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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蓟县：诗生态新蓟州 京津后花园

蓟县，天津的后花园(图片由网友 @NN的小老头 提供)

蓟县古之渔阳，处燕山腹地，会天地之精华，聚万物之灵气。

蓟县是天津历史文化名城，早在8000年前就有人居住，蓟县位于天津市最北部，南距沧溟，西连

太行，东放碣石，北负长城，古来为兵家所必争。

蓟县有着灿烂的古代文化，境内有八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和四千多年前商周时的文化遗存，有两

汉、唐、宋、辽等朝代的遗迹。《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书中多有记载，《水浒传》中蓟

州被描写为主要人物活动地之一。

蓟县自然风光秀丽，名胜古迹众多，现已形成盘山、黄崖关长城、翠屏湖、中上元古界、九山顶

、梨木台、八仙山和九龙山等一批重点旅游景区和度假区。其中黄崖关长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盘山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上元古界地质剖面被国务院批准设立为国家级地质公园，八仙山

列为国家级原始次生林自然保护区，九龙山列为国家森林公园。县城内还有国家重点保护的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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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刹——独乐寺和白塔寺等文物古迹。这些景区与周边地区旅游资源组合在一起，具有明显的旅

游聚集效应。

最佳旅游时间

天津蓟县四季皆可游玩，春、秋两季气候温和，温度适中，而且繁花似锦、绿树葱葱，是蓟县游

玩的大好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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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蓟县最棒的体验

   

1、暖春四月 梨花千顷醉春风

梨花(图片由网友 @海角望天涯 提供)

古人云：“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梨花如雪，洁白无瑕，每逢春风轻抚之时，千

朵万朵的梨花压枝欲低，素洁淡雅，让人不忍将视线移开。春天的到来，赋予了蓟县和煦的阳光

，千亩梨树竞相开放，清香淡雅，沉浸在花香中，不论您是远远地观望，还是凑上去细细品味，

都给人一种如临梦幻的感觉⋯⋯

蓟县古梨树主要分布在北部山区，总面积达368平方公里，覆盖下营、罗庄子、穿芳峪、孙各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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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官庄、许家台、白涧8个乡镇、63个行政村。此外，在盘山、黄崖关长城、八仙山、九山顶

、梨木台、九龙山等等景区也能均能欣赏都梨花美景。

旅人提示：蓟县梨花开放时间：4月；花期20天左右。

   

2、江南？乾隆爷才去过三回 盘山乾隆爷来了32次

盘山美景(图片由网友 @F小熊ever 提供)

“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

如果你不了解民国初年同泰山、西湖、故宫等并列为中国十五大名胜之一的盘山到底有多美？就

看看乾隆爷的感觉吧。乾隆皇帝为江南之美仅仅三下江南，而前后游历盘山32次，留下了歌咏盘

山诗作千余首，并发出了“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的感叹。

这绝对不是谣传，游走盘山犹如十里锦屏，此山素有“泰山之雄、华山之险、峨嵋之秀、雁荡之

幽”的美誉。盘山峰峦叠嶂、云海松涛、水清石奇、幽深迷人，不论你喜好什么盘山美景总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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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一处惹人怜爱。

   

3、走访长寿村“毛家峪” 寻找长寿秘诀

远观毛家峪长寿度假村(图片由网友 @海角望天涯 提供)

长寿是每一个人都渴求的愿望，在广西有一个巴马长寿村，那里人们的长寿秘笈已经闻名遐迩，

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在华北地区的蓟县也有一个这样长寿村，它就是天津蓟县的毛家峪长寿村。

踏入毛家峪村看村里的老人，不禁会让人想起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那里面说“黄发垂鬓，怡

然自乐”。村内近百年间已经有数位百岁以上的老人了，趁着周末到毛家峪村度个小假，学点长

寿知识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旅人提示：

农家院报价：包吃包住（三餐）普通间、火炕间60元/人，标准间100元/人。价格仅供参考。

   

4、去白蛇谷，追寻白娘子与小青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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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蛇谷(图片由网友 @leslie有话说 提供)

相传白蛇、青蛇出生在峨眉山，并在峨眉山白蛇洞修炼，白蛇修炼了1000年，青蛇修炼了800年。

后来，为传承北方的阳光雨露、日月精华结伴来到具有上亿年历史的燕山深处白蛇洞修炼而得道

成仙，“白蛇谷”便由此得名。

在这条长达20多公里的山谷之中，峰奇谷幽，繁花绿草，静谧山林加上清丽的溪水共同打造出一

段绚丽美景。在这宛如人间仙境的白蛇谷中若是深深地吸上一口气，定会让你神清气爽。漫步在

山间小径，四下环顾只见青山巍峨，溪水潺潺，奇谷幽深，真可谓是汇聚天地之精华。转念一想

这样的宜人景致，白素贞和小青会选择在此修炼也就不足为怪了。

   

5、追随梁林的步迹 揭开独乐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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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乐寺(图片由网友 @海角望天涯 提供)

谈到蓟县独乐寺，就不能不说到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他和独乐寺有着深厚的感情，对

这一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回北京后，梁思成依据调查测

绘的资料，在其妻林徽音的帮助下，撰著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这所寺庙为何有如此的魅力？中国仅存的三大辽代寺院之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楼阁——

观音阁，国内现存最大的泥塑观音像，我国现存最早的庑殿顶山门，唐代李白、明朝严嵩、清代

咸丰的题字匾额以及乾隆皇帝临摹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等大家书法作品的28通壁碑更是世所罕

见。这一切的一切都曾深深地吸引了梁思成，如今的它们对你有多大的诱惑？

   

6、特色优质农家乐 感受乡野间淳朴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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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掩映中的农家乐(图片由网友 @NN的小老头 提供)

“群山如黛、波光粼粼的湖水倒映着古老的长城，一条弯曲清澈的小溪绕村而过，千米绿色长廊

藤蔓缠绕，葱郁的采摘园，静谧的垂钓园，芬芳的荷花溪，百年的古井，转动的水车，青砖红瓦

，绿树掩映。”这是蓟县农家乐的真实写照，天津北部的蓟县，农家乐堪称一大特色，随处可见

，争奇斗艳。在良田美池间让每一位体验到浓郁的农家风情，品味特色农家菜和山间野味，让人

放松心情，回归乡野。

   

7、在梨木台寻找吸引过蓝采和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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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木台风光(图片由网友 @F小熊ever 提供)

被康熙帝册封过的梨木台地处天津最北端，被称为“天津北极”，此处峰林峡谷雄、险；森林景

观秀、幽；潭、瀑溪水长流；藤萝攀援缠绕。相传某此八仙手持各自法宝前去西天给王母拜寿，

途经这里，手持宝物花篮的蓝采和却就被这里这绿树繁花异草所吸引，便降下祥云化作凡人来到

这里久久不愿离去。梨木台山峡谷中，仅中间唯有一块平台，四周是怪石奇峰，千峰竞秀，而在

平台周围还生长着许多梨树。每逢四月，这里梨花似雪，杜鹃映红山坡，白与红的相衬，景色迷

人令人陶醉。这曾把天神留住的美景你则能错过？

   

8、徒步九龙山在天然氧吧来一次“森林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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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山(图片由网友 @海角望天涯 提供)

走进九龙山，空气清新淡雅，尽情地去体验绿色健康的“森林浴”吧。进过九龙山的人，无不被

它那古朴、灵秀的美所打动，山间溪流潆洄，峰峦竞秀，林木相依，香草山花更是随手可拾。这

样的山，这样的水，这样的林身在其间你还会有什么遗憾吗？九龙山的美是一种天然的美，一种

精巧的美，一种难以用笔去描绘的美⋯⋯来到这里你只需要沿着林间小径漫步而行，呼吸着略带

自然芬芳的空气，与自然亲密相拥，让所有的杂念从心中荡去。

   

9、赏翠屏湖美景 吃自钓水库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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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屏湖and水库鱼(图片由网友 @NN的小老头 提供)

蓝天，碧水，湖光，山色，是翠屏湖景区的真实写照。翠屏湖，如一面闪光的明镜，镶嵌在天津

市蓟县城东的群山之间。登上湖边山顶，俯看湖面，但见水天一色，渔帆点点，波光粼粼，鸥鸟

翻飞，南北翠岭遥相呼应，山影幢幢倒映成趣，清风吹来，好不惬意。

翠屏湖盛产鲫鱼，肉味鲜美，肉质细嫩，极为可口。在翠屏湖吃鱼，可以乘坐当地的渔家船边打

边吃，保证是新鲜味美。还可以在湖边垂钓，岸边有摊子为游人加工活鱼。最有特色做法便是蓟

县农家的拿手菜就要算刺猬鱼，基本上每家都会做，做法简单而且味道鲜美。

   

