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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龙门石窟：石刻艺术宝库

洛阳龙门石窟同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佛教艺术宝库。它位于洛阳市城南13

公里，香山和龙门山两山对峙，伊河水从中穿流而过，远望犹如一座天然的门阙，所以古称“伊

阙”。龙门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温泉增辉，自古以来，龙门山色被列入洛阳八大景之冠。

龙门石窟是我国古碑刻最多的一处，有古碑林之称，共有碑刻题记2860多块。龙门全山造像11万

余尊，最大的佛像卢舍那大佛，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最小的佛像在莲花洞中，每

个只有2厘米，称为微雕。龙门石窟是历代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书法艺术的的宝

藏，著名的书法精品龙门二十品，是后代碑拓鉴赏家从龙门石窟众多的时刻造像题记中精选出来

的书法极品。石窟中保留着大量的宗教、美术、建筑、书法、音乐、服饰、医药等方面的实物资

料，因此，它是一座大型石刻艺术博物馆。 

伊阙（图片来源于龙门石窟景区）

最佳游览时间：

洛阳四季分明，最好的旅游季节是秋天，那时秋高气爽，适宜登山游玩。不过去洛阳旅游最多的

时间是每年4月1日至5月10日的洛阳牡丹花会期间，这时洛阳城内牡丹盛放，吸引无数中外游客。

另外，为解决龙门石窟景区当前公交车班次少、末班车发车时间早等问题，牡丹文化节期间，53

路、60路、81路公交车将延至23时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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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龙门石窟门票详解

龙门石窟景区门票：120元/人（包含西山石窟、东山石窟、香山寺和白园）门票当日有效，不可

重复使用。

龙门石窟景区一级水面游船（20座游览观光船）票价：单程20元/人次。

夜游票价：全价120元/人，半价60元/人（包含西山石窟、香山寺）。

白天开放时间：

10月8日-3月31日 08:00-17:00

4月1日-10月7日 07:30-21:00

夜游开放时间：

4月10日-10月7日 

开灯时间：19:00  

夜游售票时间：17:30-21:00（21:10停止入内）

优惠条件：

1、购买半价票的对象：

参加全国统一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录取的在校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和在校中小学生凭有效学生

证购买半价票；

60周岁-69周岁老人，中国大陆居民凭个人有效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凭有效身份证件购买半价票。

 2、免票对象：

①1.4米以下未成年人、残疾人、离休人员、革命伤残军人、现役军人、省部级以上劳模、英模（

凭个人有效证明），70周岁以上老人（中国大陆居民凭个人有效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应持有加盖

单位行政公章的记者证）享受免票；

②记者（洛阳市记者应持有记者证、外地市记者应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或国家广电总局发放的记者

证、港澳台记者应持有加盖单位行政公章的记者证）享受免票。

注：半票、免票门票优惠措施仅对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符合上述条件的居民。在中国的

外国留学生不享受此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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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祖佑佐 留下胜景感人间

壁画（图片来源于龙门石窟景区）

   

1、龙门二十品

“龙门二十品”选自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二十方造像题记，是魏碑书法的代表。龙门二十品中

有十九品在古阳洞，仅有一品在位于老龙洞外的第660窟（慈香窑）。这些造像记中的功德主多是

北魏的王公贵族、高级官吏和有道高僧，他们为孝文帝歌功颂德或为祈富欀灾而开龛造像。龙门

二十品不但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书法的代表作，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2、苍茫是一种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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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过宾阳洞的回望中才发现了龙门的苍茫，横架于东西两山之间的龙门桥。游览龙门石窟，你

会惊叹古人的智慧和毅力，十万座巨大的洞窟，十万个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佛像，而且还要历

经四百多年的沧桑岁月的磨砺，是这样艰巨而宏伟的工程。苍茫是眼前景，指向无际，也是心中

意，归于淡定。龙门的苍茫是一种高格，苍茫的龙门任世人评说。

   

