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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的庙会

如果你想知道老北京是怎样过新年的，春节不妨到皇城根下逛庙会！北京的庙会已有800多年的历

史，比起故宫、北海、颐和园，它的生命力一点也不逊色。在这里逛上一圈，你可以感受老北京

红红火火的传统年味。 

(图片由网友 @资深票友老张 提供)

庙会，又名“庙市”或“节场”。北京的庙会始于辽代，兴起于明代。庙会上不但有风味小吃，

还有民间花会耍狮子、踩高跷，技艺表演耍中幡、拉洋片等，是老北京最有代表性的民俗娱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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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有人说，庙会是北京人的狂欢节。春节期间，北京的庙会声势浩大，从地坛、龙潭、白云观、大

观园到厂甸、石景山、东岳庙、莲花池⋯⋯数十个庙会搅热了北京城，不仅摊棚栉比，更有百戏

竞陈，各种杂技、武术、曲艺、杂耍、戏剧以致西洋镜、拉洋片等民间绝活，无奇不有，糖画、

毛猴、泥人等平常见不到的儿时玩意，也都一一出现在庙会上，让人童心大发。

逛庙会，不要忘了品尝地道的北京小吃，咸味面茶、爆肚、驴打滚、炒肝、豆汁、糖葫芦、糖球

儿、粘豆包等一应俱全。经营风味小吃的摊贩支着布棚，亮出字号，里面摆满了条案、长凳招呼

客人。有的则只将担子或手推独轮车停在街角，任人围拢，满满的年味扑面而来。

庙会比拼的不但是参与的人数，更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文化积淀出的“年味儿”，说白了就是文化

魅力。且看各家庙会都拿出什么特色招数，也许您是一个老北京，在庙会上再找一找儿时的快乐

影子；也许您是一个“新北京”，那么就来庙会体验一下老北京文化传统特色；不过，在出发庙

会之前，且看一下我们制作的“庙会攻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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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庙会上的吃喝玩乐

   

1、吃喝

北京的小吃名扬天下，特别是在庙会的时候，就是各种小吃汇聚在一起，让市民和游客大饱口福

的时候，童年的时候物质匮乏，北京小吃让很多土生土长的孩子难以忘怀，虽然生活好了，但提

起曾经的小吃，大家依然津津乐道。北京庙会上，常见的冰糖葫芦、豆汁、糖瓜、臭豆腐现在依

然深受游客们的喜欢，虽然不如豪华酒店的大餐，但作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小快乐，小吃确实长

盛不衰，老北京人就爱这个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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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是中国传统美食，它是将野果用竹签串成串后蘸上麦芽糖稀，糖稀遇风迅速变硬。北方

冬天常见的小吃，一般用山楂串成，糖稀被冻硬，吃起来又酸又甜，还很冰。

糖瓜

“糖瓜儿粘”是过去讲廿三那天要祭灶王，买些用麦芽糖做的祭灶糖如糖瓜、关东糖供着，既有

在他升天到玉皇大帝那儿禀报时，请他多多美言之意，又有以糖粘上灶王爷的嘴不让他多说之心

。北京有这么一句歇后语：“灶王爷升天——好话多讲”。

扒糕

扒糕是用荞麦面和榆皮面做成的小圆坨，如烧饼大，蒸熟后，夏天放在冰上镇着；冬天则放在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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铛上，加油炒热，谓之热炒扒糕。

豆汁

北京久负盛名的传统风味小吃。具有色泽灰绿，豆汁浓醇，味酸且微甜的特色。豆汁是北京具有

独特风味的冬、春季流行小吃。尤其是老北京人对它有特殊的偏爱。豆汁一般味酸，略苦，有轻

微的酸臭味。

油茶

油茶也是北京小吃中的滋补佳品，它是用面粉放入锅内炒到颜色发黄，麻仁也炒至焦黄，另加桂

花和牛骨髓油，拌搓均匀，然后将搓得均匀的面茶放在碗内，加上白糖，用开水冲成浆糊状即可

。油茶味道甜美，可作为早餐或午点，很受百姓喜爱。

茶汤

北京茶汤是一种甜饮食，和藕粉相类，原料也是糜子面。用开水冲食。但它有一套冲制的技巧，

非熟手不办。那些老手，开水出口，碗口和壶口距离有时在一二尺的地方。开水全部入碗，点滴

不外溢，而且说止即止，一次冲熟，厚薄合乎要求，从来没见过加水再冲，或冲坏一碗再换一碗

的。茶汤滋味储蓄，除香甜外，有一股谷物的朴实之气，给人以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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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茶汤(图片由网友 @资深票友老张 提供)

灌肠

灌肠本应是用猪大肠灌上碎肉和淀粉，蒸熟后削片在铛上用大油煎烙。如后门桥华安居、福兴居

所卖，质量甚精。但庙会上所卖的灌肠却只用淀粉点上红□，作成肠形（即粉坨子）削成小块在

铛上用极次的汤油半煎半烙，使其外焦里嫩，然后浇上蒜汁盐水，用竹签扎着吃。

豆面糕

又名“驴打滚儿”，早年从乡下传进城里，是粘糕的一种。在庙会上经营此业的多系回民，只用

一辆手推车，车上的铜活擦的锃光瓦亮，引人注目，以招徕生意。

老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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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把磨好的豆浆放在锅里，点上适量的石膏，便成了很嫩的老豆腐（有如南豆腐）。然后放

