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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方鲁尔”沈阳

　　沈阳是辽宁的省会，一座具有7200年文明史的国际化大都市，是东北的经济、文化、信息、

物流、金融、商贸中心，是东北亚地区的交通枢纽，是东北地区最大的航空港，更是联合国确认

的当今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

　　沈阳素有“一朝发样地，两代帝王城”之称，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中国首批优秀旅游

城市。旅游资源在数量上十分丰富，历史文化遗迹100余处，每一处都有一段历史故事，每—处都

是宝贵的旅游资源。这里有距今7200多年的新乐遗址；有具有浓郁满族特色的前清皇城和陪都—

—沈阳故宫；有雄武、壮观、显示满清几代帝王雄赳赳征战气势的盛京之陵—福陵、昭陵和永陵

，还有蜚声中外的“张氏帅府”和昭示后人勿忘国耻，警惕历史重演的“九�一八”事变展览馆

。

沈阳故宫

　　最佳旅游时间：

每年4-10月是沈阳旅游的黄金季节，冬季的沈阳雪景也是十分的美丽，更可体会滑雪的乐趣。

　　旅人提示：

沈阳的春天和秋天时间短促，升温、降温幅度很大；夏季平均气温24度，比南方凉快3-5度；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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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干燥，必须携带羽绒服或棉大衣。雨季主要在春、夏与夏秋之交。 

沈阳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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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沈阳旅游最棒体验

   

1、不容错过的满清皇室宫殿——沈阳故宫

　　沈阳故宫，又称盛京皇宫，这是清王朝亲手缔造的第一座大气庄严的帝王宫殿建筑群，其浓

郁多姿的满族民族风格和中国东北地方特色，都是北京明清故宫所无法比拟的。作为满汉建筑艺

术融合得尽善尽美的范例，故宫的庭院安逸清幽，长廊、小亭、花草、树木与这座古典宫殿建筑

群交相辉映。来沈阳怎能错过这座满清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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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阳怪坡让您折服的自然奇景

沈阳怪坡

　　正所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沈阳市东部山区就有这样一个坡，各种车辆到此，下坡

不蹬不走，上坡不蹬却自动向坡上滑行。怪坡就是这样一个神秘的地方，蕴含着科学无法解释的

奥妙。开车试坡，骑自行车试坡，走路试坡逾试逾感觉神奇；行走怪坡之上让您感慨“如此奥妙

谁造化”的神奇。

   

3、看原汁原味的“刘老根大舞台”

                                                 8 / 73



�������

沈阳：满清盛京

　　如今人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人们都希望能够放松自己的心情。在东北有着“宁舍一顿饭

，不舍二人转”之说。来沈阳看原汁原味的刘老根大舞台，在欣赏精彩节目的同时，也可在欢笑

中了解地道的沈阳民俗风情，也许您还能观看到春晚小品王赵本山的现场表演呢。

　　旅人提示：

　　1.沈阳中街刘老根大舞台（旗舰）：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正阳街

　　电话：024-24845532

　　2.沈阳和平区文化宫刘老根大舞台：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中山公园西门斜对面

　　电话：024-62062479

　　3.沈阳铁西工人村刘老根大舞台：

　　地址：沈阳市铁西区兴华街24号

　　电话：024-25852968

　　演出时间及票价：每天晚上表演一场，大约从18：00-21：30左右。票价从80-千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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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去沈阳老边--世界上“历史最长的饺子馆”吃顿饺子

　　到底什么元素能能够代表沈阳？是故宫、北陵、大帅府，还是⋯⋯

相信每个沈阳人的心中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有一种味道是沈阳所特有的这就是世界上最悠久

的饺子——老边饺子。中华老字号沈阳老边饺子馆始创于1829年，2000年被大世界吉尼斯纪录认

定为世界上历史最长的饺子馆。老边饺子的制作技艺在竞争与实践中不断完善，研制出汤煸馅制

作工艺，形成了松散易嚼、鲜美可口、香而不腻的独特风味，享誉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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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边饺子馆

　　旅人提示：

老边饺子馆内主要有水饺、雪花煎饺、蒸饺等，馅料种类众多，人均消费约20-50元。

   

5、到棋盘山寻找心灵栖息的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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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步于秀美的棋盘山间，放飞心中的梦想，恬静中感受生命与自然的融合。秀美的棋盘山因

相传仙人吕洞宾和铁拐李曾在此对弈而得名，这里松林苍翠、溪谷迂回、山峦险峻、花香鸟语；

风光怡人，景色秀丽真可谓世外桃园一般，让人处处感觉与自然的全身心接触。 

   

6、逛沈阳中街领略“坐沈阳买天下，坐沈阳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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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街是沈阳历史悠久、交易繁华的商业区，自明清开设以来，距今已有三百五十多年了。逛

中街不仅可以体会最佳的淘宝乐趣，同时还能品尝到不少沈阳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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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沈阳市区主要景点

   

1、沈阳故宫

　　清沈阳故宫，创建于1625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建造和使用的宫殿。现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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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100多座，占地6万多平方米清代最早的宫殿建筑群，是全国保存至今现存仅次于京故宫的最

完整的古代帝王宫殿建筑。它在建筑艺术上继承中国古代建筑传统，融汉、满、蒙各族艺术于一

体，有很高历史价值，被誉为关外“紫禁城”。2004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在沈阳故宫中闲

庭信步体会这座艺术圣殿。

　　门票：50元/人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沈阳路171号

　　电话：024-24842082

　　官方网站：www.syggbwy.org.cn

　　开放时间：5月-10月：8:30-17:00   7月、8月：8:30-17:30  11月-次年4月：9:00-16:00

　　交通：乘环路、118、132、213、222、228、257、276、287、290、292、294、296故宫下车

　　旅人提示：皇家礼仪表演，每周六下午2点至3点30分

   

2、张氏帅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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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氏帅府是奉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及其长子张学良将军的府邸和

私宅。始建于1914年，占地3.6万平方米，是集中西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庞大建筑群，是迄今为止东

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名人故居。

　　门票：通票50元，其中包括有赵四小姐旧宅和沈阳金融博物馆。张氏帅府讲解员的收费一般

为5人以下80元/次，5人以上100元/次。（70周岁以上老年人、现役军人、离休干部及符合条件的

残疾人持本人有效证件到售票处换票）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少帅府巷46号

　　电话：024-24842454

　　官方网站：www.syzssf.com

　　开放时间：夏：8:30-18:00冬8:30-17:30（夏季8月1日-10月25日 冬季10月16日-4月30日）

　　交通：环路、213、215、222、227、237路

   

3、“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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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国家4A级旅游区）是国内外迄今为止唯一全面反映“九�一八”

事变史的博物馆，中占地面积3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600平方米，展览面积9180平方米。博物馆

共设有包括序厅在内的8个展厅，十余个大型场景。通过大量文物、史料及多种展示手段反映了从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十四年遭遇奴役、奋起抗争、浴血奋战

的历史画卷。是一座大型的现代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基地。

　　门票：免费

　　地址：沈阳市大东区望花南街46号

　　电话：024-88320918

　　官方网站：www.918museum.org.cn

　　开放时间：夏8:30-17:00冬9:00-16:00 周一闭馆

　　交通：212、213、229、245、325、328、611路

　　旅人提示：

1）沈阳市政府规定，每年的9月18日夜9时18分，全市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此警戒人们“勿忘

