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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这座城市有大明湖，有大片的绿，有藏在各种角落里的泉眼，有爱，有恨。解决对一座城市的爱

恨，就是要反复的前往，一遍一遍刷新它。用新的记忆覆盖它。到最后，剩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

了，而那些风景永远不会变。就好像席慕容当年写下：浮云白日，山川庄严温柔。它们始终无语

，却见证了这人世间的沧海桑田。

徒步丈量这座城市，和开车穿梭一座城市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前者更细微，而后者更广阔。那些

被忽视的角落，更代表泉城的神韵吧。

济南，山东省首府。北纬36°40′，东经117°00′。济南素以泉水众多、风景秀丽而闻名天下，

据统计有四大泉域，十大泉群，733个天然泉，在国内外城市中罕见，是举世无双的天然岩溶泉水

博物馆，除“泉城”外济南也被常被称为“泉都”，因“家家泉水户户垂柳”有著名的七十二泉

，一派江南风光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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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去济南不可不知的事

   

1、一城泉水半城湖

(图片由网友 @大漠孤烟 提供)

如果你走进济南老城区的大街小巷，居民院落里，随处可见溪流纵横、泉水淙淙。老花墙子街、

江家池街、剪子巷一带，在丰水季节，几乎是街街淌水。这种独特的景象，至今保留在很多老济

南人的脑海里。不过，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昔日的这种场景已经难得一见。济南城区的布

                                                 5 / 33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885&do=album&picid=36229


�������

济南：古老泉城
局与泉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四大泉群涌出的泉水，经过东西护城河，汇入城池北部一条通海

的长河———小清河。而著名的大明湖，也是由众泉汇流而成，常年不涸。遍及城区的泉水，也

惠及生于斯长于斯的济南人。在泉水集中的老城区，很多市民都是临泉而居，家中院落里就有泉

池，至今与泉水存在着难以割舍的关系。经年累月，则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泉水与居民、社

区，和谐一体，形成一幅独特的民俗风景画。

   

2、语文书里的济南

谁没有读过老舍《济南的冬天》，《趵突泉》，《大明湖》和《老残游记》？没有就别说你在中

国上过语文课。课文里描写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济南，有“珍珠在水里斜放着”的泉的

济南是否还在你的记忆里？游济南带上老舍和老残这两个老头，俯仰间他们笔下的济南今天泉还

在，冬又来，而你眼中的济南有多少变化？

   

3、饮水思源，品一壶茶赏一番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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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大漠孤烟 提供)

趵突泉东北角的望鹤亭里边有茶座，泡茶用的是趵突泉水。喝一口水泡茶，清新宜人、唇齿留香

。趵突泉水质洁净，清冽甘美。乾隆皇帝每次南巡，都要携带趵突泉水，沿途饮用。济南这个名

字源于济水之南，来这里观水，读水，喝水是人生一大乐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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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济南徒步路线

济南城区徒步线路关于济南，网上有太多的各种评价，每个人心中对美与丑的理解角度天然不同

，我们无权也无力去揣测左右他人的思想，但却可以亲自用脚步丈量、用心去感受弥漫在空气中

的氤氲茶香，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性格。

济南市中心面积很小，哪怕只在济南逗留一天时间，也可以把最重要的几个景点一网打尽，还可

以轻松享受购物乐趣，因为它们实在太集中了。基本上是以泉城广场为中心，大明湖在北，趵突

泉在西南，离购物者天堂泉城路相距只是一个拐角；最远的千佛山距离也不到10公里。所以来济

南玩是最随意的，只要你住在市中心，去哪儿都方便，不用绞尽脑汁拼路线，不用坐车，济南人

悠闲的步子会慢慢带你来到他们引以为豪的地方。

 

