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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封“天地之中”：世界遗产新成员

(图片由网友 @左耳说等你  提供)

         8月1日零时，在巴西举行的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作为我国今年唯一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项目的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河南省

继龙门石窟、安阳殷墟之后的第三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中国第39处世界遗产。

“天地之中”有哪些景观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的内容主要有8处11项，包括观星台、中岳庙、

太室阙、启母阙、少室阙、会善寺、嵩阳书院、嵩岳寺塔、少林寺常住院、塔林、初祖庵等。其

历经汉、魏、唐、宋、元、明、清，构成了一部中国中原地区上下两千年形象直观的建筑史，是

中国时代跨度最长、建筑种类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代建筑群，是中国先民独特宇宙观和审

美观的真实体现。

为什么叫“天地之中”

       在中国人的早期宇宙观中，中国是位居天地中央之国，而天地之中心则在中国中原

，中原的核心则在登封一带，登封的嵩山是天地的中心。中国早期王朝将这里作为建都之地，以

象征皇权神授。据统计，从周武王开始至清代末年，中国历史上有史可查的巡狩、祭祀、封禅嵩

山的帝王就有７２位。

       以“天地之中”理念为动力，中国古代礼制、天文、儒教、佛教、道教等文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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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均热衷于在嵩山建立核心基地，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历代礼制、宗教、科技和教育等建

筑类型的代表作品汇聚于此并得到了真实保留，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申办成为“世界遗产”的好处

一、文物保护的宣传推介作用

       文物保护和其他工作一样，必须有一个行之有效的载体，而申报世界遗产工作恰恰

是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起到了《文物保护法》的宣传作用。清福陵、清昭陵都已有8

0年的公园历史，“申遗”成功后，两陵的保护更加注重公众参与。两陵的管理部门通过举办世界

文化遗产知识讲座、科普画廊、组织志愿者保护两陵等系列活动，增加了公众保护意识。如果说

文化遗产在“申遗”成功前是在国内范围引起关注，那么“申遗”成功之后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

关注，并接受世界遗址委员会的监督。既在更大范围得到宣传推介，也在更高层面得到保护和监

督。实践证明，“申遗”的过程就是在更大范围宣传《文物保护法》的过程，这个过程让《文物

保护法》走进千家万户，使千家万户增加了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

二、文化旅游的提升拉动作用

       从我们国家的一些世界遗产地“申遗”前后旅游人数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申遗”成功后旅游迅速升温。2004年7月1日，在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辽宁省的五女山山城

、沈阳故宫、清永陵、清福陵、清昭陵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使得过去只在省内拥有一定

名气的文化遗产，四海皆知。打上世界遗产的标签，就在世界范围内打出一个文化旅游品牌，展

示一个文化旅游的亮点。

三、区域经济的促进推动作用

      

世界界遗产地更加对外开放和放开，吸引外商，扩大文化旅游的同时也带来其他消费。

四、协调发展的社会凝聚作用

       世界遗产对社会的进步起着辐射、影响、渗透作用。这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似

乎看不见，摸不着，实际上这些宝贵的物质财富无时无刻不在起着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作用。可

以肯定地说，无论是生活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属于哪一个民族的人民，在生存上有一个共同的

企求，那就是都需要良好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氛围。申报世界遗产对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社会环

境保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有着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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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地之中”的世界遗产

   

1、中岳庙

       中岳庙在汉武帝时（公元前156前-87年）已经存在，现存建筑格局可上溯至金代，

现存建筑多复建于明清，为官式建筑的代表，也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

一组道教古建筑群。 

位置：河南省登封市东3公里处，太室山南麓黄盖峰下。

开放时间：08：00-17：00

门票：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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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371-62745000

交通：可乘坐登封市内2路公交车，2公里，5分钟车程即到景区。郑州、洛阳等地长途汽车站均可

乘车至嵩山脚下的登封。

中岳庙看点：

       中岳庙给人的印象是大，规模大，庙宇大，神像大，气魄大。是五岳中现存规模最

大、保存较完整的古建筑群，也是河南省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单体木构建筑群。主体建筑从

“名山第一坊”到后面的御书楼，全长1.3华里，面积11万平方米，建筑400多间，共七进十一层建

筑.被称为“中州祠宇之冠”.中岳庙是道教在中原地区活动的最早基地。1500多年前，北天师道在

此创立，成为中国道教由民间宗教转化为官方宗教的标志。

中岳庙历史演变

      

中岳庙的前身为太室祠，建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7年间，为祭祀太室山神的场所。 秦汉时庙

址在万岁峰上，后两次迁址。唐代李隆基增建太室祠。宋、金、元、明、清历代修葺，特别是明

、清两代进行了大规模修整，形成了今日之格局和规模。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公元713——74

1年）中岳庙定位今址。

中岳庙建筑

       中岳庙的第一进为“名山第一坊”，木建牌楼，门内外分别写有“依嵩”、“带颖

”、“嵩峻”、“天中”八个字，说明中岳庙所处的地理位置。

       中岳庙的中轴线是一条由青石板铺成的大甭道，共十一进，全长1.3华里。沿中轴线

从南向北，由低而高，依次为中华门、遥参亭、天中阁、配天作镇坊、祟圣门、化三门、峻极门

、高高峻极坊、中岳大殿、寝殿、御书楼。庙的东路和西路，还分别建有太尉官、火神宫、祖师

宫、小楼宫、神州官和龙王殿等单独的小院落，现存明清建筑近四百间，金石铸器二百余件，汉

到清的古柏三百余株。正是这些亭门宫殿，构成了中岳庙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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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岳庙峻极坊

