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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一、不得不做的几件事

日照，日出初光先照，被称作东方太阳城。位于山东东南部，黄海之滨，日照拥有64公里沙质海

岸，且沙细滩平、水清浪稳，林带茂密，空气清新，是沿海不可多得的避暑度假胜地。 

   

1、赶海

松软软的海滩呀, 金黄黄的沙, 赶海的小姑娘光着小脚丫。 珊瑚礁上捡起了一枚海螺，

抓住了水洼里一只对虾。 找呀找呀找呀找呀找⋯⋯ 挖呀挖呀挖呀挖呀挖⋯⋯ 海边的人们，要根

据潮涨潮落的规律，赶在潮落的时机，到海岸的滩涂和礁石上打捞或采集海产品，称为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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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日照赶海地点

刘家湾赶海园：http://www.ljwghy.com/index.asp

活动安排

    1、退潮赶海。退大潮时，这里滩平沙细，各种海生物丰富，可以钓竹蛏、捡海螺、捉螃

蟹等。在海之门外还建设了8处摸鱼池、捉蟹池，供游客捉鱼摸蟹，尽情娱乐。

    2、涨潮赶海。涨潮后，这里滩平水浅，专门开辟了推虾皮、捞海蜇、钓鱼虾蟹、拉网等

传统海上作业等活动。

    3、其他赶海活动。游客在海上扬帆观海，观赏渔民捕鱼，参观渔民摆布的迷惑网，享受

收获迷惑网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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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4、观看涨潮落潮。这里的海滩特别平整，每天可以看到两次涨潮落潮奇观：落潮时海水

迅速消失，仅剩下裸露的万亩滩涂和来不及回到大海的鱼虾蟹贝；涨潮时海水八方齐涌，万亩滩

涂迅即淹没，极为壮观。

门票：成人50，儿童25（1.3－1.5m），1.3m以下儿童免费

交通：公交：乘坐6、13、49、102、103路公交车到达

自驾：

1、日东出口下→迎宾路→临沂路→滨海路→刘家湾

2、日东出口下→成都路→滨海路→刘家湾

3、日东下→204国道→涛雒路口→刘家湾

4、涛雒高速出口下直走→刘家湾

   

2、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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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图片由网友 @阿肯纳德 提供)

日照拥有64公里沙质海岸海水浴场，且松林环绕，蓝天碧海，相应生辉。浴场配套设施齐全，是

度假、疗养、休闲的好去处。与其它海水浴场相比，日照海滩胜在绵延巨大的沙滩，不论你是专

业沙雕爱好者还是只有塑料小铲的普通游客，日照沙滩取之不尽的沙子都可以满足你创作的欲望

。夕阳西下，宽大的沙滩沿海岸线铺开，好似一张金黄的沙毯在海浪的缠绵爱抚下一路延伸。

玩沙地点：第二海水浴场，第三海水浴场，海滨国家森林公园

   

3、看农民画，吃渔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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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图片由网友 @阿肯纳德 提供)

日照和上海金山、陕西户县，并称中国“三大农民画乡”。日照农民画多取材于乡村或渔民生活

，构图夸张而生动，色彩艳丽而鲜明，质朴中流溢着奇异的想像。画的作者，都是地地道道的农

民。日照农民画可以说又古老又年轻。所谓古老，是指其母体历史久远，至少可追至龙山文化时

期陶器、石刻等文物上的绘画；所谓年轻，是指它作为画种出现不过几十年。经过数十年创新发

展，日照农民画已形成自己的风格，既不同于金山农民画的‘小桥流水人家’，也不同于户县农

民画的‘高原大川威风鼓’。蓝天碧海，沂蒙风情，渔家生活，填充了日照农民画的基本风骨。

“渔家乐”依托沿海的渔家村，日照推出“渔家乐”民俗游，住渔家屋、吃渔家饭、赶海拾贝、

乘船撒网。

日照渔家乐网：http://www.rzyujiale.cn/index.htm，是日照渔家乐联盟，由多家渔家乐组成。

我爱渔家乐农家小院

电话：1586334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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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网址： http://www.52yujiale.com/

日照秦楼街道办北苗家村太公文化民俗旅游村

日照渔家乐农家小院食宿标准是一人一晚60—100元不等

日照市山海天旅游度假区

地址：东营路跟青岛路交汇处，从火车站到渔家乐做8路公交奥魏园下车，打车11元到东营路北苗

家村到

电话：0633-8113137

网址：http://www.rzyjl88.cn/

注：免费提供赶海工具，配有双人自行车，三人自行车

   

4、看世帆，赏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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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图片由网友 @耶律贝纳 提供)