济南城区一日徒步线路

解放阁——黑虎泉——洪家教堂——泉城广场——趵突泉——五龙潭——大明湖——王府池子，

珍珠泉——曲水亭街，西更街道

大可不必早起，十点左右从解放阁开始，慢慢悠悠走到黑虎泉和洪家教堂，逗留半个小时，沿着

护城河走到泉城广场，歇歇脚看看风筝和喷泉，广场往西面走到接趵突泉，玩一圈大概一两个小

时，记得从趵突泉的北门（就是五三惨案纪念亭附近那个门）出去，马路对面就是五龙潭，从五

龙潭不到一小时就能玩出来，沿着护城河继续向北走，就是大明湖西南门，在大明湖玩两个小时

，在东南门出来。门口就是王府池子的百花洲。沿着老街巷一路向南走，就到了济南的中心商业

街泉城路。可以购物吃饭。至此，老城区一日游可以结束了。这几个景点离得都很近，走路就可

以，没必要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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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景点详述

   

1、解放阁

(图片由网友 @醉玲珑 提供)

拾阶而上，就看到山东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解放阁，为1948年济南战役人民解放军攻克济南时

的攻城突破口处。黑虎泉群及解放阁一个小时大致就可以游览完毕，当然你也可以一个下午都坐

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忙碌的人们，与水为邻，与整个大自然为邻，当是市井生活的最理想境界。

门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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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黑虎泉

离开趵突泉沿着环城河慕名去济南的第二大泉群，黑虎泉。在黑虎泉旁边的琵琶泉边，便看到了

这样的场景。人们拿着各种盛水的容器，去池里取水，有刚刚来到的，有满载而归的，人们忙得

不亦乐乎。这里的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而且绝对的绿色无污染，比那些各种品牌的矿泉水要好

上百倍，此情此景估计也就是在泉城济南可以见得到。水自洞中通过暗道由三只石雕虎头口中喷

出，形似瀑布，然后泻入石砌方池中。黑虎泉最大涌量约4.1万立方米每日，仅次于趵突泉，在济

南诸泉中居于第二位。黑虎泉对面不少人在捉鱼逮虾，旁边也有专门供人取水的泉口。 

门票：免费

交通：泺源大街  44路 49路 K52路 K54路 65路 65区间 70路 80路 89路 K96路 102路

黑虎泉北路  5路 14路 36路 70路 101路

   

3、洪家楼天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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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大漠孤烟 提供)

洪家楼天主教堂，是济南市也是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天主教堂，中国三大著名天主教堂之一，在

中国近代宗教建筑中占有重要地位。教堂为双塔哥特式建筑，建成于1905年，整个建筑气势宏伟

，威严高耸。这样盛大的美和庄严，相比青岛很多的基督教堂、天主教堂绝不有丝毫逊色。进入

教堂，里面空间很大给人以震撼，又有四面都有窗户，内部光线很好，午后的阳光穿过，暖暖的

，配合着宗教场所的仪式感，有心灵净化之感。中西合壁的建筑，特色独具，洪家楼天主教堂不

愧是济南最美的西方建筑。

门票：免费

交通：洪楼广场（天主教堂）1路 10路 11路 16路 30路 40路 K55路 65路 65区间 71路 75路 K91路 97路

K98路 106路 K107路 110路 118路 201路 历城1路 历城2路 历城3路 历城4路 历城5路 历城6路 历城7路

                                               12 / 33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885&do=album&picid=36235


�������

济南：古老泉城
历城8路 历城9路 历城11路 历城12路 历城14路 历城15路 历城16路

   

4、泉城广场

(图片由网友 @瞌睡豆豆 提供)

 

泉城广场位，济南标志性建筑之一，由济南名士林、泉标广场、下沉广场、颐天园、滨河广场等

组成，是济南市民休闲娱乐、庆典集会的必去场地。高达38米的泉标是广场的主要视觉中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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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古汉字篆书“泉”字的意象造型，三股形似清泉的造型辗转上升，内涵丰富而直冲云天，象征

