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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八百里秦川”腹地，因山南水北皆为阳，故名。这里曾是古丝绸

之路的第一站，秦汉文化的发祥地，13 个王朝的都城，是“中国第一帝都”，与古代君王

有着千丝万缕的羁绊，历代功臣名将长眠于此，马嵬坡贵妃魂断发生于此，中华大地的中心

在于此。渭水悠悠，九嵕巍巍，似乎还在吟唱着“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

得猛士兮守四方”的种种情怀，然却抵不过时光的沧桑，朝代更迭、岁月变迁，昔日的帝王

早已作古，往日繁华已成过眼云烟，而那些绵延百里的帝王茔冢，那些精美的古代器物，也

皆数化为了岁月的印记，被深埋与黄土之下，等待着后世人的发掘和探索。

月徘徊  咸阳地方小，人不多，很安静，当地人有一股斯文又清高的气质，帮忙什么的都很热情。

咸阳速览 Introducing Xianyang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XIANYANG咸阳

更新时间：2014.08

最佳旅游时间  每年的 4-6 月和 9-10 月春夏、夏

秋相交之际，咸阳气候温和，多晴天，气温较适中，

可以更好的领略关中风采。

穿衣指南  咸阳是座四季分明的城市，春季温度在

15℃左右，穿衬衣 + 毛衣即可；咸阳夏季较热，温

度在 32℃左右，穿短袖短裤，做好防晒措施；秋季

在 20℃左右，雨水较多，带好雨具；冬季室外温度

较低，在 0℃左右，最好穿上羽绒服和厚棉衣，戴上

帽子、围巾和手套。

消费与汇率 咸阳消费水平不高，餐饮消费人均

30 元便能吃得很好，住宿方面，高档宾馆在 300-

400 元之间，经济型宾馆 100 元左右就行了，一天

下来，包含餐饮，每人花费在 150 元左右。

猫咪公主桑桑 袁家村

特别推荐 Special
探访古代帝王陵寝

咸阳有着悠久的历史，绵延百里的咸阳原上，共埋藏着 18 位君主，多达 27 座帝王陵寝和

400 余座的陪葬墓，在咸阳，你总能触碰到历史那早已褪去激情却仍缓慢规律跳动的脉搏，

感受咸阳感受过的辉煌，见证咸阳昔日所见证的繁华。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3中国系列

亮点 Highlights

天下名陵——唐昭陵

昭陵（见 06 页）是中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也是

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陵寝中的昭陵六骏驰名中外，唐墓壁

画精美珍贵，石碑、彩陶等大量文物都是这里成为当之无愧的“天下名陵”。

神秘的中国的大地原点

咸阳市泾阳县永乐镇石际寺村中，有一座八角形塔楼，这里便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见 07 页）所在地，中华大地经纬交织的分分秒

秒就是从这里算起。如果有幸用手触摸到那红色玛瑙标石上指甲盖大小

的十字，就等于你以按在了中华大地的“原点”上。

独一无二的夫妻皇帝和葬陵

乾陵（见 06 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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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帝陵前的无字碑和无头的 61 尊蕃臣

雕像都让这里增添了很多传奇色彩。乾陵是唐十八陵中主墓保存最完好

的一个，也是目前唯一没有被盗掘过的唐代皇陵，素有“唐陵之冠”的

美称。

造访中国最大博物馆

汉阳陵（见 04 页）博物馆依西汉阳陵陵园而建，馆藏包括南阙门遗址、

外藏坑遗址、宗庙遗址和考古陈列馆，是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博物馆。

Sights景点

咸阳文物古迹众多，来咸阳，你可以看看中国历史上唯一夫妻君主合葬

陵——乾陵，或是逛逛陵墓旁高科技的汉阳陵博物馆，抑或在袁家村走

走了解各色作坊里的手艺活……

渭城区

咸阳博物馆

咸阳博物馆创建于 1962 年，为国家二级博物馆，其馆址为明代（公元

1371 年）所建的文庙，主体由牌楼、前殿、正殿、后殿等建筑组成，整

座建筑雄伟壮观，至今仍保存完整。

博物馆内展示的珍贵文物包括汉代玉马、彩绘兵马俑，战国时期的安邑

下官锺、三彩单峰驼、北周至明清的碑石、墓志等，馆藏文物共计 2 万

余件，涉及咸阳历史、宗教、玉器、碑石等多个领域，对于了解咸阳的

历史及文化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中山街 53 号

费用：免费不免票（凭有效证件领票）

网址：http://xybwg.cn/

开放时间：8:00-17:30（17:00 后停止入场，每周一闭馆法定假日除外）

联系方式：029-33213015

到达交通：市内乘坐 7、19 路公交车至博物馆站下车后北走步行可到

用时参考：2-3 小时

咸阳古渡遗址

咸阳古渡即渭河渡口，渭河横贯关中，“咸阳古渡”美景始于秦朝，为

当时“秦中第一大渡”，后经秦、唐、明、清等朝代一直沿用至解放初期，

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明朝时，渡口以舟做浮桥，可常年通行。关中

诗人白纶曾作诗：“渭水黄华古渡来，山河表里几千秋。临流不见褰裳客，

冬自桥梁夏逢舟”，描述的便是这一胜景。

“咸阳古渡”正对城东门，渡口旁的青渭楼、龙王庙等建筑曾为古代过

往行客的憩息地，至今遗址仍在。新建成的渭河生态长廊以渭河为中轴线，

绵延 100 多里，旨在重现昔日古渡美景，使令游客怀古感今。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人民东路 122 号古渡公园

