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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王城

景区以沂蒙第一崮-纪王崮为中心，
以春秋时期纪王迁都至此的历史故事为主题建设而成。

中文全程： 天上王城景区
景区级别： 国家 AAAA 级
地理位置： 山东沂蒙山腹沂水县城西北 40 公里处。
开放时间： 8:00-17:00
主要区域： 景区由王城文化体验区、奇崮风貌观赏区、山崮民俗
体验区、乡村游乐场、地下冰宫等五大区域组成。

主要节目： 大型祭天节目《祭天盟誓》、高山古装马战《王城保
卫战》

八大景观： 崖壁之巅，饱览沂蒙群崮争辉。大型马战，演绎春秋
诸侯争霸。地下冰宫，见证冰雪童话神奇。天上人家，
探寻千年石头部落。乡村游戏，体验朴素休闲之乐。
空中索道，尽赏沂蒙壮美梯田。王城食府，品尝沂蒙
绿色美食。天城宾馆，推窗可见繁星点点。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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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

优惠门票

同程网门票须在游玩当天 9:00 前预订。游客凭手机短信买票入园。
该景点支持多订少取，不支持少订多去。

>> 立即预订

特殊群体优惠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伤残革命老人凭有效证件

天上王城门票 85 元

同程价 68 元

免费游览；残疾人、60-69 岁老人、现役军人

通票（门票+地下冰宫）118 元

同程价 98 元

凭有效证件五折优惠；儿童身高 1.2 米以下免

单门票+单程索道 121 元

同程价 98 元

单门票+双程索道 145 元

同程价 118 元

通票+单程索道 154 元

同程价 128 元

通票+双程索道 178 元

同程价 158 元

费；1.2-1.5 米半票；1.5 米以上全票。
学生、记者、导游凭有效证件半价游览。

一起游贴士
节目表演时间：上午场 10:50、11:30，下午场

其余门市价
地下冰宫 46 元

单程索道 36 元

14:20、15:00
双程索道 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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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ic Pots

景区 · 详情

景区以沂蒙第一崮-纪王崮为中心，
以春秋时期纪王迁都至此的历史故事为主题建设而成。

天上王城景区主体分布在纪王崮上。纪王崮海拔 577.2 米，顶部阔大，面积约 4 平方公里，南北长数公里，是沂蒙七十二崮

中唯一有人居住过的崮，因此被誉为“沂蒙七十二崮之首”。

石抱树

妃子墓

此树当地人称石抱树，是位于景区门口的一自然奇观，已有

当 地 居 民 在 其 周 围 耕地 时 曾 发 现 了女 人 用 的 簪 子 及其

千年历史。此树是一株千年枫杨树，又叫平柳树，此树从巨

他饰物，据史记载，纪国和鲁国世代联姻。公元前 721

石中长出，历经千年的结合，不仅石树一体而且石树一色，

年，鲁国国君把伯姬嫁与纪侯作王妃，5 年后伯姬的妹

正是一副天崩地裂、永不放开的模样，这也是沂蒙人民不畏

妹淑姬又嫁给了纪侯，因此，纪国和鲁国的关系甚为密

艰难、勇往直前的象征。此树在当地非常出名，被人们尊称

切。后来伯姬亡故，不久纪侯因遭齐国攻伐，逃到纪王

为神树。此树也是天上王城的迎宾树，是沂蒙人民欢迎各位

崮，齐侯即以对纪国夫人的礼仪厚葬了伯姬。纪侯盘踞

游客朋友的到来，很多人都会在此树下合影留念，把沂蒙山

山崮 8 年后，于鲁庄公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 682 年去世。

的精神和沂蒙人民的诚意带回家。

同年春，“纪淑姬归于酅”，也就是说，纪国灭亡，纪侯
死后，他的第二个妃子淑姬又回到了纪国原先一个叫酅

后宫

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出，淑姬是一位执节守义，直到

该殿为重檐庑殿顶式建筑，在西周的宫殿建筑中，其格局的

后人所传颂。

最后仍恪守妇道的贞烈女子。此事被载于经传，一直被

建筑初具规模。后宫面阔 7 间，广 32.4 米，深 16.06 米。
周围环绕有 28 根廊柱，建筑面积 512 平方米，当年纪王不
可能带大量金银珠宝，也不能随便掠夺当地民财，在如此艰

