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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遥：俯瞰历史的脉络

平遥在山西的位置

平遥古城在山西太原以南90公里处，是联合国批准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平遥古城史我国境

内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县城的原型，是由完整的城墙、街巷、店铺、庙宇、民

居组成的大型古建筑群，完整的反映了明清时期的历史风貌。

古城的票号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一度成为中国近代金融业的控制中心；古城的传统民

居体现了独特的地方风貌。1986年，平遥古城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被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

关于平遥，只要曾深入到平遥每一寸土地中的游者都会为它感慨良多。那保存完好的古城墙，明

清时代遗留的建筑，以及曾经显赫的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无疑能激起人们对过去那些辉煌岁月

的向往。也许正因为这样油然而生的向往，才会有越来越多对这些古老的历史感兴趣的游人，如

一个虔诚的朝圣者般来到这位老人跟前，神圣地仰望着他的光芒。 

古城不同于紫禁城的庄严，有别于钟鼓楼的肃穆，相异于姑苏城的柔媚。它的气质从每一座瓮城

溢出，从每一条街道流出，从每一扇旧窗淌出，从每一道雕纹渗出⋯⋯古老却并不荒废。走在明

清一条街，在街中心雄姿壮观、飞檐翘角的市楼映人眼帘。街道两旁那点亮的红灯笼、历史气息

浓重的字号和传统风格的建筑，仿佛回到辉煌的晋商时代。所以在平遥，寻找晋商往昔的辉煌是

一定要做的事情，因为这里曾是“晋商”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的鼻祖“日升昌”

票号就诞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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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平遥不可不做的几件事

(图片由网友 @幽兰怡 提供)

1、古城墙上俯瞰历史的脉络

四座角楼，六道城门，七十二座敌楼，三千个垛堞。这些个数字，拼凑出一堵古城墙的盛世。

迎曛，拱极，太和，亲翰，永定，凤仪。光听听这六座城门的雅称，便已让人肃然起敬。试想，

若无昨日的显赫，又哪来今日的威仪？ 

七十二座敌楼平面呈方形，绵延在视线之外，极目不可尽。奎星楼顶端悬挂的红灯笼，日晒雨淋

，沾染了风尘，色泽已变得黯淡陈旧，却依然有丝缕媚气隐现。衬着这巍然城郭，似霸王虞姬，

有种刚柔并济的美。

流年如逝水，朝代会更替，红颜终将化白骨。惟有这古城墙，年年镇守护城河畔，笑看春风度。

 

TIPS：

        不少游客都会一大早去登城墙，不想人挤人的话，其实大可选择傍晚时分来这里

，下班后是不收门票的。灰色的城墙在夕阳的映衬下，更有一分沧桑之感。而当华灯初上，勾勒

出城墙和角楼的轮廓，又多了一种瑰丽的神秘感。 

        也可以租一辆自行车，在平遥古城墙上溜达，很惬意，你肯定美得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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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清一条街，体味时光倒流 

(图片由网友 @幽兰怡 提供)

        或许是上苍的格外垂青，这里在历史上没有遭到任何的损毁。应景的游人大多走

不到这儿，道路便骤然开阔起来。街道两侧是几百年前的古老建筑，偶尔还有身着清兵服装的“

更夫”敲锣走过。铺面都开着，生意却做得漫不经心。经营的古董、铜钱、瓷器、子弹壳，甚至

生锈的日本军刀零零落落地摆放在街头，在夕照中泛着微光。

        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只在电影中见过的招牌，比如镖局，走进去还可以了解这家镖

局的创办及历史。而每个体面门庭的花岗岩门坎上两道很深的车辙印痕，则告诉人们当年繁华的

街市。

金井楼

        在古城内南大街的市楼，其底层是贯通南北的枢纽。外观呈方形，高百尺，上面

铺着彩色的琉璃瓦，嵌镶成南“喜”北“寿”的精美图案。楼南面东侧有口井，每逢雨过天晴，

日光投映，水色如金，故又得名“金井楼”。多少年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古城墙和市楼已成为

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平遥古城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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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幽兰怡 提供)

3、探秘日升昌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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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幽兰怡 提供）

