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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封 京华烟云梦幻东京

开封市位于河南省东部，地处豫东平原、黄河下游大冲积扇南翼 。是我国的八大古都之一，有“

七朝都会”之称，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开封历史悠久，早在北宋时期这里

就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素有“国际都会”之称

。各个朝代的更迭交替给开封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开封的仿古建筑群风格鲜明多样，宋、元

、明、清、民初各个时期特色齐备，除原有的龙亭、铁塔、相国寺等古迹外，新建的宋都御街古

朴典雅，再现了北宋京城的风貌。

开封府(图片由网友 @可爱海小宝  提供)

开封是有名的书画之乡、戏曲之乡，历史上曾产生过“苏、黄、米、蔡”四大书法派系，又是豫

剧祥符调和河南坠子的发源地，到开封游古迹之余，您不妨去当地的书画院或小剧场走走，兴许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众多的名胜古迹，得天独厚的历史、人文资源，誉满中外的民俗文化，每

年都吸引着大量的中外游客到开封参观、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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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游季节

：开封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气候温和，雨量适中。旅游开封的最佳

时节为9、10月间，此时天气温和，降水量适中，还能观赏盛开的菊花。  

                                                 5 / 50



�������

开封：七朝都会
  

二、开封旅游最棒体验

   

1、开封有个包青天 铁面无私辩忠奸

开封有着中国历史上最受人爱戴的清官包拯的祠堂，包公居官刚正不阿，执法如山，廉洁奉公，

兴利除弊，其功德为后人世代颂扬。在婆娑斑驳的梧桐叶下，四方香客，虔诚膜拜心中不衰的信

仰，包公的脸谱，永远镌刻在包公湖碧波之上，春夏秋冬，威严依旧，如云的香客在包公祠前静

静瞻仰膜拜。大地阡陌，仓桑巨变，老开封魏城、宋城、明城都沉淀在新开封城下，可人民始终

没有忘记包公，没有忘记对心底无私天地宽的生存态度的一份追寻，正大光明的横匾之下静静站

立，似乎仍旧可以看到宋时包拯脸上的威严和那一声声孔武有力的“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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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祠(图片由网友 @可爱海小宝  提供)

地址：开封市向阳路1号

电话： 0378—3931595

开放时间：07:00—19:00

门票：20元

交通：10、16、20路公共汽车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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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宋�东京梦华录》，再现宋代汴梁的繁华

由国内顶级艺术家精心编制的大型水上实景演出，每晚在大型宋代文化主题公园清明上河园内上

演。豪华的场景，经典的宋词，高科技的舞美，给人带来的是强烈的视听震撼。演出生动、真实

的再现了北宋京都汴梁的盛世繁荣，踩着开封城脚下七朝古都的历史，厚重感油然而生，历史轮

回的奇妙感觉也油然而生，仿佛看到大宋辉煌时万国朝圣的各国使节，文化鼎盛期的诗词书墨大

家。强大的演出阵容、磅礴的气势、优美的宋词华章，将你带入千年盛世繁华的梦幻意境之中。 

(图片由网友 @0点旳暧昧  提供)

地址：开封市龙亭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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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09:00—22:00

门票：199元至999元

       交通：1、15、20路公共汽车到达

   

3、开封菊花甲天下 一季花事越千年

菊花色彩绚丽，品种繁多，姿态高雅，能傲霜怒放，历来为文人雅士所颂咏。开封菊会早在北宋

时期就盛极一时，明清时代养菊之风更为盛行，已有近千年的栽培历史，品种繁多近千余种，有

菊城之称。深秋时节，满城金菊盛开，游人络绎不绝，形成了传统的菊花花会。应接不暇的各色

的花儿映入眼帘，定会让你流连忘返！到开封，不赏菊，就太辜负了这片秋色了。 旅人提示

：菊花花会于每年10月18日至11月18日在龙亭主会场和全市多处分会场举行。

   

4、亲手制作木版画 将美好夙愿雕刻进画板中

偏居开封一隅的朱仙镇是中国四大年画产地之一，其中木版年画的历史最为悠久，可谓中国木版

年画的鼻祖和发祥地。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种类丰富多彩，每到年关，人们都要买些木版年画贴到

门上、灶房、车辆、牛圈、粮仓，以营造祥和美满的过年气氛，表达人民安居乐业、保富平安的

朴实愿望。可以和民间艺人一同制作木版画，是朱仙镇板画村最为引人入胜的经典之处。在这古

朴的村落中，远来的游客亲手制造一副木板年画，心中美好的愿景便永久的被雕刻在了图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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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仙镇手工艺人在制作木板年画(图片由网友 @可爱海小宝  提供)