联系方式：029-33245637

到达交通：7、13、14、19、26 路等公交车可直达

用时参考：1-2 小时

凤凰台

凤凰台原为咸阳北城楼，始建于明代（公元 1371 年），传说秦穆公幼

女弄玉和箫史吹箫引凤至此而得名，也有其说因其整体建筑形似凤凰而

得名。凤凰台上有四座大殿，台上中殿前原有洞宇，后殿、东殿、西殿

内分别供奉无量佛像、三太白像及三大菩萨，各殿墙壁上有佛教故事彩

塑，山墙外还镶有琉璃彩塑浮雕。抗战时期，凤凰台上曾设有防空监视哨，

同时也是地下党员的活动场所。

凤凰台部分装饰和原貌曾遭受大火或人为破坏，但四座大殿仍保存完整，

为咸阳市内较为完整的高台古建筑群。因旧时，每年有“二月二游百病”、

“重阳节登高”的风俗，因此凤凰台又为咸阳八景之一。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仪凤南街

到达交通：市内无直达公交车，可打车前往，或乘坐 12 路公交车至渭城

中学后步行前往

用时参考：1 小时

菜夫  凤凰台正在修建中，暂不能登台，也不能进内参观，只好在外围拍

些照片。

菜夫  咸阳博物馆内的汉兵马俑

http://www.mafengwo.cn/i/842597.htm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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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陵塬

五陵塬也做五陵原，因西汉王朝中的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

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五个陵寝在此，后相继设邑建县，故名“五陵原”。

五陵原西起兴平南位乡，东到高陵县马家湾，北接泾阳县高庄，南达渭

河北岸，东西约 40 公里，南北约 13 公里，这里被历代统治者视为风水

宝地，成为皇家陵墓区，五陵塬上分布着汉、周、秦、北周、隋、唐、宋、元、

明历代陵寝，因地凿穴起冢，自西向东一字排开，有中国“金字塔”群之称。

除了皇家陵寝，五陵塬地区还分布着咸阳宫、六英宫等遗址及秦汉窑址、

杜邮亭、北杜铁塔等名胜古迹。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北部

到达交通：可自驾前往

用时参考：半天 -1 天

周陵

周陵自宋代以来一直流传为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陵墓，后被文物部门认定

其为秦惠文王嬴驷和秦悼武王赢荡的陵墓。陵园内现有周文、周武陵各

一座，木牌坊一座，献殿、配殿各两座及宋以后历代皇帝祭祀周陵的碑

石 40 余通，周陵是中国御制祭祀碑文最多的陵园，为“咸阳八景之一”，

有“小碑林”之称。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

费用：15 元

开放时间：9:00-18:00

联系方式：029-33128911

到达交通：咸阳市乘 2、8、10、15 路到终点站周陵镇即到 

用时参考：1-2 小时

秦都区

咸阳湖景区

咸阳湖景区自西向东全长15.56公里，湖边沿路有两寺渡公园、渭滨公园、

咸阳古渡、古渡公园、渭阳新区等地，泛舟湖上，只见两岸垂柳随风摆动，

湖中波光粼粼，杜邮亭、摩天轮等古今建筑在湖畔静默矗立，古老长堤

上的石刻依稀可辨，无声的用文字记录下这座古城的历史。每年的春季，

湖两岸栽种的郁金香、牡丹、樱花等争相绽放，咸阳湖一带便会举办赛

龙舟、看演出、逛集市等活动，到了夜晚，千盏彩灯与鲜花交相呼应，

映衬着幽深的湖水，更显秀美，咸阳湖也是当地人春季踏青赏花的最佳地。

北杜铁塔

北杜铁塔又名千佛铁塔，佛塔建于明代（公元 1590 年），塔由纯铁铸

造，高 33 米，共十层，每层皆有门窗，中间有楼梯可登顶层，顶立层楼

的四个角柱被铸成金刚力士像，各层环周还铸有多尊铁佛，“千佛塔”

之名由此而来。千佛塔周围还建有大雄宝殿、天王殿、观音殿、地藏殿

等建筑，其青龙古寺中的白玉佛像、红木佛龛更显这座千年古刹的雄伟

庄严，这里也曾吸引了陆游、范仲淹、米芾等众多的名人雅士前来造访。

千佛塔历经千年沧桑巨变，至今仍保存完好，每日游人如织，香火鼎盛，

千佛塔也是中国现存最高的一座铁塔。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北杜镇

费用：10 元

开放时间：9:00-17:00

到达交通：市郊 10 路公交车至邓村站下车

用时参考：2 小时

汉阳陵

汉阳陵又叫阳陵，始建于公元前 153 年，历时 28 年修建完成，是汉景

帝刘启及皇后王氏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园，由帝陵、后陵，南、北区从葬坑，

刑徒墓地，陵庙等礼制建筑，陪葬墓园及阳陵邑等部分组成。现陵园内

已建成汉阳陵博物馆，陈列展示有汉代陶俑等考古发掘出土的 1800 件

文物，由考古陈列馆、南阙门遗址保护展示厅、外藏坑遗址保护展示厅、

宗庙遗址组成，为中国最大博物馆，对于了解和研究汉代帝陵制度、宫

廷生活等具有及其重要的价值。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咸阳国际机场路东段

费用：90 元（3-11 月）；65 元（12 月 - 次年 1 月）

网址：http://www.hylae.com/

开放时间：8:30-17:30（3-11 月）；8:30-17:00（12 月 - 次年 1 月）

联系方式：029-86032883，86965323，86965359

到达交通：咸阳火车站乘坐 5 路公交车可到；西安市内可坐地铁至市图

书馆站 D 出口，转乘游 4 抵达汉阳陵博物馆

用时参考：半天

阿木 3000  汉阳陵的设计很奇妙，它是将陪葬坑全用玻璃保护起来，温

度湿度都有掌控，人们走在玻璃上，就可通过透明的玻璃看到脚下的汉

阳陵。

阿木 3000  汉阳陵博物馆

蒲公英  站在文王的陵墓上拍摄的武王陵墓

http://www.mafengwo.cn/i/831681.html
http://www.mafengwo.cn/i/11088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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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渭阳中路统一广场