来平遥如果不去“日升昌”看看就算白来了，倒不是因为这里有多好玩，而是在于这是中国历史

上的第一个票号，从此结束了千百年来镖局押送白银的历史，是“汇通天下”成为可能。如今的

“日升昌”虽然早已见不到繁忙的生意场景，但游客可以参加到模仿当年账房先生写汇票、写聘

书的情境中，花一点钱带封“骨灰级”的汇票或大掌柜的聘书回家，也是一种难忘的回忆。 

在街上另一个票号旧址“协同庆”里面，则可以亲身下到隐秘的地下金库里面，看着当年修建的

巨大藏金屋，尽管现在里面放得是假金假银，也还是让人忍不住心痒痒。 

票号必游之处：

在“柜台”的墙上，有当年日升昌创造的防假密押，这是兑换汇票的一套密码，里面暗藏汇票的

时间、地点、金额等内容。正是依仗这套密码，100多年来，日升昌从未发生过错误。

在“会客厅”大炕头旁边的炉煤灰地下，更是日升昌的身家性命所在的常备金库入口，通常金库

都会有几十万到几百万的库存银两。

地址：平遥古城西大街38号 

4、亲历县太爷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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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水亦清心 提供)

没想到咱们现代人也能触摸到古代的衙门，尽管已经过去了600多年，平遥县衙仍然完好地保存了

下来。六进的大院落，占地达2.6万平方米，雕梁画栋、青砖黛瓦都是文物，默默讲述着149任知

县在此为官的故事。除了静态的建筑和文物之外，我们还“亲历”一次县太爷升堂判案的全过程

，这些原本只在影视上看见的场景，如今就活生生在眼前，真是有趣。 

Tips：

表演时间：周一至周五早10点、11点、下午3点半及周六、日早10点、11点、下午3点、4点。

营业时间：早8点~晚7点

地址：平遥古城县衙门街，沿南大街往南过永庆斋客栈后往西100米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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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遥景点推荐

（一）古城景点推荐

1、双林寺 

(图片由网友 @水亦清心 提供)

工艺绝顶精湛的佛教彩塑大观。双林寺原名中都寺，建于北魏早期，现存殿宇多为元明建筑，在

三进院落的10座殿堂中共保存了宋、元、明、清11代约2000多尊佛、观音、金刚、罗汉、百姓等

彩色塑像。值得一提的是惟妙惟肖的供养人像，是古代难得的世俗化的塑像。另外，寺内宗教主

题的塑像也不那么程式化，每座雕像都形神迥异、生动传神，是难得的古代艺术珍品。其中的“

渡海观音”、“自在观音”更是精妙。

门票： 25元，凭学生证12元。

交通：需要从平遥县城雇车去，一般15元一个来回。

2、镇国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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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老马识途 提供)

位于平遥县城东北12公里的郝洞村，原名京城寺，明嘉靖十九年改为镇国寺。其中万佛殿为国内

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殿内现有14尊塑像，有11尊为五代原作，这些五代时期的彩塑作品

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门票：20元

        交通：包车去一般都要60~80元左右。

（二）周边景点推荐

1、灵石王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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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水亦清心  提供)

有“华夏第一宅”之称。这里所说的王家大院是指王家分布于灵石县的众多房产中最有特色的两

座——高家崖和红门堡，整个建筑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高家崖是一座封闭式的城堡式建筑，堪称

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大院依山而建，气势恢宏。红门堡与高家崖东西相望，因堡门是红色的，故

而得名。堡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石雕融南北风情于一体，是清代雕刻艺术的典范。

虽然乔家大院名声在外，但是以个人意见，其实去山西看大院，去王家一家即可，因为这家最具

有代表性，远比乔家大很多，真要认真转起来，一天也看不完。

性质所属：古代民居

开放时间：全年开馆，节假日不休息。夏日8:00~19:30，冬日8:00~18:00

景区联系：0354－7722122 7722558

门票：66元，学生凭证半价

交通：王家大院在灵石，距离平遥60公里，车票大约20元。太原铁路宾馆每日一早有直达王家大

院和平遥古城接送散客的车辆（联系电话：0351－4162778）。其次，也可乘火车直达灵石县城或

介休市，再转乘公交至王家大院。每日早8时至晚8时，灵石城内每半小时有公交开往王家大院，

介休市内每20分钟有公交开往王家大院。

2、乔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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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幽兰怡 提供)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所在地。整个大院没有一草一木，以一种近乎绝对的对称，层层叠叠

