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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阜简介

(图片由网友 @艾芮 提供)

曲阜这一称谓，与地理史貌、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尔雅�释名》说：“大陆曰阜。”东汉应

劭诠释说：“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这就是“曲阜”名称的由来。

曲阜之所以世界闻名，是与我们孔圣人紧密相连的。孔子是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中国儒家

文化的创始人。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逐渐成为中国的正统文化，并影响到东南亚和东亚

各国，成为整个东方文化的基石。

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因其在中国历史和世界文化中的显著地位，而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被世人尊崇为世界三大圣城之一。

“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追寻着先贤的故土而去，有人说是因为文化上的朝圣，

也有人说是为着弥补那几千年前没有赶上的一场相遇，或者也许只是为了去亲近那一片无可复制

的衣袂。去曲阜，也许有千万条理由，亦或没有任何理由。旅行，然后出发，就是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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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曲阜在哪里及如何抵达

   

1、曲阜位置

曲阜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北距省会济南135公里，西南距济宁45公里。北依泰岱，南瞻凫峄，东连

泗水，西抵兖州。

   

2、曲阜在山东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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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抵达—飞机

曲阜没有机场，但是距离曲阜较近的有两个机场，济南遥墙国际机场有160公里，之间有高速公路

相连接；济宁曲阜机场有专线公路相通，距离只有80公里。曲阜到济南遥墙国际机场1.5小时，距

离济宁机场仅需1小时。另外，江苏徐州观音机场有高速公路相连，也十分方便，路程仅需1.5小

时。

   

4、如何抵达—铁路

普通铁路：中国经济大动脉京沪（北京—上海）铁路过境曲阜，有兖州站；兖石（兖州—日照）

铁路通过曲阜，有曲阜站，向西与陇海线相连，直达中国西部。

高速铁路：我国第一条高速铁路京沪高铁在境内穿过并设中心站。高速铁路建成通车后，从曲阜

乘高速列车2小时可达北京，2.5小时可达上海。

   

5、如何抵达—公路

境内有京福高速公路和104国道南北贯通，日兰（日东）高速公路和327国道横穿东西，公路交通

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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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市内交通—出租车

出租车的起步价是5元，和一些热门城市相比要便宜近一半。

   

7、市内交通—公交车

曲阜的公交车多为1元，但是根据车辆的配置和路线不同，也有2元的。

   

8、市内交通—三轮车

阜城不大，公交车间隔时间较长，叫三轮车在城内各处走走更实惠，一般每位2元就够了，最远3

元。

   

9、市内交通—马车

马尿味大，有洁癖的朋友建议不要坐。但是想要一翻别样体验的话旧另当别论了，3元钱，和人力

车一样都有“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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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曲阜必游之处——三孔圣地

   

1、孔府

 (图片由网友 @回忆空城 提供)

最完整的古代建筑群——孔子嫡系长支世代居住的府第，是中国现存历史最久，规模最大，保存

最完整的衙宅合一的古建筑群，有“天下第一家”之称。孔子去世以后至宋代以前，长子长孙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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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居于阙里故宅，看管孔子遗物，奉祀孔子，称“袭封宅”。

虽非贵胄，却是一品的官府——孔府现占地12万平方米，按明代一品官府第形制，以明清建筑为

主体风格，三路布局，前堂后衙，府第功能分区明确，建筑排列有序。中路前为官衙，供衍圣公

处理公务及宗族事务；后为内宅，是衍圣公饮食起居之所。东路前为东学，供衍圣公读书励志、

接待官员；中部为家庙，供衍圣公奉祀先人；后部为一贯堂，供衍圣公次子、奉祀子思的世袭翰

林院五经博士使用。西路前为西学，供衍圣公学诗学礼、诗文会友；后为花厅，供衍圣公闲居。

衍圣公的主要职责是护卫孔子林庙、代表国家祭祀孔子。孔府因此保存了众多的祭祀礼器，最为

著名的是清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分别颁赐的中和韶乐乐舞具和商周十供。

诗礼传家，精于收藏——衍圣公世代恪守“诗礼传家”的祖训，着意收集历代礼器法物，藏品达1

0万余件，尤以孔子画像、元明衣冠、衍圣公及夫人肖像著称于世。孔府最著名的珍藏还有明清文

书档案，它是孔府400多年各种活动的实录，共有30多万件，是中国数量最多、时代最久的私家档

案，对于研究中国明清史特别是明清经济史具有重要价值。这是世界上现存最为显赫的贵族府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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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线路