上芝麻酱、韭菜花、卤虾酱、辣椒油等调料。

豌豆黄

豌豆黄分粗、细两种。庙会上卖的是粗豌豆黄儿。这是用沙锅将豌豆煮烂成泥，加上小枣，淀成

粉坨，扣出，切成像切糕一样的菱形块，用手推车运至庙会上兜售。

豌豆黄

此外，还有杏仁茶、江米粥、炸糕、炸肠、炸蛋、带汤的糖豌豆，不一而足。以上这些品种，除

羊霜肠、粗豌豆黄等个别品种外，大部分都保留下来了，已见诸于近年春节的新型“庙会”上。

   

2、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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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儿的东西就更多了，有贴着金字标签，抖起来声势激昂的空竹；有用彩色风轮带动起一小锤儿

，哗啦啦响起的各式风车；还有气球、琉璃喇叭、扑扑凳⋯⋯大到拖着彩绸尾巴的龙睛鱼，活眼

睛、活关节、两三丈长的大蜈蚣，小到能放到火柴盒里的袖珍风筝，无不制作精美，令人目不暇

接。名人字画与街边小摊上的古旧书籍交相辉映，吸引了众多的游人。庙会以出售香烛纸箔神像

最多，其次是各种食品、儿童玩具等。庙会期间还有民间花会狮子、高跷、旱船的表演，锣鼓不

断，热闹异常。 

(图片由网友 @十里河的春天 提供)

特色庙会推荐：

地坛庙会

地坛春节文化庙会是京城恢复最早的庙会，以地道民俗、传统民间特色闻名于京城。仿清祭地表

演，作为北京春节庙会活动独一无二的看点，每年吸引观赏游客高达50万人次。更可以看见表现

原汁原味北京老天桥民间民俗艺术的天桥绝活。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更可以让游客近距离

地接触这些原本神秘的、甚至有些将濒临失传的传统手工艺，亲手触摸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

龙潭庙会

庙会期间，在袁督师庙广场会进行传统花会表演，还会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举办每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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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展示活动。更加吸引人的是“首届龙潭（国际）冰雪嘉年华”品牌活动，包括雪上冲浪、戏雪

乐园、雪橇乐园、雪雕观赏、冰上游乐等主题内容。

红楼文化庙会

红楼文化庙会是北京城最具特色的庙会之一。喜欢《红楼梦》的朋友千万不可错过哦。红楼庙会

让宝玉、黛玉、宝钗，这些让众人牵挂的文学人物走出名著，走到百姓的身边，着实让高高在上

的《红楼梦》亲民了一把。而丰富的文艺演出、文化展览、非遗项目更是坚定地将传统文化进行

到底。最受瞩目的活动有元妃省亲大游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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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坛春节庙会

(图片由网友 @资深票友老张 提供)

活动时间：2012年1月22日至1月29日9：00—17：00

活动地点：地坛公园

咨询电话：64214657

活动票价：10元（可刷一卡通入园）

庙会期间公园月票、年票无效，65岁以上红色老年优待卡无效，1.2米以下儿童免票。   

交通：乘地铁2号线到雍和宫或安定门站，地铁5号线雍和宫或和平里北街站，乘公交车13、116、

62、44、800、606、684、特2路汽车到地坛南门，104、108、124路电车或27、104快、358、119、4

07、328、803、18、758、850、113、858、644、643、430到地坛西门，125、117到地坛东门。

活动概述：地坛庙会始办于1985年，一届胜似一届，以较高的艺术品位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享誉中

外，其胜景被誉为现代的《清明上河图》和中国的狂欢节。本届庙会以古坛风貌作为依托，注重

民族、民间、民俗特色，充分发掘传统庙会的文化内涵，突出“民俗韵、世界风、奥运情”三大

元素，使今年的地坛春节文化庙会主题更鲜明、人文感受更深厚，为游人营造出一个喜迎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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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度年节的场景。 

(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龙年之春，北京宝三艺术团的艺术家将来到地坛庙会撂地献艺，展示正宗地道的天桥绝活。牛骨

数来宝、双簧、口内吃针、抖空竹、金枪刺喉及各类气功也将一一上演，著名艺人英宁、王玥波

也将前来助兴。

在方泽坛拜台内还有不同风格的多场综艺表演：“吉舞祥歌”以现代、时尚流行元素为主；“七

彩云南”则是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歌舞表演；“东方神韵”是一台悠扬的民族曲调和唯美的古典

舞蹈组合起来的演出盛宴。

逛庙会，吃是必不可少的一项。京城诸家庙会中“吃在地坛”的说法由来已久，今年地坛庙会把

五个“黄金摊位”以优惠价请来了老字号东来顺、护国寺小吃、茶汤李等这些老北京小吃。除此

之外，庙会还为游客准备了一二百种国内外各地小吃，糖葫芦、艾窝窝、年糕、灌肠、排叉、豌

豆黄儿⋯⋯人们不用四处奔波，就可以在一日内尝尽南甜北咸各种佳肴。

庙会活动：

1．仿清祭地表演，作为北京春节庙会活动独一无二的看点，每年吸引观赏游客高达5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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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桥绝活，表现的是原汁原味的北京老天桥民间民俗艺术。

3．丝路花语，以丝绸之路文化为表现内容，神秘的丝绸之路让人向往,整台舞剧通过歌舞形式,集

中展现了这条古老的神秘通道上璀璨的历史文化。

4．高原神韵，来自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艺术团展示瑰丽多彩的藏族服饰、独特的风俗以及欢跃洒

