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旅游攻略（2013 年版）

简介
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又名紫禁城，是中国明、清两朝皇帝的宫殿，也是世界上最大皇宫。故宫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于永乐
十八年（1420）基本建成。后经明清历代皇帝的扩建修葺，成为一个规模宏伟的建筑群。如今故宫面积达 155000 平方米，房屋 9000
多间（民间传说 9999.5 间）。故宫四周围有 10 米高的城墙，墙外还有 52 米宽的护城河坏绕，城之四角各有一座华丽奇特的角楼。
全城南北长 960 米，东西宽 760 米，占地 72 万平方米，故宫的布局是按“前朝后廷，左祖右社”的古时皇城规制设计建筑的。“前
朝”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包括两翼的文华殿，武英殿；“后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包括两翼
的东西六宫；“左祖”即太庙，就是今日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右社”即社稷坛，就是今日的中心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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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搁浅的左岸提供）

门票 开放时间
每年 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采用

旺季 开放时间

每年 11 月 1 日至来年 3 月 31 日采用

淡季 开放时间

每张门票为人民币 60 元（不包括珍宝馆、钟表馆）

每张门票为人民币 40 元（不包括珍宝馆、钟表馆）

开始售票、开放进馆时间：

开始售票、开放进馆时间：

8:30

8:30

止票时间（含钟表馆、珍宝馆）： 16:00

止票时间（含钟表馆、珍宝馆）： 15:30

停止入馆时间：

16:10

停止入馆时间：

15:40

17:00

清场时间：

16:30

清场时间：

珍宝馆（即进入宁寿宫区，还包括戏曲馆、石鼓馆）参观门票：每张门票为人民币 10 元
钟表馆（即进入奉先殿区）参观门票：每张门票为人民币 10 元
身高 1.2 米以下儿童可以随监护人免票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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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高山上看故宫，根本看不

中轴线

到一个窗户，是为了防止刺客

故宫宫殿是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都位于这条中轴线上。并向

防火的，里面盛满了水。冬季

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
楼、钟楼，贯穿了整个城市，气魄宏伟，规划严整，极为壮观。

找路。大门前有两个铁缸，是
为防止缸内的水结冰，还在四
周垫上棉被，下面用炭火烧烤。

故宫四门
故宫有四个门，正门名为午门。午门有五个洞。其平面为凹形，宏伟壮丽。午门后有五座精巧的汉白玉拱桥通往太和门。东门名东华
门，西门名西华门，北门名神武门。故宫的四个城角都有精巧玲珑的角楼，角楼高 27.5 米，十字屋脊，三重檐迭出，四面亮山，多角
交错，是结构奇丽的建筑。
正门“午门”，俗称五凤楼。午门是皇帝下诏书、下令出征的地方。每遇宣读皇帝圣旨，颁发年历书，文武百官都要齐集午门前广场听
旨。午门当中的正门平时只有皇帝才可以出入，皇帝大婚时皇后进一次，殿试考中状元、榜眼、探花的三人可以从此门走出一次。文
武大臣进出东侧门，宗室王公出入西侧门。
后门“神武门”，明朝时为“玄武门”，清康熙年间因避讳改称“神武门”。神武门也是一座城门楼形式，用的最高等级的重檐庑殿式屋
顶，但它的大殿只有五开间加围廊，没有左右向前伸展的两翼，所以在形制上要比午门低一个等级。神武门是宫内日常出入的门禁。
现神武门为故宫博物院正门。
东华门与西华门遥相对应，门外设有下马碑石，门内金水河南北流向，上架石桥 1 座，桥北为三座门。皇帝死后其灵柩就从东华门运
出，故俗称“鬼门”。
太和门，在午门以内，有广阔的大庭院，当中有弧形的内金水河横亘东西，北面就是外朝宫殿大门——太和门，左右各有朝房、廊庑。
金水河上有 5 座桥梁，装有白色汉白玉栏杆，随河宛转，形似玉带。

