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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华山在哪里

        九华山位于安徽省池州市境内，是以佛教文化和自然与人文胜景为特色的山岳型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国家首批自然与文化双

遗产地，安徽省“两山一湖”（九华山、太平湖、黄山）旅游开发战略的主景区。景区规划面积1

20平方公里，保护面积174平方公里，由11大景区组成。

     

九华山天开神奇，清丽脱俗，是大自然造化的精品，有“莲花佛国”之称。境内群峰竞秀，怪石

林立，九大主峰如九朵莲花，千姿百态，各具神韵。连绵山峰形成的天然睡佛，成为自然景观与

佛教文化有机融合的典范。景区内处处清溪幽潭、飞瀑流泉，构成了一幅幅清新自然的山水画卷

。还有云海、日出、雾淞、佛光等自然奇观，气象万千，美不胜收，素有“秀甲江南”之誉。

       九华山气候温和，土地湿润，生态环境佳美，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有1460多种

植物和216种珍稀野生动物。基于生态的多样性和完整性，九华山季节分明，四时之景不同。春天

，满山吐芳，百鸟和鸣；夏天，佳木繁阴，谷风清凉；秋天，层林尽染，别富情趣；冬天，琼楼

玉宇，超然空灵。四时美景不同，让人叹为观止。

       九华山以地藏菩萨道场驰名天下，享誉海内外。公元719年，新罗国（韩国）王子

金乔觉渡海来唐，卓锡九华，苦心修行75载，99岁圆寂，因其生前逝后各种瑞相酷似佛经中记载

的地藏菩萨，僧众尊他为地藏菩萨应世，九华山遂辟为地藏菩萨道场。受地藏菩萨“众生度尽，

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宏愿感召，自唐以来，寺院日增，僧众云集，香火之盛甲于

天下。九华山现存寺庙99座，僧尼近千人，佛像万余樽。长期以来，各大寺庙佛事频繁，晨钟暮

鼓，梵音袅袅，朝山礼佛的教徒信众络绎不绝。九华山历代高僧辈出，从唐至今自然形成了15樽

肉身，现有5樽可供观瞻，其中明代无瑕和尚肉身被崇祯皇帝敕封为“应身菩萨”，1999年1月发

现的仁义师太肉身是世界上唯一的比丘尼肉身。在气候常年湿润的自然条件下，肉身不腐已成为

生命科学之谜，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更为九华山增添了一分庄严神秘的色彩。

       九华山文化底蕴深厚。晋唐以来，陶渊明、李白、费冠卿、杜牧、苏东坡、王安石

等文坛大儒游历于此，吟诵出一首首千古绝唱，黄宾虹、张大千、刘海粟、李可染等丹青巨匠挥

毫泼墨，留下了一幅幅传世佳作。唐代大诗人李白三上九华，写下了数十首赞美九华山的不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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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尤其是“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的诗句，成了九华山的“定名篇”。九华山现存文物200

0多件，历代名人雅士的诗词歌赋500多篇，书院、书堂遗址20多处，其中唐代贝叶经、明代大藏

经、血经，明万历皇帝圣旨和清康熙、乾隆墨迹等堪称稀世珍宝。

       九华山“吃、住、行、游、购、娱”服务体系日臻完善。现有4星级宾馆1家，3星

级宾馆4家，2星级宾馆3家及各类饭店、旅馆，床位12000余张。景区内还有一流的架空索道、地

面缆车、环保大巴和琳琅满目的旅游特色商品，从不同角度满足着游客的需求。 

九华山处在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合肥、黄山之间,随着合肥～九华山～黄山高速、沿江高速

、北京～福州高速、沿江铁路等交通大动脉相继在九华山脚下交汇和九华山飞机场的紧张筹建，

九华山的外部交通条件充分改善，到九华山旅游观光将变得更加舒适和便捷。

       为进一步提升旅游景区品位，努力打造世界级旅游胜地和国际性佛教道场的目标，

近几年来，九华山加快了九华街区的拆迁整治和柯村新区的开发进程，旅游设施得到了充分改善

，旅游环境进一步优化。九华山上，宽敞的步行街道，整治一新的休闲广场，拆建还绿的生态停

车场，人性化的交通设施，星级化的旅游公厕，让你感受到方便、舒适、快捷的旅游服务；九华

山下，99米高的地藏菩萨铜像，明亮的游客服务中心大楼，一排排整装待发的旅游车辆，鳞次栉

比的沿街商铺，构成了一卷卷充满生机、极具活力的旅游画面，旅游的个性化、人格化、主题化

得到充分体现。

        九华山风景区热忱欢迎广大游人香客前来游览观光，朝山礼佛，九华山人正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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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纯朴、诚实友善的风貌迎接四海宾朋、八方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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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到达九华山，火车、飞机、长途车

