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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Focus 

                                

襄阳城 两座城门中右边跨

在河上的是具有南国特色的廊桥

式水栅城门；左边是标准的宋代

大城楼，需放下吊桥才能进城。 

 

 

绝情谷 杨过和小龙女经过

一番生离死别，十六年不曾见面，

但有约在“绝情谷”，最终两人

如约而会，幸福终老。 

 

 

水帘洞 这里的山岩是从真

实的石头上翻制下来，用玻璃钢

铸片组装而成，周围的植物都是

高仿真植物。 

 

时机 Timing 

春 春踏沙滩。象山影视城坐落在新桥镇的大唐港畔，春季去

象山影视城旅游可以到附近的松兰山漫步沙滩。 

夏 夏季海钓。象山以海鲜著名，此时恰逢捕鱼捉蟹的好时节，

而附近的渔山岛真是钓鱼爱好者的天堂。 

秋 秋高气爽。象山影视城的最佳旅游时间莫过于九、十月份,

此时秋高气爽，各种自然景观色彩丰富。 

冬 冬季品鲜。冬天是象山一年中海鲜最肥美的季节，这时海

鲜比起夏天来个头更大、味道更好。 

 

贴士 Tips 

① 在影视城周边，有数十家农家乐，不仅有地道的象山海鲜可以

品尝，而且还提供了 800 余个床位可供下榻。 

② 为了减少吃海鲜引起的食物中毒，尽量选择新鲜的、有甲壳的

海鲜，食用海鲜时最好不雅饮用大量啤酒 

③ 因海边紫外线较强，随身应携带墨镜、防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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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象山影视城 

 

象山影视城 

来这里，让你尽观春秋古韵秦汉风；来这里，让你亲历中华上

下五千年爱恨情仇；这里是历史的陈列室，是游乐的天堂，是

梦想的归宿！ 

象山影视城，坐落在浙江省象山县新桥镇大塘港生态旅游区 ,

总投资 1.2 亿元，是目前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 

象山影视城以灵岩山为大背景，巧妙结合了当地的山、岩、洞、

水、林等自然景观，整体建筑呈宋代风格，很好地诠释了宋代

古建筑艺术。 

象山影视城占地面积 1091 亩，主要由大门广场区、村街作坊

区、墓府山洞区、庄园湖塘区、店铺城宅区等五大景点区域组

成，集影视文化与旅游休闲于一体。城中气势恢宏的襄阳城、

神秘莫测的活死人墓、秀丽幽雅的归云山庄、迷离奇幻的绝情

谷、蓊蓊郁郁的榕树林等主要特色景点风格独特、创意新颖。 

城内有湖光山色，也有亭台楼榭；有沟谷洞天，也有宋时古街，

让人情不自禁地融入武侠意境之中。曾经风靡一时的黄晓明、

刘亦菲版《神雕侠侣》就是在象山影视城拍摄的第一部影视剧，

而 2012 年热播的《轩辕剑之天之痕》中大部分景观都是在这

里取的景。 
 

去象山影视城的七大理由 

① 象山影视城是一座集影视文化与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影视

基地，为全国单体建筑最大的影视城 

② 《新神雕侠侣》《赵氏孤儿》《轩辕剑》《新西游记》等众

多优秀影视剧作拍摄地 

③ 宋时古街，沟谷洞天，湖光山色，亭台楼榭，一花一草、

一景一物都充满浓浓武侠情 

④ 影视城以灵岩山为背景，融宋代风格于建筑，二者巧妙

结合 

⑤ 探秘神雕情仇、领略金庸文化，有幸可邂逅心仪的偶像

明星 

⑥ 气势恢宏的襄阳城、神秘莫测的活死人墓、秀丽幽雅的

归云山庄、迷离奇幻的绝情谷等主要景点风格独特、创

意新颖 

⑦ 邂逅心仪的偶像明星，一探影视剧背后的制作真相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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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信息  >>立即预订 

 

门票类型（成人票） 票面价格 同程价格 

神雕侠侣影视城 ¥60 ¥55 

春秋战国影视城 ¥60 ¥55 

象山影视城联票 ¥100 ¥90 

象山影视城联票团购（9.30-10.7） ¥100 ¥80 

 

贴士 

① 开放时间：8:30-16:00(淡季 11.1-4.30) 

 8:00-17:00（旺季 5.1-10.31） 

② 免费政策：儿童身高 1.2 米以下免票； 

老人票 70 周岁以上持身份证免票； 

其他（如军官票、残疾人等）免票； 

导游凭国家导游证免票 

优惠政策：儿童身高 1.2 米—1.5 米购儿童票 

关于订票 

① 预订提醒： 为了成功提交订单，需在游玩当天 12:00 前预

订 

② 取票地点： 神雕侠侣影视城游客中心 

③ 入园凭证： 一起游预订成功确认订单短信 

④ 发票说明： 网络预订景区门票，一起游不提供发票 

⑤ 温馨提示： 象山影视城联票为神雕侠侣影视城与春秋战国

影城门票的联票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933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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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到达与离开 

