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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 少林寺号称“天下

第一名刹”，有少林寺院、塔林、

达 摩 洞 、初 祖庵 等 景点 ， 传承

了 千 年 的少 林“ 禅 、武 、 医”

文化。 

 
 

 

塔林  少 林 寺 塔 林 是 少 林 寺

历 代 和 尚的 文木 ， 佛教 界 有名

望 、 有 地位 的和 尚 嘶吼 ， 把他

们 的 骨 灰或 尸骨 放 入地 宫 ，上

面造塔，以示功德。 
 
 

 

二七纪念塔  二 七纪 念塔

是为纪念 1923 年“二七”大罢

工 的 英 雄们 而建 造 的。 游 人可

登至塔顶，远眺市容。入夜后，

多种彩灯内透外照，绚丽多彩。 
 
 

时机 Timing 

春 郑州的春天干旱少雨，适合游玩。推荐地有二七纪念塔、

少林寺等文化古迹。 

夏 夏天的郑州会比较燥热，且在午后多有雷阵雨，不适合出

行游玩。 

秋 秋天是出游郑州的最佳时节，可赏菊。如果遇到中国郑州

国际少林武术节，既能欣赏明星荟萃的文艺表演，又能看

到各路高手在擂台赛上展露绝技，还能游览郑州、登封的

各处景点。 

冬 冬天很干燥，往往几个星期都不会下雨。这时候出游郑州

的话，建议尝郑州的美食，尤其是羊肉汤。 
  

贴士 Tips 

① 少林寺是嵩山最热门的经典，每天游人如织，建议早点出发，

或许能避开高峰。 
 
② 少林寺向北可远远眺望到山头上的达摩雕像，但是达摩洞离

少林寺很远，时间有限者不建议游览。 
 
 

便利 Convenience 

  特价酒店  特价机票  优惠门票  相关游记 

http://www.17u.com/hotel/list_41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zhengzhou-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list_41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ea/163#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41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zhengzhou-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list_41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ea/163#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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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事儿  儿事寺林少 

 
少林寺是是少林武术的发源地、中国汉传佛教禅宗祖庭。少林寺

因少林功夫而名扬天下，号称“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寺在唐朝

时期就享有盛名，以禅宗和武术并称于世。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的开放政策和全球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

少林寺继承和发扬自己独特的优良传统。广泛开展中外文化交流

活动。今日，少林弟子已遍布全球。少林文化已被世界越来越多

的民族认同，成为连接世界人民友谊的纽带。在世界各地热爱中

国文化的人心目中，少林文化不仅成了中华武术的代表，及中华

佛教禅宗文化的独特意象，更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 

 

少林精神 
少林精神事实上就是少林寺流传千古的《门风堂规》：南拳北腿

少林棍，保家卫国强自身；崇文尚武少林人，爱国护教少林魂。

不争和合少林心，止恶扬善少林根；以德服人消贪瞋，后发制人

少林门。尊长爱幼孝双亲，守法持戒做良民；禅武为媒弘佛法，

少林弟子正精神。 

 

歌曲《少林寺》 
作词：后弦   作曲：后弦    演唱：后弦 
 

用强烈的重节奏，将极具传奇色彩的少林寺展现在世人前，此曲

是后弦游历少林寺之后，写下的歌曲，曲中特地加入一段洗髓经

的经文，把对少林寺精神的神秘与景仰娓娓道来。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清江影像 提供） 

 

电视剧《少林寺传奇》 
该剧共分三部，第一部描写的是北朝末年隋朝初年，天

下大乱，统治阶级鱼肉百姓。为匡扶天下正义，少林武

僧被迫走出山林扬善除恶。 
 

第二部讲述的是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诸侯，自立

为王，硝烟不断，百姓遭殃。太尉王世充野心勃勃企图

篡位夺权，少林寺伴随着一首首隋唐演义，出演了一曲

曲英雄壮歌。 
 

第三部《少林寺传奇 3》于 2009 年 8 月底开机，于 2010

年杀青。 

   
               都之河黄里万   万里黄河之都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芨芨草  提供） 

 
黄河——中国“母亲河，是中国第二长河，世界第五大长河。它

发源于青海省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卡日曲，呈“几”

字形。 
 

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及山

东 9 个省，最后流入渤海。由于河流中段流经中国黄土高原地区，

因此夹带了大量的泥沙，所以它也被称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

流。但是在中国历史上，黄河及沿岸流域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

的影响，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 
 

观看地推荐：黄河游览区  黄河大桥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8801783#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52965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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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郑州 

飞 机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位于郑州市东南新郑市，距郑州市区 25 公

里，是河南省唯一的国际航空港，开通有俄罗斯、日本、新加

坡等亚太地区国家的不定期包机，以及通往澳门、台北的定期

包机航线，还有飞往韩国首尔、香港的国际航空线。 

 

 

 

 

机场交通 

机场巴士 
机场 — 郑州市区 
机场巴士开往郑州市区的班车，每天首班早上 6 点，每隔 1 小

时，由郑州市金水路 3 号的民航大酒店到新郑国际机场，票价

15 元。 
 

但是由机场发往郑州市内的巴士则要根据机场内航班到达情况

而定。机场大巴是整点、半点发车，时间一般要 40 分钟左右。 

 

出租车 
郑州市出租车起步价为 8 元（含 3 公里），超 3 公里后 1.5 元/

公里（也有起步价 10 元，超量公里后 2 元的），超 10 公里 2

元/公里，夜间(22 时-次日凌晨 5 时)起步价为 9 元。 
 

出租车车型以桑塔纳、富康、捷达、丰田皇冠、奇瑞车为主。 
 

出租车在维持基本租价不变的情况下，实行时距并计的计费方

法，即由于交通拥堵原因造成出租车车速低于 20 公里/小时的

情况下，除继续按照里程计费外，同时按照 1.5 元/5 分钟的标

准叠加计费，前 5 分钟不计费，5 分钟后低速或怠速时间进行

累计，每 200 秒（3 分 20 秒）时计费一次 1 元。 

 

相关电话 
机场运输公司 0371-68519508 

机场班车售票处 0371-08519508 

机场 24 小时问讯服务电话 96666 

机场固定电话 0371-68519000 

机场到周边城市的距离图 

 

 

 

 

 

 

 

火 车 
郑州有 3 个火车站，分别为郑州北站、郑州站和郑州东站。

其中郑州站位于市中心，是全国最大的铁路十字枢纽客运

站之一，也是郑州主要的火车站。 
 

途径郑州站的公交有 105 路、729 路、K206 路等。郑州

站电话为 0371-68356666、68352222。 

 

汽 车 
郑州至开封、焦作、许昌、新乡等多个地市开通了城际公

交线路。郑州主要的汽车站有：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南

区）、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北区）、郑州长途客运北站、

郑州汽车南站、郑州客运西站、郑州汽车客运新东站（东

站）。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 预订郑州特价机票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zhengzhou-1.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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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南站） 
地址 郑州是兴隆街 14 号（郑州火车站对面） 
 
途经公交 乘坐 105 路、729 路等公交均可到达。 

 

此站开往省内的班车（仅限参考） 
郑州 → 许昌 运营时间 7:10-19:50，30 分钟/班，普通公交 16

元，豪华大巴 35 元，空调中巴 25 元。 
 

郑州 → 新乡 运营时间 6:10-19:30，30 分钟/班，普通公交 14

元，豪华大巴 30 元。 
 

郑州 → 洛阳 运营时间 5:30-22:30，25 分钟/班，40 分钟/班，

豪华大巴 50 元，空调中巴 45 元。 
 

郑州 → 商丘 运营时间 6:00-23:00，40 分钟/班，空调中巴 59

元，豪华大巴 70 元。 
 

郑州 → 焦作 运营时间 5:30-23:59，30 分钟/班，票价 36 元。 
 

郑州 → 开封 运营时间为 6:40 开始发车，10 分钟/班，普通公

交 7 元，豪华大巴 15 元。 

 

旅游专线（仅限参考） 
郑州→少林寺，运营时间为 6:30-11:45，20 分钟/班；郑州→云

台山 8:20 开始发车；郑州→石人山 14:15 开始发车；郑州→八

里沟 7:20 开始发车。 

 

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北区） 
地址 郑州市二七区二马路光山（火车站向北 200 米） 
 
途径公交  

可以乘坐到火车站的公交，之后向火车站北面走 200 米即可到。 
 
主要发车的方向 发往南阳、周口、平顶山、漯河等地区。 

 