大门－二门－重光门－大堂－二堂－内宅门－前上房－垂珠门－前堂楼－后堂楼－后五间－花园

－西学－花厅－南花厅－安怀堂－忠恕堂－红萼轩

票价

为方便游客同时游览孔庙、孔府、孔林三个景点，实行联票和单独售票并行的办法。

孔府门票：75元 “三孔”联票每人185元。

购买联票的游客可凭票参观颜庙、汉魏石刻馆。学生、三等残疾人、60岁至70岁的老年人凭证实

行半价优惠，70岁以上老年人、现役军人、二等以上（含）残疾人凭证免票，1.4米以下儿童免票

。

交通

1路、3路、5路、8路，站点名孔子故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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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1、导游，建议不要找，因为他只会带你看几个地方。建议：蹭听。 

2、孔子手章不错。建议夜市就有的卖，1元～5元一个，可以自己买以后回来刻字。在地摊上我想

也就2～5元，一个字。

   

2、孔庙

(图片由网友 @回忆空城 提供)

座落在曲阜城内，其建筑规模宏大、雄伟壮丽、金碧辉煌，为我国最大的祭孔要地。孔子死后第

二年(公元前478 年)，鲁哀公将其故宅改建为庙。此后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孔子，扩建庙宇，到清代

，雍正下令大修，扩建成现代规模。庙内共有九进院落，以南北为中轴，分左、中、右三路，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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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630 米，横宽140 米，有殿、堂、坛、460 多间，门坊54 座，“御碑亭”13 座。

孔庙保存汉代以来历代碑刻1044 块，有封建皇帝追谥、加封、祭祀孔子和修建孔庙的记录，也有

帝王将相、文人学士谒庙的诗文题记，文字有汉文、蒙文、八思巴文、满文，书体有真草隶篆，

是研究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碑刻中有汉碑和汉代刻字二十余块，是中

国保存汉代碑刻最多的地方。 

孔庙著名的石刻艺术品有汉画像石、明清雕镌石柱和明刻圣迹图等。汉画像石有90 余块，题材丰

富广泛，既有人们社会生活的记录，也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的反映。雕刻技法多样，有线刻、

有浮雕，线刻有减地，有剔地，有素地，有线地；浮雕有深有浅，有光面，有糙面。风格或严谨

精细，或豪放粗犷，线条流畅，造型优美。 

票价

为方便游客同时游览孔庙、孔府、孔林三个景点，实行联票和单独售票并行的办法。

 孔庙门票：110元 “三孔”联票每人：185元。

购买联票的游客可凭票参观颜庙、汉魏石刻馆。学生、三等残疾人、60岁至70岁的老年人凭证实

行半价优惠，70岁以上老年人、现役军人、二等以上

（含）残疾人凭证免票，1.4米以下儿童免票。

推荐线路

万仞宫墙－金声玉振坊－棂星门－太和元气坊－至于圣庙坊－圣时门－壁水桥－弘道门－大中门

－同文门－奎文阁－十三碑亭－大成门－先师手植桧－杏坛－大成殿－寝殿－圣迹殿－玉虹楼法

贴－神庖－后土祠－家庙－崇圣祠－鲁壁－孔宅故井－诗礼堂－毓粹门－东华门－出孔庙－前行1

0 米参观孔府

   

3、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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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艾芮 提供)

位于曲阜城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延时最久，面积最大的氏族墓地。

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 年)四月乙丑，葬鲁城北泗上。其后代从冢而葬，形成今天的孔

林。从子贡为孔子庐墓植树起，孔林内古树已达万余株。自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对孔林重修、

增修过13 次，以至开成现在规模，总面积约2 平方公里，周围林墙5.6 公里，墙高3 米多，厚1 米。

郭沫若曾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博物馆，也是孔氏家族的一部编年史”。孔林对于研究中国

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丧葬风俗的演变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门票

为方便游客同时游览孔庙、孔府、孔林三个景点，实行联票和单独售票并行的办法。

孔林门票：50元 “三孔”联票每人：185元

购买联票的游客可凭票参观颜庙、汉魏石刻馆。学生、三等残疾人、60岁至70岁的老年人凭证实

行半价优惠，70岁以上老年人、现役军人、二等以上

（含）残疾人凭证免票，1.4米以下儿童免票。

推荐线路

至圣林门－二林门－孔令贻墓－孔尚任墓－于氏坊－明墓群－洙水桥－享殿－子贡手植楷及楷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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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驻跸亭－孔鲤墓－孔子墓－子贡庐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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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边景点推荐

   

1、微山湖

(图片由网友 @艾芮 提供)

因电影《铁道游击队》而闻名全国的微山湖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承纳了鲁、苏、皖、豫四

省八个地区的来水，由微山、昭阳、独山、南阳四个彼此相连的湖泊组成，形成了我国北方最大

的淡水湖。京杭大运河纵贯全湖，至今仍能通航。 

微山岛是湖中第一大岛，岛上文化古迹众多，境内有殷周微子墓、汉初张良墓、春秋目夷墓、伏

义陵 （庙）、仲子路庙、六合泉、圣母泉以及大量的庙宇亭台、古碑刻石、汉画像石等古迹，还

有铁道游击队纪念碑供人缅怀。 

每年7～8 月，十万亩荷花开遍湖中，蔚为壮观。7～8

月份还是捕鱼季节，此时来微山湖既可欣赏荷花、还能品尝时鲜。一年一度的荷花会每年8

月在荷花景观最集中的小微山湖举行。还有铁道游击队纪念碑供人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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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铁道游击队纪念碑园20 元