着泉城奔向更为辉煌灿烂的未来。

广场上人来人往，风筝是广场上的一道道风景线，五颜六色地点缀着湛蓝的天空。极高的人流量

也令各厂商、娱乐公司纷纷选择在泉城广场做产品宣传或公开演出，所以广场周围无时无刻都围

绕着强劲的音乐与热烈的气氛。东侧有大型喷泉组合，这里是人最多的地方。 

旅人提示：

很多来济南旅游的人们在下午6点都会赶到泉城广场，因为正点时有音乐喷泉表演。看着白茫茫的

水柱跟随着音乐的节奏欢快地跃动，时而孔雀开屏般水花漫射，时而一柱擎天、气势磅礴。

交通：

市内乘14、41、49、66、72、82、85路公交车（投币1元），K51、K52、K54路豪华公交车（投币2

元）、101、102、103、104路电车（投币1元）可到。

   

5、趵突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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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醉玲珑 Josie 提供)

大名鼎鼎的趵突泉，公园内除了趵突泉，还有金线泉、漱玉泉、马跑泉、卧牛泉、皇华泉、柳絮

泉等20多处名泉。由东门而入首先见到的漱玉泉，相传宋词人李清照就经常在此泉边疏妆打扮，

以泉为镜，她的作品《漱玉词》即以此泉命名。这里的泉水还是相当清澈，旁边是李清照纪念馆

。

然后传说中的趵突泉猛地映入眼帘，三个整齐排列的泉眼，咕嘟咕嘟冒出的快乐声音，像沸腾的

锅炉水。也如老舍先生所说“三个水柱都有井口那么大，没昼没夜地冒，冒，冒，永远那么晶莹

，那么活泼，好像永远不知疲倦”。 

开放时间：7：00～18：00

票价：10元

景点交通：

东门   1路 3路 5路 41路 K51路 K54路 K59路 66路 82路 85路 K91路 101路 103路 104路 106路

高峰跨线车

南门   19路 49路 K52路 K54路 65路 65区间 K96路 K100路 102路 103路 128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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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门   5路 K59路 101路

   

6、大明湖

(图片由网友 @瞌睡豆豆 提供)

曲水亭街的尽头就是最负盛名的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在这里以最真切

的状态体现出来。怎么看有些许西湖的味道，真羡慕这些骨子里就有山水的城市，给人以最大的

想象力，去按照最美的意愿去装饰，为人们疲惫的心灵寻找可以寄托安放的地方。 

交通：

正门   11路 41路 K54路 K95路 K98路 106路 K109路

西南门 11路 41路 66路 K54路 K91路 K98路 106路 K109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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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门   6路 30路 83路 118路 122路

东门   30路 31路 36路 37路 41路 46路 63路 83路 87路 118路 122路 201路

   

7、王府池子和珍珠泉

(图片由网友 @瞌睡豆豆 提供)

王府池子街东起西更道街，西连芙蓉街，北抵起凤桥街，南接平泉胡同，布满了老城的风情。珍

珠泉王府池子在原德王府院内，现为山东省人大办公地点，，故得名。这里原来是山东巡抚衙门

，再早是明代德王府（德王是明英宗二儿子的封号，原在德州，后迁至济南），后来清军攻占济

南后，废德王府为巡抚衙门，将王府池子划了出来，流落到民间，“旧时王府院中池，流落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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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家”，但名字依然气派。每次到王府池子，池里总有人在游泳，说明她的人气极高。

