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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阳概况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 

                                          

       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

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游览安阳时曾这样由衷赞叹！ 

安阳市地理位置

安阳位于河南省最北部，与晋冀鲁三省交界，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

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所在地、甲骨文的故乡、《周易》的诞生地、红旗渠精神发源地、岳飞故

里、上古颛顼帝喾二帝陵墓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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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花花人心  提供)

安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富饶的物产资源而成为古代建都与兵家必

争之地。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率领他的臣民从山东迁都于“殷”，由此在安阳留下了辉煌的

殷商文明。而2009年年底，曹操墓的话题再一次把媒体的焦点聚在这里。  

最佳旅游时间：每年的春季和秋季。

春秋温暖，夏季炎热，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为14.9℃，春秋时节的安阳气候宜人。

安阳的重要景点以文物古迹为主，所以没有明显客流上的淡旺季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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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去安阳不可不做的几件事情

   

1、亲临鬼吹灯—探曹操墓

曹操墓发掘地图

曹操墓是“2009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在2010年围绕着墓主身份的争论持续了整整一年。曹

操作为我国古代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关于他的故事数不胜数。现在当游人来到安阳时

，很多游人都想到曹操墓一探究竟。尽管曹操墓现正在开发挖掘中，但当你亲临墓地旁，看到的

是原地原貌原墓的场景时候，你会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如此著名的军事家陵墓感到心中一震。

   

2、共作比翼鸟—滑翔林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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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虑山滑翔(图片由网友 @一夕半夏  提供)

林虑山是安阳的重要景区之一，她不仅具有南方山的秀美，又具有北方山的雄伟，当你身临奇景

，会被她的山水之美和奇特的景观而吸引留恋往返。正因为这里独特的环境，很早就被国家体委

命名为中国的滑翔基地，世界著名。如果你有幸亲临飞翔时，会感觉到自己就像一只鸟一样在空

中翱翔，无比自由。

   

3、穿越访祖先—赏三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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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帝陵(图片由网友 @一夕半夏  提供)

当你从张家界和九寨沟回来会被那里的奇特山水而吸引，而去过安阳以后你会被那里的文化内涵

所震撼。从殷墟到甲骨文、《周易》最后到“三皇五帝”，这些东西无不让参观游人惊叹于中国

古文化的博大精深。

   

4、忆苦更思甜—访红旗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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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纪念碑(图片由网友 @七夕玩连连看  提供)

“红旗渠水天上来“这首歌在六十年代广为流传，红旗渠就坐落于安阳的林州，当你步入红旗渠

博物馆你会马上被那庞大的工程所震撼。当你顺着主次干渠盘延在半山腰中时你会被他们艰苦奋

斗的精神所感动，感受这一切会陶冶人们的情操，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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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阳旅游景点

   

1、殷墟宫殿宗庙遗址

安阳景点分布图

说起安阳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景点自然是殷墟了，作为安阳商代遗迹，这里驰名中外，为世界文明

古国中最著名的“古典城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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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遗址大门(图片由网友 @七夕玩连连看  提供)

殷墟位于安阳市西北约2公里的小屯村，这里是我国商代后期都城遗址的所在地，也是经考古发掘

可以确定年代的最早都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于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同时这里也是国家5A级景区。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主要分为三部分：

殷墟宫殿区：这里的建筑遗迹大概有50多处，分为“宫殿、寺庙、祭坛”三组，颇为宏伟壮观。

宫殿区出土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宝石器等珍贵文物。

殷墟车马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畜力车。这里发掘出的商代车马

坑，正是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的文明古国之一的有力佐证。

妇好墓：商代国王武丁为祭祀他的妻子：中国最早女将军妇好而修筑的墓。在妇好墓的亭台前还

矗立着一座妇好汉白玉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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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好墓(图片由网友 @花花人心 提供)

如何到达：自助游驾车：沿京珠高速安阳出口下，沿人民大道至第五人民医院右转即到。

公交车：1、15、18可到达。

门票：成人票：90元（可参观殷墟王陵遗址和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儿童票：45元  

讲解费：50—80元

旅人提示：开放时间：8:00 – 18:30 联系电话：0372-3686809

   

2、人工天河—红旗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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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 (图片由网友 @花花人心  提供)

红旗渠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林县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工程。

被世人称之为“人工天河”，在国际上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她位于安阳市下面的林州市

境内，国家4A级景区。主要景点有：分水苑风景区、青年洞风景区、络丝潭风景区。

如何到达：为了方便游客参观游览。有班车从安阳到红旗渠。早上6:00从安阳西站发车，回程在1

7:00.