脱的藏族民间歌舞。

(图片由网友 @十里河的春天 提供)

5．经典的老北京叫卖吆喝。

6．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游客可以近距离地接触这些原本神秘的、甚至有些将濒临失传的传统

手工艺，亲手触摸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

7．大型民间花会表演，其中包括河北舞狮、安塞腰鼓、威风锣鼓、土族歌舞、广西壮族舞蹈、杂

技蹬大缸、东北秧歌等。

8．国际民俗摄影展，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共同举办，展现意大利威尼斯狂

欢节、墨西哥的中国新年等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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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图说《北京市东城区总体发展战略规划（2011年-2030年）》，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规划的

核心观点，让社会各界广泛知晓、了解东城区未来20年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共同展望新东城区未

来发展蓝图。

10．京城名医馆健康养生讲堂，邀请知名的中医专家进行运动、饮食、健康知识讲座。

11．适合儿童观看的木偶戏。

12．京城老字号及特色小吃，东来顺、茶汤李等，还有来自台湾的美食，台北西门町的阿宗面线

、台湾烤香肠、蚵仔煎等。

13．城市志愿者参与庙会志愿服务，继续开展“红马夹”为您服务活动。

14．网上逛地坛庙会，通过视频和图片等，使市民有坐在家里就能逛庙会的感觉。

15．开辟“一卡通”入园通道，在鼓励大家绿色出行、倡导低碳生活的前提下，提高入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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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陶然亭厂甸庙会

活动时间： 2012年1月23日至1月28日

庙会门票：10元 (1.2 米以下儿童免票。除庙会活动指挥部发放的有效证件外，公园年票、季票、

月票、老年优待卡等票证一律无效。)

活动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19号陶然亭公园内

联系电话：010-63532245

公园开放时间：每日9:00—17:00，16:30停止卖票。 

(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庙会内容：

厂甸庙会是北京历史上著名庙会之一，也是其中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最负盛名的一个。厂甸

庙会起于明嘉靖年间，一直延续不断，如今已四百年有余。历史上，与南京夫子庙、上海城隍庙

、成都青羊宫并称为中国四大庙会。

几百年来，北京厂甸庙会一直以平民性强、民俗味浓的姿态出现。在老北京人的心目中，北京厂

甸庙会实质是一个“逛”字，人人都爱“逛”，人人都“逛”得起。

厂甸庙会本身即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唯一一个庙会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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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庙会以书籍古玩、字画文具独秀于林，自古便以“文市”著称。同时特色小吃、传统工艺、日

用百货和儿童玩具也颇具盛名，风车、糖葫芦、空竹是厂甸庙会的标志物，其中以大糖葫芦为代

表的风味小吃更是不可错过。逛庙会的人三教九流、工农商无所不有，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在此各

得其乐，各有所获。其特有的娱乐气氛也很吸引人，高跷、太平鼓、小车会、五虎棍⋯⋯各种花

会竞相表演，更有北京天桥的老艺人在庙会上表演绝活。所谓文市和民俗并重，原真和原创共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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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龙潭文化庙会

(图片由网友 @资深票友老张 提供)

活动时间：2012年1月22日（农历腊月廿九）至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七）

活动地点：龙潭公园

活动票价：10元（可刷一卡通入园）

公共交通：北门：743、822、35、41、957、750、705光明楼下车。西北门：60、8、116、6、12、3

52、958北京游乐园下车。东门：122、51、特3路肿瘤医院下车。

自驾：南二环左安门桥往北500米，东二环光明桥往西第一个十字路口往南，如果左安门内大街和

龙潭北路发生拥堵，请在左安门桥头向北的车辆绕行二环路、左内北口、光明路、幸福大街南口

。

停车场：左内大街路侧、龙潭北路到光明路口东西两侧、左安东路龙潭水闸到龙潭东门道路两侧

、光明路辅路两侧、游乐园停车场、体育馆路辅路两侧、左安门滨河辅路等。

布局沿河而讲，风景与民俗合为一体。还有一些游艺设施，可以顺便去游乐园玩一趟。

活动简介：龙潭庙会以其独特的文化、体育、公益、民俗特色独树一帜，成为国内外知名文化品

牌，也是京城唯一一个连续三年被评为“北京市民最喜爱的春节庙会”的庙会活动。

今年的龙潭庙会会有更多的亮点，其中之一是专门为龙年打造的“龙文化”活动，在中心岛文化

长廊设立“龙年话龙”展览，展示中国龙文化的发展史，通过图片、文字等资料展现有关龙的起

源、传说、民间习俗、神话故事等内容。公园四个门区入口设立“龙门”，取“鱼跃龙门”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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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一年博得好彩头。邀请游客在西北门内参与“摸福龙”互动游戏，让游客蒙上眼睛去摸墙

上用龙组成的福字，为新年纳福气。

大年初一，300多名演员参加的花会走街表演规模庞大、气势恢宏；中华绝技表演、好歌大家唱等

文化活动登上“综艺大舞台”，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视觉盛宴；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为

大家展示工艺美术的文化魅力。千姿百态的梅花、兰花将在庙会期间的花卉展览上竞相绽放，让

人流连忘返。

龙潭庙会有10档民间花会表演。各种美食、工艺美术等老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将继续在庙