费用：70 元（不含游船）

开放时间：9:00-20:00

联系方式：029-38137772

到达交通：7、11 路公交车至乐育路口站下车后南走步行可到

用时参考：2-3 小时

swat9012  咸阳湖公园紧靠着渭河，渭河水拍打堤岸很有海边的感觉。

渭滨公园

渭滨公园始建于 1959 年，园内有秦凤楼、玉带桥、秦苑、郁金香园、

柏树林、红莲湖等古建筑及园林景观，另外还有游乐场、摩天轮、4D 影

院等娱乐设施，公园集休闲娱乐、动物观赏、花卉观赏于一体，是情侣约会、

亲子活动的最佳去处。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渭阳中路 9 号

开放时间：9:00-18:00

联系方式：029-33212549

到达交通：11、16、18、机场专线等公交车至市政府站下车东走可到

用时参考：半天

长陵

长陵又名“长山”，为汉高祖刘邦与吕雉同茔不同穴的陵墓，其地面建

筑已被损坏，但陵园和陵邑的围墙保存尚且完整，陪葬墓群中也有萧何、

曹参、张耳等功臣贵戚的 63 座墓冢可寻。长陵建于秦咸阳宫的旧址之上，

为咸阳最高点，可俯瞰长安胜景。长陵的陪葬品中挖掘出土有 3000 余

件彩绘兵马俑，200 余枚玉片，钟、磬等乐器等大量珍贵文物。其中，

1968 年出土的一颗篆文有“皇后之玺 " 的螭虎纽白玉印，推测其主人为

吕后，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发现的皇后印玺，及其珍贵。

地址：陕西省威阳市秦都区窑店乡三义村附近

到达交通：市郊 5 路公交车至长陵站，再转乘当地小面的前往

用时参考：半天

沙河古桥风情园

沙河古桥风情园是在沙河古桥遗址上建立的，及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大

型风景园区。1986 年，王道村村民挖坑取沙时发现了几截残缺的木桩，

由此揭开了沙河古桥的面纱。沙河古桥曾为秦时御用的皇家大桥，据考

古推测，沙河古道上的两座古桥分别始建于战国末期及西汉初期，是目

前世界上迄今所知的规模最大、年代最久远的大型木结构桥梁。现在的

沙河风情园是最好的拓展、露营、亲子游玩地，园内可进行攀岩、骑马、

射击、烧烤、垂钓等活动，也可观看社火表演、动物表演等精彩演出。

另外还设有卡拉 OK、儿童乐园、客房、餐厅等旅游设施。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钓台镇王道村

费用：10 元

开放时间：8:00-18:00

联系方式：029-33818111

到达交通：市内乘坐 59、咸阳副 59 路至陈阳寨下，在陈阳寨坐咸阳 22

路至沙河风情园下

心蓝丫头  帝王的车辇缓缓而过，在那座刚刚竣工不久的皇家御用大桥上，

留下摄人心魄的气派和庄严。只是如今，沧海已成桑田。唯有沉默的桥桩，

带着时光的斑驳烙印，讲述着那一段辉煌的过往

杨陵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也叫杨凌农林博览园，博览园主要由逸夫科技

馆、动物博物馆、昆虫博物馆、土壤博物馆、植物博物馆、中国农业历

史博物馆和蝴蝶园、植物分类园、树木园和多种种质资源圃等组成。园

内收藏有大量珍贵的动物、植物、土壤、昆虫标本（实物）和农史典藏，

其数量之多居于中国高校之首。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杨凌邰城路 3 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内）

费用：60 元

网址：http://www.cnbly.com/

开放时间：9:00-17:00（节假日正常开放）

联系方式：029-87080555，87080666

到达交通：咸阳火车站乘坐火车至杨陵站（乘车 40 分钟左右），在打车

前往或在火车站附近乘坐 1 路公交车前往

用时参考：半天

绝对疯了  提供：

1、展馆多、展品多，如果细看，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2、可请讲解或在游客中心租赁讲解机。

3、开放性动植物标本请勿触摸。

贠小白  4 月到咸阳湖畔赏花

心蓝丫头 沙河古桥遗址

http://www.mafengwo.cn/i/864507.html
http://www.mafengwo.cn/i/8699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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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陵