的重复，形成了巨大的震慑力。是清代大户人家的典型宅院，共有19进院落300多间房屋构筑成“

双喜”字形。大门对面的砖雕影壁上“一寿变百寿”图，100个不同造型的寿字古拙遒劲，是不可

多得的艺术品。

        大院的顶楼上，悬挂着一块“福种琅缳”匾额，这是当年山西巡抚受慈禧太后所

赠。像这样有来头的匾额，乔家还有两块，一块是李鸿章亲笔题写的“仁周义博”，另一块是傅

山亲书的“丹枫阁”。

性质所属：摄影 民居

开放时间：8:00~18:30

门票：40元

电话：0354-5321045

交通：乔家大院位于祁县，在平遥火车站附近乘开往太原方向的车在乔家堡下车，约半小时车程

，下车后沿一溜大红灯笼走几百米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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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壁古堡 

(图片由网友 @老马识途 提供)

这座千年古堡的主要特色，正如一位专家的题词：古庙神佛异，明堡暗道奇。据推断，张壁古堡

建设于隋末唐初，实际应该是个军事要塞。内有一套庞大的地道，若把村民所述的洞口位置连接

起来，地道的总长度足近万米。山西各地有地道的村子不少，但像张壁这样复杂而且规模巨大的

地道却还未见第二个。

性质所属：摄影 古代建筑

景区联系：0354－7081412

门票：40元

交通：从灵石县有到介休的公交车，票价2元，在介休乘出租车到张壁，起步价5元。

还没有开发，很古朴原始的一个地方，参观和拍摄张壁古堡的地面古建筑、地下站道一年四季都

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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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摄影的名义改变古城

平遥国际摄影节

         每年9月下旬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每年都会设立主题，令来自海内外的多位摄

影人在此呈现自己的优秀作品，并设立奖项表彰那些优秀作品。使平遥古城独特的风貌、古朴的

民风以及形式多样的摄影活动交相辉映。

        摄影节改变了一切。那些原本破败不堪的地方，像棉纺织厂、谷仓、文庙等地方

成了展示摄影艺术的绝佳场所。每当夜幕降临，黑漆漆的城墙边，巨大的仓库里，都挂上了巨大

的白幕，放映各国大师作品的幻灯片，一时间当地农民和各地来的摄影师、图片编辑还有众多的

外国人挤在广场上，顶着寒风瑟瑟发抖地观看幻灯，与过去在农村放电影的情景差不多。

        摄影艺术给当地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各个展区，都可以看见当地人拖家带口

地观看影展，虽然有些摄影作品对专业人士来说都前卫难懂，但当地人却看得津津有味。没准将

来平遥就会诞生一位摄影大师。

TIPS：

举办时间：每年9月中旬

门票：无

拍照：平遥古城里面的墙面多以青黑色为主，拍照留念最好不要穿白色衣服，否则光比过大，导

致曝光过度。另外，可在相机测光基础上加半档的快门速度，或者减两档曝光补偿。保证曝光正

常，色调真实。拍平遥全景的最佳位置在南大街的金井楼上，拍夜景的话，最好带上三角架。

住宿：每年摄影节是平遥一年一度的盛事，所以住宿问题很难解决，房价比平时贵3倍以上，而且

一房难求，要么您就提前一个月住这儿，要么就得在平遥附近的城市找个歇脚的地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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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京至平遥可行性线路规划

平遥地图

山西省景点示意图

                                               15 / 27



�������

平遥：古城古韵

平遥自助游线路规划：

第一天：平遥古城墙—明清一条街—日升昌票号—古县衙—古市楼—古民居—双林寺

古城不是很大，即使徒步丈量它的大小也就半天功夫，但是建议在古城内住一晚上。转玩那些已

经人潮汹涌的景点后，看看夕阳西下的老城墙和红灯笼亮起的老宅院，在小巷子里听普通住户人

家的狗叫声，一切便寂静入梦。早晨起来和当地人一起涌向早点摊吃个包子喝碗小米粥，走出城

门回首望望这个风尘仆仆的古城，回忆又老去一天。

第二天：灵石县的王家大院（祁县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张壁古堡

这些大院都离平遥古城不远，对古建筑和晋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选择前往参观，但有点建议，看