会上展示。

庙会已在新浪网开通实名官方微博。庙会期间，将实时播报游园动态及照片，方便游人及时了解

庙会活动、安全、服务等信息，提前安排游园计划。

可刷公交一卡通逛庙会

地铁、龙潭庙会新闻发言人、东城区园林局张劲松介绍，龙年春节，庙会将设立公交一卡通入园

通道，避免高峰时段游客在门口扎堆排队买票、检票，同时减少纸质票消耗及乱丢弃现象，更加

低碳、环保。

龙潭庙会主办方称，龙潭公园每个门区届时都增设2条“一卡通”入园通道，游客刷公交卡即可快

速入园。为鼓励环保出行，龙年龙潭庙会仍将在地铁5号线天坛东门站东南出口和公园西北门之间

，开通免费庙会班车。 

龙潭湖庙会表演(图片由网友 @十里河的春天 提供)

庙会活动：

1．在袁督师庙广场进行传统花会表演。

2．正月初一在夕照寺街、龙潭路进行花会走街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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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举办每日一技展示活动。

4．在袁督师庙舞台举办中华绝技表演。

5．邀请国家队队员表演摔跤、柔道、跆拳道、散打等精彩重竞技体育项目。

6．邀请国家围棋队专业选手与游客下指导棋，与中国棋院网联合举办中国象棋网络大赛。

7．举办“首届龙潭（国际）冰雪嘉年华”品牌活动，包括雪上冲浪、戏雪乐园、雪橇乐园、雪雕

观赏、冰上游乐等主题内容。

8．在中心岛文化广场上设立“世界城市展”展览。

9．龙潭湖展厅举办梅花、兰花展。

10．在前五届捐赠图书活动的基础上，加大公益投入，2011年打造10座“龙潭庙会爱心图书室”

，为更多贫困学生奉献爱心。

11．在公园门区，建立2个志愿者服务站，在第一时间提供游客所需要的各项服务。

12．继续在地铁5号线天坛东门站和公园西北门之间，开通龙潭庙会免费班车，每半小时一趟。

13．开辟“一卡通”入园通道，提高入园效率。

14．在西北门内广场设置采血车等。

龙潭冰雪嘉年华

活动时间：2011年12月16日至2012年2月12日

活动地点：龙潭公园

门票价格：50元

活动简介：2012年适逢中国生肖龙年，第二届龙潭（国际）文化冰雪嘉年华以“中国龙”为重点

，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体现历史文化与现代元素的完美结合，让更多的人了解中

国传统文化。本届冰雪嘉年华将大型冰雪景观展示、冰雪活动、实景演出、互动游戏、立体灯光

、旅游购物等系列活动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并首次开办临时“冰雪邮局”，为游客免费加盖“龙

潭冰雪嘉年华”纪念邮戳。今年的龙潭冰雪嘉年华将横跨龙年春节，推出“真人雪地CS”、“雪

山冲浪”、“雪上农场”、“雪橇乐园”、“冰雕观赏”等活动，同时还推出了“雪地寻宝”互

动活动，组委会将在现场多座小型雪山内藏置“神秘宝物”，游客可以利用铲子等雪地工具寻觅

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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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观园红楼庙会

庙会时间：2011年1月23日至29日（大年初一至初七）

庙会地点：北京大观园园内

门票价格：30元/人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南菜园街12号

电话：63544993 63544994

邮箱：bjdgy2000@sina.com 

乘车路线：122、351、395、56、59、744支线、800、819、922、939、423、721、特3（大观园站）

开园时间：7:30 -17:30（17:00停止售票）

大观园的庙会从1996年开始，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六届，来者多有红楼情结，大观园独一无二

的红楼文化活动对这些人的吸引力非同一般。“元妃省亲”古装仪仗、“宝黛成亲”情景剧等已

成了大观园独有的品牌项目。

除了红楼文化，大观园里还将为游人呈现恢弘的皇家文化，多彩的民俗文化，丰富的市井文化，

繁荣的商业文化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大观园南门广场东侧的售票处已经开始预售庙会门票，截

至1月20日。

(图片由网友 @十里河的春天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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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活动：

元妃省亲

元妃省亲大型古装系列表演是北京大观园独有的传统特色节目，今年红楼文化庙会的元妃省亲系

列表演包括4个部分，《元妃省亲》行进表演、新推红楼情景剧目《沐赐皇恩》以及曾获市文化创

意奖的《宝黛成婚》和《贾母贺寿》表演。

元妃省亲大型古装表演以展示红楼文化为主题，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相

辉映。力争在弘扬区域文化、节日文化及促进文化创意等方面成为京城文化活动的亮点。在促进

区域假日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超越。

本次庙会在彰显红楼文化的同时，更添加了西城皇家文化特色，皇帝首次陪同元妃娘娘回到大观

园省亲，让游客们在与红楼梦中人欢度佳节的同时，也一睹皇帝的风采。

庙会特色：

特色一：文化盛宴邀百姓红楼梦中过大年

今年“元妃省亲”大型古装表演的全部演员，均来自普通群众，由于能让百姓参与华美的古装仪

仗表演，体验皇族生活的一天，而成为庙会上最引人入胜的内容之一。本着届届不同，年年精彩

的原则，大观园深挖红楼文化内涵，创新不断。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皇帝首次伴妃出宫，元春

