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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林:千年关林 忠魂归处

关林风光

关林位于洛阳市关林南街2号，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全国惟一的“冢、庙、林” 合祀关圣帝君

的圣域。关林为祭奠关羽的忠孝仁义而建，因厚葬关羽首级而名闻天下。关羽一生，以忠义和勇

猛见称。从三国到隋，人们把他视为盖世英雄，而到隋朝以后则把关公作为神灵顶礼膜拜。在中

国能被称为林的也就是武圣关羽和文圣孔子了，可见关林地位之高。

整个景区前为祠庙，后为墓冢。气势峥嵘的殿宇，参天的古柏，威严的御道，众多栩栩如生的塑

像及神话传说，成就了这里千年美名。来到这里，感受千年关林的壮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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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林门票详解

关林景区门票没有淡旺季之分，全价40元/人，半价20元/人。

开放时间：8:00——18:30

建议游玩时长：1小时

旅游咨询电话：0379-65951746

官方网站：www.guanlinmiao.com 

优惠政策：

A 免费政策：离退休人员、革命伤残军人、革命现役军人、70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凭有效证件

享受免费；身高1.4米以下儿童免费。

B 优惠政策：60-69周岁老人凭老年证、学生（含研究生）凭学生证可购半价票。

                                                 5 / 41

http://www.guanlinmiao.com


�������

关林：武圣陵寝
  

三、祈福圣域 纳祥佳地

关林的主要建筑均在中轴线上，依次为舞楼、大门、仪门、甬道、拜殿、启圣殿、财神殿、春秋

殿、石坊、八角亭，最后为关冢。其间楼阁殿宇、古柏林立，自有一种肃穆之感。

   

1、古建典范 舞楼

舞楼

舞楼又称千秋鉴楼，俗称戏楼。舞楼矗立于庙前广场南端，建于乾隆五十六年，是旧时百姓为关

老爷献戏的场所。舞楼前部三面不砌墙体，就是为了方便观众看戏。舞楼从正面看像一座重檐楼

阁，设计精巧，构筑绝妙，成为中国舞台建筑的典型代表。 

                                                 6 / 41



�������

关林：武圣陵寝

庙前广场

舞楼与关林之间由庙前广场连接，这里是洛阳周围民众消闲的场所。天气晴好的时候，老爷爷会

在这里抽陀螺，小孩子在这里放风筝。每到秋季，“中国洛阳关林国际朝圣大典”主要祭祀活动

都是在这里举行，届时东南亚国家和港澳台的华人、宗亲组织前来朝拜，场面宏大而神圣。

   

2、崇高地位标识符 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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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林大门（检票口）

舞楼对面就是关林庙的大门，现如今的关林大门，为进入景区检票的地方。而这个大门的特别之

处在于81颗金色门钉镶嵌其上，体现着千年关林的地位崇高与人们对关羽的无限崇敬。

   

3、威扬六合 庄严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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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门（图片来源于关林景区）

仪门，建于明万历年间，有“有仪可象”之意，在古代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场所。仪门左右

矗立着重达3000余斤的铁狮，它们是明代善男信女敬奉关公的遗留之物；门额上的“威扬六合”

匾额为慈禧太后御笔，端庄厚重、弥足珍贵；仪门两侧左为“关圣帝君画”，传说是北宋爱国名

将岳飞的手笔。右为碑刻“关帝诗竹画”，画面用竹叶组成“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留名，莫嫌孤

叶淡，终究不凋零”一首五绝诗。

这里中间门道上乳钉均为七行，每行七个。在古代，仪门上的铜钉数目是有等级划分的。皇帝为

九五之尊，所以仪门上可用九排铜钉，其次是王侯将相，可用七排，余者依次递减，由此可知，

关羽被后人所尊崇的地位已非同一般了。

   

4、石刻典范 石狮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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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御道（图片来源于关林景区）

连接仪门和拜殿的石狮御道为海内外关庙所独有的一条长长的甬道，甬柱顶雕石狮104尊，百狮百

态，圆润生动，毫无石刻的生硬之感，代表了乾隆时期中原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

甬通东西两侧分别座落着钟楼和鼓楼，为十字脊歇山重檐高台楼阁式建筑。中国的寺庙里，多有

钟鼓楼。因为关羽被佛教奉为“伽蓝”神，所以按“晨钟暮鼓”配置。如今，暮鼓已不存，只有

明朝太监胡滨捐铸的晨钟还悬挂在钟楼上。钟楼西壁镶嵌着清代“关圣帝君警世文”，作者李显

基模拟关公之口，对社会上不忠之人、不孝之子进行了善意地规劝和警告。

   