安步当车，便可轻松串起万平口、帆赛基地以及灯塔景区。这是一座免费开放的滨海公园，礁石

沙滩在此交相辉映，建于1985年的日照灯塔，原名石臼灯塔，在亮灯时分，显得如梦似幻。远眺

在建的五星级酒店，形同赛艇扬帆，与探向黄海、前挡沙后挡浪的两条栈桥，遥相对视。最值得

一提的夜晚景观，是随着潮涨潮落变换颜色的潮汐塔，即便在夜里，游人也可以一目了然当前的

潮位情况。晚上看灯塔夜景才会领略到灯塔魅力所在。到处都是亮闪闪的彩灯,照耀着蔚蓝色的大

海，流光溢彩，让人感觉如梦似幻。

交通：市内公交车1路5路灯塔广场站，坐1路公交可以直接进入灯塔景区。从万平口去灯塔景区可

以坐5路公交（来回都坐5路就可以了），途经世帆赛基地；也可以在万平口坐观光车（来回20元

），以及世帆赛基地，可以要求下来拍照，担停留时间不长。所以对身体好的人，时间多的人，

不建议坐观光车，建议坐公交就可以了。

门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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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二、日照景点 

   

1、日照海水浴场

(图片由网友 @二十四颗牙 提供)

日照海水浴场滩缓沙细，水质清澈，松林环绕，蓝天碧海，相应生辉，浴场配套设施齐全，服务

完备，是一流的海滨浴场，是游客度假、疗养、休闲的好去处。 

日照第二海水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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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花石楼的旁边就是第二海水浴场岸边是红褐色岩石，峭壁如刀削斧劈，岸上黑松遍植，湾畔曲径

纵横，或伸向海滩，或穿行黑松林中。浴场由宁武关路入口处分为东西两部分，采取封闭式管理

，除夏季外，其它季节可自由出入。近年来，岛城流行婚纱照，每逢“吉日”，这里常汇集上百

对新婚夫妇摄相拍照，成为浴场一大景观。

地址：日照市万平口

市内公交车1路5路

门票：免费

日照第三海水浴场 

日照第三海水浴场湛山湾畔，规模虽不大，但海水却异常清澈。沙滩上建有一幢幢风格多样的更

衣室，更衣室冲浴的水是热水，对不习惯冷水冲浴者尤为适宜。

地址：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内

交通：10路公交的终点站

门票：免费

 

旅人提示：

旅游旺季开通旅游区点的旅游车，仅花1元钱可抵达第二、第三海水浴场和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每

15分钟一个班次；从碧波大酒店站发往第四浴场小公共汽车票价2元，客满即走；5路、6路市内公

共汽车途经第二、第三海水浴场。 

   

2、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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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公园分为森林旅游区、海滨娱乐区、疗养度假区和太公文化区等4个功能区。现已建成水下鲨鱼馆

、动物园、姜太公纪念馆、海水浴场、森林浴场等景点；开展了多人骑自行车、欧式马车、游览

观光车、水上骑士、沙滩车、摩托艇、海上快艇、空中飞人等游乐项目；现有26家独具特色的海

滨酒店投入运营。

官方网站：http://www.rzhb.com/index.asp

园内景点

姜太公文化园

由姜太公纪念馆、姜太公钓鱼中心、太公文化广场组成，太公园是为纪念我国商周时期著名的政

治家、军事家、谋略家—姜太公。面向大海的姜太公纪念馆是整个太公园的灵魂工程，它一改传

统的古建筑面南背北的走向，而是朝东面向大海，北边的钟楼，南边鼓楼，正中间大殿为武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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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高17.3米，七间式，双重檐，中间是高大的太公圣像，北边的侧殿为“封神殿”，里边展示的

是《封神演义》中描述的365个神的浮雕和雕塑。

蒙古风情园

位于公园望海路北侧。蒙古姑娘，身穿节日盛装，身配哈达，手端米酒，热情欢迎远方来的客人

。在这里，可以吃烤羊肉，喝奶茶，欣赏蒙古族姑娘极具民族特色的民歌表演；有特殊的敬酒仪

式。可以骑骆驼，夜宿蒙古包。

地址：山东省日照市北沿海路北首

电话：0633-3680998 3680898

门票：普通票价：40元/人，军人证：免费，学生证：20元/人，儿童：1.2米以下免费，1.2米-1.4米

20元/人，日照本地老年证：免费，外地老年证：20元/人，外地70岁以上老年证：免费。

网上订票8.5折 http://www.rzta.com/gb/dp-jd7.php?host=0001

院内宾馆预订：http://www.rzhb.com/bgyd.asp

交通：日照市没有直达公交车到达森林公园，可从火车站打车到万平口，在南边走向的沿海路路

东公交站乘坐青年文明号到终点即是。

自驾车路线：（1）京沪高速－日东高速－日照口下－迎宾大道－万平口旅游区－滨海路北行15公

里即到，下高速后约需30分钟车程。（2）京沪高速－日东高速－同三高速向北－日照北下－山海

路－青岛路北行10公里即到，下高速后约需30分钟车程。

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乘车路线： 市区内可乘坐日照电影院至森林公园的北沿海路旅游专线班车