王府池子二十平方米左右，形状并不规则，长30米，宽19米，池岸是用大块青石砌成。很久之前

，王府池子里有十几处泉眼，池子便是泉水汇集而成。现在去看，王府池子的泉水仍然透明清澈

，从南往北缓缓流淌。泉水从西北侧流出，基本上在户家穿行，流到曲水亭街，然后汇入大明湖

。

南侧是人们赏泉的地方，树有石碑一座，上写“王府池子泉”，另有凉亭一座，厅内设有石桌、

石凳，无论晴雨，市民都可以在这里休息、品茶、观泉。池子东西两侧也是平房，西侧是一座二

层建筑，地基全由青石砌成，高大而有气势。东西平房地基大部分浸在水中，历经多年，池子周

围绿树成阴，颇有江南水乡韵味。池中有不少人在游泳嬉戏，这也许是王府池子亲近居民的一大

特色吧。虽然晴日当头，但起伏的水面掀起一层层涟漪，水草在清澈的水中摇曳。坐在凉亭内的

石凳小憩，听着池内的水花声，清凉的风穿过，心中无不惬意舒畅。池子北岸的大院是王府池子

街9号，据说是泉边历史最悠久的民居。院子里只有东屋是一栋黑瓦顶老房子，外墙皮已经斑驳脱

落，露出了里面的土坯，其余的建筑则是再普通不过的平房，丝毫看不出这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大

院。

济南老城区的众多泉水中，王府池子是一个颇有贵族气质的名字，在这一区域，"王府"两个字显

得有些突兀。不过，王府池子弥漫着的是一股浓浓的平民气息。在很多人眼里，在众多名泉中，

王府池子也许是最普通、最有亲和力的了。

走到王府池子街中段，向西一转，一大片碧绿池水呈现眼前，令人顿时豁然开朗。脚下踩着光滑

的石板路，一路上穿街走巷，窄窄的街道是老城区的特征。王府池子周围，沿街几十栋民居依池

而建，而这些居民则幸运地成了济南真正的泉水人家。古人曾用"郭边万户皆临水"来形容王府池

子以及周围，如今，周边老城区仍然受惠于池水。王府池子泉水从西北角的水道流出，曲折东流

，穿梭于这一片老房子间，从小王府池子到起凤桥，曲折的沟渠里涌着的都是清泉，沿着街边水

道缓缓流淌。泉水流经处，沿街不少住户或在泉渠沟洗洗衣，或取水冲洗院落，泉水和居民生活

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繁华的城市，王府池子怡然自处，连接现代的喧嚣和古老的清幽。古老的历

史需要仔细保留，但自然的慷慨和馈赠却需要用心体会、呵护。 

珍珠泉

位于省人大院内的珍珠泉，因其池底冒出的气泡形如珍珠而得名。传说，珍珠泉的串串“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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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年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的眼泪所化。珍珠泉为济南第三大名泉，在它周围有许多小泉

，如溪亭泉、楚泉、舜泉、玉环泉、太乙泉等，被称为珍珠泉泉群。虽然有如此美丽的传说，实

际看到的还是让人有些失落，或许是疏于管理，池水比较脏，却依然有很多坚强的鱼儿（济南的

泉水里的鱼绝大多数是锦鳞），在恶劣的环境里展现勃勃生机。也能看到有善良的人们带着大白

馒头去喂它们，我可真想把这些大大小小的鱼儿捞出来放进大明湖，相比起来那里实在是鱼的天

堂。

交通

找王府池子好找，在泉城路上，见到珍珠泉后沿院墙西侧的西更道街向北走五、六十米，向西拐

几个弯，听到人声，走过去，一池碧水，豁然眼前。

   

8、曲水亭街和西更道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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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水亭街

从珍珠泉出来就是芙蓉街，芙蓉街走到尽头，就到了济南真正的老区，要看老济南的黑白影像，

曲水亭街和西更道街是肯定不能错过。曲水亭街，叫起来上口，听起来顺耳，极富文化韵味。一

边是青砖红瓦的老屋，一边是从容流过的清泉，临街人家在这里淘米、洗衣、使老街古旧中透出

活力，沉静中显出生气。清澈的泉水于院内、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经年不息，在家家户户的生

活里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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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醉玲珑 提供)

旁边的住家户就在这清澈透凉的河水里打水洗衣，这种在我们眼中迷失已久的生活状态，会给长

期禁锢在喧嚣都市里的人心一种不大不小的震撼，这也是最为真实的济南。《老残游记》曾经说

济南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盛赞济南有着“江南水乡”明丽妩媚的水光山色。最难得的是