10、探蓟县溶洞 领略4亿年前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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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县溶洞(图片由网友 @angel在这儿 提供)

也许你曾畅游名山大川，也许你曾饱览名胜古迹，但这里的绚烂的美景，仿佛是在梦中才有的景

致。在这里你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亿万年的雕蚀洗礼中，缓慢成形的大溶洞将是何

等的蔚然壮观！溶洞中走的每一步都是在跨域着历史，身边的钟乳石仿佛在向你说：“时光就这

样匆匆地溜走，在那雕蚀着风花雪月的梦里我才慢慢幻化成形。”迈开你的脚步去跨入这座艺术

殿堂，在彩灯照耀下斑斓的钟乳石上闪动着晶莹的水滴，它仿佛映射着4亿年前的光芒。

   

11、踏上黄崖关长城 与戚继光一起做“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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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北雄关(图片由网友 @leslie有话说 提供)

在天津蓟县北部林木茂密、景色宜人的广袤山区中，蜿蜒着一段古老的长城，它似一条巨龙飞山

越岭，随青峰起伏腾跃，随山势猛插云霄，翻崇山、跨峻岭、越绝壁，起伏盘旋，奔腾飞舞，直

入苍苍茫茫的渤海，这就是华夏长城著名的雄关险隘——黄崖关。

历史将黄崖关长城与戚继光连在了一起。戚继光坐镇蓟州16年，成就了他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一

页。多少年过去了，太平寨峰与峰都识得将军的眉眼，云与云都－懂得将军的情怀，始终如一地

在历史的进程中凭吊这位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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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县：京津后花园
  

三、蓟县景点推荐

   

1、盘山风景区

京东第一山-盘山(图片由网友 @leslie有话说 提供)

盘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中国旅游百强景区，位于京东、津北，京平

高速、津蓟高速可直达景区。盘山以“三盘暮雨”的独特景观被评为津门十景，以“京东第一山

”驰名中外，为中国十五大名胜之一。盘山始记于汉，兴于唐，盛于清，是自然山水与名胜古迹

并著、佛教寺院与皇家园林共称的旅游胜地。历史上众多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竞游于此，清朝乾

隆皇帝一生巡幸盘山32次，留下盛赞盘山的诗作1702首，并发出了“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

的感叹。盘山集幽林、古洞、奇峰、秀水于一身，已恢复开放了五大景区，三百余处景点。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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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县：京津后花园
综合服务区的落成，为游客提供了一个具有皇家园林风范的休闲景地。建设开通的入胜、云松、

挂月三条客运索道和环保观光车，可将游人送达主峰挂月峰。神奇古怪的自然风光，蕴育精湛的

人文景观，都吸引着中外游客动足洗目。

门票：100元

地址：天津市蓟县

电话：022-29826000 29821824

开放时间：8:30-16:30

官方网站：http://www.chinapanshan.com/

   

2、黄崖关长城

(图片由网友 @F小熊ever 提供)

黄崖关长城风景游览区座落在天津市蓟县城北28公里的崇山峻岭之中。这里依山傍水，楼台林立

，关隘扼守水陆要冲，自然景观雄、险、秀、古，人文景观新、奇、幽、雅，文化内涵丰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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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县：京津后花园
将中国万里长城精华荟萃于一地，被长城专家誉为“万里长城的缩影”，是高品位的旅游风景区

。将周文王后天八卦在长城应用到军事上而造的八卦城更为罕见。长城专家、古建和文物专家们

的评价是：黄崖关长城，城墙和楼台形式多样，古寨营盘连成一体，它不仅荟萃明代长城多种防

御设施于一地，而且水映山城山越美，山城衬水水更幽，在全国是不多得的。

门票：50元

地址：天津市蓟县下营镇黄崖关

电话：022-22718080

开放时间：6：30-18：30

   

3、独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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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县：京津后花园
独乐寺建筑(图片由网友 @angel在这儿 提供)

独乐寺位于蓟县城内，始建于隋，辽代统和二年（公元984年）重建，以古建、泥塑、壁画“三绝

”享誉中外。清初建陵遵化，皇室每年谒陵，必经蓟州，乾隆年间于独乐寺东侧建行宫。行宫回

廊内现珍藏着28块乾隆御笔碑刻，载诗文107篇，多数是乾隆帝临摹历代书法家之作，行草楷不同

，大小字不等，文辞隽永，内容丰富。独乐寺历经千年风雨侵蚀、兵火劫难，经历了30多次地震

的考验，至今巍然屹立，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

门票：40元

地址：天津市蓟县城内武定街41号

电话：022-29142907

开放时间：7：30-18：30

官方网站：http://www.dulesi.com/

   

4、八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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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县：京津后花园

八仙山(图片由网友 @NN的小老头 提供)

保护区内峰峦迭翠，林海茫茫，谷壑幽深，溪流潺潺，动植物资源丰富，被誉为“绿色王国”。

乔木伟岸，灌木丛生，藤萝蔓绕，芳草萋萋。多年来，由于这里交通不便，加之这一带为清东陵

的风水禁地，封闭达280年之久，人迹罕至，故“藏在深闺人未识”。八仙山旅游资源丰富，景观

独具特色。概括为八奇：山奇，层峦叠嶂，群峰竞秀；谷奇，清幽深邃，谷深流急；石奇，千姿

百态，嶙峋嵯峨；云奇，云山雾罩，千变万化；水奇，溪水奔流，生机勃勃；林奇，林海茫茫，

郁郁葱葱；花奇，五颜六色，争奇斗艳；鸟奇，形态各异，百鸟欢歌。

门票：50元

地址：天津市蓟县

电话：022-22711340 22711033

开放时间：7：00-18：00

官方网站：http://www.tjbx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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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县：京津后花园

八仙山游览地图

   

5、九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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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县：京津后花园

九龙山(图片由网友 @leslie有话说 提供)

景区集古洞、幽林、奇峰、怪石于一体，具有静、幽、秀、奇、野等特点，堪称“京东绿色翡翠

”，是全国50条生态环境游旅游专线之一。目前是天津市唯一面积最大的国家森林公园。公园满

目青山，峰峦叠翠，怪石嶙峋，林茂水清，景色秀丽。漫步林间，气候凉爽，山花烂漫，奇花异

草随处可见，山珍野味俯首可拾，深吸清新空气，闻碧草芳香，疲惫的身心在这里得以释放，畅

游天然氧吧，沐浴绿色森林，这里真是：“奇山秀水一方净土，人间仙境世外桃源”。

门票：30元

地址：天津市蓟县穿芳峪乡

电话：022-29742069

   

6、梨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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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木台登天缝(图片由网友 @海角望天涯 提供)

景区峰林峡谷雄险，森林景观秀幽，潭瀑溪水长流，藤萝攀援缠绕，景区集山、水、石、林于一

体，具有秀、幽、古、野的特点。景区内水秀山青，鸟语花香，绿树繁荫，山泉瀑布，如珠帘飞

泻，又似石岩喷雪。独特的自然风光，优越的森林景观，它呈现了绝佳的四季美景。春季百花如

海，夏日绿荫敝日，秋季红叶似火，冬天松树青翠，四季景观，美不胜收，令人陶醉。

门票：50元

地址：近郊蓟县下营镇船舱峪村北

开放时间：7：30-17：30

   

7、石趣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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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县：京津后花园

石趣园(图片由网友 @海角望天涯 提供)

石趣园风景区位于盘山风景名胜区脚下，它以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内涵丰富的人文景观，独具

特色的石胜、水胜、佛门胜地及其所创造的“中国一绝”、世界之最而闻名，被世人成为“绝品

奇观”。石趣园内有30余个自然景点和8处人文景观，其中万佛寺内供奉的全国最大的西方三胜石

雕、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八十七神仙卷岩画和农民艺术家于庆成泥塑被称为“惊世三绝”。

门票：20元

地址：天津市蓟县盘山脚下

电话：022-29821200

   

8、蓟州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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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县：京津后花园

蓟州溶洞(图片由网友 @海角望天涯 提供)