池州火车站列车时刻表

       铜九线于九月一日正式开行客车。

       根据铁道部、上海铁路局的有关要求和部署，铜九线从9月1日起正式开行客车。同

日起，铜陵站停办客运业务，铜陵东站开办客运业务。自9月1日起，原铜陵～上海、铜陵～杭州

两对列车延伸至池州，增开南京～南昌、南昌～宁波两对客车，自9月8日起增开南京～武昌一对

客车。

以上列车运行时刻及沿途停靠站如下：

车次 区间 到站时间 开车时间 沿途停靠车站及到开时间

*K347    南京—武昌 4：59 5：02

南京23:48南京南0:14/16马鞍山1:26/29芜湖2:06/16铜陵东4:08/11池州4:59/5:02东至

6:05/08彭泽6:46/50九江7:34/45瑞昌8:13/29阳新9:06/09黄石9:37/40鄂州10:02/05华容10:25/28 武昌11:37

*T777    上海—池州 13：30 上海6:21开，苏州7:07/10无锡7:32/36常州8:00/03丹阳8:26/28南京9:1

9/35马鞍山10:35/38芜湖11:17/24铜陵东12:45/48池州13:30

*K505    南京—南昌 14：02 14：05

南京9:15南京南9:51/53马鞍山10:28/30芜湖11:06/15铜陵东13:11/14池州14:02

/05东至15:13/16彭泽16:08/11湖口16:31/34九江16:57/17:04南昌18:52

5123      杭州—池州 16：12 杭州8:18开，德清9:21/25湖州南10:01/04长兴10:25/31广德11:06/1

1宣城12:22/32芜湖13:29/44铜陵东15:21/24池州16:12

2531      宁波—南昌 23：44 23：47 宁波12:55余姚13:27/31上虞13:54/59绍兴14:19/24萧山15:4

0/45杭州东16:02/12湖州南17:14/29长兴17:44/52广德18:27/31宣城19:20/23芜湖20:40/21:00铜陵东22:53/

56池州23: 44/47东至0:56/1:10彭泽2:17/23湖口2:43/53九江3:13/26德安4:02/05永修4:29/44南昌5:30

*506       南昌—南京 1：26 1：29

南昌20:20永修21:07/10德安21:34/37九江22:19/33湖口22:53/59彭泽23:19/24东至0:

21/24池州1:26/29铜陵东2:17/20芜湖5:40/50马鞍山6:30/34南京南7:32/37南京8:07

2532       南昌—宁波 1：48 1：51

南昌21:40永修22:09/12德安22:36/39九江23:15/25湖口23:45/51彭泽0:11/18东至

0:56/59池州1:48/51铜陵东2:29/42芜湖4:03/19宣城5:08/11广德6:21/25长兴6:57/7:02湖州南7:

17/21杭州东8:49/9:04萧山9:20/24绍兴9:49/53上虞10:13/17余姚10:40/44宁波11:25

*T778      池州—上海 14：10 池州14:10开

，铜陵东14:52/55，芜湖16:17/24马鞍山17:04/08南京18:17/35镇江19:

14/34丹阳19:49/59常州20:24/28无锡20:52/55苏州21:31/33上海22:48

5124        池州—杭州 16：50 池州16:50开，铜陵东17:38/41，芜湖19:14/29宣城20:21/24

广德21:03/06长兴21;38/42湖州南21:57/22:00德清22:28/31杭州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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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48       武昌—南京 17：01 17：03

武昌10:33华容11:26/29鄂州11:49/53黄石12:15/19阳新12:51/54瑞昌13:37/40九江

14:10/23彭泽15:05/09东至15:56/16:07池州17:01/03铜陵东17:51/54芜湖20:10/18马鞍山20:

58/21:01南京南22:17/20南京22:47

关于如何从火车站到九华山：

池州火车站对面公交车站有灵山九华黄色大巴直达九华山。进九华山柯村售票点为12元。详细情

况可咨询九华股份客运公司0566-2822222。

池州火车站至九华山旅游专线时刻表

起点站         终点站        发车时间

火车站 九华山换乘中心 6：00

火车站 九华山换乘中心 13：50

火车站 九华山换乘中心 14：30

火车站 九华山换乘中心 16：40

火车站 九华山换乘中心 17：20

九华山换乘中心 火车站 8：00

九华山换乘中心 火车站 11：00

九华山换乘中心 火车站 12：40

九华山换乘中心 火车站 15：30

注：

1、火车站发车地点为池州市旅游集散中心，距火车站50米！

2、如因班线乘客人数减少而导致的时间临时调整，不另行通知

飞机：

池州没有机场。最近机场为合肥机场。

到达合肥后，去合肥旅游汽车站 ，有到九华山的直达车。

地址：合肥火车站东侧（临近安徽大市场）

发往：黄山、九华山等省内主要旅游点的班车。

飞雁快客站始发的高速巴士，20分钟后都到本站配载。

定票电话：0551-4291466、4293644

服务监督电话：0551-4296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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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华山的食宿

吃在九华山：建议，要进就进大饭店

       九华山是佛教名山，在历史上，僧尼格于戒律，禁食荤腥，只能吃斋；而当地，一

来信徒众多，二来官府也禁止山民和来此的香客游人食荤，长久以来，这里大部分以吃素为主，

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九华素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荤禁松驰，除佛教徒和朝山进香者在寺庙里严格食素外，一

般游客和当地山民已不受素食限制，九华山荤菜馆在九华街一带逐渐增加，另九华山风景区各大

宾馆和街头路旁也分布有素餐馆都能品尝到当地风味的各种素菜。

九华山菜价一般稍贵，就算很普通的素菜也得几十块一份，点菜时最好问清楚；以山笋、冬菇、

野菜为原料做的“九华素食”，最具当地特色，较受欢迎。

        因此，千万别因为某个饭店在即角旮旯的小馆子，就以为价格便宜。和上客堂

或者东崖宾馆这些星级酒店价格差不多的。所以，建议，如果大家一定要在九华山下馆子，一定

要拣大馆子下。

住在九华山：

       如果身强体壮，一日上下，可以考虑住在池州市或者合肥市。如果带着老人，则一

日上下基本难以实现，还是要在山顶住。

       九华山住宿很贵。比黄山山顶还要贵。逢节假日更贵。

九华山山上酒店价格表（所在区域：九华街）

名称             星级 标 间       标 间       单 间      

单 间

                              平 时       周

末       平 时       周 末

东崖宾馆      四星 500元/间 700元/间 700元/间 900元/间

                      三星 200元/间 400元/间

聚龙大酒店 三星 500元/间 600元/间 700元/间 900元/间

聚龙阁                   220元/间 360元/间

上客堂宾馆            350元/间 600元/间 450元/间 700元/间

百岁山庄                260元/间 500元/间

普楼 2                    200元/间 400元/间

金凤凰宾馆  三星 200元/间 400元/间

九华山庄      三星 400元/间 550元/间

老楼                        200元/间 450元/间

钟楼宾馆                150元/间 350元/间 

                                120元/间 260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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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饭店                180元/间 400元/间

白马大酒店            200元/间 400元/间 以上均含早餐

佛都宾馆                160元/间 180元/间

其他私人宾馆     90-150元/间 120-180元/间

注意：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变动不大），最后成交价以实时价格为主，黄金周和重要节日的价格有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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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华山旅游必去的景点

        可能大家说来九华山旅游，自己的时间很短，能不能介绍几个必去的旅游景点：

        化城寺：九华山最古老的寺庙，现辟为九华山历史文物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水乡枫叶(bully) 提供)

        肉身宝殿：供奉金乔觉肉身的地方，金乔觉即为地藏菩萨。 

        百岁宫：供奉无瑕真身（应身菩萨）的地方。

                                               10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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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艾玛伊人 提供)

       天台寺：九华山最高的寺庙，天台晓日景点所在地，晴天在山顶可以看到长江。要

去天台的话，要准备一天的时间哦。

       凤凰松：号称天下第一松。

(图片由网友 @草原雄狮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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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睡佛：据说是由已圆寂的仁德法师首先发现的，而且跟仁德法师神似。