5、气势恢宏 平安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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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殿群像（图片来源于关林景区）

平安殿又称正殿、大殿，是关林的主体建筑。建于明万历二十一年，历时三载。它处在整个关林

的中心部位，整个殿宇雕梁画栋，配以形象逼真的关公造像、高浮雕木刻关公故事图集“夜观《

春秋》”高浮雕悬塑关羽像，显得恢宏而又神圣。

拜殿

拜殿又称启圣殿，位于正殿之前，与之相连，是正殿的附属建筑。古时是是关羽诞、祭之期设坛

陈牲、拈香点烛、化钱燃帛、拜谒祈愿的祭区，百官僚属谒拜之所。

殿内悬有乾隆皇帝巡幸中州时御书的“声灵于铄”匾意为关羽的声望闪烁着光芒。和对联一副：

“翌汉表神功龙门并峻，扶纲伸浩气伊水同流。”此殿前西侧放着仿青龙偃月（传说这是关羽当

年南征北战时使用的兵器）大刀一把，重七十多斤，高三点五米；此外，拜殿内重达3000余斤的

“关圣帝君之宝”玉玺，是我国关庙中最大的关帝印玺。

龙首柏和凤尾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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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首柏（图片来源于关林景区）

关林翠柏自古被誉为“洛阳八小景”之一，在大殿前月台两侧就有自然生成的两株奇柏，西为龙

首柏，东为凤尾柏。龙首柏因柏树一枯枝向下勾曲，形如龙首而得名。长长的龙头，犀利的双角

，大张的龙嘴，还有无数细小枝条形成龙须，龙头和颈部都已枯干无叶，而树身其它部位则枝繁

叶茂。站在树下往上看，恰似一条巨龙在绿树丛中俯视人间。凤尾柏树根裸露，成扇面形，环纹

极密，似凤凰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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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尾柏

相传民国时期，五教共举关公为第十六任玉皇大帝——玄灵高上帝。因此在台湾及东南亚地区道

教中也称其为玄灵高玉帝。每年祭祀关羽的时候，天上的龙，地上的凤便聚集拜殿前，栖于古柏

之上共同祭拜，久之，这两株古柏分别生出了龙首和凤尾，形成了“龙凤呈祥”的奇观，自然造

化，妙趣天成。如今，人们在龙首、凤尾树下拈香燃帛，倾诉“望子成龙”或“盼女成凤”的祈

愿。

   

6、求财请愿 财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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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殿

财神殿又称二殿，是关林建筑中始建年代最早的殿宇之一，人们到此一般都会进来祭拜上香以求

财源广进。殿门悬挂光绪皇帝手书的“光昭日月”匾，内塑关公武财神像，关平、周仓捧印持刀

分立身后，招财童子、利市童子侍奉身前。

财神殿东西两侧的配殿为“五虎殿”和“娘娘殿”，均建于明代，为关林最早的殿宇之一，近些

年才对游客开放。东侧配殿为娘娘殿，供奉着关羽夫人胡士、女儿虎女和儿子关兴。胡氏在民间

久负盛名，她被人们奉为“百病娘娘”，洛阳当地百姓多来此祭奠以求子嗣；西侧配殿五虎殿供

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五虎上将。

   

7、秀里藏忠义 春秋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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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殿（图片来源于关林景区）

春秋殿又称三殿，为关林最后一座殿宇。因殿内关羽看《春秋》像、出行像和睡像，故又称寝殿

，建于清嘉庆二十二年。殿前两株古柏造型奇特，为旋生柏和结义柏。旋生柏因其干枝螺旋式生

长，故有关公在此乘气升天降妖伏魔的神话传说；结义柏干分三枝，大小相若，故称“结义柏”

。

   

8、忠魂归处 关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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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坊、碑亭与关冢（图片来源于关林景区）

