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三国、水浒城旅游攻略（2013 年版）

简介
中央电视台无锡影视基地三国水浒城自然风光妩媚旖旎，山清水秀。基地坐落在美丽的太湖之滨，军嶂山麓，亲山亲水。景区内有体
现汉代风格的吴王宫、甘露寺、汉鼎、曹营水旱寨……体现宋代风格的皇宫、大相国寺、紫石街、清明上河街、水泊梁山等风格的建
筑景观。徜徉景区，您将深深为中华民族古老的伟大智慧所折服。三国水浒城内每天有二十多个马战、歌舞、影视特技类精彩节目表
演，有气势磅礴、扣人心弦的"三英战吕布"，有古典华丽、美女如云的"华夏古韵"，近年推出的国内第一个现场连贯表演的"影视特技
探索"节目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三国那些事儿

美食
交通
住宿
游览路线

看点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痴月提供）

门票 开放时间
无锡三国城+水浒城联票
三国城

票面价：90 元

水浒城

票面价：85 元

票面价：150 元

小贴士:
有需要在三国城、水浒城之间往返的游客，请入园时告知检票处，检票处备案后，游客即可在两个城之间往返。

自助游线路
【穿越游】无锡三国城、水浒城联票 2 张+维也纳酒店（无锡火车站店）豪华双床/大床房 1 晚

>>立即预订

【温泉游】双人两日泡华美达樱花温泉<锡华美达樱花温泉门票 2 张+无锡华美达酒店高级间（含双早）>

>>立即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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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那些事儿
曹操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汉族，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中国东汉
末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三国时代魏国的奠基人和主要缔造
者，后为魏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他为魏武帝。曹操一生征战，为
全国尽快统一，在北方广泛屯田，兴修水利，对当时的农业生产恢复有
一定作用；其次，他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抑制豪强，所统治
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此外，他还精于兵法，著《孙子略解》、
《兵书接要》
《孟德新书》等书。作为一代枭雄，他精通音律，善作诗歌，
抒发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苦难生活，慷慨悲凉。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小女若凝提供）

周瑜
周瑜（175－210），东汉末年名将。字公瑾，汉族，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有姿貌、精
通音律，江东向有“曲有误，周郎顾”之语。少与孙策交好，建安三年（198 年）加入孙策旗下，
后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任。周瑜将兵奔丧，以中护军的身份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建安十三年（208
年），周瑜率东吴军与刘备军联合，在赤壁击败曹操。在建安十五年（210 年），在伐蜀路上逝世，
年仅 36 岁。

诸葛亮

（图片由一起游友@sbkeur 提供）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汉族，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
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文学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后来东
晋政权推崇诸葛亮军事才能，特追封他为武兴王。诸葛亮为匡扶蜀汉政权，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其代表作有《前出师表》、
《后出师表》、
《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等，并改造连弩，
可一弩十矢俱发。于 234 年在宝鸡五丈原逝世。诸葛亮在后世受到极大的尊崇，成为后世忠臣楷模，
智慧的化身。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sbkeur 提供）

三顾茅庐
刘备屯住新野时，自知蹉跎半生之缘由是身边虽有关羽，张飞等猛将，
而无出谋划策运筹帷幄之谋士，便礼仪贤下士，寻求良辅。在司马徽和
徐庶的荐举下，刘备与关羽，张飞便来到襄阳隆中，拜访诸葛亮。 第一
次来到茅庐时，亮已外出，三人返途中遇见亮好网友崔州平；数日后，
刘、关、张顶风冒雪，二顾茅庐。途中，遇亮好网友石广元，孟公威。
到达茅庐，只见亮弟诸葛均，方知亮已出游，备留下一笺，表达倾慕之
意。返回时，在隆中山下小桥边遇见亮岳父黄承彦；过了一段时间，刘
备与关羽、张飞三顾茅庐，适逢亮在家，但昼寝未醒。刘备吩咐关、张
在门外等候，自己徐步而入，拱手立于阶下，直到亮醒后，方才相见。[ 三
顾堂：建于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 1719 年），是刘备"三顾茅庐"、诸葛
亮作《隆中对》的纪念堂。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小女若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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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无锡
飞机

