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周村：天下第一村

                                                 1 / 46



�������

周村：天下第一村
　

周村：天下第一村
　

天下第一村，人力三轮，周村烧饼，大街，周村粗布，大染坊，状元府

，烧饼博物馆，清静

　

封面 .............................................. 1

一、周村概述 ....................................... 5

二、在周村最棒的体验 ................................. 6
1、坐人力三轮车穿越旧时光 ............................ 6

2、为一张烧饼好好活着 ................................ 7

3、“大街不大，日进斗金” ............................ 8

4、周村小吃，奇特的家乡味道 ........................... 9

5、看当地女子，温婉如玉 ............................. 10

6、万人空巷看花灯 .................................. 10

三、怎样到周村去 ................................... 12
1、自驾 .......................................... 12

2、公车 .......................................... 13

四、周村景点 ...................................... 15

1、大街 .......................................... 16

2、魁星阁 ........................................ 17

3、千佛寺 ........................................ 18

4、大染坊 ........................................ 19

5、民俗展览馆 ..................................... 20

6、状元府 ........................................ 21

7、票号展览馆 ..................................... 21

8、杨家大院 ...................................... 22

                                                 2 / 46



�������

周村：天下第一村
9、淄博艺术博物馆 .................................. 23

五、周村住宿 ...................................... 25

六、周村当地饮食 ................................... 26
1、郭老汉骨头馆 ................................... 26

2、怡和园 ........................................ 26

3、嘉周美食 ...................................... 27

4、丁家煮锅 ...................................... 27

七、周边景点 ...................................... 29

1、聊斋城 ........................................ 29

2、原山国家级森林公园 ............................... 29

3、开元溶洞 ...................................... 30

4、中国古车博物馆 .................................. 31

八、周村的风俗文化 ................................. 32

1、芯子 .......................................... 32

2、花灯 .......................................... 33

3、鸣锣开市 ...................................... 34

4、泰山奶奶赐福 ................................... 34

5、猜灯谜 ........................................ 34

6、看地方戏（五音戏） ............................... 34

7、皮影戏 ........................................ 35

8、训白鼠 ........................................ 36

9、民俗杂技 ...................................... 36

九、周村特产 ...................................... 38

1、周村烧饼 ...................................... 38

2、王村醋 ........................................ 38

3、蓝印花布 ...................................... 39

4、老粗布 ........................................ 40

                                                 3 / 46



�������

周村：天下第一村
十、周村历史 ...................................... 42

1、景区历史 ...................................... 42

2、周村之最 ...................................... 43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 45

封底 ............................................. 46

                                                 4 / 46



�������

周村：天下第一村
  

一、周村概述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周村在年代的轮换和冲击下，有意或无意的保存了小城特有的建筑和特

有的韵味。人力三轮车与周村烧饼，周村老街一起成为周村特有的风味与风景。这些东西被原汁

原味的保存下来，缺了一样都是不完整的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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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周村最棒的体验

   

1、坐人力三轮车穿越旧时光

　　走进周村，你会感觉到一种恬淡和轻松，像走近一条水流轻缓的河。这里古老与现代并存，

和睦相处。你会在一条浓荫蔽日的街上，于汽车，摩托车，电动车的穿流间，看见一辆人力三轮

车。车夫带了窄沿的草帽，车上或许就坐着一个身穿旗袍，手撑纸伞的清雅女子。

        这人力三轮车也是周村特有的，叫做倒骑驴，即车斗在前面，车夫则坐在后面蹬

车。走在周村街头，不时的就会有这样的车从你身边缓慢的驶过，随便一招手，就会有一辆车慢

慢停在你身边，一元，两元不等的价格，就会载着你很舒服和惬意的到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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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夫，驾车技术娴熟，随着一声声“借光咧，借光”，车子便熟练的穿梭于各种

车辆之间，橡胶车轮在地上沙沙的响着，平稳的感觉不出一点颠簸。路两边的街景，路两旁高大

的法国梧桐，缓慢的，有顺序的闪过。如果，你恰巧是一位乘客，你会感觉到自己正在一部抒情

纪录片里，恍惚于现实之外。

        这种人力三轮车只属于周村，在周村之外很难见到，即见到了，也很不相宜。这

土生的驾乘工具到了外地，就会像一个流浪汉一样失去它应有的韵致。周村的车站边，商场门口

，医院门口，学校门口，街头巷尾，到处是走着的或停着的三轮车。如果，周村的大街小巷是小

城的血管，那么这些三轮车就成了血管里流动着的血液。如果，周村是一个舞台的话，人力三轮

车就是一不可或缺的道具。如果，周村是一件衣服，少了这些三轮车，就会显得褴褛不堪。

   