初番携君归省。即：书中给贾家带来荣华富贵的“皇帝”将首次亮相红楼庙会，并陪伴元妃回府

省亲。据了解，在《红楼梦》第二回、第十五回、第十六回中均提到跟皇帝有关的文字，然而这

个皇帝的真正身份却被曹雪芹隐藏的很深，也给人充分猜想的空间。今年庙会除了招聘元妃等红

楼人物外，大观园还将首次招聘一个体贴入微、陪皇妃一起回家过年的“模范皇帝”。如今，招

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让普通百姓也能当皇上、做皇妃，欢欢喜喜过大年，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精彩，这正是本届红楼庙会的特色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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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十里河的春天 提供)

特色二：红楼庙会品红楼文化大观展文化

红楼庙会让宝玉、黛玉、宝钗，这些让众人牵挂的文学人物走出名著，走到百姓的身边，着实让

高高在上的《红楼梦》亲民了一把。而丰富的文艺演出、文化展览、非遗项目更是坚定地将传统

文化进行到底。

中国木偶剧团将带来童趣十足的木偶剧，不但吸引大批儿童粉丝，也使晋升为爸爸妈妈级的70后

们驻足流连，遐想无限。由80后主创的皮影戏《红楼梦》，全新的“轮转式”皮影幕布，声、光

、电的演绎，向游客注释了传统文化一样可以很时尚的理念。唯美的十二钗乐舞，是90后的演员

们用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再现的梦中红楼。

幽默诙谐的刘姥姥醉酒--新乡高空特技表演，粗犷豪放的河南盘鼓，便于远近观赏、形式活泼多

样的河北高跷，京味十足的黑祥子活雕塑表演，都将在红楼庙会中精彩亮相，充分展现地域文化

的多姿多彩。首届苗族蜡染艺术节，首届剪纸艺术节也将在红楼庙会上开幕，带来异彩纷呈的民

族风情。

特色三：专区专项显特色传统现代映风采

今年春节，大观园红楼庙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区”，免费给非遗项目提供20个摊位，以“恢

复历史记忆，传承传统文化”为主题，集中展示泥人、空竹、面人、料器、内画鼻烟壶等非遗项

目。以现代科技展示传统文化也是今年红楼庙会的亮点之一。春节期间，在“科技互动展示区”

里，中国移动将展现其先进通信技术与传统民俗艺术的深度融合，带给游人一场别开生面的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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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体验。而北京娱乐通公司带来的新版《红楼梦》游戏软件，也将在兔年红楼庙会上与大家见面

，全程语音功能的添加，精致、细腻、古典的唯美画面，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挑战，让人走进

亦真亦幻的红楼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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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前门大街台湾庙会

前门大街首届台湾庙会

北京举办的最早的庙会，也将成为时间跨度最长的庙会。

活动时间：2011年11月23日~2012年的2月8日

活动地点：前门大街

交通：地铁1号线前门大街下；专线1路，快速公交1线，专线2路，地铁2号线内环(M2)，地铁2号

线外环（M2），特4路，5路，特7路，8路，特11路，17路，20路，22路，48路，59路，66路，67

路，69路，71路，82路，120路，126路，203夜班，301路，626路，646路，690路，692路，723路，

729路在前门站下。 

(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北京传统的春节庙会还没开始招商，前门大街台湾街的首届台湾庙会就已经挂起灯笼，摆开花车

开门迎客了。庙会将一直持续到2012年的2月8日，不但成为在北京举办的最早的庙会，也将成为

时间跨度最长的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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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北京传统的庙会一样，各式美食都是绝对的主角。游客不但可以选购例如牛轧糖、凤梨酥、

琉璃饰品等台湾特产，还可以边欣赏“电音三太子”的舞蹈，边品尝超大鸡排、大肠包小肠、牛

肉面、卤肉饭等台湾小吃。与北京的庙会不同的是，台湾庙会沿街的花车基本上都是下午3点左右

才“出摊”，这也和台湾当地的习惯保持了一致。

庙会期间将在大江胡同、南晓顺胡同等处设立花车和棚屋，台湾文创产品、生活用品以及节庆旅

游纪念品等将现场展卖。庙会上，游客还可以品尝到享誉中外的台湾小吃。此外，阿里山广场的

“淘宝馆”里，还有众多创意产品，没有任何装置连接便能通过手柄操控悬浮于空中的“宇宙鱼

”，深受“潮人”喜爱；“海洋灯”的神秘柔光，让人在漆黑的夜晚仿若置身深海碧波的柔情中

；仿真“小盆栽”，造型让人爱不释手。

台湾美学生活馆里，制作精美的旋转木马咖啡杯、具有浪漫意境的爱丽丝咖啡杯等产品，让游客

从创意、做工、内涵等方面领略台湾文化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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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石景山游乐园洋庙会

时间：2012年1月23日-29日（大年初一至初七）

地点：石景山游乐园

摊位数：106个，包括餐饮、百货等

门票：10元/人；半价门票价格：5元/人（须持学生证、残疾证、老年证购买，

其他证件无效），乘坐游艺项目须单独购票。

交通：乘地铁一线(四惠东-苹果园) 八角游乐园站 。

公交：337、389、620、621、622、354、385、327、728、958、959、921、503、965、747路等公共

汽车

活动概述：逛洋景儿、听洋曲儿、品洋味儿，石景山游乐园第十二届“北京洋庙会”。中国人不

出国门即可领略异国风情，外国人在北京也可感受浓浓的乡情。洋庙会独树一帜，给市民的“春

节大餐”增添了一道极具异域风情口味的“大菜”。 

(图片由网友 @资深票友老张 提供)