交通：长途车站有专车直达朱仙镇。

旅人提示：朱仙镇镇西北隅的岳飞庙以及开封最大的伊斯兰教建筑——镇北清真寺都值得一去。

   

5、听开封戏曲 感受中华艺术奇葩的魅力

开封人喜欢听戏，更喜欢唱戏。有些人可能觉得唱戏是老年人的事情，但是在开封，很多年轻人

也能吼几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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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东京的那樱花  提供)

开封有很多戏曲茶楼，这些茶楼是实实在在的“戏曲茶楼”。位于书店街和鼓楼街的交叉口有一

个茶楼——大红灯笼，反映开封人生活的电影《鸡犬不宁》在这里拍摄了一些场景。旧上海的建

筑和装潢风格诉说着它的风流历史。坐在茶楼里听戏，２０元一位的茶水费，面对一群嗑着瓜子

喝着大碗茶的食客，叫好声声，宛若民国。走在街道上，身边是川流的人群，耳边听到的是戏曲

茶座传来的戏曲声，内心激动不已。

   

6、中国斗鸡看河南 河南斗鸡看开封

世界斗鸡界有句话“世界斗鸡看中国，中国斗鸡看河南，河南斗鸡看开封”。斗鸡是大宋东京汴

梁的一项顶级的民俗项目。现在也许人们会说斗鸡是一项难登大雅之堂的活动，然而斗鸡的勇气

和精神却是令人称道的，甚至是高贵的：奋力求胜，宁死不屈。在斗鸡游戏中，人们可以锻炼身

体，磨练意志，开封人也应该会从斗鸡中唤起勇气和高贵的气质吧。开封斗鸡血统很纯，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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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鸡或者亲自玩儿上两把，才不枉来开封一趟。

旅人提示： 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是斗鸡比赛的日子。农历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四，也是斗鸡的

好时候，斗鸡地点多选择清明上河园内。

   

7、沸沸扬扬热热闹闹，来碗开封羊汤

羊肉汤是开封老百姓最喜欢的美食，开封的羊肉汤一般都是用大锅炖肉和骨头汤，吃的时候可以

选择吃白肉，闷罐肉，苏肉，丸子，肚肺或者原油肉，就着汤吃的馍叫锅盔。你面前的一大碗羊

肉汤红堂堂的，冒着热气，飘着奶香，十分诱人。你几声哧溜之后，那一大碗汤就只剩下了半碗

，你慢慢地把锅盔掰成小块，泡进汤里，然后对着汤锅一声吆喝：老板，添汤！小伙计拿着抹布

，马上又跑了过来。在开封，喝羊汤不仅仅是汤的问题，还要有一种氛围，一种开封人特有的生

活态度，和一帮人挤在一张边沿已经发毛的旧桌子旁，面前是一大碗红堂堂的羊肉汤，

热热闹闹沸沸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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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想要品尝到最好最纯的羊杂，就去鼓楼夜市

   

8、开封第一楼包子，一扫光，满口香

开封第一楼其前身是“第一楼包子馆”，至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提起透明灯笼，放下百褶菊

花”，说的就是“开封第一楼小笼包子”。其后，对包子的制皮、馅料及外形进行了大胆改进，

还改大笼为小笼蒸制， 就笼上桌，旋蒸旋吃，生意更加兴隆。 包子皮馅分明，色白筋柔，灌汤流

油，鲜香有味；吊卤面光滑筋香，卤稠而不腻，与面相粘，不脱不流 ，味道绝美，不可不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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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店：寺后街8号，电话：0378-5650799，

西区店：开封市西环路30号，电话：0378-3986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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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封主要景点

开封是中原地区黄河沿线重要的旅游城市。遍布市县的名胜古迹，依稀可寻的古城风貌，特色浓

郁的民俗文化，绚丽多姿的秋菊，显示了古都的风韵和魅力。

   

1、中国翰园碑林

中国翰园坐落于古都开封风景秀丽的龙亭湖风景区，分碑廊和园林两大景区，园林清新淡雅，景

色迷人，瀑布喷泉跌宕，湖岛相映生辉，苍松翠柏，亭台楼阁掩映于湖光山色之中，让您在这秀

丽的景色回味中华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古朴典雅、雄伟壮观的碑廊收藏了三千七百余块书画碑

刻瑰宝。以书法艺术为主，集诗、书、画、印精华之大成，系列表现了中国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史