飞 机 

象山附近没有机场，最近也就是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较远的地区可以坐飞机到上海，再转车到象山影视城；

或者飞到宁波再转车抵达目的地。 

距离较远的地区，如广州等，建议选择乘飞机，因为从

宁波坐车到象山影视城也有一段距离，选择乘飞机比较

节省体力。 

 

 

火 车 
象山没有火车站，最近的是宁海火车站，建议坐动车至

宁海，再由宁海坐汽车转至象山影视城。 

若是坐到宁波火车站，可在火车站附近乘公交到宁波客

运东站或南站，再转乘大巴到达象山影视城。 

 

自 驾 车 
上海—象山城区 

上海-A4(莘奉金高速)-杭浦高速—沪浙收费站—杭州湾

大桥—宁海（象山）收费口出高速—象山连接线宁海收

费站—经加油站—甬台温高速公路象山连接线象山收费

站—象山县中心城区—沿指示牌到象山影视城 

宁波—象山影视城 

甬台温高速(同三高速宁波段)—宁波、梅林服务区—宁

海(象山)出口下高速—象山连接线宁海收费站—经加油

站—甬台温高速公路象山连接线象山收费站—象山县中

心城区—沿指示牌到象山影视城 

苏州—象山影视城 

友新高架—经石湖收费站（苏州）—绕城高速—苏嘉杭

高速—宁波绕城高速—甬台温高速—经宁海收费站—

S038—象山连接线宁海收费站—嵩溪路— S071/S215

—兴坑村—黄公岙村—终点  

汽 车 
坐汽车到象山影视城，主要先到达象山客运中心，下车后再到客运

中心隔壁的县内中巴车站转乘到达象山影视城的中巴。 

一般有两种转乘方法： 

① 因为象山影视城在新桥镇，所以在象山客运中心下车后，可到隔

壁车站（农村方向）买票前往新桥，之后再转中巴或者打的或者

坐“田鸡”车直达影视城 

② 在象山客运中心下车后，到隔壁车站转车前往象山影视城，有很

多目的地，如“定山（定塘）”“晓塘”等均路过象山影视城，上

车时只要跟司机说去影视城，对方就会告知下车地点 

③ 县内中巴车站乘坐汽车到达石浦，再从石浦乘车直达象山影视城 

贴士： 

“田鸡”车是一种小巧的电动车，有些人称为“乌龟车”，价格比

出租车便宜多了，可以砍价。 

 

汽车班次  

上海南站—象山汽车站 

08:55、10:55、14:25、16:35、18:55 

杭州汽车东站—象山汽车站 

09:10、10:50、11:30、13:30、15:30、17:20 

杭州汽车东站—石浦（途经象山） 

08:05、10:00、12:20、14:25、16:25 

杭州客运中心—石浦（途经象山） 

08:05、10:00、12:25、14:30、16:30 

杭州客运中心—象山 

09:10、11:10、13:35、15:35 

杭州南站—象山 

11:35（快客）、16:40（普通） 

宁波汽车南站—象山 

06:50-17:50，每 20 分钟一班 

宁波中巴南站—象山 

4:30-20:30 约每 15 分钟一班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预订宁波特价机票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flight/jp-3302/#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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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自驾路线图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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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雕侠侣影视城 

这座影视城是当时为拍摄新《神雕侠侣》而建的，由襄阳城、村街区、归云庄、榕树林、公孙府、活死人墓、陆家庄、古战场等组

成。为使影视城能适应各类古装、武侠影视剧的拍摄和提供游客游览观光，在设计中充分体现它的兼容性，巧妙地结合了山、河、

岩、洞、林等自然景观，开辟了广场区、村街作坊区、山景区、湖景区、襄阳城等五大游览区，160 余个建筑单体。 

神雕侠侣影视城不但具有横店影视城的规模、无锡三国城的气势，而且更有不可比拟的“二大特色、三大之最”。一是环境优美，

无遮碍物。这里四周青山绿水、田野果园，无高楼大厦和高压线，不管从哪个角度拍摄，镜头永不穿帮。二为大体量庭院建筑均用

真材实料建造，亭、台、楼、阁、桥有机嵌镶其间，大气高雅，工艺精湛。其间拥有着全国最大的古战场、最大的人造榕树林和最

大的人造自然单体溶洞。 

秀丽优雅归云庄 

归云庄，是影城五大府院中规模最大、建筑最多的一处庄院，

基本上按苏州小河东岸的模式仿造，整个院落由一字影壁、大

厅、车轿房、练武房、练武场及后花园等建筑组成。 

在《神雕》中，归云庄是东邪徒弟陆乘风的府院，他原先是太

湖边上的大户人家，为躲避仇家隐居于此，因此整个庄院处处

透露出气派。但主人是个武林中人，建筑上又打破了一般有钱

人家的规格。这一点游客一进大门，就可以从一字影壁的规格

上看出来。 

从风水学上讲，影壁墙是针对冲煞而设置的，无论河流还是马

路，都忌讳直来直往，有了影壁墙，气流要绕影壁而行，则轨

迹就成了“S”形。气流减慢，气则不散，而且也接近人体气血

运行速度，对人的健康和事业都大有裨益。气气相符，才是影

壁存在的价值。 

归云庄的后花园结合了园林设计中的亭、台、楼、阁，借助了

园林建筑中的借景手法，将后山融入园内，使园内的内容更加

丰富，空间更加广阔。这里也是游客合影留念的绝佳场所。 

 