蓟州溶洞景区坐落在天津市蓟县罗庄子镇洪水庄村北灵气山下洞内沉积分类有：石钟乳、壁流石

、石笋、石幔、石柱、石盾、石花。其象形物有：石龙、石猴、石海豹、石旗、石观音等。 蓟州

溶洞的特点，可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新、奇、独、特。新：指蓟州溶洞属白云岩构造裂隙型

洞穴，这样有旅游价值的白云岩溶洞在我国北方乃至全国，是比较罕见的，是新的发现。奇：指

由飞溅雾喷水而形成的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石花景观，用权威性很强的地质专家的话说，这是

中国北方乃至全国溶洞最多最漂亮的石花，是一大奇观。

地址：蓟县罗庄子镇洪水庄村

电话： 022–22728088 022–22728188

   

9、白蛇谷自然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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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瀑布(图片由网友 @NN的小老头 提供)

白蛇谷绿色生态风景区是人们旅游观光、休闲避暑、科考探险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去处。欢

迎各界宾朋光临白蛇谷风景区，进峡谷、探幽林、寻野趣、归自然。游览之后到黄崖关村淳朴的

定点农户家食宿做客，尽情享受农家田园之乐趣，更会使您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景区内，植被

繁茂，稀有植物众多。因此处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高，素有 “ 天然大氧吧 ”

之称。深深吸上一口气，定会使您神清气爽。经过数亿年的地壳变迁 ，

大自然鬼斧神工般形成了这些悬崖峭壁 ， 奇峰古洞，有猫耳峰、神龙瀑布、双龙潭、子母石、葫

芦崖、清凉谷、天然石壁图、悬空石、一线天、白蛇洞、将军岭、玉米峰、福龟迎客石、怪洞、

密林幽境（原生态林区）北齐古长城遗址、明代敌楼等众多迷人的自然景观。

地址：蓟县县城沿津围公路北行29公里

电话：022-22718598

   

10、黑峪神秘谷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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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峪神秘谷(图片由网友 @angel在这儿 提供)

这里层峦叠嶂、 奇峰苍翠、怪石嶙峋、树深林密、古木参天、谷地平坦、药草遍布，被誉为是“

自然奇观和人文景观相互交融的人间仙境”，并有“天然氧吧”之美称。据民间传说东果园村在

唐代为安禄山的私家果园。唐天宝年间安禄山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常驻渔阳，且传

说谷里常有黑狼和黑人出没，所以当地人很少涉足此地，与谷相依的“娘娘顶”山腰，唐朝年间

修筑了一处娘娘庙遗址，于2009年重修至今，娘娘庙的右下方还有一眼古泉，涓涓细流四季不断

，不但甘甜爽口，并可祛火疗疾；山间小溪缓缓流淌，在炎热的夏季给人一种凉爽之感，多处怪

异裸岩千姿百态，面目狰狞，宛如罗汉醉卧，故称“罗汉坡”——所有这些无不充满神秘色彩。

地址：天津市蓟县城东8公里处的东果园村

电话：022-82899900  82899990

   

11、盘山滑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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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山滑雪场(图片由网友 @海角望天涯 提供)

盘山滑雪场占地43万平方米，中级滑雪道2条，初级滑雪道4条，雪圈道4条，可容纳5000余人同时

娱乐健身。4000平方米的雪具大厅、可容纳1500人同时就餐。一流的设施、优质的服务，将使您

得到超值的享受，让您充分体会运动的快乐、休闲的浪漫。雪场滑雪设备及各种专业滑雪器材均

引自奥地利、日本等冰雪项目发达的国家。经验丰富的专业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及多名国际高级

滑雪教练将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

地址：天津市蓟县盘山风景区内

电话：022-29825557 29826060

   

12、九山顶自然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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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山顶半山腰(图片由网友 @NN的小老头 提供)

九山顶自然风景区坐落于蓟县城北32公里处。国家2A级景区。这里属于18亿年前中上元古界海底

沉积岩地貌。百座古洞星罗棋布，数十处山泉点缀期间。风景区内有1200余种植物和70多种动物

资源。这里山清水秀，植被茂密，气候凉爽，可谓一处不可多得的天然大氧吧和休闲避暑的好地

方。在这里，游人可登山观景、骑马、垂钓，观景采摘，吃住在农家小院，体会美丽山村的既纯

朴又充满生机的恬适生活。另外，这里还是团体会议、地质科普、拓展训练、爱国主义教育的首

选之地。

门票：40元

地址：天津市蓟县穿芳峪乡

电话：022-29718109 29718215

开放时间：6：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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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县：京津后花园

九山顶游览地图

   

13、龙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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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山游乐园(图片由网友 @F小熊ever 提供)

这里总占地面积8平方公里，其中湖水面积4.6万平方米，森林面积60万平方米，果园面积20万平方

米。分三区：山林生态旅游区、果品采摘区、生活服务区；两园：山野纳凉园、垂钓园；两场：

水上游乐场、天然浴场；三条旅游线中含括了全区46个景观点。突出了山、松、洞、水、台，充

分体验了自然与人文结合。玉龙顶是龙泉山主峰，海拔502米，可一览湖中景色，共享龙泉山水一

色的优美意境。景区内新建500米空中滑索，横跨两湖之间，另外龙泉湖分东西两湖建造的4.6万

平方米的大型人工湖开辟了两万平方米的天然浴场、垂钓区和儿童戏水区，可高台跳水、碰碰船

等游乐项目，满足人们游山、玩水、纳凉的需求。龙泉山自然风景区四面环山，地势在两山之间

盆地，气温比天津、北京低4摄氏度左右。周边为山地落叶灌丛、山地常绿针叶林和山地落叶阔叶

林为主，形成了“天然氧舱”。

门票：22元/人

地址：天津市蓟县下营镇道古峪

电话：022-22711226

   

14、盘山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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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山烈士陵园(图片由网友 @海角望天涯 提供)

盘山烈士陵园坐落在盘山风景名胜区南麓，建于1965年，1989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烈

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1997年6月被中宣部公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陵园占地30

0亩，主要建筑物有烈士纪念碑、烈士墓区、烈士纪念馆、革命传统教育展览馆、烈士骨灰堂、牌

楼大门和枪战游戏场。建筑物富有民族风格，宏伟壮观。园内苍松劲柏，肃穆庄严。烈士纪念碑

高27.5米，上面镌刻着聂荣臻、谢决哉、宋劭文、李运昌等同志的亲笔题词。烈士墓区安葬着206

为烈士。烈士纪念馆内展览着在冀东西部地分委书记田野烈士。烈士纪念馆内展示着在冀东从事

抗日工作的60名烈士的遗像和生平传略。革命传统教育展览馆内展出127件文献、图片及烈士遗物

，介绍了盘山抗日斗争史、党的光荣传统以及军民团结战斗的故事。

开放时间： 8：00-11：20  14：00-17：00

票价：免费开放

电话：022-29821691 022-29821622

地址：天津蓟县官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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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鲁班庙

鲁班庙(图片由网友 @leslie有话说 提供)

位于天津蓟县县城内的鲁班庙，又名公输子庙，坐落在蓟县县城鼓楼北大街东侧（县政府大院后

）。由山门、大殿和东、西配殿组成，占地八百多平方米。山门面阔三间，进深二间，明间正中

设板门和抱鼓石，次间外檐封护，开六角形花窗，大式硬山顶。大殿面阔三间，进深一大间前出

廊。明间置斜格菱花格门，次间作槛墙、格扇窗。檐下斗拱一斗三升交麻叶，角科宝瓶下出单昂

。内、外檐旋子彩画，枋心什锦云纹，画工精细。九脊歇山顶，绿琉璃瓦剪边作法。东、西配殿

面阔三间，进深一大间，民间小式作法。

地址：天津市蓟县渔阳北路

电话：022-2919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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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上元古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中上元古界景区(图片由网友 @angel在这儿 提供)

中上元古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天津市蓟县境内，面积900公顷，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主

要保护对象为中上元古界标准剖面，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地质剖面自然保护区。中上元古界剖面

展布在山峦重叠的燕山南脉，以岩层齐全、出露连续、保存完好、质地清楚、构造简单、变质极

浅和古生物化石丰富闻名于世，并被确定为中国中上元古界的标准剖面。

   

17、毛家峪长寿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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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家峪村的墙上 有意思的标语(图片由网友 @NN的小老头 提供)

