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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边塞”、“北魏帝都”、“辽金京华”、“明清重镇”，大同，这座低调的城市，却

蕴含着无限的能量。当古老的气息和异域般的塞外风情在此交汇之时，大同的面纱被逐渐揭

开。从北魏时期气势恢宏的云冈石窟到辽金时期的华严寺和善化寺，从神秘而佛道儒交融的

悬空寺再到至今仍仙气缭绕的道教名山恒山，这座塞外之城将多民族的文化完美地杂糅到自

己的血液中，造出了一个新的却毫无违和感的“大同”。

大同自古就是边塞和军事要地，由古至今，遗留下大量的长城遗迹和 72 城堡。大同境内的

长城非常独特，介于内外长城之间。除了明代遗留的边墙古堡，还有战国、秦汉、北魏、北

齐和金、清时期的遗存。大同地区的长城游可以按照内外两线展开：一条由天镇的新平镇，

经阳高的长城乡、新荣的得胜堡等外长城观光；另一条可从浑源西河口、灵丘平型关等内长

城游览。

Special特别推荐

大同速览 Introducing Da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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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4.12

最佳旅行时间  4-10 月为到大同旅游的最佳时

间。来大同多为看古建、石窟与爬恒山，对于季节

要求并不算高，只要不是在极其严寒的冬季前来，

选择凉爽的夏季或者清朗的春秋季都不错。此外，

新春期间大同会有热闹的灯会，此时的大同张灯结

彩，一片喜庆气息，也适合前往旅游。

穿衣指南  大同夏季凉爽，适合避暑，普通的短袖

短衫就可以。秋冬最显著的特点是昼夜温差很大，

最好多带一件衣服，以抵御早晚的寒气。5-9 月是

大同雨季，出行请备好雨具。由于大同城区大面积

施工，城内像一个大的工地，风大的天一定要戴好

口罩和眼镜。

消费水平 去大同旅游预算不算太高，特别是对

于从北京、太原等北方城市出发的朋友，会非常方

便而且节省。通常大同周边景点只需 2-3 天游玩，

旺季大同五星级酒店价格多在 450-600 元之间，

四星级酒店价格多在 400 元左右，三星级及一般

经济型酒店价格多在 150 元左右。餐饮费用刀削

面 10 来元一碗、粗粮馆人均 30-40 元，上档次

的正餐费用约在人均 50 元左右，因此一趟玩下来 

，各类消费一起约 1000-1500 元即可。

对于希望节约、简行的朋友来说，完全可以从北京

或太原出发，就利用周末 2 天就可以将主要景点

都游览完，全程花费可以控制在 1000 元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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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中凭吊北魏遗风

作为古时北魏的国都，大同遗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无论是令人叹为

观止的云冈石窟（见 3 页）还是在 2010 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奇险建

筑的悬空寺（见 3 页）都能让人看见那个融多民族文化于一体的北魏遗风。

选一个寂静的清晨，或者是夕阳西下时前往，当古寺或者粗犷的石窟群

映照在朝霞和落日中时，更增添几分寂寥之情。

中原和塞外美食大杂烩之地

到了大同，可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特色、各种羊杂（汤面或者菜品）、山

西大名鼎鼎的面食（刀削面为代表）还有不可或缺的粗粮。大同古时处

于塞外的地理位置让它的饮食上既融合了中原地区的细腻，又糅合了塞

北地区的狂野。到了大同，吃货们可是有福了。

恒山后山走走赏原始美景

恒山有三寺四祠七亭阁，七宫八洞十五庙之说，也有着浓郁的道教文化

氛围，去恒山爬爬山看看景算是每位游客到大同的必修，但是真正让人

心驰神往的要算是恒山的后山，后山其实并不对外开放，但是野驴们却

钟情于青山环绕如同仙境般的后山。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大同具有“三代京华、两朝重镇”的特点，特别是

以云冈石窟、北魏悬空寺为代表的北魏文化；以华严寺、善化寺、观音

堂、觉山寺塔、圆觉寺塔为代表的辽金文化；以边塞长城、兵堡、龙壁、

明代大同府城为代表的明清文化，构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可以概

括为平城文化、边塞文化和佛教文化。

来大同旅游的游客浏览的主要景点为（按景点热门顺序）：

城区：华严寺、九龙壁、大同城墙

城区外：云冈石窟、恒山、悬空寺、应县木塔（朔州市）

去恒山必定经过悬空寺，可安排在一天；云冈石窟至少需要半天，可串

联城内的华严寺；应县木塔离城外较远，需单独前往。除此之外，大同

还有一些原生态景点，如大同土林和大同火山群等可以选择一去。以下

景点排序按照热门度和串联路线综合排序。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

窟艺术宝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云冈石窟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雕

凿，是由一代代、一批批的能工巧匠创造出的一座佛国圣殿，云冈石窟

一共有 20 窟。

其中第三窟是云冈最大的石窟，有一佛二菩萨雕像，是隋唐时期的衣冠

服饰和造像风格，为北魏以后加刻的作品；

云冈第十二窟是有名的“音乐窟”，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五彩斑斓。在

飞壁对面的上部，有一排伎乐天，手持排箫、琵琶、横笛、束腰鼓等乐器。

亮点 Highlights

Sights景点

中间有一个，什么乐器也没拿，正在舞动双手，估计就是指挥家。在每

排乐伎中间，都端坐着一位安详的释迦如来，这些乐手们在庆贺释迦牟

尼修身成佛后，回故乡的情形。这个音乐盛会都开了将近 1500 多年了。

第五六窟为双窟，窟内壁画精美绝伦，四壁满雕佛龛、佛像。这两个窟

内不允许拍照。第五窟中间是一个高 17 米的坐佛，是云冈石窟最大的佛

像，服饰看起来就像是两汉时期士大夫的礼服。第六窟是云冈石窟艺术

的精华。窟的中央是一个直达窟顶的两层方塔。下层四面各雕了一座立佛，

上面四角有小塔。在窟的各面有释迦牟尼自诞生到成佛的故事。可以看

到窟壁很薄，在这么薄的壁上双面都雕刻着佛像，技艺精湛可见一斑。

第十六至二十窟是昙曜五窟，是云冈石窟最早开凿的五个洞窟，第十九

窟是中心窟，开凿时间最早，主佛是模仿北魏的五个皇帝。十七窟中是

一个菩萨交脚弥勒像。十八窟的布局最宏伟壮观，整个场面像是一场作

法盛会。正中的释迦像好像在滔滔不绝，两侧的菩萨和弟子们在用心听

讲。而且浮雕有深有浅，给人一种强烈的空间感。然而十八窟的千佛袈裟，

也是特意给这位曾经主张灭佛的皇帝特意设计的。袈裟上的千佛也象征

着要为死去的和尚们讨债。

第二十窟为露天造像，据传早年窟顶坍塌但是佛像丝毫未毁，高肉髻，

广额丰颐，长目高鼻，有八字髭，手结禅定印，质地厚重的袒右袈裟，

衣纹凸起，具有犍陀罗造像遗风。大佛挺拔健硕的身躯，气势雄浑的神情，

突出表现了鲜卑游牧民族的强大，是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代表与象征。

景区内还有石窟博物馆，展出石窟残件，介绍石窟大历史。

地址：大同市城西约 16 公里的武州（周）山南麓

费用：门票：120 元 / 张；讲解费：景区全程（含陈列馆）：150 元 / 批。

无干扰话麦租赁：押金：300 元 /10 人，租金：20 元 /10 人。 参观完

毕，请将无干扰话麦交给讲解服务处，押金退回。

自动导游讲解：押金：100 元 / 人，租金：10 元 / 人（中文），40 元

/ 人（英语）

网址：http://www.yungang.org/

开放时间：夏季： 4月15日-10月27日 8:30-17:20；冬季：10月28日- 

4 月 14 日 8:30-17:00。

联系方式：0352-3029625

到达交通：乘 3 路在云冈石窟站下车

用时参考：4-5 小时

附近可去：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

更多详细内容请参考《云冈石窟》攻略

悬空寺

悬空寺又名玄空寺，是国内仅存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

2010 年的《时代》周刊，将悬空寺纳入“全球十大奇险建筑”。全寺为

木质框架式结构，有殿琮楼阁 40 间，其实悬空寺不大，最值得惊叹的是

它依靠榫接结构，嵌入崖内而不倒，登上悬空寺，楼窄，上载危崖，下

临深谷，楼阁悬空，结构巧奇。历经 1500 多年的风雨、地震各种灾害

侵袭，悬空寺依然巍峨不倒。楼阁间以栈道相通，寺不大，但巧夺天工，

诗仙李白观后醉书壮观，徐霞客赞为天下巨观。

地址：大同市浑源县

费用：旺季（3 月 1 日 -10 月 31 日）：124 元 / 人（门票 24 元，登

临费 100 元），半票 65 元（门票 15 元，登临费 50 元）；淡季（11

月 1 日 - 次年 2 月）：115 元（门票 15 元，登临费 100 元），半票

63 元（门票 13 元，登临费 55 元）。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凭本人有效证

