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天台山：佛宗道源

                                                 1 / 31



�������

天台山：佛宗道源
　

天台山：佛宗道源
　

关键字：国清寺，清幽，琼台仙谷，济公，云锦杜鹃，盘山道，茶园

　

封面 .............................................. 1

一、为什么要去天台山 ................................. 3

二、不能不做的几件事 ................................. 5

三、天台山其他景点 ................................. 13

四、天台山美食及特产 ................................ 18

五、住宿 .......................................... 21

六、推荐行程 ...................................... 23

七、旅人提醒 ...................................... 24

八、交通 .......................................... 25
1、如何到达天台山 .................................. 25

2、周边城市自驾线路 ................................ 28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 30

封底 ............................................. 31

                                                 2 / 31



�������

天台山：佛宗道源
  

一、为什么要去天台山

(图片由网友 @自在飞扬 提供)

1.    与其他吵闹拥挤或者过度开发的景区相比，这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还有清风醉夕阳，

这里的清幽环境和原生态的山里居民生活是天台山最值得体验的地方。

2.    在天台绿树掩映的山林里，有一座存在了千年的隋代古刹——国清寺，寺院里完好的保

存了严格的寺规，尽管各地信徒往来参拜，这里也没有沾到世俗的一点点尘埃，寺前是一座千年

隋塔。这里还是李连杰电影《少林寺》的取景地。

3.    这里有李白登临并写下“天台晓望”诗作的华顶山，山上的华顶国家森林公园绿荫葱茏

，每年5月，碗口大小的云锦杜鹃华丽绽放。

4.    这里有徐霞客“從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俱悚”的石梁飞瀑，天生桥下30多米的飞瀑

直下，这里是《少林寺》的外拍地，也是张大胡子《射雕英雄传》的外拍基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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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寒山问拾得曰：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

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

这阙对问录你有印象吗？“和合二仙”寒山与拾得走过那一千多年历史，依然鲜活的走动在天台

山的每一个角落。而寒山更是在天台寒岩山隐居达70多年。

6.    “五岳归来不看山，琼台归来不看谷”，清幽秀美的琼台仙谷，有峭壁，峭壁之上有踏

云栈道，下雨天时，云雾起，在栈道上如腾云驾雾；有飞瀑清溪，这里的涧水碧绿，和九寨沟的

水有的一拼。

7.    小时候爱看济公，听那首“鞋儿破，帽儿破，哪里不平哪有我”的歌谣，而济公的出生

地就在天台，济公故居依然传唱着这不老的传说，各地信奉济公活佛的信徒也会赶来朝拜。

8.    天台城的标志之一赤城山，顶有梁妃塔，见证美丽的爱情故事；上有“道教第六洞天”

玉京洞；中有济公读书的悟月楼，饱含神来之笔的济公东、西院；下有浙东著名的女尼庵紫云洞

。这些洞庵依山洞而建，夏季清凉，动庵的上方，赤色的岩石终年滴水，真的如同仙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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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能不做的几件事

1. 在国清寺静心修心，吃一顿斋饭

(图片由网友 @蓝色畅想 提供)

也许你知道灵隐寺，却没听说过国清寺，其实国清寺在宗教上的地位是远远高于灵隐的，国清寺

是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在日本、韩国都设有分院。国清寺后院的中日祖师碑亭和中韩祖

师堂即是见证。

国清寺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占地7万多平方米，始建于隋开皇十八年（598年），初名天台

寺，后取“寺若成，国即清”，改名为国清寺。寺庙是隋炀帝杨广根据当时著名的智者大师描绘

的一张草图修建而成。寺庙依山傍水，四周五峰环抱，左右双涧萦流，极其清幽。

建筑

在国清景区门前，未见国清寺，只见隋塔，这巍巍古塔是国清寺的标志之一，塔身黄褐色，高近6

0米，砖壁上的佛像栩栩如生，极为精美。这座塔的建造别致，顶上没有塔头，因此从塔内仰望可

见蓝天，之前游人可以进塔参观，为保护千年遗迹，如今塔已封闭。关于隋塔缺头，还有个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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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漏锅煮饭和搬不走的塔头的传说，现在国清寺还保存着“漏砂锅”，而金地岭上有个塔头寺。