刀光剑影襄阳城 

进入影视城的北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雄伟的城墙，

这座长 400 米、高 10 米、宽 6 米的城墙有造型各异的两座

城门，这便是赫赫有名的襄阳城墙。 

两座城门中，右边跨在河上的是具有南国特色的廊桥式水栅

城门，乘船由水门可直接入城至水街；左边是标准的宋代大

城楼，前边有护城河，需放下吊桥才能进城。 

进入襄阳城大城门，是一条 120 米长的主街，东头正对大帅

府，中间有南北两条大街贯通，两条大街交叉形成的十字路

口是襄阳城的中心地段，主要商家集中于此，且都是各具特

色的楼房建筑，有玉海酒楼、碧云茶庄、同升鞋帽庄、广济

堂药店、怡和祥绸布庄等等。 

向南约 100 米到南溪桥，这里是民众集居繁杂地段，沿街有

恒吉客栈、宏仁商号、陶居酒家、怡春院，小巷之中有按照

宋代格局营造并结合浙江、安徽、福建等地民居特色的民居

宅院，颇具南方水镇韵味。游客在此可以沽酒小饮，比武看

戏，还可参加古箭射击、幸运套圈、大炮射标等，令人留恋

忘返。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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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离奇幻绝情谷 

《神雕侠侣》中杨过和小龙女经过一番生离死别，十六年不曾

见面，但有约在“绝情谷”，最终两人如约而会，幸福终老。 

在绝情谷的入口，有目前全国最大的榕树林，不过是人工仿造

的，耗资 270 万元，这片榕树林是用钢筋混凝土做成骨架，然

后用水泥灰沙塑形的，制作技艺之高超为国内罕见。 

近观，古榕盘根错节，苍老古朴，树冠平伸而出，枝叶繁茂，

树干白绿相间，绿色为地衣藓苔，寄生植物爬满树干，好像给

古树穿起了高雅合身的绿色连衣裙。 

远看，隔河有神来灵岩，山奇洞巧，与古榕树林相映成趣。周

围奇峰环列，林叶婆娑，阡陌如织，一派南国山乡风情，宛如

仙乡。 

出了榕树林，就到了绝情谷中的公孙府，公孙府共有大厅、书

房、经房、丹房、剑房、芝房六大独立的建筑组成。 

 

柳暗花明陆家庄 
陆家庄在《神雕》中是陆展元、陆立鼎两兄弟的庄院，小说第

一回中写道的故事情节就是在这座府院发生的。在小说中，陆

家庄的原址可是在嘉兴。 

陆家庄是影城中相对独立的一个景点，主要由码头、风雨亭、

路棚、陆家庄院和农户院组成。以宋代古建筑为主，四周分布

有荷花湖、百鸟园、陆家客栈（竹屋）、水上游乐园。 

主要活动内容包括：垂钓、烧烤、赏荷、观鸟、射击、农业生

产体验（葡萄种植、采摘）、餐饮、住宿等。这里三面有湖，

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追求的是古代农村自然淳朴的风格和农

家田园风光。非常适合做新婚度假、结伴旅游、亲友休闲、中

老年疗养及自驾车旅游者的目的地。“风雨同舟荷花湖，柳暗

花明陆家庄”。 

神秘莫测活死人墓 

在《神雕》原著中，王重阳的练功地点活死人墓是重阳宫中

最神秘的地方，也是小龙女的主要生活场所。 

这座活死人墓虽号称坟墓，其实是一座极为宽敞宏大的地下

仓库。当年王重阳起事抗金之前，动用数千人力，历时数年

方始建成，在其中暗藏器甲粮草，外形筑成坟墓之状，以瞒

过金人的耳目。又恐金兵来攻，更是在墓中布下了无数巧妙

机关。义兵失败后，王重阳心灰意冷在此隐居，称自己为“活

死人”，此地也由此而得名。 

影视城中的活死人墓是最具“神雕”特色的景点，它利用自

然山洞与人工修凿相结合，建造出自然多变的出洞效果，营

造出迷离奇幻之感。 

从墓门进入有一个可封闭墓道的石头机关。墓内结合剧情设

计了起居室、主卧室、储藏室、练功房、墓中之墓、下层等

六个空间。主卧室里放置着小龙女的寒冰玉床，玉床上设有

机关，可以使墙壁 180 度旋转，进入下一空间； 

下层空间内有两大巨型石案，四壁刻有《九阴真经》，能看懂

这墙上从摩崖石刻上拓片下来的文字的人，武林盟主非你莫

属了！空间的一端与水道相连，有小船可划出秘密出口，驶

入河道湖塘，游客可以在此坐小船前往陆家庄。真可谓“玄

机一破天外天”。 

游人在此体验“小龙女”神秘生活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金

庸大侠神奇浪漫的想像力。在这里你还可以领略到“有钱能

使鬼推磨”、“水往高处流”、“万丈深渊”等奇景。 

不过随着张纪中版《西游记》的拍摄，活死人墓的外面已被

改造成花果山，但是里面一样奇巧神秘、令人震撼。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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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影视城 