郑州长途客运北站 
地址 郑州市郑花路 13 号 
 
途经公交  

乘坐 32 路、62 路、63 路、520 路、909 路、k62 路、k903 路

公交均可到达。 
 
主要发车的方向  

发往焦作、鹤壁、濮阳、济源、安阳、新乡、河北、山东等地。 

郑州汽车南站（新南站） 
地址 京广南路与南三环路交叉口东南 
 
途径公交  

乘坐 519 路、62 路、B16 路、81 路、k81 路、203 路、

K906、111 路、212 路、563 路、113 路等公交均可到。 
 
主要发车的方向  

发往许昌、驻马店、信阳的南向线路，也发往新密、登

封等远点的城市及省西南方向的地区。 

 

郑州客运西站 
地址 郑州市郑上路 178 号 
 
途径公交 乘坐 1 路、315 路公交均可到达。 
 
主要发车的方向  

发往洛阳、三门峡、荥阳、巩义、陕西、山西等地班车。 

 

郑州汽车客运新东站（东站） 
地址 郑州市商都路与东风东路 
 
途径公交  

乘坐 14 路、47 路、游 51 路、85 路、521 路、570 路、

k805 等路公交车。 
 
主要发车的方向  

发往开封、尉氏、杞县、商丘、柘城等地。 

 

郑开城际车 
郑开城际公交车（郑州始发） 
郑州和开封之间现在开通了郑开城际公交专线列车，可

以直达开封，非常方便。目前，郑州有 5 个车站始发睁

开 城 际 公 交 ， 分 别 是 ： 陇 海 汽 车 站 （ 发 车 时 间 为

20:00-22:00，每 15 分钟发一班）、汽车新东站、汽车

新南站、长途汽车北站、长途汽车西站。 

 

票价  
其中长途汽车西站开的郑开城际公交票价为 9 元，其余

车站的票价均为 7 元。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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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线路 
陇海汽车站的车 → 开封西站或相国寺站，汽车新东站的车 

→  开封 长途 汽车中 心站， 汽车新 南站 的车  →  开 封汽车 东

站，长途汽车北站的车 → 金明广场站，长途汽车西站的车 

→ 开封汽车东站。 

 

郑开旅游直达车 
旅游班车是郑州和开封对开的，开封的发车时间和郑州的相

同。票价 15 元。 
 

其中，郑州发车在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位于郑州市火车站

广场东侧），到达开封的相国寺车站；开封发车在开封汽车中

心站发车，到达郑州的中心站，目前共有 6 辆车投入运营。 

 

郑开城际公交车（开封始发） 
101 路公交车 
线路：金明汽车站 12 台 → 郑州新东站，13 台 → 郑州北站 

发车时间：早班车 6:00，末班车 22:30，每隔 10 分钟发一班 

102 路公交车 
线路：开封汽车中心站 → 郑州新东站 

发车时间：早班车 7:00，末班车 19:00，每隔 10-20 分钟

发一班 

 

103 路公交车 
线路：开封西站 → 郑州新东站 → 郑州陇海站 

发车时间：早班车 6:20，末班车 20:00，每隔 10-20 分钟

发一班 

 

105 路公交车 
线路：开封东站 → 郑州新东站 → 郑州西站 

发车时间：早班车 8:00，末班车 19:00，每隔 40 分钟发一

班 

 

201 路公交车 
线路：开封相国寺站 → 郑州新东站 → 郑州陇海站 

发车时间：早班车 6:20，末班车 20:20，每隔 10-20 分钟

发一班 

 

 

行在郑州 

公交车 
郑州公交票价为 1 元（不分车型），BRT 票价为 1 元。 

 

公交 IC 卡 
郑州的公交 IC 卡主要分为 A、B、C、D 四种卡。A、B、

C 卡在购卡时每卡均需交押金 30 元。 
 

A 卡为通用优惠卡(俗称电子钱包)，可根据需要灵活充值，

准乘装有车载机的所有公交线路。 
 

B 卡为成人优惠卡(简称成人卡) ，该卡具有月票和电子钱

包两种功能；月票充值办法为 50 元/月，准乘 100 次，使

用期限为当月 1 日至月底，过月余次作废，一次可以充

12 个月的月票；电子钱包的使用办法和 A 卡相同，用于

月票次数不够或持卡人带人乘车的情况。 
 

C 卡为学生优惠卡(简称学生卡)，D 卡为老年免费乘车卡

(简称老年卡)，这两种卡都只限本人使用。 

 
BRT 
B1 首末车 6:00-21:30，途径农业路-桐柏路-未来路-中州大道 

B10 首末车 6:30-20:30（客流大时，会延长末班时间），途径

大学路-航海路-桐柏路-农业路 

B11 首末车 6:00-21:00，途径嵩山路-朱屯东路-农业路-花园路 

B13 首末车 6:00-21:00，途径冉屯东路-冉屯路-桐柏路-花园路 

B18 首末车 6:00-21:00，途径文化路-农业路-经三路-纬五路-

未来路-金水东路-黄河东路-正光路 

B19 环线首末车 7:00-20:00，途径中州大道-黄河东路-众意路

-CBD-众意路返回 

 

出租车 
郑州市出租车起步价为 8 元（含 3 公里），超 3 公里后 1.5 元/

公里（也有起步价 10 元，超量公里后 2 元的），超 10 公里后 2

元/公里，夜间(22 时-次日凌晨 5 时)起步价为 9 元。（>> 点击

查看更多详情）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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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郑州地理图 

河南省景区分布图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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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少林寺 
嵩山少林寺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嵩山五乳峰下，是少林武术

的发源地、中国汉传佛教禅宗祖庭。由于其坐落嵩山的腹地少室山

下的茂密丛林中，所以取名“少林寺”，有少林寺院、塔林、达摩

洞、初祖庵等景点，更拥有传承千年的少林“禅、武、医”文化。

少林寺因少林功夫而名扬天下，号称“天下第一名刹”。 
 

少林寺内保存了不少珍贵的文物。 山门门额上悬挂的“少林寺“匾

额，是清康熙皇帝亲笔书写的。山门后大甬道和东西小马道旁立有

碑碣数十通，称为少林寺碑林。其中有两通碑刻是留学我国的日本

禅僧撰写的。    
 

在少林寺西约 300 米处的山脚下，有一片塔林，为唐以来少林寺

历代住持僧人的葬地，计 250 余座。这是我国最大的塔林。塔的

大小不等，形状各异，大都有雕刻和题记，反映了各个时代的建筑

风格，是研究我国古代砖古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宝库。    
 

少林寺的出名，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少林拳。少林寺千佛殿内供有毗

卢佛铜像，因此该殿亦叫毗卢殿。殿内砖地上还保存着 20 多个直

径约 4.5 厘米的洼坑，是往昔寺僧练拳习武时的脚坑遗迹。脚坑分

布方圆不大，呈一条线状，这是僧人刻苦练功的见证，反映出少林

拳“拳打一条线”的特点。 
 

千佛殿东侧的白衣殿，三面墙绘有少林拳谱壁画，壁画长约 20 米，

很生动地表现少林寺和尚练拳习武的情景。 

 

门票  >> 立即预订 
少林景区+中岳景区 180 元 同程价 160 元 

少林景区+嵩阳景区 180 元 同程价 160 元 

通票（少林景区+中岳景区+嵩阳景区）260 元 同程价 220 元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云影当空 提供） 

 

交通 
公交路线 市内乘 1、2、3、6、8 路公交车可到达。 

 

公共汽车路线 
郑州长途客运站 → 少林寺 

郑州长途客车站乘车至登封，行程大概 1 个半小时；下

车后原地转公交车，不出半个小时即到。 
 

洛阳长途客运站 → 少林寺 

洛阳长途汽车站乘车至登封，约 90 分钟即到少林寺道

口。   

 

自驾路线 
郑州市 → 少林寺 

郑州市 → 郑州西 → 郑少洛高速公路 → 少林寺方

向→ 登封东下路 → 登封市环城路 → 少林寺   
 

湖北方向 → 少林寺 

沿京珠高速 → 汉口/黄石方向 → 郑州/武汉方向 →

登封西出口下  
 

山西方向 → 少林寺 

沿京 珠高速  →  大同/石 家庄方向  →  长 治/太 原方 向 

→ 晋城/洛阳方向 → 登封西出口下  
 

山东方向 → 少林寺 

京珠高速 → 沿济南/德州方向 → 邯郸/柳城方向 → 

北京/开封方向 → 京港澳高速 → 郑州绕城 → 郑少

高速 → 登封西下  
 

陕西方向 → 少林寺 

连霍高速 → 平顶山/南京方向 → 洛少高速 → 登封

西下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联票、通票有效期为 2 天（少林景区必须第一天游玩，其