件购买登临费为 50 元（门票免费）；70 周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革

命伤残军人、现役军人凭本人有效证件可享受免票待遇； 每年中国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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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元洞、虎风口、大字湾等处，充满了神话色彩。悬根松、紫芝峪、苦

甜井更是自然景观中的奇迹。四千年前舜就来过，把恒山封为北岳，秦皇、

汉武、唐宗、宋祖都来过，不仅如此，李白、贾岛、元好问、徐霞客也来过。

可见恒山的地位。

地址：大同市浑源县恒山南路

费用：入山门票 20 元，庙群门票 35 元。缆车上山 30 元，下山 25 元。

网址：http://www.byhs.net/

开放时间：夏季：6:30-19:00； 冬季：8:00-18:00

联系方式：0352-8320013;8323611;8322142

到达交通：

一、公交： 1、大同长途汽车站有直达浑源县城的大巴，再从浑源县乘

中巴，到恒山前线（望岳亭停车场）或后线（北岳行宫），或先到悬空寺。

也可乘恒山一日游旅游车。 

2、火车站前每天一趟，6:10 发（错过了要去汽车站坐），车到浑源县城，

车票 26 元，如果去悬空寺加 5 元共 31 元（实际上是到浑源路口，把你

倒卖给当地小车司机）。

二、自驾：北京方向：京大高速——浑源出口——北岳恒山、悬空寺。 

太原方向：大运高速——陈家堡出口——北岳恒山、悬空寺

三、包车：悬空寺——恒山一线约 350-400 元 / 车，100 元 / 人 

用时参考：4-6 小时

心底无尘  其实很早就知道北岳恒山的大名，不过受了武侠小说的影响，

一度曾经以为恒山是佛教圣地，因为在金庸笑傲江湖里恒山派全是女尼

姑，主要以剑法为名，到了恒山才发现，这里完全是道教圣地，与佛教

毫无关系，恒山上的建筑群年代久远，有很多名人在此留有墨宝，悬崖

上的石刻星罗棋布，相传恒山是北岳大帝的宫邸，最早也是始建于北魏，

直至明朝弘治年间大规模修建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摸样。恒山给我最深

刻的印象便是四处悬崖上的石刻铭文，经过不同时期的积累，自成一景，

随处可见各种文字的石刻，大小不等，有的藏于隐蔽处，有的立于百丈

悬崖之上，委实壮观。

1、恒山登山路线：前山上后山下：恒山前山停车场——（徒步

登山）四大夫松——真武庙——大字湾（恒宗）虎风口——悬根

送——果老仙迹——牌楼、马殿——纯阳宫——山神庙、疮神

庙——九天宫——十王殿——接官厅——苦甜井——阎道祠——

姑少崖——大王庙——寝宫、飞石窟——崇灵门——朝殿——金

鸡报晓——会仙府、玉皇阁、御碑亭——琴棋台、果老洞——

通元谷——姐妹松——天峰岭（恒顶）——后山下山——白龙王

庙——玉带桥——一线天——后山和之门。

2、恒山登山贴士：恒山停车场距顶峰还有 4 千米，从停车场上

到顶峰只需要 1 个多小时。参观庙宇旅游时间一般安排三四个小

时。如需要住宿，停车场旁有宾馆，山顶不需要也没有住宿，一

天就可以来回，最好住在大同市内或者浑源县城。上山最好带一

件衣服，以抵御早晚的寒气。

3、恒山非常规路线：一般来说，第一次去恒山，都会选择从恒

山前门上 - 前门下，但是对于徒步的野驴来说，更喜欢后山风景，

从后山下山至少需要 1 整天时间，因此一定要带足口粮， 恒山

的后门打不到车，必须步行约 30 分钟到浑源县，之后再乘坐浑

源县的车回大同，最后一班车约为 17:30。

日（5 月 19 日）、世界旅游日（9 月 27 日）悬空寺景区免收门票费用

只需购买登临费即可进入参观 导游讲解：30 元 / 批次。

开放时间：8:30-17:30（冬季：11 月 -5 月）；8:00-18:00（夏季：6

月 -10 月）

联系方式：0352-8322142; 8327795;8327300 到达交通：从大同汽

车站或者新南客运站乘长途汽车到浑源。可以包车到恒山、悬空寺，价

格在 100 元 / 人，包整车需要 350-400 元。自驾车可走京大高速，在

马连庄口出，走省道 203，直走即到。

用时参考：2-3 小时

好青年 从大同去去悬空寺的话，最好就是包车走了，从大同的汽车站去

的话一个人 35 块钱 1 个小时就到了，坐大巴其实也要 30 元，而且大巴主

要要收满客了才会走，所以前后到悬空寺的时间要 2 个小时呢，总共才

70 几公里的距离。从悬空寺回来的时候，如果去停车场找黑车回浑源，

一个车是 30 元，拉到浑源汽车站再坐大巴回大同，同样大巴也要等人齐

了再走还要等 2 个小时才到大同，那么两个人的话从悬空寺回来就得花

90 块 2 个小时！！但是只要从悬空寺出来以后顺着大路向上走一点到正

山路上，会有一个到两个大同的出租车司机等在那儿，这个出租车司机

因为不想停在下面的停车场被收停车费，所以他们会在上面等，但是很

多游客不知道往上再走一段，就直接在停车场周围找了黑车坐上了，但

是黑车会以每个人 50 块钱的收费说送到大同，其实是把游客送到那些大

同司机等候的地方，大同的司机向黑车司机花 15 块钱一个人买下来，然

后你其实支付给大同司机一个人 50 元，大同司机再在这里面其实也只能

拿到 35 元，那 15 元就被支付给下面的黑车司机了，而实际上呢，你如

果往上走一段距离，大概就 100 米，完全可以每个人少 15 块钱下来，其

实不是多少钱的问题，主要是心情不会有觉得被宰了的感觉。

  

恒山

恒山是道教圣地，自古为兵家据险以守之地，以丰富的景观特色著称于

世。恒山巍峨耸峙，气势雄伟。天峰岭与翠屏峰，是恒山主峰的东西两峰，

天峰岭海拔 2016.8 米，被称为“人天北柱”。 果老岭、姑嫂岩、飞石窟、

1、游玩线路：寺院——南楼——北楼

2、最佳旅游时间：都说悬空寺最美的时候是黄昏时分，当落日

的余晖撒在悬空寺，有一种别样的壮观和神圣感，如果为摄影而

来可以考虑选择此时段前来。如果想要看清净的悬空寺，最好是

在清早乘第一班车前往，或者前一天入住浑源县城

3、游玩小贴士：悬空寺旺季人满为患，购票、排队登寺就需要

花上 2-3 个小时的时间，因此建议清早早到或者晚些时候去。

萧楚柠  悬空寺的人很多，最终让我们放弃登寺

http://www.mafengwo.cn/i/29120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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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串联
此处并不属于大同市内景点，属于朔州市景点，但是去大同悬空寺一线