（对开）每15分钟一班，全程票价3元。

   

3、灯塔旅游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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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图片由网友 @二十四颗牙 提供)

灯塔旅游风景区位于风景秀丽的日照海滨，南与日照港相邻，东面是碧波万顷、一望无际的黄海

，北面与万平口（日照市第二海水浴场）相连。

灯塔景区分为广场、海滨休闲区、公寓区和居住区4个部分，总建筑面积约46.48万平方米。以灯

塔为核心，面向大海的绿草坡地；灯塔犹如从自然环境中破土而出的“定海神针”，呈现出自然

环境与人文景观的和谐统一；海洋、礁石、沙滩、草坪、雕塑相互映辉。

晚上看灯塔夜景才会领略到灯塔魅力所在。到处都是亮闪闪的彩灯，照耀着蔚蓝色的大海，流光

溢彩，让人感觉如梦似幻。海岸边有很多礁石，可以听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但不能游泳。

交通：市内公交车1路5路灯塔广场站，坐1路公交可以直接进入灯塔景区。从万平口去灯塔景区可

以坐5路公交（来回都坐5路就可以了），途经世帆赛基地；也可以在万平口坐观光车（来回20元

                                               15 / 48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91&do=album&picid=35783


�������

日照：初光先照
），以及世帆赛基地，可以要求下来拍照，担停留时间不长。所以对身体好的人，时间多的人，

不建议坐观光车，建议坐公交就可以了，

门票：免费

   

4、桃花岛风情园

 (图片由网友 @阿肯纳德 提供)

桃花岛俗名：“逃活栏”，位于黄海之滨，太公山下，是日照市内的一个主要旅游景点，该岛隶

属于东港区秦楼街道桃花岛村，距岸1000米，海拔406米，是本市海域唯一最近的岛屿。岛东西宽

500米，南北长700米，面积350000平方米，80%为岩石，经上千年海浪的淘凿，形成了各具形态、

怪石矗立的天然景观，古迹有梳妆台、祭礼台、香炉石、试剑石、天女洗澡池等。岛上种植着不

少桃树，春暖时节桃花盛开，有点鸟语花香的味道。岛的四周都是岩石，周围都是海产品养殖区

。站在岛上的观海亭，看四周一片苍茫，会让人有“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感觉。游客登上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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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岛渔港码头，可参观渔船作业前的渔需配给、渔船归航后的临港卸货、渔民修补渔网等情景，

了解海洋和渔业生产知识；游客乘船登上桃花岛，可尽享渔岛风情，渔港风情和渔家民俗风情。

地址：日照市东港区桃花岛村委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633－3381999 3381888

官方网站http://www.rzthd.com

门票：20 元 

桃花岛游船票：桃花岛普通船(成人票)40元 ，儿童20元

日照桃花岛豪华游轮(成人票)50元，儿童25元

取票地址：山东省日照市秦楼街道桃花岛村

特别提醒：

桃花岛游客满15人以上才出海，包船200元，位子有160-170位的大船，共有十几艘船，游船游40分

钟，航班时间不定，人数到齐就开船，并有鱼赠送（数量看捕鱼情况而定）。

交通

乘坐日照长途汽车站－海滨森林公园旅游专线车，（6：00－18：00）10分钟一辆。乘旅游专线车

到桃花岛早晨6：30开，晚上7：30停。火车站坐11路车到王府井大街下，然后再穿过王府井大街

，到海曲路坐“北沿海线”（整个日照只有这一班公交车到桃花岛，基本上全线都是是经过海曲

路的，所以只要是在海曲路上，任何地方换乘都可以的。

日照桃花岛风情园自驾车路线：

京福高速－日东高速－日照第一个出口下－迎宾路东行－海水浴场－北行，至沿海路，行驶约10

公里－景区指示牌，即可到达景区，大约需要25分钟。

岛上住宿 

桃花岛宾馆：http://www.rztaohuadao.com/intro.asp

双人标准间（元） 60  8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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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三人标准间（元） 80 100 160

电  话：0633－3381166

手  机：13356231166

   

5、日照世帆赛基地

(图片由网友 @阿肯纳德 提供)

  日照市世帆赛基地风景区位于日照市万平口海域，总占地面积1.2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65公

顷，水域面积41公顷，是为承办 2005年欧洲级、2006国际470级世界帆船锦标赛而建设的基地设施

。西岸的三座建筑是帆赛基地最主要的建筑。位于北部的是帆船俱乐部，自由蜿蜒的平面与游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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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般的形体，使其成为东西湖面上的点睛之笔；中部的水上控制中心构成简洁有力，形体饱满，它