微山岛文化园30 元

微子墓10 元

交通

从曲阜南下，可先乘汽车到微山县城，每日八班，2 小时车程，票价18

元，再转车到微山湖码头，半小时车程，票价4 元，乘渡轮上岛，1.5

元每人。 可乘京沪线列车在枣庄西站－薛城下车，再乘20 分钟汽车到微山县，票价2

元，在微山县坐船去微山岛。

住宿

微山湖上可借宿渔民家，一般都没有多余的被褥，需自备睡袋，当然也可以住在微山县城里，县

城内有三星酒店－微山湖宾馆，标准间280 元左右；县内其它旅馆，标准间大约80～150 元

（有淋浴）不等。

   

2、孟庙、孟府

位于邹城南关，孟庙西侧，庙、府仅一街之隔，是孟子嫡系后裔居住的宅第。元文宗至顺二年 （

1331）年，孟轲被封为“邹国亚圣公”，孟府因此被称为亚圣府。孟府平面呈长方形，南北纵长2

26 米，东西横宽99 米，共占地2.24 万平方米，约合60 余亩。前后共有7 进院落，拥有楼、堂、阁

、室共计148间。是目前国内规模宏大、保存完整、较为典型的官衙与内宅合一的古建筑群和封建

地主庄园之一。以主体建筑孟府大堂为界，前为官衙，后为内宅。1988

年元月，孟府与孟庙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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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程推荐

线路特色

文化古迹与自然风光的一体感受，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美食盛宴。

线路设计

D1 孔府－孔庙-孔子六艺城

D2 微山湖

线路指导

第一天：文化古迹与孔府宴

孔府、孔庙、孔林历来是曲阜必游的最重要景点，合称“三孔”。住在曲阜市中心的游客，早晨

可步行前往，市内乘坐1路公交车可到，票价1元。孔府又称“衍圣公府”，有“天下第一家”之

称，是孔子嫡系长期居住的府邸，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僚与内宅合一的典型建筑。

从孔府出来，向东行50米，即到孔庙。孔庙本来也是孔子住所的一部分，孔子过世后，鲁哀公将

其故宅改建为庙。游览完孔庙，最后到孔林逛逛。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墓地。有趣的是，孔林

内有一种蝴蝶，据说只在孔林内栖息繁衍。

游览“三孔”大约一上午时间就够了，从孔林出来，可步行到阙里宾舍吃午饭，品尝一下特色孔

府菜肴，如果感觉劳累，也可以称作人力三轮车前往，撑死5元。

吃过午饭，便去孔子六艺城。孔子六艺城位于城南春秋路东首，可在阙里宾舍附近乘5路公交前往

。在这里可以买到跟多儒家学派的古典名著。

从六艺城回来，可到杏坛宾馆吃晚饭，那里的孔府菜也非常有名，而且价格相对阙里宾舍便宜些

，山东其他特色菜做的也不错。

第二天：自然风光与曲阜小吃

是一定要去微山湖逛逛的。清晨可在曲阜汽车站坐到微山湖县城的汽车，2小时左右车程，票价18

元，再转去微山湖码头，半小时车程，票价4元。游览时如果想去微山岛，可乘轮渡，1.5元每人

。

微山湖湖产丰富，岛上饭馆以清真为主，价格都不贵。另外也可以在渔民家就餐。山东特产熏豆

腐、大煎饼都可以在这里迟到，午饭晚饭均可就地解决。如果玩的晚了，可以住在当地渔家，也

可以到微山县住，标间60～80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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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曲阜住宿

曲阜城市虽小，但可住宿的地方很多，绝对不会出现旅游旺季订不到房的情况。所以选择住在市

中心是最合适的。

1、阙里宾舍（四星级）

阙里宾舍位于孔子故里曲阜市中心，右临孔庙，后依孔府，是鲁南地区首家三星级旅游饭店，现

刚刚进升为四星级酒店，她古朴典雅的建筑格局与孔庙、孔府相得益彰，融为一体，散发着浓郁

的文化气息，是国内最为典型的一家儒家文化主题酒店。阙里，是孔子当年居住的地方。阙里宾

舍客房与孔府同处一条中轴线，儒雅温馨的居住环境让人留恋。由孔府内厨正宗传人特别烹制的

孔府菜及孔府家宴、喜宴、寿宴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精品。宾舍还设有配备六国语言同声传译设施