>> 预订无锡特价机票

火车

苏南硕放国际机场（IATA：WUX，ICAO：ZSWX，原名无锡硕放

无锡共有 5 个火车站台，分别是：无锡火车站（南广场）、沪

国际机场），位于无锡高新区硕放街道境内，西北距无锡市区 12

宁城际高铁无锡站（北广场）、沪宁城际高铁新区站、沪宁城

公里，离无锡新区 2 公里。现主要有北京、天津、深圳、广州、昆

际高铁惠山站、京沪高铁无锡东站。主要以前两个为主要进

明、武汉、长沙、重庆、成都、西安、兰州、乌鲁木齐、贵阳、福

出站口。

州、厦门、太原、石家庄、大连、沈阳、哈尔滨、海拉尔、青岛、

高铁新区站途径公交

桂林、张家界、舟山、佛山、海口、三亚、东京、大阪、曼谷、香

18 路、69 路、751 路、761 路、769 路、788 路、7 路、

港、澳门、台北等 34 条航线。

218 路、109 路。
高铁东站途径公交

机场大巴

6 路、713 路、715 路、715 路专线、722 路、722 路夜班、

每天总计约 10-15 趟左右，票价为 15 元/人，分为通往无锡火车

730 路。

站的一线及梁溪大桥的二线，车程在 40 分钟以内。

城际高铁无锡站途径公交

机场一号线

133 路、612 路、126 路、207 路、60 路、23 路、30

市区火车站发车时间分别为：6:00、7:30、11:30、13:10、14:15、

路、712 路。

15:40、16:50。

无锡火车站途径公交

上行：无锡机场 → 高浪路 → 旺庄东路（新区管委会）→ 招商

1 路、2 路、5 路、6 路、10 路、11 路、12 路、17 路、

城（兴源路）→ 火车站（机场专线发车时间随无锡机场航班而定）

19 路、20 路、23 路、25 路、28 路、30 路、31 路、33

下行：火车站 → 招商城（兴源路）→ 旺庄东路（新区管委会）

路、35 路、45 路、52 路、60 路、65 路、66 路、67 路、

→ 无锡机场

68 路、77 路、80 路、82 路、83 路、87 路、88 路、90

机场二号线

路、98 路、99 路、100 路、115 路、118 路、201 路、

市区发车时间：6:00、11:30、13:10、14:15、15:40。

202 路、203 路、208 路、213 路、310 路、311 路、312

上行：无锡机场 → 高浪路 → 旺庄东路（新区管委会）→ 南扬

路、316 路、319 路、328 路、509 路、惠山区政府专线、

新村 → 永和路（太湖广场）→ 红星路 → 公交梁清站（无锡大

界泾专线、新塘里专线、机场 1 线、快 2 线、601 路、

饭店旁）

602 路、605 路、606 路、607 路、628 路、701 路、711

下行：公交梁清站（无锡大饭店旁）→ 红星路 → 永和路（太湖

路、712 路、751 路、760 路、763 路。

广场）→ 南扬新村 → 旺庄东路（新区管委会）→ 无锡机场

一起游无锡旅游攻略

汽车
无锡原本有多个汽车站，但目前，所有的汽车站都已并入新

■ 攻略

的无锡客运总站，与沪宁城铁无锡站共同组成无锡中央车站。

■ 门票

路、201 路、312 路、601 支路、635 路、711 区。

■ 周边酒店

203 路、211 路、612 路、713 路。

■ 度假线路

路、133 路、158 路、601 路、快线 2。

新无锡汽车站途经公交：17 路、25 路、45 路、52 路、99
东环岛 A 岛途经公交：6 路、23 路、87 路、93 路、98 路、
西环岛 B 岛途经公交：5 路、30 路、77 路、115 路、126
公交环岛 C 岛途经公交：33 路、60 路、150 路、207 路、
607 路、705 路、711 路、712 路、715 路、716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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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景区
市内交通
①

动车或高铁无锡站出站的地方是北
广场，要步行至南广场乘坐 82 路

火车站南广场乘坐 82 路公交车（火车站—三国城）可直达无
锡影视基地各景点。到底站，车程大概 45 分钟左右，10-15
分钟一班，空调车 2 元。82 路公交车运行时间，往火车站方
向，6：15-18：30；往三国城站方向，6：45-17：05。

②

坐个体户巴士，大巴到唐城的价格为 3 元/人，到三国水浒景
区为 4 元/人。

③

中巴到唐城 4 元/人，到三国水浒景区 5 元/人。

④

打夏利车从火车站到唐城车费约为 40 元左右，到三国水浒景
区约为 50 元左右。

⑤

上海交通一卡通可在无锡公交车上刷卡，并享受优惠。

自驾
上海方向
从上海出发———沿沪宁高速，过苏州后至无锡南“环太湖高速”
出口下（华庄、南泉方向）——沿环太湖高速到底“南泉”出口
下—→沿蠡湖大道直行——至高浪路路口左转至“高浪西路”，前
行 500 米(至长广溪桥)——右转至“山水东路”后，第一个丁字路
口左转至“山水西路”到达三国城。（沿线均有指向牌，请自驾游
朋网友留意观察）

杭州方向
从杭州出发——沿沪杭高速转乍嘉苏高速——至沪宁高速往
南京方向前行——过苏州后至无锡南“环太湖高速”路口下（华
庄、南泉方向）——沿环太湖高速到底“南泉”出口下——沿
蠡湖大道直行——至高浪路路口左转至“高浪西路”，前行 500
米(至长广溪桥)——右转至“山水东路”后，第一个丁字路口