泰陵原名为太陵，为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和独孤皇后的合葬陵墓，满清时

发现后改为现名“泰陵”，也叫杨陵，杨陵区的名称也是由此而来，杨

陵建于隋朝（公元 602 年），距今已有 1400 多年的历史，现今其地面

建筑已经全部损毁，仅留有陵冢一座和四周的阙楼基址，以及陵前一通

刻有“隋文帝泰陵”五个大字的清代石碑。

天气晴朗时，登上陵墓顶端，秦岭、陇海铁路线、周围的村庄、农田尽

收眼底，景色十分壮观。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五泉镇

到达交通：可坐火车前往杨陵（车程 40 分钟左右），到杨陵后打车前往

用时参考：1 小时

乾县

乾陵

乾陵为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修建于公元 684 年，历时 23 年

完成，周围有章怀太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彬王李、大

臣薛仁贵等陪葬墓 17 个，是唐十八陵中主墓保存最完好的一个。进入乾

陵，司马道两旁现可见华表 1 对，翼马、鸵鸟各 1 对，石马 5 对，翁仲

10 对，石碑（东为无字碑，西为述圣记碑）2 通，蕃臣像 61 尊，石狮

2 尊，北门外另有石马 6 匹，号称 " 六龙 "。

乾陵目前已先后发掘出永泰公主、章怀太子、懿德太子、中书令薛元超、

燕国公李谨行 5 座陪葬墓，出土文物共计 4300 余件，现已陈列于陵园

内的乾陵博物馆中，乾陵的无字碑、无头蕃臣像以及墓中出土的壁画等

都给乾陵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城关镇永泰公主墓院内

费用：82 元（淡季 12-2 月）；122 元（旺季 3-11 月）门票含乾陵、

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

网址：http://www.tangwenhua.com/

开放时间：8:00-18:00（3-11 月）；8:30~18:30（12-2 月）

联系方式：029-35510222，35510458

到达交通：西安火车站乘坐游 3 可直达乾陵，咸阳市内的可在咸阳北站

乘座前往乾县的高速大巴，再打车前往乾陵

用时参考：半天 -1 天

礼泉县

昭陵

昭陵是唐朝皇帝李世民的陵墓，另有长孙无忌、程咬金、秦琼、魏征、

长乐公主等功臣贵戚等陪葬墓 180 多座，为关中“唐十八陵”中规模最

大的一座。昭陵依九嵕山而建，其建筑工程由唐代工艺家和美术家阎立德、

阎立本兄弟设计，地宫布局仿照唐长安城建制，由宫城、皇城和外廓城

组成。昭陵陪葬品中，其祭坛东西两侧有 6 块青石浮雕，描绘的是唐太

宗征战时骑过的 6 匹战马，象征着李世民的功绩，合称为“昭陵六骏”。

其中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騧”于 1914 年被打碎装箱盗运到美国，

现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的四骏“什伐赤”、“白蹄乌”、“特

勒骠”、“青骓”在盗运时被截获，现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昭陵中

心的李绩（徐懋功）墓前，现今建有一座陵博物馆，有 4 座展厅，分为

昭陵出土文物精华展、昭陵碑林、昭陵唐墓壁画三大主题，陈列有唐墓

壁画、男女立俑、彩绘釉陶、唐三彩、像碑、图碑、墓志等大量珍贵文

物共计 8000 余件。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西侧

费用：21 元

开放时间：8:30-18:00（夏季）；9:00-17:30（冬季）

联系方式：029-35767009

到达交通：咸阳汽车北站乘车前往礼泉县（车程 1 小时左右），再礼泉

坐往烟霞、北屯方向的车前往昭陵博物馆

用时参考：半天

 

袁家村

袁家村坐落于九嵕山下，浓厚的关中风情让这里有“陕西丽江”的美誉。

村中小巷古朴典雅，两边商铺林立，手工作坊、明清式仿古建筑错落有致，

一片祥和静谧的景致让人倍感亲切。其周围文物古迹众多，唐昭陵、韦

贵妃、长乐公主地宫等都在附近，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每年春天，

村中的杏花、梨花、桃花、苹果花等竞相绽放，景色十分漂亮，是春季

踏青赏花的好去处。

地址：陕西省咸阳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

网址：http://yjc.liquan.gov.cn/

联系方式：029-3565888

到达交通：咸阳汽车南站乘坐“咸阳——袁家村”的班车可到，车程约

40 分钟

用时参考：1 天
橙汁 乾陵无字碑

jianyue  昭陵博物馆是昭陵反应文化艺术的缩影

http://www.mafengwo.cn/i/1276593.html
http://www.mafengwo.cn/i/1178305.htm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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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豆蔻  慢慢散步般游走，石板路、老房子、作坊店 ...... 老街透出各种

味道，豆花的香、陈醋的香、茶水的香、麻花的香、肉丸的香、烙面的香......老

街在生活中发展着经济，这种纯朴的方式，我喜欢，商业却不让人厌烦。

兴平市

茂陵

汉茂陵为西汉武帝刘彻的陵墓，始建于公元前 139 年，历时 53 年建成，

陵园呈方形，至今东、西、北三面土阙犹存，周围有李夫人、卫青、霍去病、

霍光、金日磾等人的陪葬墓。茂陵建筑气势宏伟、陪葬品丰富居汉代帝

王陵墓之最，史称“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

尽瘗藏之”。

孝武帝陵墓东侧 1000 米的位置，建有茂陵博物馆，博物馆左侧为卫青墓，

右侧为霍去病墓，霍去病墓前有著名的“马踏匈奴”石刻。馆内现有 2

座文物陈列室、1 座汉武帝故事造像艺术展、6 座石刻廊房，其中展出的

鎏金马、错金银铜犀尊、四神纹青玉雕铺首等皆为汉代珍贵文物。

馆外仿汉建筑群林立，亭台水榭、古柏苍翠，鸟语花香，景色十分优美。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市茂陵村

费用：旺季 80 元 / 人（3 月 1 日 -11 月 30 日）；淡季 60 元 / 人（12

月 1 日 -2 月底）

网址：http://www.maoling.com/

开放时间：8:00-18:00（3-11 月）；8:00-17:30（12 月 -2 月）

联系方式：029-38456140

到达交通：可在咸阳市内乘坐 4 路公交，到符家桥路口下车再转乘 11

路公交前往，或到兴平第一客运站乘坐 11 路公交车，也可乘坐当地小巴

前往

用时参考：1-2 小时

一只瘦猴  提供：

1、参观茂陵博物馆，主要是看的就是一组 24 件大型石刻，所

展出的文物以陶器居多，尤其是瓦当、文字瓦当、四神瓦当有名。

2、茂陵博物馆周围吃饭条件较差，一般有群众卖的凉皮等小吃，

可解一时之急。

杨贵妃墓

杨贵妃墓家以青砖包砌，呈半球形，墓周围的碑廊上有 38 块唐、宋名人

的游记和题咏，妃墓后面半坡的亭边立有一尊汉白玉贵妃站像，陵园的

大门顶额处书有“唐杨氏贵妃之墓”七字。

整座墓园小巧玲珑，李商隐、白居易、林则徐等历代诗碑让陵园更添典雅。

据史料记载，唐肃宗收复长安后，玄宗曾密令将杨贵妃迁葬，因此该墓

是原墓抑或迁葬，或者是否为杨贵妃的衣冠冢，尚无确征。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兴平马嵬镇西 500 米处

费用：45 元

开放时间：8:30-17:30

到达交通：可在咸阳市内乘坐 4 路公交至兴平，再转乘当地公交或打车

前往

用时参考：1 小时

 

泾阳县

国家大地坐标原点

大 地 原 点 也 叫 大 地 基 准 点， 指 的 是 国 家 地 理 坐 标（ 经 纬 度） 的

起 算 点 和 基 准 点， 具 体 坐 标 为 北 纬 34 ° 32 ′ 27.00 ″， 东 经

108° 55′ 25.00″。大地原点建于 1978 年，为一座七层的八角形塔

楼建筑，高 25 米，由中心标志、仪器台、主体建筑、投影台四部分组成，

无须豆蔻  袁家村

天边一片云  茂陵旁大片的油菜花

火星  贵妃墓全景，这里是贵妃香消玉殒之地。

http://www.mafengwo.cn/i/1169242.html%20%20
http://www.mafengwo.cn/i/11779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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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标志位于主题建筑的地下室中央，塔楼顶部为玻璃钢制成的半圆形