隋塔旁边，国清寺外，还有七座佛塔，这七座佛寺如同是国清寺的护寺使者。

转过七佛塔，走过丰干桥，到国清寺山门前。在国清寺山门外面可看到天台八景之一的“双涧回

澜”，这是发源于天台北山的北涧和发源于灵芝峰黄泥山岗的西涧的水汇合于丰干桥畔，向东流

入赭溪。北涧之水清澈，西涧之水浑黄，据说多雨时节，一清一黄，交相激荡，非常壮观。看这

奇景也是要看运气的，天晴看不得，雨少也看不到。

国清寺的寺门是与众不同的，转过大大的照壁，见一朝东敞开的小门，这就是国清寺正门。进山

门转个直弯，甬道两旁，浓荫蔽日，修竹夹道，平添了深幽神秘的气氛。

国清寺有国宝，在步入的第一殿阁门神殿前，迎面就是一对惟妙惟肖的石狮子。此对石狮，原来

是中国故宫博物院所有，后放置于国清寺内。石狮子乍一看，完全相同，但细看之下，方能发现

其微妙之处。一狮手下轻抚小狮，充溢母爱，为母狮。另一狮手握滚球，运筹帷幄于一身，为公

狮。

过弥勒殿，就是大雄宝殿，一眼便被宝殿外两个宝鼎吸引了。两鼎皆为紫铜锻造，做工极其精细

。上面蟠龙飞凤，花开富贵，十分大气。宝鼎原本也为故宫所有，后为了加强中日文化交流，在1

957年日本宗教代表团付天台交流佛法之时，放置国清寺中，一直至今。

绕行至大雄宝殿右侧，一株我国现存最古老的隋梅香溢四方。该梅相传是智者大师的弟子灌顶法

师手值。穿过一圆型洞，苍老遒劲、冠盖丈余的古梅，便展现在眼前。

传说此梅极有灵性，文革期间已经枯死，文革结束后，隋梅从枯死的树干中抽枝重生。

国清寺内，还有一块王羲之真迹“鹅”字碑。碑立于三圣殿左侧。相传王羲之跟随灵墟山中的向

白云先生学书，每日观察水中嬉戏白鹅。一日王羲之见一白鹅振翅，笔随心动，大书一“鹅”字

。该“鹅”字，每笔均见鹅头，如同一只只活灵活现的鹅，在水中引吭高歌。现存“鹅”字碑的

右半边是王羲之的真迹，而左半边，是天台山人曹抡选补写的。但两边浑然一体，几乎达到了乱

真的程度。

景色

除了国清寺的宝物，寺院的景色清幽，隐入深山，花香鸟鸣相伴，走在寺中，确实有世外桃源的

感觉。

这里古树参天，浓荫覆盖。寺院里的小和尚专心打理着各季的花草，5月的时候，杜鹃、映山红、

绣球花开的正艳，走在院子里的小路上，闻着花香，伴着鸟鸣，偶有僧人的经声传来，此时，真

正可以做到清心养性，沉淀心灵，修禅悟道，洗涤尘埃。佛家禅语:“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冬有雪。若无闲事心头挂，便是人间好时节。”

如果不是佛教节日，或者遇上外来的僧人做佛事，国清寺内游人香客不是很多，这里更显清幽，

而且，这里的游人和香客是完全随着自己的意愿的，游人自行参观，香客安静拜佛进香，一点不

会受到干扰，不会像灵隐寺那样有假冒僧人的骗子来骗香火和捐善。

在国清寺，除了静心修心，感悟这座千年寺庙的佛境禅意和清幽之境，一定要去品一品寺院的素

斋，这也是国清寺修心的一部分哦。国清寺的斋饭2元/人，进国清寺门后可以看到购买返券，最

好在10点前购买，10点半斋堂开饭。这里的素斋材料都是寺院的僧人自己种的菜，山里的笋、菇

、青菜，味道极其鲜美。2元的返券可以随意取食，吃饱为止，但是切记不可浪费，吃完以后自己

清洗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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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游览时间：2小时。

交通：天台县城坐5路、7路到国清景区（终点站），公交票价1.5元，自备零钱。

门票：国清景区进山门票10元。国清寺门票5元。

吃饭：可在国清寺吃素斋，2元/人。

住宿：如果想在国清寺体验寺院的生活，可在国清寺挂单，不过挂单需要提前登记，临时登记不

能保证有床位。

2. 在石梁景区体验惊心飞瀑，吃农家野味

(图片由网友 @蓝色畅想 提供)

如果说国清寺是天台山最值得去的人文景观，那么石梁飞瀑就是天台山不可不去的自然景观了。

石梁飞瀑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精华所在，在崇山翠谷之中，一道石梁横跨天际，瀑布从梁下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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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而下，“昼夜起风雷”，让历代文人骚客都为之倾倒，被誉为“天下第一奇观”。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石梁飞瀑景区只有石梁和飞瀑。石梁与飞瀑隐在群山之中，进入石梁景区后