国耻，振兴中华”。2）参观者凭身份证、学生证、工作证、军官证、士兵证、残疾人证、老年证

、离休证、退休证、护照等有效证件参观。无有效证件者谢绝入内。

   

4、辽宁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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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博物馆是著名的大型历史艺术博物馆，其前身为1949年7月7日开馆的东北博物馆，是

我国大型艺术性质的历史博物馆之一。以藏品丰富、特色鲜明而享誉海内外，馆藏展品只要是唐

、宋、元、明、清各代书法、绘画和以存素唐丝绣为主的古代丝绣作品、古代版画、地图、东北

和辽宁地区的考古发现精品等。

　　门票：免费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363号

　　电话：024-22741193

　　官方网站：http://www.lnmuseum.com.cn/

　　开放时间： 9：00-17：00 周一闭馆

　　交通：214、215、216、221、228、230、243、248、260、800路至市府广场车站下车

　　旅人提示：

辽宁省博物馆内又定时讲解，讲解时间为9：00、10：00、11：00、13：00、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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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沈阳东陵（清福陵）

　　清福陵始建于1629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孝慈高皇后的陵墓。清福陵占地面积54万平方米

，陵寝占地面积19.48万平方米，现存古建筑32座（组）。古建筑群规模宏伟，气势威严，是中国

古代建筑中的精美杰作。依山势而设计的“一百单八磴”，是明清皇陵中独一无二的建筑形式。2

004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门票：32元/人（东陵公园2元，进入清福陵30元，可分开购买）

　　地址：沈阳市东陵区东陵路210号

　　电话：024-88031748

　　官方网站：www.qfl.cn

　　开放时间：夏6:30-18:30 冬8:00-16:00

　　交通：沈阳北站、马路湾乘168到东陵公园下车；大东门乘218路到东陵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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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沈阳北陵（清昭陵）

　　清代皇家陵寝和现代园林景观完美结合的旅游胜地——沈阳北陵（清昭陵）始建于1643年，

总占地面积318万平方米，是清太宗皇太极以及孝端文皇后的陵墓。是清初关外三陵中规模最大、

气势最宏伟、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帝王陵墓之一，位居关外三陵之首。2004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 清昭陵悠久的历史文化、精美的皇陵建筑、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令数以万计的中外游客

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门票：36元/人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泰山路12号

　　电话：024-86896294

　　开放时间：夏7:00-19:00 冬8:00-17:00

　　交通：205、210、217、220、227、231、232、242、245、326、338、800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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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新乐遗址博物馆

　　新乐遗址是距今7200多年前新石器时期早期的一处母系氏族社会部落遗址，位于沈阳市皇姑

区黄河大街新开河北岸黄土高台之上，其出土的“木雕鸟”是沈阳地区出土年代最久的珍贵文物

，也是世界上惟一保存最久远的木雕工艺品。1973年首次发掘。这是一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

繁荣时期的村落遗址，占地面积17.8万平方米，集居地约2.5万平方米。其布局与半坡文化很相似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测定新乐遗址距今有7200多年的历史。其出土文物相当丰富。出

土文物中还有极为珍贵的煤精制品和木雕艺术品。新乐遗址博物馆，展出有出土石器、陶器、煤

制精品、木雕珍品、古房址等。

　　门票：20元，游览范围为遗址区和博物馆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龙山路1号

　　电话：024-8613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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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时间：夏8:30-17:30冬9:00-17:00

　　交通：沈阳站乘232路、294路、北站乘217路至新乐遗址站下车

   

8、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是一栋面阔六间、进深一间的硬山式青砖瓦房，其东侧四间就是1927年见

的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所在地，是我党在东北地区的重要革命遗址之一。1985年经过维修已恢复原

貌，对外开放，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研究东北地方党史的基地。

　　门票：免费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福安巷3号

　　电话：024-2484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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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乘123、138、140、203、209、215、247可到

   

9、沈飞航空博物馆

　　沈飞航空博览园是以航空科普为主体的大型专业性展馆，占地2.5万平方米，位于风景秀丽的

北陵公园北侧，环境优美、交通便利。外展区设有休闲广场、服务部及飞机展示区，展馆建筑面

积4600平方米，分为序厅、志在冲天、碧空雄风、驰骋疆场、走向世界、世纪展望等7个展馆，精

选了600多幅珍贵的历史图片、200多件实物，融我国歼击机发展历程与航空科普知识于一体，展

示了爱国主义教育、航空知识和国防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门票：免费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陵北街1号

　　电话：024-86599602

　　官方网站：www.sac.com.cn

　　开放时间：8:30-16:30 周一闭馆

　　交通：乘131﹑217﹑280﹑338﹑294路即到

   

                                               23 / 73

http://www.sac.com.cn


�������

沈阳：满清盛京
10、沈阳金融博物馆

　　沈阳金融博物馆位于张氏帅府东侧，其原址为张氏父子的私家银行一边业银行。始建于1930

年。展览面积5100平方米，除老边业银行交易大厅、总裁办公室、地库等原状陈列之外，设有东

北金融发展史、货币的故事、金融主题公园、交流展览四个展区、对外展出文物近三千件。是目

前全国同类博物馆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展示形式与观众参与项目最多的专题博物馆。

　　门票：包含在张氏帅府通票内，通票票价50元。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240号

　　电话：024-84840766

　　官方网站：http://www.syzssf.com/jmain.html

　　开放时间：夏：8:30-18:00冬8:30-17:30（夏季8月1日—10月25日 冬季10月16日—4月30日）

　　交通：环路、213、215、222、227、237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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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沈阳区县主要景点

   

1、沈阳世博园

　　沈阳世博园是国家5A旅游景区，由2.46平方千米的核心园区和5平方千米背景区构成，坐落在

沈阳的棋盘山景区，是世界上唯一森林中的世博园。自然生态、人工景观、滨水湿地三大特色景

观浑然天成，多种主题建筑设计巧妙、造型独特，令人惊叹。国内外上百个风情展园、专类展园

繁星般点缀其间，融于自然之中。荟萃了国内外珍惜植物和数千种花卉，集中展示了世界五大洲

及国内重点城市极具特色的园林建筑，是集文化娱乐、生态环保于一体的综合旅游景区。

　　门票：50元，中小学生凭学生证可亨受6折优惠，大学生凭学生证可享受8折优惠。团体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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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100人，票价20/人。园内百合塔票价30/人。

　　地址：沈阳市双园路301号

　　电话：024-88062427

　　开放时间：8：30-17：00

　　交通：沈阳北站、马路湾乘168路或从沈阳站、沈阳北站乘火车到世博园站

   

2、棋盘山风景区

　　棋盘山位于沈阳东北部的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开发区，更为繁华似锦、高楼林立的沈阳城装

裱了一幅山水画，她宛如一颗瑰丽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国东北辽河沃土之上。棋盘山是长白山

余脉，起伏的山峦绵延千里，与东北的名山大川紧紧相连。这里草木蓁蓁，山水相连。

　　门票：20元/人

　　地址：沈阳市东陵区满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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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24-88050627 88050034