的设计理念源自风帆的意象，充满着运动的张力；位于南端的船库丈量室，则通过张拉膜结构围

合成一个半圆的空间，为大型集会提供了良好的场地。日照世帆赛基地设施完备，功能齐全，拥

有大型豪华客船、高速快艇、橡皮艇、摩托艇等不同档次的先进设施，是海上观光、休闲度假、

休闲运动、婚礼庆典、婚纱摄影、海上垂钓、商务会议及举办大型龙舟赛的最佳场所。

交通

公交：5路，7路可以直达，票价1.5元。

自驾游路线

日照出口走日东高速－上迎宾路8.1 公里－继续前行，上海曲东路3.3 公里－在绿舟南路向右转470

米－向左转147 米－在第1个路口向右转108 米－在第1个路口向左转－目的地在右侧459 米。

门票：免费，如果要坐游艇海上游玩48元/人。

   

6、潮汐塔

潮汐塔是日照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塔高24米，主体通体透明，中部设有外伸观景平台，平台外面

装饰莲花瓣形金属网，宛若莲花盛绽之态；部分构架采用节节收缩的方法，外饰透光玻璃，以整

个天空作为它的背景。潮汐塔内部设有咖啡厅、餐厅、购物厅、展览厅等功能区，可以满足游人

休闲、购物、娱乐、猎奇等方面的需要。游人可以通过室外的螺旋形道路或者进入室内，经室内

的游览路线两个不同的途径，最终到达塔顶平台，登临潮汐塔中部观光平台，体验登高望远的感

觉。华灯初上，灯塔主体发亮，中央的灯光随潮涨潮落而变换着色彩，当灯最亮时表明海水处在

高潮位，当灯最暗时表明海水处在低潮位，潮汐塔在蓝天、大海的烘托之下白天显得雄伟、壮丽

，夜幕下则充满着虚幻和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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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地址：日照市万平口

交通：市内公交车5、6路

(图片由网友 @阿肯纳德 提供)

山东省日照市万平口海战馆

日照海战馆取材于宋金时期发生在日照石臼岛的一次大规模海战，展馆以宋金海战为主线，以古

代海战兵器、遗留物、战船模型、图片、史实资料、沙盘、雕塑等多种表现形式再现了当年陈家

岛大战全过程，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舟师（海军）的发展历程和各种海战情况。同时，展馆内还

陈列了一些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争场面图片及武器、物品等实物，再现了抗日战争年代的烽烟历史

。再现了古代陈家岛大战的全景，可以在这里了解古代水师的作战训练、生活，都是有实物仿制

或者模型演示的。 

地址：潮汐塔内

海战博物馆门票：成人票：30元，优惠票：15元，1.2-1.4米儿童、60-69岁老人、军人凭相关证件

享受此门票价格

开放时间：8: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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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7、日照海洋馆

(图片由网友 @二十四颗牙 提供)

日照海洋馆日照海洋馆最精彩的部分是海底隧道，长度168米，是亚洲最长的仿海底亚克力观光隧

道，它是由拱形亚克力玻璃（我们俗称的有机玻璃）建成的环形封闭空间，里面放养着几百种、

上万种海洋生物.在这儿是欣赏海洋生物的最佳场所。隧道地面为自动步行道，游客朋友们可以驻

足参观，抬头仰望各种鱼类，透过立体透明的隧道，呈现于眼前的是奇异的海底景观—－珊瑚群

、海藻、礁岩和游弋于碧蓝海水中的几百种万余条来自中国海域和太平洋海域的珍稀鱼类。置身

于其间能够让您如同身在海洋深处，全方位、多角度地观赏神秘的海底世界和珍奇异彩，光怪陆

离的海洋生物，充分感受和体验大海的深邃与博大。在人鲨共舞表演区，十几条大鲨鱼将同潜水

                                               21 / 48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91&do=album&picid=35785


�������

日照：初光先照
员表演惊险刺激的舞蹈。

在珍惜海洋生物展区，将展示来自五大洲、四大洋的上百种珍奇海洋生物，主要有沙虎鲨，豹纹

鲨、海马、鹦鹉螺、巨海蟹、水母、珍珠釭龙胆石斑鱼、护士鲨、小丑炮弹鱼、大弹涂鱼、刀片

鱼、射水鱼等。另外海洋馆还有海豹表演馆，游客们还有机会同海豹合影留个纪念。

地址：中国山东省日照市市辖区碧海路

电话：0633－8379999

门票：80元

交通：可乘10路、双层观光巴士、北沿海旅游观光专线到达海洋馆

   

8、音乐广场(太阳广场)

(图片由网友 @耶律贝纳 提供)

这个有好多灯柱子的广场了，远处是个火炬的造型。在晚上可以叫做小蜡烛广场。在太阳广场的

中央，有一条长500米、宽约10米的溪流景观带从西端入口处蜿蜒东流，通向泻湖。溪流带底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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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用鹅卵石铺砌而成。溪流带中间还设有一座设计别致、造型独特的景观小拱桥，主体钢结构，桥