毛家峪长寿度假村山环水绕、奇石怪岩、风光秀美；周围群山环抱，安宁清静；拥有亿年石、万

亩林、千亩果、百年树、长寿人、仿古亭等奇特景观；村内民风好、庄风正、班子强、人气旺；

现已开辟成华北地区目前唯一的一家以长寿为主题的长寿度假村。适应“崇尚健康，追求长寿”

的社会愿望，满足人们“返朴归真，回归自然”的需求。

   

18、渔阳古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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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古街(图片由网友 @leslie有话说 提供)

蓟县古称渔阳，有着悠久的历史，始建于汉朝。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土城包砖重修，城

内设东西南三门，北面不设门，以山为屏障，连接东门和西门的三里长街，是古城的主要街道，

现在的渔阳古街就是其西面的一部分，经过改造，又恢复了原有风貌。东起鼓楼，西至古城墙，

街两端各有牌楼一个。

古街槐荫匝地，店铺栉次鳞比，旗幌迎风招揽。街上各家店铺雅号别致，富有地方特色，如田盘

阁、山雀林，文渊阁等。古街商户云集，聚散八方来客，更有蓟县的一品烧饼、碗砣、凉粉、夹

馅饼子等风味小吃。

整个古街具有清代建筑风格，高低相间，错落有致，或起脊飞檐，高阁耸立；或简朴明快，店坊

结合。这些建筑与古街百年老槐和千年古刹独乐寺交相辉映，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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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蓟县周边景点

   

1、清东陵

清东陵(图片由网友 @海角望天涯 提供)

清东陵在历史上有众多的沉谜和趣闻，顺治帝为何要将陵寝选在这里？雍正帝为何又将自己的陵

寝选在西陵？“一凤压二龙”的石雕图案寓意何在？慈禧陵寝里的“翡翠西瓜”究竟最终流向了

哪里⋯⋯这些沉谜和趣闻，吸引着每个到清东陵来游览的人。清东陵每个陵穴中，都蕴藏着无数

个神秘的故事，在每一位游客心中，都有着无数扑朔迷离的想像⋯⋯

清东陵位于遵化市西北30公里处，其主体建筑基本在东陵乡境内，距北京125公里，是我国现存规

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帝王陵墓群之一。清东陵沿燕山余脉而建，北以昌瑞山为后靠，南以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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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为照山，西侧以黄花山为右弼，东侧以鹰飞倒仰山为左辅，西侧西大河与东边马兰河东西夹流

，拥护着这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清东陵的建筑，始建于顺治十八年，到1935年最后一位墓主落葬，前后历两个半世纪的时空。其

建筑恢宏，壮观而精美。在占地80平方公里的15座陵寝中，共葬有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妃

嫔，2位公主，3位阿哥，共计161人。

清东陵以她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于2000年11月30日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

1年1月，又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级AAAA级景区。

门票：成人票120元   儿童票60元 ；

开放时间：8:00 - 17:00

   

2、金海湖

金海湖位于平谷区东南盘山脚下海子村村，距平谷城区15公里，距北京城85公里，金海湖原是在1

679年大地震中断裂出来的峡谷，后经过诸多改造，形成了如今北京市的第三大水库，建于1985年

。因公园北有大金山，南有海子村，故取名金海公园。以金海湖为中心，周围峰峦叠翠，野卉生

香，云影波光，美景如画。 金海湖，原名海子水库，是北京市的三大水库之一，水库位于泃河流

经山区的最后一段。这里湖面开阔，有近万亩水域。

景点级别：AAAA

开放时间：3-10月：7：00-21：00

门票价格：36元

地      址：平谷区东南盘山海子村

   

3、石林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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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峡(图片由网友 @海角望天涯 提供)

石林峡内景观秀丽奇伟，以“六大景”被人们广为称道：一曰石林，谷内山峰峭拔、根根直立，

如座座石林，有诗赞曰：“早知石林生南国，至此方知读书浅”； 二曰立崖悬柏，石林峡内崖高

壁陡，高崖上横生出不计其数的柏树和其他树种，树干于崖壁上斜出，树根抓附于岩壁，无论风

雨都奈何它们不得，令人称奇；三曰巨石，石林峡内遍布巨石，有的达1000多吨，这些巨石或竖

于高崖之上，令人心惊胆战，或立于斜坡，如倒如悬，或伏谷底，如伏牛似巨犀，或于路中，闲

坐其上，奇趣盎然；四曰峡险，峡谷最窄处只有6米—7米，如天开一线，行于其下，令人心惊；

五曰九天飞瀑；为四级瀑布，最高一级瀑布落差达40余米；瀑布总落差达80余米，飞泻而下，气

势宏伟；六曰灵潭，谷中有潭水十余处，其水四季不竭，如一串秀丽的珠链，为石林峡增添了不

尽的秀色。

门票价格：门票60元/人，组团满三十人，每人优惠5元（不包括老人和小孩），老人持老年证、

学生持学生证购票半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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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蓟县行程线路

   

1、蓟县文化一日游

独乐寺—渔阳古街—鲁班庙—府君山

上午前往始建于隋，辽代统和二年（公元984年）重建的独乐寺，此寺庙以古建、泥塑、壁画“三

绝”享誉中外，更是国内仅存的三大辽代寺院之一，寺内供奉着国内现存最大的泥塑观音像，有

唐代李白、明朝严嵩、清代咸丰皇帝题字匾额以及乾隆皇帝临摹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等大家书

法作品的28通壁碑更是世所罕见。之后前往渔阳古街，游走古街之上，仿佛你已经穿越回来古渔

阳。之后前往鲁班庙，寻味中国对古代劳动人民的憧憬。

午饭后前往县城北部的府君山，此山明代以前叫崆峒山，山中多洞，其中穿云洞、山顶洞、白大

洞等较为有名“崆峒积雪”为古代渔阳八景之一。

   

2、蓟县赏梨花一日游

梨木台－渔阳古街－独乐寺

上午游览中国北方“神农架”梨木台自然风景区。游览峰林岩画岭、登天缝、五指山、万卷天书

等地质奇观；踏入花的海洋，观赏梨花，拍照留念。

中午品尝农家山野特色餐。

下午游览具有千年历史的渔阳古街，也可观赏千年古刹独乐寺，然后，结束愉快旅行！

   

3、蓟县风光古迹三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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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山－独乐寺－翠屏湖－清东陵

D1、北京出发，途经2.5小时抵达号称“畿东锁钥”的古城--蓟县，游览京东第一山--盘山，游览

乾隆皇帝曾经32次游历过的地方，途经三盘暮雨、入胜、鸣驺入谷、元宝石、大石桥、卧云楼、

参观乾隆皇帝替身僧出家地--天成寺、宿云亭、梅仙庵、神牛福地--万松寺、石塔林等，可以乘云

松索道至盘山绝顶--挂月峰参观45分钟，乘索道返回万松寺，返回山门。晚住宾馆。

D2、早餐后参观千年古刹--独乐寺，游览我国最古老的木结构高层楼阁式建筑--观音之阁，领略

大诗人李白的“飞笔点之字”典故的出处，和辽代珍稀的十八罗汉壁画。之后参观翠屏湖观光，

可以乘小木船游览湖心，晚品尝蓟县风味餐--水库鱼锅。晚住宾馆。

D3、早餐后参观世界文化遗产地--清东陵，参观清朝最具有代表性的帝、后、妃陵园寝，乾隆皇

帝裕陵、普陀峪慈禧陵，午餐品尝蓟县风味餐，下午可在蓟县采摘（梨、李子、桃、核桃、栗子

等），然后，结束愉快的蓟县之旅！

   

4、蓟县经典二日游

独乐寺－盘山－清东陵

第一天：上午，游览千年古刹--独乐寺，午餐后赴国家5A级景区--盘山，游览乾隆皇帝曾经32次

游历过的地方，途经三盘暮雨、入胜、鸣驺入谷、元宝石、大石桥、卧云楼、参观乾隆皇帝替身

僧出家地--天成寺、宿云亭、梅仙庵、神牛福地--万松寺、石塔林等，可以乘云松索道至盘山绝顶

--挂月峰，参观45分钟，乘索道返回万松寺，返回山门，晚宿农家院。

第二天：早餐后赴世界文化遗产地--清东陵，游览葬有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五位皇帝

陵和孝庄文皇后和慈禧、慈安等161人的皇家陵园寝--清东陵 ，参观全国首屈一指的地下宫殿--乾

隆皇帝的裕陵地宫、名闻中外的慈禧陵、参观贴金的三大殿和被孙殿英大盗的地宫，午餐后结束

愉快的蓟县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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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蓟县交通