一般会串联游，比从朔州更方便。因此可以将下面的作为 tips 形式来写。

也可以单列出来，看排版需要了。

应县木塔

应县木塔与巴黎埃菲尔铁塔和比萨斜塔并称为世界三大奇塔。作为世界

上最高、最古老的木结构佛塔，此塔建于辽代清宁二年（公元 1056 年），

至今已历 940 多年，虽历经了狂风暴雨、强烈地震、炮弹轰击（塔身上

弹痕累累，可以看见嵌进去的弹头），仍然屹立。

它全靠斗拱、柱梁镶嵌穿插吻合，不用钉不用铆，以 50 多种斗拱的垫托

接联砌建而成。如塔底层回廊外檐由 24 根木柱支撑，在静止时下层每根

柱负荷 120 吨，可是柱下石础根本没有巢臼，木柱断面直接平立于石础

之上。据说有好奇者，曾经用两手执一根细绳，把它从石础和木柱间横过。

所以，民间就有 24 根木柱轮流间歇的传说。全塔装有木质楼梯，可逐级

攀登至各层，每登上一层楼，都有不同的景观。最特别的是，这座塔内

供奉的佛像非常大，造像技艺很高。第一层的释迦牟尼佛像，高达11公尺，

在塔内仰望，更觉雄伟无比。周围是金刚、天王、弟子、供养人的壁画，

笔法细腻传神，为辽代特有的绘画风格。 第二层由于八面来光，豁然开朗，

一主佛、两位菩萨和两位协从排列，姿态生动。第三、四、五层也都供

有佛像的菩萨像，层层的造像不同，构筑各异。

地址：朔州市应县县城内西北角的佛宫寺院内

费用：61 元，含 1 元保险费。

开放时间：7:00-19:00

联系方式：0349-5035244

到达交通：大同新南客运站有前往应县的班车，发车频密。从大同包车

到悬空寺——恒山——应县木塔一线 400-450 元 / 车。

用时参考：2 小时

推荐串联： 去应县木塔最方便的路线是从大同市坐汽车前往，距

离约 80 多公里，一个小时可到。它可以和浑源的悬空寺安排在

一线游览，从大同市出发，先游览浑源悬空寺，然后再去应县参

观木塔，最后从应县返回大同，紧凑一些正好是一天的游程。

市内景点

华严寺

华严寺是我国现存年代较早、保存较完整的一座辽金寺庙建筑群。始建

于辽重熙七年，分上下两院，一般称为上华严和下华严，两院同在一寺

之中，有月门相通。寺内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上寺）和薄伽教藏殿（下

寺），其建筑、塑像、壁画、壁藏、藻井等，都是我国辽代艺术的典范。

上华严寺最值得看的是大雄宝殿，是我国现存辽金时期最大的佛殿宝殿，

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古代遗存，未经修缮。宝殿大门斑驳而破旧，殿内色

迹深沉古旧的壁画。下华严寺内有众多的辽代塑像，“合掌露齿菩萨”

是最为有名的一尊，汉人寺庙中的菩萨像多偏传统，而这尊菩萨则露齿，

露脚、露背、颠覆传统，被郭沫若称赞为“东方维娜斯”。

地址：大同市下寺坡街 14 号

费用：60 元

开放时间：8:00-17:30

联系方式：0352-2023080

到达交通：18 路华严街站

九龙壁

九龙壁长 45 米、高 8 米，壁面由五彩琉璃构件组成，九条龙形神各异，

每两条之间以水草、白云、山石作为连接，构成一幅生动的画面。正中

的一条龙造型最具威严，昂首向前，目光炯炯，气宇轩昂，体现出了我

国古代高超的雕刻技艺，颇值得一观，是我国四大龙壁中最大的龙壁。

但要注意，景区内唯一的看点即是壁照，会稍显单调。

地址：大同市内四牌楼东南角

费用：10 元 / 人，学生 5 元；1.3 米以下儿童免票，现役军人、70 岁

以上老人、残疾人、凭有效证件免收门票

开放时间：8:00-18:00

联系方式：0352-2058306

到达交通：17 路九龙壁站

用时参考：1 小时

  

 

现存的九龙壁中，大同的九龙壁与北京北海公园、故宫的九龙壁

皆不相同，大同九龙壁的飞龙为四爪，且没有尾鳍，尾部类似蛇

的尾巴，龙神鳞片是条形叠加分布，而故宫九龙壁的分布形式更

像现实中鱼类的交错分布。大同九龙壁的九条龙均为侧向，故宫

九龙壁中间黄龙为坐龙，这是为了区别现代王与皇帝的地位差别，

但也足见代王在当朝的地位。

zilan  进来之后迎面就是九龙壁了，真的好大，前面的铁栏杆里

围着的就是“倒影池”。从侧面看，背面是光秃秃的。

望兴空  恒山在漫山桃花的映衬下煞是好看

http://www.mafengwo.cn/u/20026287.html
http://www.mafengwo.cn/u/103949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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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帝庙