3、龙门山水的妩媚

这里的山威仪，这里的水秀丽，这里的佛光万年普照，这里不仅让你游山玩水，更让你感晤人生

。沿着伊水边的石板路漫步，最能感受龙门的清丽，有别于江南的山、四川的水，这里是中原，

难得它如此柔美。

   

4、伊阙的精致造型

无论是奉先寺还是古阳洞，无论是万佛洞还是莲花洞，无论是潜溪寺还是宾阳洞，无论是看经寺

还是摩崖佛龛，每一座佛雕都包含着无限的激情。奉先寺的为卢舍那佛像，通高17.14米，头高4

米，耳朵长达1.9米，雍容华贵，气势恢宏。龙门桥是精致的，西山的石窟群是精致的，东山的香

山寺和白园是精致的，莲花洞顶端的莲花是精致的，万佛洞里每一个微小的佛龛是精致的，伊阙

的天然造型是精致的，龙门的精致总让人回味。

   

5、艺术的厚重

这里是游人最为敬仰的地方，也是佛家经典性的标志性石刻，既具有深厚的宗教研究价值，又具

有永久的文化艺术魅力。久久伫立在菩萨脚下，内心里充满了对佛教的博大精深和古人的智慧与

恒心的无比的敬意。艺术的重是不知不觉的，在这里，作为石头的物质之重与其所承载的精神之

重获得了一致，不声不响地放在你的肩上。

   

6、祥瑞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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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地是龙的国度，中华儿女是龙的传人，在中国，龙是祥瑞、威严的象征，古时的帝王往往

称为“真龙天子”，中华各地自古至今都与龙结下了不解之缘。龙门石窟的“龙”据说与隋炀帝

有关。石窟所在地原名“伊阙”，这里两山对峙，河水从中间穿流而过，远望如一座天然的门阙

，“伊阙”由此得名。有一次隋炀帝来到这里，非常喜欢，便将洛阳东都城建于此处，皇宫正门

正对伊阙，从此伊阙便被人们习惯地称为“龙门”了，而“伊阙石窟”也就成了“龙门石窟”。

有人从龙门回来，获得了好运，有人想去龙门，希望获得好运，没去过龙门的人向往龙门，去过

龙门的人希望再去龙门。龙门，因为天然的好名字，成为人们心中的祥瑞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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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龙门石窟主要景点

   

1、西山第一大洞 潜溪寺

潜溪寺是龙门西山北端第一个大窟。它高、宽各9米多，深近7米，大约建于1300多年前的唐代初

期。窟顶藻井为一朵浅刻大莲花。主佛阿弥陀佛，左侧为大弟子迦叶，右侧为小弟子阿难，两弟

子旁边分别为观世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在故宫博物院有1比1的复制品陈列。

   

2、浑然天成 宾阳中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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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阳中洞（图片来源于龙门石窟景区）

宾阳中洞是北魏时期代表性的洞窟。宾阳三洞开凿于北魏时期，是北魏宣武帝为他父亲孝文帝做

功德而建。宾阳中洞内为马蹄形平面，穹庐顶，中央雕刻重瓣大莲花构成的莲花宝盖。主佛为释

迦摩尼，释迦摩尼所有实例二弟子、二菩萨，二菩萨含睇若笑，文雅敦厚，左右壁还各有造像一

铺，都是一佛、二菩萨，着褒衣博带袈裟，立于覆莲座上。

   

3、宾阳南洞 三世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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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阳南洞北壁（图片来源于龙门石窟景区）

宾阳南洞的洞窟是北魏时期开凿，但洞中几尊主要的佛像都是在初唐完成的。洞中主佛为阿弥陀

佛，面相饱满，双肩宽厚、体态丰腴。宾阳南洞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四子魏王李泰在北魏废弃的

基础上有续凿而成，为其生母长孙皇后做功德而建，属于过渡时期的作品。

   