官帽石

苦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建造出金碧辉煌的宫殿的，这一点从

该块石头称之为官帽石，可以说比较形象，意味着游客

纪王殿的屋顶是用当地的麦秸覆盖就可推断出。

朋友在经过了之前游路上的几块绊脚石，就可以官运亨
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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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墙

栈道

登上崮顶，可以近距离的观赏一下古城墙的原始风貌。这些

走在崖壁栈道，游客们便可欣赏到沂蒙山的群崮，亲手

用巨石垒成的城墙历来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些巨石无论从颜

触摸天上王城陡峻的崖壁。沂蒙山区以多崮著称，其山

色还是质地，跟崮顶的石头和岩层差异非常大，并且非常坚

顶多为平坦的方形山崮，大都是厚厚的石灰岩或石英砂

硬，历经数千年风雨，仍然巍然不动。据说这就是当年姬王

岩平铺在山丘顶部，远处望去，座座大山象戴上了平顶

为了抵御外敌而建造的防御城墙。这些石块都是由巨石切割
而成，小的有数百公斤，大的有五六吨重。有人曾论证说，
古人在冬季泼水成冰形成滑道，然后用绳子将巨石运上来。
只有这样，在没有起重机等现代设备的古代，古人才能够完
成这样的工程。还有人说是用木块做滑轮运来的，这种运输
方式在我国古代就曾出现过，三国时期诸葛亮制造的“木牛
流马”能够在山道上运送粮草，显然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

纪元台
穿过天池就来到纪元台，此台是当年纪王祭祀的平台，面前
的这个图腾就是东夷族部落鸟夷的图腾。她的真正名字叫玄
鸟，即黑色的燕子，又称朱雀，是四灵之一。 而此台是最
主要的精华是八卦，古纪国是炎帝的后裔，伏羲氏又称为羲
皇，是三皇之一的人皇。后人都把古代的创造发明归功于伏
羲氏，伏羲氏最重要的发明是做八卦，有人说八卦是华夏书
写文字的起源，伏羲氏迁到鲁中南。当年纪王在此台举行祭
祀活动，祭天、祭地、祭祖、祭社稷，祈求风调雨顺，安邦
社稷。同时此处又是盟誓台，纪王带领群臣子民在此台盟誓：
同心协力，苦练军事，立志复国，表达了纪王力求复国的决
心。

帽子似的。崮的基本特征是平顶陡崖，崮顶一般都比较
平坦，崮顶向下周围是如刀削般陡峻的峭壁，峭壁下面
坡度由陡到缓。而天上王城—纪王崮是沂蒙七十二崮中
面积最大的崮，崮顶面积有 4 平方公里，是崮貌最为典
型的崮，也是唯一有人居住的崮，故被誉为沂蒙第一崮。

胭粉泉
该眼泉，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胭粉泉，也称姊妹泉，
是春秋纪王时期遗留下来的遗迹。当年纪王带着两个最
贴心的妃子来到此崮，与民同甘共苦、立志复国，纪王
不允许他的妃子大臣再享受皇族的待遇，在此艰苦的环
境下，两个妃子亲自耕种、织布，每天都亲自来此泉提
水洗漱。这两个妃子名叫胭茹、姒粉，因此当地居民给
这眼泉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胭粉泉！据民间传说，
当年胭茹、姒粉深受纪王宠爱，纪王担心她们洗漱溅湿
衣服，特别为她们开凿了一个六角池！该泉的水也是崮
上 的 饮 用 水 ， 下 面 的两 个 水 池 就 是后 来 居 民 取 水 的池
子，胭茹、姒粉何等娇贵，由于胭茹、姒粉是鲁国嫁与
纪王 的妃子，故 该泉又称 “姊妹泉 ”，当 地有未出 阁的
小姑娘，在清早都来此泉边对池梳洗，就会长得越来越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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崮上人家