    

春秋战国城位于象山影视城的东面，是象山影视城的二期工程，占地面积 152 亩，建筑面积 43000 平方米，总投资 1.2 亿元。该

城的落成是对象山大塘港生态影视文化休闲旅游区的一项重要补充，也是迄今为止全国以春秋战国时期为背景、设施最完善的一座

影视拍摄基地。 

春秋战国城为配合陈凯歌电影《赵氏孤儿》而搭建，城内充满秦汉遗韵，由城墙、城楼、桃园行宫、公孙府、庄姬府、屠岸府、赵

盾府、军营、街道、广场及贫民住宅等组成，建筑风格精致完美，气势恢宏、特色鲜明。它的建成，不仅填补了国内以春秋战国时

代为背景的拍摄基地的空白，也将进一步促进该年代题材类影视剧的创作和影视剧市场的繁荣。 

春秋战国城内设“春秋战国文化”与“陈凯歌与《赵氏孤儿》”两大展厅。“春秋战国文化园”主要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图、整个阶

段的历史演变视频、春秋五霸的图像、道、儒、兵三家代表人物的画像呈现给游客，极具声、光、电技术，使游客如同穿梭时空，

置身于 2700 年前。“陈凯歌与《赵氏孤儿》展厅”则以陈凯歌的人生经历、拍摄历程为主线，同时展出影片《赵氏孤儿》颇具豪

华阵容的剧照、拍摄花絮照。 

去春秋战国影视城的 N 大理由 

理由一、春秋战国建筑风格精致完美，气势恢宏、特色鲜明 

理由二、古战场占地面积之大在全国众多影视城中屈指可数 

理由三、春秋战国影视城座落于风景秀丽的新桥镇大塘港生

态旅游区，旅游资源优越 

理由四、春秋战国城的设计是以著名导演陈凯歌的电影《赵氏孤

儿》为主题理念，整个城池充满秦汉遗韵 

理由五、春秋战国影视城的建成，不仅填补了国内以春秋战国时

代为背景的拍摄基地的空白，也将进一步促进该年代题材类影视

剧的创作和影视剧市场的繁荣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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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乐园 

西游记乐园是为导演张纪中拍摄新版《西游记》电视连续剧而配套搭建的场景，位于神雕侠侣影视城西南角、陆家庄附近区域，该

景点包括花果山水帘洞、蟠桃园、原始森林、高老庄、白骨岭、白骨洞、地府等场景。总用地面积约 90 亩，总投资约 1200 万元。  

蟠桃园 
蟠桃园修建于 2009 年，四周由暗红色花岗岩构成圆盘状，盘

上做了 7 棵巨型桃树，每棵高 10 米，树枝上也结着大小蟠桃，

大的有篮球那么大。 

自张纪中版《西游记》拍摄结束后，象山影视城多次对蟠桃园

进行了装扮。现桃子共有 1000 个，分大中小三种型号，分开

悬挂于枝头。桃子均采用泡沫材质，但看上去栩栩如生，格外

逼真。加上为防止“仙桃”变色，工作人员特意在桃子外层涂

上清漆，更为“仙桃”增添晶莹剔透的感觉。 

白骨岭 

它是翠绿山中一处干燥无生命迹象的不毛之地，是白骨精住所

的外部景象，这种景象是根据张纪中版《西游记》白骨岭的剧

情专门修建的。其地貌参照了新疆“魔鬼城”的雅丹地貌干

旱、风化的特点，及其岩石肌理，又模仿了红岩崖滩长廊的岩

石形态制作模具，经玻璃钢浇铸形成后一块块拼装而成的。 

水帘洞 
老版电视剧《西游记》中，花果山是在贵州黄果树瀑布取景的。

当张纪中在拍摄《西游记》时西南五省正遭遇旱灾，黄果树瀑

布也几乎断流。再加上洞口的打戏量大，实景不适合停靠吊车

等大型拍摄器材，于是张纪中临时决定把花果山从实景换成了

人工布景。 

这个人造水帘洞洞口瀑布群高达 30 多米、宽 60 多米，仅比黄

果树瀑布低 20 多米，但宽度比黄果树瀑布还宽 30 多米。埋藏

在地下的 30 多根粗水管和水泵循环排放形成了水帘洞的壮丽

景观。不管是雨季还是旱季，剧组只要一按开关，水就飞流直

下。此外，还特地设计了水雾设备，制造水汽萦绕的效果，使

人造瀑布的气势更加逼真。 

这里的山岩是从真实的石头上翻制下来，用玻璃钢铸片组装而

成，周围的植物包括棕榈在内的十多种品种，都是高仿真植物，

逼真再现了美猴王的大本营。该水帘洞作为孙悟空的老巢，在

新版《西游记》中有着大量剧集。 

参观完水帘洞外围后，不可错过一探水帘洞内妖怪世界的机

会，洞内妖气外溢，险象环生，令人既刺激又惊喜。 

@Hai54: 

