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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武汉自由行：城中花园 5 天游 

第一天 

行程 建议交通 

香港 → 武汉 (香港西九龙站→武汉站) 

 

高铁  

 

前往住宿：建议下榻武昌区近河畔的酒店 

 

酒店参考：武汉富力威斯汀酒店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临江大道 96 号 

地铁： 

于武汉站乘坐地铁 4 号线，前往黄

金口方向，于洪山广场站换乘 2 号

线，前往天河机场方向，于积玉桥

站下车，步行约7分钟。 (全程约46

分钟) 

 

的士： 

车程约 35 分钟 

于酒店附近享用午餐 

 

食店参考：镇八方火锅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积玉桥万达广场前进路 12-13 号楼 43、44 号 

步行： 

从酒店步行约 5 分钟 

历尽古今变迁 必游黄鹤楼 
 
贵为天下江山第一楼的黄鹤楼，为湖北省及武汉市的标志性建

筑，是武汉必到景点之一。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代，因耸立于黄

鹄矶而得名。古代名人如李白、白居易、陆游、岳飞等，都曾在

诗词作品上吟咏黄鹤楼。1985年黄鹤楼重建修复，获评为国家5A

级景区。除了黄鹤楼之

外，附近还有其他著名景

点如岳飞铜像、落梅轩等

等。景区内亦设有不同的

建议参观路线，如赏花路

线、诗画路线、英雄路线

等，让旅客可按不同的喜

好参观。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蛇山西坡特 1 号 

公交车： 

从食店出发，步行约 4 分钟至地铁

积玉桥站，乘坐 804 路公交车，前

往江南村方向，于阅马场站下车，

步行约 6 分钟。(全程约 37 分钟) 

 

的士： 

车程约 15 分钟 

连接南北的枢纽 武汉长江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于 1957 年建成通车，横跨于武昌蛇山和汉阳龟山之

间，是长江史上第一座的跨江大桥。大桥公铁两用，第一层行火

车，第二层行汽车。大桥建筑宏伟，桥上更设有人行步道，走完

全程约 20 分钟，旅客可亲来俯瞰长江磅礡的气势，同时亦可看到

武昌、汉阳及汉口三区岸边交汇点的繁华景象，日落时更可远眺

龟山电视塔的美丽剪影。 

 

 

地址：武汉市汉阳区武汉长江

大桥 

 

公交车： 

从黄鹤楼步行约 7 分钟至胭脂路

站，乘坐 15路公交车，前往汉阳门

方向，于总站下车，步行约 5 分

钟。(全程约 32 分钟) 

 

的士： 

车程约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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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钟家村商圈附近享用晚餐 

 

食店参考：渔家厨坊 

地址：武汉市汉阳区拦江路 195 号伊瓜苏酒店内 

公交车： 

从大桥北岸步行约 3 分钟至莲花湖

路站，乘坐 531 路公交车，前往解

放大道易家墩方向，于拦江路阳新

路站下车，步行约 8 分钟。(全程约

25 分钟) 

 

的士： 

车程约 10 分钟 

返回酒店休息 的士： 

从食店出发，车程约 30分钟 

第二天 

行程 建议交通 

轻松畅游龟山 感受历史气息 

 
龟山公园位于武汉长江大桥之北端、汉阳

城北的角落。龟山上的名胜古迹众多，如

太平兴国寺、桂月亭、关王庙、藏马洞、

古琴台、禹王宫、龙祥寺和位于山顶的著

名武汉地标－龟山电视塔。园内有一条群

英道，从西往东走全长约 1.5 公里，沿途

经过多个景点如计谋殿、曹操铜像、桃园

三结义雕像、孙权孙策铜像等，历史气息

十分浓厚。 

 

地址：武汉市汉阳区龟山北路 5 号（公园西门） 

公交车： 

从酒店步行约 4 分钟前往地铁积玉

桥站，乘坐 542 路公交车，前往兴

月路方向，于地铁琴台站下车，步

行约 5 分钟。(全程约 40分钟) 

 

的士： 

车程约 25 分钟 

于王家湾附近享用午餐 

 
食店参考：捞旺猪肚鸡 

地址：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 582 号海天欢乐购 3 层 03号铺 

地铁： 

从公园步行约 5 分钟至琴台站，乘

坐地铁 6 号线，前往东风公司方

向，于钟家村站换乘 4 号线，于王

家湾站下车，步行约 5 分钟。(全程

约 30 分钟) 

 

的士： 

车程约 20 分钟 

感受民初历史 汉口里民国风情仿古街 

 
汉口里依园博园而建，它复原了晚清民初街道的建筑，是一处仿

古而建的街区。在这里，您可以看到一座又一座糅合了民国初期

和欧式建筑风格的建筑群，一些武

汉的老字号商铺及民间工艺品亦聚

集于此。建筑群完美展现了老汉口

的生活方式，成了今天游客必到的

景点之一。街内有不少特色咖啡

馆，在这里悠闲享受下午，回顾民

国风情，无疑是一件赏心乐事。 

 