湖边的垂柳，它们生命力非常旺盛，即使在冬天接连的冷雾中，依依垂柳仍旧飘扬出丝丝绿意。 

西更道街

北起曲水亭街南止芙蓉巷，是一条石板路，总长400多米，为古时打更时所走之街，故得名。看到

这里的百年住户院庭的概貌，院子都很小，院里必备的吃水装备—压水井。

   

9、千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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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山位于济南市南部偏东处，靠近市中心。千佛山峰峦起伏，林木森森，与趵突泉、大明湖并

称为济南三大名胜

。其海拔285米.相传，古代禹、舜曾于山下开荒种田，所以又称为禹登山、舜耕山. 东晋时，

千佛山成为人们祭祀舜帝的地方.

又据隋开皇年间，依山崖石壁精雕佛像数千尊，并建“千佛寺”，始称千佛山。

景点介绍

卧佛：

释迦牟尼侧身卧像，系花岗岩质，长10米，重50吨。东西横卧，头朝东，面向北，胸饰寓意祥瑞

的万字，给人以慈祥的感觉。

万佛洞：

集我国“莫高”、“龙门”、“麦积”、“云岗”著名四大石窟之精华，依次为“莫高集锦”、

“龙门精华”、“麦积奇观”、“云岗荟萃”四部分。佛像皆按原貌塑造而成,共塑佛主、菩萨、

弟子、天王、力士28888尊，游人至此，可一睹北魏、唐、宋造像之风采。其中最大的卧佛长28米

，洞外仿乐山大佛高15米，最小的仅20-30厘米。

历山瀑布：落差38米,凭栏观瀑听涛，赏心悦目。

龙泉洞：附近树木郁森，每山风吹来,如龙吼，故名。昔有僧人汲水烹茶。

云径禅关坊：

建于清乾隆年间。彩绘精美古雅。正面“云径禅关”，表示寺院高耸，云雾缭绕，游人至此进入

佛门胜地.背面，“峰回路转”，借此形容此处群山绵亘和山路的迂曲盘转。

兴国禅寺：

为千佛山主要景点.创建于隋开皇年间，时称“千佛寺”寺门外西南上方的山崖上刻有"第一弥化"

四个4米见方的篆体字，寺门楹联为“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断人。”颇

有意思.寺内有大雄宝殿、卧佛殿、观音堂、达摩殿、弥勒殿、千佛崖、钟鼓楼、龙泉洞、极乐洞

、黔娄洞、对华亭等名胜。千佛山上的石佛雕刻集中在兴国寺后的千佛崖上。有隋开皇七年至唐

贞观年间雕刻的隋代石佛60余尊。镌刻于，隋开皇年间，雕工精致，栩栩如生存有隋开皇七年(58

7年)至开皇十五年(595年)所镌刻的佛像，共9窟，计130多尊。.各窟皆散落在洞外石壁上。寺上山

峦间有明代修建的一览亭，登临远眺，明湖似镜，黄河如带，泉城风貌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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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山院：

与兴国禅寺紧相毗邻，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大杂院，内有舜祠、文昌阁、鲁班祠、一览亭等

建筑。深幽大院，红墙青瓦，古色古香。院内翠柏垂荫，银杏舒秀，青藤摇曳，颇多雅韵。历山

院在兴国禅寺的东侧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大杂院。

门票：

正门20元，万佛洞15元，兴国禅寺3元，其他各处有各自收门票处，可酌情浏览。千佛山可乘坐缆

车，因山势不高，不建议，游览全山，步行半日即可。

开放时间：7：00～18：00

交通：经十路站 2路 16路48路 K51路 K56路 62路 K68路 110路 115路 117路

正门     K54路 64路

西门（经十一路） K54路 64路

西门（舜耕路）   44路 48路 66路 85路 K100路 110路 高峰跨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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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食在泉城

   