面用芬兰防腐木铺设。溪流景观带南北两侧，依次是高低起伏的木栈道和草坪、大理石铺设的地

面、玻璃廊道和水杉林带。

 音乐喷泉设在水运基地太阳广场东端泻湖内，与水中舞台前后相邻。喷泉长112米，宽70米，音

乐喷泉主喷喷射高度80米喷泉主要有孔雀开屏、水中喷火、长跑泉、花篮、高喷等大小十几种水

形。整个喷泉集灯光、音乐、水形、火球、激光于一体，有机融合、完美演绎。

地址：位于日照万平口青岛路和山东路交界处

提示：暂时没有喷泉开放的时间，一般夏季的周5周6晚上都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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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三、周边景点

   

1、浮来山风景区 

(图片由网友 @耶律贝纳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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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位于莒县城西9公里，海拔298.9米，处莒西平原尽头，扼莒县、沂南两界。定林寺前院中央，巍

然屹立着一棵枝叶参天古木，这便是“天下银杏第一树”，树高24.7米，径围15.7米。早在春秋时

期，鲁隐公与莒子曾在树下会盟，算来，树龄当在3000余年。这株古银杏树，虽历经沧桑，但至

今枝荣叶茂，生机盎然，实为举世无双的一大奇观。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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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1、日照长途车站，日照－莒县的汽车，1.5小时到，车票18元，每10分钟发车一次

2、莒县站就有到浮来山景区的工交车，1.5元车票，需15-20分钟到。车站最早的车6:10，从莒县回

来最晚的6:30。

门票：40

   

2、竹洞天风景

(图片由网友 @阿肯纳德 提供)

日照竹洞天风景区位于日照城区西端的将帅沟毛竹园，与美丽的付疃河相依相伴，是全国农业旅

游示范点。园内建有竹楼、竹亭、竹廊及民族文化村寨等30多处景观，开辟了配套的餐饮、住宿

、旅游购物等服务设施，少数民族艺术团体常年为游客表演民族歌舞，特别设有游客参与性强的

竹竿舞、竹林乐园等娱乐项目。

交通：市内公交15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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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门票：30元。

   

3、五莲山风景区 

 
(图片由网友 @耶律贝纳 提供)

五莲山风景名胜区，位于鲁东南沿海城市日照五莲县东南，东邻避暑胜地青岛130公里，南距新亚

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日照25公里，北距中国风筝城潍坊110公里，西与亚洲银杏王浮来山风景区相

毗临，素有台湾花莲，“山东五莲”之美誉。五莲山风景名胜区，由五莲山、九仙山两景区组成

，主峰海拔515.7米。景区内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众多，以奇、秀、险、怪、幽、旷、奥七大特色

著称。五莲山风景区是齐鲁大地最大的野生药库，山东省野生杜鹃花基地，省级风景名胜区、省

级森林公园，佛教活动中心。被誉为“江北双绝”的万亩野生杜鹃花园、龙潭大峡谷和有“通天

之举”的皇家寺院——护国万寿光明寺更是享誉大江南北。通过几十年的开发与建设，五莲山旅

游风景区已经成为鲁东南最大的生态风景区。五莲山风景名胜区最佳游览时间为春夏秋三季，春

夏之交万亩野生杜鹃花盛开，似云锦，像流霞，漫山遍野，令人陶醉。秋霜季节，满山红叶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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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尽染，与山光石景相辉映，蔚为壮观。

地址：日照市五莲县叩官镇

门票：60元

五莲山60元/人，九仙山60元/人；

中学生25元/人，大学生30元/人，小学生20元/人；

70岁以上老年人持证免费，现役军人持证免费。

开放时间：7：30—21：30

交通

自驾车路线：

1、日东高速－西湖口下－向东行驶至日照市区－大学城－潮河路－五莲山，下高速后大约需要30

分钟车程；继续向西行驶约10公里即可到达九仙山；

2、同三高速－泊里口下－沿334省道向西北方向行驶可到五莲山，下高速后大约需要30分钟车程

；继续向西行驶约10公里即可到达九仙山。

乘车路线：

1、在日照汽车站坐日照-叩官的车7元,到终点叩官镇下,叩官镇驻地到五莲山大门还有8公里,你可以

在叩官打个面包车20-25元(因为是上山,所以车费相对贵点,上山的路很陡

2、或坐日照到五莲的汽车到达后，在五莲县内乘坐五莲县－叩官镇的公共汽车五莲山下车即到。

五莲县内乘坐五莲县－松柏乡的公共汽车在松柏乡下车，转乘坐出租车即到九仙山。

                                               28 / 48



�������

日照：初光先照
  

四、交通

   