2、为一张烧饼好好活着

　　周村烧饼，周村独一无二的味道，像周村的历史一样古老，淳朴。圆圆一张碗口大的小饼，

薄薄的像一层透明的纸，饼的一面均匀的洒满一层芝麻粒。轻轻咬一口，酥脆甜香，吃进去，那

香味从里到外溢出来，把整个人都能熏得透，连带着把周围的空气也熏香了一圈。

        吃烧饼也是有讲究的，一定是要用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了烧饼的一个边缘，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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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嘴边，然后用前面的门牙轻轻咬下一小口，慢慢添进嘴里慢嚼细咽，那香味方能丝丝缕缕的于

细脆的咀嚼中蔓延开来。周村烧饼的吃法是一种文化，细致，清雅。吃烧饼，绝不能心急，不能

大把的抓在手里，不能大口的吞咽。否则，一张完整的饼就会在一个人粗鲁的抓拿间，碎成碎片

。

        周村烧饼是一种特殊细致的瓷器，拒绝粗鄙。像一个美女需要细致的怜惜与爱护

方能够色香味俱全。烧饼的味道是漂泊在外的周村人思乡的味道，归乡的周村人回家第一要吃的

是烧饼，离家第一要带的也是烧饼。到了周村，你要是不吃烧饼，就根本不能算是真正的到了周

村。

   

3、“大街不大，日进斗金”

　　说周村，一定要说说周村大街。周村大街曾是清朝年间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街道仍然是一

色的青条石铺就的，街道两边的店铺，一律是青砖青瓦的建筑，门脸一律是朱红的斑驳的漆色。

门也一律是木的小格子的，依旧是古老的门板。走进大街，你就会觉得走进了历史，走进了一部

老电影里。街两边的店铺里大都经营古玩，瓷器。你会在一家店铺门里的一把油亮的太师椅上，

看见一位身着中式玄色衣衫的老者，手里正拿着一根长的大烟斗。这会让你想到一副挂在哪里的

烟黄的画。当年，张艺谋拍《活着》的时候，就用了大街大量的街景。还有，电视剧《大染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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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景也用了大街的街景。大街是一条南北向的街，街的两头都有一个高大的牌楼，牌楼上刻着

大街两个大字。大街的南头连接着东西向的街道就是有名的丝市街。丝市街的历史于大街一般，

只是街上的店铺是一层建筑。门脸的式样跟大街相仿。丝市街，顾名思义，专营丝绸。

        当年，周村的丝绸织染业相当繁荣，丝市街曾是当年最繁华的丝绸交易市场。这

里造就了无数个有名的商人。如今周村的北方布匹城仍旧是全国有名的几大市场之一。如今，街

上，仍旧有不少店铺保留了古老的经营方式，进门仍是封闭的红漆木板柜台，各色花样的丝绸仍

是卷成长条布卷排列在柜台上，柜台里边的人，手拿了木尺，剪刀，招呼着顾客。这样的店铺，

这样的柜台，除了在电影，电视里，在现在的商业环境里，已经很难见到。除了丝绸，街上还有

做竹笼屉的，手工布鞋，还有一家修锅底的。丝市街上的气氛很舒雅，偶尔，你会听到一曲琵琶

从谁家的店铺里飘出，或是一阵京胡拉的有板有眼。这些在街上做生意的人，更像是在演戏。　

　

　　丝市街西头连着南斜的银子市，于大街交汇处往西就是下河农贸市场。这些古老的街道与市

场，被怀旧，恋旧的周村人细心而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景区级别：国家AAAA级风景旅游区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城区中部

　　门票：

　　景区街票30元/人；千佛寺10元/人；民俗展览馆10元/人；状元府10元/人；票号展览馆10元/人

；杨家大院10元/人；大染坊10元/人；淄博艺术博物馆

20元/人；魁星阁10元/人；瑞蚨祥丝绸展览馆10元/人；英美烟草公司展览馆10元/人；

　　通票价格：70元/人

　　开放时间：8:00－17:00

   

4、周村小吃，奇特的家乡味道

　　无论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与这个地方第一接触的应该是地方小吃，这也是一种地域文

化。当然，所有的地方的小吃都不排外，你也许会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吃到家乡的味道，那份亲切

与感动难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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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的吃食中，有一种大麻花，有近一尺长，炸得外焦内软咸淡适口，是多数周村人的早餐。

        早餐必不可缺的还有小米面粥。要用上好的小米磨成细面，把水用木柴烧滚，再

调上米面。调好的面粥黄灿灿的，散发着浓郁的米香弥漫在周村轻雾缭绕的早晨。常常的卖粥的

粥摊上围满了人，边上的小木方桌周围一圈马扎上也已挨挨挤挤的坐满了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根

大麻花，呼啦有声的喝着米面粥。每一个小木桌上都有一小碟胡萝卜咸菜条，用香油调了，就着

粥喝。做粥也是有讲究的，该添多少水，该调多少面，都是有一定比例的。稠了不行，粥一凉就

会坨。稀了也不行，汤汤水水的不成粥行。这粥，你端着碗，在碗口上吸一口，粥面边上要有一

口小窝。做粥的老张头弟兄俩，已经做了好多年，俩老头头发也都已经花白。两个人都围了白围

兜，肩上搭一条雪白的毛巾。每天早上，先是哥哥喊一声：“小米面粘粥了”声音浑厚悠长，等

他的喊声的尾声颤颤的收住，弟弟再接着喊一声。人们便慢慢聚拢来。

   