自驾
南京方向
路线一：新(无锡快速内环)：从南京出发——沿沪宁高速
至“无锡东”出口下——直行至广南立交上江海路（南）
进入快速内环——景渎立交方向——往南进入快速内环
——至景渎立交往清扬路方向——金城路（西）方向一
直往西直行——金城大桥方向——太湖景区方向——太
湖景区 、蠡湖大桥出口 下（不进隧道） ——第二个红 绿
灯 左 转 —— 上 蠡 湖 大 桥 ——直 行 至 高 浪 路 路 口 右 转 至
“高浪西路”，前行 500 米(至长广溪桥)—→右转至“山
水东路”后，第一个丁字路口左转至“山水西路”到达三
国城。
路线二：从南京出发——沿沪宁高速至“无锡东”出口下
——沿太湖大道西行（沿路均有明显指路牌）——过新
体育中 心后左转至“蠡 溪路”——直 行至宝界桥直行 至
“山水 东路”——右 转至“山水西路 ”直达水浒城和 三
国城。

江阴方向
路线一：新(无锡快速内环)：从江阴大桥至锡澄高速——
无锡出口下—→通江大道——瞻江立交上江海路（高架）
进入快速内环——凤翔立交方向——惠山隧道方向——
蠡湖新城方向——穿越惠山隧道——蠡湖大桥方向——
穿越青祁隧道——环太湖高速蠡湖大桥方向——穿越金
城隧道——上蠡湖大桥——直行至高浪路路口右转至
“高浪西路”，前行 500 米(至长广溪桥)——右转至“山
水东路”后，第一个丁字路口左转至“山水西路”到达三
国城。

左转至“山水西路”到达三国城。（沿线均有指向牌，请自驾

路线二：从江阴大桥至锡澄高速—→转锡宜高速至“无锡

游朋网友留意观察）

西”出口下——左转至盛岸西路行驶约 1000 米——右转

宜兴方向
从锡宜高速“无锡西”出口下——左转至盛岸西路行驶约 1000

至钱荣 路高架上高架直 走（沿路有明显 指路牌）——环
湖路右 转至宝界桥直行 至“山水东路” ——右转至“ 山
水西路”直达水浒城三国城。

米——右转至钱荣路高架上高架直走（沿路有明显指路牌）—
—环湖路右转至宝界桥直行至“山水东路”——右转至“山水
西路”直达三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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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详情
三国城
三国城门楼

汉鼎

曹营水旱寨

竞技场

三国人物雕塑群
赤壁栈道

吴王宫主殿

聚贤堂

吴王宫后花园

桃园

跑马场

吴营•九宫八卦阵
甘露寺

水浒城
州县区•紫石街
翠仙楼

阳谷县衙

西门庆药铺

京城区•清明上河街
大相国寺

樊楼

高俅府

皇宫

武大郎家

王婆茶馆

演义广场

浔阳楼

梁山区•忠义堂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痴月提供）

水泊梁山

石碣村

三国城
三国城门楼
一下车，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三国城门楼。高大的三国景点城门楼上，旗幡招展，两尊汉代神兽：天禄和辟邪矗立于广场，城门楼曾是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智设空城计，退了司马懿几十万大军的拍摄地。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痴月提供）

汉鼎
城内中心广场，鲜花簇拥处，一座巨大的汉鼎赫然耸立，滚滚浓烟从鼎内升腾而起，为三国景点平添了硝烟弥漫的烽火气息。

三国人物雕塑群
在三国城门楼右边的山坡上有一组三国人物群雕，这组雕塑在拍完《三国演义》之后建成，正中是蜀国的人物，有刘备、关羽、张飞、
诸葛亮、赵云等，右侧是吴国孙权的军队，左侧是魏国的军队。
返回景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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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园
在汉鼎右侧的是著名的“桃园三结义”景点，各位朋网友都知道《三国演义》是从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三结义开始的，这在全
剧中占着重要的地位，所以这桃园就成了展示三国城建筑和风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三位英雄人物的隆重登场揭开了三国时期长达
90 多年风云变幻的历史。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桃园内石径曲折，香案上青烟缭绕，摆放着牛头、马头祭祀品。四周都是桃树，每当春天
桃花盛开的时候，桃红柳绿，真是三国城的一大美景。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痴月提供）

跑马场
在古代，马是人们用来代替步行的最重要的一种工具，而马战也成为古代人极为重要的一种作战方式。在汉鼎左侧，就有一片周长 400
米的跑马场，在这里每天有大型古战争演出“三英战吕布”，讲述当年十八路诸侯讨伐妄图篡位的逆贼董卓时，刘关张三兄弟大战吕布
的精彩故事。参加演出的主要演员和 20 多匹骏马，都曾参加过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拍摄，现在他们每天在这里为大家演示这惊心
动魄、场面宏大的战争场景。这场“三英战吕布”的名声已响誉海内外。
《三英战吕布》每上午 10 点和下午 16：00 表演。
故事情节浓缩在 15 分钟的演出之内，展现了中国古代战争的壮观场面、以及马术特技等要求，有着较强的可看性，是到三国
城的必看节目。