1、航空

日照没有飞机场，但是日照虚拟空港至青岛流亭国际机场有专线巴士。一日六个班次，直达票价

每人78元。该线路日照始发点是日照航空服务公司，市区接乘站点分别是日照迎宾馆和山孚大酒

店，青岛机场发车点为青岛流亭国际机场候机楼前停车场。

运行起讫地点：

日照始发点：日照市黄海二路航空售票中心（订票服务电话：8880888）

市区接乘点：山孚大酒店（日照海曲中路86号，电话：0633-8220988转8888、8866、8777）日照迎

宾馆（烟台路208号，0633-8788888）

青岛机场发车点：青岛流亭国际机场候机楼前停车场（服务电话：6360037）

运行路线：日照三运航空售票中心—日照山孚大酒店—日照北高速入口—青岛流亭国际机场，线

路全程运距170公里，运行时间2小时10分钟，直达票价78元/人。

青岛发车时间为：10:00，11:00，12:30，16:00，18:00，22:30

日照发车时间为：4:40，6:10，8:10，11:40，13:10和15:40，全程运行时间2到2个半小时。

   

2、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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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日照目前只有开通到济南，北京，郑州和新乡4个城市的列车。市区乘坐1路，3路车可以到达火车

站(位于黄海二路)。

全国列车时刻表链接：http://qq.ip138.com/train/

   

3、公路

日照境内的国道主干线有国道204、206，日(照)东(明)、同(江)三(亚)高速公路；日照辖区内的县

乡级公路以日照为中心，呈放射状辐射全境，市区客运站每天都有发往境内及周边省市地区的客

运班车。夏季旅游季节，车站安排上门接送旅客，所以在旅游景点的游客可以放心赶点的问题。

日照汽车站分总站和东站（日照总站 8221003 日照东站 8334880 ）

日照汽车东站(日照市黄海二路15号)主要是发往岚山、青岛、烟台、北京、上海、济南等方向的

汽车。

日照汽车总站(日照南路21号)班次更广泛。

岚山汽车站(岚山圣岚路王家庄子村)岚山区汽车站

石臼汽车站(石臼黄海一路石臼影院广场)主要是周边的一些短途客运。

五莲汽车站(五莲县沿河路48号)五莲县汽车站

长途车时刻表：http://www.rz.gov.cn/rzly/jt/20040429165403.htm

 

日照始发长途车时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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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初光先照

东方高速长途车时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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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交 

                                               32 / 48



�������

日照：初光先照
票价1元，无人售票。日照虽然人不多，但城市铺得很开，从老城区中心（东港区）到海边大概要

30分钟的车程。

公交车线路表：http://www.rz.gov.cn/rzly/jt/20040429165727.htm

   

5、出租

日照的出租车起步价6快钱，到市内到大多数景点、饭店也就十几块钱。

   

6、买票点

                                               33 / 48

http://www.rz.gov.cn/rzly/jt/20040429165727.htm


�������

日照：初光先照
  

五、日照气候

日照属于东部季风区，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少雨。因其濒临沿海，受海洋影响显著，相对同

纬度其他内陆地区四季温差较小，因此夏冬季气温适中。

日照属暖温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2.7℃，年均湿度72%，空气质量为国家一级标准。全市年

平均气温13.8℃，年极端最高气温在夏季35.8～36.1℃之间。年极端最低气温为冬季1－2月

－9.9℃（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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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荐路线

   

1、春秋季海滨旅游线 

第一日：游灯塔风景区  听涛观海  日照巨港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  第三海水浴场  住日照

第二日：游五莲山 光明寺 天竺峰 望海楼  观五月杜鹃花海  植物园 

第三日：观海拾贝  购物 

   

2、夏日海滨旅游线

第一日：游灯塔风景区  听涛观海  日照海滨森林公园  海水浴场  住日照

第二日：早观海上日出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 

第三海水浴场乘游艇环港游（人工养殖、日照巨港、万吨巨轮、日照电厂、奎山嘴）送团

第三日：游九仙山  齐长城  孙膑书院  漫步江北“九寨沟”—龙潭沟 

   

3、海滨民俗旅游线 

第一日：住刘家湾民俗村  乘渔船出海  参观海产品养殖  龙王庙祈福  品尝渔家海鲜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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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住日照参观烟墩岭茶园  炒茶  品茶  奎山嘴霸王鞭  观海  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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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吃在日照

   