门票：60元

旅人提示：

因为三个景区之间有10几公里距离，建议带好必须的水，做好艰苦奋斗的准备。吃饭可以在任村

镇吃。7月和8月是最好的游玩时间。开放时间:7:00 – 18:00, 联系电话：0372—6811466。

   

3、中国文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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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博物馆外景 (图片由网友 @七夕玩连连看  提供)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安阳市人民大道东段北侧，东邻京珠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是经国务院批准

的国家级博物馆。此馆于2009年开始营业，为国家级的重点项目，国家4A级景区。这里所陈列的

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如何到达：在火车站乘坐 27路(或 3路), 在公交东站下车。

门票：免费

   

4、袁林

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水北岸的临府庄北地，是袁世凯的墓园所在地，现为安阳博物馆馆址所在地。

墓园建筑最大的特点是中西合璧，堂院前的部分是明清皇陵的风格，堂院后的墓园部分则具有西

洋建筑特色，整体看来非常别致。主要有照壁、神道、牌楼、碑亭、享堂大院等建筑。 

                                               14 / 37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035&do=album&picid=43543


�������

安阳：三阳开泰

袁林牌坊(图片由网友 @凹凸曼的小偏执  提供)

袁世凯，河南人，出身于一个军阀世家。辛亥革命后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恢复帝制，但只

做了83天的皇上后就一命呜呼了。

如何到达：乘坐公交2、8、23、35路。

门票：20元

联系电话：0372—2942012

   

5、《周易》发源地—羑里城

羑里城又称文王庙，是《周易》发源地，位于汤阴县城北八华里羑、汤两河之间的空旷原野上，

相传这里是商纣王囚禁羑西伯姬昌之地，也就是"文王拘而演周易"的地方。是已知的我国最早的

国家监狱所在地之一，国家4A级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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羑里城(图片由网友 @凹凸曼的小偏执  提供)

作为《周易》的发源地，这里测字算命的人士还是很多的，好在景区管理有方，总体上秩序很好

。游人只要花上50到100的费用就可以在羑里城找到一位算卦的老先生帮您好好算上一算。

如何到达：三角湖十字路口坐开往汤阴的巴士，羑里城在中途下车。

门票：成人票30元

旅人提示：开放时间：8:00—17:00 最佳旅游时间：4月、5月 联系电话：0372—6231399

   

6、中原第一大宅—马氏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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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庄园 (图片由网友 @一夕半夏  提供)

马氏庄园位于安阳西21公里的蒋村乡西蒋村，为清末头品顶戴两广巡抚马丕瑶的故居。其地北倚

寿安山，南临珠泉河，西近巍巍太行，东连华北平原，辉映于行山洹水间，尤具胜观。国家4A级

景区。

如何到达：自驾游从安阳市区出发，沿S301国道行驶，左转进入姬红线就可到达。

门票：40元/人

   

7、民族英雄—岳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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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 (图片由网友 @凹凸曼的小偏执  提供)

岳飞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受敬仰的民族英雄，他的家乡就在安阳市汤阴县。如果游客从京广铁路

汤阴站下车，一出站，即可望见雄居于花岗岩基石上的岳飞铜像。

岳飞庙就在县城内。此庙始建年代不详，庙内碑碣林立。东西小院中各有亭子一座，东为“肃瞻

”，西曰“观光”。院中碑刻近300通，是中原地区一个较大的书法、文学艺术宝库。国家4A级

景区。

如何到达：在安阳市区乘坐去汤阴的10路专线车可直达

门票：30元

联系电话：0372—621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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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安阳“文风”象征—文峰塔

文峰塔(图片由网友 @夕玩连连看  提供)

位于安阳老城西北隅，天宁寺旧址的文峰塔，原名“天宁寺塔”，因位于旧彰德府文庙的东北方

，代表当地“文风”的象征，故又称“文峰塔”。

文峰塔的建筑因富有独特的风格而闻名，其特殊在于一反常规形制，由下往上一层大于一层，逐

渐地宽敞，整体呈伞状形式上大而下小，在中国古塔中以及国内外所罕见。

文峰塔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前，一直是安阳市最高的建筑物，自古以来是安阳历代的标志性