屋顶，为观察室，内设仪器台，穹顶可用电控翻开来观测天体。大地原

点对外开放，是开展科普知识的好地方。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永乐镇西流村

开放时间：9:00-18:00

联系方式：029-87273903

到达交通：咸阳汽车站坐车到泾阳县后打车前往

用时参考：1 小时

郑国渠水利风景区

郑国渠于公元前 246 年（秦王赢政元年）由韩国水工郑国主持兴建，历

时 10 年完工，郑国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 300 余里，灌溉渭水北

面农田万余顷。现在建成的郑国渠水利风景区将自然风景与其历史文化

和周边遗址遗迹融为一体，极具关中风情。景区内现有保存最完整的明

清建筑群三原城隍庙，以及仪祉墓园、李靖故里、龙王庙、泾惠渠等古

迹建筑，还有西郊水库、筛珠洞、情人岛、关中第一大峡谷等自然风景，

进入库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定会令人流连忘返。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西北部王桥镇

到达交通：咸阳汽车站坐车到泾阳县后打车前往

用时参考：1-2 小时

彬县

大佛寺

彬县大佛寺始建于唐贞观二年（公元 628 年），原名庆寿寺，曾在

2014 年作为“长安 - 天山廊道的路网”的一部分，由中国、哈萨克斯坦

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大佛寺依崖凿窟，

因山起刹，雕石成像，130 孔洞窟错落有致的分布于崖面之上。大佛寺

共计有 446 处佛龛，1980 尊造像，由大佛窟、千佛洞、罗汉洞、丈八

佛窟四部分组成，石窟内的佛陀石塑法相庄严，雕刻精致，石窟雄伟壮观，

被清代学者毕沅誉为“关中第一奇观”。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彬县县城西 10 公里处的西兰公路 (312) 国道旁

费用：12 元

开放时间：8:00-18:00

到达交通：咸阳汽车北站坐车到彬县后打车前往

用时参考：2-3 小时

西风烈  大佛背部的火焰纹雕刻非常精美，上有 7 尊浮雕坐佛，附近散布

着 19 个飞天

三原县

周家大院

周家大院始建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 年），为慈禧太后干女儿安吴

寡妇的娘家、刑部员外郎周梅村的府第。周家大院建成时共有 17 个院落，

建筑群规模宏大，曾经名震三秦，有“孟店周”的称号，后在同治年间

因战乱烧毁 16 院，现仅剩 1 院，周家大院建筑古朴典雅，院内布局合理，

砖、木、石雕刻琳琅满目，院内墙壁上的浮雕技艺精湛，纹饰惟妙惟肖，

具有极高的艺术和观赏价值。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鲁桥镇孟店村

费用：20 元

开放时间：8:00-17:30

到达交通：咸阳汽车站有直达三原县的车，车程约 1 小时左右，三原县

坐 101、103 路公交可达周家大院，或在当地打车前往

用时参考：1-2 小时

旬邑县

石门山森林公园

石门山公园由石门关、瓦房川、桃花川、赵家洞四大景区组成，有姜女

原圣母庙、扶苏庙、秦直道等历史古迹和姜女原湖、桃花川、马刨泉等

自然风景，公园内草木葳蕤、处处鸟语花香，林海、松涛、飞瀑、流泉

组成了一幅秀美的自然风光，是当地人登山踏青、消夏避暑的好去处。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清源乡石门关村

到达交通：咸阳汽车北站坐车道旬邑县后转乘去清源的大巴车，在清源

打车前往

用时参考：半天

咸阳的酒店多集中在渭城区和秦都区，经济型酒店的价格一般在 100-

150 元之间，另外，市中心和火车站一带也集中了众多不同档次的酒店

和宾馆，交通便利，住宿环境很好，也是不错的住宿选择。

月徘徊  如果想省住宿费，可以住在咸阳火车站附近，一早可乘坐咸阳 --

西安的专线 59 路车，5 块钱去西安，时间充裕而钞票欠缺的可以考虑此

方案。

如家快捷酒店（咸阳火车站东风路店） 

酒店地理位置很好，周边有商场、银行、餐馆等，交通方便，房间也很干净、

整洁，性价比较高。

地址：陕西省咸阳渭城区东风路 6 号东润花园（咸阳火车站向东 200 米）

联系方式：029-38182555

住宿 Hotel

西风烈  大佛寺内阿弥陀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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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交通：16 路公交车至民生东路站下车后北走步行可到

参考价格：109-151 元 / 间

咸阳摩玛水晶酒店 ( 人民路店） 

酒店位于市中心，房间布置的也很温馨，距离咸阳湖、美食一条街很近，

交通、购物、逛街、游玩都很方便。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人民东路市二院对面

联系方式：029-32952222，32081800

到达交通：1、9、11、12、14、26 路 , 等公交车至市二院站下车后东

走步行可到

参考价格：168-208 元 / 间

咸阳国贸大酒店 

酒店紧邻咸阳湖，周围风景优美，附近还有渭滨公园，交通方便，也是

咸阳市内较为高档的酒店之一。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渭阳中路 1 号

联系方式：029-33178890，33178888

到达交通：15、29、咸阳 59 路公交车至体育场十字站下车后东走步行

可到

参考价格：288-768 元 / 间

汉庭酒店（咸阳体育场店）

连锁酒店，住宿环境比较有保证，房间宽敞、干净、网速快，但床品略旧。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渭阳西路 16 号

联系方式：029-33572266 

到达交通：11、16、18 路公交车至省二纺医院站下车后东走步行可到

参考价格：119-189 元 / 间

餐饮 Eat

咸阳美食以面食、五谷为主，北平街是是咸阳市内的夜市，晚上会有很

多大排档，是觅食的好地方。咸阳市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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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皮、肉夹馍、千层油饼、锅盔等，都