的国际会议厅和门类齐全的康乐中心。孔子古乐舞艺术团的演出让您体验悠悠古鲁风情、品味孔

子闻《韶》之感，使人流连忘返。

餐饮

：孔府菜为中国古代三大官府菜之一，历来遵循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要求，用料广泛

， 技艺繁杂，不少菜品还寓有历史典故，形成独特餐饮文化。

宾舍餐饮部共设有一个中餐厅，一个多功能厅，另外还有7个单间，能容纳520多位嘉宾同时就餐 

餐厅的建筑与装饰也极具浓郁的民族风韵，尽显高雅清幽的儒家文化温情，宴会厅穹顶采用辐射

被复 造型，雄诨而又古雅，西侧墙上挂有三幅巨大的镶金嵌银雕丝壁画，内容是我国古代的“宴

会图”， 几个单间从命名上就极具特色，象半壁厅、紫光榭、万福苑、喜夀堂等，餐厅的桌椅仿

造了清代宫廷 式家具，颜色古朴，造型典雅，与整个餐厅气氛相融合，在这里，一边品味别具风

味的孔府菜，一边还能欣赏古乐演奏，可谓听的顺耳，看的悦目，吃的爽心。

地址：山东曲阜市阙里街1号

电话：0537-4866523

传真：0537-4866524

电子邮箱:root@quelihotel.com

2、曲阜迎宾馆（三星级）

位于曲阜市南新区春秋路12号（市委、市政府对过），已于2006年被省旅游局评为三星级宾馆。

旺季价格：套房980元/间，标准间380元/间，三人间460元/|间，单人间300元/间。

餐饮特色：主要推出淮扬、粤、鲁、孔府菜等，可满足八方宾客的不同口味。

订房电话：0537-4496663 4496639 

订餐电话：0537-4467576 446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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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雅杏坛宾馆（三星级）

名雅杏坛宾馆是曲阜首家国有商业涉外旅游酒店。按三星级标准建筑装修和配备设施，建筑面积

约20800平方米，投资5000万元。集食宿、会议、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

地址:大同路36号

邮编:273100

电话:0537-3995188

4、曲阜国宾馆（三星级）

曲阜国宾馆位于旅游圣地曲阜，宾馆以曲阜旅游为依托，依附四星级酒店--香港大厦。多年来在

各界宾朋的关心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是来曲阜旅游的各界宾朋的理想住所。国宾馆坐落在历史

文化名城曲阜大成路南首,与雄伟壮观的孔庙、孔府古建筑群同在一条轴线上，南距日东高速公路

3公里，交通便利，环境幽雅。

 

价格：标准间   288元 普通套房 688元 豪华套房 988元

餐饮：国宾馆共有300余个餐位，大型宴会厅可同时容纳100余人就餐。独具特色的宴会厅“孔府

厅”可接待28—30人宴会其他风格迥异的中小型宴会厅8个。近期，酒店结合曲阜悠久的历史，大

力开发、挖掘、整合民间饮食文化，，推出了新派运河风情宴。

电话：0537-4892888

5、曲阜国际饭店（三星级）

曲阜国际饭店是由曲阜南池集团全力打造的三星级旅游饭店，位于327、104国道交汇处，距京福

、日东高速公路5公里，距孔庙、孔府仅3分钟车程，交通便捷，地理位置优越。 曲阜国际饭店在

全国首倡建设“儒商文化主题酒店”，为国际主题酒店研究会会员。当今世界，商海沉浮，风云

变换，时代呼唤儒商，诚信铸就辉煌。国际饭店以儒家“义利观”的理念倡导诚信经营，见利思

义，继承“陶朱事业”，续写“端木生涯”，努力建设世界儒商曲阜接待基地。

饭店突出商务接待功能，拥有各类豪华套房、高级商务房、标准间客房90间。

地址：中国山东省曲阜市弘道路2号

交通：位于327、104国道交汇处，距京福、日东高速公路5公里，距孔庙、孔府仅3分钟车程，交

通便捷，地理位置优越。

餐饮：餐饮以提供正宗孔府菜和新派鲁菜为特色，17个不同风格的餐饮包间及中餐宴会厅、多功

能厅可容纳500余人同时进餐。

价格：豪华套房 (1,280元起) 特惠标准间 (240元起)

电话：0537－4418888

6、曲阜春秋大酒店（三星级）

曲阜春秋大酒店是由瑞马（RM�山东）香江酒店管理（集团）公司在历史文化名城——山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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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精心打造的一家豪华三星级旅游饭店。酒店位于曲阜市中心，东靠孔子六艺城，西临杏坛剧