5、看当地女子，温婉如玉

　　周村是一座纺织城，除了丝绸纺织印染，还有毛巾纺织，棉布纺织印花。在这样的小城里，

自然有很多的织女。周村的女孩，只能用一个“秀”字来夸。漂亮和美丽都不足说出周村女子的

韵致，她们简单而细致，象一个个仕女从画卷里走了出来。她们所从事的工作，伸手投足间就是

一种舞蹈。她们与各种丝线打交道，把她们自己也磨练的柔秀而温婉。她们走在街上，脚步轻轻

，腰胯轻摆，于嘈杂的闹市里，独逸出一份清秀，让人不由得就想起清清池塘里的那一只婷婷的

荷。她们的皮肤白皙细腻，像上好的瓷器。

        她们说话，轻声慢语的，像细雨滴落在一种特殊的容器里，清脆而不失润华。周

村的方言里有些特殊的发音，从她们嘴里说出来更是别致动听。例如，“一点”周村人说的时候

，是舌尖微翘抵住上颌，“点”发重音就成了“一点点”，让人听起来，有一些娇软。还有“拐

弯”，“弯”字，在这里发音成了“歪”。上班的“班”字被读成“拜”。领导一律被叫成“当

官的”而“官”字又发成“乖”字的音。这些音，在外地人听周村女子说出来简直就像听歌一样

迷人动听，真真的就是莺歌燕语。她们的笑也是温温软软的，像春风轻拂杨柳。

   

6、万人空巷看花灯

                                               10 / 46



�������

周村：天下第一村

　　周村是一个传统的小城，一些古老的东西被忠诚的保留继承下来。例如元宵节的花灯。元宵

节的花灯是周村过年节一大节目，说万人空巷，一点也不夸张。

       无论是晴好的天气，还是雨雪天气，元宵节，人们一定要涌上街头观灯。不算街里

四关的居民，连十里八乡的村子里的人们也要赶着来。

        届时，各样的花灯挂满的主要街道，各种形状的灯，争相争奇斗艳。做灯用的材

料大部分是绢纱，上面绘着古代的美女才子，或是荷花鲤鱼，或是藏头诗谜⋯⋯无不显示出周村

人的善良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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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怎样到周村去

　　周村旱码头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交通十分发达，东距青岛港300公里，西距济南国际机场50

公里，胶济铁路，济青高速公路和309国道横贯而过。

周村位置

   

1、自驾

　　济青高速公路  济青高速公路西起山东省省会济南市，途经淄博、潍坊，东至沿海开放城市

青岛，横贯山东半岛，穿越17个市、县、区，连接5条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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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国道 309国道(或“国道309线”、“G309线”)起点为山东荣成，终点为甘肃兰州，全程22

08千米。这条国道在山东境内主要途经淄博、潍坊、莱阳、荣成等。 

　　济南到周村：绕城高速—济青高速周村出口—正阳路—新建路—周村

　　309国道周村出口—新建路—游客中心

　　青岛到周村：济青高速—正阳路—周村

　　张店到周村：张周路—新建路—周村

　　北京到周村：京津塘高速—京沪高速—京福高速—绕城高速—济青高速—正阳路—周村；全

程508公里；

　　上海到周村：京沪高速—莱新高速—淄博新区互通立交—周隆路—正阳路—周村；全程815公

里。

   

2、公车

　　每天来往周村旱码头的汽车班次很多，周村的公交系统比较发达。 

　　济南长途汽车总站－豪华车时刻：

　　始发－终点 发车时间 大约运行时间

　　济南—青岛 6:00－18:00 大约每40分钟一班  4小时

　　济南—淄博 6:10－18:40 大约每30分钟一班  1.5小时

　　青岛长途汽车站 7:00－16:15 流水发车

　　从广州出发：广州飞济南或青岛，之后乘坐胶济铁路前往淄博，从淄博市区乘车前往张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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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乘96路到周村转乘42路到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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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村景点

　　周村是封建社会后期经济转型中兴起的手工业、商业重镇，明清时期发展成为我国北方的重

要商埠，是北方丝绸之路的源头所在地。城镇功能齐全，设施完善，市场分工明确，商业极其繁

荣，号称“天下第一村”、“金周村”、“旱码头”。

　　作为中国古商业文化的优秀代表－“古商城”，街区纵横，街巷幽静朴素，虽历经百年风雨

，仍保持着古朴的明清原貌和历史本色。规模宏大，建筑风格独特，建设水平高，为山东所仅有

、江北罕见，且至今仍在发挥其商业功能，被专家称为“活着的古商业街市博物馆群”。

　　周村古商城位于周村区中部，由大街、丝市街、银子市街等古商业街组成，古商业街内店铺

林立，古迹众多，有建于唐代的明教寺，建于清代的魁星阁，有闻名天下的“八大祥”等商业老

字号，有“东方商人”孟雒川的故居等，是阁老刘鸿训、宫保李化熙、武状元王应统等历史名人

的故乡，商业文化内涵丰富，人文历史源远流长，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优秀历史建筑

