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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贺州速览
贺州，位于广西东部，地处湘、粤、桂三省（区）结合部，历史上有“三省通衢”之称。

其下辖八步区、平桂管理区、钟山县、富川瑶族自治县、昭平县等三县两区。

和广西很多城市一样，这里也有山有水、风景秀丽、民风淳朴，汇聚了少数民族，风情浓

郁。每年农历十月十六日是这里有名的盘王节，数万瑶胞载歌载舞，庆丰年，颂盘王，吸

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早在明清之际，这里就是桂湘粤三省（区）的商品集散地，特殊的历史文化造就了贺州众

多的人文景观、名胜古迹。境内有国家级、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0 多处。目前全

国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黄姚古镇就在这里。

姚江：是贺州的母亲河。在黄姚古镇，更是穿镇而过成 S 型，犹如一个八卦阵。

八步区：是贺州市下辖的区之一，是贺州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即为贺州市中心。一般说到

八步的汽车即是到贺州。

黄姚古镇：在贺州昭平县，为中国最具旅游价值古城镇之一，已有近千年历史。电影《面

纱》及香港连续剧《茶是故乡浓》等拍摄曾在此取景。

sunny    停雨后的贺州，感觉特好，空气仿佛被注入了泥土、树木、小草、山峦、水牛种种元素，

直穿人肺腑。这时光用鼻子呼吸是不够用的，于是张开嘴，大口大口贪婪地呼吸着，空气的

感觉就像久违了一样，记忆中只有年少时上学走在田野间小路上才有的。

在姑婆山山顶——仙女峰搭帐篷露营，做第一个看太阳升起来的人，以 360°全角赏最奇特

的云海在眼前翻滚，游弋在娇艳欲滴的杜鹃花丛中，寻找港剧《酒是故乡醇》里的场景，品

一口最醇的土酒，遥望美轮美奂的红日沉到山的另一头。幸运的话甚至可见神秘的佛光。

在获得“中国最具旅游价值古城镇”之誉的黄姚古镇里住上三两天，在千年时光里，感受最

原始的村落生活：每天天没亮被隔壁的公鸡吵醒，走在古老的石板上看小孩子跳橡皮筋，与

挑扁担的村民擦肩而过，抑或不经意间掠过老妪慢慢走过的身影。尝黄姚米粉，品当地油茶，

吃清朝贡品黄姚豆豉做出的各种美味。

Introducing He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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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

最佳旅行时间  4-5 月，9-11 月。可到姑婆山

爬山赏花，到十八水、紫云洞避暑观瀑布，到黄姚

古镇静静地放肆灵魂。

消费指数  贺州消费不高，来此游玩以住宿及交

通花费为主，一天游 200 元可基本满足。

穿衣指南  贺州气候温和，年平均气候在 18℃

左右。4-5 月还较微凉，需穿薄外套护体，尤其登

山时昼夜温差大，要特别注意保暖；夏季清凉着装

即可，蚊子很毒，要记得带防蚊药水。冬季也不太

冷，穿毛衣加外套即可。

特别推荐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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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 贺州至阳朔的那段高速，被誉为最美的自驾路线，别再加油，放慢速

度或是停下车，呼吸最新鲜的空气吧，陶醉在大自然赐予的十里画廊。

★ 在有“宋元明清古建筑露天博物馆”美誉的富川秀水状元村，啜一口

泱泱文风，在清晨早起看晨雾中笼罩着的仙娘井和古戏台，是最佳的拍

摄时间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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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紫   宋元明清古建筑露天博物馆——富川秀水状元村

Sights景点
除了黄姚古镇（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外，贺州还有诸多好玩的去处。

贺州已开发的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为：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贺州玉

石林景区、贺州温泉景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为：紫云仙境景区、

十八水景区等，其中还有玉印浮山、临贺故城、客家围屋、大桂山国家

森林公园等风景名胜区，贺州形成了以森林度假、自然生态、温泉疗养、

民族风情旅游为主的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业。

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

为国家 4A 级景区。公园气候宜人，森林覆盖率 93%，空气负氧离子含

量高达 65856 个 / 立方厘米，是华南天然大氧吧。香港连续剧《茶是故

乡浓》、《酒是故乡醇》等都曾在此取景拍摄。

要把姑婆山各景点都看完需要不少体力和时间。宽广的大草坪，绿草如

茵，还有供游客健身的拓展设施，游玩健身两不误；去情人林烧烤、游泳；

或登到山顶看瀑布“疑是银河落九天”。5 月中旬至 6 月为姑婆山特有

的高山杜鹃的花期。盛放之际，杜鹃争相斗艳，大红、粉红、白色各具特色，

微风过处，花海荡漾，蔚为壮观。

你还可带帐篷在山顶露营，小住几日，体验“神仙般”的日子。云海与

杜鹃交相辉映，日出、日落美轮美奂。幸运的话甚至可见神秘的佛光。

地址：贺州市姑婆山自然保护区（距市区中心 21km）

费用：门票 125 元 / 人（儿童 1.2m 以下免票；身高 1.2-1.4m 的儿童

购买门票 70 元 / 人；60-69 岁的老人、全日制学生，凭有效证件购买

门票 70 元 / 人）

网址：http://www.guposhan.com/ 

开放时间：8:00-17:30

联系方式：0774-5236888/5236994/ 5290306

到达交通：在贺州市区泰兴大厦正对面、新世纪大酒店前面乘私家车至

景区，车费约 16 元 / 人。

用时参考：半天或一天

如果想爬到山顶，一定要带上足够的食物和水。建议最好在

10:00 前开始登山，超过 12:00 不要登山，因山顶路程遥远，

来回步行需约 5 小时，且山中路程景点标识不明确，以免天黑发

生安全事故；

从山门到第一个景点仙姑瀑布有景区电瓶车送达，约 10 分钟，

但从瀑布到山脚是没有车送；山顶温差大，风大，湿气重，建议

登山要穿着保暖。

露营地点：大草坪、停车场、山顶。山顶晚上很冷，要带睡袋和

羽绒服，但可第一时间看到最美的风景。

星星   此次冲顶姑婆山的仙女峰，碰到比较奇特的云海。说它奇特呢，首

先是可以 360°观全景，不像有些山脉的云海都有部分被其他山峰遮挡，

姑婆山的云海可是“全景图”哦，可以看到极远处的其他山峰隐于云海，

别有一番风味！其次呢，恰好蓝天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显出远、近不

同山峰笼罩云海的层次感，以及飘渺而充满轻盈的云雾感，特别有别于

平日那种汹涌而壮阔、厚实澎湃的云海景观。从登山口开始算，从左边

上山（记住，最好是左边上右边下，左边风景远比右边漂亮）。若途中

不休息，约 2.5-3 小时可到达顶峰。全程结束，不是特别累。回去恰好可

以泡泡温泉解乏，非常之享受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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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    姑婆山顶峰——仙女峰奇特的云海