关帝庙位于距离九龙壁不远的巷道内，是全国最大的关帝庙。从建筑手

法和特色看，当为元代遗物，是大同唯一的一处元代建筑。关帝庙的主

要建筑沿中轴线排列有致，渐次有山门、过殿、东西廊房、主殿（现已

部分改建）。大殿翼角翘扬，斗拱施布有独到之处。殿内清代增置的平

棋藻井上绘制的龙形图案，多姿多态，别具一格。

地址：大同市鼓楼东街

费用：30 元，学生半价

开放时间：5 月 1 日 -10 月 1 日 8:00-18:00；10 月 2 日 -4 月 30 日

8:00-17:30

到达交通：17 路九龙壁站

用时参考：1 小时

附近可去：九龙壁、顺意凉粉

鼓楼

大同鼓楼始建于明代，应与钟楼相配而建，起报时之用。清顺治、乾隆、

咸丰年间均有修缮。

根据《大同县志》记载，明代的大同，楼阁林立，东有和阳街之太平楼，

西有清远街之钟楼，北有武定街之魁星搂，南有永泰街之鼓楼。至今只

有鼓楼幸存。鼓楼平面近正方形，面阔、进深各三间，高约 20 米，东西

长约 18 米，南北宽约 14 米。底层以青石砌四角，中有十字穿心门洞。

上方为砖木结构楼阁三层，各出飞檐，檐下置斗栱，最上层为十字歇山顶。

各层四面辟门，周置回廊，外设杆栏。顶楼上原先架放一面大鼓，用于

晚间报时，现已不存。

地址：大同市大北街的一个十字路口中间

费用：免费

到达交通：17、18 路鼓楼站

用时参考：30 分钟

清真大寺

大同清真大寺为山西境内两座知名清真古寺之一。位于大同城内大西街

九楼巷，寺内乾隆七年 (1742 年 ) 重立，主体建筑礼拜大殿由四组殿堂

组成，前为卷棚式抱厦，主体为歇山顶和硬山顶两组殿宇，最后为卷棚

顶和圆攒尖顶混合式赛殿，历史上曾是大同市一大名胜。寺内现存有一

尊大明紫铜香炉等文物。

地址：大同城区大西街九楼巷

费用：10 元

联系方式：0352-2067337

到达交通：17 路公交车在九龙壁站下车

用时参考：1 小时

善化寺

善化寺俗称南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辽，金寺院群。总

体结构保存得比较完整，寺院建筑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左右对称，是

中国现存辽金时期布局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寺院建筑，距今已有近千年

的历史。全寺主要建筑沿中轴线坐北朝南、渐次展开。南面高大的是山门，

中间是三圣殿，北面是大雄宝殿，层层迭高。此外，善化寺还有玲珑秀

丽的普贤阁、文殊阁、廊庑配殿等。寺内四大金刚和十八罗汉都是辽代

的遗物，寺内的五龙壁虽无大同九龙壁的规模但精美绝伦，仍值一观。

地址：大同市南寺街 6 号

费用：50 元（学生、老人 60-70 岁半价，70 岁以上老人和军人免票）

联系方式：0352-2053768

到达交通：17 路华林商厦站

用时参考：2 小时

大同古城墙

大同古城墙的历史应该说相当悠久了，如今的古城墙大多为新修。早在

作为北魏拓跋氏的都城的时候，就已经修筑有规模宏大的城池。明朝初

期，古城墙的军事地位愈加重要，因此，洪武五年（公元 1372 年）又

一次大面积增筑。最后完工的大同镇大致呈正方形。大同城墙虽高大坚

固，建筑精美，但历经战争、历史自然和人为的原因，遭到了极大的毁损，

现存城墙大部分只剩下残垣断壁了。保存较好的城墙段为城墙的四角，

其中东北角是全市保存最好的地段。现在的古城墙都新修的，但是仍能

登上城墙一瞰大同全景。

地址：大同城区从善化寺出后通过过道即是大同古城墙的南门

费用：门票 30 元

到达交通：17 路华林商厦站

周边深度游

大同土林

大同土林，当地人称之为“石板沟”或“狐仙庙”，是目前华北地区唯

一已知的土林景点。土林处在东西约一公里、南北长约三公里的区域内，

土林中的土柱、土壁天然而成各种造型，宛如一尊尊雕塑，令人称奇。

地址：大同市浑源县杜庄村

费用：60 元 / 人，60 岁以上老人 30 元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联系方式：0352-8019543

到达交通：大同市长途汽车站坐去往浑源方向的车，到杜庄下车（1 小时

内能到达，车票 12 元），问当地人，大概 30 分钟就可以走到

用时参考：3 小时

蘑菇张 -NKU  夜晚拍摄鼓楼别具风采，但一定注意人车安全，

车子需紧靠路边停止，拍摄时注意人身安全

http://www.mafengwo.cn/u/5094364.html
http://www.mafengwo.cn/u/50943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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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 土林的奇特令人眼花缭乱：有的犬牙交错壁立千仞，那一定是天界

地缘；有的连绵不断，如远古长城再现；有的独居单处，好似隐士休闲；

有的三五成群，有如古堡森严。土林的南边伸入到一片的宁静水域之中，

站在岸边眺望，在水光倒影中的土林，更是扑朔迷离恍如梵界。

   

大同火山群

我国第四纪火山群之一。大同火山群目前已知的有 30 多座，主要分布于

大同盆地东部，可以划分为东、西、南、北 4 个区。东区在许堡、神泉

寺一带。西区指爪园与西坪北地区。南区是桑干河以南。北区是大同市

以北的山。

西区火山最为集中和壮观，集中了金山、狼窝山、马蹄山、阁老山和昊

天山等几座有看点的火山都集中在这里。金山有三种颜色的火山灰，在

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狼窝山是看火山沟槽的好地方；阁老山上有

很多很大的火山弹，马蹄山和阁老山为平顶圆锥形，一方有缺口，状似

马蹄，由火山碎屑物组成；昊天山上建了昊天寺，并无火山口可以看。

另两座山也可关注，牌楼山有一座三层的塔，可以看全景；双山是火山

群的中心。

地址：大同市大同县中心

费用：5 元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到达交通：

自助游：大同火车站乘坐 201 路公交车，终点大同县。再从大同县城乘

坐出租车前往金山，大约 30 分钟左右可以到达金山。昊天寺山距离车站

较近，只有 2.5 千米左右。　

暴雨 震撼人心的大同土林

自驾车：沿 109 国道或大同市至大同县公路东行 30 公里到达火山群，

大约行驶 30 分钟。路线依次是迎宾大桥——开发区——倍加造——西坪。

到西坪有个红绿灯十字路口 , 左拐进西坪村 , 顺大路前行 , 不远便可看到

一堵墙上写 " 大同火山群 "。

用时参考：1-2 小时

悬空寺和恒山虽都在浑源县城，但是总体而言，只要不是爬恒山后山，

一般来大同旅游的游客都会选择在城区住宿。大同住宿多集中在市中心，

从奢华的五星级酒店到驴友最爱的青年旅舍均可选择。

住宿价格：旺季大同五星级酒店价格在 450-2000 元之间，四星级酒店

价格多在 400 元左右，三星级及一般经济型酒店价格多在 150 元左右。

大同城区
大同市内的景点多集中在城区，如华严寺、大同博物馆、九龙壁、善化

寺等，游览起来相当方便，华严寺所在的仿古街还能吃到凤临阁的烧麦。

高档酒店一般分布在城区的大西街、南关、魏都大道、迎宾街一带。

大同花园大饭店

位置很便利，步行就可去凤临阁，华严寺、九龙壁等诸多景点，一拐弯

就是商场和各式快餐。服务也不错，笑脸相迎，周到细致，只是停车场

有些拥挤。

地址：大同城区永泰街 59 号 ( 近鼓楼 )

联系方式：0352-5865888

到达交通：18 路华林站

参考价格：270-520 元 / 间

景区路程：从大同出来一直向东，从大同县出口出一直向北，先

会路过昊天山，可以一直开到昊天寺（拜拜火山顶上的），下山

有条路（路口有个铁牌楼）一直向北，路很好，就是有点窄错车

要注意，开不久有个十字路口，向左是牌楼山。上牌楼山路不好走，

不过一定要上去（实在不敢开车可以爬上去，不高）在山顶登上

三层的高塔可以环顾四周，景色很美（这里是观看金山的绝佳地

方）。（天天快乐 提供）

住宿 Hotel

灵魂像风   花园大饭店的内的装饰很古朴

土林地貌成因：该地区没有经过地质鉴定，因而其形成的时间和

原因尚不清楚。有因长期风蚀、水蚀而成的说法。当地居民说大

同土林已存在了上百年。 一般认为土林的形成过程是这样：黄土

高原上的水土流失，形成塌陷，日久而成巨大的地坑构造。 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土林诡异迷离的地貌。厚厚的黄土不知经历

了多少年的流水侵蚀与风霜雨雪，一时很难明白自己是登陆火星

上还身陷魔域仙界。土林黄、白、红三色在不同光照的情况下呈

现出不同的色彩变幻：时而金光闪闪，时而红若火焰，时而黛如

深渊，时而白如霜田。

http://www.mafengwo.cn/u/874074.html
http://www.mafengwo.cn/i/3230567.html
http://www.mafengwo.cn/u/160125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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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庭酒店（大同儿童公园店）