。

 

景点地图

　　景区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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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票70元/人。景区街票30元/人；千佛寺10元/人；民俗展览馆10元/人；状元府10

元/人；票号展览馆10元/人；杨家大院10元/人；大染坊10元/人；淄博艺术博物馆

20元/人；魁星阁10元/人；瑞蚨祥丝绸展览馆10元/人；英美烟草公司展览馆10元/人；

　　景区电话：0533-6436166

   

1、大街

　　大街形成于宋元时期，明末清初最为繁盛。自丝市街至朔易门，全长1300多米。其中，从原

北极阁到大街南端，是周村最繁华的地段，也是过去周村的商业中心。前期是陕西、山西商人的

开拓阶段，中间经过南方商人的加入，后期是以章丘旧军孟氏为代表的山东民族工商业者的振兴

阶段。

　　至1949年解放前，周村大街的主要商号有：从北首路东起，第一户是长山王氏创办的福顺老

店，以经营铁器、食品、日用杂货为主。它的南面不远是章丘旧军孟氏的泉祥茶庄，是有“东方

商人”之称的著名商业巨子孟雒川的产业。泉祥茶庄南邻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由日籍华人简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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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创办，是当时垄断中国烟草经营的主要大公司之一。再往南有万年春药房、润生医院，然后是

实力雄厚的福东广货店。再陆续是民生药房、益友堂书局（前身是三益堂，《聊斋志异》最早的

版本出版者）、成文新文具店等。英美烟草公司同庆号是大街上另一家资金雄厚的外资商号，它

的南邻是章丘孟氏的另一些产业——古色古香的大楼是瑞林祥绸布庄，紧挨着是西洋风格的鸿祥

茶庄（前身是谦祥益布庄）。再南面也是章丘人开办的同仁堂药铺、春和祥茶叶店（后为惠东大

药房）。万顺街内路北是谦祥益老店原址，院内基本保持原貌，过万顺街口是梅村酒店、亨达新

鞋店、茂盛酱园。新街西口拐角南为天宝银楼，专门加工制作金银首饰。往南是山西裕昌漆店、

裕兴厚南货店、茂林镶牙馆、致德成百货店。在大街与丝市街交接处是同兴茂百货店。

　　大街北首路西第一户原为民生大药店，南面是文聚祥文具店北门市、亚东大药房、宝山堂中

药铺、大德生中药店、陕西顺兴漆店、信坊村酱园、文聚祥书局、惠泽药房、三和金店、日本大

福洋行。在水胡同东口，是文美堂毛笔店，往南为元祥茶庄、双和鞋店、华康食物店、万盛公百

货店（是当时周村同行业资本最充足的商号），南面是荣德成中药店、上海同聚和食品店（以专

营上海点心糖果闻名），再往南为天德堂中药店，南邻是花园茶庄、三聚公布店、半积堂药铺等

。

   

2、魁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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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魁星阁古庙群坐落于周村古商城南首，是一座保留有清代建筑风格的寺庙建筑，也是周村现

存最完整的寺庙古建筑之一。一九九七年被公布为淄博市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魁星阁古建筑群始建于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由碧霞元君殿、魁星阁、观音殿三座不

同宗教文化的大殿组成，佛、道、儒三教共处一地。主体建筑为魁星阁。魁星阁系三层高阁，耸

立于涿河北岸，飞檐斗拱，灵气冲霄，巍峨壮观。檐下的望砖雕刻艺术，被古建专家们审定为省

内最佳砖雕工艺品。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法等国考察团多次来此考察。魁星阁古庙群是研究明清时期

齐地商业文化、宗教文化以及建筑艺术等方面的珍贵实物资料。

   

3、千佛寺

　　千佛寺位于大街古商城北首，是周村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宗教古建筑群。千佛阁庙群原

占地面积17560平方米,有寺庙、楼阁、宫殿27座，山陕会馆、福建会馆各一所，戏台两处，五、六

十年代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现一期工程修复主要庙宇6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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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村的商业经济发展起源于寺庙经济，唐宋时期周村就以宗教建筑和商业文化而远近闻名。

周村的寺庙经济最初就形成于千佛阁庙群四周。据七十年代出土的《肃仪殿序》碑文中记载明教

寺“始创于唐，重修于元”。原明教寺就位于山门东侧这个位置。明教又称为摩尼教，是古代波

斯人摩尼于公元三世纪创立的一种世界性宗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曾被列为四大宗教之一。

后来由于政治原因被禁锢了，但由于摩尼教教义反映了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意愿和理想，因而在