十八水风景区

为国家 4A 级景区，09 年央视《乡土》栏目曾做专题报道。因景区内有

飞瀑十道、水湾十八处，故名“十八水”。以水奇、石奇、树奇之“三

奇宝地”著称。水景以“大佛水”、“一口水”、“黄绸布”、“二毫半”

为主体，形成落差近 300 米、最宽处 60 米的十级跌水瀑布群。时间较

紧者可选择不前往。

地址：贺州市北郊 20km 处的路花山区（距贺州姑婆山景区约 1km，距

贺州玉石林景区约 7km，距贺州温泉景区约 8km）

费用：门票 86 元（学生、1.2-1.4m 儿童、65-79 岁老人可半价优惠，

1.2m 以下免票）

http://www.mafengwo.cn/i/1107167.htm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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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shibashui.com/ 

开放时间：8:00-18:00

联系方式：0774-5283798/6558966/ QQ:1132822684    

到达交通：到贺州汽车站后乘 3 路公交车到达姑婆山大道新世纪大酒店

门口，打的或租面包车前往，4-6 人建议打的，车费约 100 元（可议价）；

10-13 人建议包景区客车，单程约 150 元（每增多 1 人 8 元，最多乘

坐 17 人）

用时参考：约 1-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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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nat   十八水瀑布

贺州温泉（路花温泉）

贺州温泉景区依山傍水、层林叠翠、溪流飞瀑，田园风光十分迷人。是

很实惠的温泉疗养中心，有温泉游泳池，还有滑草、滑车及水上运动项目。

爬山劳累后，来此放松，惬意之感无需多言语。

另一处较有名的温泉为里松，在里松镇培才村，其别番风味主要源于它

的家庭式经营，也因此接待不成规模，且交通不便，山路崎岖。

餐饮

当地特色菜有路花鱼、豆腐酿、走地鸡（25 元 / 斤）等，温泉内就有，

都是现做，味道不错。

住宿

温泉附近有独立温泉院落及酒店，周围还有类似农家乐的住宿，农家乐

约 80 元 / 晚，适合一家人自驾来住。酒店门前是停车场，自驾游来泡温

泉的人有很多，非周末时人较少，酒店住宿房价为 288、800、900 不等，

都送两张泡温泉的门票。

而小木屋温泉院落在景区内是独立的，环境优美舒适，房间为日式榻榻米，

设备齐全，有空调、热水器等。出门就是公共的温泉池，也可在院落内

自带的小池泡温泉。房价约 700-900 元 / 间（含门票），淡季时可议价。

若是小情侣或夫妇想要比较私密的话，建议选择预订位置较高的

木屋。

地址：贺州市黄田镇路花村（距市区 20km）

费用：门票 50 元

开放时间：7:00-24:00

联系方式：订房电话：0774-5109018

到达交通：1. 乘 9 路车在黄田路口下车，有开往温泉的景区专线车，途

经黄田镇——新村——贺州温泉，发车时间为 6:00-17:30，每隔 20 分

钟一班，车费约 2.5 元 / 人；或打的前往，车费约 50 元。

2. 在新世纪酒店门前有开往路花村的公交车，车费约 5 元 / 人，车程约

50-60 分钟，

3. 自驾：路线为昭平——白沙井（向桂林方向）——源头——昭平方向（以

前老路）

用时参考：半天或一天

1. 村里有卖泳衣，一般女式 25 元 / 套。山上有小卖部，价格不贵，

但东西很少，建议从山脚上来时候就买好，泡温泉很消耗能量，

最好储备一些干粮。

2. 泡温泉正确程序：吃完饭后，应先休息一个小时以上，下池之

前应先泡脚，让身体慢慢适应，再慢慢浸入。每泡 20 分钟，就

该上岸休息，多喝水补充能量。

ceecee99  白天是 12:00 退房，我们睡了个懒觉，起来泡了下温泉，美

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听着早晨的流水声，鸟叫声，总觉得自己离自

然是那么接近，不舍得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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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ecee99   贺州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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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洞

紫云洞风景别具一格，即玲珑秀气又气势磅礴，名称源于洞中的地下河

冬暖夏凉，到了冬天，洞中的暖气从洞口喷出，形成紫色气雾在石山洞

口处飘渺。若是亲眼所见，也许会让你想起《大话西游》里的紫霞仙子。

总游程约 1000 米，洞中有大大小小的支洞 18 条，或宽阔通达，或隙

窄曲畅。洞内以悬空为特色，主要有四大悬空，其中有悬塔，重几十吨

高达 6 米多的石柱立在仅仅只有 6cm 厚的悬空石板上，让人看了心悬；

有南海观音一景，栩栩如生，让人看了有一种心灵的震撼。

洞内一步三景，小巧玲珑，浓缩精华；洞外，紫云景区依山傍水、环境优美，

适合休闲放松。

地址：贺州市八步区鹅塘镇栗木村（距市区 4km）

费用：门票 45 元。以住宿为主

网址：http://www.hzzyxj.com/ 

开放时间：8:30-18:30

联系方式：0774-5665118/ QQ：503446168

到达交通：从市区骑行至景点约 30 分钟；或可自驾、打的前往。

用时参考：2-3 小时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小蜂 ( 风萍·浪迹 )   紫云洞