后三宫
故宫建筑的后半部叫内廷，是皇帝及嫔妃生活娱乐的地方。前朝与内廷宫殿的分界线乾清门，乾清门以南为前朝，以北为内廷。乾清
门左右有琉璃照壁，是清朝“御门听政”的所在地。太和门和乾清门都是殿的形式，虽然名字上是门，在明代皇帝上朝处理政事都是
在太和门，清代的时候皇帝上朝处理政事才改到乾清门。
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东西两翼有东六宫和西六宫，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之处也是皇帝与后妃居住生活的地方。后
半部在建筑风格上同于前半部。前半部建筑形象是严肃、庄严、壮丽、雄伟，以象征皇帝的至高无上。后半部内廷则富有生活气息，
建筑多是自成院落，有花园、书斋、馆榭、山石等。内廷东侧的宁寿宫是当年乾隆皇帝宣布退位后当太上皇养老皇宫，花费一百一十
万两银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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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之谜
冷宫
“冷宫”在哪里，要先谈“三宫六院”。故宫中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称为“三宫”。六院分别指东路六宫和西路六宫。封建帝王
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妃子。皇帝的妻妾众多。至于选到宫中的女子，一旦失宠，便在宫中禁室里等死，更
为悲惨。故宫的“冷宫”并无定所，关禁王妃、皇子的地方，便俗称“冷宫”。查遍所见明、清史料，冷宫并不是某一处宫室的正式命
名。根据一些文献记载，明、清时代被作为“冷宫”的地方有好几处。
明末天启帝时，成妃李氏得罪了权势赫赫的太监魏忠贤，被由长春宫赶到御花园西面的乾西，一住四年。先后被幽居乾西的，还有定
妃、恪嫔等人。这个“冷宫”在紫禁城内之西。
光绪皇帝的珍妃被慈禧落井之前，据说关在景祺阁北边北三所（现坍毁），这地方就在今天珍妃井西边的山门里。如果这一出自太监之
口的传闻属实，则此地也算得一处“冷宫”。

故宫设计者
故宫这样宏伟的建筑，如此浩大的工程，由谁负责设计？又是谁主持施工的？这的确是个
历史谜团，难倒不少老北京人。因为故宫的建筑上没有如现代建筑那样明确地刻上此建筑
物建于何年，由何人设计等字样。目前大多数人都认为故宫是明代一位杰出的匠师，姓蒯
名祥，人称蒯鲁班的人设计的。
故宫博物院古建部高级工程师于倬云先生提出了不同意见：曾经参加建造南京宫殿的蒯祥
是故宫的设计者这个说法不确切，其实，蒯祥只是故宫的施工主持人，故宫真正的设计人
应该是名不见经传的蔡信。永乐 15 年紫禁城宫殿开始进入大规模施工高潮时，蒯祥才随朱
棣从南京来到北京，开始主持宫殿的施工，而在此之前，蔡信已主持故宫和北京城的规划、
设计和建造了。

皇帝上朝的地点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太和殿平时是用于上朝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太和殿其实是用来举行各
种典礼的场所，实际使用次数很少，纵观明清，皇帝上朝的地方主要在：太和门、乾清门
（为御门听政）、乾清宫（有大事或重要的事情时皇帝召见大臣所在地）、还有养心殿（垂
帘听政，清朝后期）的，并不是平时所说的太和殿。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牛大夫提供）