民间流传很广。如方腊起义、唐赛儿起义、白莲教起义等，都是以摩尼教教义作为宣传发动群众

的理论。世界上现存的摩尼教遗址不多，只有中国的新疆、福建和山东三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十分重视的研究项目之一。可惜庙宇已被毁坏。因为每年定期的庙会和五天一次的集日，寺庙

周围大街一带逐渐形成固定市场，这里是原“周村集”最繁华的地段。由于周村的商人来自世界

各地，宗教信仰丰富，因此周村几处规模较大的庙群都具有佛、道、儒三教共处一地的特点，千

佛阁庙群也不例外。1984年被公布为淄博市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千佛寺古庙群始建于唐朝，后历代不断扩建，清中期以后曾多次修葺。现内有千佛阁、关帝

祠、三义殿、罗汉堂、弥勒殿、观音殿等6座大殿组成。千佛阁是庙群内的主体建筑，创建于清康

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2层10间，坐北朝南，石基砖身，双椽飞檐，屋面铺金黄色琉璃瓦，

雕梁画栋，富丽堂皇。阁内墙壁上的无数神龛中，塑有一座座形态各异的佛像，因数目众多，故

称“千佛阁”。1947年2月，陈毅司令员曾住在千佛阁内，为周村历史留下了难忘的一页。千佛寺

古庙群的保护与开发，对研究中国的古商业文化、宗教文化及鲁中、鲁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4、大染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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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浆染业在明末已是周村主要产业之一，至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周村已有浆坊40

余家，染坊70余家。

　　大染坊位于银子市街90号，是创办于清道光年间的东来生绸布庄的旧址，其经营模式与电视

剧《大染坊》类似，业务主要是将收购来的丝绸、坯布进行整理染色加工，然后批发出去。清光

绪年间，资金达三万两白银，先后到济南、天津、北京等地开设分号。抗日战争中停业。

   

5、民俗展览馆

　　古语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由于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不同、因此各地的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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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信仰、风俗也千差万别。周村民俗展馆位于涿河北岸的望月楼，总面积约600平方米，主要是

选取了婚礼、祝寿、纺织、生产、娱乐等与群众生活有关的场景，通过摆放大量的实物、人物模

型和展板来展示当地的民俗风情，正如门前的对联所写“与民生活息息有关，和君风俗脉脉相联

”。

   

6、状元府

　状元府位于丝市街北侧的状元街，它的主人是周村历史上惟一的状元王应统。王应统（1663－1

715），字绪光，号敏斋，祖籍山东长山县，清朝康熙二年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其曾祖父王重明

曾任山西沁周同知；其父王廷扬康熙二十三年中武举，但不喜欢入朝为官，一生隐居于市。王应

统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参加乡试中武举；翌年，赴京试中进士；应殿试一举夺魁，被钦点为

状元。那年他25岁。

　　这座状元府分前后两院，两个院落中间有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楼，人称状元楼。《长山县志

》中这样记述王应统：“自服官以迄家居，囊无长物，唯有两袖清风，图书数卷而已”。可知，

王应统是个清廉的官员，所以建造的状元府以简朴大方为其特点。

   

7、票号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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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道光年间，山西票号开始来周村购地设号，之后山东当地商人也陆续投资银钱业。1921年

，周村规模较大的银号有108家，总资本达600万两白银，周村商业之繁荣，由此可见一斑。解放

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票号退出历史舞台。

　　票号展馆位于银子市街131号，共设7个展厅，主要通过大量实物展示周村银钱业的兴起、发

展、繁荣到衰败的全过程。

   

8、杨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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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4月18日由中央电视台独家买断，并投资1700万元选址周村拍摄的电视剧《旱码头》悄

悄开机，此剧在周村旱码头景区拍摄历时4个月，其中大部分场景在根据剧情要求修建的杨家大院

拍摄完成，此剧是继《大染坊》之后又一部反映周村历史、地方文化的电视连续剧，是作者陈杰

先生最后一部呕心沥血巨制，该剧的故事背景基本在周村，“周村”二字自始至终贯穿全剧。主

人公杨瑞清虽是举人出身，但思想活跃，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对封建皇权深恶痛绝，他积极与外

国商人接触，给那个时代的周村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经商理念。在他的运作下，周村有了现代化的

丝织设备，有了电灯，甚至先于北京有了电影放映。周村的近代史实际上就是近代中国的缩影。

　　目前此处景点室内陈设与电视情景基本一致，再现了近代鲁商儒雅的生活情趣，体现了一代

鲁商与儒商的渊源。为一处新的展现近代鲁商生活原貌的景点。同时该景点设有陈杰先生纪念馆

，介绍了陈杰先生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学创作之路，体现了他对周村特殊的人文感情。

   

9、淄博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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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艺术博物馆是目前山东省规模最大的私立博物馆之一，内设陶瓷、玉器、石刻、书画、