玉石林

玉石林由罕见的由汉玉石柱、石笋组成，大约形成于一亿多年前的侏罗

纪时期。内地层峰从间石芽裸露、奇峰突兀，石笋石柱、地槽漏斗、狭

缝密布。它独立于四周的石灰岩山中，被游人誉为“人间仙境”，被地

学专家称作地质奇迹。著名景点有“千年骆驼”、“空中走廊”、“一

线天”等，无一不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在阳光下及雨中的景观，

都各有妙处。

值得一提，玉石林里有个比较快捷的下山方式——滑滑梯。景区修了一

条长滑梯，从山顶直达山脚，滑下去，大概就是 5-10 分钟。该处玩点少，

时间若较紧可选择不去。

地址：贺州市八步区黄田镇（距市区 18km）

费用：于 2012 年 11 月 11 日起，门票上调为 92 元 / 人（身高 1.2m（含

1.2m）以下的儿童免票入园；未成年人、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下学历学生

凭有效证件门票按五折优惠）；售票处有景区有偿讲解员，30 元 / 次；

滑梯另付收费 40 元（需租裤子保护罩和手套等）

网址：http://gxysl.com/ 

开放时间：7:30-17:30

联系方式：0774-5293185/5233922

到达交通：玉石林与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贺州温泉同在一条旅游线上。

可参考前两者交通路线。从市区打的前往，车费约 60 元。

用时参考：1-2 小时

莎拉童鞋   那天的雾很大，但你能感觉到身处于一片石海中，真的是石海，

好大好大，好多石头，云南那个石林好弱，非常非常小而且都不好看不

知道为什么那么出名！这才叫真正的石林呢！大自然很神奇。但景点没

有统一路线，整个林子就是个迷宫不可能走完全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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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叶心心    玉石林

客家围屋

建于清乾隆末年，已有 200 多年历史。围屋占地面积三十多亩，分南、

北两座，相距 300m，呈崎角之势。

整座围屋建筑为方形对称结构，四周有三米高墙与外界相隔，屋宇、厅堂、

房井布局合理，形成一体，厅与廊通，廊于房接，迂回折转，错落有致，

上下相通，屋檐、回廊、屏风、梁、柱雕龙画凤，富丽堂皇，是典型的

客家建筑文化艺术结晶，素有江南“紫禁城”之美称。

客家围屋，都是为了预防被攻击时做的准备，包括对围屋的熟悉、三道防

御的设计、抢眼的布局等都是非常有学问的。建议可请个导游，不然就只

能单纯观赏房子了。观赏完还可品尝当地特色美食——酿菜，非常好吃。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agnat    贺州围屋在防御方面，除了走廊转弯处设有 72 只枪眼，

还在大门口设立观察口，大门右下角的洞是干什么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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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叶心心   黄姚的美由眼而生，它生成于古桥下好奇的牛群鼻子里喷出的

热气，飘过村寨的每一处老牌坊老门楼，带着饭菜的香钻进老樟树神奇

的洞里，捎着孩子们的幻想跟上了独木桥上的摇尾巴的小白狗，席卷了

河边洗衣姑娘的银铃般的嬉笑声，在夜晚轻叩古老的窗棂，在我的梦里

安了家。

 

钟山县景点

十里画廊

位于钟山县县城西北，即贺州到阳朔的这段高速，被誉为最美的自驾路线。

景区延绵十多里，以喀斯特溶岩地貌为主，风景如诗如画，故而得名。

主要景观有荷塘群峰、双元群峰、公婆山、阳元石（朝天蜡烛）、观音山、

宝塔山等。

地址：钟山县县城西北 18km 的公安镇双元村，国道 323 线及正在兴建

的桂梧高速公路旁，以公安镇荷塘村为中心。

费用：免费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阿紫   我用了三小时徒步钟山十里画廊。

富川瑶族自治县景点

百越不是一个民族，它是多民族历经千年的融合。都庞岭下，富水河畔

的富川就是典型。在这里南下的汉人和原著的瑶人比邻而居，从敌视到

和平，经过岁月的磨砺，渐渐不分彼此，连文化也得以水乳交融，形成

这里独特的风俗、建筑。（叶叶心心  提供）

富川古明城

是广西保留较为完整的古县城遗址之一。该城建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

年）。城以“十”字架对称，街道皆由鹅卵石铺成，镶嵌有象征钱财、

富贵的金钱图案，象征幸福、光明的太阳图案。原设有东南西北四门出入。

著名的潇贺古道自北门入而从南门出。四个城门俱为大方青石构筑，每

座城门由 831 块至 896 块整齐平滑的大青石块砌成。各门顶上均有城楼，

雕栏飞檐，坚固结实，雄伟壮观。目前只剩东门、南门和北门。

但多年来由于资金不足，加之诸多方面的原因，古明城很多建筑得不到

有效的维护，文物古迹不断受到破坏。

地址：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内

地址：贺州市莲塘镇客家围屋景区（距市区 10km）

费用：门票 30 元（含村口的民俗生态展览馆）；儿童 1.3m 以下及军官

持证免票；70 岁以上老人持相关证件购票 15 元 / 人

开放时间：8:30-18:00

到达交通：在市区可乘公交车直达客家围屋景区，车费约 12 元，时程约

30 分钟；也可打的前往，车费约 35 元；或乘 11 路公交车到新世纪大

酒店下车，乘八步至厚田班车到客家围屋景区下车

用时参考：1.5 小时

昭平县景点

黄姚古镇

更多信息可下载蚂蜂窝《黄姚古镇旅游攻略》，链接：http://www.

mafengwo.cn/gonglve/mdd-11755.html

为广西保存最为完好的明清建筑群，已有近千年历史。全镇有八条街道，

房屋多数保持明清风格，街道均用青石板砌成。有山必有水，有水必有

桥，有桥必有亭，有亭必有联，有联必有匾，是黄姚古镇最标志性的特征。

与丽江、凤凰等诸多人声鼎沸的古镇相比，黄姚养在深闺人未识，她安静、

秀气，如同小清新一般淡雅。因交通尚不便利，宣传力度不大，恰使这

座古朴小镇的人文和风情免受污染。这里，就是你的梦境家园。

不容错过的景点有：带龙桥，黄姚的标志性景点；石上榕，你会感叹生

命的力量；石跳桥，不妨跳过 200 年的历史；古戏台，“可以興”三个

字意味悠长；石板街，细雨中更有韵味。

千万别在黄金假期时去，人潮汹涌会让你看不到黄姚的原本面目。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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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贪靓的墨鱼    黄姚古镇到处都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

地址：贺州市昭平县东北部黄姚古镇景区

费用：门票 100 元 / 人

网址：http://www.huangyao.cn/ 

开放时间：7:30-18:00（18:00 工作人员下班后还可进入）

联系方式：0774-6722748

到达交通：乘黄姚旅游专线车可直达，发车地点为贺州汽车客运西站，

发车时间为 8:30。回程发车地点为黄姚景区广场，发车时间为 14:30，

票价均为 25 元 / 人，售票地点在即广场对面的“黄姚梦之旅”。

用时参考：半天或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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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到达交通：步行从迎宾路进入凤凰路，过新永路与新建路交叉路口的富