4、摩崖三佛龛 锣鼓洞与珍珠泉

摩崖三佛龛共有七尊造像，其中三身坐佛，四身立佛，这种造像组合在我国石窟寺中极为罕见。

中间主佛为弥勒，坐于方台座上，头顶破坏，仅雕出轮廓，未经打磨。虽然这组造像是半成品，

却为我们了解石窟造像开凿程序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实物资料。

下摩崖三佛龛，回到伊水长堤继续南行，迎面可见一仿古八角亭，山岩旁边有多个溶洞，泉水自

溶洞悬流而下，洞内流水的声音就像锣鼓声，所以被称为锣鼓洞。锣鼓洞南侧，沿一股小溪而上

约3米的高处，有一个直径约1米的圆形泉口，泉水喷涌而出，清凉甘甜，如一串串的珍珠，这就

是龙门颇为有名的珍珠泉了。至此小憩，既可俯视伊水荡漾，又可远眺香山风光，更可尝尝珍珠

泉水，尽去疲惫倦意。如果去到水边，还会看到尾尾小鱼，这是伊水特有的鲂鱼——“洛鲤伊鲂

，贵似牛羊”，早在北魏时期，伊水鲂鱼就已是宴席佳肴了。

   

5、巧夺天工万佛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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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佛洞（图片来源于龙门石窟景区）

万佛洞因洞内南北两侧雕有整齐排列的一万五千尊小佛而得名。洞窟呈前后室结构，钱室造二力

士、二狮子，后室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是龙门石窟造像组合最完整的洞窟。在洞内南北

两壁整齐的刻有一万五千尊小佛像，每尊只有四厘米高。在南北两壁的壁基上各刻有六位伎乐人

，舞伎在悠扬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体态轻盈，婀娜多姿。整个洞龛金碧辉煌，向人们展现了西

方极乐世界的理想国土，烘托出一种热烈欢快、万众成佛的气氛。

   

6、硕大精美的高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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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洞 （图片来源于龙门石窟景区）

莲花洞因窟顶雕有一朵高浮雕的大莲花而得名，大约开凿于北魏年间。莲花是佛教象征的名物，

意为出淤泥而不染。洞内正壁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像为释迦摩尼立像。龙门石窟中最小的佛

像，仅有2厘米高，这些高不盈寸的小千佛位于莲花洞南壁上方，生动细致，栩栩如生。

   

7、巍巍庄严的皇家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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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舍那大佛像（图片来源于龙门石窟景区）

奉先寺是龙门石窟规模最大、艺术最为精湛的一组摩崖型群雕。这里共有九曲大像，中间主佛为

卢舍那，是释迦摩尼的报身佛，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达1.9米。饱经沧桑、老成持重的

大弟子迦叶，温顺聪慧的小弟子阿难，表情矜持、雍容华贵的菩萨，英武雄健的天王，咄咄逼人

的力士与主佛卢舍那一起构成了一组极富情态质感的美术群体像。

   

8、精巧富丽古阳洞

古阳洞是龙门石窟造像群中开凿最早、佛教内容最丰富、书法艺术最高的一个洞窟。它规模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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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壮观，是由一个天然的石灰岩溶洞开凿而成的。主像释迦摩尼，侍立在主佛左侧是手提宝

瓶的观音菩萨，右边是拿摩尼宝珠的大势至菩萨，他们表情文静，仪态从容。古阳洞大小佛龛多

达数百，雕造装饰十分华丽。古阳洞是北魏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

   

9、药方洞——最早的石刻药方

药方洞因窟门刻有诸多唐代药方而得名。它始建于北魏晚期，经东魏和北齐，到唐初还有雕刻。

洞中五尊佛像，洞门两侧刻有药方150多种，所用药物多是植物、动物和矿物药。药方涉及内科、

外科、小儿科、五官科等，这些药方不仅可以治疗常见的疾病，而且还能治疗疑难杂症。药方洞

的药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对研究中国医药学起重要作用。

   

10、祈福、请愿 千年古刹香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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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寺（图片来源于龙门石窟景区）