关冢始于汉末，东汉建安二十四年曹操感念关公忠义，将其首级礼葬于此，亦称“钟灵处”。如

今的它绿草如盖、葱茏回合，虽江山已改，而原冢依然。关冢前的奉敕碑亭八卦攒尖，瓦头雕龙

、雄狮、宝瓶、仙人沿脊而立。墓的外壁上有两个送币孔，左边币孔以求财运，右边币口保祐健

康。

石坊

宽10米，高6米，三门道。正额题"汉寿亭侯墓"五字，坊上题联甚多，均是歌颂关羽之作，书体皆

为明清书法，很有观赏价值。

八角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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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亭（图片来源于关林景区）

建于清康熙五年(1666年)，构筑奇巧，别具一格。亭内立历代封号碑，高4.8米，碑头雕龙，额题"

勒封碑记"四字。碑的正面书题"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林"，为历代帝王对关羽的最高封

号。碑阴叙述了关羽的生平事迹及封号。该碑反映了关羽崇高的封建品级，也确立了洛阳关林在

海内外关庙中的领袖庙宇地位。

同心柏

关林坟冢前的同心柏，一棵柏树螺旋型的向上生长最后倒向一颗参天的杨树，杨树树干将柏树倾

斜的树干正好支撑住，象一对患难与共的兄弟，还有一棵合抱树，刚好长成三个向上的巨大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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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刘关张三人的情谊，很是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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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林周边景点

   

1、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城南十三公里，古称“伊阙”，隋唐以后习称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

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

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这里风景秀美，佛像气势恢宏，东、西两座青山，香山和龙门山高高

对峙，伊水缓缓北流。沿河而望两岸石窟林立，形成了佛家庄严与秀美山景完美融合的人文胜景

。

龙门石窟景区规模很大，分西山石窟、东山石窟、香山寺、白园和湿地公园五个部分。夜游龙门

是该景区推出的最新活动，采用五彩变幻的冷光将龙门石窟装点的绚丽多彩，为那些饱经风雨而

失色的佛像穿上新装。

电话：0379-65981299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伊东路

   

2、白马寺

河南洛阳白马寺位于河南省洛阳老城以东12公里处，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为中国第

一古刹，世界著名伽蓝，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

”之称。王朝更迭，历代重修，日渐隆盛，其影响远播海内外，留下了大批世界级珍稀的历史文

物。

现存的遗址古迹为元、明、清时所留。寺内保存了大量元代夹纻干漆造像如三世佛、二天将、十

八罗汉等，弥足珍贵。1961年，白马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之一。另外，安徽、青海、江西以及山西等地，也有“白马寺”。

电话：0379-6378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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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洛白路6号

   

3、神州牡丹园

神州牡丹园位于中国佛祖释源——洛阳白马寺对面，占地面积600亩，盛唐建筑风格，山水园林景

观，集中收集国内外名优牡丹品种1021个，40余万株，汇天下牡丹精品，聚四季名卉于一园，规

模宏大，品种齐全。

自建园开始，每年都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光临，是“洛阳牡丹花会”与“五一黄金周”期间赏花

的好去处。

牡丹花期：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

电话：0379-63783703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

   

4、中国国花园

中国国花园始建于2001年9月，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牡丹专类观赏园，东西长2400米，南北最宽524

米，占地1548亩。中国国花园以隋唐历史文化为底蕴，以牡丹文化为主要内容，融历史文化、牡

丹文化和园林景观为一体，享有“中国国花第一园”之美誉。

自西向东共分为六个景区：西入口景区、牡丹文化区、牡丹历史文化区、历史文化区、生产管理

区、东主入口景区。现园内种植牡丹1080多个品种、750多亩、60万余株的牡丹。

牡丹花期：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

电话：0379-65522119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龙门大道1号

   

5、天子驾六博物馆

博物馆是依托21世纪重大考古发现，“天子驾六”大型车马陪葬坑，原地原址修建的遗址型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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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车马坑规模大，车子类型多，摆放整齐，气势宏伟，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驾六”遗存。

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在这块“天中之地”上，东周诸王经营了长达515年的辉煌岁月，

留下了影响至今的厚重文化。 “天子驾六”的惊世出土以及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的创建，让人

们更为贴切的了解到那段历史。

电话：0379-63912366

地址：洛阳市中州中路226号

   

6、丽景门

丽景门原名丽京门，于09年3月10日正式更名为丽景门。它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最为优秀的城

门，是洛阳古城的西大门。最早始建于隋代，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东都皇城西面有两门，

南曰丽景门，北曰宣辉门。

“不到丽景门，枉来洛阳城”