　　官方网站：www.qipanshan.gov.cn

　　开放时间：9:00-17:00

　　交通：乘168、330、331、384路公车可达。景区内有缆车等可供游客上下山和旅游观光

   

3、棋盘山冰雪大世界

　　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是东北地区著名冰雪旅游胜地，蕴涵着深厚的冰雪文化，以休闲健身和惊

险刺激为特色。丰富多彩的冰雪活动，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区为高山滑雪区：设有1000米、800

米、600米长的高山滑雪场以及500米长的滑雪练习场。此外，还有雪圈、时空转移、托牵式滑雪

索道和长达千余米的高山管轨式滑道，新颖而时尚。北区为休闲娱乐区：利用秀湖宽广的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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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有符合国际水准的环形滑冰场，可使健将们在此一显身手;匠心独运的冰雕与雪雕，造型别致，

相映成趣；雪山寻宝活动更是别出心裁，其乐无穷；骆驼园、跑马场、马爬犁、猴爬犁、羊爬犁

、狗爬犁、卡丁车、雪地摩托车、雪地飞机、载人动力伞令人目不暇接，构成一幅幅妙趣横生的

冰雪游乐园。

　　门票： 120元/人滑雪票（2小时）

　　地址：沈阳市东陵区满堂乡

　　电话： 024-88050627 88050345

　　官方网站：www.qipanshan.com

　　开放时间：12月至翌年2月

　　交通：168路公交车有两条线路，既沈阳北站—棋盘山冰雪大世界，马路湾—棋盘山冰雪大世

界，早7时—晚18时，每隔15分钟发车一次。331路既皇寺广场—棋盘山冰雪大世界

旅人提示：

滑雪价格表（价格内包含了雪具租用等费用，但租雪具另需押金200元。雪场备有雪服、手套、帽

子等装备可供租用。）

 

 滑雪时间

 

 滑雪价格（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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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 两小时

 

 120

 

 平日 全天

 

 150

  

                                               29 / 73



�������

沈阳：满清盛京

 假日 全天  150

 

 夜滑

 

 100

 

   

4、怪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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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坡是条长80米，宽约15米，呈西高东低走势的斜坡，发现与1990年4月。怪坡神奇之处在于

：各种车俩到此下坡不开（蹬）不走;而上坡不开（蹬）却自动向坡上滑行，络绎不绝的游人无不

称“怪”。对怪坡形成的原因，众说纷纭，都不能给怪坡以准确的科学定论。现在这里已形成以

怪坡为核心，有20多个景点的风景区。自然景观除怪坡外，还有响山嗡顶、印山湖、松林槐谷、

月牙湖、霞妹泉等。人文景观有10多处，既有古老的鹏恩寺、七眼透龙碑，又有现代惊险刺激的

同心索桥、游艺射击场等。此外，怪坡风景区每年五月下旬都会举办槐花节盛会。

　　门票：20元/人，试车（在怪坡上骑车体验）20元/人

　　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杭州路83-3号

　　电话：024-89758143 89758846

　　开放时间：全天

　　交通：沈阳站乘221路，北站乘229路公交车到骨科医院下车，转乘383路中巴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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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沈阳新民三农博览园

　　沈阳三农博览园坐落于沈阳所属新民市大柳屯镇南部，新彰公路与304线交会口侧，距新民市

区15公里，距沈阳市区75公里，交通便捷。占地40万平方米,由仿古长城环绕，高耸的钻天杨玉冠

掩映，雅韵雄风，如诗如画，处处散着文化幽香，浓郁的乡土风情气息。这里建有三农园、国粹

园、三杰馆、科学智慧馆等20个展馆，青砖黛瓦，各具风姿。赏心悦目的曲桥观鱼，醒桥赏荷，

巍峨矗立的龙泉塔，万紫千红的花卉园，飘香四溢的葡萄园、灵芝园、果园，引进高技术种植116

个品种的农业百科园，把园区装点得千姿百态，生机盎然，领略它的无限风光，您会受到强烈的

思想震撼，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赞叹它的靓丽美、和谐美，结构美。

　　门票：50元/人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市姜张线大柳屯镇长岗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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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24-87557111

　　官方网站：http://www.snbly.com/

　　开放时间：8：00-17：00

   

6、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位于北陵公园的东侧，占地24万平方米，由烈士纪念碑、烈士墓群和烈士

纪念馆组成。纪念碑高23.5米，顶端是铜铸的中朝两国国旗，旗下是手握冲锋枪的自愿军战士铜

像，碑体正面是董必武同志亲笔题字“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在院中安葬着特级战士英

雄黄继光、杨根思、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孙占元、杨连弟等122位自愿军烈士。在墓区的东南侧

有大型画廊和烈士纪念馆，馆内主要展出抗美援朝战争420多幅珍贵历史图片，烈士生前使用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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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遗物。

　　门票：免费

　　地址：沈阳市于洪区陵东乡上岗子1号

　　电话：024-86622109

　　开放时间：全天

　　交通：乘113、131、220、281、800路公交既到

   

7、沈阳市国家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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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市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棋盘山国际旅游开发区境内。园区山体较高，峰岭重叠，九十九座

峰峦，黑松林、原始次生林生态等山林约9平方千米，森林覆盖率高达96%，是沈阳周边的唯一的

天然次生态森林。第一峰、南天门、藏仙阁、观音台等古迹景观承载着古老而感人的醒世传说恻

隐其间。新开通的东环生态观景路，全长4公里。一侧依山而绕，路面随山体连绵起伏；一侧毗邻

大峡谷，修建一新的红白相间安全岛蜿蜒前伸，鸟瞰台可将森林公园全景尽收眼底，整体增加观

赏面积约10万平方千米。茂密的松林树、大片的橡树林等各种珍稀植物遍布林间；野樱桃、叠葚

、山里红、棒子、山杏、山葡萄、野生猕猴桃、榛蘑、黄蘑、松蘑等野趣横生、令人沉醉。

　　门票：15元/人

　　地址：沈阳市新城子区马刚乡

　　电话：024-89778001 89778333

　　开放时间：8:30-16:00

　　交通：马路湾/北站乘328至新城子天富市场下车换乘森林公园专线小客

   

8、沈阳东北亚滑雪场

　　沈阳东北亚滑雪场坐落在沈阳市新城子区马刚乡的沈阳国家森林公园内，占地135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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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市区28公里，是国内城市近郊最大的滑雪场，设有各种滑雪场地，是集旅游观光、健身娱乐、

休闲度假为一体的大型休闲场所。

　　门票：115元/两小时

　　地址：沈阳市新城子区马刚乡

　　电话：024-82836566 81919188

　　开放时间：全天

　　交通：在沈河区惠工广场北辰酒店门前设森林中巴，每日9:00和13:00发车；15:00返回。

　　旅人提示：

　　平日：115元 /2小时，135元/全天

　　假日：165元/全天

　　夜滑：90元

　　注：价格内包含门票、雪板、雪鞋、雪杖等费用。雪具另需押金200元。雪场备有雪服、手套

、帽子等装备可供租用。

   