他两个景区可以第二天游玩，中岳景区门票在中岳庙取票，

嵩阳景区门票在嵩阳书院取票）。 
 

少林景区包括的景点有少林寺常住院、三皇寨、达摩洞、

武 术馆 和塔 林等 。（目 前少 林景 区里面 三皇 寨的吊 桥在 维

修，所以游客暂时不能参观三皇寨景区，其他都正常营业。） 
 

中岳景区包括的景点有中岳庙、卢涯瀑布和观星台等。 
 
嵩阳景区包括的景点有嵩阳书院、老母洞、峻极峰、法王

寺、嵩岳寺塔和会善寺等。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543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9562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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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方向 → 少林寺 

京珠高速 → 尧山方向 → 郑少高速 → 登封西下  
 

安徽方向 → 少林寺 

京广高 速  →  淮南/阜阳方向  →  毫州方向  →  洛阳/蚌埠/南

京方向 → 许昌/郑州方向 → 郑少高速 → 登封西下  
 

江苏方向 → 少林寺 

连 霍高 速 → 周口方 向 → 许昌/登 封方 向 → 郑少高 速 → 

登封西下 

 

一起游小贴士 
1）参观少林寺常住院时每一道门槛千万不要踩。  

2）少林寺寺院里的银杏树都是雌雄同珠的，它只开花不结果，

被称为罗汉树，没结婚的青年男女千万不要和这个银杏树合影

留念。  

3）照相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人和塔林照在一起了，少林寺塔林是

少林寺历代和尚的坟墓。  

4）观看武术表演时，旁边的购物店会有吆喝声传出。千万不要

贪图小便宜购物，以免上当受骗。  

5）少林寺院不需要爬山，如果嫌累可以坐景区内电瓶车，电瓶

车费需另付。 

 
 

 

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登封市城北 3 公里峻极峰下，因坐落于嵩山之阳，

故名，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创建于 484

年，605 更名为嵩阳观。 
 

目前书院保持了清代建筑布局，中轴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

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院，中轴线两

侧有配房和西院敬义斋等，共有古建筑 25 座 108 间。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天涯无际 提供） 

 

书院中，先圣殿内祀孔子及四大弟子象，道统祠内有周公、

大禹、尧帝像。藏书楼原为存放儒家经典的书房。 
 

嵩阳书院的建筑，古朴典雅，蔚然壮观。此外，嵩阳书院

内还有《汉封将军柏碑》、北宋黄庭坚的《诗碑》、明代的

《四箴碑》及《汉封将军柏图碑》、《石刻登封县图碑》等

50 余通。 

 

门票  >> 立即预订 
嵩阳景区 80 元 同程价 70 元 

少林景区+中岳景区 180 元 同程价 160 元 

少林景区+嵩阳景区 180 元 同程价 160 元 

通票（少林+中岳+嵩阳景区）260 元 同程价 220 元 

 

交通 在登封汽车站有专车前往。 

 

线路推荐 
到 达 景区  →  走 过 一层 层台 阶 → 书 院大 门 → 第 一第

一进大殿（先圣殿） → 两株巨柏（大将军柏和二将军柏）

→ 第二进建筑（讲堂） → 藏书楼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11 日晨，拉开窗帘，惊喜地发现，窗外飘起了大雪，地上积

起了白皑皑的雪层，这对越来越少见雪的南方人来说，确实

是个不小的惊喜，大家显得尤为兴奋，但却没想到就是这场

雪，到后来会演变成百年不遇的中原大雪灾，这是后话，暂

且不说。根据景区规定，下车买票，进入景区后，统一换乘

景区内部交通，约 5 分钟就来到了少林寺庙游览区……不过

大多建筑均为清和民国期间新建。 
 

—— by 东方水城 《河南之旅——风雪少林寺》 

http://www.17u.com/blog/90915#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797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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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塔林 
塔林在少林寺西侧一里许的五乳峰脚下，少溪河北岸，丛林

之中，因塔多，且高、低、大、小、粗、细不一，又散布如

林，故称塔林。塔是印度古音“塔婆”简称，意为坟墓，在

我国专指僧人的坟墓。 
 

塔林是少林寺历代住持和有成就、有贡献的僧人的墓群。按

佛制，只有名僧、高僧圆寂后，才设宫建塔，刻石纪志，以

昭功德，激励后来。塔的形制层级，高低大小，除了各个历

史时期的风尚和具体情况(如战争时代，改朝换代等)影响，

还体现着逝者生前在佛教界的地位、成就和威望。 
 

此塔林是国内最大的塔林，有砖、石和砖石混合结构的各类

墓塔。今存 232 座，其中唐塔 2 座，宋塔 2 座，金塔 7 座，

元塔 43 座，明塔 139 座，清塔 10 座，当代塔 2 座，年代

不清塔 27 座，另有残塔和塔基 35 处。有单层单檐塔、单

层密檐塔、印度窣堵坡塔和各式喇嘛塔等。其中唐“法玩禅

师塔”是塔林中最古老的一座砖塔，座落在塔林西北部，系

方形单层单檐式砖塔，高 8 米。除塔门、塔刹和塔铭用青石

雕成外，通体皆用水磨砖砌造而成，塔门用高浮雕的手法，

装饰着飞天、嫔伽等古典图案。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云影当空 提供） 

 

门票  >> 查看详情 

没有单独收费，和嵩山少林景区门票连在一起。 

 

交通 
登封市内乘 2 路、8 路公交车可到嵩阳书院；或乘 3 路公交到

终点。 
 

从少林寺售票处进门，步行或坐电瓶车到达塔林。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天涯无际 提供）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由谭盾提纲艺术总监和音乐原创，

梅元帅制作，易中天、释永信顾问，黄豆豆编导。 
 

演出分为《水乐》《木乐》《风乐》《光乐》《石乐》五个乐章，

演出规模宏大，音画一体，88 架古筝的激情演奏，近 600

人的禅武演绎，春夏秋冬的景观变化，直指心性的佛乐禅音，

奏响了一曲中岳嵩山的辉煌交响，每天晚上的定时演出，成

为中原文化旅游的一大亮点。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以壮丽的中岳嵩山为舞台，以少林禅

宗文化、少林武术文化为艺术表现内容，采用大型山地实景演

出的艺术表现形式，少林僧侣的现场唱颂，春夏秋冬的景观变

化，直指心性的佛乐禅音，合成了中岳嵩山辉煌的交响，形成

了融文化、历史、自然于一体的全新艺术作品。 
 

项目选址在距登封市西十公里的待仙沟，距少林寺七公里。主

要表演舞台为一片峡谷，山呈竖状排列，近、中、远景层次分

明，峡谷内有溪水、树林、石桥等，构成实景表演的要素。整

个演区面积近三公里，演出最高点 1400 米，为全世界最大的

实景舞台。 
 

观众 席由曲折的木 廊和庙宇形 态的建筑构成 ，与自然景 观和

谐。观众席内放置蒲团。观众将坐在蒲团上观看演出，是剧场

的一大特色。蒲团坐席设定二千七百个（分普通席与贵宾席）。 

 

门票 总统票 980 元，贵宾票 428 元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9562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90915#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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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游玩，其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盛夏凉风 提供） 

 

二七纪念塔  
二七纪念塔位于郑州市二七广场，建于 1971 年，是我国建筑独

特的仿古联体双塔，它是为纪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而修建的纪

念性建筑物。 
 

郑州二七纪念塔为双身并联式塔身，塔全高 63 米，共 14 层，其

中塔基座为 3 层塔身为 11 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顶角为仿

古挑角飞檐，绿色琉璃瓦覆顶。塔顶建有钟楼，六面直径 2.7 米

的大钟，整点报时演奏《东方红》乐曲。钟楼上高矗一枚红五星。

塔平面为东西相连的两个五边形，从东西方向看为单塔，从南北

方向看则为双塔。 
 

二七纪念塔现名为二七纪念馆，馆内共有 10 个塔层层厅和 1 个

地下层厅，塔内陈列有“二七”大罢工的各种历史文物、图片、

文字资料。  
 

“没到‘二七塔’，就等于没到过郑州。”这句话在中国河南省省

会郑州市几乎家喻户晓，它同时也使“二七塔”无可厚非地成为

郑州市的标志性建筑。 

 

门票 免费 

 

交通 乘坐 2 路、26 路、9 路、603 路、6 路等公交车均可到达。 

 

美食 
周边可以品尝的美食有合记烩面、葛记焖饼、马豫兴桶子鸡、老

蔡记蒸饺、萧记三鲜烩面等。 

 