闹中取静的酒店，位置不错，离汽车站不远，步行不远就有直达云冈石

窟的公交车。房间虽然有些陈旧，但是宽敞舒适，淋浴尤其舒服，服务

不错，还有专门的停车场，就是没有电梯。

地址：大同城区大同新开西二路 2 号 

联系方式：0352-5355188

到达交通：17 路新发广站

参考价格：139-180 元

火车站附近
大同火车站附近的酒店适合在大同作短期停留的游客。值得一提的是，

此处虽然略显嘈杂，但是好在去公交去城内哪儿都方便。如果想包车游

览恒山——悬空寺一线，火车站附近有许多包车师傅任你选择。只是大

同火车站附近餐饮不算多。

大同红旗大饭店 

就在火车站出口附近，房间设施、卫生和服务都还不错。酒店内提供早餐，

30 元 / 位，但是挺丰富，还有火锅城可选。只是卫生间没有干湿分区，

不太方便。

地址：大同城区火车站广场北侧

联系方式：0352-5366111、5366566

到达交通：2、4、15、35、42、22、30、70、601 路火车站站

参考价格：240-450 元

大同今日商务酒店 

设施挺新，房间干净，楼下就是前往云冈石窟、新南客运站的公交车，

挺方便，但是卫生间有些小，洗澡水压不大，周边除了普通快餐店外没

啥好吃的。出门右转沿魏都大道走近一站才有个孙记包子铺。

地址：大同城区魏都大道站前广场火车站西侧 1029 号

联系方式：0352-5379800

到达交通：22、30、70 路火车站站

参考价格：145-198 元

青蛙  大同今日商务酒店在大同火车站斜对面，家庭房条件相当不错。房

间地板、柜子、门全是用竹子做的，很有特色。

多米  汉庭儿童公园店的特价房，房间很不错，设备很齐全

大同华贸大酒店 

酒店里面的设备挺新，环境干净整洁，隔音效果也不错。交通方便，楼

下就是去云冈石窟的旅游一号线。周边还有东方削面，孙记包子等。离

仿古街近，步行 15 分钟就能到仿古街，严华寺等一众景点都在附近。

地址：大同城区魏都大道迎泽街东口 ，近清远西街

联系方式：0352-2398678

到达交通：18 路教场街西口站；6、7、18 路迎泽街站

参考价格：186 元 / 间

汉庭酒店（大同教场街店） 

酒店干净整洁，位置是最大的优势，距离华严寺、善化寺、纯阳宫、九龙壁、

钟鼓楼等景点步行就能到，周围就是商业区，无论是餐饮还是购物都挺

方便。房间空间小，服务中规中矩大最好不要选临街的房间，会有些吵。

如果是对环境不算苛责的游客可以选择入住。

地址：大同城区教场街 19 号

联系方式：0352-2427599

到达交通：18 路时代广场站

参考价格：161-170 元 / 间

ELAINE-J 这个酒店虽然离各个景点很近但是位置不是很好找，而且通

风和彩光不是很好，屋里面独立洗漱间在上走 3 个台阶下来才是床，空

间比较小，带老人和孩子会比较不方便。

汽车站附近
大同最主要的两个景点——悬空寺和恒山都需要转车前往，对于乘坐汽

车前往的自助游游客，可选择汽车站附近以及相邻的市中心偏南地区住

宿。除此之外，此区域入住的酒店费用较市中心要稍低，也没有城区的

嘈杂。 

大同云冈美高大酒店

无论是服务、房内设施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房间干净、智能，寝具很舒服，

早餐也挺丰盛，中西合璧，离汽车站约三站的距离，关键是机场大巴在

此设站，很方便。酒店往前一些有一条好运美食街，晚上有各种烧烤，

酒店斜对面再走一点就是大同名店凯鸽火锅店。

地址：大同城区迎宾东街 19 号

联系方式：0352-5398888

到达交通：35 路云冈建国宾馆站

参考价格：383-1988 元

大同王府至尊酒店 

性价比挺高的一家酒店，房内空间大，干净整洁。设施齐全，除了一般

的洗漱用品，还有保险箱、冰箱、体重秤、吹风机、熨衣板，居然还有

按摩椅，附近就是老爷庙风味食府，只是人多的时候服务有些跟不上。

地址：大同城区魏都大道 452 号（近展览馆）

联系方式：0352-5207777 

到达交通：201 路华林超市站

参考价格：260-450 元

http://www.mafengwo.cn/i/3185606.html
http://www.mafengwo.cn/u/195917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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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内美食遍布，具有典型的山西特点，又因为大同古时属于关外，

在饮食上又混杂了游牧民族的豪爽，因此可以说，大同是全国著名的美

食城，酸甜苦辣咸无所不包！刀削面、扒肉条、油炸糕、莜面窝窝、块垒、

羊杂粉汤、红焖兔头、烧麦，还有到恒山不得不吃的浑源凉粉……大同

菜是晋北菜的代表，口味偏咸，菜肴重油重色。

特色美食

刀削面

来大同吃一碗“刀削面”才不算白来一趟，刀削面全凭刀削，因此得名。

用刀削出的面叶，中厚边薄。入口外滑内筋，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再

加上用心炮制的汤汁和丰富的汤料，吃上一碗，很是满足。大同的刀削

面以东方削面和老柴削面最为有名。

爱拉 几年过去了，对大同的印象依然很深刻，最爱那里的一样好东西就

是刀削面啦 ~ 要说山西的削面是天下第一的话，那大同的削面就是山西

第一！！！几元一碗的削面，好吃实惠，想加肉加肉，想加蛋加蛋，吃

啥有啥。

老柴削面 ( 和平店 )

在大同另一家还算不错的刀削面连锁店，有一众本地粉丝拥护。这家店

挺小的，也就七八张桌子，但是削面分量足，臊子挺多，汤头味道浓郁，

面条劲道。

地址：大同市和平佳苑 13-2-6 号

联系方式：0352-7153379

参考价格：15 元 / 人

到达交通：6、17、60、63 路新开里站

东方削面 ( 迎泽街店 )

当地人相当喜欢的一家刀削面连锁店，饭点的时候人会非常多。主打的

面做得相当不错，面条劲道，猪肉软嫩，就是油有一点重，不过搭配上

山西特产的陈醋，味道香。价格也便宜，一个人十来块钱就能吃个肚歪。

吃完面后喝一碗面汤才算是拿捏到刀削面的精髓。

餐饮 Eat

地址：大同市南关北街

联系方式：0352-7688890

营业时间：6:50-22:00

参考价格：14 元 / 人

到达交通：4、6、7、18、30 路三二二医院站；28 路大同十中站；6、

7、18 路迎泽街站

unicorns  这就是传说中的东方削面。的哥说东方削面在大同是做得比

较规范的连锁，人也很多。传统猪肉的，豆豆说传统的最好吃，果然是。

羊杂粉汤

羊杂粉汤就是羊杂汤里面掺些山药粉条，羊汤以羊的头、蹄、心、肝、

肠、肺、血等原料烹调制成，配以葱、辣椒、盐，有荤有素，油而不腻，

吃起来又香又辣。具有明显的驱寒、暖胃、舒身等功能。当然，重口味

的也可以来一碗全羊杂汤。大同随处可见“×× 羊杂割”或“×× 羊杂”

的店面，吃上一碗羊杂很容易。

贺老人羊杂

据说是大同最受追捧的羊杂汤店，这里的羊杂料很足，汤头的颜色红红的，

看起来就有食欲。吃羊杂时再配上一个油饼那就更完美了。

地址：大同市迎宾街 ( 近三医院 )

联系方式：0352-7238865

参考价格：20 元 / 人

到达交通：601 路大同三医院站；1、2、17、28、31 路三医院站

兔头

小小的一颗兔头，可谓是大同人最喜欢的吃食。大同兔头，有五香的、

红焖的、麻辣的，从路边小店到五星级饭馆均有提供。吃起来咸香辣，

风味独特。大同好吃的兔头多集中在帅府街一带，吃货们可去那一带寻找。

兔头王胖来来

他家的爆炒兔头都是伴随了很多大同人从小到大的，除了本地人来吃，

慕名而来的也不少。生意火爆得不得了，这里的兔头只有五香口味。餐

馆不大，环境很是一般，因为人多，服务基本自助，但是很符合北方人

吃饭的习惯。其实味道并不算特别惊艳，只是很多大同人从小吃到大，

对这家的感情颇深。

地址：大同市城区小皮巷 1 号院东侧

联系方式：0352-2060153

unicorns  刀削面

青蛙  大同今日商务酒店的房内设施还不错。

http://www.mafengwo.cn/i/852481.html
http://www.mafengwo.cn/u/173453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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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价格：40 元 / 人

到达交通：18 路青年宫站

浑源凉粉

山西浑源地处我国道教圣地北岳恒山脚下，而很多人了解浑源却是从一

碗普通的凉粉开始的。吃过浑源凉粉的人都忘不了它那独特的味道。在

浑源的每一个凉粉摊，你都会看到那里除了碗坨状的凉粉外，还有十几

个小盆，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调料，有醋、蒜水、葱花、黄瓜、香菜，

而使浑源凉粉之所以称为浑源凉粉的就是其特有的莲花豆、豆腐干和辣

椒油。莲花豆香酥可口，豆腐干嚼得过瘾，而辣椒油则口感香辣，不同

于其他辣椒的干辣。恒山上和大同市内各个餐馆都可以吃到。吃凉粉以

浑源当地的小媳妇凉粉最为有名。

喜马拉雅熊  浑源凉粉是这趟晋北之行的一大惊喜：晶莹剔透的凉粉与特

制的酱料完美融合，入口清爽而不失滋味，嫩滑又略带质感。那精心调

配的辣椒油，不仅没有盖过凉粉本身通透着的清新与爽滑，更在保留原

味的同时把香辣点缀的刚刚好。

小媳妇凉粉 ( 浑源县店 )