江桥后即到，约 10 分钟。

用时参考：1-2 小时

叶叶心心    穿过黑森森的门洞，新年里的古城别有一番热闹。青石板的

路面铺着厚厚一层红泥，可以想象大年夜窄窄的街道如何硝烟弥漫；家

家贴着大红的门联门神，窗户上也粘满了红纸条；小孩子们在迷宫般的

巷子里乱窜，冷不丁甩出一个小炮后马上躲到屋角露出半个狡黠的小脸；

楼上的腊肉，或是灶头蒸蒸的水汽，都让人垂涎。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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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叶心心    虽然古明城前面的大路车水马龙，威严厚实的古城门毫

不动容地矗立着。

秀水状元村

这个村落并不热门，因其小而偏远，正因如此，开发少，商业味儿淡，

仍是个天然古村。它已有 1300 多年历史，历经唐宋元明清五朝，养育

出众多文人雅士，诞出 1 名状元（宋代开禧元年），26 个进士，3 个神童，

6 位御史，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慕名而来的，无非是想前来啜一口流淌

了千年的泱泱文风，也或者可以魁星高照。

秀水是个大村落，村内有状元楼、古戏台、古牌坊、古泉池、古罩壁等

景观；有历朝历代皇帝赐封和官府贺赠的各式古牌匾，和唐、宋、元、明、

清古民居建筑群以及古建门楼等古迹，因而又享有“宋元明清古建筑露

天博物馆”之称。最美之处在青龙古树，可摄出“心心相印”；及戏台

与仙娘井泉之处，仿佛看到了鲁迅先生笔下的《社戏》。适合喜欢人文、

古建、摄影的游客。

住宿

秀水有农家院可借宿，但不成规模，建议还是回在富川县城住，如凤凰

路上的旺源商务酒店、百家福商务酒店及新建路上的凤凰山宾馆（富川

迎宾馆）等，或者在朝东镇住小一点的旅店。

（四级题）贺州富川迎宾馆

是政府接待较多的宾馆，三星级。房间干净整洁，交通便利，距县中心

的回澜风雨桥较近，可步行前往。

地址：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新建路 28 号

联系方式：0774-7882343

到达交通：从汽车站打的或乘三轮车可到

参考价格：房间约 130 元 / 晚

美食

早餐可吃叉烧粉，推荐富川新建路上的鑫记米粉店，是老牌店，粉滑味香；

主食点田螺鸡、血鸭、香煎小鱼仔等都是当地特色菜。夜宵喝油茶是这

里的习惯，配以三角饺、汤圆、田螺煲、大肚粑等小吃。

地址：贺州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秀水村

费用：门票 10-25 元（按季收费，并不正规，因村子入口很多，但游客

身份明显，会有村民负责人收费）

开放时间：全天 

到达交通：1. 自驾：具体路线为从南宁出发可由柳南高速或桂柳高速至

贺州收费站后，往北走至富川县城，再往北走约 7km 过城北镇到朝东镇

秀水状元村。（富川瑶族自治县未通高速公路，需在钟山县回龙出口下

高速，之后一路都是二级公路，要注意路况的变换。）

2. 汽车：在贺州市汽车总站乘至富川的班车，班次较多，最晚一班时间

为 19:30，具体时间需电询。到富川县后，可在古城河新城交界处的桥

头拦车，乘中巴车到朝东镇，票价约 6 元，人满发车；或乘三轮摩托车

等也可到达朝东镇，费用 1-10 元。

用时参考：3-4 小时

叶叶心心   秀水村的规模真的很大，对于早已看惯了小桥流水和各种古屋

古建筑的我们依旧很新鲜。村中好大一块空地上，老姐俩晒着被子唠着

家常，年轻人依然支出个桌子打麻将发扬国粹。祠堂里忙碌的人们杀鸡

宰鸭在准备下一顿聚餐；而祠堂外枝繁叶茂的古樟树高耸，守护着族人

的世世繁华；孩子们在祠堂戏台和大树间穿梭，把古树洞当成了游乐场。

村后果然热闹非常，篮球赛如火如荼的举行着，围墙上爬着孩子，操场

边站满了人，有趣的是只要进球就会有人噼噼啪啪的放几响鞭炮，而且

似乎鞭炮响数和分数还有点关系……有创意又够热闹吧！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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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风小子   秀水村状元及第

福溪村景区

这也是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村。有宋代理学鼻祖周敦颐曾在此设讲学堂，

还能寻见其后裔的居所。还有以“功德石”、“焚纸炉”、“风雨桥”、

“百柱庙”为彰显文明的建筑石雕。其中，百柱庙是极有特色的一座庙宇，

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对象，于明朝弘治十二年（即公元 1499 年）正式

建成。全庙由 76 根主木柱和 44 根吊柱支撑而成，主柱与托柱一共刚好

是 120 根，故而得名。它既有中原宫殿建筑重脊歇山，石檐飞瓦的雄伟，

又透气防潮，有着当地干栏建筑的朴实无华。

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建立在瑶寨中的庙里供奉的竟是一位汉人马殷。因其

平息匪乱，安抚一方百姓，维护富川的和平繁荣，故被敬为神灵。

福溪宋寨以其独特的人文风情、建筑风格和古朴清幽的旅游环境，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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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贺州一个主要的乡村旅游点。建议搭配秀水一同游览。

地址：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境内

费用：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到达交通：在朝东镇可打车去同一条线上的福溪村，可与司机谈好包车

来回

用时参考：2-3 小时

叶叶心心   去福溪村的水泥路是今年刚修好的，不宽但平整，两边是片片

田野，远处起伏的山峦，而湛蓝的天是最纯净的背景。车停村口，古戏

台上晒太阳纳鞋底的老太太齐齐抬头向我们行个注目礼。寻着菜香我们

半路拐进了“聚于斯”。这里要办喜事，大锅的菜，大碗的肉，几十桌

上摆好了热腾腾的暖锅。门口的大婶喜在眉梢：“中午一起来吃饭吧！”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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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叶心心   历史悠久的福溪村