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小龙女的活死人墓和孙悟空的水帘洞府

居然是邻居，而水帘洞居然还连着各种妖怪洞。它们一会儿是

各种抓了唐僧的妖怪洞，一会儿是牛魔王洞府，一会儿又是春

光灿烂猪八戒的小猪八戒府邸……风水宝地，兵家必争啊~~ 

——《象山影视城——独自一人的穿越之旅》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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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其他景点 

北黄金海岸度假村 

北黄金海岸度假村座落在有着全国最大的网箱生产基地之称

的浙江象山黄避岙乡，由海、岸两块组成。 

海上可供游乐面积达 250 亩，设有集海上垂钓、游泳、观赏、

棋牌、茶吧、卡拉 OK、足部保健、餐饮包厢等多功能的海上

乐园；岸上占地面积 25 亩，建有独特风格全木架结构、设施

齐全、背山面海的贵宾楼两座，可供会议、住宿，设有淡水鱼

垂钓场、斗鸡场、海岸烧烤等多种度假娱乐设施。 

远处还设有果园、农作物大棚、畜牧养殖场，海岸边有沙滩、

泥涂，鹅卵石滩让人感到奇特无比。更胜一筹的还有通往海上

乐园的全木架结构的长达 200 米的九曲桥，桥上建有水阁凉

亭，登在桥上另有一番风味，让人心旷神怡。 

 

 

花岙岛 

花岙岛座落在宁波市象山县南部的三门口洋面上，陆地面积

11.12 平方公里，峰俊石怪，岩奇洞仙，山青水碧，树绿花香。 

花岙岛有着极为丰富的海洋景观。其中，海上石林、大佛头山、

清水岙五彩卵石滩、大小甲山、沙滩古樟等景点最具特色，尤

其是海上石林，原始质朴、自然天成，为世界上极为罕见的火

山岩原生地貌景观，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发现的三大奇迹之一。

张苍水抗清兵营遗址，更为花岙岛增添了神秘的人文色彩。 

 

灵岩山 

在浙江象山泗洲头镇境内，海拨 388 米。因山峰巨岩如鼓，玲

珑奇巧，宛若天工，故名灵岩山。  

登灵岩山主峰，有南北两条通道，从山北面寺后村入灵岩山，

前后相拥，浏览左右，鸟语花香，绿树婆娑作响。多由奇岩构

成，或沟壑洞穴，或一线岩缝，或山势力险惊，玲珑奇峻，巧

夺天工。每处景点都有优美传说，其中仙人捣臼，传说只要喊

上几声，小石窟便能流出白花花大米。  

从主峰两端山脉向南延伸约 2500 米，与主峰千丈巨岩相对峙

的是“倒流”景区。倒流乃一瀑布，其源头为一高山水库，水

流从山顶挂出，沿山崖直冲而下。每当雨季，瀑布飞泻，雪飞

百丈，声震四野，蔚为壮观。如遇台风又倒流飞泻，常出现台

风风力迫使瀑布自下而上，“倒流”奇名由此而得。 

红岩 

红岩景区座落于东海之滨的象山半岛东陈乡境内，景区面积 5

平方公里，素有“中国沿海第一崖滩长廊”之美誉。奇伟瑰丽

的山崖与美妙陆离的海滩结合得美奂美伦，构成海洋旅游独特

的海蚀地貌景观。 

红岩系距今 6700 万年的下白垩系朝川组地层，属夹有火山岩

的河湖相碎屑沉积岩，成份复杂、呈相多样，表面呈色以红色

为大宗，杂以七彩，造型奇特、各具韵致。岩滩、砾滩、沙砾

滩、国内唯一的红沙滩宽狭长短不一，起伏有致。情侣石、观

音壁、四龙入海等三十余处景点更使人流连往返。 

红岩崖滩长廊是一条海洋山水画廊，是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

馆，集观光、度假、狩猎、海鲜美食等海洋风情旅游的黄金海

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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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渔村 

中国渔村，无疑是中国渔文化为主题的休闲旅游度假基地中最

为令人神往的地方之一。一座具有厚重渔文化气息的文化度假

基地，一个极具个性的主题渔村，传统与现代并存，新旧交错，

在这里，俯拾皆是欢乐和浪漫的记忆，到处都是令人雀跃的惊

喜。 

在这里可以体验到最纯真的渔民俗活动，每年的三月三、开渔

节可以感受到当地的风俗和渔民的纯朴和热情。“海誓山盟”