9、花果山神秘谷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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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花果山神秘谷位于沈阳棋盘山风景区境内，毗邻沈阳国家森林公园南门，103省道47公里

处，是沈阳、铁岭、抚顺的交界地，占地面积约100余万平方米。是一个集旅游，度假，商务，娱

乐，拓展训练于一体，以原生态和古朴文化相结合的旅游景区。

　　景区内森林茂密，鸟语花香，风景宜人，建筑奇特，风情各异，主要反映来自于大西南边陲

，以原始方式生活的“土人”的民俗，民风，民情。花果山神秘谷最具吸引力的莫过于神秘谷的

野人部落，他们稀有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令人称奇叫绝。

　　门票：80元/人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

　　开放时间：8：00-17：00

　　交通：沈阳北站、马路湾乘168路或从沈阳站、沈阳北站乘火车到世博园站

   

10、沈阳关东影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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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东影视城位于沈阳棋盘山风景区内，占地面积20公顷，西邻秀湖公路北端，东依山地坡林

。影视城依照清末明初时期沈阳北市场地区的风貌，以古城墙合围，以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市场大

观茶园为中心，建有阁楼、酒楼、戏园子、商铺、鼓楼、民宅等40项建筑物，是集影视拍摄、旅

游观光、体验休闲为一体的再现沈阳老北市场民俗风情的露天博物馆。

　　门票：68元/人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

　　交通：马路湾、沈阳北站乘坐南北两线168路公交车到达终点站步行至关东影视城

   

11、沈阳水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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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洞置身于群山怀抱之中，洞外山川秀丽，鸟语花香。洞内蜿蜒进伸800余米，曲径通幽，水

帘银瀑，凉爽宜人，别有洞天。身临古洞顿感光怪陆离，如入仙境。以薛礼征东为主线的梦扰青

龙等十八组浮雕，在五色彩灯的交相辉映下，栩栩如生，犹如身临其境一般，是人们避暑纳凉和

旅游观光的最佳去处。

门票：60元/人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白清寨乡

电话：024-89551424

开放时间：8:30-17:00

公交：387路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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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沈阳特色美食

　　沈阳的美食云集了各地美食且佳肴历史悠久，制作精湛，在满族菜肴基础上，借鉴和发展了

传统宫廷的精良技术，又荟萃了中国名菜之精华，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正所谓"坐沈阳吃天下

"。 

　　老边饺子

冰花饺子

　　“老边饺子”的创始人叫边福。他于清道光八年（公元1829年）从河北迁居来沈开店，号为

“边家饺子馆”。通过不断地改良使得饺子松散易嚼，味道鲜美，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特有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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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老边饺子”一炮打响，成了众人皆知的美食。

　　老边饺子是驰名中外的沈阳特殊风味，它历史悠久，从创制到现在，已有160多年历史。老边

饺子之所以久负盛名，主要是选料讲究，制作精细，造型别致，口味鲜醇，它的独到之处是调馅

和制皮。我国著名的艺术大师侯宝林亲临品堂老边饺子，吃得兴致勃勃，称赞不已，席间余兴未

尽，挥毫写了八个大字：“边家饺子，天下第一。”

　　旅人提示：老边饺子馆地址：一部中街路206号；二部北市一街57号。

　　马家烧麦

　　烧麦是具有民族特色的风味食品，一向作为回民的代表食品为人们所熟知。马家烧麦是沈阳

市著名的清真风味小吃，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享誉沈阳地区。位于沈阳中街商业区小北门里的

马家烧麦馆，是沈阳历史上成立最早的回民餐馆，它历经二百多年的演变发展，现已成为驰名中

外的特级回民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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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人提示：马家烧麦馆地址：太原北街12号；电话：024-24845218。

　　满汉宴席

　　满汉全席是我国一种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巨型宴席。既有宫廷菜肴之特色，又有地方风味之

精华；突出满族菜点特殊风味，烧烤、火锅、涮锅几乎不可缺少的菜点，同时又展示了汉族烹调

的特色，扒、炸、炒、熘、烧等兼备，实乃中华菜系文化的瑰宝。 满汉全席原是官场中举办宴会

时满人和汉人合坐的一种全席。满汉全席上菜一般起码一百零八种（南菜54道和北菜54道），分

三天吃完。满汉全席菜式有咸有甜，有荤有素，取材广泛，用料精细，山珍海味无所不包。

　　旅人提示：沈阳新世界大酒店、御膳酒楼可品尝现代的满汉全席。

　　那家馆白肉血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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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馆开业于1884年，由那氏满族厨师开设，最著名的是满族传统风味白肉血肠，白肉即白

水煮猪的五花肉，原是清朝皇帝祭祀用的祭品；血肠是把猪血调上粉汁灌在猪肠子里，经热汤一

烫，有特殊的香。白肉肥而不腻、肉烂醇香、血肠明亮、鲜美细嫩；配以韭菜花、腐乳、辣椒油

、蒜泥等佐料，更加醇香鲜嫩，脍炙人口。

　　旅人提示：地址沈阳路90号，电话024-24844274。

　　朝鲜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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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面属朝鲜族特色风味，是现压冷面，用料为面粉加淀粉和成，现挤现压在沸水中，捞起配

上特殊熬制的冷面汤，由个人口味，洒上特制的辣椒粉。冷面刚中有柔，面汤冰凉爽口，冬令时

节吃上一碗，凉到心底，暖在心头；夏季来上一碗，除暑解渴。再加上点辣白菜，更是与众不同

。

　　旅人提示：

沈阳的西塔大冷面店制作冷面味道正宗，地址：市府大路112号朝鲜族百货大楼对面(近西塔)。

　　朝鲜打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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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族打糕是用浸泡蒸熟的糯米，放在案板上用木槌打成年糕状，中间夹豆沙馅，加上白糖

制成，香甜可口。同时，打糕还有保键的作用，朝鲜族的一句俗语“夏天吃打糕，像吃小参”，

就说明了这一点。

　　酱小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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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小土豆，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道酱卤菜更是是朝鲜族著名的酱菜之一，选用个头均匀的小

土豆，去皮煮熟后，加入小辣椒、大酱放入坛中腌制而成，随吃随取。是冬季家中常备的小菜。

　　沈阳灌汤包

　　灌汤包于1959年由河南省开封引入沈阳，用鲜猪肉末加食盐等腌制约3小时，兑入鸡汤和凉后

的材料油，拌成汤包馅，包入精粉皮中，上笼蒸熟，皮薄馅稀，多汗鲜香。如今已形成了独特口

味的沈阳灌汤包。

　　鹿鸣春

　　沈阳老字号，始建于1929年，店名取《诗经�小雅》上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暗含了鹿鸣春的服务宗旨——礼待嘉宾。鹿鸣春是辽菜的发祥地，又是辽菜的代表，

有“辽沈无双味，天下第一春”之美誉。鹿鸣春菜点品种繁多、做工细致。拿手菜点以烹制燕、

翅、鲍、参“四大天王”等海鲜品，既有辽菜的大气豪爽、又不失精致细腻名震海内外。

　　旅人提示：地址沈阳市和平区11纬路40号；电话：024-22851699。

　　老山记海城馅饼

　　老山记海城馅饼是沈阳传统风味小吃，由毛青山于1920年在辽宁省海城创制，1939年迁店来

沈阳经营。工艺：用温水和面，选猪、牛肉配成鸳鸯馅，以十余种香料煮汁煨馅，选时令蔬菜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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馅，荤素搭配。用鱼翅、海参、大虾、干贝、鸡脯作馅，味道更美。烙熟的馅饼色泽金黄，鲜香