凤溪村

凤溪是闻名区内外的瑶族风情旅游村。在明代历年间留下了一大批古建

筑神亭、古戏台、福寿、二座朝阳风雨桥，是区、县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凤溪是民间文化较为盛行的山村，在清嘉庆年间和道光年年，翟、苟两

个剧种班子就有不少名气，翟燕堂种剧团流传至今不衰。

晚上可在此一边喝醇香的油茶，一边欣赏民俗风情十足的“迎宾舞”、“大

型印象凤溪剧”、“竹杠舞”、“击鼓传球”、“背新娘”、“坐花轿”

等节目，更有机会欣赏到瑶族蝴蝶歌、芦笙长鼓舞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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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叶心心     凤溪村的红砖墙黑瓦房

地址：富川瑶族自治县城北镇凤溪村（距市区 12km）

费用：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到达交通：在富川朝东镇可打车去同一条线上的福溪村，可与司机谈好

价格包车来回

用时参考：2-3 小时

住宿 Sleep

一般到贺州旅游的人，基本会选择住在贺州市区内。若要到各县旅游，

也可选择住在景点附近的旅店。贺州市内的酒店较多，集中在八步区一带。

各县则以小旅店为主，较大的酒店不多。贺州酒店遇节假日房价上涨幅

度不大，也不用提前预订。

林 lin 文 wen  建议在贺州学院西区附近的宾馆住，环境好价格合理，离

火车站，西站，汽车总站都不远噢，就是吃的成问题。

维也纳国际酒店（贺州店）

是当地最好的四星级酒店。位于风景秀美的贺州市中心，交通便利，去

往桂梧高速路口、广贺高速路口都很近。

地址：贺州市区八步芪灵峰步行街 1 号（近灵峰广场）

联系方式：0774-5222222

到达交通 : 从贺州客运站乘坐出租车约 5-10 分钟即到；或乘 1、4、5、

11 路公交车在国际大酒店站下车即到

参考价格：标间约 300 元 / 晚

battle&fish   房间应该有五六十平米，干净卫生，暖气很强劲，晚上被

热醒了，冲凉的热水够大、水温够舒服，完全达到四星标准，超出预料。

如果你知道旅行社的价格，告诉前台他们也会给你这个价格。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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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tle&fish   贺州的维也纳国际酒店

城市便捷酒店（贺州君悦店）

距离贺州市中心很近，但又不会太吵闹。周边有多家银行、超市、便利

店以及其他休闲娱乐场所。停车方便，早餐丰富。

地址：贺州市八步区新兴北路 52-1 号（八达西路与新兴北路交叉口南侧）

联系方式：0774-5261999

http://www.mafengwo.cn/i/1100363.html%2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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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交通：乘出租车或三轮车可达