过王家大院后其他的大院就可以免看了，因为王家大院在山西古院落里非常具有代表性，布局很

有风格，面积非常大，包括石刻砖雕不逊于其他任何一家大院，很多人称之为古代别墅群。有时

间的话再推荐去张壁古堡看看，这两年摄影发烧友特别喜欢去那里拍片，集古朴与奇特一体，非

常不错。

北京至山西可行性线路规划：

行程：两天三晚

第一天：北京－太原

第二天：租车前往晋祠、乔家大院、平遥、双林寺

如果觉得时间太赶，建议可以省去乔家大院，第二天可以参观王家大院。

此行把晋祠纳入行程，一则晋祠是三晋大地一直以来的精神崇拜，关于晋祠的传说种种，流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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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二来晋祠主要建筑圣母殿建成于宋朝，年代久远，具备典型的宋代建筑特征，殿廊前的八根

蟠龙柱尤其精彩。殿前的渔沼飞梁更是代表中国桥梁建筑的精品。所以，如果去山西，建议一定

去看看晋祠，很值得一逛。

第三天：前往绵山、王家大院，晚上返回北京

费用统计

火车票：145（硬卧）

住宿：130元/间（价格可议，黄金周时间价格会略高） 古城里的客栈标间

租车：每公里5元，含高速费、过路费等费用（冬季淡季价格，旺季每公里8元）

从太原接站到晋祠、乔家大院、平遥古城、双林寺、绵山、王家大院，再返回太原火车站，全程3

60公里。

门票：50（晋祠）＋40（乔家大院）＋150（平遥古城）＋90（绵山）＋66（王家大院）＝396/人

餐费：20元/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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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情况

飞机

        先到太原，从太原机场乘机场专用大巴到太原建南汽车站，再乘大巴到平遥汽车

站；或者从太原机场乘机场专用大巴到太原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到平遥火车站。

铁路

        一定要提醒的是现在北京开通了北京西站到太原的动车，一天9趟，3个半小时就

到。所以如果火车出行的话，就先到太原，然后乘大巴抵平遥最为方便，因为半小时左右就到了

。北京到平遥也有列车直达，卧铺价格跟动车差不了很多。

        平遥火车站在县城的西北部。平遥县境内有同蒲铁路纵贯南北，向北可达太原、

石家庄等地，向南可到临汾、运城等地。太原与成都、宝鸡、风陵渡、阳泉西之间，西安与长春

、包头之间，大同与杭州之间的列车均在平遥停靠。

从平遥火车站有去古城内的电瓶车，根据旅游淡旺季之分，票价5~10元/人。如果步行，则需要20

分钟左右。

平遥火车站问讯处：0354－5673197

        火车车次及票价查询： http://huoche.lvren.cn/

                                          

                                          

                  

公路

平遥和太原之间有公路相连，乘汽车往来大约需要2小时，票价约20元。北京与平遥每日有一趟对

开客车。平遥汽车站

电话：0354－5673233

地址：平遥火车站东侧。

内部交通

平遥古城不大，同时由干古城内街道狭窄，居民众多，所以在古城内游览的时候一般不需要乘车

，步行即可。另外，城内还有人力黄包车和电瓶车，专为旅游者服务。

提醒：

人力三轮车起价每人次2~5元（可以面议）。普通型小轿车起价3元，基本里程为2公里，超2公里

每公里1元。高级型小轿车（桑塔纳以上）起价15元，基本里程为3公里，超3公里每公里2元。汽

三轮摩托车起价5~10元，基本里程为2公里，超过2公里租价面议。公交车上车1元/人。租自行车

，5元/小时，15元/半天，30元/全天（10小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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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平遥住宿

        作为一个旅游热点城市，平遥城内建有不少的宾馆，可供人们下榻。而最有平遥

特色的当然是住在那些古色古香的古民居内了：方方正正的四合院，中间一个小小的天井，木制

的门楣和地板⋯⋯

平遥天元奎客栈

地址：平遥明清街（南大街）73号

价格：标准间 298元/间

联系：0354－5680069 13903547008

推荐理由：客栈就在平遥古城的主街道南大街上，距离市楼仅50米，文庙、城隍庙、县衙署都在

不超过200米的范围内，地理位置非常优越。院落的布置更是古朴典雅，两百多年的老宅子，前身

也曾是个客栈。老板原来是做古董生意的，家里至今还有很多古玩珍藏。

平遥衙门官舍青年旅舍

地址：平遥城内衙门街69号 衙门官舍

价格：多人间 35元/床；标间 160元/天

联系：0354－5683539

推荐理由：衙门官舍青年旅舍现有前厅、一院、二院、过道厅、三院、西偏院、餐厅等七部分。 

客房标间多为传统土炕，带有现代化卫生间；另外有七人间、三人间床位等。前厅可供客人休息

喝茶聊天，餐厅提供咖啡酒水及西餐。

平遥一得客栈

地址：山西平遥城内沙巷街16号

价格：标准间 390元 明清土炕

联系：0354－5685988

推荐理由：由票号世家侯王宾旧居开发而成的一所民俗客栈，此旧居建于清乾隆1736年。由上院

、下院、书房院、车马院、祠堂及花园六个宅院组成。保持了原汁原味的明清古建筑风貌，深幽

的巷道；久远的上马石、拴马柱，典型的二进式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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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平遥美食