三大殿院不种树
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并称外朝三大殿，是皇帝举行盛典的地方，从位置上说居整个外宫建筑的中心，也是整个北京城的中心。为
了突出这组宫殿的威严气势，建筑上采取了许多手法，其一便是院内不植树，从皇城正门天安门起，经端门、午门、太和门，这之间
的一系列庭院内都无树木(现在端门前后的树是辛亥革命以后种植的)。当时人们去朝见天子，进入天安门，经过漫长御道，在层层起
伏变化的建筑空间中行进，会感到一种无形的，不断增长的精神压力，最后进入太和门，看到宽阔的广场与高耸在三重台基上的巍峨
大殿，这种精神压力达到顶点。宽阔的广场、蓝蓝的天空，把三大殿映衬得更加威严壮观。而这正是至高无上的天子对自己臣民所要
求的。如果在这些庭院内都种上树，绿荫宜人，小鸟鸣叫，那将会破坏朝廷的威严氛围。 故宫三大殿上没有树木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
古代皇帝在五行中属“土”，“木”克“土”，因此没有“木”。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的台基就是一个坐北朝南的“土”字。第三个
原因是：谨防刺客进入，伤及皇上、大臣。保护皇上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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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太和殿
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统称三大殿。
太和殿（明朝称奉天殿、皇极殿），俗称“金銮殿”，面积约 2380 多平方米，长宽之比为
9：5，寓意为九五之尊。面积是紫禁城诸殿中最大的一座，而且形制也是最高规格，最富
丽堂皇的建筑。太和殿是五脊四坡大殿，从东到西有一条长脊，前后各有斜行垂脊两条，
这样就构成五脊四坡的屋面，建筑术语上叫庑殿式。檐角有 10 个走兽(分别为 龙、凤、
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为中国古建筑之特例。大约从 14
世纪明代起，重檐庑殿是封建王朝宫殿等级最高的形式。殿内有沥粉金漆木柱和精致的蟠
龙藻井，殿中间是封建皇权的象征——金漆雕龙宝座，设在殿内高 2 米的台上，安放着金
漆雕龙宝座，御座前有造型美观的仙鹤、炉、鼎，背后是雕龙屏。太和殿是皇帝举行重大
典礼的地方。即皇帝即位、生日、婚礼、元旦等都在这里庆祝。
大殿的屋顶是重檐庑殿式，屋顶的角兽和斗栱数目也最多；御路和栏杆上的雕刻，殿内彩
画及藻井图案使用的都是代表皇权的龙、凤，月台上陈列著日晷、嘉量、铜龟、铜鹤。龟、
鹤为长寿的象征，日晷是计时器，嘉量是标准量器，二者都是皇权的象征，也只有在太和
殿才能陈设。殿内的金漆雕龙“金銮宝座”，更是皇帝威仪的象征。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牛大夫提供）

中和殿
中和殿（明朝称华盖殿、中极殿）是故宫三大殿之一，位于太和殿后。中和殿是皇帝去太和殿举行大典前稍事休息和演习礼仪的地方。
皇帝在去太和殿之前先在此稍作停留，接受内阁大臣和礼部官员行礼，然后进太和殿举行仪式。另外，皇帝祭祀天地和太庙之前，也
要先在这里审阅一下写有祭文的“祝版”，再到中南海演耕前，也要在这里审视一下耕具。
@清风生酒舍：
走出太和殿外面的阳光正灿烂，踩着青石板就如踩着明清的风月一般，没几分钟，就看见清晰的中和殿了。远远望去，中和殿是一座
平面呈方形的四角攒尖顶方亭建筑。其深广各三间，周围出廊，建筑面积 580 平方米。屋顶为单檐钻尖式，中央最高处安装着镀金的
圆形宝顶，仿佛巨大的宝珠。其尖顶部，正是四条屋梁交会处，其木构件最忌受雨水腐烂，在它的顶端罩上一个完整的金属宝顶，有
效地保护了钩件。我心里不禁感叹这鬼斧神工和杰出匠心。
走进中和殿的心情和刚才在太和殿是不一样的。太和殿更多的是给我一种威严肃穆的感觉，而中和殿则给我大方平和的味道，就如它
的名字一样。中和殿内的陈设比较简单，宝座前左右两侧是两只金质四腿独角异兽。它是想像中的一种神兽，传说日行 18000 里，懂
得四方语言，通晓远方之事。放在皇帝宝座两旁，寓意君主圣明，同时为烧檀香之用。放在中和殿地平台两侧的铜薰炉，是用来生炭
火取暖的。我忽然想到，当年乾隆是不是也在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因为祭庙而小憩，并接受臣子的朝拜？左右环顾，忽然发现殿中央两
根大红柱子上乾隆所题的对联---时乘六龙以御天所其无逸 用敷五福而锡极彰厥有常。由此可见乾隆爷的修为还是让人刮目的。
摘自《风雨五百年》