        99米地藏菩萨大铜像：中国最高的露天大铜像。（还没有完全造好，预计2011年

开光。这是效果图）

       花台景区：是九华山今年才正式对外开放景区，自然风光这里面最美，生态保护这

里最好，佛化自然奇观这里这多。

       今年同时开通了九华山最长的空中索道，索道全长2908米，水平距离为2807米，上

下站高差823米。

       线路推荐：乘花台索道上俯览冰川遗迹——漂砾、生态茶园，远眺打鼓峰、闵园大

峡谷，至索道上站，过戒石，进佛门，穿行原始森林，观地藏晒靴，上花台正顶，一览九华胜境

，领略“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之玄妙。抵玄武峰，观大鹏听经，至会仙峰，祈愿通灵石，

下行至小花台，游览梦幻石谷、清凉台、石佛、定海神针。返程至花台索道下，全程2个小时。（

或从小花台步行至天台景区，乘天台索道下山，全程2小时，充分享受体验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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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华山主要景点与门票

       九华山旅游，四季皆可，但以每年春、秋两季为最佳。

       九华山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3.4℃。阴雨天气多，日照时间比山

下短。九华山春来迟，秋偏早，夏短冬长。海拔越高，这种四季变化的规律就越明显。九华山冬

季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为0℃左右，冰冻时间长。

       九华山的春季，春雨潇潇，云雾迷漫。云层一般为90米至400米，如果云层厚度在10

00米左右，在天台就可以看到云海。此外，在百岁宫、神光岭、小天台等处有时也能看到云海。

九华山常年有雾，l至6月，9至10月尤其多。全年雾天多达168天，有时雾粒、低云和毛毛细雨，相

互交融，能见度极低；有时在风力作用下，云雾时涨时消，山峦时隐时现，犹如蓬莱仙境。 

 (图片由网友 @艾玛伊人 提供)

       九华山无风时间很少。以5月份出现大风最多，年均19.4天。九华山还经常出现规模

较小的地方性的山谷风，一年四季，特别是秋、冬两季，游人在回香阁可以耳闻山谷风所形成的

阵阵松涛，目睹竹海翻腾的壮观景象。

       到九华山旅游，如果是参观古寺庙，感受这里深厚的佛文化，一年四季皆可。特别

在九华各大佛教节庆、活动期间，佛事盛会众多；以赏九华旖旎风光、览九华经典奇观为主，尤

以春、秋两季最佳。

                                               13 / 29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267&do=album&picid=39831


�������

九华山：莲花佛国

        寺庙开放时间：上午8:00至晚上17:30

古拜经台

       拜经台的大雄宝殿重檐歇顶，框架结构造型庄重、浑厚。殿宇前面三尊大佛，左

右文殊、普贤，后面海岛观音，两旁十八罗汉。

       拜经台内有一块长方形岩石，上有凹下的脚印。传说当年金地藏就在这块凸出的平

台上拜经，这方岩石即是跪拜时的垫脚石，因而留下了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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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水乡枫叶 提供)

天台峰

       又称天台正顶，海拔1306米，在九华山的九十九峰之中仅低于十王峰、七贤峰。坐

落在峰顶的地藏寺，古名天台寺。

天台索道

        价格：105元 (上55/下50)

        天台客运架空索道全长1500米，下起“天下第一奇松”—凤凰松，上至九华山最

高峰最雄伟寺庙--天台寺，纵跨闵园、天台两大核心景区。

东崖云舫

       东岩云舫又名晏坐岩，该处外观巨岩方正、高耸山顶，其形如舫。

       东岩云舫旁有东崖钟楼，前行有东崖禅寺、观音庵等景。再前行可到百岁宫及新建

的五百罗汉堂。

肉身宝殿

      “殿中有塔，塔中有缸，缸中有肉身”的肉身宝殿。地藏菩萨所在，许愿的人得围着

大殿顺时针转三圈，可以有三个愿望。

        公元794年，金乔觉圆寂，依浮屠之法，生殓缸内，葬于神光岭上。三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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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徒围着殓缸造塔，又在宽阔的塔基上兴建殿宇，殿顶与塔顶相接。肉身宝殿建于高台之上，石

柱、红墙、铁瓦、汉白玉铺地，正门高悬“东南第一山”匾额。殿中央七层木结构的“地藏塔”

，塔基用汉白玉砌成。塔内供奉一百多尊地藏菩萨，正面供“金地藏”塑像。塔的前后安置着大

大小小的地藏塑像，两侧是十殿阎罗拱卫而立。

祗园寺（5元）

       初建于明代嘉靖年间。

       祗园本来是印度佛教圣地，相传释迦牟尼在祗园宣扬佛教二余年，祗园寺就是取这

个故事而得名。祗园寺通道刻满金钱，以象征释迦圣迹。

化城寺（8元）：

       东晋僧人杯渡曾在此筑室为庵。传说释迦牟尼与小徒下乡布道，忽为山险所阻，小

徒饥渴交加，坐地不起。释迦牟尼手指前方说：“前有一城，速去化斋。”小徒顿为振奋。乃佛

祖点化而成。 

 (图片由网友 @草原雄狮 提供)