可以在咸阳的餐馆里找到。

推荐美食

泡油糕

泡油糕也被称作“泡泡油糕”，是三原县很有名气的传统小吃，其渊源

可上溯至唐代韦巨源的烧尾宴名点“见见消”。泡油糕馅由白糖、黄桂、

玫瑰、桃仁、熟面拌成，再用面包好馅料放到油锅里炸，等面上起泡便

捞出来。泡油糕色泽金黄油亮，糕面蓬松，发有大泡，吃起来绵软甜香，

入口即消。

处女座脚印  泡泡油糕色泽乳白，表皮蓬松，上面起的那层泡泡薄如蝉翼，

揭开表层里面是空的，可谓巧夺天工。

彬县御面

御面是彬县的特色面食，也叫玉面、淤面，是一种有别于凉皮的面粉特

制食品。御面因其制作方法称为“淤面”，因其色亮如玉称为“玉面”，

因其为宫中贡品而称为“御面”。

咸阳花馍

民间花馍艺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黄河流域，更是得到广

泛传承和发展，陕西关中、咸阳一带尤为盛行。花馍又为面花、面塑，

造型以花鸟鱼虫、蝴蝶、疏菜、水果等万物生灵为主，唯妙唯肖。其用

途主要用于民间祭祀和老人、小孩生日庆贺等。

长武水豆腐

长武水豆腐汤清、味鲜，入口细腻滑爽，再拌以葱叶、生姜等佐料，更

是色、香、味俱全。吃水豆腐时最好在豆腐点好后连汤食用，味道更佳。

长武县昭仁镇尧头村自古以来便将水豆腐作为招待贵客的上好佳肴，现

今，全村的大多数人都从事水豆腐的加工制作，使长武这一民间特色保

留下来。

乾县四宝

乾县挂面、锅盔、豆腐脑、嚓酥是乾县著名的传统小吃，统称乾州四宝。

乾县酸汤挂面：酸汤挂面用女孩子拳头大小的碗盛，四碗起售，每碗中

面只有少许，汤占大半。酸汤面采用龙须面，面条软硬适中，入口润滑，

汤味鲜美，令人回味。

乾县豆腐脑：豆腐脑采用优质黄豆为原料磨浆而成。曾有诗赞道：“豆

腐新鲜卤汁肥，一甑隽永趁朝晖，分明细嫩真如脑，食罢居然鼓腹旧。”。

乾县嚓酥：嚓酥是乾县历史最为久远的小吃之一，相传已有 1300 余年

历史。嚓酥采用特制面粉，配猪油（传正宗做法用的是马油）、菜籽油和盐，

精致加工制作而成。嚓酥油大不腻，色黄味香，外酥里脆，趁热吃更是

香酥可口。

乾县锅盔：锅盔是乾县的地方名吃，为直径八寸、厚约六分的圆饼，锅

盔呈菊花状，表皮酥黄微鼓，刚出锅的锅盔面香扑鼻。锅盔久放不坏，

是访亲送友的佳品。  

普集烧鸡

普集烧鸡创始人为河南人郭志平，抗日战争期间，他携带家人来到武功

县普集镇定居，并以祖传清宫烧鸡制作技艺谋生，郭家烧鸡香酥鲜嫩，

色味俱佳，远近闻名，因普集火车站人流量大，烧鸡被游客带到四面八方，

后定为普集烧鸡。

白吉饼

白吉饼是咸阳特有的一种烤饼，制作好后，两面饼皮粘连较松，俗称 " 两

张皮 "。白吉饼皮薄松脆，内心软绵，可单独食用，夹上腊汁肉，则称 "

腊汁肉夹膜 "，味道更为鲜美，因其经济实惠，很受欢迎。

荷叶馍

荷叶馍因面片对折后入锅蒸制，出锅后形似荷叶而得名，软腾腾的荷叶

馍加上腊汁肉或蔬菜后更加美味。

推荐餐厅

大厨小馆咸阳店

菜品和环境都很不错，葫芦鸡皮酥里嫩，酿皮子、面皮味道很赞，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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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客欢迎。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渭阳东路 7 号湖岸嘉园 1 楼 ( 近渭阳路老区

政府 )

联系方式：029-33313888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11:00-14:30；下午 17:00-21:30，周六、日全

天营业

到达交通：7、19 路公交车至渭城区政府站下车后步行可到

人均价格：35 元

毛记冒菜（清泰街店）

人气很旺的一家餐馆，这里的冒菜备受食客追捧，冒菜分量足，价格实惠，

闻起来香味十足，吃起来更是回味无穷。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清泰街泰和中国餐馆旁

联系方式：13309106808

营业时间：10:00 - 22:00

到达交通：7、19 路公交车至渭城区政府站下车后西走至清泰街路口，

再向北步行可到

人均价格：30 元

关中味道（古建大厦店）

地道的陕西风味小吃，菜品精致，味道较正宗，蒸碗味道很好，很受食

客欢迎。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火车西站古建大厦 ( 近西站路 )

联系方式：029-33337599

营业时间：10:00 - 22:00

到达交通：1、4、13 路公交车至火车西站下车东走可到

人均价格：50 元

刘记锅盔牙子

这里的锅盔牙子味道很赞，饼子薄、酥、脆，肉嫩味香，店面不大，却

人气极旺。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清泰街南口 ( 近蒙记小军烧烤 )

联系方式：13759725194

到达交通：7、11 路公交车至乐育路口站下车东走可到

人均价格：15 元

 

三原小吃宴

有特色的一家店，金线油塔、泡泡油糕、有三种吃法的疙瘩面等当地很

多传统小吃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味道不错，小吃种类很多。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 新兴南路 6 号 ( 近饮食一条街 )