青铜五大展区，展品精美珍异，受到各级专家的赞誉。

　　藏品中不乏国宝级的文物，有罕见的一米多高的铜佛座像，佛祖盘膝而座，形态温爱慈祥；

有鱼化龙插屏，上绘着八仙和腾龙,龙磷用金子精制而成,是清代皇室专用品；还有一件普通博物馆

难以见到的金缕玉衣，以及价值不菲清代早期釉里红天球瓶；馆内还珍藏了启功等近代著名书画

家的真迹。

　　这些宝贝生动的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开拓文明的艰难足迹和巨大贡献；辅助陈列室，主要举

办一些各类书画、摄影、工艺品的专题性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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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村住宿

　　周村住宿宾馆推荐“旱码头宾馆”如果游客无特殊要求的话。价格便宜，住宿环境比较好，6

0－150的均有。单人间60/晚，上网+10元。由于周村是淄博的一个区，所以3G信号覆盖还可以，

周村仅有一个基站，信号不是很稳定。http://www.hanmatour.com/YSJD/ZCXG.html

　　周村嘉周宾馆

　　周村嘉周宾馆是旅游涉外三星级酒店，特一级店，中华餐饮名店。自2000年开业以来，集住

宿、餐饮、娱乐、商务、会议、服务于一体。其中，迎宾楼、悦宾楼客房拥有豪华套间、标准间

、三人间、单人间共108间，床位计201张；大中小型会议室、接待室5个；商务中心可提供打字、

复印、上网、传真、票务等服务。

　　总台电话：0533－6411888 　

　　订房电话：0533－6411395

　　价格：经济房 150元；标间 238 /3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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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周村当地饮食

   

1、郭老汉骨头馆

　　落在周村银子市街大染坊对面，有骨头馆和旱码头肴肉馆

　　联系电话：0533－6435188  13793325188

   

2、怡和园

                                               26 / 46



�������

周村：天下第一村

　　周村大街南首，是周村久富盛名的百年老店。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曾接待过一代京

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程砚秋先生，可口的饭菜得到两位先生的好评。

　　联系电话：0533－6412366  13070632597

   

3、嘉周美食

　　嘉周宾馆的大街食府仿周村明清时期古文化大街而建，青砖碧瓦，雕梁画栋，一什一物无不

古色古香，且有琴声流转，古韵缠绵。

　　联系电话：0533－6418888 　6411999

   

4、丁家煮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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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村大街北首路东，有一家生意兴隆的 “丁家煮锅＂。掌柜的是年近70岁的丁老太太。

　　1993年，著名导演张艺谋，率领葛优、巩俐等来周村大街拍《活着》，一住就是七个多月，

经常在这里吃“丁家煮锅＂。之后，电视连续剧《大染坊》剧组、《旱码头》剧组来此，均给予

高度评价。

　　联系电话：0533－641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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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周边景点

　　周村古商城可在一天内游览，淄博市内还有一些其他有意义的景点，可以选择性顺路游览。

   

1、聊斋城

        是淄川蒲家庄投资兴建的。是以园林为表现形式，以聊斋故事为主题的组群式的

大型名园景区，它位于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这里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故里。

        门票：40元

        可在淄博汽车站乘1路公交车到淄川车站，转乘23路短途车在蒲家庄下车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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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山国家级森林公园

        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城区边。是具有喀斯特地貌特征的山岳型自然风景区。

里面的齐长城、泰山行宫、石海，非常值得一看。

        门票：40元

        景点距淄博火车站约40公里，车程约30分钟。

   

3、开元溶洞

　　因洞内有唐代开元年间的摩崖石刻而得名,洞体体大而高,最高处达30余米,宽处20余米，长1100

米，分八个大厅。洞内空间大，气势宏伟，是江北最大的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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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票：50元

　　在淄博植物园门口发车，可直达景区各景点，40分钟一班，7.5元/人。

   

4、中国古车博物馆

        坐落在后李文化遗址上，是我国第一家内容最丰富、最系统，并以考古发掘现场

与文物陈列融为一体的中国古车博物馆。

        门票：30元

        市内可乘坐73路公交车在古车博物馆下车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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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周村的风俗文化

　　周村是一座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商城，她继承了鲁文化醇厚、深邃、悠远的纯朴本质

，民俗活动丰富多彩，尤其是过大年，煞是热闹好看。

        徜徉在充满东方文化的古城大街上，惬意地欣赏着近千盏花灯的别致造型，感受

着灯火阑珊中商埠的古风遗韵。欢歌笑语，尽享节庆的欢娱。

   

1、芯子

　　周村芯子是一个独有的艺术品种，自唐宋至明清时期，周村商业规模渐大，全国各地和东南

亚一些国家的客商纷纷来此进行贸易，带来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各种庙会也应运而生，由于观

众众多，个高的能够尽情的看，个矮的就远远站着无法观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便逐渐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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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高跷”等表演节目的形式，一些大型的表演节目还扎制了人抬的舞台，演员站在上面进行表