，从殷商甲骨文开始，汇集历代名碑名帖和著名书法家的代表作，展现了中国书画艺术的源远流

长和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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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0点旳暧昧  提供)

地址：开封市龙亭区龙亭北路15号

电话：0378-2891558

门票：30元

开放时间：8:00-18:00

交通：1路、15路、20路、30路公共汽车到达

 

   

2、清明上河园

清明上河园是按照1：1的比例把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代表作，堪称中华民族艺术之瑰宝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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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上河图》复原再现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主要建有城门楼、虹桥、汴河、食街、酒楼

、茶肆、当铺等。集中展现民间游艺、杂耍、盘鼓、斗鸡等京都风情。整个景区内芳草如茵，古

音萦绕，钟鼓阵阵，形成一派“丝柳欲拂面，鳞波映银帆，酒旗随风展，车轿绵如链”的栩栩如

生的古风神韵。清明上河园作为集历史文化旅游、民俗风情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趣味娱乐旅游

和生态环境旅游于一体的主题文化公园，突出体现了观赏性、知识性、娱乐性、参与性和情趣性

等特点。 

清明上河园夜景(图片由网友 @东京的那樱花  提供)

地址：开封市龙亭西路

电话：0378—5663819

开放时间：09:00—22:00

门票：80元

交通：1、15、20路公共汽车抵达

   

3、天波杨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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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左耳说等你  提供)

位于开封市西北部杨家湖北岸，占地2.6公顷。杨家一门忠烈，曾大战金沙滩，力保大宋江山，是

北宋的柱石之臣，可惜终被奸人所害。流传于民间的“四郎探母”、“十二寡妇征西”等故事都

和杨家将有关。

天波杨府建筑井然有序，由东、西、中三个院落组成。中院是杨府官邸部分，有大门、照壁、钟

楼、过厅、天波楼、配殿、后殿，殿内有歌颂杨家将忠心报国的大型群雕和祭祀杨家将的孝严祠

；西院是杨家花园，内有亭、台、楼、榭、廊、山水、曲桥，一派江南园林风光；东院是校场，

是骑马射箭、校兵练武的场所。

开放时间：7:30-18:00

门票：30元

电话：0378-2891929

交通：从火车站乘1路公交车可到，15、20路公交车可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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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都御街

宋都御街位于开封市中山路北段，是为再现宋代御街风貌，于1988年建成的一条仿宋商业街。南

起新街口，北至五朝门，全长400多米。两侧角楼对称而立，楼阁殿铺鳞次栉比，其匾额、楹联、

幌子、字号均取自宋史记载，古色古香。50余家店铺各具特色，经营开封特产、传统商品、古玩

字画。售货员身着仿宋古装，殷勤地招待八方来客。漫步御街，仿佛一步跨越了上千年的历史长

河，令人充满对昔日宋都繁华景象的无限遐想。

俯瞰宋都御街街景      (图片由网友 @左耳说等你  提供)

地址：开封市中山路北段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免费

交通：1路公共汽车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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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龙亭公园

国家AAAA 级旅游风景区龙亭，位于开封城内南北交通中枢干线中山路北端。龙亭是开封最大的

风景区，其中水面过半。龙亭一带早在一千多年前曾是唐朝宣武军节度使衙署的所在地，后梁时

改建为皇宫，名建昌宫。后晋、后汉、后周定都开封时仍以此地为宫室，改名为大宁宫。北宋时

在此建大内皇宫，使之进入了历史极盛时期。后因黄水泛滥，渐成废墟的煤山上建了一座"万寿宫

"，内设皇帝牌位，文武官员定期到此朝贺遥拜，后改称"龙亭"。公园三面环水，风景秀丽，既有

北方宫殿浑厚之气魄，又兼南国园林秀丽之娇美，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使龙亭闻名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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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七朝都会

(图片由网友 @东京的那樱花  提供)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中山路北段

电话：0378---5660316

开放时间：7:00—19：00

门票：35元

交通：1路公交车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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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七朝都会
6、大相国寺

大相国寺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寺院，是国家AAAA旅游景点。始建于北齐天保六年。该寺历史悠久

，是我国汉传佛教十大名寺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北宋时期，相

国寺深得皇家尊崇，多次扩建，是京城最大的寺院和全国佛教活动中心。《水浒传》描写的鲁智

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就发生在其所辖之地。现为清康熙十年（1671年）重修的格局。目前保存

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八角琉璃殿、藏经楼、千手千眼佛等殿宇古迹。整座寺院布局严谨，巍峨