，要沿着谷中的银溪、金溪走上一段才能一睹飞瀑的真面目。好在谷中风景优美，景区的游人步

道顺着山体修建，行走其上，一边是青山，一边是怪石嶙峋的溪流，野趣纯天然。

一进景区大门，就能听到淙淙水声，走一小段，就能看到一挂秀气的小瀑布，名曰“小铜壶瀑布

”。小铜壶瀑布造型好玩，在瀑布下方看，好像是2只猴子在喝水，一只猴子正在喝，一只猴子张

着嘴巴。沿小铜壶瀑布往下走，一路山溅清泉，溅中点缀着光滑的石头和游着的小溪鱼，夏天的

时候，会有游人光脚在溪水中消夏，超级惬意。

一路散步看山间风景，约20分钟以后可以看到一个游人休息中心，在这里可以吃点溪江南的西瓜

解解渴，也可以吃点特色的豆干、茶叶蛋、玉米补充点能量，价格嘛都很便宜的，20块钱吃喝饱

饱。这里也是去石梁飞瀑和下入口的岔路口，下入口方向的龙潭景区还未开放，所以那条路基本

无游人，但是不得不提示一下，这里藏着一片最漂凉的风景（见照片）。溪流上游的水流下来，

在这里经过一排如同石桥的地段泄下，如同一段天然的小水库，和沱江跳岩的感情有异曲同工之

妙哦，不过石头因常年受溪水冲刷，非常滑，如果你忍不住要去走走的话，千万得小心小心再小

心。

在这里的路口右转，前行一小段，著名的石梁飞瀑奇观就展现在眼前了。这里的瀑布本就是一幅

漂亮的多级瀑布，两条溪水在狭窄的空间里汇合后，分为三级泄下，瀑声如雷。

在瀑布前的桥下远观，瀑布如一挂银链从石梁下垂落，越走近越感清凉，山风吹着瀑布的雨珠飘

洒在空中。瀑布下的小溪就是当年少林寺的外景地，还记得李连杰拿着尖底的水桶来挑水的情节

吗？对，就是这里啦。还有张大胡子的《射雕》也是在这里取景，张大胡子对此地也是盛赞有嘉

。这里除了看飞瀑，还有一些小娱乐，比如小朋友们坐进气球在水上滚的项目啊，骑小白马在瀑

布下蹚溪流和飞瀑合影啊，坐气球到高空看飞瀑啊，都是收费的20-60元不等，有兴趣的可以体验

一下。

沿飞瀑右上，是下方广寺，最近修葺的。方广寺的杜鹃点缀着古树，很是清幽。在中方广寺的二

楼看下方广寺是最能看出这寺庙的位置的，四面环山，绿树丛荫，出门便是一道悬梁于飞瀑，集

齐了天地山水的精华。在中方广寺是最能体会到石梁飞瀑的奇与险的，中方广寺有到石阶，通向

石梁飞瀑的石梁，这石梁最窄的地方只有一只脚的宽度。据说早年石梁的这头是方广寺，石梁的

那头是供奉的神龛，每天清晨，寺里的小和尚都要越梁敬香，不论刮风下雨。后来文革时期，神

龛被推入飞瀑深潭。

石梁的这头望去，石梁窄容只履，梁下瀑布飞泻，万丈深潭，真是胆寒。当年徐霞客来此，也是

“從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俱悚。”如今的石梁脊背也因为太过危险关闭不对游人开放了，但

是，我们在的那会儿就恰恰遇到2牛人，翻阅了围着的防护栏，走过了石梁最险的那段，在石梁的

那头坐下观景⋯⋯惊着了景区的工作人员⋯⋯

看完了飞瀑，可以去石梁飞瀑停车场旁边的步云居尝一尝深山里的高山蔬菜和山间野味，这里的

鲜笋、雉鸡、溪鱼、青笋、水芹菜、豆腐、菌菇、红石梁啤酒，都推荐一尝。价格嘛，200元以内

，可以把山里的美味尝个遍。

山里的村庄是提供农家乐住宿吃饭的，详细可以参看后面的住宿部分。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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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时间：半天—1天

交通：汽车北站有班车前往。石梁飞瀑景区有2个停车场，上入口的石梁飞瀑停车场和小铜壶停车

场。小铜壶到石梁一路风景优美，自驾车可以停在小铜壶停车场。

门票：60元。

吃饭：可在步云居吃高山特色菜，如果是住山里农家乐，农家乐也可以吃饭。

3. 华顶国家森林公园看千年植物，赏云锦杜鹃

(图片由网友 @自在飞扬 提供)

华顶景区是天台山的主峰，国家级森林公园，海拔1098米。华顶山状如莲花的花心，四周群山向

而拱之、层层相裹、形似花瓢，华顶正当花之顶，故名华顶。唐时，李白登华顶山，挥毫写下了

“天台晓望”的旷世诗作，高吟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并在山上结庐潜读。

沿着山路到华顶森林公园，登上华顶最高峰，这是一处上万平方米的空旷地，这里曾是陈隋之际

的智者大师求拜（楞严经）的地方，故名拜经台。可眺东海、北瞻钱塘、西望括苍、南招雁荡。

常年晓雾岚烟，白云缭绕，云气氤氲盘结，又有华顶归云之称。

华顶山遍布文物古迹。峰下华顶讲寺建于晋天福元年（936），至今香火鼎盛，西南黄经洞曾是书

圣王羲之求师白云先生裂帛书写黄庭经的地方，在如今的避暑山庄附近的“右军墨池”，是王羲

之苦练永字八法洗笔之处。华顶寺后，有一广袤的葛仙茶圃，是三国吴时高道葛玄手植茶圃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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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顶山生态环境超好，空气清新，负离子含量高，四季皆景，夏天的时候更是适合避暑的胜地。