场，南邻华联商厦、银座超市，北距汽车站仅1公里，距济宁曲阜机场30公里，与京沪高铁曲阜站

一步之遥，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地址：曲阜市春秋路13号 

电话：0537-5051002 

传真：0537-5051088

网址:http://www.chunqiuhotel.com  

电子邮件：dzxin0355@126.com

7、曲阜名雅儒家大饭店（三星级）

曲阜名雅儒家大饭店是由山东名雅酒店管理公司管理的集住宿、餐饮、商务、娱乐于一体的三星

级现代化旅游涉外酒店。酒店落座于被誉为：“东方圣城”的孔子故里-----曲阜市中心鼓楼北街8

号，与孔府、孔庙仅一墙之隔，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处在繁华闹市区，南距日东高速公路3公里，

西至兖州火车站15公里，交通便利。

地址：山东曲阜鼓楼北街8号 

传真：0537-5050166

网址:http://www.my-hotel.com.cn 

电子邮件：houqingfu8828@163.com

8、裕隆大饭店（二星级）

裕隆大饭店位于曲阜市区中心，鼓楼大街北首，是山东裕隆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一家集餐饮

、住宿、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星级酒店。设有豪华明净的餐厅、服务上乘的洗浴、足疗、清新高雅

的茶艺馆、热情浪漫的夜总会。。

订房电话：0537-4489240 4489241  

订餐电话：0537-4489239

9、龙泉宾馆（二星级）

地址: 曲阜市弘道路4号

邮编: 273100

电话: 0537-4493355 449345 传真: 0537--4496491

10、贵宾楼（二星级）

贵宾楼为国际二星酒店，位于曲阜市静轩路108号，距孔庙不足十分钟路程。宾馆硬件设施良好，

餐厅供应正宗鲁菜，并可根据客人要求特制各色孔府菜系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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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37）4869018

11、曲阜国铁大酒店（二星级）

曲阜国铁大酒店是二星级涉外旅游酒店，隶属济南铁路局，总建筑面积11000多平方米，距孔府、

孔庙仅150米，坐落于曲阜市中心，汽车站对过。酒店餐饮部设有大、中、小型宴会厅，可同时容

纳450人就餐，可品尝的川、鲁、粤孔膳等不同风格的菜肴及各种小吃。客房部设有高中档客房，

可同时接待200多人住宿。

地址：中国山东省曲阜市静轩东路8号(汽车站对过)

总机：0537－4868888   

传真：0537－4413687

订房：0537－4868666、4868999

订餐：0537－4868188、486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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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孔宴以及特色美食推荐

   

1、孔宴

孔宴是当年孔府接待贵宾、袭爵、祭日、生辰、婚丧时特备的高级宴席，是经过数百年不断发展

充实逐渐形成的一种独具风味的家宴。孔府宴是吸取了全国各地的烹调技艺而逐渐形成的。数百

年来孔府宴不断翻新，留传至今。

旅人推荐：

阙里舍宾馆 

阙里舍的孔府宴独享大名，其特别推出的鲁菜精品孔府家宴、孔府喜宴、孔府寿宴等，在中国饮

食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

地址：曲阜市阙里街1号

曲阜名雅杏坛宾馆

推出的孔府宴和其他特色美食都颇有口碑。

地址：大同路36号(静轩路附近)

   

2、特色菜品

凤凰鱼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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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艾芮 提供)

是曲阜最著名的特色菜品之一。特点是：选料讲究，成菜造型美观，肌肉酥烂鲜香，鱼翅色泽红

润，芡汁醇厚。市内各大餐馆均可品尝，通常80-100元一道。

鸳鸯鸡

是曲阜的特色菜肴之一，特点是一鸡两吃，各具风味。50元左右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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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云天青海 提供)

一品寿桃

原是孔府“衍圣公”寿诞之日的特定菜肴，后流传民间，成为当地特色菜之一。其形为大肥鲜桃

，覆盖红色寿字，造型优美，寿桃沙甜可口。

福寿绵长

主要是由寿面和一条浇汁鲤鱼组成，价格根据鱼的斤两计算，一般来说一条2斤鲤鱼价格为45元左

右。

   

3、风味小吃

曲阜的特色风味小吃主要有熏豆腐、孔府糕点、山东煎饼等。市内几乎随处可见，只要花3-5元就

可以大快朵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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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云天青海 提供)

熏豆腐

可凉拌、炖熏，也可以切成薄片。把熏豆腐与肉块放入铁锅内，加水、辣椒、茴香、花椒、桂皮

等炖煮而成。喜欢吃辣的话，还可以品尝到五香油辣熏豆腐。

   

4、其他推荐

天翔鲜鱼馆

天翔鲜鱼馆是曲阜乃至济宁顶级的鱼馆了。建店时间长，菜品质量要求严格，鲁菜的经典菜式，

鱼菜的精华。口味地道，是吃鱼的首选之地。

推荐菜：沸腾鱼 鱼丸汤爆 炒鳝片 麻辣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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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大同路南段(静轩路附近)  