       嵩高峻极坊位于峻极门之北14米处，因坊后即是中岳嵩山供奉岳神的中岳大殿，故

又称迎神门，此坊为四柱三楼式建筑，黄瓦盖顶，系清代建筑之精品。额上题“嵩高峻极”四字

，传说为康熙帝御书。

中岳庙与道教文化

       道教的基本特点就是它保留了较多的民间信仰方术,其宗教理论和信仰素质,都与我

国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密切适应.道教以长生成仙为信仰目标.以修身养性为现实利益.是一种既

重视眼前利益,又有长远追求的宗教.很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

       道教认为高山深洞都是神仙修炼和居住的地方.所以天下名山几乎都被道教列为洞天

福地。中岳庙是道教在嵩山地区的最早基地，原是为了祀奉中岳神而设的。

中岳庙节庆活动：

        中岳庙庙会：每到春年农历三月初十和秋季十月初十，传统的中岳庙会就拉开了

序幕。会期长达10天，庙会活动丰富多彩。“拴娃娃”是流行在当地的一种求子习俗。凡婚后不

孕的妇女，大多都要在庙会期间参加这项活动。拴的地点一般都在中岳庙后院的崇圣门周围和寝

殿里。

   

2、汉三阙

       汉三阙（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建于东汉安帝年间（公元107-125年），是中国

仅存的时代最早的庙阙，代表了中国古代国家级祭祀礼制建筑的典范。雕刻于汉三阙上的马戏、

蹴鞠、夏禹化熊、启母化石、幻术、斗鸡等画面，以及篆书铭文十分精美，是汉代艺术风格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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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反映，更是研究建筑史、美术史和东汉社会史的珍贵资料。汉三阙是建于“天地之中”的古代

都城选址登封地区的遗迹证明，证实了早期对 “天地之中”的信仰。

位置：

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太室阙位于太室山下，少室阙位于少室山下，启母阙在万岁峰下。

门票：太室阙10元/人，少室阙10元/人，启母阙30元/人。（暂不对外开放）

交通：去太室山：2路公交车可到山脚；去少室山：从少林寺大门口进入：郑州，洛阳和许昌过来

的巴士都有停靠少林寺门口，从登封市区打的过来30元，坐8路车2.5元。

(图片由网友 @可爱海小宝  提供)

汉三阙详解：

       汉三阙其建筑形式和结构基本相同，由阙基、阙身、阙顶三部分组成，均由琢制整

齐的青石垒砌，东西对称，三阙均建于东汉帝安帝年间(公元107年至l25年)。它是我国现存最古老

的庙阙，为国内外金石学家所推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启母阙为东汉延光二年颍川太守朱宠所建。铭文篆书三十五行，前十一行，行七字

，后二十四行，行十二字，铭文词义为颂扬夏禹治水以及启母的事迹。《开母庙石阙铭》下方，

另有东汉灵帝熹平三年(174)中郎将堂溪典《嵩山请雨铭》，隶书，十七行，行五字，字多剥蚀。

阙身有汉画像，与铭文书法交相辉映。《开母庙石阙铭》的篆书，较《少室石阙铭》为严谨，比

李斯诸刻方紧，而秦篆浑朴茂美之气，尚依稀可见。康有为称其“茂密浑劲”不为过誉。

       汉代蹴鞠(足球)盛行，尽管有文献记载，但人们仍不明了。在太室阙和启母阙的

石刻画像上，就雕刻着蹴鞠的画像，这无可辩驳地说明中国早在近2000年前的汉代就已经有足球

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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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三阙是汉代建筑的重要遗产，距今已有1870多年的历史，它反映了汉代文化，建

筑艺术，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三阙共有200余幅画像，太室阙占60余幅，这些画像涉及汉代宗教

、神话、生活等多方面。画像“古拙”到极致，它像儿童画那样天真无邪，稚气中透着可爱。

      

       在经历了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漫长历史岁月之后，汉三阙依然完美，古朴、素雅，不

矫揉造作，浑然天成。画像石使后人很容易捕捉到汉代生活场景，从古朴的画面上让读者有一种

原始的回归，使人忘却了现代文明的所有。

       它们是汉代百姓生活的见证者，那些各种各样美奂绝伦的图案，让人为之惊叹！这

些图案有人物、车骑出行、舞剑、龙、虎、玄武、象、羊头、斗鸡、犬逐兔、蟾蜍，甚至还有象

征着财富与日俱增的铺首衔环图。这些图案向一代代后人诉说着汉代人民关于生活、风俗、崇拜

、图腾的每一个具象的文化生活。每一个图案模糊但又清晰，亦真亦幻，让人不禁在真实的图像

和由此而幻化出的汉代百姓真实的生活间游离：在一条人声鼎沸、叫卖声不绝于耳的中岳古街道

上，人们身着汉服，百姓沿街挑选商品，达官贵人或骑马拉弓狩猎，或乘坐马车穿梭于市井之间

，还有的在街头观看马戏和杂技表演。这条街道的繁华也许正是汉代大多数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

   

3、会善寺

       会善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公元471-499年），寺内现存元、明、清时期建筑9