每年5月中旬，进入华顶景区，云锦杜鹃在路边、道旁、岩上、林间、坡地上，星星点点，丛丛簇

簇，漫山遍野，似彩云洒落，绚烂华丽。“翠岫从容出，名花次第逢。最怜红踯躅，高映碧芙蓉

。琪树应同种，桃源许并 。无人移上苑，空置白云封。”清初张联元这首《杜鹃花》诗将别名红

踯躅的云锦杜鹃与仙界琪树、碧桃花相比，既感慨它没有收入皇家花园，也说只有在白云缭绕中

观花，才能有一种超脱凡尘之感。

旅人提示：

赏云锦杜鹃处：归云洞千树杜鹃簇拥，花海一片，点缀碧绿茶园，人间胜境。

特别提醒：

1）华顶山的山蚂蝗相当厉害，原来只有绿豆大小，吸饱了人血以后体积会变大千倍，山蚂蝗藏身

的地点在山里的草丛，所以尽管热爱大自然，也尽量不要往草丛里钻。如果万一发现了蚂蝗在你

的腿上，不要惊慌，不要撕扯不要拍打，等它吸饱了血自动脱落，要不它的身体就会留在你的身

体里啦。

2）华顶森林公园里物种丰富，有人曾遇到过野猪出林挡住山道的，据说，人多的时候，野猪也会

害怕，这时候尖叫声有可能会把它们吓回森林深处。

游览时间：3小时左右

交通：汽车北站8点和13点分别有班车前往

自驾车从国清景区前往华顶国家森林公园需50分钟左右

其他：华顶国家森林公园吃饭住宿不是很方便，建议回国清景区吃饭住宿。

4. 琼台仙谷走凌云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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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佛宗道源

(图片由网友 @自在飞扬 提供)

从琼台上端往下走，在最上端的时候，会误以为是黄山，放眼望去，山峦叠嶂，青翠从中有峡谷

。山势有奇有险，最险要的地方，除了山顶的几块大岩石，两侧都是悬崖。下山的栈道是后来修

筑，雨天的时候，沿栈道而下，看不到脚底的峡谷，脚下都是缭绕的云雾，故称凌云栈道。天晴

的时候，只见栈道下是万丈悬崖，不觉脚底生软。对于恐高的人来说，还是很有挑战的，至少在

我走的那一路，不止我一人是紧紧抓着伙伴的手和栈道里侧的崖壁慢慢挪下来的，到平地的时候

，还真是腿软。回首望栈道，还真是有通天凌云之势。

下了山便见一清凉的瀑布，这瀑布是琼台碧潭的水源之一。瀑布边清凉宜人，许多游人在琼台走

类了，在瀑布前纳凉休息。随瀑布而下，一路山石溪流，两岸绿树青翠宜人，这时候要充分发挥

想象力了，几乎这里的每一座岩缝，都有一个亦仙亦神的故事，每一块岩石都有可能是仙人的足

迹或者是神像。

琼台最下方的八仙湖，湖水清碧，栈道千转百回，在湖边如同在看九寨的碧水一样，真正是心旷

神怡。在这里，山与水得到了最完美的统一。

这里除了有让人难忘的风景，还有各种古老而动人的传说。这里是“仙谷”：轩辕皇帝在此受金

液神丹，晋周灵王太子王乔曾治理桐柏金庭入兼管吴越水旱常乘鹤往返于此，东汉刘晨、阮肇在

此遇仙，八仙常在这里度凡聚会。八仙台、八仙湖就是证明。

这里是“道源”：汉时道教丹鼎派代表人物葛玄在此炼制金丹，唐代高道司马承祯在此修炼，多

次得到唐皇朝的征召，南宋张伯端在这里开创道教“南宗祖庭”。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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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佛宗道源
游览时间：半天—1天

门票：65元

交通：在台州市区乘8路公交车可直达

其他：无住宿，山脚和半山腰有当地的居民卖一些小零食和水，建议自备干粮。

游览：琼台仙谷有2个入口，一个是下方水库边的入口，这里有班车到达，游客一般是从这个口进

入景点，游览一圈以后原路返程。还有1个入口是在琼台的上方，从山顶往下走。但是这个方式有

个问题，一般只有包车和自驾车可以到上方的景区门口，如果是自驾车的话，下了山以后就没法

取车了⋯⋯包车的话可以和司机师傅商量好接送时间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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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佛宗道源
  

三、天台山其他景点

1. 赤城山

(图片由网友 @自在飞扬 提供)