曹营水旱寨
大道前方，竖立着三座高大的辕门，这就是曹营水旱寨了。它由曹操点将台、辕门、四座敌楼和楼船组成，是《三国演义》中“火烧
赤壁”、“横槊赋诗”、“草船借箭”等戏的拍摄所在。曹操点将台两侧，战鼓矗立，依稀可见一代枭雄曹公当年的威仪。站在三层高的
点将台上，极目远眺，水寨风光尽收眼底。陆地上的楼台堂榭与湖上的望江敌楼相峙对望，让人惊叹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和建造者的巧
夺天工。
整个曹营还是“火烧赤壁”这场戏的拍摄地。据统计，在拍摄“火烧赤壁”这场戏时，就动用了九台摄像机、一架直升机，从空中、
陆地、水上同时进行拍摄。刹时，火光冲天，烈焰翻腾，东西绵延 500 米的曹营成为一片火海。曹营内，古朴雄伟的大辕门连接一条
80 米长、6 米宽的甬道直通曹操楼船，三层高的楼船固定于湖面，游人扶舷抚舱之际，遥想 1700 多年前曹公踌蹰满志、横槊赋诗的
慷慨之情，顿生“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沧桑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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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场
紧邻曹操指挥船的那个圆形的建筑便是竞技场，这是一座具有汉代特色的综合表演场馆，整个建筑结合了古代戏台的形式建筑，场地
中间是一个八卦图形。长约百米的古城墙下，是一座坞堡式样的竞技场馆，极具汉代特色，建筑面积达 1234 平方米。在这个竞技场
的四周，有上百多部的在唐城、三国城以及水浒城拍摄过的电视剧的剧照。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慢慢欣赏，寻找一下你喜爱的明星。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痴月提供）

赤壁栈道
依山开辟而成的赤壁栈道，在青松翠竹的掩映下，显得格外幽静雅致，聆听着湖水轻轻拍岸声，让人在经历了沉重的历史画卷后，寻
觅到一处放松身心的休闲之所。

吴营·九宫八卦阵
绕过栈道，就是与曹营水寨隔大浮渚相畔的三江口吴营了。吴营采用石料建筑，与曹营的木结构形成了鲜明对照。吴营主要有周瑜点
将台、七星坛、水寨、九宫八卦阵等主要景观。临湖而踞的七星坛呈金字塔造型，颇具神秘色彩。
“诸葛亮借东风”这场戏就是在七星
坛拍摄的。据说，当《三国演义》摄制组在这里拍摄“借东风”这场戏时，风平浪静的湖面上，风骤然刮起。
除了七星坛的“诸葛亮借东风”，吴营辕门外的“九宫八卦阵”也是游人领略诸葛亮神机妙算的好去处。“九宫八卦阵”是由《三国演
义》“火烧连营”中诸葛亮所设的“八卦图”演变而来，此阵占地 2600 平方米，由 13000 根直径为 5 厘米的木桩代替乱石搭成，游
客若深入阵中，犹如走进迷宫，扑朔迷离，非识得“八卦阵法”不能从“生门”而出。
七星坛旁的周瑜点将台，又称桑点将台，它坐落在距地面 8.5 米的山坡上，呈军帐造型，周郎当年意气风发，调兵遣将的威严隐约浮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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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宫主殿
吴营北侧是吴王宫。吴王宫是我国著名美术设计师曹斌先生进行设计的。宫门前侧立的两座高大的方形建筑叫阙楼，在汉代，阙楼主
要有三种作用。第一，它是一个进城门的标志；第二，作为士兵站岗放哨眺望敌情的地方；第三，它是身份地位、官爵高低的象征，
官位越高阙楼就造的越高，而这两座阙楼则是三国城里最高的建筑物，高达 21 米。整座吴王宫的格局是严格按照中轴对称来建造的。
以中轴线为主，利用面对太湖、背靠青山的有利地形，将吴王宫的主殿设立在山坡上，突出它的高大巍峨。横轴线上，
“聚贤堂”和“侧
宫门”组成了偏殿，之间用水道连接，上架金水桥。通过“聚贤堂”，直达“后殿”，并连以水榭、游廊，开凿人工湖，形成带有园林
风格的建筑。
重檐庑殿式的主殿内，大红的“喜”字赫然其中，这就是《三国演义》中刘备与孙尚香喜结良缘的地方，现在三国城艺术团每天都在
这里举行盛大的《刘备招亲》表演，场面宏大，热闹非凡，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老少游客。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痴月提供）