座，是唐代天文学家一行和尚的出家修行之所，是盛唐全国佛教三个传戒中心之一，是禅宗北派

的传法中心。现存元代建筑是当时（公元1279-1368年）最典型和珍贵的代表作。会善寺是佛教参

与天文活动、参与中国古代宇宙观演化史研究的代表人物僧一行的出家修行之所，是佛教与“天

地之中”观念代表人物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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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位于登封市城北6公里嵩山南麓积翠峰下。门票：30元（在嵩阳书院、嵩岳寺塔、会善寺游玩，景区通票为80元/人，单个景点为30元/人）

 

(图片由网友 @可爱海小宝  提供)

会善寺详解：

       会善寺坐北向南。山门面阔5间，进深3间，硬山小灰瓦顶，中3间砌券门，明间门

券上嵌长方形横匾书“会善寺”3字，内供白玉阿弥陀佛1尊，系明周王所赠。山门东西两侧各建

单间硬山造掖门，后有大雄殿，月台上有明成化七年(1471年)铁钟1口，高1米余、重650公斤。大

雄殿面阔5间、进深3间，单檐歇山顶，檐下有硕大斗拱，为五铺作重拱双下昂。殿内减柱造，梁

架为四椽栿搭牵，用三柱。创建于元代，后多次重修。

       寺西山坡上原有唐代名僧一行禅师创建的琉璃戒坛，毁于五代，尚存唐代残石柱2

根，柱面雕天王像，柱础雕鬼怪神兽。寺西有唐净藏禅师塔，西南和东南有清代砖塔5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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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内现存的主要碑刻有东魏《中岳嵩阳寺碑》、北齐《会善寺碑》、唐《道安禅师

碑》、《会善寺戒坛记》等，具有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寺西有唐净藏禅师塔一

座。

   

4、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宋代（公元960-1279年） 成为全国四

大书院之首，是中国最早的书院之一，也是程朱理学的策源地和传播中心。其规划布局和实物留

存独具特色，对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建筑、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标本意义。嵩

阳书院作为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儒学中理学的开创地，因公认的“天地之中”理念而落

脚于嵩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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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

开放时间：春夏8：00—18：00   秋冬8：00—17：30

门票：门票：30元（在嵩阳书院、嵩岳寺塔、会善寺游玩，景区通票为80元/人，单个景点为30元/

人）。

交通：在登封市乘2路、6路公交车到终点站下车即到，约10分钟车程。

(图片由网友 @东京的那樱花  提供)

嵩山书院介绍：

       嵩阳书院嵩阳书院，位于登封市城北3公里峻极峰下，因坐落于嵩山之阳，故名，

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创建于484年(北魏太和八年)，605（年年隋大业年

间)更名为嵩阳观。嵩阳书院建制古朴雅致，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有5进，廊庑俱全。

        嵩阳书院是我国古代高等学府，它与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江

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书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郑州

登封市嵩山南麓，太室山脚下，因坐落在嵩山之阳故而得名。这里山峦环拱，溪水长流，松柏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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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天地之中
天，清雅静谧，乾隆皇帝游历嵩山时，曾留下“书院嵩阳景最清，石幢犹记故宫铭”的诗句。在

我国历史上，嵩阳书院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赡富，文物奇特名扬古今。

嵩山碑王—大唐碑

       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嵩山

碑王——大唐碑碑高9.02米，宽２.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内容

主要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的八分

隶书。字态端正，刚柔适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吨，仅碑帽就有1

0多吨重，古时，人们是怎样将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千百年来，凡到嵩阳书院的游人都要提

及这个问题。在民间，“智立唐碑”这个充满智慧的传说故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成为品

赏大唐碑的重要内容之一。

稀世珍宝—汉封将军柏

       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

，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

       大将军柏树高12米，围粗5.4米，树身斜卧，树冠浓密宽厚，犹如一柄大伞遮掩晴空

。将军柏二将军柏树高18.2米，围粗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生机旺盛，虬枝挺拔

。树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门庭过道，树洞中可容五、六人。两根弯曲如翼的庞然大枝

，左右伸张，形若雄鹰展翅，金鸡欲飞。每当山风吹起，枝叶摇动，如响环佩，犹闻丝竹之音。

三将军柏毁于明末。 关于将军柏树龄一直是个神秘的话题。该树从受封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

史，赵朴初老先生留有“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赞美诗句。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

始柏，树龄在4500年以上，是我国现存最老最大的柏树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将军柏比大将军柏大得多，为什么被封为“

第二”呢？这里有个“先入为主”的传说，动人的传说，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的墨客泼墨挥毫，

赋诗赞颂，更留给人们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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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天地之中
正门对联

近四旁惟中央，统泰华衡恒，四塞关河拱神岳；

历九朝为都会，包伊洛瀍涧，三台风雨作高山。

   

5、嵩岳寺塔

       嵩岳寺塔建于北魏正光年间（公元520-525年），最早的砖塔，是中国唯一的12边形

建筑，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高层筒体建筑。嵩岳寺塔是佛教通过在“天地之中”传播而确保并扩大

其影响力的建筑实物见证。 

位置：位于登封市城西北5公里嵩山南麓嵩岳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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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天地之中
门票：30元（在嵩阳书院、嵩岳寺塔、会善寺游玩，景区通票为80元/人，单个景点为30元/人）