曲阜蟹肉蒸包馆

蟹肉蒸包，流行于北方地区，尤其以曲阜及其周边地区为甚，有“曲阜一绝”之美名。从店门口

走过就可 闻到美味的蟹肉蒸包的香气，浓浓的香气会从蒸屉里跑出来，勾引你不自觉的走进店

内品尝一番。蟹肉蒸包具有制作“绝”、形态“美”的独特个性，蟹肉蒸包的制作原料十分讲究

，制 作工艺精妙。只要吃 过一次，定会念念不忘。

地址：曲阜师范大学斜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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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曲阜购物

碑帖：

曲阜是我国碑帖的主要产地之一，因为这里碑帖资源丰富，存有西汉以来历代碑刻5000余块，是

我国石碑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曲阜碑帖约有1000余种，以孔庙汉魏北朝碑刻为主，尤以礼器碑

、史晨碑、乙瑛碑、孔宙碑、张猛龙碑和贾使君碑等碑帖最为著名。此外还有米芾、赵孟頫、董

其昌、翁方纲、何绍基等历代名家题写的原碑精拓本。

楷雕：

楷雕是曲阜特有的工艺产品。曲阜楷雕的传统产品是手杖和如意。楷树坚实而柔韧，折枝为杖，

天然屈曲，状似龙蛇，古雅可爱，刻制的如意玲珑剔透，如丝不断，历来是孔府向皇帝进贡的贡

品。现在除生产手杖、寿杖、如意外，还刻制孔子像、佛像、仕女、笔筒和各种小巧动物。

尼山砚：

尼山砚，因其料石产于孔子诞生地尼山而得名。尼山砚取材青石中的深层柑黄色石，坚细精腻，

抚之生润，下墨利，发墨好，久用不乏。尼山砚的制作以简朴大方见长，一方石砚，巧用自然，

略加雕刻，情趣盎然，置于案头，既可实用，又可把玩。

旅游工艺品 ：

旅游工艺品除曲阜三宝外，还有另外三宝，曲阜香稻、果旦杏、矿泉水。另外，生产的孔府家酒

、楷雕如意、全毛地毯、龙头手杖和尼山石砚被誉为“鲁中五绝”。

购物商店推荐：

三孔旅游服务公司、游客服务中心、金龙阁、御书房、鲁宝阁、孔子商贸城等。

1、三孔旅游服务公司

曲阜市三孔旅游服务公司成立于1984年，隶属于曲阜市文物旅游局，是自主经营的国有旅游企业

，下设：孔府老龄实业公司、三孔保洁服务有限公司、文博讲解服务中心、祭祀演艺服务中心、

尼山景区管理中心、孔林电瓶车游览观光中心、济宁市文物店以及三孔景区内十几处服务商店。

公司依托曲阜丰富的文物资源优势，开发、挖掘、整理孔子思想及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有形产品

，大力宣传、传承孔子及其儒家特色文化内涵、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增加经济效益

的同时不断提高社会效益。

公司充分利用“三孔”及孔府档案馆馆藏文物资源优势，按照“控制研发关、做活制作关、放开

销售关”的原则，积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产品，依靠自主研发、广泛对外合作嫁接，

逐步开发制作了300多种文化旅游纪念品，包括《铜体活字印刷论语》、《论语句解》、《郑板桥

论语手读真迹》、《孔子七十二圣贤刻石》、欧卡技术高仿《三圣图》、海象牙雕孔子像台屏和

六艺图台屏、竹板孔子像、丝绸圣迹图、缂丝字画、水晶摆件、曲阜三宝、高仿战国夔龙榖纹玉

璧、纯金、纯银孔子纪念章、红木工艺品、商周十供、《福》、《寿》、《囍》苏绣挂轴等系列

，对外承接礼品的开发、设计、制作，满足了全国各个阶层对儒家文化相关产品的需要，填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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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具有儒家特色系列旅游商品的空白，得到了国内外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通过积极摸索，公

司逐步形成了文物复仿制品开发、孔子文化特色工艺品销售、曲阜土特产展销、古典文化系列书

籍经销、专业文博讲解、电瓶车游览观光服务及古典乐舞祭祀为主体的特色服务体系。

联系电话：0537-4712158

2、曲阜文物商店

曲阜文物商店：位于曲阜鼓楼大街中段，成立于1981年，以经营碑贴、字画、玉器、料器、砚石

、陶瓷和竹、木、牙雕等商品为主，碑贴近千种，尤以曲阜孔庙汉魏石碑拓片本最为著名。另外

，该店还经营汉画像拓本、历代孔子画像石刻及各类工艺品。

联系电话：0537—4412757

3、曲阜市金龙阁旅游有限公司

曲阜市金龙阁旅游有限公司 曲阜市鼓楼门东路南 0537—4416916 0537—4427418 经营名人名画真迹

，其中有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等30余位现代书画大师作品。其次经营新疆和阗玉、加拿大碧