从城门楼上往下看，青砖灰瓦的小四合院，熙熙攘攘的商业街区，颇有穿越古今之感。

电话：0379-63503382

地址：洛阳市西门口街与金业路交叉口东

   

7、王城公园

洛阳王城公园坐落在洛阳市中州路北侧，洛阳博物馆西的东周王城遗址上。王城公园是洛阳市政

府为了纪念历史名城-----周王城，在其遗址上修建的。是全国遗址公园之一，历届牡丹花会的主

会场，河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公园，豫西最大的动物园。

王城公园做为首届牡丹花会的发祥地，现有牡丹观赏面积200余亩，共种植了三类九型九大色系国

内外精品牡丹800多个品种，15万余株，是洛阳市牡丹品种最多、花期最长、效果最好的牡丹观赏

园。

电话：0379-63938545

地址：洛阳市西工区中州中路312号(近群众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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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圣灵地 洛阳high淘

整个关林景区并不大，景区内部并没有什么购物的商店。景区外围却有很多商店，到洛阳其它购

物场所都很便利。由于整个洛阳市的购物地点相对集中，要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也是很容易的

。

特色商品推荐

来到关林，这个朝圣之地，当然少不了一些祈福及有关关老爷的文化产品了，如：祈福红绳、关

圣保健醋、关公烙画、关公挂饰、岳飞绘关公骑马像等。除了这些，在古都洛阳著名的唐三彩、

牡丹花茶、梅花玉、黄河鲤鱼等也广受游人欢迎。

《关帝诗竹》碑拓

关帝诗竹，俗称“关夫子竹，刻石现镶于关林仪门西山墙。刻石画面修竹亭亭，竹叶横斜，片片

竹叶组成一首五言绝句：“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留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表达了关公

忠照日月、义薄云天的参天大义。因此，《关帝诗竹》碑拓也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

盛世牡丹瓷

古都洛阳牡丹瓷，将瓷器烧制、粉彩涂抹等技术结合在一起，集中国陶瓷技艺诸派之精髓，是中

国悠久的瓷文化与瓷工艺延续发展过程中的创意成果。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研制出形象逼真、

花色自然、花叶薄如纸张、叶脉清晰可见的牡丹瓷。

牡丹花茶

牡丹被誉为“百花之首、万花之尊、药家奇花”而名扬天下，自古以来备受古代人士的青睐与喜

爱。牡丹即是观赏的名贵花卉，还有美容养颜的保健功效。牡丹花茶可使气血充沛，容颜红润，

精神饱满。其中，武皇牌牡丹花茶是代表性产品，味道不错，价格也不贵。

推荐购物地

丽景门

它不仅是洛阳当地有名的历史文化景点，也是一个不错的购物场所。自丽京门至八角楼步行街，

这一段不长的道路上有很多小店。牡丹糕、牡丹花茶、唐三彩、牡丹瓷等当地有名的特色商品在

这里都能买到。环境古朴雅致，城门里的三彩艺是专营现代唐三彩的店家，里面品种繁多，式样

别致，可挑选一二。

地址：西门口街与金业路交叉口东

电话：0379-63503382

洛阳旅游特产品购物中心

主营最具地方特色的唐三彩。另有河南禹州的"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特别推荐，中华陶艺珍稀

品种之一的交趾陶。因其独特复杂的烧造工艺，而未被广泛传承推广。洛阳的交趾陶是陶瓷工艺

师继承前人工艺技术，经过十多年，苦心研制，利用能手工的制作方法，逐步发展成为独具洛阳

特色的精美民俗陶艺。

地址：九都路饮马街付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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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379-3969268

关林商贸城

洛阳商贸城起源于关林庙会，始于明朝万历二十四年，迄今已有400余年历史，是全国知名批发市

场。现在的它与中原康城、泉舜财富中心、宝龙城市广场首尾相连，共同构成了一个绵延数公里

的商贸带。这个综合性的商城，基本上生活所需的商品在这里全能买到。

地址：龙门大道5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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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林慢生活 品尝古都美味

关林景区内并没有什么品尝美食的地方，但由于区位上的优势，给吃货们一个足够大的空间和时

间去吃遍洛阳的大好美味。吃在洛阳来说，极具特色，洛阳水席、洛阳八大汤、炸三丝、浆面条

、汤面条等当地美味，一定能让你的味蕾大动，来了便不想离开；要想吃到美味的特色小吃可以

去八角街，吃水席则一定要去真不同，除此以外洛阳还有很多特色餐厅经营着千百年来的洛阳美

食，你绝对不会因为不知道去哪儿吃而发愁。

   