赤城山，又称烧山，是水成岩剥蚀残余的一座孤山，是往天台必经之地。赤城山距离县城2公里，

海拔340米，因土色皆赤，形如城堡而得名，在近郊四面青山中独树一帜，历来被看作是天台山的

南门和标志。从前台州称赤城郡，天台县称为赤城，均因此山而得名。因为岩色赤赭，每当晨曦

出现，满山紫气氤氲，霞光笼罩，元邑人曹文晦形容为：“赤城霞起建高标，万丈红光映碧寥。

美人不卷锦秀缎，仙翁泻下丹砂瓢。”故名“赤城栖霞”，为“天台八景”之一。山的东南面向

阳和煦，其中以紫云洞、玉京洞最为有名。

紫云洞在山麓，洞口嵌“赤城霞”三字。洞广数十丈，高数丈，洞内结屋，楼梯盘桓。相传明代

建文帝曾两次来游。洞上方的岩壁终年岩石滴水，洞内清凉舒适，很羡慕这里修行的道姑和居士

。玉京洞高轩宽敞，是山中精舍。明僧灵睿有一联“不与众山同一色，敢于平地拔千寻”。洞前

不远处有金钱池，相传晋代高僧昙兰在此诵经，有神献金钱于池中而得名。山顶矗立着一座古塔

，为梁代岳阳王妃所建，是天台山最古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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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佛宗道源
门票：15元

交通：公交车7路

游览时间：2小时

旅人提示：

赤城栖霞也并非每日都能见到，还是要待到雨后晚霞起时，最为壮观。另，在赤城山，除了感叹

缘山而建的庵堂和洞院，这里的环境也是值得好好享受的，这里的山路是最原始的山路，山顶要

盖一屋小房子，不动用任何机器，运土运货都是靠人工挑的。

2. 济公故居

(图片由网友 @自在飞扬 提供)

小时候有没有看过《济公》？会不会唱那首经典的“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不

知道，没听过？好吧，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

那你知不知道杭州的灵隐寺？和那里的济公活佛、济颠和尚？是啊，那就是济公啦，济公是出家

以后过了几年才去的杭州灵隐寺。济公可是在天台这里出生并度过他传奇的童年的。

天台古城北门外永宁村石墙头，是济公“活佛”的出生地，一条赭溪自北向南穿村而过，是少年

济公生活的“摇篮”。

永宁村由观霞阁、两座牌楼及南宋古街坊建筑组成，重现了古村风貌。这里也修复了济公故居，

供海内外信奉济公活佛的信徒朝觐和膜拜。重新修缮的济公故居向世人展现了一轴充满南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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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佛宗道源
气息，具有浙东地方建筑风格的仕宦人家宅第格局的画卷。

门票：30元

交通：公交车5路车直达

游览时间：1小时

旅人提示：

济公故居在天台县城里，准备在县城闲逛的时候，如果对济公对民间传说有兴趣的可以去感受一

下。济公故居左侧是一家特产超市，可以购买当地的特产。

3. 天湖景区

天湖景区位于城西2公里处，距上三高速天台出口3公里。天湖景区集人文、聚山水于一体，是台

州旅游、度假、会议、拓展训练的胜地。

天湖景区“奇岩耸峙”，景区内景观资源十分丰富，观音岩、济公岩、猿啸岩、如来佛掌、熊猫

戏龟、石羊拜佛、神雀饮瀑、古猿祈天等尽显奇、怪、雄、灵的特点。

天湖景区“古韵深深”，是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隐修得道之地，是汉化佛教第一宗——天台宗

真正的发祥地。拥有如来古洞、古壁朝阳、乾隆御碑等十大人文景观。宋大文豪苏东坡、大书法

家米芾、明代风流才子唐伯虎、清高宗弘历都曾游历此地，并留下墨宝。景区拥有长三角地区三

大之最：最大的摩崖石刻弥勒佛；最大的财神殿；最大的石刻古字。

天湖景区“三湖叠至”，由下天湖、中天湖、上天湖组成三叠湖，水清湖碧，乃长三角地区首屈

一指。

天湖景区更是“休闲天堂”，景区内有攀岩、垂钓、游船、滑索、水上乐园、游戏场等参与性较

强的休闲项目。三星级酒店正在建设之中，不久将建成对外开放。

门票：45元

4. 龙穿峡景区

                                               15 / 31



�������

天台山：佛宗道源

(图片由网友 @蓝色畅想 提供)