玉等名贵珠宝玉器，新开发了康熙版古典论语、孔府文房四宝、曲阜三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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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阜娱乐指南

杏坛剧场：

是一座大型演艺场所，在此上演的宏篇巨作《杏坛圣梦》，力邀全国一流的编剧、导演、舞美、

灯光、音响艺术家合力打造，数百名演员强大阵容倾情献演，开创长江以北大型广场式主题旅游

文化演艺先河。融入《杏坛圣梦》，你将跨越时空，作一次精神之旅，走近千古孔子，和孔子进

行思想上的对话，进行情感上的交流，领略华夏艺术的辉煌，感悟人性智慧的张扬。

旅人提示：曲阜�杏坛剧场 4月-10月  每晚20：00

１、鲁国古乐 鲁国古乐是曲阜市深层次开发旅游演艺，打造文化旅游特色的又一尝试。这是一种

迷人的艺术样式，堪称鲁风、鲁雅、鲁颂乐舞经典。舞台以编钟、编磬、箭鼓为背景，古筝、排

笙、箫、笛等乐器作奏之声与优美动人的舞蹈相和，生动地再现了鲁国时劳作、踏春、出征、庆

典、祭祀的场景，让你在美妙的艺术享受中领略鲁风古韵。

2、六艺乐舞 以孔子一生追求和倡导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引线，运用现代

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借助音乐、美术、建筑等表现形式诠释孔子“六艺”，弘扬孔子优秀

思想文化，是一场“熔古铸今”的经典之作。古典建筑特色的大剧院，现代一流的灯光音响，五

彩缤纷的服装，大气磅礴的音乐解说，优美的舞蹈，高雅的儒家文化品位，常常使游客叹为观止

。

3、阙里古乐舞 融歌、舞、乐为一体，曲调优雅凝重，乐舞古色古香，内容大都取材于春秋战国

时期，具有丰富的鲁文化知识和浓郁的民族艺术特色。阙里古乐舞使用的全都是民族乐器。古筝

独奏时而如私语，时而如急雨；唢呐独奏时而低沉，时而高扬。乐曲美妙，舞蹈也同样令人陶醉

。

乘古马车游古城：

仿古马车是古城曲阜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游人饶有兴趣地坐在马车上，身边古装打扮的车夫叙说

着古鲁国的逸闻趣事，眼前展开一幅古城新貌，你可以悠闲自得地做一回鲁国人，融入到浓浓的

古鲁遗风中。

仿古串街表演：

每逢节假日和重大节庆活动，在古城曲阜你会看到一队队古代车马行进在闹市的街道上，这不是

古装影视剧中的场景，而是仿古串街表演活动，它生动地再现了孔子周游列国的情景，浩浩荡荡

，场面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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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品牌曲阜

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 

是国家旅游局推出的中国14大旅游节庆活动之一。孔子文化节期间，邀请驻华使节及国内外知名

人士参加，举办中国专利高新技术产品博览会、“世界华商论坛”等经科贸合作洽谈活动；开展

孔子家乡修学游、寻根朝敬游、孔庙拜师游等专项旅游活动；曲阜各界人士代表、学生代表、孔

子后裔、外宾、海外侨胞分批祭拜孔子活动；举办专场文艺晚会和形式多样的民间艺术表演。活

动丰富，异彩纷呈。

旅人提示：每年的9月26日至10月10日在曲阜市举办。

孔子修学旅游节

2006年暑假期间曲阜已经成功举办了首届孔子修学旅游节，通过特色参与活动的设计和对青少年

学生的门票优惠，为广大学生提供了一次难忘的修学旅游体验。目前，已经连续举办了4届。

旅人提示：每年暑假期间

祭孔大典 

祭孔大典是曲阜专门祭祀孔子的大型庙堂乐舞活动，亦称“丁祭乐舞”或“大成乐舞”，是集乐

、歌、舞、礼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演形式，于每年9月28日孔子诞辰时举行。

祭孔大典在古代被称作“国之大典”。自唐玄宗于公元739年封孔子为"文宣王"后，祭祀孔子的活

动开始升格。宋代后祭祀制度扶摇直上，明代已达到帝王规格。至清代，祭祀孔子更是隆重盛大

，达到了顶峰。清朝仅乾隆皇帝一人就先后8次亲临曲阜拜谒孔子。

《祭孔大典》是集乐、歌、舞、礼为一体的庙堂祭祀乐舞，有“闻乐知德，观舞澄心，识礼明仁

，礼正乐垂，中和位育”之谓，自古以来具有巨大的文化和艺术价值。祭孔大典主要包括乐、歌

、舞、礼四种形式，乐、歌、舞都是紧紧围绕礼仪而进行的，所有礼仪要求“必丰、必洁、必诚

、必敬”。

旅人提示：每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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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曲阜游小贴士

   