三大主题点亮庙会：

将民俗花会与琉璃厂士人文化完美融合，隆重推出“金榜题名状元游”特色花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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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状元御赐游街，前呼后拥，旗鼓开路，题字作画，妙笔生花，遍街张灯结彩气势非凡，热闹

异常。活动包括状元作画、金榜题字、花会表演、新春对歌，每场演员人数40余人，预计每场观

众2000余人。

在琉璃厂东、西街开阔地铺上芝麻秸，让游客重温老北京的过节风情。与踩街活动配合，会设置

摸福墙和祈福树活动，让游客在文市区“踩秸秆、写福愿、挂福袋、摸福气”，体验中国传统福

文化的独特魅力。

首次完整恢复十三档花会同场演出。荟萃全国非遗手工技艺精品，免费提供给非遗手工技艺传承

人商位进行展示、制作、互动销售；在非遗大舞台集中展示民俗演艺精品，包括中幡、天桥摔跤

、舞狮、硬气功、琴书、等项目；首次恢复撂地相声，完整呈现天桥民俗演艺文化。

把西洋节庆活动与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庙会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中国人不出国门即可领

略异国风光，品尝异国风味，体验异国风情，让外国人在北京“过大年”的同时，体验中国民俗

民风，感受浓浓的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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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莲花池公园民俗庙会

(图片由网友 @十里河的春天 提供)

庙会时间：2012年1月22日-2012年1月28日上午9：00－下午16：30

开幕式：定于2月2日（三十）上午10：00在莲花池公园东广场舞台隆重举行。

庙会地点：北京莲花池公园内

庙会票价：10元/人/次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外莲花池48号

交通路线

1）南北线路：1、205、300内、300外、300快内、300快外、301、323、323快、368、特8外、运通1

08、运通103六里桥北里站下车，向北200米路东莲花池公园西门入；

2）东西线路：特7、309、410、981、993、50路六里桥站下车莲花池公园南门入；

3）西客站线路：48、937、823、320、373、609、特1、387西客站下车，通过西客站通道，西客站

南门出入莲花池公园东门。自驾线路：一、西三环东侧路段六里桥北里进附路300米处是莲花池公

园西门停车场；二、西客站南广场向西入吴家村路100米处是莲花池公园南门停车场。 

活动简介：“龙舞莲池过大年 ，盛世园林迎新春”。由丰台区人民政府、丰台区园林绿化局主办

，丰台区园林绿化局莲花池公园管理处承办的2012年第十二届北京莲花池庙会，将于1月22日-1月

28日在莲花池公园举办。每日上午9：00开园，下午16：30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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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庙会将与北京民俗学会合作为公众奉献出一场京味浓郁的庙会盛宴。在庙会中您将感受到老

北京传统的过年习俗，五显财神像前将举行传统的祭祀仪式。老北京传统的幡鼓齐动十三档民间

花会表演加外二档也将首次全面展示。精彩的撂地相声及丰富的传统小吃将为庙会带来欢乐祥和

的氛围。另外老北京网将首次在庙会展出100余幅以《PEKING1920

老北京典藏老照片展》为主题的老照片展，其中许多老照片将首次展出。

组委会表示为更加突出传统，本届庙会从招商开始就严把商户文化质量关，侧重对传统类商户的

吸引，力争全面在莲花池公园恢复老北京广安门外五显财神庙的昔日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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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北京国际雕塑公园文化庙会

(图片由网友 @资深票友老张 提供)

时间：1月23日-30日（初一到初八）

地点：北京石景山北京国际雕塑公园

交通：地铁玉泉路下车，乘坐337、373、452、76、472、473、736、728路玉泉路口西下车；389、4

52、472、78、79、597、736、958、特10路鲁谷路东口下车；338、436、597、472、473、736、78、

79路玉泉路口南下车

门票：免费

庙功能分区与主要活动（十大亮点）

一、年俗美食乐园——美食街——庙会主广场东侧

老北京美食街 ：京城传统小吃；台湾美食

二、民俗购物乐园——年货街——庙会主广场北侧

传统年货街

：台湾年节百货、服装饰品、特色食品、工艺美术制品、各色玩偶玩具、书籍字画⋯⋯

三、京城民俗展演——老北京民俗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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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绝活：中幡、撂跤、杂耍、民间绝活⋯⋯

园内花游：花会、花车、小驴、旱船、舞狮⋯⋯

四、百姓文化乐园——庙会主广场、蝶形塔前广场

百姓舞台：百姓文娱、家庭才艺⋯⋯

精品荟萃：评剧、相声、魔术、杂技⋯⋯

五、灯笼长廊——公园大门与庙会主广场之间或主广场专题台湾三太子踩街区

龙文化展——龙的传说、龙的神话、龙玩偶形象

六、月老牵线兔为媒——万人相亲大集

七、小学生龙年免费赠票——庙会征文活动——市教委语言文字工作处合作⋯⋯

八、充气游戏城堡——庙会主广场

九、持京卡*互助服务卡职工家庭门票半价逛庙会——市总工会合作⋯⋯

十、吴桥杂技表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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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圆明园皇家庙会