1、舌尖上的古都美味

千年不散的宴席——洛阳水席

洛阳水席和龙门石窟、洛阳牡丹并称洛阳三绝。“水席”，有两层含义，一是以汤水见长，二是

吃一道换一道，一道道上，像流水一般，故名“水席”。洛阳水席以其独特的风味、精湛的技艺

、逼真的造型、源远流长的文化积淀而广受欢迎。

洛阳水席全席二十四道菜，即八个冷盘、八大件、四镇桌、四扫尾。八个冷盘为服、礼、韬、欲

、艺、文、禅、政为主题的特色凉菜；八大件前五为“快三样”、“五柳鱼”、“鱼仁”、“鸡

丁”、“爆鹤脯”，后三为三道甜食，一般有八宝饭、甜拔丝、糖醋里脊；四镇桌为牡丹燕菜、

葱扒虎头鲤、云罩腐乳肉、海米升百彩；四扫尾，依次是“鱼翅插花”、“金猴探海”、“开鱿

争春”、“碧波伞丸”。

洛阳风味宴

洛阳风味宴是以河洛文化为基本内涵，将洛阳地方风味与时代特色相结合，突出高雅、祥瑞、营

养、俭朴的文化氛围，是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种宴席。它是豫莱、洛阳水席的继承和发展，荟萃了2

00多种洛阳地方风味之精华。

根据规格分高中低三个档次，多种系列菜谱，一般有一个拼盘，6—8个围碟，10道热莱，8个面点

，并配有时令水果组合而成。以中档菜谱为例：冷菜有一戏水拼盘、6个围碟；热菜有白云仙饼、

牡丹燕菜、虎皮冬瓜、凤眼鸽蛋、野菜肉丝、菊花腐皮、酸辣肚丝汤、鸡茸白玉球、豆腐箱、酿

黄瓜筒；面点有蒜泥面、洛阳锅贴、三丝蛋卷、夹心蛋糕、浆面条、糖三条、豆沙包、水煎包；

水果有雪梨、苹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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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全城的汤文化——八大汤

洛阳人爱喝汤，对汤的热爱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必备的一部分了，从而形成了洛阳八大汤。八大

汤，即牛肉汤、羊肉汤、驴肉汤、杂肝汤、豆腐汤、丸子汤、不翻汤和胡辣汤。

   

2、美食精选推荐

如果不是洛阳本地人或者在哪儿停留的时间不够长，是很难吃全上面的美食的。那么下面的几道

菜，你完全可以品尝一二。

牡丹燕菜

洛阳水席中的四镇桌菜式之一，广受欢迎。菜品系用白萝卜切成细丝，配以佐料，经过数道工序

加工而成，清爽可口，为洛阳历史名莱。

洛阳浆面条

洛阳人爱吃面，所以面食文化也独具特色。洛阳浆面条是洛阳人普遍喜食的一种风味小吃，吃起

来味道极佳，增进食欲。

   

3、不能错过的美食地带

天下第一宴，水席“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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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同

洛阳的真不同饭店是吃洛阳水席的最好的选择，洛阳水席的种类很多，一般3—6名游客点2至3道

洛阳水席的精华菜就已经绰绰有余了，搭配上一些当地的特色小吃，价位不贵，还能体验到当地

地道的水席风味。真不同饭店里的菜量大，可以先少点点儿，不够再加。

由于做菜的时间比较长，建议耐心等待。推荐品尝洛阳燕菜、洛阳肉片和洛阳熬货。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很多不错的地方小吃可以品尝一下。

真不同饭店(中州东路店)

地址：老城区中州东路369号

电话：0379-62292839

真不同饭店（新区店）

地址：洛龙区政和路18号(近市府西街)

电话：0379-62515566

八角楼金街

八角楼金街也称为“十字街”，自古便是商人云集之地。这里小吃汇聚，环境古朴雅致，距离丽

京门、真不同中州店都很近。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洛阳玩儿，可以来这里品尝一下洛阳的当地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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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一下地道的老洛阳风韵。

地址：洛阳市兴华街(近中州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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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林游玩儿 住宿看过来