参考价格：房间约 160-200 元 / 晚

餐饮 Eat

贺州市饮食文化丰富多彩 , 因与广东接壤 , 饮食习惯也与之相仿 , 饮食市

场以粤菜为主，川菜、湘菜、鲁菜等中国国内名菜亦兼容杂陈。各式的

餐馆、酒楼、大排档分布大街小巷，各种菜肴和地方风味小吃琳琅满目，

样多味美。贺州云集了各地小吃，如桂林米粉、柳州螺丝粉、南宁老友

粉和白粥拌小菜等。晚上到贺州市区工贸的美食街，足可吃个尽兴。

特色小吃

芳林马蹄、鹅塘青梅、八步红瓜子、信都龙眼、沙田柚等都是当地一些小吃。

牛肠酸：适合大众口味，遍布大街小巷，好吃与否要看店铺的酱料是否

够味。

红糟辣椒：这是贺州饭桌上必备的调料品。红糟辣椒因其色泽圆润、醇

香酸辣而区别于普通的酸制辣椒。它酸而不呛，辛辣爽口，具有驱寒开

胃等良效。 

三角包：即包成三角形的粉饺，广西的粉饺大多是饺子的形状，而这里

的粉饺却做成了规规矩矩的三角形，个头看起来也比较大。内馅主要有

猪肉、四季豆、凉薯、胡萝卜、木耳等。

芳林马蹄：是贺州市的传统名牌产品。马蹄皮嫩薄细嫩，肉白色，脆甜多汁，

富含淀粉。化渣爽口，风味独特，可作蔬菜或水果生食，还可加工淀粉、

蜜饯、罐头等系统产品。

特色名菜

贺州著名美食有信都三黄鸡、黄田扣肉、黄田牛红（一般在早上供应）、

姑婆山米酒等。

黄田扣肉：贺州的扣肉属黄田最有名。黄田扣肉与众不同，第一是“双扣”，

也就是两块没有切断的五花肉将油炸过的芋头包在里面，一般采用的都

是五花肉，看起来似乎很肥，但吃起来清爽不腻，入口即化；另一不同

点是加了冰糖，但甜而不腻，口感独特。

信都三黄鸡：其因毛黄、嘴黄、脚黄而名之。主销广东、海南、港澳，

很畅销。三黄鸡个头适中，体型紧凑，骨细肉嫩，肌肉结实，味美可口，

尤适合制成“两广”人喜吃的著名传统佳肴白切鸡。

贺州菜酿：讲究传统制作，不需要太多的现代调料，也不钟情于先进的

微波炉煎煮方法，农家的大锅煮豆腐酿、大锅的瓜花酿最纯正，宾馆里

推出的豆腐、瓜花、葫芦瓜三酿一锅煮不知醉倒了多少外地游客。

客家盐酒鸡：以前为了能够更长时间地保存食物，客家人经常一次性将

好几只鸡用盐和米酒泡上一晚。做盐酒鸡所使用的米酒最好是客家的米

酒，客家米酒味道香醇甜美，是淡淡的米黄色。鸡一定要用阉鸡，因为

阉鸡的皮厚肉多，口感更好，还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小羊羊火锅

饭店位置较偏，不知道的人可能难找。但出品不错，招牌菜如店名所示，

吃的就是羊，只要是羊身上的都可以，有全羊宴。推荐特色的羊血饭，

味道很不错。

地址：贺州八步区新凤街（近猪花市场）

联系方式：0774-5137488

到达交通：乘 2、11 路公交车在稽征所站下车步行 200m 即到

参考价格：人均消费 30-50 元

ceecee99   以前出差过来贺州朋友的推荐，去吃过两次都很美味。我

们两个人吃了 150 元，好撑！大概是三个人的分量了。

光明粥城

主要为粤式口味，有本地客家特色。全天营业，有早餐、午饭、晚饭、

宵夜供应，品种选择多。推荐猪杂粥、鱼片粥、酸笋炒田螺。环境较好，

但服务一般。

地址：贺州八步区平安西路（近荣总医院）

联系方式：0774-5128041/5284253 

营业时间：24 小时

到达交通：乘 6 路公交车在香港城站下车后步行即到

参考价格：人均消费 40 元

购物 Shopping

贺州城不大，可是物产却特别丰富，去贺州游玩，回来不会空手而归，

贺州最有名的是开山白毛茶和汉白玉大理石。还有一些当地的小食，如

芳林马蹄、八步红瓜子、信都龙眼、沙田柚、姑婆山米酒、富川脐橙等。

均可在贺州各大超市，如泰兴、盛隆、乐多多、新时代等，或是土特产

店购买。需要注意的是买东西、吃饭多讲价。

土特产

贺州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十分适宜种植各种亚热带水果、蔬菜和

各种经济作物，所以盛产大量的土特产品。主要土特产产品：信都三黄鸡、

豆腐酿、打油茶、八步红瓜子、马蹄、大肉梅、 白毛茶、钟山烤烟、香米、

黄江麻、蜜枣、水李、油茶、黄姚豆鼓、沙田柚、香菇、木耳、毛尖茶。

八步红瓜子：主要产于贺州市八步、信都等地。八步红瓜子粒大、皮红、

味醇香、营养丰富，久藏不褪色。是广西著名的传统出口产品之一，畅

销区内外。

富川脐橙：2003 年“富江牌”脐橙被评为 2002 年度广西名牌优质产

品。该果形呈鹅蛋形，橙色鲜艳，果肉脆嫩，入口化渣，汁多，香气浓郁，

富含维生素 C，果实色、香、味优于其它柑桔品种而誉为“柑桔皇后”。

黄姚豆鼓：因产于黄姚镇而得名，古“昭平三宝”之一。在清朝一度成

为朝廷贡品，是送礼的佳品。有剁椒豆豉、咸香豆豉、原味豆豉、姜蓉

豆豉等。是蒸排骨、鱼，做辣椒酱的上品。

钟山砂糖桔：又名十月桔，是广宁、四会传统土特产，因其味甜如砂糖故名。

是柑桔类的名优品种，并被《羊城晚报》誉称“一枝独秀”。沙糖桔果

实扁圆形，顶部有瘤状突起，蒂脐端凹陷，色泽橙黄，裹壁薄，易剥离。

南宁百货（贺州店）

新开不久，为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又一直营店，是目前贺

州最大的综合超市。集珠宝服饰化妆品土特产、餐饮娱乐等于一体，价

格属中端消费。

地址：贺州八步区灵峰南路 8 号

联系方式：0774-330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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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交通：坐 6、7 路公交车到凌峰广场下后步行即到（泰兴超市的左边）

故乡土特产品商店

是贺州市最早、最大的土特产商店。在店里可以买到贺州所有的特产，

就连姑婆山的九铺香古曲酿、糯米酒、桂花香、青梅酒，以及各种制法

的姑婆山方家茶叶，这里也一应俱全。

茗石居奇石茶座 

这里有八步黄蜡石、经蜡冻、上皇红、绿浮青、花山蜡等珍稀石种，以

及各种园林配景石，可以一边品茶一遍赏石、购石。

地址：贺州市八步区市中心的灵峰广场（市政府）左侧

到达交通：乘 5、6、7、8、9 路公交车在灵峰广场站下车即到

Tours线路推荐
 一般游玩贺州，主要是游市内附近同一线上的景点。因钟山、昭平、富

川等地距离较远，需乘班车前往，因此至少需要 1-2 天时间游玩。因距

离桂林、阳朔较近，搭配黄姚古镇游玩也是很热门的旅游线路。

贺州一日游

线路特色：游贺州八步区内同一方向线上的经典景点，适合时间较紧的

游客

线路设计：贺州姑婆山——紫云洞——温泉

线路详情：早上乘汽车前往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在途中游览黄田十里

画廊，到达姑婆山后，游览仙姑瀑布、试酒亭、仙姑石、仙姑庙、九铺

香酒厂、方家茶园等景点。游完后前往紫云洞，游览合什迎宾、悬塔、

南海观音、紫云情侣等景观。最后到贺州温泉，舒缓一天的旅途疲惫。

晚上可宿温泉景区处或回贺州市中心，第二天早上结束旅程。

黄姚、姑婆山、玉石林、温泉、客家围屋三日游

线路特色：游览贺州较著名的景点，在自然山水与古村落的交替中，感

受贺州风情

线路设计：D1：黄姚古镇；D2：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玉石林——贺

州温泉；D3：客家围屋

线路详情：

D1：8:30 出发，中午或下午抵达“诗境家园”黄姚古镇，领略明清两代

的特色建筑，游览古戏台、龙爪榕、皇帝诏书、宝珠观、鲤鱼街、八仙睡榕、

岭南第一石板街、千年古榕等。游览结束后返回贺州市区住宿。

D2：早餐后乘车赴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这里是桂东第一高峰、香

港无线电视台的主要拍摄基地、华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氧吧。主要观赏景

点有仙姑瀑布、试酒亭，九铺香酒厂（赠每人品尝三种招牌酒）、大草坪、

孔雀园、仙姑庙、方家茶园（免费品尝各种方家茶）江南水乡影视城。

下午乘车前往地质奇观玉石林景区（车程约 15 分钟，游览时间 80 分钟），

景区内的峰林全都由汉白玉大理石构成，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唯一的玉

石林奇观，主要观赏景点有“石槽漏斗”、“天缝地坑”、“千年骆驼”、

“天狗吃月”、“空中走廊”、“世外桃源”“一线天”等。晚餐后浸

泡贺州温泉（车程 10 分钟，浸泡时间 100 分钟，自备泳衣、泳裤），

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溪，是广西著名的温泉疗养胜地。晚上住在贺州温

泉宾馆或回贺州市区。

D3：早餐后赴被誉为广西第一围——客家围屋（车程 20 分钟，游览 40

分钟）。该围屋始建于清乾隆末年，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这是客

家文化的象征，它全面地展示了客家人的人文历史，是目前广西最大、

保存得最完好的客家围屋，被誉为“江南紫禁城”。中餐后结束行程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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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阳朔、兴坪四日游