1、特色小吃

清油盘丝饼

清油盘丝饼之所以叫“清油”，是相对荤油而言，用花生油来煎烙的。“盘丝”才是此饼的造型

特色。它是以抻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精细面食品。制作时把面抻至极细，细如银丝，达千

余根，再盘成圆饼形，放油中半煎半烙使之变熟。然后，提起中间把饼拉散，散放盘中，撒上青

红丝、白糖即成。盘丝饼外焦里嫩，金丝均匀，味甜爽口，是宴席上的佳品点心。特点：外焦里

嫩、金丝均匀，味甜爽口。

油镟 

油镟为济南传统精细风味小吃。因其形似螺旋，表面呈金黄色，故名油。其外皮酥脆，内瓤柔嫩

，葱香透鼻。据说济南的油是在100多年前，由齐河县境内徐氏三兄弟从南京传来。为适应济南人

的口味，他们改进了配料，口味变为北方人喜食的咸香味，颇受顾客欢迎，生意十分兴隆，人称

“徐家油”。后来许多餐馆广为仿制，成为济南风味小吃。

特点：色泽金黄，外酥内嫩，层多松散，葱油香味浓，与馄饨配食味更佳。

甏肉米饭

也算是济南很著名的小吃，老板说这个字念“weng”，百度了一下是读“beng”，中国的传统文

化真是博大精深，这里的甏肉类似于红烧肉4元一块（建议去省人大出来右拐的咱家甏肉米饭店）

山东煎饼

走街串巷累了,停下来观赏街边“摊煎饼”活儿，师傅行云流水般的转动着炉盘，舀上一大勺小米

面糊糊，迅速的用耙子沿着鏊子上摊一圈，由于锅底是热的，煎饼糊所到之处就迅速的被凝固一

层，就是所谓的煎饼。没有凝固的就被耙子带着向前走，重复这一过程直到整个鏊子摊满。因为

煎饼很薄，很容易熟，这一过要非常的快，也就是二三十秒钟，否则就会焦了。刚刚从鏊子上揭

下的煎饼很柔软，可以将其卷成煎饼卷来吃，所以才有煎饼“卷”一说。刚刚冷却的煎饼由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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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水分会很干，但煎饼往往是叠在一起的，渐渐又会返潮而变得柔软，上面盖上布就会可以长期

保持。待吃时，只要揭开一张就成，非常方便。大饼卷大葱是众人皆知的典型山东土吃，这里的

大饼实指的是煎饼，而不是真正的大饼。我特别喜欢那种纯黄色玉米做的煎饼，如果是新产的玉

米摊出来的煎饼，色彩金黄，吃上去有香喷喷的玉米味，口感很爽，说是粗粮细作的典范好不为

过。同样粮食做的玉米窝头和玉米饼子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蒲菜

济南人爱吃蒲菜的习俗由来以久，蒲菜是一种水生草本植物。大明湖的蒲菜，是济南的美蔬，早

已驰名国内。《济南快览》一书中记载说：“大明湖之蒲菜，其味似笋，遍植湖中，为北方数省

植物菜类之珍品。”《山东通志、物产》称蒲菜为“蒲笋”，是济南人“日用蔬菜”之常品。

   

2、推荐鲁菜餐厅

舜耕山庄 

招牌菜：大舜宴（菜品源自“舜帝耕于历山”之典故，由果品、冷荤、热菜、面点四个部分构成

）

特色：山庄邻近千佛山景区，环境优雅，服务上乘，是泉城的著名餐厅之一。

地址：济南舜耕路28号 电话：0531-2951818 

金三杯酒家

招牌菜：北菇扣鹅掌（选用法国鹅掌和长白山野山菇制成，菜品色泽明亮，鲜香醇厚，回味无穷

）

地址：西门三联大楼 电话：0531-82950890

白鹤楼大酒店

招牌菜：白鹤一品鲜、白鹤茶艺、山东大菜、哑巴辣椒、粉皮鱼头汤

特色：精心选择上等茶叶，汲取九百米深玄武岩下之白鹤泉水，配以高级茶具，提供茶汤鲜醇、

原汁原味的香茶，还有免费的正宗茶艺讲座。

地址：北园大街346号 电话：0531-896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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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趵突泉宾馆