1、特色菜

文心三丝  

用莒县酿造厂腌制的咸菜头，切成丝，配肉丝、辣椒、香菜一起烹调的菜肴，具有咸、香辣，老

少皆宜的特点。

文心蒸包  

  是用五花猪肉配时令蔬菜，加甜面酱、五香粉、高汤、花生油、盐、味精蒸制的一款面点，具

有皮薄、馅多、味美等特点

 海参泡饭   

 将海参用蚝油、鲜汤烧制，配以油菜心、米饭，制成的一款营养丰富，色泽搭配美观的一高档

菜肴。 

涛雒羊肉面条

涛雒羊肉面条，久负盛名，是日照的传统风味面食之一。涛雒羊肉面馆，最著名的有高家和黄家

面锅。清朝末年，涛雒商贾云集，贸易繁荣，高、黄两家办起了饭馆，创出了“羊肉面条”的名

吃。凡来涛雒的商客无不饱尝，总是赞不绝口， 高家由高常祥带领三个儿子设立了“西记”。黄

家由黄永桢、黄老七兄弟俩经营，设立“同会馆”。两家各有千秋，相比之下，高家面锅，声誉

较高，生意兴隆，常盛不衰，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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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雒羊肉面具有独特的地方风味。面粉由人工石磨研成标准“七五”面，每百斤面粉加碱粉0.5斤

、食盐0.5斤、水30斤，搅拌均匀用手揉制，次数越多，面色越白，弹力愈大。然后，用擀面杖手

工擀碾放皮，擀至麦皮薄如纸透明发亮，然后用刀切成四棱形。 

   高、黄两家饭馆用羊，多系五莲山、乔子山及嶝山的优良品种，每只百斤左右。购来后圈养

一段时间，随吃随宰。宰羊也很讲究，首先将活羊洗澡梳毛，开刀放血、刮皮掏脏、清水冲洗。

然后，用口小肚大的罐形铁锅，慢火清炖至八万熟时，取出肉块，剔除羊骨，切成薄片备用。 

烹调羊肉汤时，将原汤、原肉（切好的肉片置于大锅）加酱油（1%）、大蒜（1%）、姜片（0.3%

）、葱（5%）等佐料，进行泡制。吃时再加香油、醋少许，并加香菜或韭黄借以调味，并衬青头

。好的羊肉汤，清澈透底，汤肉分明，清香扑鼻，深受顾客欢迎，俗话说：“吃了涛雒羊肉面，

甭再围着天下转”。 

酸辣乌蛋汤  

乌鱼蛋是日照特产，鲜乌鱼片、特制醋、清汤，口味酸辣鲜美，利胃。

                                               38 / 48



�������

日照：初光先照
老醋蜇头  

优质白海蜇头，特制醋、清脆爽口。

清汤蟹柳  

特制高汤，海捕蟹肉、清汤、肉嫩白、滑口 

文心冰粮银杏  

用浮来山三千余年的银杏树结的果实，配以银耳、冰糖等制作的一款甜菜。

   

2、哪里吃

1、日照港通韩国，所以韩国吃食在日照不少。韩国料理最好吃的就是石臼市场上的”夫妻店”价

格便宜，而且是开放式厨房，可以边看边等，夫妻店旁边就有几个韩国食品的店。

2、太原路和天津路交口向北的大众牛肉馆，味道很好，特别是牛唇和牛舌，混着拼一盘，再来盘

牛渣卷煎饼，这个季节拌个莴笋，来盆大骨头（15块钱），清汤不要钱，当水喝。

3、海滨四路，烧烤是最里面那家(北头)回味居，他们家的是自己用烤盘在锡纸上烤的：五花肉、

酸菜排骨梢、豆腐片是偶每次必点的。

4、威海路上也是馆子一条街，我们常去的是川味馆，他们家的酸菜鱼很地道，再来盘白斩鸡和川

江豆腐，偶滴最爱，而且价格便宜。

5、文登路上的木柴小抓鸡，左氏等，大家去看看哪家门口车多就进去。

6、济南路上的姜氏生态园和天天烤翅。

7、海滨二路和青岛路交界的十字路口也有不少饭店：譬如碧波大酒店斜对面的蒙阴炒鸡店。

碧波对面港一区东门有很多小饭店，海鲜做得也还不错;青岛路南石臼市场最东头，路西，有不少

饭店烧烤。

8、海滨五路的小金鱼，也是川味，味道还可以，辣椒不花钱的，价格不便宜。海滨五路的熏肉大

饼,开了不少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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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海纳对面的胡家猪蹄。

10、海滨二路、菏泽路那里一条街都是馆子，推荐古越龙山的凉拌菜。

11、兴业世纪城步行街(王府大街)上有家肉夹馍，极小的馆子，酸辣粉也不错。

12、海曲中路望海楼东侧院子里的的莒县全羊馆。

13、教印羊肉馆在日照老城区，具体位置是西海路四中对面，出租车司机都知道。

14、日照利群西边路南有一家驴肉火烧店，刚开的驴肉火烧和驴肉汤还不错。

15、岚洋渔村 位于日照开发区临沂路与天津路交接处路西南150米。（凌海大酒店南）各种时令海

鲜、大盘鸡、小炒鸡、贴包，价格也很实惠。

16、烟台路和泰安路交汇处东侧50米路南，有一家很小的排骨米饭的店，做得很地道，比那些装

修得好看的排骨米饭的连锁店里的好吃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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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住在日照