联系方式：029-33175555

到达交通：11 路公交车至市口腔医院站下车南走可到

人均价格：50 元

人民路中段，市中心一带是咸阳市内最繁华的地方，这里高楼林立，汇

集了众多超市、电影院、商铺、餐厅等，是当地人日常主要的逛街购物地。

三原蓼花糖

蓼花糖是三原县的传统食品，蓼花糖原名“僚花糖”（“僚”为关中方言，

意思是“好”），已有 400 多年历史。蓼花糖以糯米为主料，配以黄豆、

白砂糖、饴糖和芝麻仁等辅料，成品为圆鼓槌形，个大体轻，金黄的表

皮上均匀地沾满芝麻和砂糖，里面是雪白的蜂窝状糖心，吃起来香甜酥脆。

兴平醪糟

兴平醪糟是陕西的一道风味小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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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平醪

糟以气味醇香、清甜质绵、耐饥止渴、益脾健胃而著名。

永寿沙棘醋

永寿沙棘醋以优质沙棘为原料，采用低温保鲜发酵精酿而成，具有养颜

瘦身，降低血脂，降血压，保肝护胃，软化血管的功，沙棘醋在永寿县

的一些土特产专卖店可以买到。

武功苏惠手织布

武功苏惠手织布也叫武功土布，起源于东晋时期武功籍才女苏惠。苏惠

以其绝世才貌名扬天下，曾被武则天推崇为“超古迈今”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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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的面料，广泛用于床上用品、

服装、窗帘壁挂、台布坐垫等。苏惠土布有绿色环保、透气吸汗、质地厚实、

柔软舒适、平展挺阔、冬暖夏凉、传统时尚、古朴大方、抗静电、不卷边、

防螨止痒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娱乐 Entertainment
咸阳历史悠久，如今还保留了很多极具特色的关中民俗，秦腔、眉户戏、

每年 2 月举行的祭祀药王庙会的竹马表演，以及春节期间表演的社火等，

都是当地特有的民俗活动，这些活动很多为当地民众自发组织表演，难

得一见，有幸碰到，千万不要错过。

泡温泉

海泉湾

海泉湾温泉世界里的装饰风格以地中海风情为主，温泉汤池由养颜区、

趣味区、戏水区动感地带、中药区、世界温泉文化区组成，每个区域又

购物 Shopping

处女座脚印  跟肉夹馍差不多，只是是半月形的，更酥薄一些

http://www.mafengwo.cn/i/13239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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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众多不同类别温泉组成。室外温泉为精致的园林装饰，各种绿植遍布

其中，如置身于大自然中，玫瑰屋、精油浴等各种精品温泉 SPA 可为人

解除工作的疲劳，彻底放松身心。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世纪大道中段

费用：198 元

网址：http://www.gzwq.com.cn/

联系方式：029-33888888

到达交通：21、k630、咸阳 59 路公交车至海泉湾站下车可到

地热城

地热城以温泉水疗为主，由水疗健身区和温泉泡浴区组成，室内温泉有

游泳馆、水上舞台、翻斗浴和各种药浴温泉等，室外有儿童戏水池、理

疗室、石板浴等设施。另外，园区内还有客房、会议中心、羽毛球场、

垂钓园等，是假日娱乐休闲的最佳去处。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朝阳五路中段

费用：88 元

联系方式：029-33431333

到达交通：16 路公交车至九冶公司站下车后西走至朝阳五路后南走可到，

或在市内打车前往

听秦腔

咸阳市人民剧团

人民剧团成立于 1949 年 12 月 15 日，为陕西省五个重点秦腔院团之一，

剧团荟萃了郭明霞、刘秉国、殷宇忠、赵斌等秦腔艺术名家，保留有《刘

备招亲》、《打金枝》、《访苏州》、《重圆镜》、《霸王别姬》等多

个剧目，在关中一带颇具影响。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中山街

到达交通：7、19 路公交车至博物馆站后东走可到

大众剧团

大众剧团为咸阳市比较出名的秦腔剧团之一，曾有《春秋笔》、《周仁回府》、

《蜜蜂计》、《忠报国》等多部传统剧目上演。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中山街 145 号

联系方式：029-33212105

到达交通：19 路公交车至南阳街口站下车后北走可到

Routes线路推荐
大多到咸阳的人基本上会直接到乾陵、茂陵等比较著名的景点，而且基

本上连着西安、法门寺线路，很少在咸阳市内多做停留。除了咸阳比较

出名的景点外，咸阳市内和郊区也有不少值得一游的地方。如果仅在咸

阳市内游览，2 天时间足矣，如果想到周边各县游览，一般要花 4-5 天

的时间。

咸阳两日游

线路特色：两日畅游咸阳，感受咸阳的韵味。

线路详情：

D1：沙河古桥遗址

D2：大佛寺

线路详细：

D1：在咸阳市中心乘车前往沙河古桥遗址，在这座见证了“车辚辚，马

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历史场景的大桥，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时代最

早的木质结构桥梁，在世界桥梁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这里还可

以看到很多遗址周围出土的铜器、铁器、陶器等。下午返回咸阳，可在

区逛一逛，顺便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D2：上午在咸阳汽车北站乘坐班车前往彬县，后转车前往大佛寺，游览