招牌菜：金钱沙龙（由烟台活海肠和日本豆腐制成，脆爽鲜嫩，口感极佳）、香酥鸡、松鼠鱼、

干烧鲫鱼、九转大肠

地址：济南经六路119号 电话：0531-6051198

济南微山湖鱼馆

招牌菜：芝麻鱼筒、三吃墨鱼、孜然鱼串、微山湖荷香鸭、微山湖香辣小龙虾

特色：首创微山湖鱼宴系列，是品尝海鲜鱼虾的最佳选择。

地址：济南济南大学路18号 电话：0531-2988989

草包包子

一提起“草包包子”会勾起许多老济南人浓浓的乡情，因为草包包子铺是济南“土生土长”的，

至今仍保留在原址的较完整的老字号，有着近百年的历史。草包包子是灌汤包的一种，新出笼的

包子，白白的薄皮透出粉粉的肉馅，不变形，不塌架，口感松软，香而不腻。对需要外带者，用

鲜绿荷叶包裹，使热包子别有一种清香。多年来，草包包子在济南食客中一直有着很好的口碑，

但知道它历史的人却寥寥无几。

一笼才六块经济又实惠。建议你去那里的大堂墙上看看名字的由来，还有，那里做正宗的鲁菜。

喜欢那里的龙井包。肘子肉拌黄瓜好吃。蛋花汤特别好喝。花生糊也好喝。吃不了的用荷叶打包

带走。那个大荷叶特别的香。这可是济南的老字号，不仅是一种食品，而且是一种文化。

地址：普利街15号，

电话：6921454。

交通：坐1路公交车到普利街下车前行10米左右。

   

3、美食街

芙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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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著名的小吃街芙蓉街。芙蓉街是济南唯一的一条明末清初时期形成的古商业街，名字得自街

中路西的芙蓉泉，芙蓉泉藏身在民宅之中，自然天成。沿着芙蓉街往里走，风格各异的店面，自

店中飘出屡屡香气让你欲罢不能，无论你的胃里是否饥饿，也会忍不住去品尝这地方风味小吃。

山东海参、济南酥鱼、九转大肠是比较具有特色的鲁菜，也不乏有些陕西、四川等特色佳肴。 

推荐

1、老济南家常菜。

2、芙蓉街公婆饼

3、山东煎饼。卷葱丝裹甜面酱

4、油旋外皮酥脆，内瓤柔嫩，葱香透鼻，将其与鸡丝馄饨配食，味道更佳

5、咱家甏肉米饭

经十一街

英雄山脚下的济南另外一条美食街（经十一街），云集了数十家风味小吃店，可提供上千种全国

各地的特色名优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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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住在济南

在济南旅游，您总可轻而易举找到满意的住宿。济南有各类宾馆、饭店、旅馆不计其数，仅星级

宾馆就有近五十家，另有数十家国内旅游定点饭店，可满足众多游客不同层次需求。

推荐一：济南湖畔客栈

特色：济南第一家青年旅社和第一家时尚客栈。湖畔推窗看泉，偎床听涛的老泉城市井生活。

大明湖正南门百花洲东岸，500米范围内有大明湖、百花洲、王府池子、岱庙遗址、芙蓉街、省府

、省人大（珍珠泉）、趵突泉等十几眼泉水，还有最繁华的金街--泉城路。

地址：济南历下区岱宗街25号

交通：门口有k54路(环城旅游车)、k98/11路(通火车站)、k95路(通长途总站)、106路、41路(通长途

南站)等公交车，大明湖站下车即是。

价格：40元/床 69/109间

电话：0531—86083876

推荐二：济南铁道大厦酒店

价格：标准间220一800元

电话：0531- 86012118

地址：天桥区车站街19号

推荐三：山东丽山大厦

价格：标准间498元（可打折）

地址：大纬二路18号

电话：0531- 8603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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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济南交通