聚贤堂
昔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联吴抗曹的聚贤堂，如今古乐绕梁，身着汉代服饰的湖北襄樊古乐团的演员，正操持着被称为
“世界八大奇迹”的曾侯乙编钟、编磬复制品，一首首中外名曲让游客深深陶醉于中国民族文化的神韵逸采中，而穿插其间的一台形
式活泼的汉宫乐舞，又能让游客欣赏到艺术团演员们云鬓水袖的翩翩舞姿。

吴王宫后花园
走出聚贤堂，左边是当年刘备、孙尚香练剑习武的水榭，正面看到的两层楼的建筑就是吴王宫的后宫，一楼是孙权的议事厅，在电视
剧中孙尚香就是在这里迎接刘备的。左侧是孙权的用膳房，右侧是孙权的书房，里面的道具都是当时拍摄电视剧时留下的。走上二楼
是刘备的洞房，中间陈列着象征长命百岁的大金龟，象征吉祥如意的金凤凰。

甘露寺
甘露寺坐落在吴王宫南侧，坐东朝西，由山门、佛殿、偏佛殿、鼓亭及砖塔、试剑石等景点组成。甘露寺的砖塔与后代佛塔有明显的
不同，是历史上最早的佛塔形式，由汉代的“观”发展而来。甘露寺是《三国演义》中“吴国太相亲”、“刘备、孙权劈石许愿”的拍
摄场景，游客可以在这里虔诚拜佛、焚香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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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城
州县区·紫石街
州县区包括《水浒传》中反映北宋时期中下层社会生活概貌的故事场景，有衙门、监牢、法场、街坊、店铺、庄园等。最有特色的景
点是紫石街。街上建有妇孺皆知的武大郎饼店、王婆茶馆、郑屠肉铺等。这些建筑古风浓郁，细致逼真的做旧工艺营造了北宋时期特
定的历史氛围。
《水浒传》中的许多片段都在州县区拍摄，如《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王婆贪贿说风情》、
《武松斗杀西门庆》等。在紫
石街上，随处可看到拍摄《水浒传》留下的痕迹。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痴月提供）
翠仙楼
走进城门后下台阶后，进入内门，左边有一处宅第，在〈〈水浒传〉〉中武松为报兄仇，杀潘金莲和西门庆被发配至孟州，多亏管营大
人金眼彪施恩的厚待，义气相投，结拜为兄弟，后又帮公义夺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里就是当初剧组拍摄施恩家外院的地方。右前
方这一楼阁便是翠云楼，梁山好汉为救玉麒麟卢俊义，派鼓上蚤时迁在元宵节火烧翠云楼，众好汉大闹北京需，救出这个后来坐了梁
山第二把交椅的卢俊义。这翠云楼其实是座酒楼，在当时是河北第一大酒楼，全楼三檐滴水，有上百个阁子，规模宏大，是大名府的
标志性建筑。
阳谷县衙
所谓衙门，是我国古代官吏办公的官署，一般由正门、公堂、后堂等组成。旧时民间流传“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形容古代
官吏办事的黑暗。电视剧中几乎所有涉及“衙门”的情节全是在这儿拍的。如及时雨宋江当押司的郓城县衙、武松武都头在衙门当差
等。
西门庆药铺
在县衙左边是西门庆药店，西门大官人原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为人*诈，颇有些拳脚功夫,，开一家生药铺，后来发迹了，潘金
莲灌武大郎的“心疼药”就是在西门庆药店里拿的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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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郎家
在酒坊隔壁是武大郎和潘金莲家，武大郎虽和武松是亲兄弟，但身材矮小，面目丑陋，别人叫他“三寸丁谷树皮”。他也艳福不浅，娶
了个有些颜色的潘金莲。经常被人耻笑“好一块羊肉落在狗嘴里”，意思和今天的“鲜花插在牛粪上”差不多。不知大家注意到楼上那
扇窗子没有？原来这儿挂着一面帘子，当初潘金莲正是拿根棍子挑帘子的时候，一失手棍子落下正好打在了西门庆头上，从而引出了
这段孽缘。大家走进武大郎家，进门便看到一副担子，这就是每天早上武大郎卖炊饼的担子，左边便是武松的卧房，当年在紫石街上
兄弟二人相见过后，武大郎执意让武松住回家中，就安排住在楼下，这边便是他们的厨房，内有灶台，案板上有一根斡面杖，灶台上
还有蒸茏，因为当时所卖的炊饼也就是现在的馒头。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今今提供）
王婆茶馆
在武大郎家斜对面便是王婆茶馆，大家看到了王婆的卧室，“西门庆和潘金莲偷情”的戏就在这拍摄的，最后武大也是在这里捉*的。
王婆虽说年纪一大把，却是个不守本分的老太婆，好好和卖茶生意不做，专爱调弄男女风情，西门庆和潘金莲虽最后勾搭成*，也少不
了王婆的功劳，王婆家的后门和武大郎相对，所以王婆在从中一挑唆，所以很容易成为潘金莲和西门庆幽会的地方。不过，人若无德，
必遭报应，王婆最终还是逃不过一剐。
郑屠肉铺
郑屠肉铺，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就是在这儿拍摄的。鲁提辖就是花和尚鲁智深，出家前在渭州当提辖，镇关西是个杀猪肉的屠夫，书中
描述，镇关西在街上开了两间门面，摆着两副肉案，店内悬挂着三五片猪肉，在当时属于是个大铺子了。鲁提辖和九纹龙史进、打虎
将李忠在潘家酒楼喝酒时听到有人啼哭，打听后才知道是被郑屠店里镇关西欺侮在此卖艺的金氏父女，鲁达是个仗义之人，次日使些
银两打发二人离开本地，赶到郑屠肉铺，让郑屠亲自切十斤精肉、十斤肥肉、十斤软骨，把郑屠累的汗如雨下，最后三拳死镇关西。