婚典，让您感受海边婚庆的浪漫；“丰收节”让您享受渔家丰

收的乐趣；“除夕之夜”让您享受渔家独特除夕风情。 

在这里，同样也可以体验到最刺激的娱乐活动。您可以乘坐快

艇急驰在海面，也可以乘坐动力伞在天空飞翔，更可以乘坐海

盗船乘风破浪。 

 

石浦古镇 
石浦镇位于象山半岛南端，素有“浙洋中路重镇”之称，因风

光独特的石浦港台而得名。石浦至今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古

镇依山面港，沿山临海而筑，城墙随山势起伏而筑，城门就形

而构，老屋梯级而建，街巷拾级而上，蜿蜒曲折。 

目前，石浦镇保留完整的有 4 条总长 1670 米的碗行街、福建

街、中街、后街，这四条街组成了古朴的石浦老街。老街中以

木板筑墙为特色的街道铺面房，与小巷里砖瓦石库居民相映成

趣，独具江南海滨小镇风韵，其中以中街最为典型。 

 

檀头山 

在石浦东南大目洋与猫头洋之间，呈南北向，面积 11 余平方

公里。岸线曲折，长 45 公里。宋宝庆《四明志》载：“岛之

山上，有一石坛，平如案，故名石坛山，俗称坛头山，谐音檀

头山。”  

檀头山岛距大陆最近点 8 公里，岛中部有姊姐沙滩，由一条海

中沙埕将两者连了起来，沙埕东面是海沙滩，叫外沙头，西面

是卵石滩，称里沙头，里外沙头，一埕相连，真是形同姊姐。

海岛自然风光优美，景色迷人，岛上有许多动人传说，有渔村、

大王宫等人文景观，有浓郁的渔乡风土人情，海鲜资源丰富，

渔乡习俗厚重。檀头山可以开展帆板、快艇、划艇、冲浪、垂

钓等海上游乐，又可利用自然地形，开展山地车、攀岩、空气

浴、山林浴等山地健身项目，是综合开发海岛健身项目的理想

基地。 

 

宁波松兰山海滨旅游度假区 

宁波松兰山海滨旅游度假区位于象山县城东南 9 公里的海滨，

规划面积 25.1 平方公里。区内海滨风光优美、海洋文化厚重、

休闲度假设施完善。 

山海间一条长 12 公里的观光公路构勒出曲折绵长的海际轮廓

线，其间岛礁、沙滩、港湾、岬角、岸礁遍布，山连山、滩连

滩，风韵独特、美不胜收。大小不一的沙滩浴场平磨如席、沙

细似绢，让人玩沙沐阳、嬉水蹈浪、留连忘返。 

茂密的生态植被、美丽的四季花草、清爽的海滨空气造就了舒

适的度假环境。建有荟集海洋生物标本、珍稀动物的百鸟乐园，

是理想的青少年科普活动基地。拥有荒岛探险、岩峰垂钓、野

外露营等功能的海岛狩猎度假村，让您放松身心，体验野趣，

回归自然。 

豪华舒适的高星级酒店、琳琅满目的旅游品商场、惊险刺激的

海上游乐园、五彩缤纷的夜景灯光、绿草荫荫的海滨公园等设

施一应俱全。明代抗倭古城游仙寨、峰火台等省级文保单位散

布期间，历史悠久。松兰山已成为华东地区集休闲、娱乐、度

假、会议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海滨旅游度假区。 

 

 

 
渔山岛 
渔山岛位于距石浦港东南 47.5 公里的洋面上，陆地总面积 2.3

平方公里，分北渔山、南渔山、五虎礁三群岛。这里碧海奇礁，

风光优美，海水透明度达 10 米以上，站在礁岩上可看到各种

鱼类在水中畅游。 

海澡类、贝壳类沿岩布列，特别是矗立于悬崖之巅的国际灯塔，

庄严的国境碑，波涛汹涌的仙人桥，雄伟多姿的五虎礁，绝壁

千纫的悬崖，崖边蔓延开着黄花的仙人掌，金光万道的日出，

情趣怡然的采捕使渔山岛更具魅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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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象山影视城景区一日游 

1.上午乘车赴象山，抵达新桥镇象山影视城后，游览神雕侠侣

影视城。这里有“妖精”伴你去“取经”、高老庄八戒撞昏体

验大型实景电影主题乐园、带您“穿越”大宋朝、观看杨志卖

刀、武松大闹狮子楼、李逵审案等经典剧目；也有怡春院里古

代青楼文化大揭密、亲身体验电影声音合成制作、天兵训练营

全家齐动员、开心鬼屋惊喜一刻等节目。 

2.中饭后游览《赵氏孤儿》拍摄地——春秋战国影视城，体验

影视片场旅游，明星就在您身边。结束后适时返家。 

景区最佳游览线路：北大门 → 刀光剑影襄阳城 → 秀丽幽雅

归云庄  → 蓊蓊郁郁榕树林  → 迷离奇幻绝情谷  → 神秘莫

测活死人墓  → 田园风光陆家庄  → 北大门（游客可徒步游

览，也可乘坐景区观光电瓶车或骑马游玩，全程约两个小时）。 

象山滨海经典二日游 

D1：车赴象山，到象山民俗文化村品尝海鲜十六碗，下午游览

象山影视城，住象山。    

D2：上午游览中国渔村，中午品尝石浦海鲜，下午中国水产城

购物后，返回。 

 