香山因白居易而闻名，与龙门山以伊水为界，山光水色，诗意画境，浑然一体。车到龙门，首先

去的是香山寺。香山寺为“龙门十寺”之一，初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唐武则天时重

修，建筑宏伟，规模很大。现在石窟保存完好的部分大都在龙门山上，而香山上的石窟大部分已

经被岁月毁损，虽有零星遗址，已经无法修复，唯有大名鼎鼎的香山寺虽几经沉浮，又几经修复

，如今依然香火旺盛，游人如织。

   

11、伊水龙门 秀雅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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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园（图片来源于龙门石窟景区）

白园是为了纪念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而修建，依山而建，峰翠水碧，秀丽古雅。整个白园包括龙门

桥东头整个琵琶峰，分为青谷、墓体、诗廊三区，根据诗人性格、唐代风采和得体于自然的原则

设计建造的纪念性园林建筑。白居易善诗爱酒，为官18年，由兼济天下转而独善其身，死后葬于

此风水极佳之地，得世代后来人敬仰赞颂，也算是不枉一生。

   

12、林泽芳洲 龙门国家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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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国家湿地公园（图片来源于龙门石窟景区）

龙门国家级湿地公园位于龙门园区南部，是龙门独有的湿地风光与唐代人文精神完美融合的最精

彩呈现。整个公园以阙南湿地为依托，借助自然生态环境，再现大唐山水神韵，建成一座集生态

保护、湿地休闲、文化体验为一体的生态湿地公园。

目前已完工的一期项目占地900多亩，包括漫水桥以南、滚水坝以北、伊河以东、伊东渠以西区域

。为方便游客的参观，整个湿地公园项目共设置停车场5处，结合水上游览线路设置码头9处，桥

梁55座。整个公园内设计的有电瓶车道、自行车道、步游道、木栈道以及水上游览线路和码头等

。

建成的景点有：别伊亭、真隐亭、延趣、观鸟台、乐天台、芳洲晚渡、对月亭、濯缨阁、星映、

白莲泾木栈道等。主要木材采用非洲菠萝格、美国南方松、北欧赤松、山樟木、老衫木等名贵木

材。湿地公园里数量最多的莫过于各种各样的湿地植物，重现古道槐香、柳荫烟合的历史景观和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滟滟伊水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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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龙门石窟美食推荐

龙门石窟最具特色的是洛阳水席，主菜以汤菜为主，吃一道换一道，如流水一样，因此得名，曾

传入皇宫，是洛阳请客首选，可到老城的耀耀、真不同、宾湖、洛阳酒家品尝。还有“不翻汤”

，已有百年历史，遍及景区及洛阳大街小巷。 

婆婆面馆

婆婆面馆

龙门石窟景区附近一个很有特色的面馆，古色古香的木结构房，环境很不错。推荐牛肉面，面汤

稠糊，味道不错，上面还撒了花生碎，很香，价位适中。当华灯初上，在熙熙攘攘的古城之中，

人们或购物、或拍照、或就餐，品着各色菜肴，饮着啤酒，和朋友聊聊天，尽情享受在都市中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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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闲静，勾勒出千年帝都的风情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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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龙门石窟住宿推荐

洛阳东山宾馆

洛阳五星级酒店，是仿照宋朝建筑建造而成，古朴自然、环境优雅。主楼有4层，共有177间客房

，多种房型可供选择，满足了客人的需求。另外，还有免费无线网络、送餐等贴心服务。洛阳东

山宾馆位于世界文化遗产龙门风景区内，树木葱翠、鸟语花香，是一个理想的休闲度假的胜地。

与世界文化遗产洛阳龙门石窟的11万尊佛龛隔河相望，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佛缘众生的祥瑞