交通:市区乘2路公交车至终点站嵩阳书院，转乘出租车可达

嵩岳寺塔介绍

       嵩岳寺塔为青砖、黄泥砌筑的15层密檐式砖塔，平面呈十二边形。总高37．045米，

底层直径10．6米，内径5米余，壁体厚2．5米。塔的外部，由基石、塔身、宝刹组成。密檐之间

矮壁上砌出各式门窗492个。密檐自下而上逐层内收，构成一条柔和的抛物线。塔顶冠以砖质宝刹

。

       基台，平面为十二边形，高0．85米，宽1．60米。现台基已非原构。台体内砌砖以

黄泥浆粘合，外部砖壁表面饰白灰皮。台基之南，砌月台，条砖铺地。月台之南，以青石和青砖

砌踏道。台基北面，有一甬道通向塔后大殿，甬道两侧以石块砌筑。与台基相接处以青石踏跺相

连。月台和甬道均为后代补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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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天地之中

(图片由网友 @左耳说等你  提供)

       塔身，分为上、下两部分。即第一层用叠涩腰檐将塔身分为上、下两部。塔身下部

高3．59米，上下垂直。上部高3．73米，东、西、南、北四面各辟一券门通向塔心室。采用两伏

两券的砌筑方法，门上有尖拱形门楣和卷云形楣角，尖拱门楣顶部置三瓣莲花组成的饰物。塔身

上层外壁八面，每面砌一座单层方形塔龛，塔龛自下而上由塔基、塔身、塔刹组成。龛上部砌出

叠涩檐，正面嵌铭石1方，铭石下辟半圆拱券门，用一伏一券法券砌，有尖拱状门楣和卷云形楣角

。门内为长方形小室，室后壁尚存佛像背光图案，故知室内原供置佛像。龛下部为长方形须弥座

，座的正面辟壸门二。门内各有砖雕护法狮子1个，共16个，正、侧、蹲、立形象各异，昂首挺胸

，直竖长尾，写实性强，与龙门石窟等中原地区北朝佛教石刻中的护法狮子风格特征相同。在一

层上部塔身各转角处均砌1八边形倚柱，柱头饰火焰宝珠与覆莲，柱下为砖砌覆盆式柱础。

       塔身上部，有叠涩密檐15层。叠涩檐之间，是极矮的直壁。由于诸层檐叠出的砖数

不一，叠涩檐弧度各异，各层檐间的壁高自下而上递减，檐宽逐层收分，使之外轮廓呈现抛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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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天地之中
造型。叠涩檐间的塔壁上均辟有门窗。每面正中砌筑板门2扇，门上皆有尖拱状门楣，楣角呈卷云

形。多数门楣下施垂幔。有的两扇板门紧闭，有的则一扇稍开。门两边各配一“破子棂窗”，每

窗多为4根窗棂。唯第十层因壁面狭小，仅一门一窗。除南面第五、七、九、十、十一、十三层及

东南面的第十五层辟真门外，其他皆为假门。叠涩檐间共砌门窗492个。

       塔刹，通高4．745米。自下而上由基座、覆莲、须弥座、仰莲、相轮及宝珠等组成

，皆为青灰条砖平顺垒砌后砍制而成。宝珠与七重相轮上涂白灰层。宝珠上部残为平顶，伸出金

属刹杆，刹杆上饰件已失。

       嵩岳寺塔塔高近40米，历经1400余年，风雨侵袭，仍巍然屹立。在结构、造型方面

是一座很有学术价值的古建筑。窥视全塔，挺拔刚劲，雄伟秀丽，不仅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而

且该塔造型深受古印度佛塔的影响，塔身各部做“宝箧印经塔”（阿育王塔）式样，并做出火焰

形尖拱等，明显具有古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我国早期佛塔受古印度塔的影响较大，嵩岳寺塔正

是中印古代佛教建筑相融合的早期实物见证。

   

6、少林寺建筑群

       少林寺塔林、初祖庵、常住院(即人们通称的少林寺)见证了佛教通过在“天地之

中”的传播，加强、巩固其影响力，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最大的禅宗教派。

位置：登封市西北13公里太室山南麓

门票：100元

交通：郑州到登封少林寺班车：30元/人，早8：00起每半小时一班，往返60元/人（由于沿途收客

，到达少林寺需要2-3个小时时间；自驾车沿郑少洛高速登封西口下，沿207国道约1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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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天地之中

(图片由网友 @东京的那樱花  提供)

常住院：

       少林寺面对少室山，背依五乳峰。该寺因山而得名，清景日昣《说嵩》：“少林者

，少室之林也。”少林寺为中国佛教禅宗祖庭和少林拳法的发祥地。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魏

孝文帝元宏为安顿印度僧人跋陀(又称佛陀)，在登封嵩山首创少林寺，传播小乘佛教。北魏孝昌

三年(527年)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住持少林寺，传播大乘佛教，后人称之为“禅宗初祖”，称少林寺

为“禅宗祖庭”。

       少林寺主体为常住院，中轴线建筑共7进，由南向北依次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

殿、法堂、方丈院、立雪亭、千佛殿。第一进：山门，面阔3间、进深3间，单檐歇山顶，门额悬

康熙皇帝书题“少林寺”横匾。山门内塑有弥勒佛和韦驮像，山门左右各建单间硬山掖门。进山

门中为甬道，两侧有马道，甬道边立唐、宋、元、明、清各代古碑30余通。第二进：天王殿，面

阔5间、进深4间，重檐歇山绿色琉璃瓦顶，1986年重建。大雄宝殿左右两厢自南而北为钟楼(左)