空中观景台

纪王盘踞纪王崮 8 年后，最终还是在齐桓公欲立霸主的滚滚

该建筑是用强化透明玻璃和钢材建成，采用独特的悬臂

洪流中惨遭齐军围剿，纪国随之灭亡。但是纪王崮上并没有

式设计，两边的球型观光台和栅栏式观景平台，各伸出

因此而断绝人间烟火。由于这里地势险要，丛林密布，成为

崖壁 10 米，下距谷底约 300 多米，站在天桥上，沂蒙

乡民御敌避难的理想场所，千百年来延续不断，留下了许多

山的壮美风光尽收眼底，环顾四周，大大小小三十多座

古村落遗址。看到的这个村落叫“崮上人家”，是沂蒙山区

山崮波浪般渐次涌来，山、坪、岭、村、石、树、路浑

海拔最高的自然村，叫人不由地想起“白云深处有人家”的

然一体，相映成趣，沂蒙山崮的神韵和风姿一览无余，

诗句，所以又有沂蒙“天外村”之称。沂蒙有七十二崮之说，

犹如欣赏自然的山水画卷。两边的透明平台由坚固的钢

而唯独此崮面积阔大、沃野千里，有可耕之田可饮之水，适

柱加固，为确保游客安全和充裕的游览空间，平台内每

合人居住。

次只允许上 40 人，而实际上完全能承载 200 个壮汉。
走上空中玻璃走廊，脚下是 7.6 厘米厚的玻璃底板，游

望乡台

客可透过底板直视百米深渊。立足此处，仿佛置身于美

因为纪王的家乡—纪国故都在今寿光市东南部，纪国自西周

险刺激。

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的 U 型观景台上，脚底踏空的感觉惊

初年始立，
“纪”金文作“己”，纪国姜姓，侯爵，故称纪侯，
国称纪国，国都在今寿光市纪台镇纪台村。迨至战国鲁庄公
四年（周庄王七年，齐襄公八年即公元前 690 年），为齐国

走马泉

所灭（史书“不言灭”，称“迁其都邑”，纪侯把都城交给他

天上王城有六大城门：朝阳门、水西门、凳子门、卡拉

的弟弟自己却带领家眷大臣来到了此崮，建立他的第二个城

门、塔子门、走马门。走马门是地势最为平缓的山门，

邑，苦练军事，立志复国。

此门通向下面的一个村子—深门峪，当年纪王就是从此

该台寄托了纪王及其子民对家乡的深深的思念，每到月圆之
日，纪王都会登上该台，遥望着寿光的家乡，思乡之痛油然
而生，而失国的痛苦也更加浓烈，也更坚定了纪王复国的决
心。

门向山上运输粮草，因此该门是山上山下沟通的通道。
而运输粮草的马就在此休息，原先这里并排有 6 个饮马
槽，六匹马一起在泉边饮水甚是壮观，该泉因此也就被
称作了走马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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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 · 特色

景区除了自然风光外，还有特色活动，如演武场中的大型马战、马术表演和天然
地下冰宫的冰雕艺术展等。

演武场
演武场总面积 3600 平方米，配有专业演员 100 余人，优
良的新疆伊利马 40 多匹。演员都是参加过电影《英雄》、
电视剧《七剑下天山》的马技替身演员，马匹也都是训练
有素的名马良驹。以西周历史为背景的大型古代马战节目
《王城保卫战》，是技术精湛、情节惊险刺激的马术特技表
演。观看马战表演、马术特技之余，游客还可以亲身体验
纵马奔驰、驰骋沙场的英雄气概，和乘坐战车巡城点兵、
号令天下的王者风范。

地下冰宫
地下冰宫是在原纪国藏兵洞的基础上扩建出的一个大型地
下宫殿，全长 200 多米，除去两端通道之外，8000 立方
米的主体空间内设有精美绝伦的冰雕、冰灯艺术展，2 道
长 100 多米的滑冰道，可适合各年龄段的游客尽情游玩。
冰宫内冰雕、冰灯、滑道都是每 4 个月修复、更新一次。

其他项目
感天泉的鸟艺表演；乡村舞台的魔术、鬼手表演；天上人
家的市井街杂耍；擂台额比武招亲；纪元台大型古装剧《祭
天盟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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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由于景区的地理位置比较偏远，交通不是很方便。建议最好是自驾或是包车前往。