这里猪肉都是用泡沫做成的道具，在电视效果中足以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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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区·清明上河街
京城区的建筑气势雄伟，富丽堂皇，有皇宫、大相国寺、樊楼、高俅府等，
《水浒传》中《宋徽宗临朝听政》、
《林冲私闯白虎堂》等戏
均在此拍摄。京城区的重要建筑“清明上河街”是根据宋代画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虹桥至街市城门内外的布局而设计建
造的，宋代民居勾栏瓦肆中的民情风貌在此得以充分体现。目前，水浒城在这条街上开设了各种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手工艺作坊、
店铺，并有各种民间演出，如杂耍、木偶戏、魔术、驯兽等。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紫晴提供）
大相国寺
大相国寺是我国十大名寺之一，素有大相国寺天下雄之称，北宋时大相国寺香火鼎盛，下辖 64 家禅院，占地五百余亩，寺内名僧云
集，讲经布道，在当时是国内佛教的活动中心。当年花和尚鲁智深在上梁山之前就在这大相国寺出家为僧，整个大相国寺是由山门、
大雄宝殿、六角观音阁、钟楼和鼓楼组成。六角观音阁里供奉了千手观音，这边的千手观音只有 24 个手，
“千”是一个数词，代表多
的意思。大雄宝殿是整个寺院的主殿，正中是释迦摩尼佛，左侧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右侧是东方净土药师佛，当中站的是释
迦摩尼的两个弟子，迦叶和阿难，两边供奉了十六罗汉，两边建成了钟楼和鼓楼，在寺院中“晨钟暮鼓”是僧人的作息时间。 ”
樊楼
又名白樊楼，北宋晚年改成丰乐楼，是北宋东京城最大的酒楼，这座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当时陆谦为了讨好高衙内，设计骗林冲
到樊楼喝酒，以便让高衙内到林府调戏林冲的妻子，从而引起了一段人间悲剧。
高俅府
高俅原来是京城里的破落子弟，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混子，自小不成家业，只好耍枪弄棒，而且气球踢得特别好，有人说气球是最古老
的足球，偏巧当时的端王，即后来的徽宗也喜好踢球，因此高俅成了端王府的帮闲，球技非常好，颇得端王欢心，但端王做了皇帝后，
抬举高俅做了殿帅府这一高级职位。高俅府里的白虎节堂也是军机重地国防部，当时“林冲带刀私闯白虎堂“的一场戏就是在这里拍
摄的，是怎么一个故事呢？高俅的儿子高衙内在月庙看花灯的时候看上了林冲的娘子，回来后就得了相思病，高俅为了成全儿子，又
偏巧林冲得了一把宝刀，就让林冲献刀一看，结果林冲拿着宝刀刚踏进大门就被士兵押了起来，因为白虎节堂是军机重地，不能带刀
进堂门，就为样林冲被冠了一个“欲行刺太尉”的罪名发配沧州。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的府院，是一个工字形的双进工庭院，这也
是宋代建筑中比较典型的高等府第，分为前院和后院两个部分，后院就是白虎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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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宫
是京城区的主体建筑，由宣德门、文德殿、睿思殿、御花园等建筑组成，体现 了典型的宋代建筑风格。在皇宫门前有一条街称为御街，
是皇帝专用的街道。在剧中“元宵夜闹东京”“宋江受招安”等戏都在此拍摄。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丹枫烂漫提供）
历史上，北宋京城确有一条御街，有七、八里长，宽 307 米，是古今中外最长最宽的一条街，现在河南开封还有遗址。宣德门是宋代
皇宫的城门，在宣德门外左右设有宋代的行政机构。宣德门前的广场是宋代元宵闹灯节的中心地带，每年正月十六晚，皇帝便带领随
从登上宣德门城楼赏灯。文德殿是宋徽宗每天处理朝政的地方，这里的场景和道具都是剧组为拍摄需要精心制作的，正中央是皇帝的
御座，座位上有飞龙雕饰，象征着皇帝至高无上地位和权利。后宫睿思殿是宋徽宗生活起居的场所，宋徽宗还是北宋时期极有艺术造
诣的书画家，他的书法艺术风格自成一家，形成了书法史上著名的“瘦金体”
，他本人是有文才而无武略，以至于造成金兵大举入侵中
原，最终被金兵所虏，病死在金兵军营中的结局。御花园的建筑风格具有江南特色，这里的假山都是用太湖石垒砌的，宋徽宗酷爱江
南一带的奇石，专派大臣到江南一带收集太湖石,太湖石具有“瘦、透、漏、绉”四大特点。
演义广场
眼前这一片空旷的平地是演义广场，是华东地区最大的表演场地，有大型表演《义取高唐州》
，剧情内容是：黑旋风李逵在高唐州打死
了殷天锡，连累柴进蹲了牢房，柴进也是个招贤纳士的好汉，李逵把自己闯祸的事告诉了梁山英雄，宋江亲自带兵攻打高唐州，没想
到被高廉施妖法败退。后来还是靠入云龙公孙胜“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胜了高廉救出了柴进。从此，柴进这个金枝玉叶成了梁山
草寇。
浔阳楼
浔阳楼是北宋江州府浔阳江畔的一座著名酒楼，剧中宋江被发配江州，在浔阳楼喝酒时感恨伤怀，情之所至，题写了“身在山东心在
吴，漂蓬江海嗟吁，它日若随凌去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事发论斩，引发了梁山好汉劫法场，大闹江洲府，把宋江救出来，从此宋江
上了梁山，成为水泊梁山的总首领。