在大同凉粉界算是大名鼎鼎的了，一般到了浑源县或者是恒山都会考虑

前往吃一碗地道的凉粉。软软的凉粉，配上提味的辣椒油，香味一下就

上来了，还有酥脆的蚕豆和有嚼头的豆腐干一起佐着吃，加上点醋，酸

酸的，很有大同风味。其实整体来说，哪的凉粉都差不多，但是这家多

年了人气还是这么足，如果有时间不妨前往一试。

地址：大同市浑源县永安西街

联系方式：0352-8334238;18603529654

参考价格：12 元 / 人

顺意凉粉

大同城区最有名的凉粉店，开了几十年了，虽然环境马马虎虎，服务基

本是自助式，但是味道一直没变，辣椒油味道很足，汤汁浓郁，再搭配

一张白皮饼，真是享受啊。

地址：城区鼓楼东街

参考价格：12 元人

到达交通：17 路太平街口站

喜马拉雅熊   让人回味的浑源凉粉

大同烤羊排

大同烤羊排是招待宾客的一道佳肴名菜，从烤全羊演变而来。单独烘烤

羊排不但比烤整羊时间快，而且更加味道鲜美，食用方便，经过长期的

发展，在烘烤过程中逐步增加了各种配料和调味品，使其集形、色、味、

鲜于一体，色美、肉香、外焦、内嫩、干酥不腻，“眼未见其物，香味

已扑鼻”。大部分酒店都提供烤羊排。

大同铜火锅

大同铜火锅是山西传统风味中的高档锅子菜。盛菜品的锅具很有地方特

色，中间是排气的圆柱小口，中间点满炭火。围绕着排气口的圆形大铜

锅内，堆叠着各式菜肴，其中各式口味中最吃香的要属什锦火锅，菜品

种类繁多，有炸丸子、扒肉条、干豆角、干葫芦条、干香菇等。在大同

的很多餐厅都有老大同火锅提供，推荐林姥姥家常菜馆。

林姥姥风味食府 ( 新开南路店 )

在大同挺有名气的一家老店了，打车一问就知道在哪儿。餐厅主打炒菜

和大同特色的铜火锅，当然还能吃到山西的特色菜，凉粉、莜面也一个

不少。如今的味道有下降的趋势，适合想将大同特色美食一网打尽的食客。

地址：城区新开南路 9 号

联系方式：0352-2025266

参考价格：35 元 / 人

到达交通：7、18、27、30、31 路公交车在电视大楼站下车

大同扒肉条

扒肉条也叫小烧肉。只是在烧法上，前者为大块烧，后者为小条烧。大

同地区多民族聚居融合，扒肉条以其色泽红润，酥软可口，肥而不腻。

莜面

莜面就是用莜麦磨成的面粉做成的食物。莜面有五大系列，蒸、炸、氽、烙、

炒，共有数十个品种，其中蒸莜面常见的就有窝窝、馀馀、钝钝、饺饺、

金棍、丸丸等各具特色 17 种做法，也可以和其他菜同炒。大同的餐厅和

粗粮馆都能吃到莜面。

烧麦

大同的烧麦可谓是闻名四海，也是大同人早上最常吃的早餐，因出笼时

状为梅朵而得名。边口雪白，中间可透过皮看到里边的肉馅。吃一口一

嘴油，细嚼一团肉。大同凤临阁可谓是吃烧麦的最佳之选，当然，只要

是一般的饭店，烧麦的味道不会差。

sashamu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凤临阁烧麦

http://www.mafengwo.cn/u/88911799.html
http://www.mafengwo.cn/i/9616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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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城区振兴街解放集贸市场前

联系方式：0352-5022249

参考价格：62 元 / 人

到达交通：1、18、28、201 路振兴街站

花园大酒店中餐厅

四星级酒店下的餐厅，但是人气不错，一到饭点一般都全满。汇集了各

菜式精华，大同当地菜也做得挺地道。小吃也挺多，如果人少，可以半

份半份来点，需要预定。

地址：大同市大南街 59 号花园大饭店内 ( 鼓楼西南角 )

联系方式：0352-5865888

参考价格：63 元

到达交通：18 路华林站；17、18 路鼓楼站

禾甸三六九粗粮馆

大同的主要特色就是粗粮，如果吃惯了大鱼大肉要换换口味的可以来这

家试试，装修简洁大气，主打莜面，还有山西特色羊杂粉、过油肉提供，

农家菜也值得一试。

地址：城区新胜东街 ( 电力宾馆对面 )

联系方式：0352-7681222

参考价格：40 元 / 人

到达交通：67 路新胜街站

亚细亚粗粮馆

各方面都不错，菜的口味、份量还有服务都不错，更推荐粗粮，炒菜一般，

适合不喜欢味道过于麻辣的人来吃。

地址：城区南关南街 17 号楼

联系方式：0352-2451522

参考价格：30 元 / 人

开放时间：中午 :11:30-14:30；晚上 :17:30-21:30

到达交通：35 路云冈建国宾馆站；2、17、31 路市政府站

路虎  亚细亚粗粮馆菜品样式丰富，乱炖、拔丝红薯、农家黑豆腐、土豆

条炒牛肉、沙棘果盘等味道都很不错，经济实惠！原以为大同地处古代

 暖暖（潔漾）  黄油糕

黄糕

大同当地特有的黄黍做的，没什么味道，但是 Q 性和糯性很强，做成团

样然后放到锅里烹饪，在糕上涂些油，就成了黄糕。或者可以放到油锅

里去炸，就是油炸糕了，大同生日上必见之糕。一般的小吃店、早餐店

和粗粮馆都能吃到。

炒盔垒

晋北大部分地区喜食的一种民间食物，各地因地制宜，用莜面或者玉米

面等粉面，加以蔬菜或野菜或榆钱或槐花等搅拌蒸熟，做成不规则的疙

瘩状、块状的食品。吃时佐以蒜汁、辣椒酱等。各地口音差异叫法稍有

不同，主要有“kuilv”、“kuoli”、“kuili”等几种名称。

餐饮攻略
大同的早餐简单而种类多样，刀削面（见 9 页）、羊杂粉（见 9 页）自

是不必说，还有豆腐粉、包子就稀饭等可供选择。

大同的正餐既可以面食为主，早餐吃的面条花样可以一并再来一次，也

有山西特有的当地菜，最值得推荐的是当地的粗粮馆，消费不高，却能

吃到不常吃到的塞外美食。

孙记包子

有好几家连锁店，本地人挺喜欢在这家吃早餐，这家包子铺不同于大多

数的快餐连锁方式，既有中餐也有快餐。推荐猪肉包子，味道很足，咸

香口味，唇齿留香，菜色也不错，带些粤式风格，早晨起来点几个包子

再配上一碗粥就很惬意了。

地址：多家分店

凤临阁

这家店可以算是大同最高规格的餐厅了，以烧麦闻名，就在严华寺附近，

一进去首先会被环境惊艳到，雕梁画栋，木雕的门栏，古色古香。最值

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厕所，全铜打造，甚至可以当作是一个景点去参观，

据说游龙戏凤的故事就出自此处，因此，餐厅里用连环画的形式讲述了

李凤姐的故事。如果是等位，首先可以参观一番，菜品分量挺足，当然

少不了烧麦。百花烧麦皮薄汁多，养生葫芦丝细嫩爽口，还有各种山西

特有的粗粮和凉粉可以一并品尝。

地址：大同市城区下寺坡街凤临阁院 ( 近华严寺 )