壮观，令人赞叹。

大相国寺佛像(图片由网友 @0点旳暧昧  提供)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自由路36号

开放时间：08:0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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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七朝都会
       电话：0378- 5665290

门票：30元

交通：5、9、20路公共汽车到达

 

   

7、铁塔公园

开封铁塔是中原文化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如擎天玉柱耸立在开封城东北隅，它以精湛绝妙的

建筑艺术和宏伟秀丽的身姿而驰名中外。铁塔又名“开宝寺塔”，坐落在开封铁塔公园内，因塔

身全部以褐色琉璃瓦镶嵌，远看酷似铁色，故称为“铁塔”。塔身遍砌花纹砖，上有飞天、麒麟

、菩萨、乐伎、狮子等花纹图案50余种，造型优美，神态生动，堪称宋代砖雕艺术杰作。铁塔以

卓绝的建筑艺术闻名中外，其设计精巧，结构坚固，虽经地震、河患、狂风暴雨和人为的破坏，

仍巍然屹立。铁塔公园是以铁塔而命名的名胜古迹公园，园内林木茂盛，芳草戚戚，幽静典雅。

公园的北面与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开封古城墙遥相呼应，为中国百家名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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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七朝都会

(图片由网友 @左耳说等你  提供)

电话：0378—2826629

       开放时间：07:00—19:00

门票：20元

交通：1、3、20路公交车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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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七朝都会
8、繁塔

繁塔位于开封火车站东面，是开封市现存最古老的地上建筑。始建于北宋年间，是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繁塔高36米，六角形，结构独特，在三层大塔上面，还有一个六层小塔。塔身用不同的

加釉灰色方砖砌成，每块砖上均雕有佛像，有释迦牟尼、文殊、普贤、观音、罗汉等，雕工精细

、形象鲜明。在塔内各层的墙壁和登道上，还镶嵌着琳琅满目的宋代石刻题记，其中最引人注目

的是宋代书法家赵安仁的楷书。 

(图片由网友 @0点旳暧昧  提供)

开放时间： 8:00-17:30

门票： 10元

交通： 15路公共汽车到达

   

9、禹王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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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七朝都会
禹王台最早叫吹台，相传春秋时代晋国著名盲人大音乐家师旷曾在此吹奏乐曲得名。现今禹王台

公园内的主要景点有：纪念师旷的古吹台；康熙亲书“功存河洛”牌匾的御书楼和乾隆御碑亭；

为纪念李白、杜甫、高适三位大诗人登吹台吟诗作画而建的“三贤祠”；纪念大禹治水的禹王殿

等。除了文物古迹，公园内还有辛亥革命烈士纪念园、牡丹园、中日友好樱花园、芳春园等浏览

景区。园内苍松翠柏，古树参天，奇树佳卉，花团锦簇，亭廊楼阁，风光旖旎，鸟语啁啾、景色

宜人。登临其间，令人游目骋怀而心旷神怡，是名副其实的千古名园。 

禹王台公园古吹台(图片由网友 @左耳说等你  提供)

地址：开封市繁塔东一街38号

电话：： 0378—2678761

门票：10元

交通：8、12、15路公共汽车到达

   

10、开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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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七朝都会
“开封府”为北宋时期天下首府，威名驰誉天下，包龙图扶正祛邪、刚直不阿、美名传于古今。

位于开封包公湖东湖北岸，气势恢弘，巍峨壮观，与位于包公西湖的包公祠相互呼应，同碧波荡

漾的三池湖水相映衬，形成了“东府西祠”，楼阁碧水的壮丽景观。在开封府，除了能够看到大

批珍贵史料，轶事和陈展外，还能够看到“开衙仪式”、“包公断案”、“演武场迎宾表演”、

等丰富多彩的表演活动，真切地体会到“游开封府，品味大宋文化；拜包龙图，领略人间正气”

。想体验府衙文化，亲睹包公威严，了解大宋逸闻传奇就请游开封府。 

(图片由网友 @可爱海小宝  提供)

地址：开封市包公东湖北岸

电话：0378—3983319

门票：50元

交通：1、4、16、20路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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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七朝都会
  

四、开封周边景点

   

1、云台山

云台山位于河南省修武县境内，是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同时又是河南省唯一一个集国家重点