关林地理位置很好，如果来这儿玩儿的话，老城区、西工区和涧西区都很不错。推荐住在西工区

，从这里到关林公车只需20分钟左右，打车不到10元钱，且离各个景区都很近。

东山宾馆

洛阳东山宾馆就在龙门景区内，龙门东山之上。如果你打算两个景点一块儿玩儿且有足够的钞票

，那么住在这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它是中国千年帝都洛阳市的第一家五星级宾馆，

宾馆占地五百余亩，仿宋建筑，园林山水风格，就在龙门石窟景区内与石窟依水相望。

电话：0379-64686000

地址：洛阳市龙门东山

东海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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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大酒店

洛阳的三星级酒店，位置很好，步行便能到达周王城广场，到其它景点的交通也很便利。环境宜

人，酒店内还有售卖当地特色产品的商店及自助餐厅等配套设施。

电话：0379-63636666

地址：洛阳市西工区凯旋西路一号（市公安局大楼侧，近周王城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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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到达与离开

飞机

乘飞机到关林景区，可以取道洛阳北郊机场，然后换乘其它交通方式到达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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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机场到关林景区：

可乘坐乘坐83路（98路）公交车，在王城大道邙山渠北站下车换乘37路在牡丹桥北站下车，然后

步行至景区即可。全程约1小时30分钟。

火车

洛阳市陇海和焦柳两大铁路干线交汇之地，有两个主要的客运站洛阳龙门站和洛阳站。且这两个

车站坐车到景区都不是很远，非常便利。

洛阳龙门站

洛阳龙门站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龙门镇，洛阳龙门站隶属洛阳火车站管理，是郑西高铁最大

的中间站。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

到关林景区交通：洛阳龙门高铁站可乘坐75路公交车在王城大桥站下车或乘坐49路公交车在牡丹

桥北站下车，步行前往即可。

洛阳站

洛阳站位于市区北面的道南西路，从市内乘2、5、6、10、11、48、50、51、66、81、83、102、10

3等多路公交车均可到达，票价1－1.5元。因为洛阳在陇海铁路干线上，火车很多。

电话：0379-62561442

地址：洛阳市道南路60号

到达关林景区交通：乘坐77路公交车在牡丹桥北站下车，步行570米即达

具体时刻表请查看：http://chaxun.shike.org.cn

市内交通

在洛阳市区东部可乘坐58路公交车直达关林景区

在洛阳市区南部可乘坐81路公交车途径关林景区

在洛阳市区西部可乘坐15、39、69公交车直达关林景区

在洛阳市区北部可乘坐55公交车直达关林景区

与各主要景点间交通

关林-龙门石窟

乘坐71路环线(或 67路环线)，在龙门石窟站下车换乘81/k81路，在白园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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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林-白马寺

可乘坐58路公交，在白马寺（神州牡丹园就在白马寺对面）站下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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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程建议

   

1、关林景区游览线路

关林景区的主要建筑均分布在中轴线上，依次为舞楼、大门、仪门、甬道、拜殿、启圣殿、财神

殿、春秋殿、石坊、八角亭，最后为关冢。关林景区本身并不大，如果单纯的逛下来一小时左右

。建议提前了解一些关公文化，以便更深入的了解关林。到达景区后可先近距离的欣赏下舞楼，

它构造精美是古典建筑的典范；之后传过生活气息浓郁的消闲场所庙前广场到达大门处，欣赏81

颗金色门钉；之后到达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仪门，了解深厚的关公文化；经过长长的石狮甬道

到达拜殿，在这里祈福上香以求安泰祥和；继续前行到达雕梁画栋、建筑精美启圣殿，在这里感

受义结金兰的豪迈情怀；穿过启圣殿到达财神殿，在这里祈福求祥之后，可顺路到两大偏殿参观

拜谒；之后到达景区最后一个殿宇春秋殿，感受关圣的忠孝仁义；最后到达关林景区的最后一个

景点关冢，在这里凭吊关圣，一览千年关林的最精华之处。

   

2、览关圣文化泡特色温泉一日游

线路设计：

关林景区→凤翔温泉

行程安排：

出来旅行难免会感到疲惫，这条游玩行程则绝对能使你既领略了关林风韵又可以惬意人生。关林

一代忠义大将关羽的葬首之地，这里峻宇连甍，古柏森然，处处都体现着浓郁的关公文化，从规

制极高的大门到深深的御道再到规模极大的关冢每一个地方都让人肃然起敬，来到这里拜一拜关

公，感受下古韵，安然之中体味神圣；之后前往凤翔温泉山庄，如果是夏季的话这里不但有温度

适宜的温泉汤池更有精彩的水上节目，保证让你玩儿个痛快。除此之外，这里泡温泉的顾客还有

免费3D电影可看，同时还可在娱乐设施丰富的休闲中心享受一下难得的慢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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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赏富贵牡丹观洛阳古韵二日游