蓟县交通概览  

蓟县交通图

从城市高速与轨道交通发展来看，京秦、大秦铁路横亘境内，津蓟铁路直抵县城。蓟平高速公路

的开通，缩短蓟县与北京市区的连接；承唐高速公路、京沈复线开通后，蓟县到顺义首都机场的

时间将压缩到半小时以内，到北京中心城区的时间将在一小时以内。这些对于北京对蓟县的辐射

和带动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京哈、津围、邦喜、宝平等7条干线公路、14条县级公路、310条乡村

公路，纵横交织，四通八达，实现了“乡乡通公路，村村通油路”。如今蓟县将形成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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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交通体系，蓟县的区位优势将进一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从蓟县的长途客运站有直接去往

八仙山旅游区的中巴，十分便利。

   

1、火车

6415次（蓟县-天津） 发车时间14:41 到站时间17:13；

6416次（天津-蓟县） 发车时间07:24 到站时间10:00。

   

2、自驾车

东北方面游客

自驾车A线：走京沈高速驶向北京方向，至高速公路宝坻北站下桥转至津蓟高速驶向蓟县县城。

自驾车B线：走京哈公路到蓟县洇溜镇，向北走津围公路到蓟县县城。

天津方面游客

自驾车A线：沿津围公路行驶直达蓟县。

自驾车B线： 沿津蓟高速蓟县方向行驶直达蓟县。

北京方面游客

自驾车1线：走机场高速在第六个出口转行机场南线，沿京平高速直行抵达盘山。

自驾车2线：沿京哈公路经通州、三河，到蓟县邦均镇沿帮喜公路直行，津蓟高速直行抵达盘山。

自驾车3线：走京沈高速驶向沈阳方向，至高速公路宝坻北站下桥转至津蓟高速驶向蓟县方向，津

蓟高速直行抵达盘山。

自驾车4线：从北京东三环出发，走京顺线、平顺线，前行到蓟县罗庄子乡王庄桥右行沿津围公路

直行，蓟县西关红绿灯右转，津蓟高速直行抵达盘山。

   

3、长途汽车

天津市河北客运站乘车（6：00至19：00，每15分钟发一次车）直达蓟县县城。

从北京四惠长途客运站乘中巴车（6：00至19：30，每15分钟发一次车），直达蓟县客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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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交车

 蓟县境内公交车：

蓟县境内公交车线路共4趟，分别为531路、532路、533路、534路。

531路途经的主要站点：独乐寺、白塔寺、蓟县图书馆。

532路途经的主要站点：蓟县图书馆、蓟县中医院、盘山家居广场、蓟州立交桥、蓟县开发区。

533路途经的主要站点：蓟县公安局、府君花园、渔阳宾馆、蓟县鼓楼、蓟县中医院、蓟县火车站

。

534路途经的主要站点：蓟县交通局、人民医院西院、蓟县客运站。

北京游客旅游专线：

东直门 918旅游专线可直达黄崖关长城风景区。玄武门教堂前游18路，每周六、日在宣武门发车直

达盘山。（咨询电话：010-67114303）游18支路，每周六、日，动物园、东大桥、前门发车到达盘

山。

   

5、出租车

蓟县目前没有成立正规的出租车公司。

天津市出租车价格为起步价8元，跳表1.7元/公里，燃油附加费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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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蓟县特产

麦饭石、紫砂矿和猕猴桃被誉为蓟县的新三宝。 

蓟县特产(图片由网友 @F小熊ever 提供)

  盘山磨盘柿

盘山柿属于我国柿果特产—大磨盘柿种，也称“磨盘柿”或“盖柿”。盘山磨盘柿以果实大，果

形美，光洁艳丽，是目前世界上最优良的涩柿品种之一，盘山山区种植历史非常悠久，所产柿子

品质极佳，个大、均匀、色彩鲜艳，味道甘甜。

 板栗

板栗不仅含有大量淀粉，而且含有蛋白质、脂肪、B族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素有"干果之王"的

美称。栗子可代粮，与枣、柿子并称为"铁杆庄稼"、"木本粮食"，是一种价廉物美、富有营养的滋

补品。

红油栗、天津甘栗，天津板栗是蓟县古老的栽培树种。主要分布以蓟县长城沿线、盘山山区为最

多，北部临界的承德地区同样盛产，这一代通常被称作中国板栗之乡。天津板栗享有东方“黑珍

珠”美誉的天津板栗在蓟县的栽培历史也可追溯到两三千年前。由于板栗内富含淀粉、糖及脂肪

，并有磷、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因此常被人们称为果中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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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县黑皮花生

黑皮花生，黑花生具有高蛋白、高精氨酸、高硒、高钾含量的优良特征，蓟县黑粒花生高蛋白含

量高达23.8%，精氨酸含量2.09%、钾含量76%、锌含量4.17%、硒含量130ug/100g，分别比普通花生

高23.9%、 19%、48%、101%。黑花生被营养学家和医学界赞称为：植物精肉;素中之荤之美称，是

不可多得的营养之星。是世界公认的十大长寿果之一。

蓟县玉米渣

精选山地白玉米，粘玉米加工而成。

蓟县玉米渣营养价值分析：玉米含有的黄体素、玉米黄质可以对抗眼睛老化，此外，吃玉米还能

抑制抗癌药物对人体的副作用，刺激大脑细胞，增强人的脑力和记忆力；玉米中的纤维素含量很

高，具有刺激胃肠蠕动、加速粪便排泄的特性，可防治便秘、肠炎、肠癌等；玉米中含有的维生

素E则有促进细胞分裂、延缓衰老、降低血清胆固醇、防止皮肤病变的功能，还能减轻动脉硬化

和脑功能衰退。 

蓟县特产(图片由网友 @NN的小老头 提供)

盘山麦饭石

蓟县盘山脚下，麦饭石储量丰富。将石放在掌内揉搓，即粉碎如麦饭状。将麦饭石冲洗干净，用

开水浸泡，用以洗痤疮、湿疹、脚气、痱子等有明显疗效。

文玩核桃

蓟县核桃誉满中外，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天津蓟县中国最早种植核桃的地区之一，也是有名的“

核桃之乡”。其中山间各种文玩核桃更是不论品相和品质都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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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盘山公子帽被誉为四大名核之一。

 蓟县紫砂壶

紫砂矿是上乘的陶瓷原料。用蓟县紫砂矿烧制的紫砂壶，外观高雅光泽，透气不透水，壶内泡茶

，数日不馊，具有观富和收藏价值，可与全国闻名的宜兴紫泥陶器、景德镇瓷器相媲美。

猕猴桃

猕猴桃是一种古老的野生植物，其形如梨，其色如桃，果肉清香多汁，酸甜适度。中国古代医书

上有着用猕猴桃入药的记载。当代在欧美市场猕猴桃倍受青睐，它的维生素含量高出苹果数十倍

，被誉为"世界珍果"。美国称它"中国醋栗"，英国则称之"中国鹅莓"。日本市场上，一个猕猴桃的

价格，有时竞达10美元。蓟县八仙桌子原始森林，生长着众多的猕猴桃树，完全处在野生状态。

每逢秋季，果实累累。于是，猕猴桃为蓟县新三宝之一。

 蓟县购物地推荐：

渔阳古街

徜徉渔阳古街，游人会感受到，古典与现代、传统与时尚都在这里融会。整个古街高低相间，错

落有致，或起脊飞檐，高阁耸立，或简朴明快，店坊结合，与古街百年老槐和千年古刹独乐寺交

相辉映，浑然一体。这里，商贾云集，吸引八方来客。店铺鳞次栉比，田盘阁、六必居、文渊阁

等店铺雅号别致，富有地方特色；商品琳琅满目，艺术品、服装、百货、现代电器一应俱全，更

有烧饼、碗砣、凉粉、夹馅饼子等地方风味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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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蓟县美食小吃

蓟县山清水秀，土壤肥沃，物产丰富，蓟县的特色食品有：盘山磨盘柿、天津板栗、核桃、金丝

小枣、香白杏、红果、猕猴桃；山野菜、野山珍分布广泛；地方特色小吃有花生蘸、凉粉、切糕

、大枣蒸饼、驴打滚、油酥烧饼、螺丝饼、一品烧饼等。农家有机粗粮健康味美。

   

1、美食小吃

蓟县美食小吃(图片由网友 @NN的小老头 提供)