自驾
济南 德州：济青南线 → 沂源张家坡出口 → 天上王城
泰安：泰莱高速 → 济青南线 → 沂源张家坡出口 → 天上王城
青岛：济青南线 → 沂源张家坡出口 → 天上王城
枣庄：206 国道 → 苍山 → 临沂 → 沂水 → 天上王城
聊城：济聊高速 → 济青南线 → 沂源张家坡出口 → 天上王城
滨州

淄博：滨莱高速 → 济青南线 → 沂源张家坡出口 → 天上王城

出租车
临沂起步价 6 元/3 公里，以后每公里 1.5 元，
8 公里后每公里 2.25 元，等待计时每 5 分钟
1.5 元。
沂水县、蒙阴县起步价 3 元/2 公里，以后每

威海：青威高速 → 青岛 → 济青南线 → 沂源张家坡出口 → 天上王城

公里 1 元，有时会被加至 5 元/2 公里。蒙阴

烟台：同三高速 → 青岛 → 济青南线 → 沂源张家坡出口 → 天上王城

县交通局电话 0539-4271276。

潍坊：206 国道 → 诸城 → 济青南线 → 沂源张家坡出口 → 天上王城
东营：东青高速 → 博莱高速 → 济青南线 → 沂源张家坡出口 → 天上王城
荷泽 济宁：日东高速 → 沂南出口 → 沂水 → 黄山镇 → 崔家峪镇 → 泉庄 → 天上王城
日照：日照 → 莒县 → 沂水 → 黄山镇 → 崔家峪镇 → 泉庄 → 天上王城景区
徐州：京福高速 → 日东高速 → 沂南出口 → 沂水 → 黄山镇 → 崔家峪镇 → 泉庄 → 天上王城
连云港：同三高速 → 日照 → 日东高速 → 莒县出口 → 沂水 → 黄山镇 → 崔家峪镇 → 泉庄 → 天上王城景区

景区交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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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线路

一日游

天上王城一日游；天上王城 、沂源九天洞一日游
此两条线路适合自驾或是包车前往的驴友。

天上王城

沂源九天洞

6:00 乘车前往天上王

天上王城

城，约 3 小时可到达。

登海拔 580 米的纪王崮，领略世界唯一、沂
蒙独有的山崮地貌群；体验具有 2500 年历史
的纪国王城文化体系。
演武场-观大型古装马战表演-王城之战
崮上人家-体验沂蒙独有的民俗特色，观吴桥杂技表演

11:30 开始看表演

童子军大本营-体验儿时的乐趣，畅游儿童的乐园
御鸟园千只鸟与游客亲密接触
200 米落差空中溜索体验
后游览冰雪童话世界的王国-地下冰宫

看完表演后，乘车前

沂源九天洞

往沂源九天洞，约

游览沂源九天洞溶洞群，尽情观赏美不胜收、千奇百怪的稀有石花，超自然的石花，让人不禁

3:30 乘车返回。

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一日游

天上王城深度体验

7:00 出发，9:30 左右
到达景区。

到达景区后，可以步行登山或是乘坐索
道至天梯。登顶后，可游天池嬉水。

纪元台上表演古代祭天拜地表演
10:40 → 11:30 →
12:10 → 12:40（午
餐）

演武场观赏大型古装马战《王城之战》，
体验帝王风范与沙场豪情
擂台参与《比武招亲》，争当驸马爷；后
于《崮鸟天堂》欣赏精彩鸟艺表演
望崮居午餐，也可以自带食物。

午餐后，继续游玩。

童子军大本营游玩攀爬网、跷跷板、转秋千等民俗项目；欣赏沂蒙独有山崮地貌；走进古村落《崮上
人家》，感受沂蒙原始民风民俗；后赴地下冰宫体验冬日冰雪风情：赏冰雕、冰灯艺术精品，并可参
与动感滑冰。返回途中还可观看古城门、群崮争辉奇景，聆听神秘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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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纪王崮，是沂蒙七十二崮中唯一有人居住过的崮，因此被誉为“沂蒙七十二崮之首”。