地址：武汉市硚口区园博园东路汉口里（园博园南景区东门） 

地铁： 

从食店步行约 5 分钟至王家湾站，

乘坐地铁 3 号线，前往宏图大道方

向，于武汉商务区站换乘 7 号线，

于园博园站下车，步行约 4 分钟。

(全程约 28 分钟) 

 

的士： 

车程约 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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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最悠久商圈 江汉路步行街 
 

汉口区江汉路与中山大道交界一带，就是江汉路商圈。这里是汉

口历史最悠久的商业街，长约 1.6 公里，街上既有时尚品牌店、

百年老字号、以及林林总总的美食餐厅。中山大道是条百年老

街，8 公里沿途串连江汉路、南京路等 48 条重要道路。大道上，

西式建筑林立，再现了老汉口十里洋场的美轮美奂。如果大家想

去宵夜，可以到吉庆街；要文艺气息的，可到黎黄陂路。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江汉路步行街 

 

食店参考：飘香鱼口味馆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南京路与江汉二路交叉口（金宝大厦对面） 

地铁： 

从汉口里步行约 4 分钟至园博园

站，乘坐地铁 7 号线，前往青龙山

地铁小镇方向，于黄家墩站内换乘

2 号线，前往佛祖岭方向，于江汉

路站下车，步行约 3 分钟。(全程约

29 分钟) 

 

的士： 

车程约 30 分钟 

登上知音号 穿越回到民国 
 

「知音号」是参考武汉民生轮船公司「江华轮」的原型，并配合

上世纪 30 年代的时代背景而打造的大型演艺轮船。从知音码头上

船的一刻，恍如穿越时光，回到了民国时期的武汉。整艘船都是

演出的剧场，并没有明确划分的观看区与演出区，游客既是观

众，也是剧中故事的一部分。登上「知音号」，体会到百年前的

武汉风情。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江滩公园知音码头 

开放时间：晚上 7:00 至 9:00 (周一休息，请提前购票) 

公交车： 

从食店步行约 1 分钟至南京路站，

乘坐 801 路公交车，前往文博路方

向，于中山大道站下车，步行约 14

分钟。(全程约 38 分钟) 

 

的士： 

车程约 25 分钟 

返回酒店休息 公交车： 

从码头步行约 15分钟至六合路站，

乘坐 606 路公交车，前往茶港小区

方向，于地铁积玉桥站下车，步行

约 4 分钟。(全程约 55 分钟) 

 

的士： 

车程约 35 分钟 

第三天 

行程 建议交通 

昙华林 文青打卡热点  

 

昙华林是武昌区一条充满古朴味的街道，早于明朝武昌城扩建定

型后，逐渐形成。它全长约 1.2 公里，东起中山路，西至得胜

桥，介于花园山和螃蟹岬两山之间。昙华林附近一带有不少历史

建筑，加上曾多次出现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之中，间接令这里增添

一份书卷味，充满文艺清新的气息。这里有不少文创小店，到了

胭脂路口一带，更是古旧建筑的聚集

之处。当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有仁济

医院、基督教崇真堂、花园山牧师

楼、嘉诺撒仁爱修女会礼拜堂等。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昙华林 

食店参考：妖怪烧烤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 220 号 

公交车： 

从酒店步行约 4 分钟至地铁积玉桥

站，乘坐 729 路等公交车，前往车

家岭停车场方向，于沙湖苑路站下

车，步行约 10 分钟。(全程约 27 分

钟) 

 

 

的士： 

车程约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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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时尚 尽在楚河汉街步行街 
 

楚河与汉街位于武昌区，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汉街步行街，全长 1.5

公里，两旁共有 200 多家商店、餐厅、购物中心等等。汉街的建

筑风格糅合了古今元素，大部份建筑物展现民国风情，当中包括

红灰两色的砖瓦及精雕细琢的额枋等。这里最多人聚集之地就是

汉街大戏台，采用了仿古木构建筑风格，此处每逢节日假期都会

上演传统戏曲艺术。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汉街步行街 

公交车： 

从食店步行约 10分钟至中山路小东

门站，乘坐 729 路公交车，前往车

家岭停车场方向，于地铁楚河汉街

站下车，步行约 6分钟。(全程约 38

分钟) 

 

的士： 

车程约 20 分钟 

户部巷 寻找百年老武汉味道 

 

户部巷乃武昌区一条全长 150 米的百年老巷，南北走向，接通民

主路与自由路，是明清时代的古巷。巷内的仿古建筑呈现出一派

明清风格，多为老式砖木房屋，旧貌尚存。这附近还有小吃一条

街，武汉人爱吃的传统美食，如热干面、豆皮、糊汤粉、糯米包

油条等等，都可在此处尝到。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 77 号户部巷（西南门） 

 