、鼓楼(右)，还重建了紧那罗王殿(左)、六祖殿(右)、东西禅堂和僧院。六祖殿和西禅堂后为塔院

，院内有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年建砖塔两座。第四进为法堂(藏经阁)。阁后地势突起，形成高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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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天地之中
院落，为第五进方丈院，主室面阔5间，硬山式建筑，匾题“方丈”2字。院东、西两侧各建硬山

寮房5间。第六进为立雪亭，此亭亦名达摩亭，相传是禅宗二祖慧可向初祖达摩求法的地方。面阔

3间、进深3间，单檐庑殿顶，石柱上有明代题字，殿内悬乾隆题“雪印心珠”横匾，佛龛内供达

摩铜像。东间有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铜钟1口。第七进为千佛殿，又名毗卢殿，面阔7间，硬山

式建筑，创建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檐下悬挂“西方圣人”匾，殿内明间佛龛中有铜铸毗卢

像，东墙下供有明周王赠汉白玉“南无阿弥陀佛”1尊，东、西、北三壁绘“五百罗汉朝毗卢”大

型壁画。此殿原来严重倾斜，1980年进行落架大修，东壁壁画全部揭取，后又重新复位。殿内地

面上有48个武僧练功的站桩脚窝。大殿东厢为白衣殿，西厢为地藏殿。白衣殿(又名锤谱殿)面阔5

间，硬山，出前廊，殿内佛龛中供铜铸白衣菩萨像。北墙绘16组拳术对打观武图，南墙绘持械格

斗图，东墙被神龛分为南北两部分，北半部绘“十三棍僧救唐王”壁画，南半部绘“紧那罗王御

红巾”壁画。大殿东北和东南壁角绘文殊、普贤二菩萨像等壁画，神龛两侧分别绘制降龙伏虎罗

汉。地藏殿，建筑形式同白衣殿，殿内塑地藏王，北壁和南壁绘十地阎君画像，西壁绘二十四孝

图。

塔林

       位于河南省登封县少林寺西约250米，为历代和尚的墓地，占地约21000多平方米。

有唐以来历代古塔230余座，是国内最大的塔林，有砖、石和砖石混合结构的各类墓塔。其中，唐

塔2座、宋塔2座。金塔10 座、元塔46座、明塔148座，余为清塔或时代不详者。有单层单檐塔、单

层密檐塔、印度窣堵坡塔和各式喇嘛塔等。有正方形、长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圆形等，式样

繁多，造型各异，是综合研究我国古代砖石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宝库。 

       少林寺塔林保存了公元689年至1803年间的古塔241座和现代塔2座，是中国现存古塔

数量最多的塔群，被誉为“中国古塔艺术博物馆”。

初祖庵

       少林寺初祖庵位于嵩山少室山五乳峰下小土丘上，据少林寺1.3公里。此庵是宋代人

为纪念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而营造的纪念建筑。因达摩常游化于嵩洛之间，修禅的主要方式是面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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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天地之中
静坐，所以此庵又称作“达摩面壁之庵”。

       置身初祖庵山门前时，你会有置身世外、心旷神怡的感觉。这里三面临壑，背依五

乳峰，建筑群虽不算大，却给人以深刻印象。除了这深藏群山之间的神奇环境外，那古老而精美

的宝刹更是令人留连忘返。

       宋代，初祖庵曾建有“面壁之塔”，塔毁额存。蔡京所书“面壁之塔”石额今存于

寺内。另有古碑四十余通。1983至1986年初祖庵全面整修时，建围墙二百余米，恢复了完整的院

落。现在初祖庵庵中建筑有山门、大殿、面壁亭、千佛阁等。

   

7、周公测景台和观星台

       周公测景台和观星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观测建筑。测景台创立于西周（约公元

前1037年），周公为测日影定地中在此建土圭，唐代（公元723年）仿旧制改建成了石圭。观星台

建于元代至元十三年至十六年（1276-1279年），郭守敬以此为中心点观测并推算出了当时世界最

先进的历法——《授时历》，其精确度与现行公历仅相差26秒，创制时间却早了300年。周公测景

台和登封观星台充分验证了“天地之中”的信仰，是科学、宗教与政治相互作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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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天地之中

位置：登封市告成镇

门票：40元

电话：0371-62950512

交通：市区乘坐登封至告成班车或沿S237公路可达。

观星台详解

       现存观星台创建于元朝初年，距今约七百年。它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建筑

，也是世界上重要的天文古迹之一。观星台系砖石混合建筑结构，由盘旋踏道环绕的台体和自台

北壁凹槽内向北平铺的石圭两个部分组成，台体呈方形覆斗状，四壁用水磨砖砌成。台高9.46米

，连台顶小室统高12.62米。顶边各长8米多，基边各长16米多，台四壁明显向中心内倾，其收分比

例表现出中国早期建筑的特征。台顶小室是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修葺时所建。台下北壁设有

对称的两个踏道口，人们可以由此登临台顶。在环形踏道及台顶边沿筑有1.05米高的阶栏与女儿

墙，皆以砖砌壁，以石封顶。为了导泄台顶和踏道上的雨水，在踏道四隅各设水道一孔，水道出

水口雕作石龙头状。台的北壁正中，有一个直通上下的凹槽，其东﹑西两壁有收分，南壁上下垂

直，距石圭南端36厘米。

       石圭用来度量日影长短，所以又称“量天尺”。它的表面用36方青石板接连平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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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下部为砖砌基座。石圭长31.196米，宽0.53米，南端高0.56米，北端高0.62米。石圭居子午方向