百岁宫缆车：价格： 75元 (上40/下35)

       缆车下起丛林寺庙祗园寺，上至供奉明代无瑕和尚千年古寺百岁宫。缆车线路全长

452米，每车厢载客38+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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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华街是九华山的中心。

      旅馆、饭店、银行、通信、寺庙等都在这里～

旅人网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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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凭九华山门票（140元/人）可以免费搭乘景区内的班车去各个景点（06：30—17：00），有效期

3天。

2.景点的门票（包括索道）可凭军官证、学生证、皈依证、老年证（70岁以上免费）等有关证件

打折。

3.九华山景点没有明显的指示牌，可以找当地人问一下，有名的寺庙应该可以都走到。

天台寺提供素斋（5元/人），建议尝尝，在那样的环境下味道不错。

门票信息

旺季：每年3 月1日—11月30 日 普通票：190元 优惠票：95元

淡季：每年12月1日—次年2月底 普通票：140元 优惠票：70元

旅人网提示：

凭钵依证，学生证，老年证，教师证，残疾证的可以优惠。

某些景点还有小门票,如祗园寺、化城寺、百岁宫和大悲宝殿都需另购票才可进入。

寺院游览TIPS：

1、进门。游客应当从左右两边的庙门进去，因为从中间的门槛跨进去，甚至站在或坐在门槛上，

都是对佛祖菩萨的大不敬。

2、礼佛。拜佛实现双手合十，然后在佛像前右手蒲团跪下，然后将双手掌心向上与肩同宽，头叩

下至蒲团，头抬起来时手掌翻过来伏在地，起身再合十。

3、上香。如果是信徒，不必多说，自然是在香炉里插三根香，所谓“烧三炷高香”。如果仅仅是

随缘，也一定要插正，否则会被视为对佛祖不敬的。

4、不要随意向僧侣打听他们出家的缘由、日常的生活等敏感问题，这是很大的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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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华山行程参考

旅游路线介绍

游线1 九华街→凤凰松（坐缆车至天台）→观日出（6：00）

游线2 

九华街→百岁宫→聚龙寺、华天寺、望江亭旧址→龙池庵→甘露寺→晚上观看寺院的佛事活动

游线3 

袛园寺→广济寺、普同塔→九华老街→化城寺→旃檀林→肉身殿→小天台（欣赏云海）→芙蓉峰

→华严禅寺（观闵园竹海天台诸峰）→香阁→百岁宫（明代高僧无暇大师的肉身敷金像）→观音

洞→乌龟石

游线4 

九华街→香阁（登天台古道）→接引庵→通天桥、回龙桥（观凤凰古松）→众尼庵、竹海、龙溪

和华严洞→晚间看佛事

游线5 由吊兰桥乘车回九华街

参考日程

D1

：购买好九华景区门票后，直达主景区九华街，安排好住宿。游览化城寺、肉身宝殿、祗园寺、

百岁宫，这些都是九华山众多庙宇的经典，好好体味佛学文化的博大精深。夜宿九华街。

D2

：早餐后在换乘索道处观赏九华胜景－凤凰古松，后乘索道直抵古拜经台。游九华山主峰之一的

天台峰，站在峰顶，北眺长江似线，南望黄山如屏，一种顶天立地的豪壮感不禁油然而生。最后

下山返程。

网友游玩行程参考

常规的九华山一般2~3天就可以玩结束！如果你诚心礼佛的话，3~4天足以！现在以2天为例。

1、在山脚柯村换乘售票中心购买好大门票， 旺季价190元/人〈含景交〉（从3月1号—11月底）淡

季价140元/人〈含景交〉（从12月1号到次年2月底）【学生证、教师证、60周岁老年证、现役军人

证现购优惠票，残疾证、记者证、70周岁以上老人免票但景交费自理（10元/人/次）】，买好门票

和地图后，在售票口旁边上黄色景交大巴车。如果自己有车的话，买好门票后再买张车辆通行证

，就可以开车上山了。

注：在路上或长途车上会遇到许多过度“热心人”，谨慎处理！

2、门票上4个孔打掉了一个，坐上车后20-25分钟就可以到九华街景区了,到达景区门口检过票后，

就进入了“莲花佛国”的中心景区了。你慢慢的往前走，就可以感受到灵山的佛教氛围和闻到漫

山的香火味。这时候，又有许多坐在大门口的黑导上来骚扰，谨慎处理或者干脆不理。

3、到达预定好的宾馆后，稍事休息，就可以慢慢的开始九华山礼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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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住什么样的房间想好之后，通过小芮我或者地接社预定，较便宜。在九华山旅游的这几天