可口，用蒜泥、辣椒油、芥末等调料蘸食最好。

　　旅人提示：老山记海城馅饼大酒店，地址：和平区南五马路131号

　　国内的劲爆川菜、豪放鲁菜、淡雅淮扬菜、精致粤菜等最精华的菜品在沈阳，只要想到，就

能找到。世界美食中的正宗韩式料理，在西塔朝鲜族一条街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日式刺身、铁板

烧只要走到日本领事馆附近，就能轻松不费力地吃遍。拉美的烤肉、法式的大餐⋯⋯包罗万象、

兼容并蓄，来到沈阳体会以"食"会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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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沈阳购物

   

1、沈阳主要特产

　　沈阳历史悠久，是我国著名的老牌工业基地之一，同时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

过去素有“坐沈阳买天下，坐沈阳卖天下”之称。如今的沈阳是一座现代化的时尚购物都市，拥

有鳞次栉比的商街、多家大型商厦和商品市场。如果喜欢追求时尚，就去繁华商业街和商城走走

，感受沈阳的时尚风潮；如果想感受新奇，就去特色商街逛逛，经常会有意外的收获。

　　布艺壁挂

　　布艺壁挂采用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在壁挂上可以门由镶嵌各地旅游风光及民俗风情的摄影

图片，比扦上的插袋用于插装常剧物仆，使其具备赶上、纪念和实用的特点。

　　五谷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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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谷画是以自然界各类植物的种子如：谷、黍、米、豆等。用其固有的特性和纯天然色泽，

通过粘、贴、拼、塑等手法而成的山水、人物、花鸟、卡通、抽象等形象的画面，运用构图、线

条、明暗、色彩等造型手法，对其进行特殊处理所形成的图画。粮食要经过特殊工艺处理，永久

保存技术，充分表达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手撕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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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撕画是沈阳民间艺人通过手撕方法，根据创作题材的不同选取颜色和图案具有一定特点的

挂历纸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具有较高艺术欣赏价值的艺术品。

　　沈阳蛋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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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民间艺人采用精心挑选的禽类蛋壳如鸡蛋、鸭蛋、鸵鸟蛋等，通过特殊处理和加工后，

用极其精巧的艺术手法技工而成，在上面刻上表现各种主体思想的图案。作品手法精细，有很强

的观赏。

　　沈阳陈酿酒

　　东北人因气候等方面的原因，形成了一种爱喝酒的习惯，而沈阳陈酿酒则是沈阳历史悠久的

特产，是用东北地区生产的高粱做原料，用小麦大曲做糖化剂酿制而 沈阳陈酿酒成，经多年人工

老窖贮藏后，酒味方向浓郁，入口甘爽醇正。酒质清澈晶莹，芬香浓郁、入口甘爽醇正，饭后余

香不尽，是历史悠久的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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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羽毛画

　　产品采川天然羽毛为原料，采用手工制作完成。本品是沈阳地方纪念品。目前开发出来的产

品系列丰富，如：故宫大政殿、东陵角楼、北陵一角、北国之春、白桦林等作品多次获得国际或

国际大奖，很多产品被作为对外礼品赠送。

　　不老林糖

　　非常受欢迎的糖果，沈阳特产，九十年代初曾经风靡大江南北，通常都是春节的必备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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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成分是糖浆、淀粉、各种干果仁、吃起来又香又甜，老人小孩都喜欢。

　　绢花

　　绢花是指用各种颜色的丝织品仿制的花卉；也叫“京花儿”，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浓厚装

饰色彩的手工艺品。我国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有用丝织物制花的技艺。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浓厚

装饰色彩的手工艺品。

　　旅人提示：沈阳五爱市场是仅次于义乌市场的全国第二大绢花礼品批发零售市场，

批发价低得令人心动。

　　剪纸

　　民间艺人凭借娴熟剪刀技巧将所要表现的主题体现出来，具有较强的民俗性。目前，沈阳地

方特色的剪纸题材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满族格格、东陵、北陵等。

   

2、主要商业街区推荐

　　中街：中街商业步行街是沈阳历史悠久的商业街，始建于清太祖定都盛京的1636年，因其位

于沈阳古城中央而得名。在千米长的中街两侧林立有200余家商业、餐饮、文化娱乐场所。在街道

的两边，许多古建筑和现代建筑交相辉映，形成了集商业与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街区。除了

购物，这里也靠近多个景点，如清沈阳故宫、张氏帅府等。

　　太原街：太原街商业步行街位于沈阳市的中心地带，全长3950米，是沈阳市目前最繁华的商

业街区。这里拥有大型综合百货商店、专业商店、露天市场等商业机构，是集商业、餐饮服务、

文化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商业社区。中兴－沈阳商业大厦、和平商场、中山大厦商场等众多大型

购物场所都在这里。此外，年轻人可以去逛逛太原街的地下商场，衣服新潮且便宜。

　　五爱市场：五爱市场位于沈阳市沈河区风雨坛街，全称为“五爱国际商城”，为全国五大集

贸市场之一，是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服装轻工批发市场，经营两万多个品种的商品批发与零售，

品种齐全。如网友所说：“全国闻名的五爱市场，中高低档应有尽有，不怕你没钱就怕你嫌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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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间和精力的话，可以去淘物美价廉的好东西。五爱市场大且人多，逛街要多注意随身物品

。乘公交222、333、603路可到。

　　西塔商圈：西塔地区是朝鲜族和韩国人的聚集地，有浓郁的朝鲜族风情。这里到处都能感受

到朝鲜族的文化：建筑是朝鲜式的，路牌是中朝双语的，各个营业场所的指示牌标有朝鲜语，餐

厅、超市、百货公司的工作人员几乎都会说朝鲜语。在这里可以买到具有民族特色和异国风情的

物品。如果想买正宗朝鲜族货品的话，可以去西塔朝鲜族百货大楼看看。此外，这里也有不少经

营韩国料理的餐厅，逛街的同时也能品尝美味。

　　南湖公园古文物市场：有几十家店铺经营着古玩、字画、印章、瓷器、玉器、木雕、珊瑚、

珠宝翠钻，还有遍体绿锈的历代古钱。每逢周日，这里格外热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不甚懂行

，高价物品请谨慎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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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沈阳住宿

 　　沈阳是东北地区的一个经济、文化、商贸中心，又是东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而

且还是中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之一。这里的旅游配套设施齐全，酒店住宿条件完善，各个档次的

酒店均有为您的旅行提供可靠的保障。

   

1、经济型

　　沈阳帅府国际青年旅舍

　　推荐理由：地处独具特色的中国清朝时代建筑群——沈阳故宫旁，与世界文化遗产——沈阳

故宫仅一街之隔。

　　地址：沈河区沈阳路103号

　　电话：024-24844868

　　参考房价：标准间128元

　　沈阳三皮国际青年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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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理由：这里干净、安全、温馨、随意，住在这里有在家的感觉且地处于市中，交通便利