演。远远就能看见，芯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成形、发展。

　　芯子是一个综合艺术体，一是展示了周村丝绸，二是传播了民间文化，三是促进了商贸活动

。芯子实际上是由16人（8个人一班）轮流抬着一架装饰好的舞台，上面有化妆的演员造型和表演

。表演以戏剧故事、民间传说为主要内容，如《西厢记》、《吕布与貂禅》、《罗成卖绒线》、

《八仙过海》、《贵妃醉酒》等，演员浓妆艳抹，高站空中表演，十分惊险生动。

   

2、花灯

　　周村是中国三大灯系之一——中原花灯的发源之地，以制作精美，工艺讲究，种类繁多而闻

名天下。

　　周村花灯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最初，周村老百姓为庆祝传统节日，表达丰收年

景内心的喜悦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家家都有挂灯的习俗，后来，随着周村商业的繁荣发达

，以大街、丝市街、银子市街为中心的古商业街区商贾云集。各商号为显示自己的实力，每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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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都出钱聘请扎灯高手，制作各种工艺复杂的花灯，届时各主要商业街上空遮天蔽日，彩灯高悬

，灯光绚烂，宛如天上的街市，蔚为壮观，成为全国独有的景观。

　　周村的花灯也由此开始初具规模，并逐渐发展成熟。

   

3、鸣锣开市

　　周村地区在古代曾经是手工业和商业的重镇，后来发展成为我国北方的重要商埠，是北方丝

绸之路的源头所在地。

　　繁荣的市场促进了独特商业文化的形成，在鸣锣开市活动中，身着清末民初服装的人们将演

绎周村古商城热闹敲锣、宣布开市的隆重喜庆场景。通过该活动，游客可了解周村古商城的经营

活动以及文化底蕴深厚的诚信思想。

   

4、泰山奶奶赐福

　　泰山奶奶是北方地区老百姓特别敬奉的神仙，传说泰安奶奶即碧霞元君是周村长山人，有泰

山奶奶的保佑将会一年财源旺盛，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在节日的每天固定时间内“泰山奶奶”

的芯子队伍将穿过大街小巷进行展示巡游，撒金花，散红包，与民同乐。

   

5、猜灯谜

　　灯谜，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的谜语源远流长，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早在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的西周以前，就出现了谜语的语言现象，即富有隐喻和暗示性质的歌谣，

如流行于商代的一首牧歌“女承筐，无实。士（圭刂）羊，无血。”它运用了民间谜语的诡词法

，牧场上的一对男女青年，女的拿筐，男的一刀一刀剪着羊毛。无实和无血恰到好处，整首牧歌

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既饱含情景交融，热情隽永和诗意，又不失矛盾诡辩，妙趣横生的谜味。

　　周村古商城的灯谜展示特色花灯以及丰富多彩、雅俗共赏的灯谜，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欣

赏“花市灯如昼”、“火树银花触目红”的辉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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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看地方戏（五音戏）

　　在中华文艺百花园中，有一支奇葩，这就是享誉全国的独一剧种一五音戏。

　　谈起五音戏，还与周村有一段不解之缘，周村是五音戏的温床。五音戏，原名“周姑戏”。

周村，是周姑戏的演出地、根据地、发祥地。以“鲜樱桃”为代表的“周姑戏”班，在周村唱响

了，唱红了。

　　全国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来周村演出时，看了“鲜樱桃”的表演，大加赞扬。据说还

向他学了一招（水袖功），后又赞助戏箱，扶持他到上海灌唱片，“周姑戏”正式改名为“五音

戏”。

   

7、皮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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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影俗称灯影戏，是中国最古老的戏剧形式之一。源於1500余年前的中国古都长安，至今仍

在中国民间普遍流传。它是我国民间工艺美术与戏曲巧妙结合而成的独特艺术品种，是中华民族

艺术殿堂里不可或缺的一颗精巧的明珠。

   

8、训白鼠

　　驯狮子、驯老虎你可能见多了，但是驯白鼠你见过吗？在这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平时乱跑

乱跳的小白鼠在艺人手中变得温顺、乖巧了，在艺人的不断的催促下，老鼠沿着细绳做的“钢丝

”不断攀爬，还完成了几个高难度的动作，再加上艺人风趣、俏皮的旁白，把围观的游人看的乐

不可支。

   

9、民俗杂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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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村旱码头景区为游人准备了各类精彩的民俗在即表演，有吹破天、气功表演和耍盘杂技等

演出。吹破天是运用多种吹法吹奏各种各样的唢呐，让人叹为观止；耍盘杂技运用生活中寻常的

各类盘子表演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杂技；气功表演则是真功夫上阵，行家里手的全力表演让人拍案

叫绝，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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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周村特产

   

1、周村烧饼

　　周村烧饼源于汉代的“胡饼”，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生产历史。以薄、香、酥、脆著称。它

形圆而薄，正面贴满芝麻仁，背面布满酥孔，有人将它称形如满月，薄如秋叶；落地珠散玉碎，

入口回味无穷。

　　周村烧饼以面粉、芝麻、盐、糖为主要原料，除了拥有独特秘方外，烘烤是制作周村烧饼成

败的关键，所谓“三分案子七分火”，即是说非是名将高手，烧饼质量难保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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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村醋