，100元请位旅行社正规导游陪着你吃、住、行，游遍九华山。

4、到九华山山上的银行兑换零钱。

5、九华山是佛教圣地，来九华山是来敬香礼佛的。但山上大小寺庙共有99座，不可能每个寺庙都

去烧香。旅人建议去重点中的重点，3座寺庙。一是九华山的开山祖寺—化城寺，二是九华山道场

主人—地藏王菩萨的肉身宝殿，三是九华山有寺庙的最高峰—天台正顶，这三个地方敬香就够了

。在每个地方的寺庙里请上一炷香，价钱在50~200不等。（注：在寺庙里买什么东西要说请，因

为它不是以经营为目的。烧香一定要烧寺庙里的香火，一是因为灵验，二是你请了寺庙里的香时

，相应等于给寺庙布施了功德，一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路上也有小摊小贩高喊香烛3块、5块的，

与其买了这些香火，你还不如把买这些的钱省下来投放到功德箱里去呢。你来九华山是来供养佛

、菩萨、和尚师傅和寺庙的，而不是来供养那些小摊小贩的。）

6、敬香礼佛有许多规矩，这些到时候可以请导游教你们。

7、吃，九华山毕竟是景区，而且位置在山上，所以物价比城市里稍高。

8、百岁宫海拔871米，爬上去的话，大约是40~50分钟；天台海拔1306米，全长7.5公里，一般人是

吃不消的，建议空中索道（旺季105元淡季75）往返，索道上去后还要爬30~40分钟才能到最高顶

。

就这么多，包你能玩遍九华山。预计每个人在九华山消费加供养佛的费用在800-1000之间（以三

天住准三星宾馆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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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华山拜佛、烧香、求签、撞钟

       九华山目前有大小寺庙共计99座，分布在九华前山、街区、闵园、天台及青阳朱备

后山九子岩景区。

 (图片由网友 @艾玛伊人 提供)

       天台景区有天台寺1座国家级重点寺庙，拜经台、复兴庵、翠峰寺（吊桥）、观音

峰等4座省级重点寺庙，以及罗汉墩、大悲院、朝阳庵、吉祥寺等4座普通寺庙；

       闵园景区有慧居寺1座国家级重点寺庙，潮音精舍、普渡寺、胜蔓精舍、香山茅蓬

、莲宗精舍、海慧寺、慈佛精舍、九华莲社、华严海慧寺、永兴茅蓬等10座省级重点寺庙，以及

华严洞、大士阁、药师茅蓬、寂光精舍、九莲精舍、大金刚寺、小金刚寺、普济庵、静修茅蓬、

大愿茅蓬、光明茅蓬、大慈庵、观音峰下院、心愿茅蓬、心愿庵、莲花庵、接引庵、一心茅蓬等1

8座普通寺庙；

       前山及九华街区有化城寺、肉身宝殿、百岁宫、祗园寺、甘露寺、旃檀林、上禅堂

等7座国家级重点寺庙，二圣殿、龙池庵、华天寺、聚龙寺、天池庵、立庵、通慧庵、长生庵、龙

庵（新龙庵）、小天台、回香阁等11座省级重点寺庙，以及百岁宫下院、天池古庵、法华寺、闵

公殿、通慧禅林、菩提阁、大厦庵、净土庵、无量寺、净洁精舍、广济茅蓬、西天寺、万佛庵、

甘泉茅蓬、观音洞、老虎洞、飞来观音峰、东崖禅寺、钟亭、慈藏寺、准提庵、圆觉精舍、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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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林、西竺庵、西佛寺、西竺禅林等26座普通寺庙。

烧香： 九华山的香基本上50-200元。

        往往3柱香配一对烛。先借别人的火，点着一支蜡烛，在用自己的蜡烛点燃自己

的另外一只蜡烛，然后用蜡烛火点燃香。

        燃香后，可默念心中所愿，并朝拜四方，然后将香放入大香炉。

求签： 九华山基本上每签300 

九华第一签

：九华街上有一座小庵净洁精舍，有位净洁师太，号称“九华第一签”，不过向净洁师太求签要

讲缘分的，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师太的大弟子在解签。费用大概在300元。（左图就是80岁的净洁