风景名胜区、国家AAAA级景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名胜区、国家猕

猴自然保护区六个国家级于一体的风景名胜区。云台山满山覆盖的原始生林，深邃幽静的沟谷溪

潭，千姿百态的飞瀑流泉，如诗如画的奇峰异石，形成了云台山独特完美的自然景观。众多名人

墨客的碑刻、文物，形成了云台山丰富深蕴的文化内涵。云台山以山称奇，整个景区奇峰秀岭连

绵不断，不禁使人心旷神怡，领略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境。云台山以水叫绝，素以"

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而著称。落差314米的全国最高大瀑布-云台天瀑，犹如擎天玉柱

，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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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七朝都会

(图片由网友 @左耳说等你  提供)

开放时间：08：00-18：30

门票：旺季：120元（旺季：3月到11月）淡季：60元 （淡季：12月到2月）

电话：0391-7709001

交通：

景区外交通：去云台山要在焦作中转，开封有多班火车到达焦作，车程为三个小时，然后 在焦作

坐旅游车，在旅游旺季每半小时一趟，行程约30分钟；或者坐三路车到方庄然后打车上山，人多

打车上山更方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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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七朝都会
景区内交通：景区内有快捷便利的观光车队，泉瀑峡有舒适环保的电瓶车队，电瓶车票价单程5元

/人，路程1公里。

 

   

2、青天河风景名胜区

青天河风景名胜区位于河南省焦作市西北20公里处，是河南省十佳风景名胜区，太行山国家级猕

猴自然保护区，因高峡平湖，山青水秀而得名，素有“北方三峡”和“桂林山水”之美誉，是一

处以秀丽山水为主体，以奇泉异洞为特色，以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内涵，供休闲、观光、科学教育

的理想之地。 青天河之“山”南北兼容，既有北国山川雄险之势，又有南疆河岳柔美之态，新开

发的佛耳峡则完全是一幅动感的山水画廊。这里还有与少林寺齐名天下、八极拳发源地、清乾隆

皇帝曾三次朝拜的千年古刹月山寺。这里林海无边，植被茂密，四季如画，尤其是秋季满山红叶

，堪称中原之最，是一处云雾漂缈、空气宜人的天然氧吧和森林乐园。 

(图片由网友 @东京的那樱花  提供)

开放时间： 7：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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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七朝都会
门票： 50元

电话： 0391—8972910

交通：首先坐火车到达焦作，然后乘6路公交车到博爱县，博爱县体育馆转盘早上8点半左右有景

区班车，或者在博爱县城出租过去，大概要60元左右

   

3、嵩山少林寺

少林寺是我国久负盛名的佛教寺院，声誉显赫的禅宗祖庭，少林功夫的发祥地，位于登封市西12

公里处的嵩山五乳峰下，是嵩山风景区的主要核心景区之一。民国时期，军阀石友三放火烧毁了

少林寺的大部分建筑，千年基业毁于一旦。新中国成立后，少林寺雄风重振，特别是1982年一部

《少林寺》电影，使少林寺、少林功夫风靡世界，成为河南乃至世界的一个顶级旅游产品。 少林

寺自建寺以来，禅、武、医举世闻名，经久不衰，沉积了丰厚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曾先后被

评为“郑州市十大旅游景区”、全国首批“4A级景区”，年接待游客150余万人次，是名副其实

的中原旅游明珠，华夏旅游胜地。 

少林寺塔林(图片由网友 @左耳说等你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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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七朝都会
开放时间： 8:00-17:00

门票： 少林寺旅游通票40元，太室山景区25元

联系方式： 0371-62887139 

交通：先乘火车到郑州，郑州火车站有一日游专线车，往返车票40元。

   

4、八里沟景区

八里沟景区位于河南省新乡市西北50公里处，总面积28平公里，属典型的南太行风光，是国家级4

A级景区、国家地质公园、自然猕猴保护区、河南省著名风景区、河南省十佳景区。荟萃了太行

山水精华，集奇、险、俊、秀、幽于一谷，号称“太行之魂、中华风骨”，被园林专家誉为“亚

洲一绝”。

八里沟主要包括桃花湾、山神庙、羊州地、红石河和玉皇峰五大景区，有150多处景点。有渠瀑、

帘瀑、沟瀑等大小瀑布100多处，是华北地区绝无仅有的瀑布群体，其中八里沟大瀑布落差200米

，四季流水，气势恢弘，被誉为“太行天瀑”；主要景区红石河碧水横溢，红绿相映，色彩斑斓

，明丽如画，因海拔1100米被誉为“太行天河”；太行主峰玉皇峰，东观日出，西望云海，南眺

黄河九曲，北览千峰竞秀。真正是步移景异，各有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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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七朝都会