食店参考：蔡林记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户部巷综合楼 1层 6-8 号 

公交车： 

从步行街步行约 5 分钟至地铁楚河

汉街站，乘坐 530 路内环，前往车

家岭停车场方向，于司门口站下

车，步行约 7 分钟。(全程约 45 分

钟) 

 

的士： 

车程约 25 分钟 

返回酒店休息 公交车： 

从食店步行约 6 分钟至后长街站，

乘坐 539 或 514 路公交车，前往和

平大道三角路方向，于地铁积玉桥

站下车，步行约 6分钟。(全程约 25

分钟 ) 

 

的士： 

车程约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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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行程 建议交通 

最美大学建筑群 武汉大学早期建筑 

 

武汉大学坐落于东湖之滨、珞珈山下，有

「中国最美大学」的美誉。皆因此处春有樱

花争艳、秋有桂花飘香、冬有梅花傲雪，尤

其是每年三、四月期间，武大里会有樱花

雨，吸引旅客前来拍照打卡。而武大早期建

筑的中心，就是 1935 年建成的图书馆，围

绕老图书馆一带的都是富有历史价值的建筑

群，包括经典的男生宿舍的圆形拱门。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路 16 号（西门） 

公交车： 

从酒店步行约 4 分钟至和平大道地

铁积玉桥站，乘坐 606 号公交车，

前往茶港小区方向，于洪山路口站

换乘 817 路公交车，前往湖北工业

大学方向，于八一路口站下车，约

行约 2 分钟。(全程约 55分钟) 

 

的士： 

车程约 25 分钟 

于武汉大学附近餐厅午餐 

 

食店参考：桃花醉小酒馆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路 19 号中科开物大厦 2 层 

步行： 

从西门出发，步行约 5 分钟 

国家级优美城中湖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 

 

东湖是国家 5A级旅游景区，为中国最大城

中湖之一，整个生态风景区由听涛区、磨

山区、落雁区、吹笛区、白马区和珞洪区

6 个片区组成。其中磨山区为东湖重要组

成部份，三面环水，既有优美如画的自然

风光湖景，又有丰富的楚文化人文景观。

当中的樱花园在武汉更拥有「绿色宝库」

之誉。在东湖景区内各区游览，可选择乘

搭当地的观光车穿梭。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沿湖大道 16 号 

观光车： 

于武汉大学东门步行约 5 分钟，前

往东湖一棵树站，乘坐绿道观光车

穿梭东湖景区各点。 

 

 

 

 

 

 

 

于东湖风景区附近晚餐 

 

食店参考：粗茶淡饭‧隐庐私厨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亭一路 19 号 

公交车： 

从东湖湖光序曲驿站步行约 7 分钟

至梨园广场站，乘坐电 8 路公交

车，前往武昌火车站公交站场方

向，于省电大厦站下车，步行约 9

分钟。(全程约 31 分钟) 

 

的士： 

车程约 15 分钟 

返回酒店休息 地铁： 

从食店步行约 13分钟至岳家嘴站，

乘坐地铁 4 号线，前往黄金口方

向，于洪山广场站换乘 2 号线，前

往天河机场方向，于积玉桥站下

车，步行约 7 分钟。(全程约 43 分

钟) 

的士： 

车程约 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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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行程 建议交通 

举办理退房手续 于酒店或附近餐厅享用早餐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美术馆 历史艺术深度游 

 

由于湖北的地理位置是历史上的古楚国，所以湖北省博物馆的建

筑设计、展览主题和展品都与楚国文化和古长江文明相关。博物

馆由综合陈列馆、楚文化馆和编钟馆等三座主要的仿古建筑构

成，布局体现了古楚国的「一台一殿」、「多台组成」的高台建

筑布局格式。其著名的四大镇馆之宝，包括：「曾侯乙编钟」、

「越王勾践剑」、距今 100 万年的「郧县人头骨化石」和元青花

瓷中的珍品「四爱图梅瓶」。 

 

湖北美术馆毗邻湖北省博物馆，均处于武昌区东湖边。美术馆内

有十个展厅，展览更新频繁，是美术爱好者和文青们的必去之

地。如有时间，不妨一同游览，来一个半天深度游！ 

 

博物馆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0 号 

美术馆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三官殿 1 号 

的士： 

从酒店出发，乘的士前往约 20分钟 

 

建议于美术馆附近午餐 

 

食店参考：亢龙太子酒轩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81 号 

步行： 

从湖北美术馆步行约 5 分钟 

前往武汉高铁站 地铁： 

从食店步行约 18分钟至东亭站，乘

坐地铁 4 号线，前往武汉火车站方

向，于总站下车。(全程约 40 分钟) 

 

的士： 

车程约 20 分钟 

武汉 →香港 (武汉站→香港西九龙站) 高铁  

 

 

高铁连接香港与内地多个站点，毋须转车可以去到更多地方。立即订票，体验不一样的高铁旅程。 

www.mtr.com.hk/highspeed 

 

以上资料及图片只供参考用途，如有不足或不准确之处，恳请见谅。 

(2019年 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