师太。是吴仪的老师。尤其女生，求签找她啊）

肉身宝殿：

是朝拜地藏的主要场所，此处供奉着地藏王菩萨的真身，是佛教徒心目中的圣地，此处应为上香

请愿的上上选。

化城寺：

此处是九华山第一座古刹，现为九华山“九华山历史文物馆”，是九华山的缩影，游览此地，就

可以了解九华山的概况。求签300元。

百岁宫：

此处供奉着无暇老人真身，他是九华山目前可见的最古老真身，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号称九华

山最便宜的签，100元。

祗园寺：

九华山四大庙宇丛林之首，祗园本是印度的佛教圣地，九华山祗园寺引此为名，所谓丛林，指僧

徒众多， 香火旺盛。求签300元。

天台：

天台是九华山的重要景区，沿途寺庙多，风景好，游人和香客都称之为九华之首。求签300元。

撞钟：九华山撞钟大概撞一下100元。

其他讲究：

1、进庙门有讲究 游客进庙门应尽量走两边。走右边门先迈右脚，走左边门先迈左脚；不要跨中

间门槛，更不可站在或坐在门槛上，那是对佛和菩萨的不敬。

2、跪拜礼佛的规范动作 游人、香客先要将身上背的，手里提的包放在旁边，然后在佛像前右边

的蒲团上跪拜。双手掌心向上，头叩下至手掌，抬头时翻掌伏地，再合十。

3、上香的规矩 游人、香客烧香，最好是在香炉里插三根香，所谓“烧三柱高香”。香要插端正

。如果随缘插一柱香，也要插正，否则视为对佛之不敬。

4、吃斋饭的规矩 游九华山能在寺庙里吃顿素斋，是很有风味的。素斋，不但有各式素食名菜，

而且米饭是用菜火烧大锅，山泉水煮香米，味道清香可口。僧尼在吃斋饭前都要举行上供仪式。

仪式结束后，入斋者应谦让地落座于下席（背朝北为下席）。注意不要坐在当家师的对面，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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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更不可坐在佛像对面，吃斋饭时，夹菜要用桌上的公筷，切忌高声说话，更不可嬉笑吵闹；

出家人惜米如金，注意不要撒下饭粒。

5、举止有礼 在寺庙中见到僧尼，要合十施礼。经堂法器、香案蜡烛、供品不可随意乱动。此外

，僧人都忌讳别人探问他（她）的身世和出家缘由，不可随意向其提出这种“敏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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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华山拜佛行程参考

       九华山寺庙虽然很多，但总体来说比较集中，一般要来九华山拜佛旅游最少需要2

天的时间，以下有详细的九华山烧香拜佛的旅游攻略：

行程安排：

       先去山下柯村九华山99米地藏菩萨大铜像报到进香。

      

如果时间来得及，可去周边的黑虎松，舒姑泉观景，很美的尚未开发的原生态景观。

       第一天早上如果有参加佛事方面的需求，可以参加化城寺或其他寺院的新年消灾普

佛活动，这个是需要供养的，差不多在三四千元，要预约的。

      