，方便于到沈阳各处景点观光。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鸭绿江街21号

　　电话：024-22511133

　　参考房价：标准间100元

　　汉庭海友客栈

　　推荐理由：在客栈大堂为宾客准备了网吧区、电影区、休闲娱乐区、游戏区以及环境优雅的

读书区，不同的选择让您在舟车劳顿间之余得到彻底放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南街180号

　　电话：024-23518577-3

　　参考房价：标准间1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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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档型

　　沈阳72家房客万达短租公寓

　　推荐理由：专业的酒店服务人员竭诚为宾客送上各种贴心服务，只需拎包入住即可！且位于

太原街让您逛街无忧。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南街8-20号天宇座

　　电话：024-31882527

　　参考房价：标准间175元

　　沈阳中联速8酒店

　　推荐理由：沈阳中联速8酒店是沈阳第一家速8品牌店，酒店地处沈阳市繁华的太原街商圈，

毗邻体育休闲广场是您旅途休憩的好处所。

　　地址：沈阳和平区南三马路34号

　　电话：024-31317708

　　参考房价：标准间210元

　　沈阳玫瑰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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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理由：酒店与沈阳故宫博物院、张氏帅府相邻，同时设有的瑰园餐厅及风格各异的多个

包房，可品尝到辽、鲁、粤、川等菜系的正宗风味让您一饱口福。

　　地址：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201号

　　电话：024-24898061

　　参考房价：标准间260元

   

3、舒适型

　　沈阳寓宿假日酒店

　　推荐理由：沈阳寓宿假日酒店是以时尚、现代、超设计理念为主，酒店处处体现了文明、艺

术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氛围，内设多间风格迥异的精致客房，且每间房均有属于自己的芳名。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335-1号

　　电话：024-31979999

　　参考房价：标准间350元

　　沈阳天伦瑞格酒店

　　推荐理由：沈阳天伦瑞格酒店位于沈阳古老的商业街，酒店拥有经验丰富的“金钥匙”提供

五星级的礼宾服务。该酒店是沈阳地区唯一的“皇金管家”让您尽享尊贵服务。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23号

　　电话：024-24876666

　　参考房价：标准间458元

　　沈阳黎明国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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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理由：沈阳黎明国际酒店拥有精美别致各类房间，酒店设有经典的中式餐厅--四季厅、

荟萃东西美食的太阳阁西餐厅和专营鲍鱼、鱼翅等名贵珍品的鱼翅捞饭餐厅精致美食让您流连忘

返。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路10号

　　电话：024-24359999

　　参考房价：标准间7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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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沈阳交通

 　　沈阳交通设施相当好，公共交通可谓四通八达。在沈阳旅游乘车，应尽量避开高峰时段以

免遇到堵车耽误您的行程。地铁算的上是沈阳最快捷的市内交通工具，一般3－5分钟一班，速度

很快。出租车有6万多辆，也十分方便。公共汽车则是最廉价的交通工具。

   

1、航空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为全国八大区域性枢纽机场之一。作为东北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

机场为八市共用机场，地理位置优越，以机场为中心，距沈阳市中心20公里。

　　沈阳始发的多条国内航线，每天都有航班飞往国内务大中城市。国际航线包括通往日本、韩

国、德国、法国等地的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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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航班参考信息

　　机场客服热线：96833

　　机场大巴：

机场快线旅客班车在桃仙机场候机楼发车时间由到港航班时间决定，有机场代理航班降落，便有

班车发出。

　　行驶路线为：机场T2候机楼——沈阳电视台站点（青年大街北文翠路口）——马路湾终点站

（二0二医院门前）。

　　春秋航空公司旅客班车运送行驶路线为：机场T1候机楼——沈阳电视台站（青年大街北文翠

路口）——沈阳北站终点（凯莱酒店门前）。

　　旅客班车票价：每位旅客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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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驾车：

沈丹高速公路设有桃仙机场出口，可从此下道，沿迎宾大道直达桃仙机场。也可从沈大高速苏家

屯出口下道，经苏桃快速干道前往。

　　机场与市内主要区域交通：

　　沈阳长途客运总站－桃仙机场：路程46.5公里，乘328路（新城子－马路湾）公车经16站到马

路湾，大约40分钟左右；然后乘机场巴士直达机场。全程大约1.5小时。

　　桃仙机场－清沈阳故宫：路程38公里，桃仙机场乘机场大巴到马路湾，然后乘296路（滑翔小

区－北中街）经9站到清沈阳故宫。

　　桃仙机场－清福陵（东陵）：路程55公里，桃仙机场乘机场大巴到马路湾，然后乘168路南线

（马路湾－秀湖广场）经29站到东陵公园。全程大约1.5－2小时。

　　桃仙机场－沈阳站：从桃仙机场坐机场大巴到终点站马路湾下车，马路对面有公交站，乘坐2

03、206（午夜二线）、207、221（午夜四线）、237、240、328路公车，分别经过1－3站路程即到

沈阳站。

　　桃仙机场－沈阳北站：从桃仙机场坐机场大巴在第一站展览馆下车，转乘244路（东北大学南

门－沈阳北站）经过9站到沈阳北站，全程75分钟左右。或在马路湾下车乘坐203路经过10站到沈

阳北站。

　　沈阳北站－桃仙机场：从沈阳北站乘203路公车到马路湾下车，转乘机场大巴直达桃仙机场。

路程35公里，45分钟左右可到。如果打车前往需要100元左右。

　　旅人提示：

1）市内机场快线旅客运送由市内城市候机楼直达桃仙机场候机楼，时间为早6点至18点，每小时

一班，整点发车，凭机票免费乘车。2）商品零售、航空保险、航空旅游、免税店、餐饮服务、宾

馆服务、商务办公等设施的 营业时间05：30-18：00。

   

2、铁路

　　沈阳是东北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京哈、沈大、沈吉、沈丹和沈抚等多条铁路干线交汇于此

。在沈阳市城区主要有两座客运火车站，即位于和平区与铁西新区分界线上的沈阳站，以及位于

沈河区和皇姑屯区的分界线上沈阳北站。沈阳北站和沈阳站之间距离4公里，都有多路公交车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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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区之间。

　　沈阳北站：

地处现在的商务区，在市政府的北侧。公交枢纽站位于站前广场内，目前有20余条始发公交线路

和一条始发长客线路。沈阳北站的列车则可前往全国各地，过往停靠的列车次数也较沈阳站多。

　　地址：沈阳市北站路102号

　　电话：024-62041168

　　公交：148; 152; 163; 177; 203; 216; 217; 224; 229; 230; 264; 269; 295; 325; 333; 503; 800; 沈抚三号线

　　沈阳站：

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西面，在沈阳西北方向，是以前的老站、沈阳南站。沈阳站地处沈阳的

商业区，离商业街比较近，比沈阳北站繁华些。

沈阳站的始发车或途经列车多为辽宁省内，或距离辽宁省较近地区之间的列车。

　　地址：沈阳市胜利南街1号

　　电话：024-23406699

　　公交：103, 123, 152, 202, 203, 206, 207区, 216, 220, 221, 232, 237, 246, 262, 279, 324, 328, 沈抚二号线,