(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活动时间：大年初一至初七

活动门票：10元

活动地点：圆明园绮春园

交通：地铁4号线：圆明园站B口出；

公交车：320 路，628 路，697 路，801 路，特6 路；

到达长春园东门：664 路，特 4 路，982 路，365 、 432 、 656 、 681 、 717 、 743 、 814 、 963 等。

到达圆明园绮春园宫门：319 、 331 、 432 、 438 、 498 、 664 、 690 、 696 、 826 等。

旅人提示：大、中、小学生（凭本人有效学生证）；60 岁以上－70

岁以下的老人（凭老年证或身份证）； 免票：1.2 米以下儿童；现役军人、伤残军人、烈士家属

（凭有效证件）；残疾人（凭残疾证）；本市65岁以上、外地 70

岁以上老人及离休人员（凭老年证、离休证或身份证）。

庙会介绍：

圆明园在清代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皇室在年节期间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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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活动、“庆丰图”、灯戏、火戏表演、举办宫市、演唱大戏及各种表演等。今年的圆明园

皇家庙会，设置特色活动、冰雪活动、文艺演出、互动游艺、特色展览五大内容版块，活动内容

丰富多样、演出节目缤纷多彩，满足游客多层次、多角度的文化需求。专业演员扮演的皇帝将与

百姓共同享受新年的喜庆吉祥。数字圆明园将用数码艺术和互动科技再现圆明园盛世风华。在冰

雪活动方面，被乾隆皇帝定为“国俗”的“冰嬉”将是主打，以其浓郁的皇家文化体现皇家庙会

的特色。

(图片由网友 @十里河的春天 提供)

庙会主要活动区域：绮春园宫门广场、小花园、绿化队院、管理处多功能厅、涵秋馆、三园交界

展览馆、九间房、圆明园墙北路、洞天深处广场。

游园线路：绮春园宫门－绿化队院－管理处－涵秋馆－三园交界展览馆－买卖街－洞天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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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朝阳公园洋庙会

(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朝阳公园庙会—第十届北京朝阳国际风情节

活动时间：2012年1月23日至1月28日(农历大年初一到初六)

活动地点：北京朝阳公园

活动票价：10元

交通：214夜，302，350，406，431，496，499，502，672，673，675，686，729，750，758，991，

运通111在朝阳公园桥东下

开幕式：开幕式将在大年初一上午10：30，邀请到场嘉宾将与园内的游客共同观看十年精彩回顾

并以此拉开序幕，见证风情节的十年成长。到场嘉宾将为风情节LOGO浇注属于风情节LOGO的

蓝色、黄色、绿色液体，并砸破象征入园人数超过50万的冰雕，寓意着风情节这个品牌越办越绚

烂多彩，入园游客人数节节攀高，开启新篇章，创造新辉煌。

国际风情展现世界艺术

本届风情节邀请了从英国、法国、荷兰、俄罗斯、希腊等近百名艺术家、9个艺术团体参加风情节

的演出。在大年初一至初六每天上午11点由近百名艺术家组成的花车巡游中，荷兰的“白翼精灵

”将魅影优雅地跨过人群；法国“气炮特工队”和“迪厅房车”将现身街头；英国“苏格兰风笛

乐队”将展现完美和声；而法国4只“跳跳奇鸟兽”则搞笑演绎迷路后的滑稽境遇。

本届风情节还延续了往年备受大家喜爱的K歌打擂台，为了使游客乐此不疲的参与K歌互动，风情

节组委会特此改变K歌形式，结合现在最流行的方式，推出“影视金曲猜猜听”“我爱记歌词”

等游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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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长阳镇冰雪迎春庙会

活动时间：2012年1月23日至2月8日

活动地点：长阳万亩滨河公园

联系电话：80361610

乘车路线：乘坐646路、993路或房42路军留庄下车可到；或乘坐轨道交通房山线于北京西站上车

，长阳镇站下车可到

自驾路线：京港澳高速19B长阳出口出，经环岛向东行驶约1公里到达活动现场；或走京开高速马

家楼桥辅路进入京良路，沿京良路直行20公里到达活动现场。 

(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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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在长阳万亩滨河公园举办京西南重要的新年庙会，推出民俗、小吃、百货、工艺品展

售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此次举办的冰雪文化节是京南地区的首届大型娱乐项目，其中冰雕展是本届文化节的拳头产品，

技师精雕细刻的冰雕冰灯，精巧灵活，晶莹剔透为游客们显现了一个极具魅力的冰雪艺术长廊；

再加上多种多样刺激好玩的戏雪节目及庙会活动结合在一起，不仅填补北京西部远郊居民冬季冰

雪娱乐的空白，也深度挖掘了冰雪娱乐文化的内涵。

整个长阳冰雪文化节项目占地面积达2200亩，集合了冰灯，戏雪、庙会三大主题会场。大型冰雕

展中的冰雕栩栩如生，而倾力打造成的冰雪嘉年华活动中的戏雪节目也是花样繁多：雪上飞碟、

雪地摩托、冰雪大冲关、雪上CS、趣味足球、亲子雪雕DIY、儿童充气城堡⋯⋯，可谓是老少皆

宜。庙会区传承中国传统生活活动，各式各样的花灯表演、祭神庙等都很好的享用和传承了中国

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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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东岳庙庙会

庙会时间：2012年1月23日（大年初一）-1月28日（正月初六）

庙会地址：朝阳区朝外大街141号

庙会门票：预售、团体价8元；庙会期间一律10元。

乘车线路：乘101、109、110、112、750、846、813路到神路街下车；乘地铁到朝阳门站下车往东6

00米。自驾车路线：朝阳门桥往东600米即到；三环路京广桥向西，经东大桥路口西行500米。 

(图片由网友 @十里河的春天 提供)