景区地处天台县城西北部白鹤镇，距上三线高速公路出口仅8公里，距天台县城18公里，台州市区

107公里，距宁波市142公里，交通便捷。景区融山水、峡谷、飞瀑、洞泉、名木、花草、鸟兽为

一体，以峰险、壁绝、洞奇、雾幻为主打特色。

龙穿峡风景区分为十大景区，台岳春秋、秀溪观瀑、五泄流泉、太白临风、游龙戏凤、龙穿破壁

、石门叩关、天池浴翠、空谷鸟鸣和三峡探险。台岳春秋景区包括入口大门，游客中心，龙川飞

渡廊、台岳文化长廊，让你一步踏入文化廊，走进千年天台史。秀溪观瀑区一桥、一湖、一亭、

一瀑和谐自然，恍若天成，桥粗旷纯朴、野趣漾然；秀湖水清澈见底，一群群石斑鱼就象湖中的

精灵，司马瀑更是气势非凡，溪水流经峡谷陡遇悬崖，跌落入醉池，回旋澎湃后由前面一处裂口

冲出，洋洋洒洒从80多米高的峭壁上呼啸而下，飞珠溅玉，晶莹剔透。

门票：60元

交通：天台客运站乘坐“天台－白鹤”的中巴，在白鹤下，换乘白鹤镇至景区摩的（参考价10元/

人），出租车、面包车（参考价25元/车）。

天台周边城市至龙穿峡自驾车路线：

◆上海到龙穿峡风景区（425公里）

从上海上沪杭甬高速公路，经上三高速至白鹤殿出口下高速，直到天台山龙穿峡景区。

◆杭州到龙穿峡风景区（约232公里）

杭州—杭甬高速公路至上虞转—上三高速至白鹤殿出口—右转800米至白鹤镇---沿路标指示约5公

里上山公路（有专人调度）—天台山龙穿峡景区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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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佛宗道源
◆宁波到龙穿峡风景区（约160公里）

从宁波驾车走甬台温高速公路至三门，转上三高速往杭州方向，过天台在白鹤殿高速出口下高速

，行7公里既到天台山龙穿峡景区

◆金华到龙穿峡风景区（约200公里 约需2小时）

在330国道/330国道向右转11.4公里，金丽温高速入口向左转6米，上匝道走金丽温高速12.4公里，

出口走杭金衢高速16.9公里，转甬金高速108公里转上三高速，走42公里白鹤殿出口下，右转800米

至白鹤镇---沿路标指示约5公里上山公路（有专人调度）—景区大门

◆丽水到龙穿峡风景区（约300公里 约需3小时）

走金丽温高速110公里，金华出口走杭金衢高速16.9公里，转甬金高速108公里转上三高速，走42公

里白鹤殿出口下，右转800米至白鹤镇---沿路标指示约5公里上山公路（有专人调度）——景区大

门

◆衢州到龙穿峡风景区（约280公里 约需3小时）

衢州走杭金衢高速约130公里转甬金高速108公里转上三高速，走42公里白鹤殿出口下，右转800米

至白鹤镇---沿路标指示约5公里上山公路（有专人调度）——景区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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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佛宗道源
  

四、天台山美食及特产

天台山美食

(图片由网友 @自在飞扬 提供)

天台山的青山秀水，养成了山里极其鲜美的笋菇和野味。在天台，高山鲜笋、菇类、蔬菜、山里

的雉鸡、野猪肉、天湖溪鱼不可不尝。在石梁景区的步云居农庄可以尝到上面的美味，天台山消

费不高，尝遍这些美味150元可以搞定。

天台山的大馄饨和手擀面也值得一尝，这里的大馄饨皮薄陷大，肉汁鲜美，一大碗才10元钱，这

里的手擀面自带的配菜超级丰富，一碗肉丝面，配的菜就有香干、胡萝卜、菜心、黄花菜等配料

，汤极鲜，价格也是10元左右。

还有一个不可不尝的是芋艿萝卜丝饭，用芋头、萝卜丝、肉丝和饭一起，最上面一层是酥脆的，

底下的饭汇合了芋头、萝卜丝和肉丝的香气，一大盘才15元。

天台山小吃

饺饼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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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佛宗道源

(图片由网友 @蓝色畅想 提供)

这是天台人无论什么节庆均要吃的一种特色小吃。用特制平底锅“鏊”制成粉皮，在粉皮上面放

上肉片、猪肝、蛋皮、金针菇、粉丝、笋丝、芹菜等各种配料，包裹成长条形，再在“鏊”上烤

至两面黄，外酥里嫩。价格3-4元/个。

旅人网提示：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国清景区，不是每天都能吃到这饺饼筒的，五一期间，只在5月

1日当地看见有卖。县城倒是每天都有。保存时间：最多1天。

麦饼

敬客食物，吃法很有特色。用三只筷子夹饼蘸上各种作料一起吃，类似西餐。其中肉灌蛋麦饼最

为高档。各特产店有售。

水晶蛋糕

使用白糖、糯米和鸭蛋精制而成，吃起来既香又糯又滑又甜，口感十分好。价格12元/袋。保存时

间：真空包装的可保存多日，各特产店有售。

济公素饼  

天台当地的一种小饼干，有甜咸2种口味，口感也极好。5元/袋，各特产店有售。

天台山特产

高山云雾茶  

天台山云雾茶产于天台山600米以上的崇山峻岭中，华顶森林公园里就有这样的茶园。因终年受云

雾滋润，其品质受历代茶客的青睐。“佛天雨露，帝苑仙浆”、“芳叶夺兰芷，浓香冠六品”这

是古人的赞美，云雾茶味香，耐冲泡。价格：100-1000元/斤不等。

天台山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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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佛宗道源
天台山峰峦重叠，郁郁苍苍，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是著名的药材产地。其中以天台乌药、