联系方式：0352-2059699;2059799

参考价格：72 元 / 人

到达交通：18 路华严街站。

clare703  在凤临阁点了几个菜，印象最好吃的是蜜汁长山药（凉菜）

和雪梨银耳羹。雪梨银耳羹我们广东人常吃，但是凤临阁的有点不同。

貌似是加了一点点薄荷或者陈皮类的东西，清甜之中带着一点清新，不

会甜到腻人。真的很好吃。点了羊肉、牛肉和猪肉的烧麦，我感觉还好吧，

皮薄肉多汤汁浓，但是容易腻。我觉得价格都比较合理，在广东，要是

有这么一个地方，怎么可能人均 70 块就能吃得又饱又好。

老爷庙风味美食府

这家饭馆的环境不错，装修的风格也都是中式古朴的样子，除了主推的

山西菜，其他菜系也不错。羊杂粉做得很好吃，如果吃过了当地美食可

以在他家尝尝烤羊腿，又香又嫩。只是因为人气挺高服务有些跟不上。

http://www.mafengwo.cn/u/5203196.html
http://www.mafengwo.cn/u/14688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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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塞，没什么好吃的，没想到这么多美味，来大同的第一顿晚餐就很

惊喜。

当地特产

云冈绢人

大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绢人采用绫、罗、绸、缎、纱、绢、锦等布

料制成的，绢人取材原型多来自于戏剧人物飞天乐伎以及云冈石窟、华

严寺各种佛像。颇有地方特色，云冈景区出口处的小街就有售卖。

大同煤雕

煤雕是我国独一无二的工艺美术品，产于大同。以大同煤矿的煤干石为

原料，图案均以地方文化为题材，雕有云冈大佛、飞天、菩萨、等人物

形象及悬空寺、应县木塔、九龙壁等造型。煤雕是极具地方特色的馈赠

亲朋的艺术品。云冈景区出口处的售卖小街就有。

广灵豆腐干

不管是做成热菜，还是凉菜，味道都不错，咸熏两种不同的豆腐干，耐嚼、

极香，品种不同，形状也不一样。五香风味浓厚，别具风味。

广灵小米

广灵小米，原名“御米”，据传曾是康熙皇帝的贡米。广灵小米和普通

的小米比起来，颗粒圆润，颜色更加金黄，用广灵小米熬粥，粥更粘稠

也更香甜。

购物攻略
大同如今正处于长期大拆大建的状况下，已经没有严格意义的市中心，

但是仍可去当地超市买买特产。值得一提的是，大同的很多超市内多主

营山西特产，大同特产多为浑源凉粉，如广灵豆腐干、广灵小米等土特

产并不是每家都有，需要寻找。

购物 Shopping

 zm66   大同煤雕 这些精美的头像和书法都是在抛光的煤块上

用铁钎子一点一点敲出来的

大同城区不大，在市中心，很方便就能找到各种娱乐所在。影院、咖啡馆、

KTV……但最有大同特色的要算是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的井下探秘游。

井下探秘游

地点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这里下井体验是下到真正的矿井中，先换好

工作服，一次性帽子，头盔，毛巾，袜子，雨鞋，手套，头灯，坐上井

下特有的小火车，行程 10 来分钟，参观部分是已经废弃的工作面。主要

参观了矿井的构造：如何通风、排水、监测瓦斯含量；挖矿业的技术演变：

从古到今如何挖煤；特殊的地质构造：背斜，向斜，断层等等。

地址：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内

费用：160 元；儿童身高 1.2 米以下免煤博馆门票；60 周岁以上老年人

凭老年证或身份证、军人凭军官证、军残人凭军残证、记者凭记者证免

煤博馆门票。儿童身高 1.2-1.4 米、在校全日制学生凭学生证购景区优

惠票。井下探秘保险、一次性用品（毛巾、手套、袜子、头套、口罩等）。

因井下探秘区域特殊，下井人数需达 5 人或 5 人以上方可下井，若不达

5 人请听从景区工作人员安排。

开放时间：9:00-15:00（节假日除外）

联系方式： 4007777777

到达交通：10 路云冈站；3、37 路云冈石窟站

大同可游览的景点并不算丰富，因此。大同也是紧凑周末游的热门之选。

一般来说，山西可以来个大串联，大同——临汾壶口瀑布——平遥古

城——王家大院——太原。山西的精华尽收眼底。

大同二日紧凑游

D1：云冈石窟——仿古街凤临阁中饭——华严寺——九龙壁——鼓

楼——法华寺

早上可去孙记包子铺或者东方削面吃个早餐，然后乘坐云冈石窟，云冈

石窟的精华在第三、五、六、二十窟。

乘坐 10 路公交线转乘 18 路公交（建议到市区后打车）前往仿古街的凤

临阁吃中饭，散步即可到华严寺。华严寺内的精华在上华严寺的大雄宝

殿和下华严的“合掌露齿菩萨”。随后的九龙壁、鼓楼和法华寺均可自

行选择游览。

除了井下探秘游还有什么？

这里可以领略矿山历史的沧桑巨变，零距离感受矿区工人的艰辛

生活；这里可以欣赏到侏罗纪煤层的地址奇观；这里有时尚互动

的美态博物馆、工业遗址区，了解到神秘“黑金”的来龙去脉；

这里还有石头村、仰佛台、晋阳潭等郁郁葱葱的湿地公园，在这

里可以远眺云冈石窟。

Routes线路推荐

Entertainment娱乐

http://www.mafengwo.cn/u/57149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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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大同方言属于晋语。山西省内游客交流并无大碍，其他地方的游客需用

普通话交流。 

邮局

大同邮政编码：037000

大同云冈石窟出口处即有邮局可寄明信片，请自行备好纸笔。

大同市邮政局（火车站附近）

地址：大同市城区新华街 ( 大同站一带）

联系方式：0352-2810794

银行

大同银行多为主流国有大型银行，商业银行仅有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

还有一些地方性银行，如大同行业银行和北都农村商业银行。银行多集

中在城西，魏都大道的南段和城西南尤为集中。

景区内及其周边银行：

云冈石窟：邮政储蓄银行

华严寺：中信银行 ATM 机

鼓楼：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九龙壁：中国建设银行

电话

匪警          110

火警          119

急救中心      120

网络

1、汽车站：大同市长途汽车站开往北京和右玉的 15 辆大巴上装有车载

WIFI。

2、火车站：大同火车站内有 WIFI 可接入：

3、公交站：大同少部分 11 路公交车上有 WIFI 可连接，正门后上方标

有“E 路 Wi-Fi 网络覆盖”标识。支持本地游览和互联网游览。接入号为

16Wi-Fi，打开浏览器，根据提示下载客户端并注册。若需访问互联网，

可进入闪播网首页，点击右上角“畅游互联网”图标，会自动跳转到一

个登录界面。若需使用微信等娱乐工具，直接点击所需软件即可。

4、酒店：大同市内稍好一些的酒店均有 WIFI 可连入，游客入住前可提

前询问。

医院

大同医疗水平良好，一般处理旅行中的小病不是问题，相对最有口碑的

医院是第三人民医院。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地址： 山西省大同市迎宾西路

联系方式：0352-5556114

到达交通：1、2、17、28、31、601 路三医院站

晚餐可就近选择花园大酒店中餐厅或粗粮馆体验一下塞北风味的美食。

注：如果想避开人流，可以选择早上安排市内景点，下午游览云冈石窟，

特别是在黄昏时，日已偏西，余辉脉脉，徜徉于古朴雄浑的石窟前，感

觉很好。

D2：恒山——悬空寺——应县木塔或土林

早餐可在可以吃一碗正宗的羊杂粉汤，然后前往恒山，到达恒山路上会

经过悬空寺，恒山并不算高，一趟下来 3-4 小时就差不多了。乘坐缆车

则更快。之后回程时前往悬空寺，悬空寺其实不大，但是站在深嵌山体

的寺中，脚下悬空，会让人由衷佩服古代人的智慧。若不买票登寺，可

在远处静静观赏，特别是在黄昏下，古意盎然，显得格外漂亮。

注：这一天的行程比较紧凑，要想一日游览三个景点，最好包车，也可

将应县木塔安排在大同一线中，包车司机对恒山——悬空寺——应县木

塔线路挺熟，可以跟包车师傅商量拿捏好时间。如果自助，则选择前两

个景点即可。

 