。圭面刻有双股水道。水道南端有注水池，呈方形﹔北端有泄水池，呈长条形，泄水池东﹑西两

头凿有泄水孔。池﹑渠底面，南高北低，注水后可自灌全渠，不用时水可排出。泄水池下部，有

受水石座一方，为东西向长方形，其上亦刻有水槽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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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封旅游

   

1、登封简介

       登封市位于中国河南省中部，座落在中华五岳名山“中岳嵩山”的南麓，隶属于郑

州。处于河南黄金旅游“三点一线”的中心，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建都之地，闻名世

界的少林功夫之乡，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卫生城市，总面积1220平方公里，人口63万。 

                                               24 / 39



�������

登封：天地之中
       登封是一个内蕴丰富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华夏文明史的缩影。远在八千年前，这里

已开始有人类繁衍生息，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就有37位在此封禅游历，中国历史上的唯一女皇武

则天更是对嵩山情有独钟，一生八次幸临嵩山，登封之名，也是由女皇御封。 

       登封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古迹荟萃，是中国第一文物大县，现拥有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1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2处，已发掘的各类文物珍品6700余件。境内的中岳嵩山是首

批世界地质公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著名的景点有：功夫摇篮、禅宗祖庭—

—少林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塔群——少林寺塔林；中国宋代最高学府、程朱理学的发源地——

嵩阳书院；中国五岳中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中岳庙；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佛塔——嵩岳寺塔；

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建筑——元代观星台；中国最大的山水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等

。目前，以汉三阙（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少林寺、中岳庙、会善寺、初祖庵等为主体的

嵩山历史建筑群已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登封景区介绍

一、少林景区 

       以突出禅宗、武术为特色的少林寺景区,地处嵩山西麓的少室山阴，四周群山环峙，

少溪南流，翠柏蓊郁，景致幽雅，是国家旅游局首批公布的最负盛名的AAAAA级景区。景区内有

石僧迎宾、少林寺、塔林、武术馆、达摩洞、初祖庵、二祖庵、永泰寺、少室阙等著名景观。 

二、中岳庙景区 

       以突出源远流长道教文化为特色的中岳庙景区位于嵩山南麓黄盖峰下，背依太室山

，南望玉案山，东扶牧子岗，西嵌望朝岭，山峦环拱，苍松翠柏，红墙黄瓦，亭台遍布，是我国

五岳中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道教古建筑庙宇，是道教第六小洞天。2006年2月被国家旅游局批准

为AAAA级景区。 

三、嵩阳书院景区 

       以突出儒家文化为特色的嵩阳书院位于登封城北侧的太室山前高埠上，是我国宋

代最高学府之一，与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的睢阳书院，并称为我国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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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书院”。宋代名儒程颢、程颐、司马光、范仲淹、朱熹都曾在此讲学。主要文物有汉封将

军柏、《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及历代碑刻等。2004年12月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国家级A

AAA级景区。 

四、太室山景区 

       是以突出登山怀古、登高览胜、领略唐代登嵩封禅文化为特色的景区，由36峰组成

，最高峰峻极峰海拔1492米。太室山绵亘横阔，如巨龙盘卧，南多悬崖，北多峻坂，东多断峤，

西多重嶂。古往今来，人们都把登峻极，览天下，观胜景，赞中原视为一大乐事。 

五、少室山景区 

       以突出奇山异石、险峻秀美为特色的景区。少室山主峰连天峰海拔1512.4米，自然

景观奇特，人文景观丰富，山势陡峻，雄伟壮观。景区内有三皇寨、莲花寺、安阳宫、清微宫、

清凉寺、玉皇庙等人文景观七处，自然景观40余处。 

六、观星台景区 

       以突出古代科技文明为特色的观星台景区，地处告成镇北侧，是我国夏代第一个

都城的所在地。景区内的观星台为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创建，是中国最古老的天文建筑，观

星台旁的周公测景台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天文遗址。以观星台为中心，周围分布着裴李岗文化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众多遗址。自然景观石淙会饮，是唐朝女皇武则天大宴群臣的避暑之地

，素有中原小桂林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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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可爱海小宝  提供)

七、卢崖瀑布景区 

       以突出山水交融的瀑布景观为特色的卢崖瀑布景区，位于太室山东麓悬练峰下，是

我国北方典型的山水自然景观，主要有卢崖寺、十潭九瀑、卢崖瀑布、一线天等。景区内的卢崖

瀑布，泉水终年不断，似银河直落九天，宛如人间仙境。 

八、法王寺景区 

       以突出佛教文化为特色的景区，位于太室山腹地，是嵩山最具吸引力的景区之一，

四周山峦迭嶂，树木蓊郁，这里有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法王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塔—

—嵩岳寺塔，中国现存最早的八角型砖塔——净藏禅师塔，世界文化名人僧一行也曾在嵩山会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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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修行研理。御容仙园、会善仙境、嵩门待月等自然景观更为世人所赞叹。 

       八大景区形成了“佛、儒、道共存，山、水、林交融”独特的嵩山旅游特色。

   