(图片由网友 @0点旳暧昧  提供)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 60元

电话：0373-6699201

交通：先去汽车总站坐去新乡的车20元，从新乡去八里沟有两个路线,一个是从车站直接到八里沟,

车站有这样的车,另一个就是去辉县转车,转车也不床烦。两种方式价钱都是14块，时间大概都是10

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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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七朝都会
  

五、开封行程推荐

线路一：.龙亭 - 宋都御街 - 中国翰园碑林 - 清明上河园 - 铁塔

从火车站乘1路公交车去龙亭公园，然后到宋都御街，中午就在这里用午餐。下午前往中国最大的

碑林——翰园碑林，欣赏历朝历代高超的书法艺术，然后去清明上河园游览，最后乘3路车去铁塔

公园，感受古汴京八景之一的“铁塔行云”。

线路二：繁塔 - 禹王台 - 大相国寺 - 包公祠

乘14路公交车去繁塔，此塔造型奇特，国内罕见。然后走到旁边的禹王台公园，领略一下古吹台

的风致。游毕禹王台，下午可从火车站乘15路公交车去大相国寺，顺便可以上相国寺批发市场转

一圈。最后乘10路车去包公祠，一睹这位北宋名臣包青天的“真容”（蜡像）。

线路三：包公祠——开封府—大相国寺——山陕甘会馆——龙亭——铁塔公园

乘8路公交车到包公祠，参观完毕后乘35路到开封府，接着坐三轮车到大相国寺，穿过步行街和有

卖大梁包子的南书店街就是山陕甘会馆，会馆的牌坊绝对可以用精美绝伦来形容，接着步行至鼓

楼站乘10路车到铁塔，游玩铁塔公园后，乘1路或20路到龙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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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七朝都会
  

六、开封交通

民航

开封没有机场，但是距离郑州新郑机场不远，一个小时左右就可到从机场到开封市区。

开封到新郑机场路线：金明广场坐城际公交，郑州德亿大酒店下车（7元），然后坐26路公交到民

航大酒店下车（1元）乘机场巴士，大概40分钟左右到达机场（15元）。直接打的到机场200元左

右，建议跟司机讲价，运气好可以150甚至更低价。

铁路

开封地处中原，交通便利，跨越我国东西部的主干铁路──陇海铁路途经开封站。从开封向西可

达郑州、洛阳、西安等地，向东可到江苏徐州等地。开封距郑州70公里，距商丘150公里，由此中

转经京广、京九铁路可达全国各地。

上海到郑州的动车经停开封，全程6个小时。

开封火车站位于市区南部，从市内乘1、3、4、5、9、10路等公交车均可到

公路

开封至郑州、洛阳、三门峡、商丘有高速公路相连，经郑州向北可通达新乡、安阳直至北京；向

南可通达许昌、漯河、驻马店直至深圳。开封高速公路出入口距市区车程为10分种.国道106线（

北京至广州）在境内南北贯通，国道310线（天水至连云港）与220线（开封兰考至滨州）相通，

开封长途客运站位于火车站北侧。

开封长途客运站在火车站的北侧。

开封到郑州交通最方便，两个城市开通城际公交，票价7块钱，可以在金明广场上车。

市内交通

a.出租车：开封出租车起步价为5元/2公里，以后的每公里收费为1元，市内景点之间的出租车费用

不会超过15元。

b.交车：开封市内各景点间交通十分便利，乘公交车可通达市内各景点。市内公交运营车辆均为

大巴，且都为无人售票车，上车1元。20路公交车为旅游专线，能直接到达各个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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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开封住宿

1.开封天福青年旅舍

到开封府、包公祠、相国寺不到五分钟，离相国寺汽车站和开封西站均是500米，房间设施是空调

液晶电视，独立卫浴和免费宽带，另有四人间六人间均带独立卫生间。价格在40元—125元之间，

非常适合学生游客。

地址：开封市迎宾路30号（迎宾路和观前街路口处）

电话：0378-2231050

价格：标间有95和125元两种房型

交通：从火车站坐九路公交车，一共六站路到淮河医院下车，下车即到。打车的话是七块钱。从

相国寺汽车站走路五分钟即到。

2.开封宾馆

开封宾馆地处古都中心，是一座具有浓郁宋代建筑风格的庭院式花园宾馆。宾馆距千年古刹大相

国寺500米，和闻名中外的开封夜市仅一条街只隔，是古城开封重要的社交场所。

地址：河南省开封自由路中段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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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378-5666266