景区住宿
天城宾馆
天城宾馆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外围环境幽静典雅，内部
设施舒适卫生，按照三星级标准配套建设。会议室内灯光、
音响、投影仪等先进器材设备配备齐全，可承接各种大中
型商务会议。同时还可提供专业拓展培训服务，为客户打
造一流团队。
基本设施 家庭套间、双人标准间、单人间共 50 多个，
合计 110 多个床位；200 人大会议室一个；30 人中型会
议室一个；10 人小会议室一个。
价格
标准间 288 元，3 人间 388 元，豪华套间 588 元

临沂住宿
火车站附近住宿

>> 立即查看

汽车客运总站附近住宿

临沂金汇商务宾馆

临沂白玉兰快捷酒店

单人间 同程价：130 元

温馨大床 同程价：139 元

标准间 同程价：130 元

豪华标间 同程价：139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 查看酒店点评

>> 查看临沂更多住宿

>> 查看临沂更多住宿

临沂金坛沂州宾馆

临沂景程酒店

普单间 同程价：120 元

大床房 同程价：139 元

普标间 同程价：120 元

标准间 同程价：149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 查看酒店点评

>> 查看临沂更多住宿

>> 查看临沂更多住宿

>> 立即查看

天上王城旅游攻略（2013 年版）

E

ating

美食

景区内有两处餐饮酒店，提供沂蒙特色菜，如
蒙山炒鸡、大锅全羊、沂蒙全蝎、沂水野菜小豆沫、泉庄豆腐皮等。

吃什么？
沂蒙全蝎
沂蒙全蝎学名全虫，因主要产于沂蒙山区腹地的沂水县、蒙阴县、平邑县等县，故名沂蒙全蝎。属节肢动物门蛛形纲蝎目，
全世界约有 1000 多种，在中国约 15 种，其中分布最广的为东亚蚶蝎，沂蒙全蝎为东亚蚶蝎。全蝎是中国的名贵中药材，
具有祛湿、通络、消炎、攻毒等功能，主治风湿、皮肤病、各类炎症、口眼歪斜、破伤风、淋巴结核，疮疡肿毒等。

蒙山炒鸡

沂蒙大锅全羊品尝方法

蒙山炒鸡是沂蒙老区人们最喜欢吃的菜品，主要是选用当地的土生土长的草

一般大众的吃法，使用大碗或盆盛上大锅

鸡，加上精选的各种香料，经过各种比例的调整，用传统的农家炒鸡的方法，
有的至今还沿用木柴炒鸡炖鸡的方法，火候均匀，药料和鸡肉形成了绝妙的
搭配，出来的炒鸡味道回味飘香，尤其是蒙山徐家炒鸡。

煮好的全羊，端上餐桌供客人们享用。而
正式的吃法，又叫吃全羊宴，一般是用来
招待比较尊贵的客人，或用于大的庆典。
即使把一锅煮好的全羊的各部位，分开上
桌。而且有约定成俗的先后顺序：

沂蒙大锅全羊

第一道，血、肝、肚，客人们先尝尝鲜。

沂蒙大锅全羊是鲁中沂蒙山区的一道名吃。而在沂蒙山区，最好的全羊当数

第二道，羊肉。这道是主菜，供客人们享

沂源县的全羊。作为沂蒙黑山羊的最主要产区，沂源全羊香气最正，滋味最

用的时间要长一些。第三道，骨头肉。最

浓，肥而不腻，醇香爽口。漫步沂源县城，大小全羊馆比比皆是，为山城一

后一道，羊蹄子。

大特色。没吃过全羊，就没到过沂蒙山。

这样脏-肉-头-蹄，一只羊就上全了。同时，
也表示全羊宴马上也要结束了。

泉庄豆腐皮
泉庄豆腐皮是山东沂水有名的地方小吃。泉庄豆腐皮薄如纸张，筋似皮条，价廉物美，营养价值极高。其制作工艺精细，
经浸泡、磨浆、过滤、结膜、捞膜、晾干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其色泽金黄，油光发亮，质地细密均匀，味道鲜美，筋道
爽口，是当地人招待宾客的上乘之品。泉庄纯手工豆腐皮是日常家常美食，馈赠宾朋之佳品。