1、节日

孔子文化节

时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

地点：曲阜大成殿

节日介绍：9月28日是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诞辰。自1989年起，每年都在孔子故乡曲阜举办

孔子文化节，以纪念孔子对人类文化的杰出贡献。文化节期间举行各种隆重的纪念活动。比如：

祭孔乐舞表演，各种文化艺术展览，开展围绕孔子倡导的礼、乐、射、御、书、数各种别具特色

的旅游活动。 

孔子修学旅游节

时间：每年7月10日至8月20日之间

地点：曲阜大成殿、杏坛

节日介绍：在大成殿举行经典诵读仪式；邀请中国著名人文学者在孔庙杏坛(孔子讲学处)讲学；

举办修学旅游之成人仪式——加冠礼；另外还包括学习中国书法、绘画、篆刻、饮食、中医、武

术等常规修学活动。明故城开城仪式、孔庙祭孔大典、孔林祭拜及反映古鲁国社会历史画卷与风

情的《鲁国古乐》等一系列文化旅游产品。

孔府过大年

时间：每年春节黄金周

节日介绍：敲暮鼓晨钟、赏乐舞表演、品民俗大餐。游客以敲响“晨钟”的方式开始“大年之旅

”，以击“暮鼓”的方式结束游程，其间除了游览“三孔”外，还可以挂灯笼、放烟花、包水饺

、品孔家宴，游客在就餐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到古乐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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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国际水浒文化节

时间：每年4月

地点：梁山

节日介绍：济宁市梁山县梁山是中国武术四大发源地之一，古典名著《水浒传》的故事就发生在

这里。把水浒旅游与中国武术结合起来，开展武术比赛、武术表演、武术修学旅游、武术研究等

活动，吸引水浒爱好者和武术爱好者汇集梁山。

微山湖荷花节

时间：每年8月

地点：微山湖

节日介绍：济宁市微山湖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有亚洲最大的十万亩天然荷花池。每年从五

月份至十月份，十万亩荷花争向开放，青翠的荷叶，红白辉映的荷花，澄清的湖水，悠悠的浮云

，令人心旷神怡。

泗水桃花节

时间：每年8月

地点：泗水

节日介绍：济宁市泗水县泗张镇的万亩桃花争齐斗艳，层林尽染，万里飘香，迎着春风微笑，掀

起滚滚红浪。游人纷至沓来，赏花观景，徜徉于一望无际的粉色海洋中，意犹未尽，流连忘返。

   

2、最佳旅游时间

游览曲阜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6－9 月。 

曲阜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全年气温最高的是7

月份，平均温度为27.4℃，最低的是1 月份，平均气温为1.4℃，6 至9

月降雨稍多。通常来说，游曲阜三孔，四季皆宜，但习惯上人们偏好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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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每年此时段，是曲阜旅游的旺季。而每年的6 至9 月，微山湖的十万亩荷花争向开放，泗水县

的桃花也争齐斗艳，在这期间来游曲阜，既可游览孔府、孔庙、孔林等多处文化古迹，又可欣赏

荷花、桃花的美艳多姿。 

时至寒冷冬季，每年春节黄金周来到孔府过年的游客也络绎不绝。敲暮鼓晨钟、赏乐舞表演、品

民俗大餐，都是冬季游览曲阜不错的选择。

   

3、重要电话号码

曲阜市旅游局电话（鼓楼北街4 号）：0537－4414789               

曲阜游客中心咨询电话（孔庙南门东侧）：0537－4414002     

曲阜游客中心投诉电话：0537－4490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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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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35

http://d.lvren.cn/feedback/
http://d.lvren.cn/gonglue/lijiang
http://d.lvren.cn/gonglue/emeishan
http://d.lvren.cn/gonglue/hangzhou
http://d.lvren.cn/gonglue/beijing
http://d.lvren.cn/gonglue/xiangganggouwu
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http://d.lvren.cn/gonglue/niboer
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

曲阜：三孔圣地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35 / 35

http://www.tcpdf.org

	封面
	目录
	一、曲阜简介
	二、曲阜在哪里及如何抵达
	1、曲阜位置
	2、曲阜在山东哪里
	3、如何抵达—飞机
	4、如何抵达—铁路
	5、如何抵达—公路
	6、市内交通—出租车
	7、市内交通—公交车
	8、市内交通—三轮车
	9、市内交通—马车

	三、曲阜必游之处——三孔圣地
	1、孔府
	2、孔庙
	3、孔林

	四、周边景点推荐
	1、微山湖
	2、孟庙、孟府

	五、行程推荐
	六、曲阜住宿
	七、孔宴以及特色美食推荐
	1、孔宴
	2、特色菜品
	3、风味小吃
	4、其他推荐

	八、曲阜购物
	九、曲阜娱乐指南
	十、品牌曲阜
	十一、曲阜游小贴士
	1、节日
	2、最佳旅游时间
	3、重要电话号码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