购物 
由于这里是郑州的市中心，所以四周有很多购物的商场。如商城

大厦、亚细亚商场、 国际友谊广场、正弘名店、金博大商城、丹

尼斯商场、购书中心等大型商场和数百家中小型商店、餐饮店。 

 

住宿 

  
 

推荐住宿      >> 二七纪念塔附近特价酒店 

郑州华辰商务酒店  

标间 A  同程价：130 元 

单间 A  同程价：150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京汉铁路罢工事件 
1923 年 2 月 7 日在吴佩孚的命令下湖北督军

肖耀南借口调解工潮，诱骗工会代表到江岸工

会会所“谈判”，工会代表在去工会办事处途

中，遭到反动军队的枪击，赤手空拳的工人纠

察队当场被打死 30 多人、打伤 200 多人。反

动军队还闯进工人宿舍，大肆搜捕，造成了震

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京 汉铁 路工 人大罢 工是 中国 共产党 领导 的第

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它进一步显示了中

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

影响。 
 

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工人的生命和鲜血进一

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

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http://www.17u.com/blog/7694375#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101_66988_“ErQi”JiNianTa.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523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45239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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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故里景区 
黄帝故里景区位于河南省新郑市轩辕路北，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拜祖

的圣地，也是十八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拜祖仪式和历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的现场。扩建后的黄帝故里景区共分五个区域：中华姓氏广场、轩辕

故里祠前区、轩辕故里祠、拜祖广场、轩辕丘与黄帝纪念馆区。 

 

景区详情 
中华姓氏广场 
黄帝故里景区门前广场原名轩辕广场，现名为中华姓氏广场。其最大看

点是位于广场中心的黄帝宝鼎，被誉为“天下第一鼎”。   
 

轩辕故里祠前区 
轩辕故里祠前区，由南向北依次为汉代石阙、日晷、指南车、四柱石坊 、

轩辕桥与姬水河、“轩辕黄帝之碑”。 
 

轩辕故里祠 
轩辕故里祠是整个黄帝故里景区中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最核心的部分。   
 

拜祖广场 
拜祖广场中间由南向北为一条深红色花岗岩石通道，至黄帝像。地面铺

“五色土”图案，分布中为黄色以应黄帝，东为青色以应青帝，西为白

色以应白帝，南为赤色以应赤帝，北为黑色以应黑帝。 
 

轩辕丘与黄帝纪念馆区 
轩辕丘与黄帝纪念馆区设中华圣火台、拜祖台、颂歌台、黄帝像、中华

始祖坊、黄帝纪念馆等。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仪征蚂蚁 提供） 

 

门票 免费，导游讲解费 30-50 元 

 

开放时间 8:00-17:30 

 

交通  
乘坐 111 路、113 路、36 路、81 路公交到西南

站下，然后步行 1000 米左右可至黄帝故里。 

 

 

 

 

 

 

 

 

 

 

 

 

 

 

 

 
（图片由景区提供） 

杜甫陵园 
杜甫陵园位于巩义市城区西北 5 公里处的康店镇康店村西部邙岭上，座北

向南，主体建筑有大门楼、杜甫大型雕像、双层亭、诗圣碑林、杜甫墓、

吟诗亭、望乡亭、草亭、献殿等组成。 
 

整个陵园种植花木 3000 余株，奇花异草点缀、绿树成荫、松柏辉映，巍伟

庄重，各种设施具有园林建筑风格，已成为邙岭上闪闪发光的一颗明珠。 

 

门票 
成人票 20 元  （同程价 16 元 >> 立即预订） 

 

开放时间 8:00-18:00 

 

交通 巩义市火车站坐出租车 4 公里到达。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1412560#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821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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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周游四方 提供） 

 

一起游小贴士 
观众凭有效证件排队免费领取参观卡。持第二代身份证的

观众请到①、②号自助取卡处领取参观卡；持其它有效证

件的观众请到③号人工取卡处领取参观卡。 
 

参观卡仅限当日有效。个人参观凭本人有效证件（身份证、

工作证、护照、军官证等）在大门东侧票务处，按顺序排

队领取门票，一人限领一张。 
 

人工讲解服务 
中文讲解收费分 100 元、80 元、60 元三个标准；英文讲

解收费 120 元。 
 

需要请讲解员的驴友，可以直接到前厅服务中心办理讲解

手续，每名讲解员限带观众 30 名。 
 

语音导览自助游讲解器 
河 南 博物 院 还为 国内 外 来宾 备有 可 视语 音导 览 自助 讲解

器，内设中、英、日三种语种。 
 

每部机器租用费 20 元，需缴纳押金 200 元并登记有关信

息和联系方式，如丢失须赔偿 500 元。 
 

童车、老人车（免费使用） :使用时需交纳押金 300 元，

使用后押金退还。  
 

电子存包柜、大件存包柜、伞架（免费使用）。 

河南博物馆 
河南博物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其主体建筑由我国现存最

早的天文台遗址-登封元代观星台为原型，经艺术夸张演绎成戴

冠的金字塔造型。其底部为长 63 米的正方形，高 45.5 米，内

部设计五层，其中地下一层。整个建筑群设计以雄浑博大的“中

原之气”为核心，线条简洁遒劲，造型新颖别致，风格独特，

气势恢宏，堪称一座凝聚着中原文化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不可多

得的标志性建筑。    
 

河南博物院是一个功能齐全的现代博物馆，它包括广场、序幕

大厅、基本陈列馆、专题陈列馆、临时陈列馆、文物库房、学

术报告厅、电教楼、观众参与和娱乐厅、观众餐饮茶座、观众

休息厅、贵宾接待、河南博物馆室、纪念品商场、广播室、计

算机中心、文物保护中心，图书资料馆和培训服务楼等部分。

建筑群外部还设计有 40%左右的园林绿地，形成“馆中园、园

中馆”的优美格局。 
 

珍贵收藏物品有莲鹤方壶、骨笛、云纹铜禁、象牙萝卜、象牙

白菜、兽面乳钉纹铜方鼎、“妇好”鸮尊 、玉柄铁剑、四神云

气图、武曌金简、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等。 

 

门票 免费，凭身份证入馆 

 

开放时间  
春秋冬 9:00-17:00（16:00 停止发票），夏 9:00-17:30（16:30

停止发票），周一为闭馆日。 

 

交通  
乘坐 B1、83 路、32 路、39 路、42 路、61 路、69 路、96 路

公交车均可到达。 

 

华夏古乐演出 
演出地点：西展区南厅 

演 出 时 间 ： 周 二 至周 日 每 天 两场 ， 每 场 演出 20 分 钟。 上 午

11:00 ，下午 4:00。 

票价：成人 10 元 ,学生 5 元   

专场包场：2000 元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1093187#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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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风景区 
黄河风景名胜区位于郑州市西北三十公里处，它北临滔滔黄河，

南依巍巍岳山。这里绿树满山，亭阁相映，山清水秀，景色宜

人。它虽没有苏州园林的小巧、杭州西湖的秀丽，但它却有磅

礴于世的气势。登高北望，黄河水无际无涯，浩浩荡荡。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周游四方 提供） 
 

由于黄河在这里冲出最后一个峡口进入平原，形成悬河，所以

在这里观黄河别有一番情趣。触景生情，令人联想到唐代大诗

人李白的名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从而使

人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 

 

门票 >> 立即预订 
成人票 60 元 同程价 54 元 年卡 100 元 索道往返 30 元 滑道

20 元 气垫船 80 元 

 

交通  

在郑州市可以乘坐 16 路、18 路、旅游一号专线等公交车均可

直达。 
 

凡在市区内乘公交车到达大石桥（郑州市图书馆门前），均可在

南阳路换乘 16 路旅游车直达景区。 
 

1）在金水路可乘 37 路、24 路、103 路、104 路，到南阳路

换乘 16 路旅游车直达景区。 

2）在黄河路可乘 83 路、23 路，到南阳路换乘 16 路旅游车直

达景区。 

3）在农业路可乘 39 路、69 路，到南阳路换乘 16 路旅游车直

达景区。 

4）在东风路可乘 88 路、72 路、79 路，到南阳路换乘 16 路

旅游车直达景区。 

5）在西环路可乘 30 路，到南阳路换乘 16 路旅游车直达景区； 

6）在文化路可乘 71 路、23 路、T5 路、83 路、67 路、211

路，到南阳路换乘 16 路旅游车直达景区。 

 

景区详情 
五龙峰景区 
五龙峰景区是游览区的中心景区，由五座连绵起伏的山峰

而得名。这里苍松翠柏满山，在碧绿的林木之间，则是各

式各样的仿古亭阁，或规整宏大，或玲珑精致。五龙峰的

最高处，建有清式重檐的“极目阁”。登临此处，凭栏远眺，

可领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壮阔景象。 
 

在景区中心的山间平地上，还有一座高 5 米的黄河母亲塑

像-“哺育”。塑像造型是一位怀抱婴儿的古代妇女，神态

和蔼慈祥，气质高贵素雅，象征黄河在中华人民心目中的

母亲河形象。 

 