之地。

地址：洛阳洛龙区龙门东山（地处龙门风景区，与龙门石窟隔河相望）

24小时预订电话:400-626-5577 

交通：宾馆地处龙门风景区，与龙门石窟隔河相望，旅游交通便利。距离洛阳汽车站约17公里；

距离洛阳火车站约17.4公里；距离洛阳北郊机场约26.1公里。

王城公寓

王城公寓是典型的公寓式酒店，家具、家电等生活用品样样齐全。室内装修典雅精致，空间足够

大，另外，有24小时热线服务，随叫随到。可以享受免费订餐、送餐服务。王城公寓环境优雅、

服务周到，而且价格实惠，比同样档次的酒店要便宜将近一半。

地址：洛阳市西工区王城大道与中州中路交叉口向北白金都会小区3号楼13层1306室 

订房电话：400-699-4606，0379-68600688 

公交信息：乘坐39路到牡丹大道王城大道口东下车步行61米；乘坐49路、57路到通济街牡丹大道

口北下车步行88米；乘坐49路、57路到通济街翠云路口北下车步行216米；乘坐28路、62路、63路

到王城大道牡丹大道口南下车步行250米；乘坐62路、63路到王城大道牡丹大道口北下车步行307

米。

颐和公寓

颐和公寓是现代化的公寓酒店，地处市中心，靠近家乐福和王府井百货大楼，颐和公寓环境优美

、价格便宜。距离龙门石窟10公里左右，出行方便。

地址：洛阳王城大道与中州路交叉口向北300米白金都会小区3号楼17楼

电话：0379-686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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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龙门石窟购物推荐

洛阳的特产有很多，从工艺品到土特产，琳琅满目。著名的唐三彩，在洛阳已有百年的历史。洛

绣是洛阳传统的工艺品，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还有洛阳印象旅游纪念品系列、洛阳奇石、梅花

玉、洛阳樱桃、黄河鲤鱼、杜康酒。手工艺品有：仿古青铜器、洛宁竹帘、洛绣、洛阳宫灯、洛

阳唐三彩、王麻子剪刀、赵炳炎铜哨、澄泥砚。

洛阳以龙门石窟为主题的旅游纪念品名目繁多，如以龙门石窟风景区奉先寺诸佛为主题的洛阳印

象冰箱贴、工艺笔、CD盒、便携式烟灰缸、便签本，以及以龙门石窟卡通形象为原型的钥匙链、

扑克牌等小型旅游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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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龙门石窟娱乐推荐

   

1、“夜游龙门” 大佛的新装

龙门夜景（图片来源于龙门石窟景区）

4月10日-10月7日可以来龙门石窟景区感受“夜游龙门”的魅力。夜晚，身处流光溢彩的景区，漫

步伊水之畔，看到端庄肃穆的卢舍那大佛“披”上新装，宛若身处亦真亦幻的佛国之中。景区还

在龙门西山北段安装了7000余盏LED节能环保灯，使这里的夜晚呈现出满天繁星的景象。

另外，游客在亲水平台上既可烧香拜佛许愿，又可亲手点燃二十至三十厘米的小莲花灯，放置河

中，令其随波逐流，把美好的祝福带向远方。除了这些令人赏心悦目的视觉感受外，龙门石窟景

区夜游项目还有武皇礼佛、琵琶演奏、古筝表演等活动，使游客的夜游之行浪漫绚丽，丰富多彩

，心驰神往。

        “夜游龙门”的售票时间为17:30-21:00，其中21:10以后游客停止进入景区，22:40

景区开始清场，23:00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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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乘游船看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景区乘船线路图

游览路线：一级水面游船在奉先寺设上船码头，直达白园下船码头，整条游览过程为15分钟左右

。既省去前往下一个景点的路程，同时又能体验水上观龙门的亲身感受，稍作休息，尽情观赏东

、西山、龙门桥等全景，龙门石窟优美风景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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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通指南

龙门石窟景区距洛阳市区6公里，交通便利，出租车起步价5元，含2公里，每公里1.5元。

   

1、飞机

洛阳北郊机场

位于十三朝古都河南省洛阳市北郊邙山，距市中心10公里。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

都、重庆、杭州、呼和浩特、天津、海口、沈阳、昆明、大连、厦门14个城市，每周飞行90班次

。

机场到洛阳市区：

1）公交：可乘坐83路公交车开往火车站方向；或乘坐27路开往涧西方向。

2）机场大巴：到达北郊机场后，可以乘坐机场班车，8:00-20:00，车程30-40分钟，票价为10元。

牡丹广场下车后乘坐11、14、50路公交在洛阳站下车。洛阳市中心返回北郊机场的班车每天四班

，分别是08:30、09:30、13:30和19:30，发车地点在牡丹广场的八大航空售票处。

   