白记水饺

以牛羊肋条、脂盖的肥中瘦肉，伴以膏菜或西葫芦成馅。皮薄馅大，口松味鲜，不膻不腻，味道

醇厚。

曹记驴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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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创始人姓曹而得名，至今已有二百余年历史。曹记驴肉，精选新鲜优质驴肉，配以多种香料，

放进锅里慢火煮七至八个小时。曹记驴肉，富含蛋白，酥烂易嚼，味道鲜美，远近闻名。

恩发德蒸饺

清真风味小吃。1921年由时文德创建。用洗净的西葫去皮去瓤，羊肉末用开水烙透。搅入酱油、

花生油、香油、精盐、葱姜末。最后将西葫馅投入拌匀。将擀成的面挤捏成道士帽形的饺子生坯

，上屉用旺火蒸熟。特点：有咬劲、不渗油、肥而不腻、鲜嫩味美。

锅贴

锅贴馅料同样有韭菜和猪肉，只是包的手法不同。包好之后，下锅煎成金黄色，就可以上碟。值

得一提的是，这里吃锅贴是没有配上姜丝的，因为档主说，他们北方人本来就是这样吃的。

 大地回春

“大地回春”是农家饭必凉菜之一，所用原料均为新鲜的黄瓜、小葱、水萝卜、苦麻菜、生菜等

，有些蔬菜就产自农家院自家的小菜园，游客可以自行采摘、清洗，拿到餐桌上，蘸着农家自制

的豆瓣酱、甜面酱，味道香甜爽口，营养丰富，深受广大游客的欢迎。  

蓟县美食小吃 (图片由网友 @海角望天涯 提供)

   煎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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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豆淀粉熬成，切为方丁，于热锅中油煎，佐以酱油、麻酱、醋、蒜等佐料。清香适口，别有

风味，与芝麻烧饼共食最佳。

 水库鲫鱼

鲫鱼俗称鲫瓜子，它肉味鲜美，肉质细嫩，极为可口。鲫鱼营养价值极高，特点是营养素全面，

含糖分多，脂肪少，所以吃起来既鲜嫩又不肥腻，还有点甜丝丝的感觉。

一品烧饼

一品烧饼也是蓟县特有的传统风味宫廷食品之一。一品烧饼，配方讲究，烧制精细，是蓟县传统

的著名糕点。其外形扁圆，色泽麦黄，外粘一层芝麻，用油炸过，层次均匀，每个约重30克，具

有味道纯正、香甜可口、脆而不硬、酥而不绵、口感细腻、饼馅清香等特点。

碗坨

碗坨以荞面为主要原料，杂豆面为辅料，将两者混和在一起，倒入碗中，放在笼屉上蒸，蒸熟后

，放凉，吃时用刀子将其切割成小块，然后放芝麻酱、蒜泥、醋、辣椒油等佐料。这道小吃在蓟

县的大街小巷均可买到。

  子火烧

子火烧是蓟县特有的传统风味宫廷食品，原名叫“子饽饽”，因其形状像算盘子，故名“子火烧

”。子火烧在清朝最盛行，特别是康熙、嘉庆、乾隆等皇帝，每逢清明节谒陵路过蓟县，或赴盘

山行宫时，均携带些子火烧回宫食用，从而成为京东的名特传统食品之一。 “子火烧”有独特的

制作工艺，它选用精制面粉、小磨香油，拌有芝麻、花椒盐为馅料。近年来，邦均食品厂继承了

传统的制作工艺，精选原料，还增加了果脯、蜜饯、瓜子仁、山楂糕等原料，既增加了营养成分

，又保持了传统的特殊风味，使子火烧具有味道纯正、酥香适口、食而不腻的特点，为老人和儿

童所喜爱，亦为馈赠亲友之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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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县美食小吃(图片由网友 @F小熊ever 提供)

 咯吱盒

咯吱盒以黄豆为主要原料，白面、鲶面为辅料，将黄豆磨好成浆状，放入姜黄、白面、鲶面混合

成糊糊状，放在大锅中摊成片状，两个片中间夹馅，切成四方形或棱形，放入油锅中炸透，其味

道鲜美可口，令人回味无穷。蓟县的各个集市均可买到。

 豆腐乳

豆腐乳是一类以霉菌为主要菌种的大豆发酵食品，所含成份与豆腐相近，可开胃消食。其中含有

丰富的维生素B、植物蛋白质、钙、磷等矿物质，故能增进食欲，帮助消化。您不防品尝一下蓟

县西关生产的豆腐乳，其质地绵软，回味悠长。

 回头

这种小吃既可油炸又可水煎，而这种小吃的名字由来顾名思义：把做好的长条型的面条上放好牛

肉馅后再折回去两头包紧，既为回头。做法虽简单但馅料却很讲究，要放的作料需有：花椒水、

青菜、葱、姜、蒜、酱、麻油、味精、酱油，这些可是一样也不能少哟。

特点：色泽金黄、透亮，外脆里嫩，味咸鲜香，管保爱吃肉的你大呼过瘾。还等什么，赶紧来蓟

县品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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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花椒芽

炸花椒芽是山区农家特色菜品。花椒芽多为农户或者游人从花椒树上拣新鲜叶芽采摘下来，外面

裹淀粉、盐，下锅炸，待花椒芽呈嫩黄色即可捞上来，端上餐桌就可以实用了。这道菜保留了花

椒叶独特、鲜美的味道，香脆可口。

 炒柴鸡蛋

炒柴鸡蛋是游客在农家院用餐的必点菜。蓟北山区的柴鸡蛋多产自山地散养鸡，又称柴鸡，该鸡

采用天然绿色喂养，饲料来自大自然的野虫、草籽等，所产鸡蛋个儿小、黄儿大、色泽鲜黄，营

养价值是普通鸡蛋的10倍，且味道鲜美，深受游客青睐。炒柴鸡蛋也成为蓟县农家饭的代表菜之

一。

   

2、美食地推荐

碧水蓝天活鱼馆

蓟县正宗水库鱼，听者动心，见者眼馋，食者更是过瘾。翠屏湖水库北岸旁，饭馆内，品尝地道

的水库鱼，喝一碗鲜浓的鱼汤，怎一个美字了得！灶台水库鱼滋补河珍火锅，始源于民间灶台烹

饪，经名厨研发和秘制，选用多种蓟县水库鱼，数十种炖料、补料再加上蓟县山泉水煲制出滋补

老汤；加上果木柴火和农家铁锅，鱼肉越炖越嫩、越炖越香，特别突出鱼肉鲜香、嫩滑、肉美汤

鲜，食后回味无穷、唇齿留香。

地址：蓟县城东冀东服装厂对面（黄土坡加油站）东50米路口往南

电话：13072005410

以诚轩会所

以诚轩会所坐落在蓟县渔阳镇北环路贾庄村，与贾庄村委会相邻，会所集餐饮住宿于一身，以秘

制私房菜为主要菜品。

地址：蓟县北环路渔阳镇贾庄村

电话：022-29170576

农夫山蒸营养餐吧

“农夫山蒸营养餐吧”秉持“千年文化成就蒸”蒸出营养吃出健康的文化理念，采用中草药科学

秘制，营养搭配。汤菜全部以清蒸为主，原汁原味，无油，无烟，无灶台，无积压，顾客只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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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1--2分钟就能得到美味食品。

地址：天津市蓟县中昌路

电话：13821404951

芭诺客意大利冰淇淋店

正宗意大利进口果酱纯奶冰淇淋，口味独特，环境幽雅。正宗意大利披萨，各种好吃的三文治。

地址：天津蓟县鼓楼广场电影院对面

电话：13163111234

金鸭坊酒店

毗邻蓟州蔬菜批发市场、蓟州建材大世界、蓟县三中。主营：北京果木烤鸭、川菜、家常菜、海

鲜、肉饼、东坡老鸭汤、小肥鹅、活公鸡火锅及各种山蘑、野菜、水库鱼、农家扣肉等。

地址：位于蓟县人民西路与武定西街交口处

电话：022-2901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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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蓟县住宿

   

1、宾馆酒店推荐

亿豪山水郡国际度假酒店 (图片由网友 @leslie有话说 提供)