在哪儿吃？
崮上：“望崮居”，可同时容纳 500 人就餐，环境幽美，可隔窗望景，欣赏自然美景。
崮下：“王城食府”，可同时容纳 300 人就餐，乡村风格建筑，宽敞明亮，山野气息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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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产

游客朋友们可以在这里购买到沂蒙煎饼、沂蒙山杂粮、沂蒙山鸡蛋、沂蒙板栗、沂蒙核桃、沂
蒙山野菜、沂蒙酱菜、沂蒙芝麻盐、沂水青援正航食品、饮品等沂水地方特色食品

经典系列特产

蒙阴煎饼

蒙阴煎饼，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饮誉大江南北，

被中央电视台誉为“中华一绝”。它选用沂蒙山无公害、无污染
的优质小米为主要原料，并配以大豆、芝麻、花生、板栗、核
桃、鸡蛋、蔬菜、水果等原料，采用传统手工工艺，科学配制，
精工制作而成，具有色泽诱人，香甜可口，柔脆适中，营养丰
富等特点是适合现代人口味的民间传统食品。

纯草鸡蛋

沂蒙山区农户散养草鸡历史悠久，鸡在山里食松

籽、草种、昆虫等天然食物，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中，所
产鸡蛋与普通鸡蛋相比，具有蛋黄大且颜色金黄、蛋清纯厚、蛋
味清香等特点，是人们喜食的一种绿色食品。

十足野生全 蝎酒

该酒采用优质蒙山十足野生全蝎，配以曲酒、肉桂、陈皮、蜂蜜等中药材，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具有

免疫调节、舒筋活血、抑制肿瘤、保健强肾，祛湿抗寒等功效。长期饮用，有较好的保健作用，是著名的蒙山特产之一。

八宝豆鼓

系山东名产，由大黑豆、杏仁、鲜姜、茄子、花椒、紫苏叶、香油、白酒八种原料，经一年密闭天然发酵而成。其色

泽晶莹、细腻爽口、醇厚清香、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可用于热炒凉拌、焖鸡炖鱼、火锅佐料，亦可开袋即食。

野生金蝉

沂蒙金蝉，其营养和药用价值很高，含大量的甲壳质、角蛋白、有机酸。具有散风除热、利咽、健体、明目等功效。

即是餐桌上的佳肴，又是馈赠亲友之高档礼品。

山珍系列特产
野生松菇

蒙山松菇是采集于蒙山密林深处的纯天然野生无公害绿色食品。它香味独特，

肉质嫩滑，营养丰富。经常食用有补中益气、养肝生精、降血脂等疗效。用它和蒙山草鸡沌
汤称为“蒙山松菇鸡”，是蒙山名吃，深受人们喜爱，堪称蒙山一绝。

食用方法
野生松菇 温水浸泡洗净

保鲜银杏仁

银杏又称白果，是中国特有的古老而又神奇的树种，素有“活化石”之称。

已有 2400 多年的栽培历史，其银杏果和银杏叶是珍贵的药、食两用资源。含有银杏黄铜类、
银杏肉酯类等生物活性物质。生食可解酒、降痰、消毒；熟食温肺益气、定喘嗽，缩小便、
滋阴壮阳、养颜色。常服用银杏果，可改善人体中血清胆固醇与磷脂之比例，调节心脏血管
血流量，增强免疫力和大脑记忆，并具有美容养颜之效果。

后，沌、炒、涮皆可食用。
银杏仁 可做银杏粥、清
汤、浓汤，或炖、或炒、
或烤均可。
香椿 可作烹饪佐料，亦可

贡品保鲜 香椿

蒙山香椿，色红味浓，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被列为皇室贡品。本品采

用生长在蒙山自然生态保护区的新鲜头茬香椿嫩芽作原料，经过低湿保鲜，科学配方腌制而
成。具有自然纯鲜，香嫩可口，卫生方便等特点。

直接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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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更多旅游信息

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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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

以下是山东其他有名而值得游玩的地方

更多驴友们亲身体验，记录了在旅程中吃住行玩等游玩线路信息。

乡土味

崖壁上的神秘古国

人间乐园

武场表演

英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