返回景点目录

我要纠错

无锡三国、水浒城旅游攻略（2013 年版）
梁山区·忠义堂
穿过紫石街就到了梁山区。梁山区依山傍湖而建，沿山势建有梁山码头、寨门、校场、扭头门、断金亭、忠义堂等景点。梁山脚下这
一望无边的太湖，水中天然的芦苇荡，俨然一个真正的水泊梁山。梁山有“三关雄壮”之称，第一关就是前面的山寨门，这是出入梁
山的必经之道，中间有一块沙地是梁山好汉操练的地方；第二关扭头门，是梁山弟兄驻扎守兵的地方，如果不想落草为寇，从这儿回
头下山做良民还是可以的，所以称为扭头关，再往上就有逼上梁山的说法了。路两边的望哨岗是梁山弟兄登高望远、侦察敌情的地方。
第三关是忠义堂，忠义堂原名聚义厅，宋江当上首领后改为忠义堂，正中这三把交椅分别为：智多星吴用、呼保义宋江、玉麒麟卢俊
义。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清泉明月提供）
石碣村
前面一处景致风格独特，三两间茅屋，一两张鱼网，一副渔村风貌，这便是阮氏三兄弟的住处。他们水上功夫十分了得，后来成为梁
山泊水军头领。剧中这茅草屋中拍摄了“智取生辰纲”、
“李逵接母”这两场戏。石碣村这个独具村野风格的地方受到许多剧组的青睐，
如央视版《射雕英雄传》中的牛家村；《51 号兵站》等剧组也在此取景。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紫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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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水浒城节目表演时间表
三国城

水浒城

（图片由一起游友@最痴月提供）
10:00 《三英战吕布》跑马场

9:15 《燕青打擂》

特技场

10:30 《铜雀朝歌》

竞技场

11:15 《铁血丹心》

特技场

11:30 《华夏古韵》

聚贤堂

14:00 《铁血丹心》

特技场

14:00 《横槊赋诗》

聚贤堂

15:00 《燕青打擂》

特技场

15:00 《铜雀朝歌》

竞技场

室外节目遇雨停演，带“★”为大型演出节目。

16:00 《三英战吕布》跑马场
16:45 《华夏古韵》

节目如有变化，以当天演出告示为准。

聚贤堂

三国水浒城美食
三国水浒景区的“孙尚香酒家”、
“御香楼酒家”和“快活林酒家”均有快餐(10 元起)和炒菜供应。三国水浒景区新推出了“湖上冷餐”，
乘水浒官船，观太湖夕阳，尝太湖湖鲜。
水浒城景区让人印象最深的是“武大郎饼”，10 块钱一盒，还有无锡油面筋、酱排骨，特产还有丝绸、惠山泥人等。
孙尚香酒家
无与伦比的望湖风景，无可挑剔的江南美食。在水之湄的"孙尚香酒
家"是国际旅游定点餐馆，除无锡地方特色名菜外，更以"三国宴"享
有盛名。游三国城，享三国宴，不虚此行。
三国宴菜单：
八卦豆腐（豆腐）