三七参、白术、芍药、茯苓最为著名。

《中国医学大辞典》说：乌药“以出天台山者最佳。”关于乌药，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汉代剡县

刘晨、阮肇，为了救治百姓疾病，历尽艰苦来到天台山寻找乌药，并和仙女在桃源洞结下秦晋之

好。回乡时带去乌药，从此仙药在人间生根结实了。天台山到处生长着乌药，主要产地在三州乡

、万年山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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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宿

天台山住宿主要集中在县城赤城路、飞鹤路、汽车站一带及国清景区附近，石梁景区的农家院也

值得一住。县城内宾馆、旅店数量颇多，可以满足不同消费档次游客的住宿需求。较好的宾馆有

位于县城繁华的商业黄金地段的天台东方国际大酒店，位于天台飞鹤路358号，距济公故里仅500

米，且与国清景区相邻。赤城路453号的济公居宾馆；赤城路503号（城关北门）的天台鑫华宾馆

及汽车站边上的五洲大酒店等是中层消费者喜好的地方，价格约100－200元。追求实惠的可选择

汽车站周边的青年旅馆、小型招待所，卫生干净，价格每晚百元以内。

我们建议在国清景区或者石梁的农家院选择住宿，因为住在这里可以体验到山里的夜色和清幽，

而且前往天台山各风景点也会比较方便，节省时间。

国清景区住宿条件优越，价格略高，门市价300－500元不等，但非节假日期间会有5-6折的折扣。

国清寺景区内天台宾馆（亦称国清宾馆，4星级）是天台山是最好的宾馆，国清寺旁边的天台隋梅

宾馆则是一家旅游涉外宾馆，仿古园林式建筑，环境清静幽雅。国清景区还有卧龙山庄（3星级）

、花麦地酒店（2星级）。

天台宾馆

推荐理由：坐落在国清景区内，国清寺旁边的4星级酒店，可以聆听国清寺的暮鼓晨钟，更可以在

国清景区的浓荫下漫步，闻山间千年草木的香气，听啾啾鸟语。

节假日门市价：标准间400-600不等

地址：国清寺旁

电话：0576-83988999

  花麦地酒店

推荐理由：位于天台山游客服务中心旁，交通超级方便，推开窗可见山，可以看见隋塔，出酒店

门左边是国清寺景区，右边是天台山景区班车的上车点，也是公交车的始发站，附近可以尝到当

地特色的农家菜。另外，酒店可免费上网，酒店的免费早餐很江南。

节假日门市价：220元

地址：天台山旅游广场（游客服务中心旁）

电话：0576-83889898

  卧龙山庄

推荐理由：在花麦地酒店的对面，比花麦地的位置略高一点，周边环境也是极其优雅。

节假日门市价：368元

地址：国清景区旁

电话：0576-83958999

石梁景区内，有一个如同山间神仙居的村庄方广村，家家都提供农家乐。这里的房屋依山而建，

推门见山、山下有菜畦。这里的农家乐住宿+三餐，一人150-200元。住在这里，吃的可都是地道

的农家菜和山里的笋菇和野味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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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云居农家乐  电话：0576-83091058  手机：13586238050

奇观农庄      电话：0576-83091066  手机：13819651001

 农民汉农庄    电话：0576-83091355  手机：13586213062

瞻风农庄     电话：0576-83091086   手机：1358623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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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荐行程

精华景点行程安排建议

天台山风景区风景优美，任何一个景区花上一天的时间慢慢的享受都不为过。当然，如果你没有

那么多时间，或者想利用有限的时间饱览天台山的大好山水，也可以将行程安排的稍稍紧凑一些

。当然从你的出发地到天台山风景区的时间，要事先预留好，我这里给大家提供的是在天台山景

区的游览行程。下面根据我的亲身体会，给大家推荐以下3种行程安排：

1）慢享时光一日游行程建议

如果你只有一天的时间放在这个美丽的地方，想在景区放松心情，尽享自然，可以这样安排：

上午可以游览国清寺，可在国清寺用斋饭，吃完饭后去石梁景区，也可以在石梁景区吃农家菜。

除了国清寺和石梁景区、也可以备选华顶国家森林公园或者琼台仙谷景区，但是我们建议，一天

的时间最好安排2个景区即可，否则会觉得太赶，比较疲惫。当然1天的时间在这里是会有遗憾的

，这样的行程适用于离天台山较近的朋友，可以常去。

   2）轻松游览2日游行程建议

2天的时间在这里相对宽裕，安排紧凑一些，天台山最值得体验的风景都不会错过了。

D1：上午华顶国家森林公园，下午石梁飞瀑，在石梁景区吃农家饭。晚上住在景区附近的宾馆可

以体验山里的夜色和清凉。

D2：上午赤城山，国清寺，下午琼台仙谷。可在国清寺吃斋饭，也可以在国清景区附近吃农家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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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旅人提醒