中国大同古都灯会

古城范围晚上将点起形态各异的冰灯，灯会分为各个展区进行，既有大

同代表性的风景名胜，也有以人文民俗为特色的系列彩灯。更有舞龙耍

狮等节庆活动。

地址：大同南城墙、北城墙、东城墙

门票：灯会票价为 20 元 / 张，70 岁以上老人（须持身份证或老年证）

及身高 1.4 米以下儿童免费（须有人陪同）

时 间：2 月 1 日 至 16 日（ 正 月 初 二 至 十 七） 每 日 18:00-23:00，

21:30 分停止售票

大同春节文化庙会

民族民间文艺汇演、非遗展演，大同及全国各地土特产展销，春节文化

书市，“我的中国梦”公益宣传展，摄影书画作品展及玉石、古玩、工

艺美术展和艺术品品鉴会等。

地址：大同市华严寺广场、关帝庙广场等处。

时间：2 月 7 日（农历正月初八）至 2 月 14 日（农历正月十五）

大同国际文化艺术旅游节

以展示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以及优美的塞外风光为主。旅游节包括晋北景

点展示、文体盛事表演、城市交往、旅游观光览胜推介、大同旅游项目

招商等活动。此外，参加者可以观赏魏碑书法、云冈乐舞以及一系列文

艺演出。

时间：每年 8 月

Events & Festivals节庆

Practical Information实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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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

大同目前只有一个机场，名为云冈机场，云冈机场到市区大概 17 公里，

目前与大同通航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沈阳、厦门、成都、

香港、太原、长治、海口、包头。

地址：大同市大同县倍加皂镇以北

到达交通：

机场大巴

从市区到大同机场有班车往返，票价 10 元。

行车路线：大同宾馆（始发）——五洲大酒店——民航售票处（迎宾东

路）——大同机场。

发车时间：机场大巴随航班发车，从市区到机场的大巴，发车时间为航

班起飞前两小时。

火车

大同有一个火车站——大同站，目前有始发朔州、大同、宁武、太原、

张家口、北京、天津、包头、运城、二连、东胜、西安、沈阳、临汾、

邯郸、乌海、青岛、临汾、秦皇岛、杭州、呼和浩特、通辽、兰州、南昌、

嘉峪关、广州等地的普快和快速列车。

地址：站前街 4 号

到达交通：2、4、15、35、42、22、30、70、601 路大同站。

汽车

大同目前有 4 个汽车站。游客一般会选择大同新南站前往应县，大同市

长途汽车站前往悬空寺和恒山一线。

网址：http://sp.sxtrans.net/（网上订票）

大同新南公路客运站

发车方向：发往北京、太原，长治、朔州、忻州、应县、离石、阳泉、怀仁、

山阴、原平、尚岗、兴县、岗县等方向的客运班车。

地址：大同市魏都大道 699 号

联系方式：0352-5025222

到达交通：30、32 路新南站站；1、28、67 路新南客运站站

大同市长途汽车站

即雁运汽车站，本地人多叫体育场路汽车站。

发车方向：

北京

山西省：繁峙、悬空寺、五台山、五台县、广灵、灵丘、孝义、朔州、马道头、

左云、右玉、偏关

河北省：石家庄、保定、望都、涞源、唐县、白沟、马庄、下河、定州、

蔚县、唐山、张北、康保、张家口、邢台、巨鹿、涿鹿、魏县、涿鹿

山东省：济南、青岛

河南省：郑州、福鼎、洛阳、长垣、濮阳、沈丘、南阳

陕西省：大柳塔

江苏省：徐州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湖南省、湖北省：长沙、十堰

福建省：莆田

广西、广东：北海、湛江

四川：南充

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集宁、宝昌、土贵乌拉前旗、锡林浩特、二连、

中旗、薛家湾、商都、东胜（区）、大青沟、凉城、临河、兴和

东北三省：沈阳、大连

其中开往恒山及悬空寺所在地浑源县的班车流水发车。首末班车时间为

6:30-18:20，票价 25 元。

地址：大同市魏都大道 3 号 ( 儿童公园旁 )

联系方式：0352-2464480

到达交通：2、15、17、28 路体育场站；15、31 路迎宾街魏都大道口

站；17 路农行大楼站；1、17、28、31、601 路三医院站。

大同东关汽车站

发车方向：阳高、天镇、西坪、阳原、浑源、灵丘、广灵等方向的客运

班车

地址：大同市滨河路

到达交通：32、36、201 路建材市场站

平旺汽车站

发车方向：

北京市、河北省：北京、张北、蔚县、阜平、宣化、涞源、曲阳、康保、

阳原、尚义、柴沟堡

山西省：太原、广灵、浑源、天镇、灵丘、左云、应县、繁峙、五台、忻州、

静乐、原平、阳方口、晋城、朔州、怀仁、右玉、山阴、长治南、新平、

马头关、阳高

内蒙古：集宁、呼市和林、化德、商都、兴和、土牧尔台、薛家湾、东胜（区）、

清水河、宝昌

地址：恒安新区 H 区

到达交通：7 路恒安新区长途站站；9 路恒安新区站

包车

相比于自助游，游览大同周边景点最好还是选择包车前往，价格会稍贵

一些，但是时间省下不少。从大同包车到悬空寺——恒山一线约 350-

400 元一车，到悬空寺——恒山——应县木塔一线 400-450 元 / 车，

看个人砍价能力。

公交车

大同公交分为普通公交和旅游公交，公交路线覆盖全城，相当方便，需

要注意的是，大同市目前城区干道处于长时间施工状态，公交路线经常

需要调整，以至于城区内的公交往往很早就停运了，站牌上标示的路线

与实际路线也常常不一致。

网址：http://dtbus.cn/

联系方式：0352-12345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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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公交

大同市内公交覆盖全城，票价多为 1 元（非空调车），也有不少 2 元（空

调车）起步，大同公交首班车分为冬夏令时，夏令时首班车多为 6:00 左

右，末班车多为 19:00-19:30，最晚的不超过 20:30，冬令时首班车延

后 10-20 分钟，末班车提前约 20-30 分钟。

旅游专线

大同公交旅游专用一号线为大同市内唯一一路旅游公交，公交串联起大

同古城内及云冈石窟等重要景点，全程 2 元，发车间隔时间为 12-15 分

钟，双层大巴，前往古城内华严寺、古城墙、善化寺、九龙壁、纯阳宫、

关帝庙、帝君庙、府文庙景区的游客，可以在魏都大道清远街口、魏都

大道迎泽街口就近下车。前往观音堂、云冈石窟的游客，可以直接抵达

景区门口。

 

快速公交

大同快速公交全程票价 3 元，目前有连接大同火车站的 601 路和连接园

区的 602 路。

出租车

大同市出租车起步价 7 元 /3 公里，超出 3 公里的基价为 1.6 元 / 公里，

车辆空驶计价费标准 10 公里以上按车公里租价的 50% 收取；夜间基

本单价为 2.1 元 / 公里，而夜间时间则分为了夏季（5 月 1 日 -9 月 30

日）22:00- 次日 6:00，冬季（10 月 1 日 - 次年 4 月 30 日）21:00-

6:00。

青蛙 大同的旅游专线巴士 大巴 15 分钟左右一班，单边大约 1

小时

大同出租车在夜间市中心有些难打，如果是顺路而人又不多，即

使是载了客，很多司机也会考虑停下来问问，所以看到人少的出

租车不妨招手问问，以免耽误游玩时间。

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http://www.mafengwo.cn/u/173453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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