线路设计：

D1：关林→白马寺→神州牡丹园

D2：龙门石窟

行程安排：

关林因厚葬关羽首级而名闻天下，这里峻宇连甍，古柏森然，拥有着浓厚的关公文化，是世界各

地祭祀关公的宗教圣域。关林又在洛阳市内，如果你赶上牡丹花期来到洛阳就不能错过这里雍容

华贵的牡丹；“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它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所官办寺院，古朴庄严虽屡经

战祸却风采依然；而龙门石窟则是多数来到洛阳的游客必游景点，看一看那尊据传依照武则天相

貌雕凿的卢舍那大佛，瞧一瞧静谧的香山寺、白园以及最新开的湿地公园都是很不错的一种享受

。

D1：早上八点到达关林景区，参观关公葬首地的庄严与肃穆，领略神圣的关公文化，祈福纳祥；

之后，乘车前往白马寺，感受佛家厚重，领略古刹今韵；游览完毕之后稍作休憩，步行至对面的

神州牡丹园，观赏牡丹的华贵之美。晚上住宿建议住在市内的西工区的凤翔温泉山庄，那里可以

泡温泉，看免费的3D电影，不过房间通常很难预定需早做打算。

D2：从凤翔温泉山庄乘车前往龙门石窟，领略自北魏至宋以来的石窟文化精粹。如果对佛家文化

了解不深，建议花50元请西山石窟的讲解员或租一个语音导游机以便更好了解石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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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节庆活动

   

1、关林国际朝圣大典

关林国际朝圣大典开幕式（图片来源于关林景区）

关林国际朝圣大典，为祭祀关公之忠义而举办的世界性祭奠大会。大典自开办以来，深受海内外

华人华侨欢迎，来洛寻根问祖的朝拜和联谊活动日益频繁，弘扬了关公的“忠”、“义”、“仁

”、“勇”精神，展示千年帝都厚重的文化底蕴。

在每年的朝圣大典上，都会有隆重的拜礼，在主祭官带领下，海内外各关帝庙主委、朝拜团体由

仪门沿御道来到大殿前，向关公敬献供物、上香、献酒、行祭，庄重非常。体现了祈求平安、富

足、仁义、诚信的传统祭礼理念，震撼之余感受关公文化之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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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大典组委会还会组织大型乐舞《关林神韵》的表演活动，届时数百名演员挥舞着写有

“百家姓”和“忠义仁勇”的旗帜分两侧站立舞台，鼓声阵阵，雄狮威武，浩大的盛世表达着中

国人对关圣的无限敬仰之情。

   

2、关林庙会

关公是道德与忠义的化身，不断被历代帝王赦封，由由帝而圣，成为儒、释、道三教尊崇，三教

九流，各行各业，万民敬仰的神袛。洛阳关林是我国唯一“林、庙”合祀公关的古代经典建筑群

，殿宇巍峨，神像庄严，古柏参天，香火鼎盛。

这处厚葬着关公英灵的庙宇，在海内外数万座关庙中，地位独尊。因此，也形成了颇具特色关林

春节庙会文化。关林庙会起源于对关公的祭祀，庙会一般在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六举行，届时会举

办除夕祈福、助燃长明灯、安太岁法会等一系列的特色民俗文化。

助燃长明灯

庙会期间，景区将在平安殿、财神殿前甬道悬挂平安吉祥、招财进宝、金榜题名红灯千盏，供信

众祈福求愿。届时台湾大法师将分别于除夕夜、初一、十五为参与者诵经、上表，祈求关圣帝君

的庇护。

迎财神

初六上午九点，将在财神殿前举行。

神树挂吉祥带

关林神树众多，尤其以龙首柏、凤尾柏、结义柏、旋生柏、长寿柏最为奇妙，成为百姓祈求平安

长寿、儿女成龙成风、兄弟同甘共苦的心愿所在。关林提供有护身符、吉祥带、长寿红带等供游

人祈福纳祥。

祈福表演

上午9：30—10：00 下午2：30—3：00

在平安殿举办关圣帝君送安活动。

上午10：30—11：00 下午3：30—4：00

在财神殿举办财神送宝活动。

届时关圣帝君将有吉祥物送与参与庙会活动的幸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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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道教祈福活动