也可以不参加普佛活动，早上六点起床，上肉身宝殿（地藏菩萨肉身所在地）进第一注香。

再到大悲楼，化城寺（开山祖寺），通慧禅林，拜肉身菩萨，事业菩萨，智慧菩萨，无量寿佛等

       下午乘缆车到百岁宫（应身菩萨-无瑕肉身），也可以步行上去，大约

40分钟时间，全台阶，在缆车出口平台处可以观看到“天然睡佛”。

       沿东崖山脉，到东崖禅寺，回香阁，拜健康药师佛，从回香阁步行到九华街，大约

20分钟，这条路比较缓。

       第二天一早赶早直接开车到九华山天台索道下站，乘索道上山，大约十分钟，也可

以步行上去，这个比较远也很累 大约2小时的路程。

       下索道，拜天然观音石，地藏王大脚印，观赏周边美景仙人打鼓，大鹏听经等。

       步行800个台阶到九华山最高寺庙，天台寺，地藏王菩萨早期修行的地方，踏踏青

龙背到一线天。大约1小时，返程。

       下索道后可以到凤凰松（天下第一松）观观景，也可以给后山苦修的出家女众随缘

功德，因为女众生活比出家男众困难。

费用：

门票190元一人 有学生证，军官证等可以享受半价优惠

索道 单程75元，上、下团队联票140元/人；建议时间来的及 可以下来步行。

缆车 单程55元，上、下团队联票100元/人。建议可以不乘坐，或者下来步行。

住宿：80-120元标间，热水，空调，独立卫浴，主要是

1、床不一样，一种是席梦思的靠背，一种是木制板床靠背。

2、房间的新旧程度，便宜的是2004年开业的，贵点的是09年5月开业的。

香烛自己随缘：一般请3，6，9套即可。

温馨提示：

1、在高速路口或高速上

有人招手，请不要带人上车，哪怕穿着出家师父的衣服，以免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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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高速后请不要停车请香，九华山11月1日统一环保线香，不允许烧高香，草香，所以请不要

在半路上请香，请了也会没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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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华山节日

        九华山佛教重地，重要佛事节日活动很多，最主要的有地藏法会、九华山庙会、

佛诞节、佛成道节、观音会、和自恣日六种。

九华山庙会 

时间：每年农历七月三十（地藏菩萨吉诞日）前后，一般为期一个月

地点：天台峰（天台寺）及各大小寺庙

介绍：为纪念金地藏九华山自1983年开始每年举办包括佛事、旅游、文化娱乐在内的各种盛大活

动。其中，山上各大寺庙相继举行“佛像开光”、“方丈升座”、“打地藏七”、“打佛七”、

“水陆大法会”等佛事活动；四方信徒、香客云集九华朝山进香、拜塔，朝拜天台，许多山民和

手工艺者趁此机会互做买卖，民间艺人也来此献艺；另有金地藏生平事迹展、旅游产品展等。

地藏法会

时间：农历七月三十（月小为廿九）一般历时七天

地点：化城寺、肉身宝殿

介绍：当日，九华山各寺庙要举行隆重仪式，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守地藏肉身塔，称地藏法

会，一般历时七天（七月三十～八月初六）。法会期间，香客们还组织百子会，朝山进香。

佛诞节

时间：农历四月初八

地点：祗园寺

介绍：释迦牟尼诞生日，佛教徒在这一天过佛诞节，是佛教最大的节日。 释迦诞生时，有龙喷出

香雨浴其身。因此，逢佛诞节，九华山寺院僧尼齐集大殿供佛、诵经，并以香汤洁洗释迦佛像，

称为浴佛法会。浴佛法会期间，寺院除施素供僧外，还举行超度亡魂（放焰口、烧法船）等活动

。

佛成道节

时间：农历腊月初八

地点：九华山整个景区

介绍：佛成道节，意为释迦牟尼成道之日。九华山民此日有喝腊八粥的习惯，用红棘、桂圆、香

菇、豆类煮粥，或自食、或施舍，以示对佛祖的感恩。

观音会

时间：观音诞日（农历二月十九）、成道日（农历六月十九）、涅磐日（农历九月十九）

地点：观音峰（圆通庵）

介绍：逢这三个日子女子们就相邀成群，到附近的寺庙烧香拜佛，求签许愿，祈求母子平安。

自恣日

时间：农历七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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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九华山整个景区

介绍：自恣日意为自行检查一年来的修行情况，是佛教又一重大节日，又称盂兰盆节。每逢此节

，九华山寺院僧侣及信徒不仅供佛、拜忏、自恣，还会拜“梁皇忏”、拜“地藏忏”，祭祀祖先

和超度十方饿鬼。

旅人网提示：

       因佛事多在寺庙及其周围举行，所以，在进出寺庙与僧人接触时一些相关的注意事

项最后多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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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28 / 29

http://d.lvren.cn/feedback/
http://d.lvren.cn/gonglue/lijiang
http://d.lvren.cn/gonglue/emeishan
http://d.lvren.cn/gonglue/hangzhou
http://d.lvren.cn/gonglue/beijing
http://d.lvren.cn/gonglue/xiangganggouwu
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http://d.lvren.cn/gonglue/niboer
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

九华山：莲花佛国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29 / 29

http://www.tcpdf.org

	封面
	目录
	一、九华山在哪里
	二、如何到达九华山，火车、飞机、长途车
	三、九华山的食宿
	四、九华山旅游必去的景点
	五、九华山主要景点与门票
	六、九华山行程参考
	七、九华山拜佛、烧香、求签、撞钟
	八、九华山拜佛行程参考
	九、九华山节日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