建筑。

如何到达：市区乘坐公交25、26路即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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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15元/人

旅人提示：地址：安阳市文峰中路 联系电话：0372—5971300

   

9、太行大峡谷

太行大峡谷 (图片由网友 @一夕半夏  提供)

著名的太行山，纵横于林县境内，山峦起伏，奇峰突兀，景点众多，其中石板岩，石板磊砌的房

舍别具风格；桃花洞寒冬盛开桃花的奇景，韩家凹的炎夏冻潭等均为太行奇观。赵南长城遗址、

黄华寺等，是当地著名的古迹。盘绕在山腰的红旗渠号称“人工天河”。今天的太行山已成为风

景游览区。国家4A级景区。

门票：70元/人

旅人提示：地址：林州市石板岩乡 开放时间：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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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边景点推荐

   

1、郭亮

郭亮村(图片由网友 @花花人心  提供)

郭亮位于河南省辉县西北60公里的地方，这里海拔1700多米，以秀美的山岭、独特的石舍而闻名

。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画家、摄影爱好者、户外运动爱好者和自助游游客热衷的地方。

我们一般所说的郭亮主要是指太行山-万仙山风景区，其中包括郭亮村、南坪村等几个自然村落。

主要景点有：郭亮洞、郭亮村、溶洞和天梯。

郭亮洞：沙窑乡前往郭亮村的必经之路, 横空悬挂在九十度的陡崖上。郭亮村的标致，天下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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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亮村：这里又被称为“中国第一电视村”，《清凉寺的钟声》、《走出地平线》等40多部影视

剧把这里设为了外景取景地。现有八十多户人家，山民淳朴热情，村子里旅店众多。

溶洞：郭亮村一带溶洞众多，现在开发的有白龙洞、黑龙洞、红龙洞与黄龙洞。这些洞的特点可

以归纳为小巧别致，更兼人迹罕至，洞内清静自然，野趣十足。

天梯：郭亮村的天梯就是在绝壁上凿出的“之”字形道路。天梯的上方是“郭亮村”、下方是西

梯坡村。

门票：成人票：65元/人 儿童：35元/人

旅人提示：郭亮村里有很多家庭旅馆，一般包吃包住15元—20元/人/天，也可在南坪村住，价格都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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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阳美食

   

1、安阳扁粉菜

扁粉菜

扁粉菜是安阳居民最爱吃的饭菜之一，每天，有很多上班一族和扁粉菜的老食

客，会到自己经常去的排挡吃上一碗。

扁粉菜以粉条做主料，配以青菜、豆腐、猪血等，在一口大铁锅中煮。

安阳的扁粉菜首推彰德扁粉崔，老字号，安阳人都知道。这家店主要经营:扁

粉菜、油饼、炒菜、羊汤、羊肉面。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文明大道142号(文明大道与南大街交叉口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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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盛德利大酒店

这家酒店在整个安阳市算是比较高级的了，环境、服务、口感都很不错，来到这里你基本可以尝

遍安阳的特色美食了。粉浆饭、炸血糕、灌肠这些安阳特色小吃，一定要一一品尝，你肯定会觉

得满意而归的。人均消费：40元。

如何到达：乘3路、21路、26路即可到达。

电话：0372-3165588 

地址：安阳市幸福路中段

   

3、巴奴火锅

巴奴火锅在安阳口碑很好，安阳市当地人请客吃饭大多都去巴奴火锅。主要是环境要比一般的街

边小店强的多，巴奴火锅以毛肚闻名，毛肚在锅里过下水就可以吃了，口感有点儿像北京的爆肚

，去安阳的朋友不妨去试上一试。人均消费：50元

电话：0372-5111688

地址：北关区北关区人民大道131号洹瀛宾馆(东风路口)

   

4、文峰小吃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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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浆饭

此街离著名的文峰塔仅一街之隔，里面除了那些各地都能见到的烧烤，也有一些安阳本地的小吃

，比如道口烧鸡、内黄灌肠、炒三不沾等，还算是比较正宗。

   

5、开封第一楼包子馆

吃了那么多的安阳特色小吃，我们也去尝尝河南另外一个著名城市—开封的小吃，开封灌汤包子

。这家店在安阳市民主路，其主要特点是皮薄馅美儿，味美十足，吃了还想吃。早上要一屉包子

，再配上一碗白菜虾米汤，真是一天都有精神。

地点：安阳市民主路

 