济南是山东省交通枢纽，已构成立体交通网络，四通八达，非常方便。

1、外部交通

航空

济南遥墙国际机场位于市区东北部40公里，每天都有航班飞往北京、长沙、成都、重庆、大连、

广州、贵阳、海口、杭州、哈尔滨、昆明、南昌、南京、上海、浦东、汕头、沈阳、深圳、武汉

、烟台、张家界等地。

市内航空大厦每天6：00-17：00每小时有一班民航班车直达，车程1小时，票价15元。

铁路

有济南站和济南东站2个客站，其中，济南站是全省最大的铁路客运站，京沪、胶济铁路在此交汇

，北上北京490公里，南下上海968公里，东到青岛393公里。济南东站是辅助站，青岛——丹东、

青岛——太原、北京——威海的过路车途经此站，另有一班始发洛阳的列车（2523次，济南东16

：04开，次日6：02抵洛；2524次，洛阳15：59开，次日6：06抵济南东）。

公路

京沪、济青、济聊3条高速公路和104（北京—福州）、220（滨州—郑州）、308（青岛—石家庄

）、309（荣成—兰州）4条国道经过济南。

济南市内的长途汽车站有2个主要客站：

济南长途汽车总站，位于济泺路131号。发往全省及临省主要城市，并开通了省内著名景点1-2日

自助旅游专线。

新近建成启用的长途汽车东站，位于解放路东首（甸柳庄）。辟有济南到太原、石家庄、濮阳的

跨省客车班次，并同时增加了济南到荷泽、临沂、曲阜、泰安等地的8个省内班次，平均每天发车

2到3班，上午主要发省内班车，下午发跨省班车。

2内部交通：

公交车

济南有公共汽（电）车100多条。普通公交车票价一元，“K”字头的空调公交车票价二元，旅游

专线车票价二元。

出租车

夏利、捷达、桑塔纳、富康的起步费7.5元（3公里），3公里后每公里1.2元。

２、济南—泰安

汽车：济南长途汽车总站（火车站旁）：6:10分至18:40，每30分钟一班。电话：0531-96369 。

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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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泰安要在泰山站下，从凌晨到06:16有很多的过路车，一小时好几趟，六点以后有始发车，分别

是08:18、08:19、08:30，09:28、10:34运行时间都是52分钟。

３、济南—曲阜

火车：4905 次，济南9:00 开，11:55 经停曲阜，17:43 终到日照西；4906 次，日照西8:01 开，13:23

经停曲阜，16:37 终到济南。

汽车：

曲阜与济南、泰山、徐州、枣庄、济宁等地都有高速公路相通，每天有大量豪华高速班车通达。

曲阜汽车站位于静轩东路16 号。

泰山—

曲阜有去曲阜的旅游专线。如果人多，可以从泰山包车，往返200元以内，注意不要超过200元。

而且这个包含在曲阜三孔之间的用车。

提醒：

曲阜老城区旁是没有火车站，曲阜火车站离老城区有相当远距离。而且火车车次也很少，所以一

般不建议搭火车到曲阜。想搭火车的话，可以先坐到兖州，然后走到火车站斜对面的兖州汽车站

。从兖州汽车站搭中巴车去曲阜，曲阜汽车站前下车，走个百米就到老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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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济南气候

济南地区明显呈北方气候特点，冬季寒冷，夏季温热，温差较大，近几年夏季雷雨暴雨阵雨较多

，由于各种原因，夏季市区易招致大水淹没路桥涵洞等低洼地段，所以下雨时切勿在洼处避雨。

冬季干燥，近年少雪，反而不如胶东地区雪势凶猛，不易形成雪灾。

5月至11月为旅游旺季，9－11月份是最佳旅游时间，此时秋高气爽，气候宜人，加之降水充沛，

更能体现出泉城的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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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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