3、特色线路介绍

1、武术旅游线路

      少林寺——塔林——观看武术表演——由武术教练指导进行武术训练 

2、考古旅游线路

     A线：观星台——夏代遗址博物馆——太室阙——中岳庙——嵩阳书院——嵩岳寺塔

     B线：中岳庙——嵩阳书院——启母阙——太室山

     C线：中岳庙——嵩岳寺塔——少林寺塔林——少林寺

3、山水旅游线路

     A线：嵩阳书院——登嵩山、游卢崖瀑布

     B线：三皇寨——少室山——少林寺

4、森林旅游线路 

     A线：法王寺——嵩山太室山——卢崖瀑布

     B线：三皇寨——少林寺——塔林

5、地质旅游线路 

     A线：嵩山地质博物馆——登嵩山、观地质遗迹

    

B线：嵩山地质博物馆——登三皇寨、观地质遗迹（一线天、石笋、峰丛等）——少林寺

6、天文旅游线路 

       领略中国最早的天文科学建筑、世界使用时间最长的天文台——周公测景台、元代

观星台，参观世界文化名人、古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修行地嵩山会善寺。

7、文化旅游线路 

       嵩阳书院——观星台——少林寺——音乐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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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登封1-3日游线路介绍

一日游线路： 

    1、少林寺——塔林——武术表演——中岳庙——嵩阳书院——任长霞纪念馆

    2、三皇寨——塔林——少林寺——武术表演——永泰寺

    3、少林寺——法王寺——嵩岳寺塔——中岳庙——观星台——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4、少林寺——永泰寺——嵩阳书院——中岳庙——观星台

    5、嵩山地质博物馆——峻极峰——法王寺——嵩岳寺塔

二日游A线： 

   

D1：少林寺——塔林——武术表演——永泰寺——嵩阳书院——中岳庙——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D2：卢崖瀑布——嵩山峻极峰——法王寺——嵩岳寺塔——嵩山地质博物馆

二日游B线： 

    D1：三皇寨——塔林——少林寺——观看武术表演——永泰寺

    D2：中岳庙——任长霞纪念馆——嵩阳书院——法王寺——嵩岳寺塔

三日游A线： 

    D1：少林寺——塔林——武术表演——永泰寺——嵩阳书院——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D2：卢崖瀑布—一一线天——嵩山峻极峰——法王寺——嵩山地质博物馆

    D3：中岳庙——观星台——白马寺——龙门石窟

三日游B线： 

    D1：三皇寨——少林寺——塔林——武术表演——永泰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D2：观星台——中岳庙——嵩阳书院——嵩岳寺塔——法王寺——任长霞纪念馆

    D3：河南博物院——郑东新区——开封清明上河园

三日游C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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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少林寺——塔林——武术表演——永泰寺——嵩阳书院——中岳庙

    D2：龙门石窟——关林——白马寺

    D3：清明上河园——开封——包公祠——龙亭——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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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登封交通

   

1、到达登封

洛阳到登封

       洛阳长途汽车站每十几分钟就有一趟车开网登封，距离96公里，行程1个多小时。

汽车进入登封城区时会先到城外的登封客运站(新汽车站,行李寄存处就在车站问讯处的旁边)，然

后再到城区里面的登封老汽车站,

参考汽车时刻表 http://qiche.cncn.com/detail-%C2%E5%D1%F4-%B5%C7%B7%E2

注：

如果从洛阳出发先驱少林寺景区可不用到登封，洛阳火车站对面的长途汽车站乘坐发往许昌的大

巴，在少林寺道口下，约一个半小时可到。

郑州到登封

       火车站广场对面的汽车客运中心站，每30分钟一班发往登封客运总站。

票价：27元， 车型：德国青年客车，舒服。

营运时间：早上6点到下午7点

线路：火车站——陇海路——紫荆山南路——三环路——西环——郑少洛高速西南入口——登封

东出口——登封总站。

在途时间：1小时。

       从汽车总站（航海路和京广路口，公交T3、603、219终点，其他多路经过）乘车，

每10分钟一班发往登封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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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价：进站买票19元（截止2009年3月），站外上车17元。

车型：普通宇通车，车座较旧，180cm的身高坐下去腿脚不太舒服。

营运时间：早上6点到下午7点

线路：汽车总站——航海路——大学路南段——长江路——嵩山路——郑密公路——郑少洛高速

西南入口——唐庄出口——卢店镇——中岳庙——登封总站。

在途时间：70-90分钟

       从黄冈寺的南环立交桥南（公交38支线，82，57，215，317的“黄冈寺”站，57路

终点站，53路经过），路边乘车。因为除了27元的豪华大巴之外，其他所有去汝州、登封的车都

从这里经过，所以形成了一个编外汽车站。

票价：17元，运气好的时候15元。但是节假日除外！！！有时候节假日他们会擅自涨价的，比如

原来17，会变成20.

