河口刘福生家午餐，品尝辽西农家饭。 　　 14:30 重上京沈

高速返回沈阳，结束愉快的旅行。

D 傻 :“這個地方距離北京大約不到 5 小時車程，屬于葫蘆島市，海灘比

較安靜，去的人少，海水不是很好，住宿條件較差，洗澡嚴重不方便，

不過很幸運的我看到了黃昏的漁港和幾乎無人的海灘日出，滿足了！”

休闲四日游 看海看佛看民俗

D1：北京—绥中（车程约 4 小时），绥中—兴城（车程约 1 小时）

D2：兴城 - 盘锦红海滩（经葫芦岛）

D3：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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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

火车

很多城市都已经开通了到绥中北站或绥中站的火车。另外，也可以先坐

火车到山海关站后，在转车去绥中。

虽然是到绥中去，但坐火车到山海关要比直接到绥中方便些，绥

中止锚湾距离山海关火车站有 15km，距绥中火车站 60km。绥

中电厂海滨距离山海关火车站 25km，距绥中火车站 50km。( 绥

中浪沙农家院提供）

绥中站

有从大连、北京、青岛等城市来的旅客列车。

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站前街 4 号

绥中北站

有有哈尔滨、沈阳、北京方向的动车在此站停靠。

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西门北路 108 号

山海关火车站

往来于北京、上海等地的旅客列车。

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南关大街

电话：0335-5051844

到达交通：山海关市内乘坐 25 路、专 2 路公交可到

长途汽车

北京 - 绥中

北京祥龙赵公口客运站 16：00 到绥中的汽车，此班汽车经过秦皇岛 , 山

海关 , 绥中 , 锦州 , 盘锦 , 营口 , 庄河。

预售票问讯电话：67229491；67237328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绥中区内交通提醒

该地区最有代表特征的，当属未成年人驾驶无证无牌照的摩托车，风驰

电掣在各个路段！有的十六七岁孩子驾驶着大排量摩托车，像穿羊肉串

似的乘载四人同行！仿佛就像在街道上演杂技！由于几乎所有的摩托车

驾驶员都超速行驶，县、村级公路俨然成了 F1 赛道！

吃海鲜、洗海水浴使绥中成了京沈地区许多旅游爱好者自驾游的好去处。

由于外来车辆的增加，与当地如此交通状况的叠加，于是外来车辆与当

地摩托车发生刮刮碰碰的事件，就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只要是

发生了事故，无论是车辆有没有接触，哪怕是由于摩托车超速行驶刹车

不及倒地，倒霉的肯定是外来车辆！

所以，去绥中旅游，不管是自驾还是坐汽车或火车，在县城一定注意这

一点，以免不必要的麻烦！

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