   

1、渔家乐

日照渔家乐网：http://www.rzyujiale.cn/index.htm，是日照渔家乐联盟，由多家渔家乐组成。

我爱渔家乐农家小院

电话：15863341510 

网址： http://www.52yujiale.com/

地址：日照秦楼街道办北苗家村太公文化民俗旅游村

日照渔家乐农家小院食宿标准是一人一晚60-100元不等

日照市山海天旅游度假区

地址：日照市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北苗家村。（东营路跟青岛路交汇处，从火车站到渔家乐做8路公

交奥魏园下车，打车11元到东营路北苗家村到）

电 话：0633－8113137

网址：http://www.rzyjl88.cn/

注：免费提供赶海工具，配有双人自行车，三人自行车

   

2、自助式短租公寓

日照海天风情短租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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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rz-htfq.com

位于日照市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高档小区内，小区依山傍海，环境幽雅,安全规范。住东不足1000

米，就可步入黄海金沙滩，领略大海之情趣。小区内有封闭式停车场，方便自驾游。公寓为移动

公寓，三室三厅，宽敞明亮，有居家必备之电器，可洗衣做饭,是自助游的理想选择，住宿三天以

上可打9折优惠。

新天地酒店式公寓

网址：http://www.rzmljy.com/index.jsp

特点：

1、高层观海：满足游客日照海滨度假的海景房的浪漫需求，能够躺在床上看日出的房间不多。

2、酒店式公寓：目前日照唯一的酒店式公寓。

3、高层物业：电梯方便老人、孩子、适合城市久居高层的游客。

4、地下停车场：方便开车自驾游的游客安全存放爱车。

5、小户型：满足游客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私密。

地址：日照市海曲东路舒斯贝尔新天地1号楼907室

电话：0633-8838567 

价格：120－150元/日

   

3、其它

如家快捷

连锁酒店。布置温馨的标准房、商务大床房、大床房等各类房型80间。客房内提供免费宽带上网

、24小时热水淋浴、空调、电视、电话、有标准的席梦思床具及配套家具。

地址：日照市 东港区黄海二路71号

电话： 0633-3609888

房价：200左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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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实用信息

   

1、门票优惠

2008年8月，日照刘家湾赶海园风景日照市五莲山风景区、九仙山风景区、竹洞天风景区、龙门崮

风景区、浮来山风景区、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等景区相继使用二维码电子门票业务。网上订票

可享受折扣。

主要景区及折扣情况：

    日照刘家湾赶海园       门票价格：50元/人次       网上购票：8折

40元/人次 

    日照五莲山风景区       门票价格：60元/人次       网上购票：8折 

48元/人次

    日照九仙山风景区        门票价格：60元/人次      网上购票：8折

48元/人次

    日照浮来山风景区       门票价格：40元/人次       网上购票：7折

28元/人次

    日照竹洞天风景区       门票价格：40元/人次       网上购票：8折

32元/人次

    日照龙门崮风景区       门票价格：30元/人次       网上购票：7折

21元/人次

    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       门票价格：40元/人次      网上购票：8.5折

34元/人次

订购方法：

登陆日照旅游网或景区网站，进入景区网上售票界面，按提示操作即可。支付成功后，手机会受

到一条包含二维码的彩信，即二维码电子门票，到达景区后只要将手机上的彩信条码，对准验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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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刷一下，就可进入景区，无其他手续，很方便。

旅人提示：（1）您要有网上银行；（2）您是移动手机用户

   

2、海鲜参考价格

海鲜市场的秤都是7两秤

海鲜市场价格参考：以下的斤均为7两的

濑尿虾：13元/斤

花蛤：5元/斤

大明虾：60元/斤

梭子蟹：35-55/斤

黑头鱼：20元/斤

扇贝：8元/斤

鲍鱼干：44元/斤 (市斤)

鱿鱼丝：18元/斤 (市斤)

   

3、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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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二十四颗牙 提供)

精选鱿鱼丝、精选虾皮、木鱼、海洋生物标本、贝船（一帆丰顺）、日照绿茶、杭氧贝壳、海洋

贝壳等。

采购海鲜干货鲜货，最好去日照石臼市场购买，那里是石臼和新市区最大的海产品基地，

   

4、常用电话

日照市电话区号：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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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问事处：8346712

航空售票处：8335747

航空售票处：8226453

航空售票处：8235747

民航售票问事处：8333688

山东国际旅游航空服务总公司日照公司：8227138

日照汽车总站问事处：8221003

日照汽车东站问事处：8334880

东方高速问事处：8331728

日照第三汽车公司客运站：8331857

出租车监督投诉电话：8221636—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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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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