 亿豪山水郡国际度假酒店

天津亿豪山水郡国际度假酒店整体建筑呈西班牙式风格，建筑面积25000平方米，占地面积30000

平方米，酒店主体建筑地上8层，地下1层，高约24米，集住宿、餐饮、会议、娱乐、康体、旅游

、TOWNHOUSE等诸多功能于一体，是天津蓟县首家国际五星级休闲度假酒店。酒店每间都是专

业酒店设计师的精品之作，风格现代，各具特色。房间功能齐全，一切设施均为客人所需而配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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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天津市蓟县城关镇东大屯北

电话：022-82758888

参考房价：豪华山景双人房792元

渔阳宾馆

天津市蓟县渔阳宾馆开业时间1979年，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绿色餐饮单位”，地处蓟县县城中

心位置，距蓟县10多个景区均不足半个小时车程。内设高、中、低档次客房363间。餐饮一部主要

以地方菜系为主；餐饮二部主要以国宴、川菜、淮扬菜为主。有能容纳15—500人的会议室14个，

并设有商场、商务中心、KTV包间、健身房、台球室、美容美发厅、游泳馆、洗浴中心。几年来

，先后曾多次接待过中央和国家领导人，以周到、细微的服务赢得了各位来宾的高度评价。

地址：天津市蓟县迎宾路12号

总机：022-29142614

参考房价：标准间450元

建设大厦宾馆

天津建设大厦是天津矿山工程有限公司投资经营的下属企业，是蓟县首家三星级旅游饭店。酒店

主要为宾客提供住宿、餐饮、旅游系列服务，接待旅游团队及各种会议。现有客房55套，房间内

设有分体空调、数字电视、直拔电话、宽带、24小时冷热浴水。大厦内配有自动电梯一部、多功

能会议室四个，可同时容纳350人就餐的宴会厅及各式雅间、酒吧、休闲厅、商务中心等服务设施

。天津建设大厦以装饰精美豪华、设施先进齐全、卫生服务一流享誉渔阳古都，2010年3月20日酒

店全面装修，改造后的建设大厦设施设备更加人性、完善、低碳、环保，卫生环境更加舒适，是

中外宾客到蓟县商务旅行、集会研讨、度假休养的理想场所。

地址：天津市蓟县中昌北路花园新村26号

电话：022-29192222

参考房价：标准间260元

 星巴顿快捷酒店

天津蓟县星巴顿快捷酒店拥有多种设计时尚、新颖的各类客房，房间设施设备齐全，配有24小时

淋浴、中央空调、液晶电视、独立写字台、宽带上网等。设有餐饮厅三个：西餐厅一个、中餐厅

一个、婚宴厅一个，可容纳500人同时就餐，以及会议中心、娱乐中心、旅游票务中心、汽车出租

等。酒店融中国古典青花瓷风格和现代手绘设计风格为一体，还设有棋牌、桌球、健身等娱乐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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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及服务，星巴顿北依凤凰山，距美丽的翠屏湖也仅仅咫尺之遥；在此，整个湖光山景可尽收眼

底，颇有几分“凭湖远眺，江山一览”的诗情画意，是您选择游玩居住的绝佳之选。

地址：天津市蓟县人民东大街与东环路交口处

电话：400-659-8836 

参考房价：标准间218元

格林豪泰天津蓟县店

该酒店是格林豪泰酒店管理集团在天津成立的高品位、高性价比的商务连锁酒店之一。酒店地处

蓟县中心繁华地段，南邻长途汽车站，距火车站2公里，周边的餐饮、娱乐、医院、银行较多，可

满足各种客户群的需要。

地址：天津市蓟县人民西路1号

电话：022-29138102

参考房价：标准间312元

   

2、农家院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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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溪山农家院(图片由网友 @海角望天涯 提供)

梨木台槐溪山农家院

槐溪山农家院这里地处深山，自然环境秀美，空气清新怡人，是都市人到农家休闲度假、山野旅

游的理想环境。这里地处蓟北黄金旅游线路的中心，东距清东陵12公里，西距黄崖关长城16公里

，与八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梨木台自然风景区、龙泉山游乐园、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山水相

连，近在咫尺。这里有珍稀的元古界地质遗迹，有俊秀的山峰和深邃的峡谷，还有怪石古洞、飞

瀑流泉、苍茫林海、千顷果园和令人惊叹的参天槐溪山。

地址：天津市蓟县下营镇道古峪村前街72号

电话：022-22711302

 吉金农家院

背靠八仙山景区，左伴梨木台、右临黄花山，南面龙泉山，占地面积4000多平方米，有客房15间

，均带独立卫生间，空调、彩电、热水器等配套设施齐全，可同时接待70令人食宿。该农家院为

游客配备了会议室，”游戏厅，设有卡拉ok、台球、乒乓球等娱乐设施，能举办大型篝火晚会等

休闲活动。该农家院管理正规、服务规范，能为游人提供食、住、行、游、乐一条龙服务。农家

主人家庭和睦，邻里和谐，能让前来住宿的游人体验到家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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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下营镇小港村

电话：022-22711012

 朋仙阁农家院

八仙山管理局对面，距离八仙山自然保护区仅2公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拥有三人间客房12间，

带独卫，彩电、热水器、多功能厅等配套设施齐全。可同时接待60人住宿，100多人用餐，并能为

游人提供食、住、行、游、乐一条龙服务。住在朋仙阁农家院，可就近游览八仙山、梨木台、龙

泉山等景区，到黄崖关长城、清东陵等景区游览也非常方便。

地址：位于蓟县下营镇小港村

电话：022-22711027

将军岭满汉风情园

风情园坐落在蓟县东北部山区，是天津唯一的满族乡，毗邻八仙山、梨木台、清东陵等景区，境

内清朝古迹众多，此处三面环山，空气清新。住在这里白天可赏百花争艳，闻万鸟啼鸣，夜晚看

繁星满天，听天籁之音。

地址：天津蓟县孙各庄满族乡

电话：022-29887555

 翠屏湖山水阁农家院

翠屏湖山水阁农家院位于风景秀丽、群山环绕的翠屏湖畔，依山傍水，以原始自然风光和田园民

俗为特色，农家的质朴与好客，远离喧嚣都市的恬静与安闲令你耳目一新。

地址：天津市蓟县于桥水库新苏庄子村

电话：022-29161108

手机：13132066638

 乡巴佬农家院

乡巴佬农家院位于蓟县翠屏湖畔，依山傍水，景色怡人，环境幽雅，民风淳朴，是一家集餐饮、

住宿、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特色农家院。楼上140平米平台可供游客娱乐并能鸟瞰翠屏湖光山色。乡

巴佬农家院环抱翠屏湖，背靠翠屏山，来到这里您不仅能亲近大自然，还可以享受乡巴佬的淳朴

与善良您不仅能品偿特色的农家饭菜，还可以尽情享受翠屏湖赐予的纯天然野生活鱼的美味您不

仅能体验农家的田园生活，还能尽情体验渔夫出海捕鱼的乐趣。

地址：天津蓟县于桥水库南岸东山北头乡巴佬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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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2-82727799

 广聚度假山庄

一家集餐饮、住宿、团体、会议、休闲、娱乐为一体的高档农家别墅。设有大、中、小型会议室

，棋牌室备有自动麻将机。山庄水源是独特的高山井水，干净甘甜。花园不仅有各种花草树木，

而且还有钓鱼池。这里可以让您的旅途轻松而愉快。广聚度假山庄是您最好的选择。

地址：天津市蓟县马伸桥镇大峪村

电话：13920530726 13702171819

栖凤居农家院

农家院位于蓟县风景秀美的翠屏湖南岸，拥有傍山依水的独特地理环境，是一家集餐饮、住宿、

团体、会议、休闲、娱乐为一体的高档农家别墅。客房提供网线，让您休闲工作两不误。

地址：天津市蓟县翠屏湖南岸西山北头二村

电话：022-29034392 022-29761866 15822056846

福贵人家农家院

群山环绕的翠屏湖，犹如璀璨的夜明珠镶嵌在蓟州城东，又名于桥水库，因南依翠屏山而得名。

湖东西长约30公里，南北宽约8公里。湖面宽广，水色碧绿澄澈，恬静秀美，令人心旷神怡。周围

绿树、湖面、山峰、蓝天、白云映衬，风景别致，韵味独特。福贵人家农家院，座落在翠屏湖南

岸西山北头二村，依山傍水，紧邻翠平湖，可同时容纳30人住宿，是一家集餐饮、住宿、休闲娱

乐于一身的农家小院。

地址：天津市蓟县翠屏湖（于桥水库）南岸西山北头二村福贵人家农家院

电话：022-29761876 手机：13821142711  13021332465

更多蓟县农家院可参考：http://www.jxnj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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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蓟县旅行关键词