象山文化之旅 
D1：车赴象山，参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德和根艺美术馆，浙江

省影视文化基地—象山影视城，晚住象山。  

D2：上午参观国学大师—陈汉章故居，谢才华剪纸馆，中午

东门渔村体验渔家乐，下午返回。 

 

象山休闲露营体验之旅 

D1：车赴象山，松兰山汽车露营地/中国渔村汽车露营地安营

扎寨，参加沙滩娱乐活动，海鲜烧烤、篝火晚会，入住帐篷听

涛声入眠。  

D2：上午游览全国历史文化名镇石浦渔港古城，象山影视城，

中餐后返回。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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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新桥附近酒店（→ 查看新桥附近酒店 → 查看宁波特价酒店） 
 

宁波天成维多利亚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特价标间        159 元    

高级双人房      248 元  

商务房         27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新桥附近酒店 

[13819hztwsu] 性价比很高的酒店，感觉很高档，

还挺干净的，价格也便宜。 

[13105jwsnit] 离大红鹰学校较近，考试选房推荐 

[13566cppcev] 总体不错，服务各方面还行，性

价比不错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宁波 FOB 富博酒店 
 

 

房型           同程价       

特价标准间       168 元     

特价大床房       16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新桥附近酒店 

[18601dpvprh] 环境很好 ,装修得也不错 ,比较新 ,

位置交通方便,好评! 

[15988szzebm] 地理环境不错，临近天一广场，

出行购物都比较方便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宁波文昌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普通标房（双床） 320 元    

商务标准间       35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新桥附近酒店 

[13566euzwbv] 不错，环境较好，交通方便，比

较干净，闯中取静 

[13505fcupne] 酒店比较旧，但里面设施还可以，

价格高可能是因为位置比较好吧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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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7u.com/hotel/place_3302_70545_XinQiao.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1180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42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42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3302_70545_XinQiao.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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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95.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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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7u.com/hotel/place_3302_70545_XinQiao.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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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渔村附近酒店（→ 查看中国渔村附近酒店 → 查看宁波特价酒店） 
 

宁波象山石浦半岛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园景房（大床）   630 元  

山景房（双床）   670 元  

海景房（双床）   75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中国渔村附近酒店 

[18923iemuha] 性价比高，服务态度好，卫生

安静，值得推荐入住！ 

[15850gkqqwv] 没想到 象山也 有如此好 的酒

店，住的很舒适服务也很棒，特别是细节方面除

了专业的地图外还有服务生非常仔细的告知驾

车路线和注意事项，谢谢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象山石浦开元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高级山景双床房    540 元 

高级山景大床房     54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中国渔村附近酒店 

[a ban] 房间很干净很舒适，不愧是开元，周围

环境风景都不错，交通也便利，是自驾游去象山

最 佳 的 选 择 ， 周 末 的 价 格 比 平 时 稍 贵 一 些。

[18616oanxww] 服务好，早餐还可以，海景房

看到的是渔船港湾。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宁波石浦白桦宾馆 
 

 

房型             同程价        

标间 A（内宾）    16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中国渔村附近酒店 

[18815unbhsn] 酒店面临渔港城，交通方便，

服务态度好 

[13270evohpw] 居住环境很好，符合房价标准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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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特产 

石浦鱼滋面 
鱼滋面嫩滑、爽口、鲜美，色泽清白，是石浦的一大特色菜肴。

制作鱼滋面，需选用新鲜鳗鱼或马鲛鱼，去头斩尾，不留鱼刺，

将洁白鱼肉用刀斩匀，使其韧软，放在桌面上轻压成厚约 2 毫

米的薄片；然后在薄片上撒上淀粉，使其凝固，稍蒸；自然冷

却后切成 3~5 毫米宽的条条即成鱼滋面。 

根据宾客不同的口味配以不同的调料进行加工，是石浦人招待

宾客的一道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佳肴。 

 

海鲜十六碗 
海鲜十六碗，分为 4 道冷菜和 12 道热菜，道道色香味俱全、

赏心悦目。 

象山美食以生猛海鲜为主，而海鲜十六碗则成为了象山海鲜的

代表。象山的海鲜美食以原色原形、原汁原味为主要烹饪风格，

选料上务求精细、鲜活，还必定是本地特色海鲜。只有来到象

山，才吃得到最鲜的“十六碗”。 

 

红膏呛蟹 
石浦人有的爱把包蟹烤熟了吃，更多的是把包蟹呛咸来吃，把

蟹从盐水里捞出，揭开蟹盖，膏红艳如花，肉白如琼脂，切成

一小块一小块，吃在嘴里，鲜美带甜，十分有滋味。俗话说：

“呛蟹呛蟹，格活鲜呛，膏红肉白，鲜甜喷香。”呛蟹从此成

了菜中珍品，盘中佳肴。 

 