庙会期间在拜殿、财神殿前举行佛教、道教大型诵经祈福法事活动。祈国运昌盛，万民平安。

领羊娱神

在各种娱神活动中，以古老的“领羊”活动最有特色、最为珍贵，关林春节庙会将再现这一古老

信俗活动。

民俗曲艺杂技耍表演

在关林广场和关林西花园将举行狮子、排鼓、高跷、旱船、小鬼摔跤、武术等惊险杂耍表演，让

游客体验传统民俗民风。

唱大戏娱神

在关林戏楼将举行传统的唱大戏娱神活动

民间美食一条街

举办民间美食一条街，展示中原特色的饮食文化，引进多种民间风味小吃，让游客看得尽兴，吃

的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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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武圣传说

   

1、关冢起源

关冢（图片来源于关林景区）

关于关羽

关羽字云长，东汉延熹三年（160年）生于河东解梁常平里（今山西运城常平村），19岁时与刘备

、张飞桃园结义，并跟随刘备转战南北，为匡复汉室立下汗马功劳。

葬首关林

在陈寿《三国志�武帝记》中提到“建安二十五年春，（操）至洛阳，权击斩羽，传其首”。建

安二十五年春，曹操到洛阳，孙权袭击关羽，并擒杀关羽，将其首级传与曹操。建安二十四年，

关羽发起襄阳战役，斩庞德，擒于禁，兵震朝野，孙权弃信义背叛孙刘联盟，出兵偷袭荆州，关

羽功亏一篑，退走麦城，突围时在当阳西北临沮被孙权部将潘璋、吕蒙虏获杀害，大义归天。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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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恐刘备起兵寻仇，便将关羽首级连夜献给当时在洛阳的曹操，企图嫁祸于他。曹操识破孙权计

谋，敬重关公忠义，刻沉香木续为躯，以王侯之礼厚葬关羽于关林。

   

2、乘气升天降妖伏魔的神话传说

旋生柏与结义柏（图片来源于关林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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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殿前两株古柏造型奇特，分别为旋生柏和结义柏。旋生柏因其干枝螺旋式生长，故有关公在

此乘气升天降妖伏魔的神话传说。

在明代，关羽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一旦人间有妖魔作祟，信众们便会祈求关公下凡降妖除

魔，之后关羽便会乘一团仙气旋转升天，久而久之这团仙气就形成了这株旋生柏。

   

3、三义除妖

春秋殿前造型独特的结义柏，高大、苍劲，历史悠久。奇的是树身笔直，本可越过房顶，高耸入

云，却偏偏在一人多高的地方，分成三枝，枝枝相伴，生生相依，就好像刘、关、张三兄弟义结

金兰。

相传刘备、张飞死后魂归洛阳，与当年誓同生死的金兰兄弟关羽聚首关林。时有黑袍怪栖于石林

山，昼伏夜出，无恶不作。玉皇大帝遂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统领四方诸神

，刘备、张飞也鼎力相助，捣毁了黑袍怪的巢穴，但因周仓的粗心大意使黑袍怪得以逃脱。

为了彻底铲除黑蛇精，确保洛阳一方平安，关公与刘备、张飞三兄弟，多方搜寻，弄清了这个化

身“黑袍怪”的妖魔原为一条黑蛇精。端午节时，关公化身民间，让家家户户准备雄黄酒，并为

各家用砖、石点化成猪、牛等家畜，用酒浸泡后置于禽畜圈舍。夜深后，黑蛇精摸下山来。当看

到一头肉满膘肥的大公猪，便一口将猪吞下。这时，人们举着火把和关公神牌高呼：“三界伏魔

大帝在此，黑袍怪哪里逃”，黑蛇精见状欲腾云而去，但怎么也飞不起来。一是因为雄黄酒劲发

作，二是因为那头“大肥猪”是关公点化的重达两千余斤的石头。关公用青龙偃月刀把黑蛇精斩

杀在万安山，变成了一道岭，名为黑蛇岭，以记刘、关、张降伏黑蛇精，保一方平安的功德。黑

蛇岭也就是后世的“河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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