岳山寺 
岳山寺位于五龙峰东部约 1.5 公里处，主要游览点有紫金

阁、铁索桥、牡丹园、月季园、植物园等。每逢节日，紫

金阁顶的一口洪钟应和着黄河的波涛发出宏亮的声响，声

闻数里。在岳山寺的悬崖峭壁之间的铁索桥，极为险峻。 

 

骆驼岭 
骆驼岭位于岳山寺西 2 公里。主要景点是建在骆驼岭主峰

上的大禹塑像，像高 10 米，重达 150 吨。塑像轮廓清晰，

面部表情生动，栩栩如生，再现了大禹治水时的英姿。 

 

汉霸二王城 
汉霸二王城位于河南荥阳市东北 20 公里的广武山上，北

临黄河，东与三皇山旅游区和黄河游览区相连，西接飞龙

顶旅游区，南临黄河大观。楚汉两城隔鸿沟遥遥相对，相

传刘邦、项羽两军曾在此对垒，留下了众多闻名遐迩的战

争古迹。 

现今城内的东西早已不复存在，只余下了一段让人感慨万

端的故事任人凭吊。主要景点有 :楚汉中分天下的鸿沟、城

墙、张良城故垒、“战马嘶鸣”塑像、汉霸二王城纪念碑、

楚军人物塑像、太公亭、对话涧等。 

 

炎黄二帝石塑 
炎黄二帝石塑是目前国内最雄伟的雕塑之一。它依山就势，

以 82 米高的整座向阳山作为像身，再在山顶塑造 18 米高

的头像，总高达到 100 米。二帝坐南朝北，背依邙山，面

对黄河。巨像前是一个开阔场地，周围遍植松柏，中间建

筑祭坛。祭坛至塑像的轴线上建有长 200 米的神道，两侧

各列四座铸铜大鼎，连同山前一座共九鼎，寓意九州四方

江山永固。广场东西两端各摆放一个大型编钟、铜鼓。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1093187#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841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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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百万庄园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 taizhong8_49e3cf 提供） 
 

康百万庄园位于巩义市康店镇，距市区 4 公里，是公元十七、

十八世纪华北黄土高原封建堡垒式建筑的代表。它依“天人合

一、师法自然”的传统文化选址，靠山筑窑洞，临街建楼房，

濒河设码头，据险垒寨墙，建成了一个各成系统、功能齐全、

布局谨慎、等级森严的、集农、官、商为一体的大型地主庄园；

它的石雕、木雕、砖雕，被誉为中原艺术的奇葩。 
 

全庄园由十九部分组成，保存下来的主要有住宅区、栈房区、

作坊区、南大院、祠堂区等十大部分、33 个庭院、53 座楼房、

97 间平房、73 孔窑洞，共 571 间。 

 
门票  

成人票 75 元 （同程价 65 元 >> 立即预订） 

 

开放时间 8:00-17:30 

 

交通  
公交线路 
1）巩义出汽车站坐 1 路公交到金博大厦，马路对面坐 11

路公交直接到达景区。 
  

2）巩义汽车站坐 2 路公交到市医院，换 8 路公交到终点

即到康百万庄园。  

 

自驾线路 
1）郑州方向：连霍高速往西巩义出口或 310 国道郑州西

100 公里处巩义市区西康店镇。 
 

2）洛阳方向：连霍高速往东巩义出口或 310 国道洛阳东

80 公里处巩义市区西康店镇。 
 

3）焦作方向：向南 70 公里过巩温黄河大桥至巩义市站街

镇向西 10 公里至康店镇。 

 

竹林长寿景区 
长寿山景区位于竹林镇东南方向的崇山峻岭之间，是以生态旅

游和休闲观光为特色的窗口景区。 
 

长寿山景区满目青山叠翠，如诗如画。深秋季节，漫山红叶，

层林尽染，如霞似锦。长寿山景区主要景点有望舅台、笔架山、

桃树沟、杏树岭、福龙寿龟、千年古橿、三星宫等。 
 
门票  
成人票 50 元 （同程价 35 元 >> 立即预订） 
 
Tips 

景区内观光游览车 10 元，需到景区自付（门票不包含观光车

费）。 

 

开放时间 8:00-18:00 

 

 

 

 

 

 

 
 
 

（图片由景区提供） 

 

交通  
公交线路 从巩义市有直达景区的公交，每 10 分钟一班。 
 

自驾线路  从 郑州 出发沿 郑上 路向西 荥阳 方向 20 多公

里，至郑氏三公像向左即 310 国道，沿国道向洛阳巩义方

向行进，约再行进 30 公里进入巩义竹林镇的地盘，路南

有长寿山标志，沿路向里即可。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6288625#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872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641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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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翠峪风景区 
环翠峪风景名胜区位于郑州市西南 40 公里的荥阳庙子乡，环

翠峪地处浮戏山的中部，是嵩山北部的余脉，是一个以自然

山水为主体，以古城堡为特色，千年石花为一奇，红色文化、

贤孝文化、嫘祖文化为衬托，集观光旅游、休闲度假、野营

探险为一体的综合性景区。环翠峪风景区以独有的石怪、洞

奇、林美、景幽著称，以郑汉长城、卧龙云花石，太行猕猴

最为有名。主要景区有：杏花村、卧龙台、花果山大峡谷、

龙溪宫、八路军后方医院等。 

 
门票 景区大门票 30 元 
 
开放时间 8:00-18:00 
 
交通  
公交线路 乘坐郑州客运西站环翠峪旅游专线大巴（荥阳.庙

子）即到。 
 

自驾线路 
1）郑州 → 郑上路 → 荥阳市标 → 310 国道 → 刘河 → 

环翠峪。 

2）开封（新乡、洛阳等） → 开洛高速 → 荥阳 → 刘河→ 

环翠峪。 

 

环翠峪旅游线路 
一日游行程 
上午：登卧龙台沿途观橡子林、地质变 化石、峡谷翠峰、千

年石花、明代古炮、郑汉长城、乘千米滑道。    
 

中午：品尝美味农家饭，如手擀面条、 野鸡蛋炒山韭菜、环

翠峪卤肉等。 
 

下午：花果山与猕猴游乐，大峡谷观石 玫瑰、悟空尊师、仙

童望月、摘星峰、蟠桃谷、捡五彩石， 山中挖野菜、溪中捉

螃蟹。双龙峡观双龙瀑布、三叠瀑布等。 

 

两日游行程 
第一天 

上午：八路军后方医院，婆媳让水，落鹤涧、落鹤峰。  
 

中午：美味农家饭（手擀面、野鸡蛋炒 山韭菜、环翠峪卤肉

等）  
 

下午：花果山野生猕猴，大峡谷原始风貌，双龙峡三叠瀑布    
 

第二天 

上午：登卧龙台。观千年石花、明代古 炮、郑韩长城、抗日

指挥部、乘千米滑道（自费）。   
  

下午：探龙宫（地下溶洞属喀斯特地貌）。 

 

世纪欢乐园 
世纪欢乐园位于郑州市中心城区的东南部，是世界第一、中

国唯一的大型火车文化主题公园，公园以火车历史为背景，

以大型综合游乐项目为内涵，集火车文化、科普教育、休闲

娱乐、风情歌舞、餐饮服务多功能为一体，为游客提供了一

个见证火车文化历史、了解火车发展历程、舒展身心挑战自

我的大众乐园。 

 

门票 >> 立即预订 
成人票 120 元 同程价 110 元 
情侣票 100 元 学生票 95 元 

导游凭有效证件 100 元 军人凭有效证件 60 元 

 

开放时间  
日场 9:00-17:30（冬季 10:00-17:30） 

夜场 18:00-22:00（7、8 月，周五周六延长至 23:00） 

 
 
 
 
 
 
 
 
 
 
 
 

（图片由景区提供） 

 

交通  
东站 在老东站乘坐 35 路（往东方向）；在新东站乘坐 B16

路（往西方向）；西站 乘 1 路到陇海路、大学路转 216、59

路；或乘车到医学院转 35 路；南站及京广客运站 乘 216、

59 路；北站 乘 29 路到陇海路南关，转 216、59 路；客运

总站 乘 B16 往东方向；火车及中心站 顺一马路往南行至陇

海路，乘 216、59 路。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045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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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二七纪念塔 → 河南博物馆 → 黄河风景区 