线路特色：桂林与贺州较近，集精华景点游玩，行程轻松惬意

线路设计：D1：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贺州温泉；D2：黄姚古镇；

D3：兴坪——西街；D4：月亮山、大榕树等景区。

线路详情：

D1：在贺州前往香港无线电视台的主要拍摄基地、华南地区最大的天然

氧吧——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游览仙姑瀑布、试酒亭、九铺香酒厂、

大草坪、孔雀园、仙姑庙、方家茶园等，下午到贺州温泉进行温泉浴，

晚上回贺州市中心住宿。

D2：在贺州西站乘至黄姚古镇的汽车，领略明清两代的特色建筑，游览

古戏台、龙爪榕、皇帝诏书、宝珠观、鲤鱼街、八仙睡榕、岭南第一石板街、

千年古榕等。晚上宿黄姚古镇。

D3：早上乘回桂林或贺州的汽车，转乘汽车到阳朔，前往兴坪，乘船游

漓江精华段（兴坪佳境、新二十元人民币背景图案、田螺山、鲤鱼山等），

上岸后游兴坪古镇，游完后回到西街，晚餐品尝阳朔啤酒鱼，逛堪称唐

人街、地球村的阳朔西街。晚上入住阳朔。

D4：早餐在西街品桂林米粉后，骑行游月亮山、大榕树等十里画廊景区，

下午返程。

实用信息 Practical Information

语言

贺州话是贺州第一大方言，属于粤语中的“老粤语”层次。由于周边语

言环境相对单纯，受客家话、西南官话或湘语影响的痕迹不明显，可以

称得上是老粤语中与古音对应最为整齐的方言之一。

此外还有客家话、桂柳话、壮话等，但多数人会讲普通话，无需担心沟通。

银行

贺州各大银行均有。在各大酒店及饭店可刷卡消费，但在贺州消费不高，

http://www.mafengwo.cn/i/1108238.htm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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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到各县份景点的银行较少，带上适量现金即可。

邮局

贺州市邮局较多。最大的是贺州市邮政局。邮政编码：542800。

贺州市邮政局

地址：贺州市八步区建设中路

联系方式：0774-5293742

到达交通：乘 1、2 路公交车在邮电大厦（邮政大楼）站下车即到

医院

贺州医院不少，距离市中心近且较大的有贺州市人民医院、贺州市中医

院等，均为二级甲等综合医院。

贺州市人民医院

地址：贺州市八步区西约街 116 号

联 系 方 式： 急 诊 科 电 话：0774-5278120 ； 医 院 办 公 室：0774-

5282358

到达方式：乘 6、7 路公交车在贺州学院东区下车步行 300m 即到

旅行安全

贺州治安状况较好，游客要注意人身财产安全。在人流密集的地方注意

防盗，尽量不要独自去偏僻地方，使用自动柜员机取款时警惕有没有人

尾随、窥视等。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贺州市位于广西、广东、湖南三省交界处，国道 207 线、323 线横穿境

内，是广西的东大门，素有“三省通衢”之称。贺州交通主要以陆路交

通为主，火车、客车可与外地连通。距离桂林和梧州的飞机场在 200km

以内，可以中转。一般从广东、桂林、梧州方向至贺州的游客较多。

飞机

距离贺州最近的是桂林机场、梧州机场。到桂林或梧州后，再转乘汽车

或火车前往贺州。

桂林两江国际机场

开通 60 多条国际国内航线，国内各大航空公司均有航线飞往桂林。

地址：桂林市西南方向的临桂县两江镇（距桂林市区 28km）

联系方式：0773-2845359 

机场交通

1. 机场不管多晚都有巴士到市区，终点是民航大厦，费用 20 元，车程

约 40 分钟。

2. 民航大厦每隔 30 分钟有一班巴士从市区开到机场，最好提前 2 小时

从桂林出发到机场，以免误机。

3. 桂林汽车站、火车站到机场可以先坐车到安新小区下车，在对面的民

航大厦售票处乘到两江机场的巴士，票价 20 元 / 人，每半小时一班。

4. 从市中心乘出租车到机场大约 60-80 元左右。

梧州机场

地址：梧州市梧州长洲岛东侧

联系方式：0774-3833222

到达交通：市区到机场可以坐民航大巴和出租车：2 路车从起点站市政府

广场站上车，9 站即到机场。

火车

目前贺州有往返南宁、桂林、柳州及广州、深圳、湛江、贵阳的火车。

自从贵广高铁开通后，从广州去贺州非常方便，从广州、深圳、湛江均

有动车或高铁车次到贺州，车程 1-2 小时可达。

在贺州站下车后，想去黄姚古镇，可坐公交车去贺州西站坐直达汽车去

即可。

贺州火车站

地址：贺州市黄田镇二零七国道担杆路口右侧（距市区较远）

联系方式：0774-5600002

到达交通：乘 1、9、11 路公交车可直达（末班车为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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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机械迷丞    贺州火车站

汽车

贺州有很多车直接连接贵粤湘各城市。目前贺州有三大汽车站，即贺州

汽车总站（贺州客运中心）、贺州汽车东站及贺州汽车西站。

贺州汽车总站

主要接纳省际、市际、部分县际和县内客运班线车辆。有发往市区各个

景点、区内等地的汽车，区外主要发往广东连山、惠州、罗定、茂名、

长沙、深圳、灌阳、佛山、中山等地的汽车。

地址：贺州市八步区光明南路与南环路交口北行 500m

联系方式：0771-5227614/ 5226722

到达交通：乘 4、7 路公交车可直达

贺州汽车东站

主要接纳从莲塘、黄田方向进出市区的县内客运班线车辆。

地址：贺州市八达西路 50 号

联系方式：0774-5291268/ 5281422

到达交通：乘 2、3、10、11 路公交车可直达

贺州城西客运服务站：

主要接纳从西湾、沙田方向进出市区的县内、县际客运班线车辆。

地址：贺州市八步区八达西路

联系方式：0774-223778

http://www.mafengwo.cn/i/1108238.htm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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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交通：乘 1、2、11 路公交车可直达