　　王村陈醋是与王村黄酒齐名的地方名特产。因王村酿黄酒的作坊都做醋，因此王村陈醋有其

独有的特色。

　　王村醋以优质高粱为主要原料，用传统方法加麦曲发酵，以黄酒为配料陈酿而成。醋液呈棕

褐色，气味芬芳、醇厚浓郁，酸度高而无刺激性。特别是因黄酒配料的作用，食用后余香盈口令

人食欲大开，具有开胃健脾的功效。对于治疗支气管炎、感冒等也有明显疗效。

   

3、蓝印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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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印花布是一种广泛流行于我国民间的古老手工印花织物。源于秦汉，盛于商业发达的宋朝

，广泛普及于明清。现代所见蓝印花布样式，多为明清一代的作品。蓝印花布是从蓼兰草中提取

靛蓝作染料，用石灰、豆粉合成灰浆拷蓝，采用全棉、全手工纺织、刻板、刮浆等多道印染工艺

精心制成。蓝白相间，蓝得浓烈，白的纯洁。

　　昊龙周记老染坊，银子市街113号。电话6407576，环境幽雅。

　　该馆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吸收版画、民间剪纸等多种艺术形式，推陈出新，所制蓝印花布为

中外人士交口称赞。徜徉馆内，件件尤物或朴素大方，或清新明快，或淳朴清雅，别有一番韵味

。

   

4、老粗布

　　老粗布采用民间木织机传统工艺，结合现代机械织布原理，采用黄河三角洲优质棉花为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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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合股，配有彩色条纹，不上浆织造，是天然的绿色保健品，理想的纺织用品。

　　现有床单、凉席、床罩、床毯、唐装、衬衣、睡衣等120多个系列产品，具有舒适止痒、透汗

性好、抗静电不起球、改善睡眠、绿色环保、冬暖夏凉、与肌肤亲和力强等特点，长期使用对人

体皮肤起到意想不到的保健美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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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村历史

   

1、景区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的周村隶属齐国於陵邑，自古商业发达，明朝嘉靖年间已有“周村店”称谓，

明末清初开始走向繁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这样描绘：“康熙乙亥间，周村商贾云集，

趁墟者，车马辐辏”。1775年，乾隆南巡时曾来过周村，并御赐周村为“天下第一村”。1904年

，周村与省府济南、潍县（今潍坊）同时被清政府批准为自开之商埠后，商业更加繁荣，“日进

斗金”，“驾乎省垣之上”，成为辐射鲁中、跨江（长江）越河（黄河）的著名商品集散地，被

誉为“金周村”、“旱码头”。大街、丝市街、银子市街等古商业街市作为周村商业兴旺发达的

历史见证至今保留完好。

　　“今日无税”碑是立于大街北首的一块六角形石碑，记载着对周村商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

献的历史人物——李化熙的动人故事。李化熙原为明崇祯七年(公元1643年)进士，官至四川巡抚

；后归顺清王朝，官至刑部尚书；清顺治十一年，辞官回乡。为发展家乡经济，自己承担了全部

市税，这使周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保税区”。一时间周村大街成为名冠南北的富商聚集地

，周村成为名震全国的旱码头，“天下之货聚焉”。

　　周村因丝绸而闻名，在两千年的历史中，与苏杭丝绸并美神州。周村丝绸的辉煌，在洋务运

动开始的近代化中达到了高峰。那时，出现了恒兴德、裕厚堂、同丰、源丰四大机械缫丝厂。在

同一时代，周村还出现了专门研究开发丝绸生产工艺的同利公司。厚重的历史在这里留下了斑驳

的痕迹。昔日的纷繁扰攘在这里已化为一个个静止的音符，化为一种抹不去的沧桑。如今，从周

村古商城街道的名称上，仍然可以感受到“东方商都”的昔日风华。以商业街市命名的古街道，

在老城区星罗棋布。丝市街、绸市街、银子市、棉花市街、鱼店街、油坊街、皮货市、铁器市、

箔柴市、窑货市、骡马市、豆芽桥、大车馆、肴鸡门、穿心店胡同、商埠街等，屈指数来，因专

业市场命名的街道竟有36条以上，这在全国也是非常罕见的。

　　浑然天成的明清建筑群和布局合理的深宅大院，吸引了众多影视剧组前来拍摄。继14年前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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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谋执导的《活着》开始了古商城走上荧屏的历史，之后在此取景拍摄的一系列影视剧如《大染

坊》、《闯关东》的热播让周村古商城声名鹊起，电视剧《旱码头》更是为古商城量身打造而成

。

   

2、周村之最

　　世界最早的商品免税区

　　中国最早的电话胡同

　　中华老字号的发祥地

　　中国北方丝绸之乡

　　中国最早的分餐制

　　保存最好的古街市博物馆

　　中国最早的邮电局

　　中国祥字号的发源地

　　中国花灯、芯子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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