1、5.20旅游日 天台山景区免票

5月20日，是徐霞客首游天台山的日子，也是天台山旅游日，也是中国首个县级旅游日。以后每年

的5月20日全世界的游客都可以免费游天台山。天台华顶、石梁、琼台仙谷、国清、赤城山、天湖

、龙穿峡景区和济公故居等7个标志性景区、1个旅游点门票价值300元左右的天台景区全部向游客

免费开放。除上述标志性景区外，该县其他的小景区在当天也免费开放。

不过要注意的是：今年5月19日，天台城关城区内所有宾馆被游客预定一空，距离城关近20公里的

平桥镇稍具规模的宾馆也被定完。部分没有订到宾馆的旅行社和游客不得不选择在临海和新昌住

宿。如果要在这段时间前往，一定要提前安排好住宿即行程。

  2. 景点间路上的风景、竹园、茶园、梯田

在天台观光，千万不要以为在景区玩玩看看就可以了，天台景区间的盘山道，山间的梯田、竹园

、茶园，一派波涛汹涌醉死人的绿，这种风景都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时候千万不要瞌睡哦。另外

，天台县去往杭州、去往上海、去往周边城市的高速路两旁的风景也是一样。

4月清明左右的时候，可以看到大片金黄的油菜花，4月下旬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成片的紫色的扁

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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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通

   

1、如何到达天台山

省际班车

省内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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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杭州发往天台山的大巴在杭州新客运中心（九堡客运中心）买票上车，节假日会有加班车，基本

是20分钟一趟，很方便。杭州到达天台山的时间是2.5小时左右。

杭州机场打车去新客运中心约40分钟，价格105元左右。

台州市内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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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县公交线路

1路:北站至天元广场口往返运行。 

途经：赤城路、劳动路、人民西路、清溪路、天台山西路、客运中心、天台路。

2路：北站至天元广场口往返运行。 

途经：赤城路、环城东路、飞鹤路、工人路、清溪路、天台山西路、客运中心、天台路。

3路：往返客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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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经：清溪路、赤城路、飞鹤路、人民路、始丰三桥、福溪路、104国道、始丰二桥。

5路：国清景区至莪园工业区往返运行。途经：国清路、赤城路、劳动路、桥南路、天台山东路。

6路：如来古洞至八都往返运行。途经：玉龙公路、清溪路、赤城路、人民路。

7路：国清景区到天元广场口分A、B线往返运行。

A线途经：国赤公路、飞霞路、赤城路、清溪路、天台山西路、客运中心、天台路。

B线途经：国清路、北站、赤城路、清溪路、天台山西路、客运中心、天台路。

8路：桐柏至螺溪分A、B线往返运行。

A线途经：天桐路、赤城路、工人路、飞鹤路、桐岭路。

B线途经：天桐路、赤城路、工人路、飞鹤路、秀园路。

9路：国清景区至水南上洋坦往返运行。

途经：国清路、赤城路、劳动路、南门大桥、体育场路、福溪路、新民管理区。

10路：往返客运中心。

途经：始丰二桥、104国道、福溪路、始丰三桥、人民路、飞鹤路、赤城路、清溪路

详细可查看 http://www.tts.gov.cn/ticket.asp

景区间免费班车

逢节假日即周末，天台山各景区间有免费班车，班车乘车点在国清景区（游客服务中心所在地/公

交5、7路终点站），班车30分钟一班。

如果是自驾，前往天台山各景区会更方便，可以在游客服务中心免费领取天台山导游图，按线路

指示前往。天台山景区较大，各景点间汽车行驶时间约在20-40分钟。

   

2、周边城市自驾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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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杭甬高速（“沽渚”出口）——上三线高速——天台出口（车程2小时）

上海：沪杭高速——杭甬高速（“沽渚”出口）——上三线高速——天台出口（车程3.5小时）

江苏、无锡、常区域：苏嘉杭高速——杭甬高速（沽渚）—上三线高速—天台出口（车程4.5小时

）

南京：宁杭高速——杭甬高速（沽渚）——上三线高速——天台出口（车程4.5小时）

温州方向：甬台温高速（“三门”出口）——上三线高速——天台出口（车程1.5小时）

宁波方向：甬台温高速（“三门”出口）——上三线高速——天台出口（车程1.5小时）

金华方向：义乌——东阳——嵊州——新昌——天台（省道）（车程2.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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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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