雪菜黄鱼 

大黄鱼肉嫩味鲜少骨，自古有“琐碎金鳞软玉膏”之誉。雪里

蕻咸菜，质地脆嫩，鲜美可口，有一种特殊的鲜香味。以这两

种为主料烧制的雪菜大黄鱼，具有鱼肉嫩，菜香浓，清口鲜洁，

营养丰富的特点，倍受食客青睐。 

在宁波，雪里蕻咸菜几乎是每家常备之菜。当地有句老话：“三

天勿喝咸菜汤，两脚有点酸汪汪。”以此表达对雪里蕻、咸菜

的嗜好。 

 

象山萝卜团 
象山人对萝卜团的感情，恐怕跟对海鲜的感情有得一拼。家家

户户，逢年过节，萝卜团恐怕是必备的点心。而每一个象山人，

也可以说是吃着萝卜团长大的。 

萝卜团是由糯米粉和大米粉做成 ,馅子是咸的萝卜丝 ,它与红头

团的区别是它外面没有包裹一层糯米,也没有红点。 

 

红头团 
糯米粉和大米粉做成 ,馅是甜的就是红豆沙 ,外面包裹一层糯米 ,

点上一点红 ,其实就是区别萝卜团子的 ,甜的和咸的要有区别。 

 

麦饼筒 
到了端午，麦饼筒便是家家“必备”的传统美食。麦饼筒入口

松脆、油而不腻，让你“口水直流三千尺。” 

做麦饼筒十分讲究，尤其是做皮。首先把面饼捏成圆状，再把

面饼烙在火炉板上，大约几分钟便可以出炉，皮要烙得不薄不

厚，这样越见功夫。馅，可以是肉丝、豆芽、萝卜丝等，也可

以合自己的口味配料。你想吃脆一点，也可以包好后油炸，在

油锅中翻滚过的麦饼筒闪着金黄诱人的光泽，酥脆宜人。 

 

象山麻糍 
成品洁白如雪，柔软如绵，光滑细腻，不粘碗，不钉牙糊口，

里面是搅碎得很香的野草，春天最多。 

麻糍种类很多，有麻糍泻、麻糍滑、米筛花、麻糍食果等等。

老小皆宜，倍受欢迎。 

 

米馒头 
米馒头制作的民间工艺在象山农村很普及，是民间传统的吉利

点心，被广泛用于敬神，祭祖，生辰，婚嫁，时令节日等，更

是请客送礼的美味食品。 

象山的米馒头如海棉般柔韧、棉花般洁白，醇甜适口，冷热均

可食用，多食不伤肠胃。 

 

夹沙糕 

为象山、宁海以及台州沿海地区的一种传统糕点，是当地饮食

文化的代表。以上等糯米、白糖、黄糖为主料，辅以陈皮粉、

苔条、水果精制而成，表面有"发" "福" "寿"等汉字以示吉祥。

其口感润糯可口、厚实恬静、食有余香，在当地也被大小饭店、

酒店、排挡作为酒后主食食用。 

① 吃海鲜时要多吃醋，不宜喝啤酒，也不要和柿子、

葡萄等水果同食。 

② 象山的海鲜是又地道又便宜，如果想过海鲜之瘾，

可以去象山县中心的海鲜夜排档、中国渔村景区

外的海鲜街，这里海鲜品种非常多。 

http://shop.bytravel.cn/produce/59279EC4/
http://shop.bytravel.cn/produce2/96EA91CC857B.html
http://shop.bytravel.cn/produce2/96EA91CC857B.html
http://shop.bytravel.cn/produce2/96EA83DC59279EC49C7C.html
http://shop.bytravel.cn/produce2/96EA83DC59279EC49C7C.html
http://shop.bytravel.cn/produce/index234.html
http://shop.bytravel.cn/produce/7CEF7C73/
http://shop.bytravel.cn/produce/7EA28C466C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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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象山影视城——独自一人的穿越之旅 
2012-6-19  作者：Hai54 

只身在外地，总要自己找些乐子。不然很多年以后，回想你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忆

里只有单调的方块儿楼和柏油路，未免太可惜了一些……被导游像赶小鸭子一样匆匆

向前移动。我不禁有些庆幸我只是一人出行。自由自在无所牵挂……【查看全文】 

 

象山影视城一日游 
2012-6-04  作者：水菁海芋 

沿路的风景很好，高山耸立，雨雾缭绕，影视城在高湾的里面，今天刚好碰到那里

的枇杷节（5.25-6.10），貌似高湾的枇杷很有名哦！坐在车上看着道路两旁的枇杷，

有一种想下车的欲望……【查看全文】 

 

象山掠影 
2012-8-26  作者：半爿牙 

在中国渔村内，除了海水和沙子不要付钱，其他的东西都要交钱，冲澡 15 元，洗

脚 3 元……，沙滩上立着很多帐篷架子，只要你付钱，马上给你套上篷布，不然你

只能在架子下晒太阳……【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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