草船借箭（草虾）

苦肉计（苦瓜）

舌战群儒（鸭舌）

子龙救孤（龙虾）

长坂坡（黑鱼）

三国归晋（乳鸽）

三气周瑜（鲚鱼）

反间计（膏蟹）

貂蝉玉饺（草鱼肉）

关公刀豆（荷兰豆）

桃园结义（水磨粉）

三顾茅庐（草菇、猴头菇、香菇）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境由心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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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路线
路线①（单个游玩）
水浒城：水浒城大门→狮子楼→衙门→紫石街→梁山码头→石碣村→演义广场→御街→大相国寺→清明上河街→宋皇宫→高俅府→三
国城后门
三国城：三国城大门→汉鼎→桃园→跑马场（有表演，算好了时间再去）→曹营水旱寨→竞技场→水军训练营→吴营码头→吴王宫→
聚贤堂→后宫→甘露寺→火烧赤壁特技场→三国城后门

路线②（三国城，水浒城两个都玩）
水浒城大门→狮子楼→衙门→紫石街→梁山码头→石碣村→演义广场→御街→大相国寺→清明上河街→宋皇宫→高俅府→三国城后门
→火烧赤壁特技场→甘露寺→后宫→聚贤堂→吴王宫→吴营码头→水军训练营→竞技场→曹营水旱寨→桃园→汉鼎→三国城大门
贴士
1）有需要在三国城、水浒城之间往返的游客，请入园时告知检票处，检票处备案后，游客即可在两个城之间往返。
2）门票后面有各场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可根据时间安排好自己的观看场次。景区里的表演还是值得一看的。
3）三国城、水浒城每天有剧组在此“秘密”拍戏，在这里可能惊喜偶遇你的偶像哦。

无锡经典行程推荐
行程一：三国城 → 水浒城 → 崇安寺
无锡影视基地座落在美丽的太湖之滨，军嶂山麓，亲山亲水。崇安寺坐北朝南，二进院落，创建年代无考，从现存建筑结构看，大部
分为明、清遗物，部分构件仍保留着宋、金、元特征。主要建筑为山门、过殿、大雄宝殿、西插花楼。
交通

住宿

① 三国城 → 水浒城：步行

崇安寺靠近五爱广场，所以本路线推荐住在五爱广

② 水浒城 → 崇安寺：乘坐公交 82 路在五爱广场站下车，步行约 10 分钟
到崇安寺。
晚饭
在崇安寺解决。崇安寺汇集了很多服饰和美食，可以淘到很多精美的旅游
纪念品，也品尝到全国各地的风味小吃。

场附近。

推荐住宿

>> 无锡特价酒店

无锡佳明商务酒店
特色单人间 同程价：110 元 >>查看酒店点评
标间大床房 同程价：120 元 >>立即预订酒店

行程二：鼋头渚 → 蠡园
这里尽得太湖水之美妙，假山耸翠，亭台水榭，花红柳绿，幽曲典雅。
交通
① 鼋头渚 → 蠡园：公交 1 路
住宿
此路线适合住在蠡园风景区附近。无锡布拉格酒店位于蠡湖中央公园内，包
含了一个中央展厅和三十三套风格迥异的的主题客房。

推荐住宿

>> 无锡特价酒店

无锡江滨商务酒店
单人大床房 同程价：110 元 >>查看酒店点评
双人标间房 同程价：120 元 >>立即预订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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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三：东林书院 → 南禅寺 → 锡惠公园
交通

住宿

① 东林书院 → 南禅寺：步行或者乘坐公交 15 路、57 路、55 路、501 路、

此路线推荐住在三阳广场附近。位于无锡市中心，
交通比较便利。

215 路。
② 南禅寺 → 锡惠公园：公交 27 路。

推荐住宿

午饭
在南禅寺解决。南禅寺是古董和美食的汇聚地，里面有很多特色小吃，其中
比较有名的是名为“穆桂英”的小吃摊。

>> 无锡特价酒店

无锡物产大酒店
特色单人间 同程价：198 元 >>查看酒店点评
豪华标准间 同程价：198 元 >>立即预订酒店

行程四：灵山精华一日游
交通

住宿

从无锡火车站乘坐空调 88 路公交车，票价 2 元，就可以直达终点站——灵

此条线路推荐住宿在灵山景区附近，距离景区较

山胜境。用时 1 小时左右，沿途风光秀美。也可乘坐公交 89 路至终点站灵山
胜境。

近，可以尽早开始游览景区。

推荐住宿

午饭
景区内有灵山蔬食馆和梵宫餐厅，僧人在寺院吃饭称之为过堂饭，这也是修
行的过程。游客也可以在此吃一顿过堂饭，享受独特的餐饮文化。

>> 无锡特价酒店

无锡舜天碧波花园度假村
商务间

同程价：358 元

>>查看酒店点评

家庭房

同程价：378 元

>>立即预订酒店

住宿

鑫湖度假村店

楝城山水酒店

书香世家会所

1881 半岛酒店

山景房

368 元

标准间

150 元

雅致双床房

408 元

高级湖景房

979 元

湖景房

498 元

三人房

180 元

会所双床房

518 元

泳池高级房

1099 元

>>立即预订

>>立即预订

>>立即预订

>>立即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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