   

6、虢国羊肉汤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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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本人比较喜欢吃烤羊腿，请准许我特别向大家推荐一下这家店。羊肉汤和火烧非常美味，料

足。喜欢吃羊肉的朋友有福了，这家店的烤羊腿也是相当的不错，我觉得和北京的蒙古王餐厅烤

出的羊腿差不多，怀疑是不是“蒙古王”过去开的分店。

电话：0372-3902996

地址：殷都区中州路电业大楼对面(近文源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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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阳住宿

除了黄金周，平时安阳市的住宿不会太紧张，安阳市一些四星标准的酒店平时房价大约200多到30

0多元，其他一些条件不错的三星标准的酒店房价大约100多到200多元，还有众多的快捷、商务、

招待所等，房价100元左右。

安阳宾馆（四星级）

电话：0372—5922219

价格：标准间 368元/间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友谊路1号

安阳宾馆

旅人点评：地处市繁华路段，设有总统套房、豪华商务套房等。餐厅包间多达29个，餐位达550个

.但因为开业时间比较早，现在一些设备已经比较陈旧了，性价比一般。

安阳奥玛商务酒店

电话：0372—5099999

价格：标准间 158元/间

地址：安阳北关区迎宾路19号

旅人点评：南临火车站，北邻汽车总站仅100米之遥，距安阳市古老繁华的商业街北大街仅500米

的距离，离安阳最大的超市丹尼斯量贩也仅700米的距离，交通方便时这个酒店最大的特点。

速8酒店（安阳红旗路店）

电话：0372—5068888

价格：标准间 168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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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河南省安阳市红旗路70号

旅人点评：作为现代商务连锁酒店，速8的品质不用多说。红旗路店地处安阳商业中心，交通四通

八达。购物、吃饭、旅游都很方便，距离殷墟很近，绝对的物超所值。

锦江之星（安阳文峰大道店）

电话：0372—3196666

价格：标准间 189元/间

地址：安阳殷都区文峰大道6号

旅人点评：离安阳火车站不远，干净卫生，价格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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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安阳交通

安阳行政区划图

铁路：安阳境内有京广线贯通，向北可通往北京，向南可到郑州、武汉。从北京往洛阳、西安、

成都、昆明等地的列车都经过安阳。安阳火车站位于市中心的解放路最西端。可乘2、3、5、7、1

6、17、20、22、26、28、37路公交到达火车站。

旅人提示：北京到安阳已开通动车组，每天有两趟动车往返于两座城市，从北京西坐上车大概3个

小时40分钟就可以到到古都安阳了。

公路：境内有107国道通过，与京广铁路相辅相成。从安阳有一条高速公路经郑州到许昌，走这条

高速，从安阳到河南省会城市郑州只需要3小时。长途汽车站位于火车站东侧。

旅人提示：到太行大峡谷啊、红旗渠可乘安阳至林州市的长途汽车，每20分钟发一趟。

民航：安阳现还没有民航机场，最近的民航机场在河北邯郸市，乘车从邯郸到安阳大概需要1个小

时，票价13元。南方的游客可先乘飞机到邯郸，再转乘汽车去安阳旅游。

公交：安阳市中心区现有50条公交车，首班最早为6:30，冬季末班7:00 夏季为7:30，有多路车可至

安阳市的旅游景点，1、15、18路可到殷墟博物馆，15、18可到殷都文化城，15路可到殷陵馆，25

、26可到民间艺术博物馆、文峰塔、高阁寺，10路旅游专线可达岳飞庙、羑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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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市内出租车起步价5元/1.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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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安阳购物

安阳的主要商业街有红旗路、北大街、南大街，主要的商场均分布在这些商业街的周围。街边还

有不少以出售当地土特产品为主的小店铺，你在游玩之余，可以顺路到这些小店中看看，选购一

点新鲜的特色物品带回去。

 

1、 安阳三熏

其实就是指熏鸡、熏鸡蛋、熏猪下水。成品呈柿红色，鲜亮悦目，香味浓郁，入口鲜而不腻，是

安阳大众化的地方风味。

2、 道口烧鸡

道口烧鸡

道口烧鸡是河南省安阳市滑县道口镇“义兴张”世家烧鸡店所制，是我国著名的特产。道口烧鸡

五味佳、酥香软烂、咸淡适口、肥而不腻。食用时候不需要刀切，用手一抖，骨肉即自行分离，

无论凉热、食之均余香满口。

3、 内黄大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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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黄大枣