   

1、蓟县民俗：独乐寺“过庙”

独乐寺庙会(图片由网友 @海角望天涯 提供)

 “过庙”是自古以来蓟县百姓的习俗。“过庙”就是每年春节庙会期间，人们不但赶庙会，还

要接闺女，叫女婿，请亲友，摆酒席。相对天津以纪念妈祖为主题的“皇会”，蓟县的庙会更多

了一份全家团圆的含义。

  “每届农历三月中，寺例有庙会之举，境内居民，数十里跋涉，参加盛会，以期‘带福还家’

，其在蓟民心目中，实为无上圣地，如是者已数百年。” 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在独乐寺史中这样

描述，寥寥数笔，便为人们描绘出独乐寺庙会的热闹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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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乐寺，古寺建于唐贞观十年，辽统和二年（公元984年）重建，是中国仅存的三大辽代寺院之一

。独乐寺庙会即起源于辽。清乾隆时，皇家在独乐寺旁建行宫，乾隆之后的皇帝都来过独乐寺行

宫，并留下了大量赞美独乐寺的诗篇。独乐寺庙会随独乐寺的声名远播而达到鼎盛，京东地区的

蓟县及周边遵化、玉田、宝坻等地居民都来此“过庙”。每逢庙会之日，老百姓自发聚集庙前，

从未间断。“文革”开始后，庙会废止，但蓟县人“过庙”的习俗犹存。2003年，在蓟县文物保

管所的积极努力下，沉寂多年的独乐寺庙会又红红火火地办起来了。

以前，由于冬季交通不便，庙会多为农历三月春暖花开时举行。随着交通的发达，并且为了迎合

人们冬季农闲和春节的文化活动需要，庙会转为春节期间举行，活动地点也不仅限于独乐寺前，

从蓟县县城的渔阳古街到盘山旅游景区都会开展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如今的独乐寺庙会一般以佛

事活动为主题，兼有民间传统文化、文艺演出、地方小吃、特有的旧书摊、古玩、民间工艺品等

，发展到现代，还增加了乐队表演、歌曲舞蹈、乾隆礼佛表演。这两年，随着位于蓟县的北少林

寺的重建和北少林寺文化的弘扬，少林武术表演也成为庙会的一大亮点。

蓟县花会分为歌舞、杂技武术和民间音乐三类。歌舞类有文高跷、武高跷、小车会、高跷落子、

碌碡会、扑蝶舞、十八美等；杂技武术类有龙灯、狮子、中幡、达子跤、少林会等；民间音乐类

的有音乐会、吵子、挎鼓、大锣会等。喜欢歌舞的就去扭个秧歌、唱个落子；喜欢吹拉弹唱的就

去音乐会上热闹热闹；年轻的小伙子们则多喜欢舞个龙灯、狮子。到了年终，各个花会更是铆足

了劲儿，要在庙会上大显身手。春节一到，一家老小各有各的“忙活”。如今的团圆不只是与亲

人吃团圆饭，更多的是走上街和大家共享欢乐。

   

2、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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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乐寺(图片由网友 @angel在这儿 提供)

早在三十年代，梁思成任职中国营造学社时，就开始了对独乐寺的研究。1931年他打点行装正拟

赴蓟县考察，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京津学生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举行请愿示威，

因形势混乱未能成行。1932年4月，当时，日军大举进攻长城各个关口，随即包围北京、天津。梁

思成不顾个人安危，怀着“一定要把这座千年古刹测绘下来”的志向，带着从清华大学借来的仪

器，和其弟梁思达一起，来到蓟县，就住在独乐寺对面的一个小店里。他们对独乐寺进行实地研

究，登顶攀檐，逐一测量，速写摄影，记下各部位的特征，并进行寺史之考证。

回北京后，梁思成依据调查测绘的资料，在其妻林徽音的帮助下，撰著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

门考》，载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独乐寺专号”。该文凡4000余言，分为总论

、寺史、现状、山门、观音阁、今后之保护六部分。总论中指出：独乐寺观音阁“盖我国木建筑

中已发现之最古者。以时代论，则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上重要资

料，罕有之宝物也。”四、五部分记叙和论述极为详细。山门为外观、平面、台基、柱础、斗搬

天花、梁枋、角梁、举架、椽瓦、墙壁、门窗、彩画、塑像、画壁、匾等16小节；观音阁为外观

、平面、台基及月台、柱及柱础、斗拱、天花、梁枋、角梁、举架、椽、两际、瓦、墙壁、门窗

、地板、栏干、楼梯、彩画、塑像及须弥坛、匾等20小节。文中附插图69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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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标准蓟县话（方言）

蓟县的一些方言：

（1）我们说“上午”是“早些”，“中午”是“晌火儿”，“下午”是“横法儿”，“傍晚”是

“傍黑前儿”，“晚上”是“后晌儿”。怎么地，别以为就你们有方言，我们蓟县人也有的 。

（2）昨天是“另儿个”，前天是“前儿个”，“拖地”是“墩地”

．回家是”家走”，放学是“散淆（xiao二声)” 。

（3）“不知道”是“知不道”，“德行”叫“奏行”  ，“就不”说成“豆不”，

躲开=且过，“怎么了”说成”咋了”

下面有一段话看能否懂：

蓟县人的对话（一）  

Ａ：列儿个晌活我往你们打电话，你没宰家，干哈接着？  

Ｂ：我没干啥啊！你多前儿打的？  

Ａ：豆十一点半那么前儿！  

Ｂ：我们那么前儿还没散崤呢！  

Ａ：懊！那横我也知不道你们多前儿散崤啊！你又没告红我！  

Ｂ：那你有啥事啊？  

Ａ：你明儿个不是去北京吗？我想让你就手儿给我带点东西。  

Ｂ：你瞅瞅，你瞅瞅，一瞅豆知道你知不道啥棒则面儿好！  

Ａ：咋了  

Ｂ：咱们这儿的不好吃你知道不？  

Ａ：得了，你快别磨叽了，带多少呀？  

Ｂ：你耐带多少豆带多少吧！  

Ａ：知道了！那我家走了奥！  

Ｂ：你咋来的？  

Ａ：骑洋车来的。  

Ｂ：家接的道上慢点奥 。 

A：我还知不捯慢点 。

B：怕你知不捯 。 

A：没事儿，你夯呆着吧。

Ｂ：中啊，记着给我捎棒泽面儿内事儿奥!

A：知都啦！  

Ｂ：对了 多会儿给你钱呐！ 

A：回类袋说吧！  

Ｂ：中！

                                               65 / 68



�������

蓟县：京津后花园
Ｂ：回来了咋着？我脚着你得等哄上还能回来呢！  

Ａ：内边修高速了，完了豆快了．给你，棒子面！  

Ｂ：哎呀！谢谢啊！！多受钱呐？  

Ａ：快甭给了，豆内几块钱！  

Ｂ：那不中！这咋说也得有十斤不？  

Ａ：你咋内样儿你！不豆是几斤棒子面么？我说甭豆甭给了！  

Ｂ：讷要不今儿哄生你上稳们家吃棒渣粥来吧！  

Ａ：中！！现在豆去吧，我讷着呢！  

Ｂ：中，走。

下面是一些名词：

蜻蜓=妈灵  

蚂蚱=骂正  

蝴蝶=副帖儿  

癞蛤蟆=老介  

螳螂=刀另  

蝙蝠=言败虎  

蓟县人的对话（二）：

不中，得再neng（四音）一段，要不真该沉了！

Ａ：妈，今哄声啥饭呢？  

Ｂ：还知不到揍啥呢，你想吃啥呀？  

Ａ：我想吃薄饼卷葱了，豪解月没吃了！  

Ｂ：哪儿有你说的嫩么鞋呼呀？还豪解月了！  

Ａ：那横是挺长时间没吃了波？  

Ｂ：中了！老一儿墨迹啥呀？你买葱接吧，买５毛钱儿的豆够了！  

Ａ：哪儿买接呀？让我爸去．我这儿累疼只呢！  

Ｂ：懒死你！你爸刚下班儿，你都宰家待一天了，快去！  

Ａ：嗯～～～让我爸去内～～～！  

Ｂ：这松孩崽泽！你要不去今豆不吃薄饼了哦！  

Ａ：不吃豆不吃，今儿不吃明儿个再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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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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