少林寺 → 嵩阳书院 → 中岳庙 → 嵩岳寺塔 

 

二七纪念塔 → 河南博物馆 → 黄河风景区 → 火车站 

▲ 交通 

① 二七纪念塔 → 河南博物馆：乘坐 K811 公交到河南博物馆。 

② 河南博物馆 → 黄河风景区：在河南博物馆乘坐 K811 路公交到大石

桥下车，然后转 16 路公交至黄河游览区。 

③ 黄河风景区 → 火车站：在黄河风景区直接乘坐 16 路公交至火车站。 

▲ 吃饭 

可以在二七广场附近解决（二七纪念塔就在二七广场上），或者在河南博

物馆附近的萧记烩面馆解决，这是郑州的特色美食之一。 

▲ 住宿 

此条路线中的景点都比较集中在郑州市区，推荐

住在火车站附近，周围交通方便，达到各个地方

都比较方便，并且比邻最郑州最繁华的城市中心

—二七广场。 

 

推荐住宿          >> 郑州特价酒店 

郑州金阳光大酒店 

普标间    同程价：148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豪华 B 间  同程价：180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少林寺 → 嵩阳书院 → 中岳庙 → 嵩岳寺塔 

▲ 交通 

这条线路适合自驾游，否则对于驴友来说不是很方便。或者是跟团游。 

乘车线路 

① 少林寺 → 嵩阳书院：游玩少林寺后，回到登封，在登封汽车站乘坐

到嵩阳书院的车。 

② 嵩阳书院 → 中岳庙：在嵩阳书院前的停车上有很多车到周边的景点。 

③ 中岳庙 → 嵩岳寺塔：游玩中岳庙之后，回到嵩阳书院，再乘车前往

嵩岳寺塔。 

 

一起游小贴士 

此线路建议分成两天玩，要不然会很累的。如果一天游玩的话，估计只能

走马观花式的看风景，是体会不到这里的历史人文的。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清江影像 提供） 

 

推荐住宿          >> 郑州特价酒店 

郑州 E 国际酒店 

普通标间  同程价：126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商务单间  同程价：150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list_41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900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900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19009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900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8801783#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41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094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094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50942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094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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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住宿 
 

二七广场 （→ 查看二七纪广场附近酒店   →  查看郑州特价酒店） 

这里 是 郑州 的 市中 心 ，有 很 多公 交 可到 达 景点 ， 交通 非 常方 便。  

食  广场 上有 很 多吃 饭 的地 方 ，在 这 里可 以 品尝 郑 州的 特 色美 食 。  

 

郑州各泰酒店 
 

 

房型          同程价        

豪华双人房       189 元    

豪华大床房        189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二七广场附近酒店 

[樂 286675304] 房间空间还不错，空调很给

力，个人感觉还不错！ 

[13526ciuuoj] 挺不错的 听干净的 客服也比

较好。 

[wz1607] 住宿便宜，地理位置理想，房间大，

属经济实惠型。     → 查看 196 条酒店点评 

 
 

 

郑州华辰商务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标准间 A          130 元   

单间 A           15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二七广场附近酒店 

[15993qhfybk] 很舒服，很温馨，不错的地方，

下次继续来这里入住！ 

[lmwleo] 挺不错的，在二七商圈~离火车站也

很近。 

 

      → 查看 73 条酒店点评 

 
 

 

郑州百纳连锁酒店（二七店） 
 

 

房型          同程价        

标准单人间 B       150 元   

标准双人间 B       15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二七广场附近酒店 

[13526ljvlno] 满意 入住很 舒服 以后 会是 首选 

地理位置相当满意。 

[小小的我爱旅游] 还不错，家的感觉，离二七

广场非常近。交通便利。 

 

→ 查看 16 条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101_33265_ErQiGuangChang.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41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668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668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101_33265_ErQiGuangChang.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6688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523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523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101_33265_ErQiGuangChang.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45239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712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712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101_33265_ErQiGuangChang.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27128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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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火车站 （→ 查看郑州火车站附近酒店   →  查看郑州特价酒店） 

火车 站 交通 很 方便 ， 有到 达 郑州 大 部分 景 点的 公 交。  

 

郑州金阳光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普通标准间        148 元   

豪华 B 标         18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郑州火车站附近酒店 

[18904fdpetd] 酒店距离火车站很近，交通便

利，去往各个景点都很方便。 

[38aejou924] 地 理位置 占绝 对的 优势， 火车

站广场美食很多，对旅游的我来说真的很方便。

酒店房间比较大。 

      → 查看 218 条酒店点评 

 
 

 

郑州锦江之星（火车站店） 
 

 

房型          同程价        

标准房 A        189 元   

商务房 A        189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郑州火车站附近酒店 

[13673vcjpuo] 酒挺好的，很干净，交通便利，

离回车站很近。 

[doudouhs] 离火车站挺近的，很方便。环境

很好，很干净，服务也不错。 

 

      → 查看 342 条酒店点评 

 
 

 

郑州 E 国际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普通标间         126 元   

商务单间        15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郑州火车站附近酒店 

[13949ycxlub] 房间很宽敞，位置还可以，总

体还不错。 

[18638lfhaup] 在郑州火车站附近，交通很方

便，酒店也比较新，下次路过郑州还会住的。 

 

     → 查看 114 条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101_67029_ZhengZhouHuoCheZhan.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41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900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900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101_67029_ZhengZhouHuoCheZhan.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19009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299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299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101_67029_ZhengZhouHuoCheZhan.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12997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094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094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4101_67029_ZhengZhouHuoCheZhan.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50942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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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美食 — 吃什么？ 
特色小吃 
郑州小吃的品种主要分为六大类。 

 

第一类为馍饼类 
这是郑州市民的主要主食。如开花馍、枣馍、枣锅盔、花

窝窝等。 
 

开花馍  

开花馍可以追溯到晋代，当时便有“坼作十字”形的蒸饼

市售。今之开花馍是在面团充分发酵后加入适量白糖，饧

到一定程度后下剂、成形、蒸制。成熟后，馍顶均匀绽放

如花朵，故称开花馍，口感暄甜。 

 

第二类为油炸类 
如：油儿馍、枣糕、菜角、散子等。 
 

油馍头  

这是河南郑州的著名小吃，河南人喜欢把它当作早餐吃。

油馍头别名，有的叫面托 有的叫老鸹头 
 

油馍头的制作 晚上睡觉前发面，碗如果小了一夜之间都漫

出来了。还会漫到了地上。在炸油馍头之前可以放一点泡

打粉。和面的时候要放盐，油热之后，可以炸了。炸至金

黄色即可出锅。 
 

油馍头吃法 胡辣汤、豆腐脑，沾着油馍头。也可以配豆沫，

或者两者掺着吃。 

 

第三类为馅食类 

郑州具有代表性的馅食品种是水饺，水煎包是河南独有的

馅食小吃品种，其他的还有肉盒、糖包等。 
 

蔡记蒸饺 

蔡记蒸饺创始人是河南长垣县蔡士俊，其子蔡永泉继续父

业，并于 1949 年迁德化街继续经营，蔡记蒸饺、馄饨是

郑州有名的风味食品。 
 

蔡记蒸饺制作讲究，肉馅剃好之后，要边打边加水，使肉

馅打上劲，各种调料也要按一定比例，缺一不可，蒸饺皮

用半死半烫面粉，经反复揉搓使面团筋韧，再擀成薄皮，

装馅提成柳叶褶，使蒸饺形为弯月，所以蔡记蒸饺具有皮

薄微黄，馅饱透明、造型美观、灌汤流油的特点。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同程·浪涛  提供） 

 

水煎包 

河南馅食分类很细，如水煎包和锅贴，基本操作程序大同，都

是将面皮包馅，下入平底锅，加水或稀面浆大火煎制，但锅贴

要二次下浆，成熟后成片相连，水煎包是将熟时淋入小磨油，

翻身再煎便成。 
 

最大差别是用面，水煎包是发酵面，锅贴是水调面，水煎包皮

更暄软。信阳的水煎包和开封的锅贴都很有名。 

 

第四类为汤食类 
郑州人的饮食结构是软硬搭配，爱喝汤是市民的生活习惯，特

别是早晚饭必定有汤。如豆汁、豆沫、胡辣汤、油茶等。 

 

胡辣汤 

胡辣汤又名糊辣汤，是中国北方早餐中常见的汤类食品，郑州

有名的小吃之一。常见于街上的早点摊点，其特点是微辣，营

养丰富，味道上口，十分适合配合其它早点进餐。如油饼包子

油条加酸辣胡辣汤就是一道美味早餐。 

 