安阳市内黄县所产大枣，故以“内黄”来命名。内黄红枣共有品种60余个，以内黄大枣为大宗。

内黄大枣，品质优良，个大肉厚，富有弹性，果味酸甜可口，营养丰富，既可鲜吃，又可干制加

工。

4、大红袍花椒

我国特有花椒品种，安阳这种花椒的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大红袍花椒果实大，皮厚，色泽鲜红

，香味浓郁，素有"十里香"之称。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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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安阳推荐行程

安阳红色旅游—2日游

第一天  安阳—林州市—红旗渠

上午：在火车站旁的长途汽车总站乘坐安阳—林州市、单程乘费13元。1个小时15分钟左右可到达

林州市。在林州市倒车前往红旗渠，全天有车。参观分水苑景区、分水闸、红旗渠纪念馆听修渠

英雄的感人故事

午饭：任村镇用餐，都是农家饭，但味道还是可以的，价格大多在10元左右。

下午：参观红旗渠青年洞景区，感受“人工天河”的宏大工程、国家4A景区的魅力及“当代万里

长城的壮举”。

晚上可返回林州市夜宿，也可以在太行大峡谷旁的村落夜宿，方便第二天参观太行大峡谷。

第二天 太行大峡谷—安阳

上午：游览太行大峡谷王相岩景区：听圣人传说、过荡魂桥、走凌空栈道、享森林浴廊、爬摩天

筒梯等领略台壁交错、峰峦雄险的太行风光;

中午：在景区里的餐厅就餐，但建议自备食品。

下午：游览太行大峡谷桃花谷景区：飞龙峡、黄龙潭、二龙戏珠、九连瀑潭涧流泉。

晚上：返回安阳

安阳三日深度游

第一天 北京—安阳

乘坐D137于10:07分到达安阳市，在当地旅行社委派的司机带领下开始游览安阳市。上午参观中国

文字博物馆，中午在老西扁粉菜就餐，品尝安阳特色扁粉菜。下午参观殷墟。晚上夜宿安阳。

第二天 安阳—红旗渠

上午：上午乘车前往红旗渠。参观分水苑景区、分水闸、红旗渠纪念馆听修渠英雄的感人故事

午饭：任村镇用餐，都是农家饭，但味道还是可以的，价格大多在10元左右。

下午：参观红旗渠青年洞景区，感受“人工天河”的宏大工程、国家4A景区的魅力及“当代万里

长城的壮举”。

晚上：返回安阳

第三天：安阳—羑里城—岳飞庙

上午：乘车参观羑里城和岳飞庙，因为这两景点在一条线上，所以半天就可看完。中午回到安阳

，下午参观文峰塔，游览市区，买些土特产。晚上乘坐D132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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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特别提示

1、河南省普遍物价不高，在安阳游玩会感到很从容。

2、气候与北京相差不大，但出行前请注意天气预报。

3、安阳作为古都其特色美食必定不少：粉浆饭、烩菜、皮渣、血糕、内黄灌肠等都是值得一尝的

。

4、安阳常用电话：

火车站咨询 3271222

长途西站 3153111

长途汽车总站 3320114

旅游投诉电话 2270000

旅游咨询电话 2271111

工商投诉 12315

物价投诉 1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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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安阳旅游品牌

一、世界文化遗产：殷墟。

  二、中国旅游知名品牌：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殷墟博物苑)、红旗渠。

三、安阳市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殷墟、天宁寺塔、修定寺塔、灵泉寺石窟、小南海石窟、羑里城

遗址、岳飞庙、明福寺塔、三杨庄遗址、红旗渠。

四、国家A级景区：4A级景区：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殷墟博物苑)、红旗渠、羑里城、太行大峡谷

、岳飞庙；3A级景区：黄华神苑、二帝陵。

五、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殷墟博物苑)、红旗渠。

六、国家森林公园：林州五龙洞森林公园

七、国家风景名胜区：红旗渠�林虑山国家风景名胜区

八、国家水利风景区：红旗渠彰武南海水库

九、国际滑翔攀岩基地：林虑山国际滑翔攀岩基地

十、国家农业旅游示范点：林州太行大峡谷

十一、联合国命名的千年古县：汤阴

十二、中国最大的航空体育俱乐部：航空运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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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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