价格：标准间170元

3.开封龙凤宾馆

开封的一所经济型、高性价比的宾馆，位于开封小南门里卧龙街，距开封火车站、汽车站仅3分钟

车程，交通非常便利。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卧龙街25号

电话：0378-5652222

价格：标间140元

交通：距火车站1.2公里，出租汽车 3分钟（5元），三轮车费3元；

距汽车站1.2公里，出租汽车 3分钟（5元），三轮车费3元；

4.开封大金台宾馆

宾馆位于鼓楼街与商场后街交汇处东，西靠大相国寺、振河商业城，东邻东大寺，距火车站仅10

分钟车程，交通便利，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地址：开封市鼓楼区23号

电话：0378-2552888

价格：标间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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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距离开封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约3.6公里，乘坐出租车约10分钟； 

距离郑州新郑机场约87.8公里，乘坐出租车约1.5小时；或由机场乘坐机场大巴至开封航空大厦站

下，步行至酒店。

5.开封未来假日酒店

酒店位于中山路与寺后街交汇处，邻近龙亭景区、振河商业城、开封府，休闲、购物便利

 地址：开封市吹古台街28号附1号（市公安局正对面）

区域：鼓楼广场/市中心区域  

电话：0378-3696999

价格：标间239元

交通：距离开封火车站2.6公里，乘坐出租车约10分钟可达酒店；

距离郑州新郑机场95公里，乘坐出租车约2小时可达酒店。

 另：开封还有开元、中州、金源、阳光等星级酒店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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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开封美食

开封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十大菜系中“豫菜”的发祥地。开封菜也以独特的汴京风味成

为豫菜的代表之—。

   

1、特色美食

炒凉粉

炒凉粉是开封广大市民喜食的一种风味小吃。在开封城内，很多集贸市场和小吃摊点集中的地方

大都设有出售点（大多用摊车），一般居民家庭也会制作。制法是：把粉芡配水打成稀糊，入沸

水成熟糊晾凉，即为凉粉。炒凉粉就是发凉粉为主料，佐以豆酱、葱、姜、加油炒制而成。热香

鲜嫩，焦而不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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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肉炕馍

羊肉炕馍，名字很怪吧。是薄薄的白面饼中间裹着羊肉末，饼是热的，肉末是热的，吃起来小心

烫嘴啊。筋道面饼，焦香的肉末，很有嚼头。卖这个的小摊就随处可见了。事先炕熟的面饼两层

，中间加上羊肉末和葱花，调味用盐，味精和孜然。放到鏊子上加上羊油炕到金黄焦酥，香气四

溢即可。

浆面条

凡是喝过浆面条的人，提起这味小吃，立时会觉得余香满口，回味无穷。它虽然是中原面条饭食

中的一种，但它那特殊的原料和特殊的做法，使浆面条与普通面条的味道截然不同。

鲤鱼焙面

鲤鱼焙面在开封非常有名，很传统的一道菜了。把原来的糖醋鲤鱼跟焙面结合在一起，做成这样

一道有名的开封传统菜系。这个焙面就是那种很细、油炸过，非常的酥脆，人称龙须面的那种。

又酸又甜，本身爱吃鱼，再添上了这龙须面，所以这样搭配的方法让我觉得很新奇，但也很喜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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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瓜鸡丁

酱瓜鸡丁是一道冷菜系的，跟宫爆鸡丁其实有些类似。不过，酱瓜鸡丁里放了甜面酱，所以口感

又不同。有着浓浓的酱香味，味道很好，酱黄瓜非常脆，在开封挺喜欢吃的一道菜。

   

2、美食地推荐

1．黄家包子馆

虽然第一楼包子非常出名，但是人气太旺要等很长时间才可以。因此再此推荐本地人最经常去的

另一家正宗包子铺——黄家包子铺，据说味道比第一楼的要好。

地址：分店众多，推荐两家，滨河路西段330号和宋城路1号。

2.开封夜市

开封的小吃多集中在夜市，说是夜市其实下午5点左右就渐渐开始了。市中心有鼓楼夜市，学院门

夜市，西有武夷夜市，西司夜市，南有大小南门夜市，北有北门夜市，其他如宋门、宋都御街等

地都有夜市。 开封夜市小吃的品种繁多，味道各异，琳琅满目。五香咸兔肉、鲤鱼焙面，红薯泥

，炒凉粉，著名御菜—套四宝，烧鸡、桶子鸡、信阳烤鱼、胡辣汤、洛阳浆面条⋯⋯除此以外，

还有酥松香甜的花生糕，热甜软烂的冰糖熟梨，鱼味美可口的黄焖鱼，酸辣香醇的羊肉胡辣汤，

以及著名的开封灌汤包。

推荐夜市

a.鼓楼夜市

鼓楼夜市从北宋延续至今，已成为开封的一大景观也是这里最大的夜市。小吃多式多样,各种口味

俱全,不光有本地特产,还集中了各地的风味小吃,夜市南边以清真为主，北边以汉民小吃为主。

交通：可乘4、6、8、10、13、14、20、22、24路公交车直达。

b.西司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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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人常去的夜市，人气也很旺。鱼豆腐送饼、羊肉串、涮肚、铁板豆腐这些都很不错 。一路走