保和殿
保和殿（明朝称谨身殿、建极殿）也是故宫三大殿之一，在中和殿后。保和殿屋顶正中有一条正脊，前后各有 2 条垂脊，在各条垂脊
下部再斜出一条岔脊，连同正脊、垂脊、岔脊共 9 条，建筑术语上叫歇山式。保和殿是每年除夕皇帝赐宴外藩王公的场所。保和殿也
是科举考试举行殿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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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花园
在坤宁宫北面的是御花园。御花园里有高耸的松柏、珍贵的花木山石和亭阁。御花园原名宫后苑，占地 11000 多平方米，占故宫面积
百分之 1.5。园内有建筑 20 余处。以钦安殿为中心，园林建筑采用主次相辅、左右对称的格局，布局紧凑、古典富丽。殿东北的堆秀
山，为太湖石迭砌而成，上筑御景亭，名为万春亭和千秋亭的两座亭子，可以说是目前保存的古亭中最为华丽的。
@牛大夫：
御花园的门：御花园作为一个整体园林呈长方形，它的前门实际上是坤宁门，后门是顺贞门（顺贞门内是个小的长方形过道，这里除
了北侧的顺贞门外，南侧的门叫承光门——通向钦安殿之后；东侧的门叫延和门——通向御花园东路；西侧的门叫集福门——通向御
花园西路），东南角有门叫琼苑东门，通向东六宫，西南角的门叫琼苑西门通向西六宫。现在故宫御花园的西侧就是在千秋亭西侧，养
性斋的北侧有个西随墙门（没有名字）里面是公共厕所，过公共厕所可到重华宫前的重华门，而重华门则正对着西二长街的北门——
百子门（东二长街的北门叫千婴门）。以上就是出入御花园所有门的名字。

摘自《故宫御花园中路》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牛大夫提供）

御花园看点
① 钦安殿
坐落于正中北面，是园中的主体建筑。它把花园分成东西两个部分，近二十座不同风格的殿宇轩斋大致建在东西两侧对称的位置上。
只有绮丽小巧的亭台布于园中，因此钦安殿虽然东西有对称的建筑，但不能同时收入眼帘，从而在视觉上扩大了原本面积不大的花园。
钦安殿殿基是以汉白玉石为材的须弥座，望柱和拦板上的龙凤图案是形态优美的明代雕刻。殿顶平坦，周围四脊环绕。殿内供奉道教
的真武大帝。真武大帝是水神，所以每年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节令，皇帝到此拈香行礼，祈祷水神保佑皇宫，消灭火灾。
② 堆秀山与御景亭
位于钦安殿东北，由各种形状的太湖石块堆砌而成的假山，依墙拔地而起，山高 14 米。这座假山是人工堆成，堆山匠师们称为"堆秀
式"，故称堆秀山。山前一对狮子石座上各有一石刻龙头，口喷水柱高达 10 余米，景象十分壮观。山下小路曲折盘旋通向山顶。山前
正中有门，门内有洞，沿洞内石阶盘旋而上，也可到达山顶。山顶建有四角攒尖顶方亭一座，名御景亭。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清代
帝后都要上堆秀山登高，到御景亭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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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绛雪轩与养性斋
绛雪轩位于御花园东南角，养性斋位于御花园西南角，两斋遥遥相对，造型高低不同，对称却不呆板。乾隆皇帝常到绛雪轩吟诗作赋。
当时绛雪轩前有五株海棠树，每当花瓣飘落时，宛如红色雪花纷纷降下一般，遂将此轩名为绛雪轩。乾隆皇帝曾有"绛雪百年轩，五株
峙禁园"的诗句。轩前琉璃花坛里有一簇极为罕见的太平花，这是晚清时西太后命人从河南移来栽种于此处的。养性斋是一座楼阁式藏
书楼，末代皇帝博仪退位以后，曾聘请教师在这里教他学习英语和数学。
④ 象征四季的亭子
园内有万春亭、浮碧亭、千秋亭、澄瑞亭等名亭，分别象征春夏秋冬四季。
⑤ 花石子甬路
御花园的通道上，都有以各种颜色的小石子砌嵌而成的不同图案，共有 900 幅。这些独立内
容的图案分别为人物、风景、花卉、建筑、飞禽、走兽。历史故事等等。
⑥ 古树
园内现存有古树一百六十多棵，多数在三百年以上，苍松翠柏，千姿百态，各领风骚。
在钦安殿前有一连理柏占居显位，树的二根分别位于故宫中轴线的两侧，于 l 米多高处合二
为一，正值中轴线上方变为一棵。相传两树自动结伴，心往一处想，坚贞不屈，因而感动了
上苍，使之融为一体，人们叫它连理树，象征纯真的爱情，因而引来了天下不少痴情男女与
它相拥。
位于堆秀山东侧有一棵古柏，被封为“遮荫侯”。它在园中名气最大。此树高 7．8 米，树围
0．9 米。它虽貌不出众，所在的位置也不显赫，但怎么会得此殊荣呢?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牛大夫提供）