大佛寺中最值得一看的大佛窟。下午午休之后，到大佛窟东侧的千佛洞

游览，游览完后返回彬县，或坐车返回咸阳或在彬县住宿一晚，第二天

返回咸阳。

大佛寺一日游

线路特色：游览大佛寺，感受震撼与宁静。

线路详情：

上午：乘坐从咸阳汽车北站发往彬县的班车，走高速约 2.5 小时可到彬

县县城，再打车前往大佛寺（往返约 20 元）。大佛寺最值得一观的是大

佛窟，佛窟中有一尊 20 米高的阿弥陀佛，跏趺坐于幽深空灵的石窟正中，

袒胸披衣，螺髻罩顶，两耳垂肩，美轮美奂。

下午：午休后参观大佛窟东侧的千佛洞，佛洞呈中心柱式结构，窟中主

像为弥勒佛像，两边侍立的分别是弟子、菩萨、力士。众多飘逸飞动的

石雕菩萨造像，显示出优美的大“Ｓ”造型，如歌似舞，楚楚动人。观

赏完毕坐车返回咸阳，结束旅程。

乾陵、法门寺二日游

线路特色：游览唐代帝王陵寝，看法门寺佛指舍利。

线路设计：

D1：乾陵一日游（乾陵——博物馆——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

D2：咸阳——法门寺

线路详情

D1：早餐后在咸阳汽车北站乘坐前往乾县的班车，再打车前往乾陵。到

达乾陵后参观《无字碑》、《述圣记碑》、61 蕃臣像，游览乾陵博物馆，

观赏陵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后前往永泰公主墓游览，参观唐代壁画、

唐三彩和仿唐地宫。最后前往懿德太子墓参观，该墓为唐中宗长子李重

润的陵墓，墓内的壁画色彩绚烂，及具观赏价值。下午返回咸阳。

D2：早餐后坐车前往扶风县法门寺参观游览，法门寺有法门寺院、珍宝馆、

合十舍利塔等景区构成，因其地宫出土的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铜浮屠、

八重宝函等佛教至宝而闻名，游览完后下午返回，结束旅程。

Practical Information实用信息

语言

咸阳和西安话差别不大，但也有些当地的方言参杂，只要语速不太快，

听懂是没问题的。当地人也可以说普通话，一般沟通不会出现太大问题，

咸阳方言与普通话对照如下：

制达：这里 

雾达：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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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搅：开玩笑、恶作剧、取笑

了杂列：很好、很美

四火：试一试

大圆：周围、附近

忒：很好、很棒

活试：合适、满意

产活：好、舒服

银行

咸阳市内有多家银行和 ATM 自动提款机，还有当地的特色银行——咸阳

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在市内各大路段、商场等里均设有取款机，大部分

商场、超市、宾馆等也都可以用信用卡。

邮局

咸阳邮编 712000，市内有中国邮政、申通、汇通、圆通等快递公司，

寄送东西非常方便。

月徘徊  咸阳火车站出站口侧边有个邮局点，可以发明信片，但没有本地

特色明信片，工作人员态度很好。

电话

火警：119

匪警：110

急救中心：120

交通事故：122

天气预报：12121

旅游投诉：029-33210445

网络

咸阳市大部分酒店、咖啡厅可提供 wifi 服务。另外，市内也有多家网吧

可以上网。

医院

咸阳市内有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029-33339999），为当地的三甲

医院。另外，24 小时的便民药店也有很多，就医买药等都很方便。

咸阳市一院急救中心电话：029-33212804

咸阳市老附院急救中心电话：029-33216281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到达咸阳可选择乘坐飞机、火车和汽车。西安到咸阳可在西安市内乘坐

59、630 路公交车前往。另外，在西安火车站、钟楼有到咸阳机场的大

巴车，也可以乘坐。

飞机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现已开通了连接境内外 77 个城市的 165 条航线，全

面覆盖了国内所有省会城市、重要工业城市、主要旅游城市，连通了首尔、

东京、新加坡以及香港、台北等国际和地区城市。

地址：咸阳市渭城区渭城镇

网址：http://www.xxia.com/

联系方式：（问询）029-88796997，88798450（航班查询）

机场交通：

机场大巴的车费是 26 元 / 人，除咸阳专线发往咸阳市外，其他巴士线路

均发往西安，具体线路可到机场大巴官网（http://www.cwagi.com/）

查看，也可致电（4000-787-737，029-88798787）进行投诉和咨询。

火车

咸阳市内有咸阳站和咸阳西站，咸阳站每天有发往中国各省市的火车。

中国铁路网上购票：http://www.12306.cn/mormhweb/

订票电话：029-95105105

客服电话：029-12306

咸阳西站

咸阳火车也叫秦都站，为当地的主要客运站，主要接待国内各大城市往

来的普通旅客列车和高铁列车。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玉泉西路

到达交通：1、4、13、咸阳副 59 路公交车可到

咸阳火车站

咸阳火车站每天有来往全国多个大中城市的列车经过。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抗战路 1 号

到达交通：乘坐 1、5、8、9、10、12、16 路公交车可到，市区内打

车前往价格为 5-8 元。

长途汽车

咸阳公路交通发达，省内外多个城市都有汽车可到咸阳

咸阳汽车站

主要有发往闫良、临潼、高陵、马家湾、铜川、富平、眉县、蓝田、渭

南、蒲城、延安、汉中、大荔、白水、澄县、泾河、韩城、户县、周至、

户县余下、正宁、洛南、洛川、店头、绥德等地的班车。 

地址：咸阳市秦都区秦皇中路 ( 近胜利街 )

联系方式：029-33213335

到达交通：市内乘坐 15、21、22、29、59 路公交车至咸阳公交总公

司站下车

咸阳汽车北站

主要为发往礼泉、乾县方向的班车。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秦皇路（苏家寨长线局家属院对面）

联系方式：029-33123663

到达交通：22 路公交车至咸阳氮肥厂站下车后北走可到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出租车

咸阳市内 1.8L 及以下车型起步价为 6 元 3 公里，超过 3 公里以后加收

1.5 元 / 公里的费用，夜间（23:00-6:00）7 元 3 公里，超过 3 公里以

后加收 1.8 元 / 公里的费用。1.8L 以上车型起步价为 9 元 3 公里，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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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里以后加收 2.4 元 / 公里费用，夜间起步价由为 10 元 3 公里，超

过 3 公里以后加收 2.7 元 / 公里的费用。咸阳市出租车投诉电话为 029-

33544000。

公交车

咸阳市内有多条公交路线，可到市内各主要站点，十分方便。咸阳公交

车大部分采用 1 元一票制，但少部分公交车价格 4-10 元不等。

推荐阅读

《盗墓笔记》为南派三叔所写的盗墓题材小说，与《鬼吹灯》共同开启

了中国通俗小说界的“盗墓时代”。看了这本小说，或许你会对拥有众

多墓冢的咸阳感兴趣。

旅行路上 Travel With These

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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