自驾

具体路线：

1．南宁方向：南宁（南梧高速）——梧州（桂梧高速、贺州方向）——

贺州出口——贺州市区

2. 柳州方向：柳州（高速）——鹿寨（国道 G323）——荔浦（国道）——

平乐（平钟高速）——同古（平钟高速、贺州方向）——贺州出口——

贺州市区

3. 桂林方向：桂林——平乐——钟山（桂梧高速、贺州方向）——贺州

出口——贺州市区

4. 梧州方向：梧州（桂梧高速、贺州方向）——贺州出口——贺州市区

5. 深圳方向一（经梧州）：深圳（广深高速）——广州（广肇高速）——

肇庆（广梧高速）——云浮——苍梧——梧州（桂梧高速）——钟山——

贺州出口——贺州市区

6．深圳方向二（经怀集）：深圳（广深高速）——广州（广肇高速）——

佛山（广梧高速）——三水（二广高速）——四会（广贺高速）——广宁（广

贺高速）——怀集（广贺高速）——贺州东出口——贺州市区

7.广州方向（走广贺高速）：广州北环高速——沙贝出口——广佛高速——

广三高速——广贺高速 -- 贺州东出口——贺州大道——贺州市区

8. 广东湛江方向：湛江——北海三口——博白——玉林（高速）——梧

州（桂梧高速）——贺州出口——贺州市区

9．广东茂名方向：茂名——高州（北宝公路）——北流——玉林（高速）——

梧州（高速）——贺州出口——贺州市区

10．广东茂名方向：茂名——廉江——陆川——玉林（高速）——梧州（高

速）——贺州出口——贺州市区

11．湖南方向：长沙（潭邵高速）——邵阳（邵永高速）——永州（国道）——

道县（国道）——钟山（平钟高速）——贺州出口——贺州市区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市内交通主要以公交车和出租车为主。

出租车

出租车起步价 4 元，附加燃油费 1 元。贺州出租车不太规范，基本不打

表计费，市区内较近的地方约 5-10 元，去汽车站约 15 元，火车站约

20 元。注意带好随身物品，过路过桥费自己承担。呼叫热线：0774-

5201111。

公交车

贺州市公交车线路不多。主要有姑婆山森林公园旅游专线车及 1-11 路公

交车。一般首末班车时间为 6:30-19:30，一般价格 1-2 元，买票方式：

投币、人工；注意准备好零钱。

自 2011 年 10 月 1 日起，贺州公交车票价由原来的每人次 1 元变成了

分段收费，车行线路每超过 10km 就要增加 1 元。

旅行路上 Travel on the road
由于贺州的奇山异水和独特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多年来，吸引了来自

香港和内地的众多影视剧组来此拍摄，并因影视剧的热播而掀起了贺州

贺州影视基地旅游热潮。

推荐电影《酒是故乡醇》

香港无限电视台曾在 1999 年以贺州黄姚古镇、昭平茶园为拍摄基地的

电视剧《茶是故乡浓》，播出后收视理想，于是 2000 年又贺州以姑婆

山为拍摄基地，炮制姐妹剧《酒是故乡醇》，也成为收拾热剧。该剧讲

述清末民初年间酿酒的故事，主角阿纯亦会在友情和爱情中历经波折。

姑婆山九铺香酒厂曾是一家百年老字号手工酒坊，后一度成为空地，因《酒

是故乡醇》一剧的拍摄才人工搭建起了酒厂，与后来的茶园一起成为贺

州新的旅游景点。

《春蚕织梦》

2004 年由香港有线电视台拍摄的一部古装轻喜剧，围绕刘晓庆开的一家

米线店而发生了一系列有意思的事。刘晓庆在戏中饰演卖米线的妇人麻

姑，香港演员郭晋安扮演刘晓庆的儿子。麻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女人，

虽已到中年，但风韵尤存，性格大大咧咧，却也十分泼辣，因此小村庄

里发生了不少有意思的事。因该剧主要情节都发生在小村庄中，剧组特

意以民初时代的建筑特色在广西贺州搭建了一个小镇，包括姑婆山上的

水乡市集大街，陈家大宅等。

List

名称 地址电话 (0774) 你的选择

姑婆山国家森
林公园

贺州市姑婆山自然保护区  
0774-5236888/5236994/ 5290306

□

十八水风景区 贺州市北郊 20km 处的路花山区  
0774-5283798/6558966/ QQ:1132822684

□

贺州温泉（路
花温泉）

贺州市黄田镇路花村  
0774-5109018

□

紫云洞 贺州市八步区鹅塘镇栗木村  
0774-5665118/ QQ：503446168

□

玉石林 贺州市八步区黄田镇  0774-5293185/5233922 □

客家围屋 贺州市莲塘镇客家围屋景区 □

黄姚古镇 贺州市昭平县东北部黄姚古镇景区  
0774-6722748

□

十里画廊 钟山县县城西北 18km 的公安镇双元村 □

富川古明城 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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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秀水状元村 贺州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秀水村 □

福溪村景区 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境内 □

凤溪村 富川瑶族自治县城北镇凤溪村 □

贺州富川迎宾
馆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新建路 28 号  
0774-7882343

□

维也纳国际酒
店（贺州店）

贺州市区八步芪灵峰步行街 1 号  
0774-5222222

□

城市便捷酒店
（贺州君悦店）

贺州市八步区新兴北路 52-1 号  
0774-5261999

□

小羊羊火锅 贺州八步区新凤街（近猪花市场）  
0774-5137488

□

光明粥城 贺州八步区平安西路（近荣总医院）  
0774-5128041/5284253

□

南宁百货（贺
州店）

贺州八步区灵峰南路 8 号  0774-3303300 □

茗石居奇石茶座 贺州市八步区市中心的灵峰广场（市政府）左侧 □

贺州市邮政局 贺州市八步区建设中路  0774-5293742 □

贺州市人民医院 贺州市八步区西约街 116 号  
0774-5278120/5282358

□

桂林两江国际
机场

桂林市西南方向的临桂县两江镇  
0773-2845359 

□

梧州机场 梧州市梧州长洲岛东侧  0774-3833222 □

贺州火车站 贺州市黄田镇二零七国道担杆路口右侧  
0774-5600002

□

贺州汽车总站 贺州市八步区光明南路与南环路交口北行 500m  
0771-5227614/ 5226722

□

贺州汽车东站 贺州市八达西路 50 号  
0774-5291268/ 5281422

□

贺州城西客运
服务站

贺州市八步区八达西路  
0774-2237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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