第五类为面食类 
在河南，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要吃一种面食。如：起汤面、炝

锅面、浆面条等。 
 

河南烩面 

河南特色美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一种荤、素、汤、菜、

饭聚而有之的传统风味小吃，以味道鲜美，经济实惠，享誉中

原，遍及全国。 

推荐：萧记烩面、合记烩面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248247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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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mavis11 提供） 

 

萧记烩面  

萧记三鲜烩面主要以三道高汤（鸡汤、骨汤、羊肉汤）为基

准配方，它的特点有三不过（滋养不过补、味美不过鲜、油

香不过腻），其风味独特，质优味美。 

 

合记羊肉烩面  

合记羊肉烩面是一种荤、素、汤、菜、饭聚而有之的传统风

味小吃，以味道鲜美，经济实惠，成为郑州有口皆碑的佳肴。

外地人也经常慕名前来品尝。 

 

浆面条  

以绿豆浆发酵制作面浆，经特殊工艺而成的面条，具浓厚地

方特色的地方名吃，是来郑州品美食必吃之一。 

 

第六类为其他类 
如：焖饼、烩饼、炒凉粉、桶子鸡等。 
 

葛记焖饼 

葛记焖饼是“京都老号”葛记坛子肉焖饼馆独家经营的一种

风味食品。 
 

葛记焖饼是用饼牙 D 特制的坛子肉加青菜焖制而成。焖饼时

配莱除用豆芽外，更多是用四季鲜菜，如蒜苔、小白菜、四

季梅、茭白等。焖饼用的汤，除猪肉汤外，还用鸡汤、鸭骨

汤，因此焖出的饼软香不腻，鲜美爽口。 
 

羊肉炕馍 

羊肉炕馍是河南馅食中体积最大的，濮阳传统的炕馍每个重

五斤，皮二斤半、馅二斤半，直径一尺多。不要说今日，过

去也少有能吃下一个的。因此，炕馍多是切卖。羊肉壮馍的

馅心多用肉馅、粉皮、葱调配，面皮用三分烫面七分死面。

包好后在平底锅内煎炸而成，成品外焦里嫩，肥美可口。 

豫菜之名菜 
煎扒青鱼头尾 
此菜清末民初便享誉中原，素有“奇味”之称。它以大青鱼

为主料，取头尾巧施刀工，摆置扒盘两端，鱼肉剁块圆铺在

头尾之间。下锅两面煎黄后以冬笋、香菇、葱段为配料，上

锅箅高汤旺火扒制，中小火收汁。汁浓鱼透、色泽红亮。食

时头酥肉嫩，香味醇厚。 

 
糖醋软熘鱼焙面 
糖醋软熘鱼焙面又称熘鱼焙面、鲤鱼焙面，是豫菜的历史名

菜。此菜名，首先在鲤鱼，河南得黄河中下游之利，金色鲤

鱼，历代珍品。“其二是豫菜的软熘，他以活汁而闻名。 
 

所谓活汁，历来两解，一是熘鱼之汁需达到泛出泡花的程度，

称作汁要烘活；二是取方言中和、活之谐音，糖、醋、油三

物，甜、咸、酸三味要在高温下，在搅拌中充分融和，各物、

各味俱在但均不出头。鱼肉食完而汁不尽，上火回汁，下入

精细的焙面，热汁酥面，口感极妙。 

 
炸紫酥肉 
炸紫酥肉号称赛烤鸭，此菜选用猪硬五花肉，经浸煮、压平、

片皮处理，用葱、姜、大茴、紫苏叶及调料腌渍入味后蒸熟，

再入油炸四五十分钟。炸时用香醋反复涂抹肉皮，直至呈金

红色，皮亦酥脆，切片装碟，以葱白、甜面酱、荷叶夹或薄

饼佐食，酥脆香美、肥而不腻，似烤鸭而胜烤鸭。 

 

牡丹燕菜 
牡丹燕菜原名洛阳燕菜，洛阳之外多称素燕菜或假燕菜，也

是洛阳水席之头菜。此菜制作十分精细，它以白萝卜切细丝，

浸泡、空干、拌上好的绿豆粉芡上笼稍蒸后，入凉水中撕散，

麻上盐味。再蒸成颇似燕窝之丝。此时配以蟹柳、海参、火

腿、笋丝等物再上笼蒸透，然后以清汤加盐、味精、胡椒粉、

香油浇入既成。其味醇、质爽，十分利口。 

 

扒广肚 
广肚唐代已成贡品，宋代渐入酒肆。千百年来均属珍品之列。

此物入菜，七分在发，三分的烹制最佳是扒。豫菜的扒，以

箅扒独树一帜。扒广肚作为传统高档筵席广肚席的头菜，是

这一标准的和追求的体现。此菜将质地绵软白亮的广肚片片，

汆杀后铺在竹扒箅上，用上好的奶汤小武火扒制而成。成品

柔、嫩、醇、美，汤汁白亮光润，故又名白扒广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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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烤鸭 
汴京(开封)自古有江北水 城之誉。故不乏鸭类菜肴。 汴京

爊鸭，宋时便是市肆名菜。爊者乃是以炉灰煨炙之法熟之，

后演变为以果木明火烤炙而成，便以烤鸭取代爊鸭为治鸭

之主流之法，北宋后传入北方。汴京烤鸭风行千年而不废，

皮酥肉嫩，以荷叶饼、甜面酱、菊花葱、蝴蝶萝卜佐食，

以骨架汤、绿豆面条添味，当是一道大餐。 

 

清汤鲍鱼  
鲍鱼，又称腹鱼、决明，肉极鲜嫩，乃海中珍品。宋代酒

楼就多有应市，决明兜子是为代表作。清汤鲍鱼亦称清汤

氽鲍鱼，是将加工后的鲍鱼片片，青豆、火腿片为配，放

入海碗中，用兑入作料的上好清汤冲入碗内即成。此菜靠

清汤氽制，汤清味醇，鲍鱼鲜嫩，是极爽口而又回味极长

的佳作。 

 

葱扒羊肉 
羊是祥，历史上是贵族食品。宋代汴京 72 家正店均以羊肉为

主要原料。羊肉性温，老少咸宜。此菜选用熟制后的肥肋条肉，

切条，配炸黄的葱段、玉兰片铺至锅箅上，添高汤，下作料用

中武火扒制，至汁浓后翻入盘内，锅中汤汁勾流水芡，少下花

椒油起锅浇汁即成，成菜软香适口，醇厚绵长。 

 

大葱烧海参  
葱与海参应属佳配。葱又名和事草，乃辛、温之物，海参虽珍，

物性有微寒，以葱辅之、和之，则海参得以显其功。此菜看似

简单，其实很见功力。海参涨发要好，达到柔软、润滑却又有

韧性的程度。过之则烂，欠之则脆。再则是烧，火候要够，好

汤武火，收汁至浓，海参方能入味。另外，葱要用好，必是大

葱，寸段之葱白，炸黄出香，才有与海参相配之口味。 

 

郑州美食 — 在哪儿吃？ 
合记烩面（人民路） 
合记羊肉烩面是一种荤素汤菜、饭兼而有之的传统风味小

吃，以味道鲜美、经济实惠而有名。烩面分大、小碗，单

是小碗的端上来，架势就足足的。羊肉烩面是招牌，汤味

浓郁，面条筋道，附赠的糖蒜挺解腻，最后吃得连汤带面

一点不剩，还是意犹未尽。合记烩面的名声很大，常有很

多驴友会慕名而去。 
 

地址 人民路工二街（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人均 22 元左右 

交通 市内乘坐 1 路、204 路、37 路至华山路岗坡路站下

车，南走 100 米即到。 

 

正宗豫菜（河南食府） 
这是一家豫菜老字号店，店里的招牌豫菜是鲤鱼焙面。 
 

地址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路 25 号 

人均 50 元左右 

交通 市内乘坐 2 快、2 路、33 路、B17 路、65 路灯公交

在市体育场站下车，沿商城路西走，至人民路交叉口，过

天桥，沿人民路东北方向一直走即到。 

羊汤餐厅 

虢国（农业路店） 

虢国羊肉汤原料多样，配料合理，汤质乳白醇浓鲜香，羊肉之

地鲜嫩，软烂而香，咸淡适中，色泽美观，营养丰富，虢国的

总店在三门峡灵宝，郑州较大的就是农业路上的那家。 
 

地址 郑州金水区农业路 33 号（农业路与经三路交叉口向东 20

米路北，近经三路） 

人均 20 元左右 

交通 市内乘坐 105 路、7 路公交至报业大厦站下车，西走 50

元即到。 

 