相传有一年，乾隆下江南，天气很热，随从人等个个汗流浃背，惟有乾隆爽身惬意。回朝后，乾隆皇帝在园中游玩来到此树前，一太
监奉承道：皇上去江南时此树枯萎。皇上一回来此树又茂盛起来了，看来是此树随皇上一同去了江南。乾隆一想，去江南的路上别人
大汗淋淋，而自己却很凉爽，再听太监这么一说，想必此树暗中为我遮荫，不禁心中大喜，便赐封此古柏为“遮荫侯”。后来还为它题
写了《柏树行》刻在碑上，碑就在树旁的搞藻堂西墙上。
园中的名贵古树还很多，如卧龙松、龙爪槐等，这些古树虽老态龙钟，但还枝繁叶茂，每天迎接着海内外广大游人。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牛大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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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清宫
乾清宫是明清两代皇帝在紫禁城中居住和处理日常政事的地方。它是后三宫之首，位于乾清门内。
“乾”是“天”的意思，
“清”是“透
彻”的意思，一是象征透彻的天空，不浑不浊，象征国家安定；二是象征皇帝的所作所为象清澈的天空一样坦荡，没有干任何见不得
人的事。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牛大夫提供）
乾清宫在故宫内庭最前面。殿的正中有宝座，内有“正大光明”匾。这块匾在清雍正以后，成为放置皇位继承人名字的地方，雍正为
防止皇子之间争夺皇位而互相残杀，采用秘密储位的方法，即生前将皇位继承人的名单写在纸上放在匣子中，一份放在“正大光明”
匾额后，一份由皇帝随身携带，待皇帝死后打开匣子当众宣布皇帝继承人。在乾清宫的两头有暖阁。是皇帝读书、就寝之地。乾清宫
周围的东西庑，还有为皇帝存储冠、袍、带、履的端凝殿，放置图书翰墨的懋勤殿。南庑有皇子读书的上书房，有翰林学士承值的南
书房。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牛大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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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到达故宫