2、火车

洛阳火车站地处洛阳市西工区道南路1号，洛阳站位于陇海铁路与焦柳铁路、洛湛铁路交汇处，离

连云港东站696公里，离兰州站1063公里。洛阳列车共152趟。从洛阳火车站至龙门石窟景区可搭

乘市区公交：81路（洛阳站-龙门石窟）、60路（谷水西-龙门石窟）、53路（平等街-龙门石窟）

。

洛阳龙门站是高速铁路客运站，位于洛龙区洛宜铁路以南王城大道李屯特大桥东1.25公里处，与

市政府同在城市中轴线上。南临万安山，东距龙门大道1.2公里，西距王城大道1.25公里，北距洛

阳市政府2.5公里。从洛阳龙门站至龙门石窟景区可搭乘：67环、71环（通衢路厚载门街口东站-龙

门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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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交

洛阳至龙门石窟：从火车站，谷水和东车站出发，可分别乘坐81路、60路、53路公交车，票价1-1.

5元不等，自备零钱，上车不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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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行程推荐

   

1、龙门石窟经典一日游

线路设计：西山石窟—东山石窟—香山寺—白园

西山石窟的路线：

北门—禹王池—潜溪寺—宾阳三洞—摩崖三佛龛—万佛洞—莲花洞—奉先寺—古阳洞—药方洞—

南门

东山石窟：

南门—擂鼓台三洞—文物廊—千手千眼观音像龛—西方净土变龛—看经寺—二莲花洞—四雁洞—

北门

香山寺：

南步游道—莲花池—钟楼—鼓楼—天王殿—罗汉殿—石楼—九老堂—观景台—大雄宝殿—乾隆御

碑亭—蒋宋别墅—撞钟—从后门经东山宾馆进入白园

白园：南大门进—南诗廊—琵琶峰—北诗廊—道诗书屋—乐天堂—青谷—正门

   

2、龙门石窟及周边一日游

线路设计：龙门石窟—香山寺—白园—白马寺 

线路特色：观龙门石窟，造访唐大诗人白居易白园，游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

行程安排：

上午参观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景区，西山石窟（潜溪寺、宾阳三洞、万佛洞、莲花洞、奉先寺

），东山石窟，香山寺和纪念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白园（约2小时）。下午参观中国第一座佛教寺

院白马寺，建造于东汉公元68年，已有1900多年历史，被佛教界尊为释源、祖庭。在白马寺既能

参拜到中国的古老寺庙，又有印度风格的异域佛殿（约5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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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然人文精品二日游

线路设计：

D1：龙门石窟

D2：龙潭大峡谷

线路特色：感受佛教历史的文化底蕴，体验幽峻险奇的山、静谧逸然的水。

行程安排： 

D1：前往洛阳新安县境内的世界罕见的U型峡谷——龙潭大峡谷（自驾约3小时），龙潭大峡谷全

长12公里，谷内嶂谷、隘谷呈串珠状分布，云蒸霞蔚、激流飞溅、悬崖绝壁，巨型崩塌岩块形成

的波痕大绝壁国内外罕见，景区的六大自然谜团、七大幽潭瀑布、八大自然奇观令人惊叹不已，

组成世界上罕见的山水画廊。

D2：乘车赴龙门石窟，在北魏时期雕凿的众多洞窟中，以古阳洞、宾阳中洞和莲花洞、石窟寺这

几个洞窟最有代表价值。景区包含西山石窟、东山石窟、香山寺和白园4个主要景点。夜晚，还能

感受龙门石窟流光溢彩的独特魅力，漫步伊水之畔，看到端庄肃穆的卢舍那大佛“披”上新装，

宛若身处亦真亦幻的佛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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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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