伍德羊肉汤 

伍德羊肉汤馆，据说是老字号，清真的羊肉本应该是很膳的才

对，但是这家的羊肉汤却一点都不膳，可谓有一定特色，不得

不尝。 
 

地址 郑州市管城区紫荆山路遇商城路交叉口西南侧 

人均 20 元左右 

交通  

市内乘坐 29 路、H66 路外环、866 路外环、86 路等公交在紫

荆山路商城路站下车，北走 100 米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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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特产/购物 
特产 
新郑大枣  
新郑大枣以其皮薄、肉厚、核小、味甜备受人们青睐，它含有

人体必需的 18 种氨基酸，内含蛋白质、脂肪、糖类、有机酸

和磷、钙、铁及维生素 B、C、P 等物质，是天然的维生素果实，

营养价值极高。 

 

郑州樱桃 
郑州樱桃盛产于郑州市郊候寨乡的樱桃沟，这里的樱桃不仅成

熟早、产量高，而且味道鲜美、色泽光洁、悦人心目。3 月中

旬开花，5 月上旬成熟。营养价值很高，含有蛋白质、脂肪、

糖及钙、磷、铁和多种维生素，其中含铁量最高，每 100 克果

肉含铁 5.9 毫克，比同量的苹果、梨多 20 多倍，维生素 A 含

量比葡萄高 5 倍。 

 

荥阳柿子 
荥阳柿子源远流长，久负成名。柿果中含丰富的胡萝卜素、维

生素 C、葡萄糖、淀粉、蛋白质、脂肪等，还有钙、磷、钾等

多种元素。其中，维生素 C 及糖比一般水果高 1 至 2 倍，营养

价值高于苹果和梨。 

 

黄河鲤鱼 
河南黄河鲤与宁夏黄河鲤、陕西黄河鲤鱼、山东黄河鲤、山西

天桥黄河鲤并列为黄河干流的“五大名鲤”。黄河鲤鱼是生活在

黄河水中的一种天然名贵鱼种。其眼似珍珠，尾、鳍末稍为红

色。因此，又有“红鱼”的雅称。是古今中外鱼中之上乘，席

中之佳肴，颇受人们的青睐。  

 

嵩山绵枣 
中州土特名产，新郑市特有果品，俗名地枣、粘枣，属百合科，

为多年生草本，地下有磷茎、叶片线性、从生于地面，象韭菜。

7—8 月间叶丛中生出直立的花梗，花梗顶端开出粉红色小花。

每年 4 月，绵枣发芽长叶后，农民遍山找寻，将磷茎挖出，洗

净泥土，经过多次蒸煮，糖液自出，甜味沁人心脾，如加点红

糖，则更甜美。绵枣属热性补品，营养价值高，其性粘。绵枣

风味独特，能补养身体，久储不坏。 

 

郑州莲藕 
藕可作美味可口的菜肴，莲子是滋补佳品，有镇静、强心、降

压的作用，此外荷花还可以净化水面，美化环境。 

 
新密金银花 
金银花，又名二花、银花，属忍冬科多年生半常绿缠绕灌

木。因它初开花时，色银白，过二三日变为黄色，新旧相

参，黄白相映，故美称“金银花”。 

 

购物 
惠济剪纸 
惠济区剪纸艺术的主格调是喜庆而热烈，幸福而吉祥。其

色彩主要是大红大老板气焰无比，最适宜用于装扮春节、

灯节、婚礼，以及绣制老虎帽、云雀鞋、花肚兜、枕头、

衣边等等。 

 

河南草帽辫 
河南草帽辫大致分为荣阳桥辫、鹿邑白辫和菜州花园草三

大行当，其中“菜州花园草”最负盛名。草帽辫具有质地

轻柔，热不变形，冷不发脆，且无异味的特点。 

 

密玉 
因产于新密市而得名，这种玉石质地坚硬、色泽纯净均匀、

手感细腻、极少杂质，具有天然光泽。 

密玉有红、白、青、黑、绿五种颜色，其中以绿色最为珍

贵，有“河南翠”之称。 

 
在哪儿买？ 

郑州主要商业街有二七路、太康路、人民路、解放路等，

这些路段都集中在火车站东北部。到郑州购物，正弘、金

博大、丹尼斯是必去之地，这里曾经是“商战”的源头。 

 

德化商业步行街 

德化商业步行街位于郑州市区中心地段，北起二七广场，

南至大同路，由原德化街与苑陵街组成。这是郑州市第一

条步行商业街，是条集购物、休闲、娱乐、文化、美食、

观光为一体的商业街道，被誉为郑州的“城市客厅”。 
 

交通 

市内乘坐 259 路、98 路等公交到大同路德化街站下车，或

乘坐 H105 路内环、32 路、6 路、65 路公交在二七广场站

下车，然后步行前往即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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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贴士 
关于旅行季节 
郑州属于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

这个时候到黄河游览区、郑州森林公园游玩都是不错的选择，

还可以顺便到其所属的登封市嵩山少林，因为雨量增多嵩山

中会有瀑布、溪流，景色会更加优美。 
 

相对于春秋时节，夏天的郑州会比较燥热，且在午后多有雷

阵雨。冬天很干燥，往往几个星期都不会下雨。春秋两季是

最合适来郑州旅游的季节。 

 

一起游小贴士 
冬天来到郑州一定要多喝水且注意带上保湿护肤的化妆品。 

 

关于节日活动 

月季花会 
时间：5 月 1 日至 5 月 20 日 

介绍：每年这一时间，郑州都将举办月季花会。不仅有主办

单位拿出的各色月季花，而且城中百姓也可以把自己家里培

育多年的名品拿出来，届时满城皆花，公园、街巷处处都是

美丽的鲜花，香气馥郁。  

 

郑州全国商品交易会 
时间：8 月 28 日至 8 月 31 日 

介绍：一年一度的郑州全国商品交易会期间，中外客商云集

郑州，盛况空前。郑交会自 1995 年开始举办，规模、档次

和办展效果逐年提高。郑交会的交易范围极其广泛，小至文

化用品、服装、针纺织品、洗涤化妆品，大到家电、汽车（含

配件）、摩托车、机电产品，无所不有，是全国工商界瞩目的

商品盛会。 

 

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 
时间：9 月 1 日至 9 月 5 日 

介绍：郑州市每年举办国际少林武术节，郑州和登封是武术

节的主要场所。武术节期间，将举办规模宏大、隆重热烈的

迎宾仪式、大型文体表演、少林武术精英擂台赛、文艺演出、

旅游观光等活动。这时既能欣赏明星荟萃的文艺表演，又能

看到各路高手在擂台赛上展露绝技，还能游览郑州、登封的

各处景点。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不成熟  提供） 

 

炎黄文化旅游节  
时间：农历 2 月 29-2 月 3 日 

介绍：在黄帝故里——新郑市具茨山黄帝大宗桐举行朝拜大

典，然后瞻仰轩辕庙、嫘祖洞、拜华盖童子处、风后城，观

看民间文艺表演。 

 

关于旅游投诉电话 
郑州旅游投诉电话 0371-67188061 

河南省旅游投诉电话 0371-6550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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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居天下之中的郑州黄河游览区 2 炎黄  
2012-1-31  作者：寰駑齋主 

一晃，2012 年就过去一个月了，离“世界末日”似乎是越来越近了：）今天继续发

郑州黄河游览区的片子吧，在这个黄河游览区里，有一座同盟山，据说这里正是当

年炎帝和黄帝两大部落握手言和、会师结盟的地方。黄河流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的发祥地之一，远古时代，华夏先民就在黄河母亲的怀抱中……[查看全文] 

 
 
【茶叶之路】探秘少林功夫 
2012-8-24  作者：楚鹏 

小时候最喜欢看各种武打小人书，没事就把自己想象成武林高手笑傲江湖。这次茶

叶之路到登封，得以亲眼目睹少林功夫，真是大为畅快。来到会善寺，恰逢一群小

弟子练功，个个身怀绝技，身手敏捷，着实让我大开眼界。铜头铁臂，重现江湖。

当同龄的孩子大多还沉浸在各种溺爱的“温室”中时，小小的他们……[查看全文] 

 
 
[原创]自驾河南-嵩阳书院 
2012-9-1  作者：东水湾小猪 

我们穿过额题“高山仰止”的牌坊进入嵩阳书院。书院大门是一座三开卷棚硬山式

建筑，现门额“嵩阳书院”四个大字，是登封书法家宋书范临募宋朝大书法家苏东

坡书体。门两旁有对联：近四旁，惟中央，统泰华衡恒，四塞关河拱神岳；历九朝，

为都会，包伊瀍洛涧，三台风雨作高山……[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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