活动简介：东岳庙庙会雏形于元，鼎盛于明清，作为历史悠久的多内涵型庙会，在北京地方民众

信仰体系中具有独特地位。它以东岳泰山信仰为核心，体现了东岳文化的精髓，同时它也是中国

祈福文化的集中展示空间。自元朝以来，北京东岳庙庙会以东岳庙为依托，逐渐形成了包含信仰

、商贸、娱乐等多方面内容的民俗景观，庙会期间，东岳庙内外商贩云集，百货杂陈，形成了规

模极大的庙市。

北京东岳庙庙会祈福活动

（1）子时祈福活动

子时活动：作为民间传承已久的风俗，历来受到百姓的推崇，在春节或重大节日，香客赶早到寺

庙、道观或神祠，烧子时香，祈求福祉。

（2）红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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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红腰带”已成为东岳庙庙会祈福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制的红腰带依照旧俗，制作精美

，寓意吉祥，并可定制绣有姓名和农历生辰的本命年红腰带。

（3）挂福牌

游客请福牌，系挂于甬路两侧及寿槐前，表达祈福心愿。

（4）画福布

为游客提供红色福布，表达祈福心愿。

（5）绕福树

游客在寿槐前系挂福牌，绕树三圈，祈求健康长寿。

（6）摸铜特、玉马

游客们摸铜特、玉马，求健康，祛疾病。

（7）挂福牌、打金钟

后罩楼院“状元槐”处设祈福活动。

（8）打“金钱眼”

该活动设在康熙御碑楼西侧。

（9）请财神

游客、信众可在阜财殿及工字廊两处地点请财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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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十三陵神路景区皇家园林庙会

(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时间：2012年1月23日-26日（正月初一至初四）

地点：十三陵神路景区

票价：25元

交通：线路一：前门、北京站等乘坐旅游专线车；

线路二：德胜门乘345路公交车到昌平北站；或乘345路公交车支线到昌平东关，再换乘314路公交

车可达十三陵景区；

线路三：乘地铁5号线天通苑北总站换乘昌23路可达十三陵景区。

活动简介：以“祈福、纳祥”为主题，在神路景区开展皇家园林庙会及各种民俗表演活动，邀请

游客过福门（地点设在大红门）、走福路（神路）、挂福牌（神路中段）、签福字（神路中段）

、请福米（神路中段）、喝福粥（神路中段）、点福灯（神路北门）等，并穿插抖空竹、舞龙、

舞狮、秧歌等民间大众活动，让游客感受传统节日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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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颐和园苏州街宫廷庙会

颐和园2012年第十八届苏州街春节宫市 

(图片由网友 @牛肉粉丝 提供)

活动时间：大年初一至初五

地址：颐和园苏州街

电话：62875877

活动门票：颐和园门票20元，通票50元，苏州街景区门票10元

交通：乘303、375、634、716、801、808、817、特5到北宫门下车，地铁4号线北宫门下车

活动概述：颐和园“苏州街春节宫市”是我国古代“宫市”的唯一孤本。苏州街春节宫市将江南

水街、园林美景、皇家文化，以及异彩纷呈民俗表演与热烈喜庆的节日布置等众多元素融合在一

起，再现清代京都的喜庆、繁荣的景象，为节日的北京增添一道集“清味、京味、南味、年味”

为一体的文化盛宴。

宫市就是颐和园后身的苏州街买卖一条街，因此也叫宫市一条街。如今每逢春节都增加五天庙会

。

宫市买卖街长数百米，两岸御店皇庄近百家，它是乾隆皇帝为母寿为后宫佳丽、中宫彩女们营建

的一条园内宫市。一为给太后宫妃们解闷儿，二为人为地点缀一下太平盛世，模拟民间百姓柴米

之情。

宫市买卖街建于乾隆五十年。那时平民百姓禁进。如今不仅开放且逢年举办庙会已有连续数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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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凤凰岭龙泉寺春节庙会

活动时间：大年初一

活动地点：凤凰岭自然风景公园

活动概述：大年初一，凤凰岭公园将举办2012年龙泉寺春节庙会，让游客在龙泉寺春节庙会系列

活动中体验中华传统佛家文化的韵味和魅力。庙会以龙泉寺新春吉祥祈福系列活动为主体，包括

吉祥祈福、龙泉寺法会、素斋、平安面等，在新春之际给予来年美好的祝愿，给家人、给朋友、

给自己许下心愿。 

(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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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龙年MALL庙会

活动时间：2012年1月13日（腊月二十）—2月6日（正月十五）

活动地点：金源新燕莎MALL一至四层

活动概述：金源新燕莎MALL“龙年MALL庙会”将为顾客献上一个原汁原味的中国年。百丑迎宾

、拉洋片、双轮空竹、花棍、长杆、空竹舞龙、皮影戏、万花筒等难得一见的精湛民俗表演；面

塑肖像、剪影、草编、软陶、万花筒等近10项互动体验项目，让人零距离接近中国文新年化；内

画、毛猴、糖人、剪纸、风车、脸谱、灯笼、面人⋯⋯充满了浓浓年味的20余项民间手工技艺项

目，将为顾客现场展示中华传统艺术魅力和精髓；龙年MALL庙会秉承集合吃、看、玩、购、乐

为一体的形式，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相融合的奇妙氛围中，度过欢乐新春！ 

(图片由网友 @十里河的春天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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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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