沈抚一号线

　　火车站与市内交通：

　　火车站到清沈阳故宫：沈阳北站到故宫4公里，但是没有直达的公共汽车。沈阳站到故宫7公

里，可以乘环路大站快车（沈阳站－南一马路），经过3站即到。

　　火车站到清福陵（东陵）：东陵到沈阳北站和沈阳站分别是21公里和25公里。东陵到沈阳站

可先乘218路（东陵公园－大东门）经过16站到小津桥，然后转243路（东陵西路－沈阳站北）经

过11站到沈阳站；如果打车，车程大约40分钟，费用40元左右。

　　火车站到中街：中街距离沈阳北站较近，打车10元左右；到沈阳站较远，打车20元左右。中

街乘坐公交车比较方便，中街（小东门）站乘105路经过6站到沈阳北站；中街乘207路经过14站到

沈阳站。

   

3、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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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途客运：沈阳境内公路网络非常密集，101、102、202、304国道在此交汇，沈大、京沈、

沈哈、沈抚、沈本五条高速公路和沈阳过境高速公路形成了一环五射的高速公路网。沈阳至北京

、营口、大连、长春、哈尔滨、鞍山、锦州、抚顺、本溪、丹东等地都已开通了高速巴士。沈阳

市内现有公路客运站十多个，主要的客运车站有以下几个：

　　沈阳长途客运总站：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路

　　电话：024-86847956

　　沈阳长途客运南站：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

　　电话：024-84182566

　　沈阳长途客运西站：

　　地址：沈阳市铁西区重工南街

　　电话：024-25739396

　　南塔客货联运站：

　　地址：沈阳市东陵区南塔街

　　电话：024-24505340

　　五爱客货联运站：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五爱市场

　　电话：024-22511239

　　辽宁省快速汽车客运站：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惠工街120号

　　电话：024-62233333

   

4、市内交通

　　公交：

　　沈阳的公交系统快捷便利，目前沈阳市约有公交运营线路140多条，营运车辆三干多台，可以

通达城区中的沈河区、皇姑屯区、铁西区、和平区和大东区，市内公交大巴多为无人售票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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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为一元一票制。

　　详细公交线路可查询：http://www.shenyangbus.com/a/newfile8.html

　　公交咨询电话：公交IC卡业务（城市通）：024-86226569 86267259

　　公交调度中心：024-31883333

　　旅人提示：

　　1）市区内公交车末班车收车时间比较早，最早的晚上6点左右就没车了，大部分公交车会在7

点左右收车，市内的公交车只有少数几趟是在晚上10点以后运营的，乘坐公交车出行请注意末班

车时间。

　　2）沈阳市区内的公交系统非常便利主要景点均可乘公交车到达，您不妨办理一张“城市一卡

通”可以使用在沈阳1字头（168、177、180路除外）、2字头、5字头（501、503路除外）、8字头

、铁西新区字头、环路等公交线路上使用，除此之外您在市区内更可以在特约加盟商户的终端消

费。

　　资费：乘车普通消费卡：0.90元/次，不限次数，无有效期。

　　办理与退订：

　　办理公交IC卡可去市内任意一处充值点办理即可（具体地点见下表），卡片需交纳24元的押

金。公交IC卡押金每张24元，使用周期4年，在使用周期内退卡的，收取折旧费每卡每月0.50元并

退回押金净值；达到使用周期的IC卡可继续使用，退卡时退回全部押金，并不收取折旧费；因损

坏或丢失要求补卡的，交纳工本费每卡24元。

　　网点可参考：http://1.pic.lvren.cn/p/2011_06_15/2011_06_15_591227_1ealnl.jpg

　　地铁

　　除了便捷的公交系统外沈阳地铁的开通更是能方便您的游览，目前已经开通一号线。沈阳地

铁一号线全长28公里，设置22座车站，车站的出入口以大写的英文字母(A、B、C、D)

标注，从东北角开始按照逆时针方向排列，第一个出口为A，第二个就是B，以此类推。

　　地铁票价：8站以内2元，9—12站3元，13站以上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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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地铁线路图

（大图请点击http://1.pic.lvren.cn/p/2011_06_16/2011_06_16_591443_nnpwiz.jpg）

　　出租车：

　　沈阳市出租车的车型大部分为桑塔纳和捷达。

白天起步价8元/3公里，之后1．82元/公里，超15公里2．7元/公里。晚上22：00以后起步价9元/3公

里，之后2元/公里，超15公里后2．94元/公里。夏季空调车的价格与夜间车价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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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沈阳节庆活动

　　皇寺庙会

　　沈阳皇寺庙会是与北京地坛庙会、上海城隍庙会和南京夫子庙会齐名的中国四大庙会之一。

皇寺庙会在春节、“五一”、“十一”等节假日期间都会举办，庙会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常，最

受游人关注的莫过于各种绝活表演和各地风味美食。每到庙会期间，全国各地的名小吃都会汇聚

于此，使逛庙会的游客大饱口福。作为庙会的重头戏，舞台文艺演出有深受群众欢迎的二人转、

绝活绝技、魔术、器乐演奏等；除了舞台表演，满族风情舞蹈、“皇帝出游”、“格格婚礼”、

锡伯族舞蹈、“花轿娶亲”等民俗节目也会吸引不少人的目光。此外，庙会上还有许多民间工艺

展示，如糖画、吹糖人、捏糖人、刻葫芦、蛋雕、现场作画、工艺品展销等也都会一一亮相。

　　旅人提示：

　　时间：春节、“五一”、“十一”等节假日期间

　　地点：沈阳北市场的实胜寺。

　　沈阳冰雪旅游节

　　每年12月－次年2月的冰雪旅游节的活动不仅让人们能够领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

风光，还将冰雪与文化、冰雪与民俗、冰雪与健身相结合，突出雪上运动的参与性和冰雪艺术的

观赏性，开展滑雪、冰上速滑比赛、冰上娱乐、冬泳比赛等多个不同的游乐项目；同时棋盘山冰

雪大世界、北陵公园、南湖公园和五里河公园还举办了大型雪雕游园会、灯会等活动。游园活动

中，也会有年轻人假面舞会、社区的秧歌队表演，每年的冰雪节狂欢夜都会是热烈的海洋。

　　沈阳国际旅游节

　　沈阳国际旅游节每年秋季在沈阳举办，历时一月有余，“十一”黄金周也包括在其中。沈阳

国际旅游节现在已是国家级旅游节庆活动。旅游节期间将有各种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亮相，如开

幕式汇演、花车盛装巡游、东北民族民俗传统舞蹈表演、现代创意表演等；还有我国其他省市的

代表性民族舞蹈表演、国外艺术团体展演等精彩内容。沈阳国际旅游节同时也是交流与欢乐的盛

会，在此期间，国际著名旅游景区与商品展示会、沈阳五爱旅游购物节、沈阳国际美食节、酬宾

购物欢乐游、啤酒节、旅游咨询日、采摘节、皇寺庙会摄影大赛活动也一并举办。

　　西迁节

　　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辽宁锡伯族都要举行盛大的节日庙会，以纪念220多年前锡伯族人从东