车型：宇通、金龙中型客车居多，还有IVECO，TRANSIT等。

营运时间：因为是咽喉要道，早上6点到晚上8点都有车。

线路：郑密公路——樱桃沟入口——唐庄出口——卢店——中岳庙——登封总站。

在途时间：1小时。

参考汽车时刻表

http://www.piaojia.cn/changtu/result.asp?txtChufa=%D6%A3%D6%DD&txtDaoda=%B5%C7%B7%E2&S

ubmit=%C8%B7%B6%A8

   

2、登封至嵩山

       2路公交车，从东向西连接中岳庙和嵩阳书院，并且穿过市中心。

   

3、登封至少林寺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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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有1路公交车和登封相通，从少林寺打个的到登封的话大约半小时，25元左右。

   

4、自驾

登封市距离郑州市区外环线西南方向，分别有郑少洛高速公路（50KM）和省道S316（70KM）线

两条路线可达。我们这里按照交通方式做了如下整理，希望能帮到您：

从郑州出发到三环线，通常有2个出口：

a.嵩山路和南三环立交桥：也就是从黄冈寺村走郑密公路，上郑少洛高速，从这个出口可以选择

走高速或者省道。沿途注意道路右侧的道路标识，在有高速入口的地方转入即可。朝登封方向走S

316线省道：

 过路费：省道有2个收费站，小型家用轿车10元/车，合计20元；七座旅行车15元/车，合计30元

【2009年6月份开始已取消】。

时间：70分钟

 S316省道路况：

属于煤矿沉陷区，道路不够宽，双黄线不明显；有若干个陡坡和急弯；郑州——新密市路段煤灰

粉尘大，记得关窗；沿路两旁的泥头车、小机动车会突然从村道冲出，注意速度保持警惕。高速

路况良好，高速公路，从郑州西南上，到登封东下，小轿车25元/车，七座车35元。注意：

限速100码。时间：50分钟

b. 中原路和西环路交叉口。这个路口只能上高速，中原西路比较宽阔，交通顺畅，但要改走省道

要特别注意道路标志，否则容易多走了。时间：5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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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登封住宿

   

1、天中大酒店（四星）

       河南登封天中大酒店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是一座集培训、会议、旅

游、度假于一体的现代化花园式酒店，位于河南省登封市中岳大街东段22号，地处嵩山脚下，迎

仙阁畔，占地面积近90亩，绿化覆盖率达80％，交通便利，目前登封市正在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申报嵩山建筑群世界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中岳庙、嵩岳寺塔、少林寺

、初祖庵、塔林、嵩阳书院、观星台。培训中心距著名景区少林寺13公里，距四大书院之一的嵩

阳书院仅2.5公里，距中岳庙3公里，距观星台景区12公里。西临古都洛阳80公里，东距省会郑州70

公里、新郑机场83公里。 

       河南登封天中大酒店自1997年3月开业至今已十年有余，于2002年被评为三星级酒

店。为适应市场发展需求，酒店于2004年12月全面停业装修改造，2005年6月份改造结束，7月5日

正式复业，提供客房、餐饮、会议、足疗按摩、美容美发、桑拿洗浴、舞厅、棋牌室、斯诺克室

、篮球场、网球场、门球场等全方位服务。2006年3月18日荣膺四星级酒店。 

行车路线 

地址：河南省登封市中岳大街东段22号,市内公交车1路、3路在登封市人民医院站下车、8路在天

中大酒店站下车即到。

联系方式 

订房电话：0371-62898888/6289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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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少林国际大酒店（四星）

(图片由网友 @东京的那樱花  提供)

       “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 。少林国际大酒店坐落在名闻遐迩的 “嵩

山少林，武术圣地”的登封市市中心，东接省会郑州58公里，西连九朝古都洛阳74公里，郑少洛

高速、207国道、310省道穿境而过，交通便利，环境幽雅。

酒店建于1993年，是登封市第一家三星级旅游饭店，2002年被郑州新登企业集团接管后，投入200

0多万元进行装修改造，于2005年6月8日被评为登封市第一家四星级旅游饭店。

酒店拥有豪华套房6套，标准间77间，单人间15间，这些精心设计的客房，无论是标准房、豪华套

房还是商务楼层，室内装潢及设计都经过深思熟虑，设备齐全，舒适温馨，处处显示出以客为先

的服务风范；别具特色，风格各异的中西餐厅为您提供粤、川、豫等菜系及少林素斋,嵩山特色菜

等各种名优小吃；多功能厅、中小型会议室是举办会议的理想场所，另有商务中心、航空售票、

健身房、桑拿、酒吧、美容美发、卡拉OK等配套设施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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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河南省登封市少林大道20号

订台电话：0371－62866188.62856868 

销售部：  0371－62856618 

   

3、未来宜居少林店

       未来宜居酒店连锁已开设7家分店。为客户的商务和旅游提供住宿、娱乐、餐饮、

购物等全方位便利条件。    

       未来宜居酒店拥有各类客房总数近700余间，拥有全天候的热水供应、空调、暖气

、免费上网、免费停车等服务设施，以及早餐、旅游、商务、洗衣等便捷服务。拥有能接待20-15

0人的大中小型会议室，配有多媒体投影仪、音响等会议设备。 

联系方式：

未来宜居少林店：0371-62908688 

地址：登封市阳城路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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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登封美食

       早饭可以去位于天中大酒店（中岳大街路口）附近的登封第一汤、法院对面（少林

大道中段12号）的三品羊肉糊辣汤品尝当地小吃。

       晚饭时候则可以到登封的夜市街（菜市街）看看有没有自己想吃的美食，登封市区

范围很小建议打的过去，比如有：饸咯面、炒面、烧烤、炒菜、菜膜等等。

       如果中午还在登封市，那么可以去位于西关的马遂林的烩面馆、卢店街东段的冯石

头烩羊肉这些比较有名的店品尝一下当地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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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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