        平遥的餐饮以面食为主，我上次去就吃过满桌子全是面做的东西，但感觉只是形

状的不同罢了。和山西大多数地方一样，平遥一早一晚常吃小米稀粥、馒头、烧饼；中午则是各

种面食，如打卤面、炸酱面、搓鱼儿等，调面的菜品齐全，味道爽口。 

平遥牛肉  

平遥著名特产，一种特殊加工的酱牛肉，在平遥几乎每家饭馆都有，路边摊上也可买到。平遥牛

肉的味道和颜色都很清淡，口感嫩滑，但挑剔一点说，似乎缺乏真正的牛肉之香。如果想买点带

回家，可选择真空包装的，以冠云牌质量最好。

碗坨 

        一种像饺子皮一样的面食，莜面做的，蘸了辣椒调料吃，口味浓香。 

                                               20 / 27



�������

平遥：古城古韵

豆腐干 

平遥豆腐干很好吃，不妨尝尝。 

                                               21 / 27



�������

平遥：古城古韵

平遥碗脱则 

是平遥县的一种传统风味小吃，也是佐酒佳品，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碗脱则是清光绪初年，平遥

县城南堡的名厨董宣师傅所创，距今已有100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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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家熏肘 

        与平遥牛肉齐名的传统名吃，清朝曾被选入宫廷得到刁嘴的慈禧太后的赞赏。 

长山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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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白药之乡”的平遥，自然有很多长山药的吃法，如炒、炸、蒸、煮等，不

过以蜜汁和药膳的山药最独具特色。 

TIPS：

1、在这里吃早点一定要事先问价，否则一定挨宰，虽然多不了几块钱，但会扫了兴致。

2、在平遥通常都是吃面食，如果真想吃米饭，饭馆不一定有，即使有，价格也高的惊人。

3、平遥的饮用水口感微咸，饮用时稍感不适，建议直接购买纯净水代替。

        明清一条街两旁全是各色的饭馆招牌，小吃的式样都有照片展示，倒是一目了然

。碗佗子、长生源黄酒膳点、平遥牛肉等，在这里都能品尝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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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购物及其他

明清街上的古董

明清街上的许多卖古董的，真假难辨，通常看的人多买的人少。若存心买的话就死劲砍价，就是

别砍到最后，因价格低而把自己吓得落荒而逃。在这里，一个旧式小梳妆匣开价过千。

推光漆器 

        是当地特色，用厚厚的生漆（漆树上的漆，可不是现在的化学油漆）做的，光可

鉴人，千年不腐。据说，为了达到光滑无纹的地步，做漆的工人必须是18岁以下的女孩，用手掌

慢慢给半干的漆器打磨，表面才够光滑。

其他

        纱阁戏人：

以传统戏剧为题材，一阁一戏，在小舞台中上演这剧中人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可以一看。

最佳旅游季节：

平遥一年四季都适合旅游，但秋季温凉宜人，是旅游的最佳季节，9月的摄影节，场面热烈。

        气候特点：

山西气温低，降水少，风沙大，到平遥旅游时最好准备太阳镜、帽子等，女生还可携带一条大点

的薄丝巾，遇到大风沙的时候把整个头丝巾包起来就是最好的保护。

        套票：120元/张。包含古城墙、日升昌、县衙、清虚观、城隍庙财神庙、明清古

街、百川通、协同庆、天吉祥、雷履泰故居、中国商会馆、同兴公镖局、古民居博览苑、华北第

一镖局 、中国镖局、蔚盛长 、汇武林、文庙、报纸珍藏馆、蔚泰厚20个景点。不能单独买票，持

有学生证的可以购买半价学生票。套票有效期两天，不过第一天游览不完需要在购票的地方签章

。

平遥旅游咨询电话：0354－586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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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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