交通 行在北京

午门（故宫博物院的南门，只作为观众参观入口）：从天安门经

公交车

端门即可到达，或从东华门或西华门沿东、西筒子河路前行均



编号在 600 路以下的公共汽车，单一票价，1 元/人，也就
是说无论你坐 1 站地还是从总站坐到总站都是 1 元/人

可到达。



午门周边的公共交通车站：天安门东

编号在 600 路以上 900 路以下的公共汽车，票价按路程累
计，前 12 公里（含 12 公里）是 1 元，12 公里以外每增加

停靠的车辆： 1、2、10、20、82、120、37、52、126、99、

5 公里（含 5 公里）票价增加 0.5 元

203、205、210、728 路、专 1 路、专 2 路公共汽车和 1 号地



铁线

编号在 900 路以上的公共汽车，由于是城郊汽车，因此有
部分空调车是 2 元起价，价格累进方式也是前 12 公里是起

午门周边的公共交通车站：天安门西

价，每增加 5 公里票价增加 1 元

停靠的车辆： 1、5、10、22、37、52、205、99、728 路、
专 1 路、专 2 路公共汽车和 1 号地铁线

地铁
1）北京轨道交通（不包括机场线）采用单一票制，票价 2 元。

神武门（故宫博物院的北门，只作为观众参观出口）：与景山

可使用单程票/福利票和一卡通储值卡。

公园隔街相对

2）首都机场客运专线采用单一票制，票价 25 元。可使用机场

神武门周边的公共交通车站：故宫

快轨单程票和一卡通储值卡。

停靠的车辆：101、103、109、124 路无轨电车和 202、211、
685、619、614、609 路、专 1 路、专 2 路公共汽车

出租车

神武门周边的公共交通车站：景山东门

白天（早 5：00—晚 22：59）

停靠的车辆：111 路无轨电车

起步价 10 元（三公里以内），超出（含）三公里至十五公里以
内的公里数每公里按 2 元计费。超出（含）十五公里以外的公

东华门（故宫博物院的东门，平时仅做工作人员通道）：从王

里数（每公里加收 50%空驶费）按 3 元计费。乘距超过基价公

府井商业街沿东安门大街西行 800 米可以到达。

里（3 公里）后，收取燃油附加费 3 元/运次。

东华门周边的公共交通车站：东华门
停靠的车辆： 2、82、210 路、专 1 路、专 2 路公共汽车

夜间（晚 23：00—早 4：59）
起步价 11 元（三公里以内）其它计费方式同上，但是每公里另

西华门（故宫博物院的西门，平时仅做工作人员通道）：从长

加收 20%的夜间费用 （不含起步价 11 元）

安街沿南长街北行 600 米或从北海公园沿北长街南行 600 米可

等候、低速行驶费

以到达。

每累计五分钟，收一公里租价的费用（不含空驶费）

西华门周边的公共交通车站：西华门

叫车电话

停靠的车辆： 5 路、专 1 路、专 2 路公共汽车

北京有两个叫车服务电话，一个是 68373399，另一个是 96103。
故宫博物院没有专用停车场，最近的公共停车场在东华门外、

叫车成功后需付 3 元服务费

景山后街与北海南门，车位有限。建议观众朋网友们搭乘公共
交通车辆来故宫博物院参观。

一起游北京旅游攻略（2013 年版）
更多交通详情：如何到达北京
更多景点详情：后海酒吧

一卡通详情

租赁自行车

南锣鼓巷胡同解析

更多美食详情：北京美食地图

北京艺术家聚集地

夜幕下的簋街风情

更多购物详情：北京烤鸭推荐地

京八件

更多人文详情：茶馆 也来一次文艺腔

首都国际机场交通

大栅栏

护国寺小吃街
东单西单

胡同 无数故事

秋染香山
经典北京小吃

琉璃厂文化节

前门 铛铛车开在天街上

故宫旅游攻略（2013 年版）

游览路线
路线①（快速游览路线）
中路：午门→太和门三大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御花园→神武门
东路：午门→太和门三大殿→乾清门→东六宫→宁寿宫→珍妃井
西路：午门→太和门三大殿→乾清门→西六宫→慈宁宫→养心殿→淑芳斋

路线②
故宫的主要线路：天安门→端门→午门→协和门→文华殿→协和门→太和门广场→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交泰
殿→坤宁宫→坤宁们→御花园中路→神武门。这条线路也是随团游客的游览线路，人很多。
贴士
1）游客只能由南向北单向参观。午门（南门）和神武门（北门）只作为参观出口。
2）如果只有半天时间走马观花，建议最好以中路为主。
3）故宫博物院没有专用停车场，最近的公共停车场在东华门外、景山后街与北海南门。
建议游客搭乘地铁前来。

北京五日游行程推荐
天安门 → 故宫 → 景山公园 → 北海公园 → 什刹海
天坛 → 雍和宫 → 南锣鼓巷
清华 → 北大 → 颐和园 → 圆明园
水立方 → 鸟巢 → 国家大剧院 → 中央电视塔
明十三陵 → 八达岭长城

住宿

北京唐悦酒店

角楼商务宾馆

北京翠明庄宾馆

皇家驿站酒店

大床间

378 元

豪华大床间

368 元

标准双床间

658 元

高级间

949 元

标准间

398 元

商务标准间

398 元

文物楼行政间 788 元

豪华间

1069 元

立即预定

立即预定

立即预定

立即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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