北迁往西北边陲的壮举，这是锡伯族人最盛大的节日。此外，还要举行文艺会演和赛马、叼羊等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抹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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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黑节则是在农历正月十六日，据说这一日是巡天神来视察的日子，一到这天，锡伯人不等

天亮就纷纷出门，挨门串户，不分男女老少往脸上抹黑。青年人见了老年人，先请安，后跪一脚

，再向长者脸上象征性地抹一点黑，以示尊敬和吉庆。也好让巡天神看见他们的诚心，免去小麦

的黑穗病。

　　中国沈阳韩国周

　　沈阳会在每年5月举办中国沈阳韩国周，届时将有各项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沈阳与韩国的多层

面友好交流。除了文艺、文化活动之外，还将同时举办中韩旅行商大会。若您对韩国文化很感兴

趣那么这个节日是您不容错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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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沈阳行程推荐

   

1、沈阳市区精华一日游

　　线路A

　　沈阳北陵→“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五爱市场

　　D1上午先去游览沈阳北陵既昭陵，昭陵是沈阳市内最大的公园，园内陵道左右建有配楼、华

表、卧驼、麒麟、座狮、獬豸等石兽；园内古松参天，草木葱茏、湖水荡漾、金瓦夺目充分显示

出皇家雄伟、壮丽更体现了现代园林的清雅秀美。

　　游览完北陵后前往“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近1000幅珍贵

的历史照片与重要的文献资料700余件。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分7个部分在馆内展示东北人民从沦

为亡国奴到走向抗战胜利的历史，告诫华夏儿女毋忘国耻。

　　午后前往沈阳五爱市场，五爱市场是中国著名的商业批发市场之一，也是辽宁著名省内唯一

的4A购物旅游区。

　　线路B

　　沈阳故宫→张氏帅府→沈阳中街

　　D1上午前往“关外紫禁城”沈阳故宫，他是全国保存至今清代最早的宫殿建筑群，在建筑艺

术上继承中国古代建筑传统，融汉、满、蒙各族艺术于一体它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均非常之高

，行走其间感受皇家建筑的宏伟，体会满韵清风。

　　午饭后前往张氏帅府，此府是东北军统张作霖和其儿子“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的官邸与私

宅，在这里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与我国的近代历史息息相关。

　　游览完张氏帅府后前往沈阳中街，中街是沈阳历史最为悠久、交易最为繁华的商业区。这里

街道两侧店铺鳞次栉比，买卖兴隆，在此地更可品尝众多的沈阳当地风味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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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阳经典三日游

　　D1 沈阳初体验

　　早上前往张氏帅府，此府是东北军统张作霖和其儿子“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的官邸与私宅

，在这里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与我国的近代历史息息相关。游览完张氏帅府前往“九�一八”历史

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近1000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与重要的文献资料700余件。这

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分7个部分在馆内展示东北人民从沦为亡国奴到走向抗战胜利的历史，告诫华夏

儿女毋忘国耻。之后前往五爱市场，沈阳五爱市场，五爱市场是中国著名的商业批发市场之一，

也是辽宁著名省内唯一的4A购物旅游区。

　　D2 满韵清风沈阳历史之旅

　　早上前往“关外紫禁城”沈阳故宫，他是全国保存至今清代最早的宫殿建筑群，在建筑艺术

上继承中国古代建筑传统，融汉、满、蒙各族艺术于一体它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均非常之高，

行走其间感受皇家建筑的宏伟，体会满韵清风。之后游览沈阳北陵既昭陵，昭陵是沈阳市内最大

的公园，园内陵道左右建有配楼、华表、卧驼、麒麟、座狮、獬豸等石兽；园内古松参天，草木

葱茏、湖水荡漾、金瓦夺目充分显示出皇家雄伟、壮丽更体现了现代园林的清雅秀美。

　　D3探秘怪坡--秀美棋盘山之旅

　　上午动身前往沈阳怪坡体会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去亲眼目睹一下“怪坡的神奇”。游玩怪坡

后前往秀美的棋盘山，山内林丛木郁，溪谷迂回，漫步其间感受自然的气息。在棋盘山景区内更

可顺道游览沈阳世博园，园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雕塑体建筑——百合塔、天下第一斜塔风之翼与

品种最为丰富的玫瑰园，领会这座世界上唯一建山内的世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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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1）冬季出游要准备防寒性好的衣物，从头武装到脚，最好选择羽绒服。

　　2）春秋来沈阳旅行可穿轻便衣着，如夹克衫、羊毛衫、套装等；夏季较炎热，可穿单衣。冬

季必须携带羽绒服或棉大衣，以备室外御寒之用。此外，春季、夏季与夏秋之交最好带上雨具。

　　3）沈阳地区的餐饮菜份通常给的比较足一般是上海菜得两倍多，在点菜时要注意不要浪费。

　　4）游览时带好相关证件与个人财务以备不时之需。

　　5）常用电话：

　　沈阳旅游局024-86898222

　　旅游咨询百事通：12301

　　旅游统一投诉电话96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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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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 73

http://d.lvren.cn/feedback/
http://d.lvren.cn/gonglue/lijiang
http://d.lvren.cn/gonglue/emeishan
http://d.lvren.cn/gonglue/hangzhou
http://d.lvren.cn/gonglue/beijing
http://d.lvren.cn/gonglue/xiangganggouwu
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http://d.lvren.cn/gonglue/niboer
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

沈阳：满清盛京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73 / 73

http://www.tcpdf.org

	封面
	目录
	一、“东方鲁尔”沈阳
	二、沈阳旅游最棒体验
	1、不容错过的满清皇室宫殿——沈阳故宫
	2、沈阳怪坡让您折服的自然奇景
	3、看原汁原味的“刘老根大舞台”
	4、去沈阳老边--世界上“历史最长的饺子馆”吃顿饺子
	5、到棋盘山寻找心灵栖息的港湾
	6、逛沈阳中街领略“坐沈阳买天下，坐沈阳卖天下”

	三、沈阳市区主要景点
	1、沈阳故宫
	2、张氏帅府
	3、“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4、辽宁省博物馆
	5、沈阳东陵（清福陵）
	6、沈阳北陵（清昭陵）
	7、新乐遗址博物馆
	8、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9、沈飞航空博物馆
	10、沈阳金融博物馆

	四、沈阳区县主要景点
	1、沈阳世博园
	2、棋盘山风景区
	3、棋盘山冰雪大世界
	4、怪坡
	5、沈阳新民三农博览园
	6、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7、沈阳市国家森林公园
	8、沈阳东北亚滑雪场
	9、花果山神秘谷风景区
	10、沈阳关东影视城
	11、沈阳水洞

	五、沈阳特色美食
	六、沈阳购物
	1、沈阳主要特产
	2、主要商业街区推荐

	七、沈阳住宿
	1、经济型
	2、中档型
	3、舒适型

	八、沈阳交通
	1、航空
	2、铁路
	3、公路
	4、市内交通

	九、沈阳节庆活动
	十、沈阳行程推荐
	1、沈阳市区精华一日游
	2、沈阳经典三日游

	十一、旅人提示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