一路吃，二、三十元就能品尝到多种美味小吃，在摩肩接踵的人潮中可以真切感受到夜市的热闹

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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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开封特产

1.包公豆

“包公豆”是开封著名的小吃。就是一颗长得像包公脸一样的黑的花生豆，经过各种天然植物香

料浸泡、盐焗而成，

因为风味独特，外观黑色，似包公面相，口感艮香，似包公秉性，故被称为包公豆。

2.野生刺梨

刺梨为蔷薇科植物缫丝花的果实，又名茨梨、木梨子，是滋补健身的营养珍果。是鄂西山区的天

然野果。 刺梨的收获期不足30天。刺梨为野生小灌木，四至六月开粉红色、红或深红色的花，夏

花秋实。果实多为扁圆球形，横径一般为二至四厘米，八至九月果实成熟，黄色，有时带红晕。

果肉脆，成熟后有浓芳香味。果皮上密生小肉刺，俗称之为“刺梨”。果实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每百克鲜果的可含部分一般含维生素C二千毫克，因此被称之为“维C之王”；单宁五百至一

千毫克；含酸一至二克；总糖量一般四克左右。

3.杞县大蒜

杞县大蒜已有一千多年的栽培历史。经过长期的精心培育，现已成为独具特色的土特产品，在国

内外市场上享有盛誉，产品远销英、美、香港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4.杞县酱红萝卜

杞县明德堂莫家酱菜始创于明嘉庆二十年（1815）年，其中最有名气的酱红萝卜沿传至今，盛誉

不衰。 

5.朱仙镇豆腐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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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仙镇五香豆腐干原名“五香茶干”。相传最初为战国时齐国的名产，由齐宣王赐名，唐朝时传

入朱仙镇，后常作为贡品向唐朝皇帝进贡。明末以后，由朱仙镇王姓“玉棠号”继续制作，至今

已祖传十余代，久盛不衰。

6.开封花生

开封群众有名俗话，叫做“沙区三大宝，花生、西瓜和大枣”。就全国而言，种花生的地方不少

，然而开封 花生却以籽饱、果大、皮薄、味香、产量高、种植面积大而独树一帜，开封素有“花

生王国”之称。

7.开封花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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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是全国著名的花生产区。早在五六百年之前，我们开封便有了一种传统的特色小吃—花生糕

。清朝时期，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太后西行到西安避难，等她回鸾途径开封，当地官员捧着

花生糕，让她品尝，她尝国后连连称赞，从此定为宫廷的贡品，每年都要向皇宫进贡。从此开封

花生糕也就名扬四海了。

8.开封草编艺术

草编是我国的传统手工艺品，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在生活和劳动中创造了它，普普通通的麦秸花

草在一双双巧手的编制下变成了精美多姿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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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开封民俗

开封传统民俗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特色浓郁，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开封民俗文化节是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集中展示地方特色民俗活动的重要节日，每年举办一次。节庆期间，各类民俗

表演队会聚一堂，有舞狮、盘鼓、高跷、旱船、唢呐等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

1、盘鼓 

(图片由网友 @东京的那樱花  提供)

过春节，逢节庆，打盘鼓，是开封传统的民间文化活动。开封盘鼓节奏性强，套路多变，气势恢

宏，深受广大市民和中外游人的喜爱。目前，开封有盘鼓队30余支，每逢元旦、春节、国庆和文

化节、菊花花会、庙会都要举行盘鼓表演和比赛。那隆隆的盘鼓声，豪放的击鼓英姿，促人精神

振奋。开封盘鼓队曾赴日本、香港表演，广受赞誉。

2、风筝

三月春风放风筝，是开封市民家家户户喜爱的活动。开封风筝历史悠久，花样繁多，制作考究。

每到春季，古城上空风筝纷飞，争奇斗艳。民间艺人制作的工艺风筝、微型风筝，是中外风筝爱

好者收藏欣赏的佳品。近年来，开封先后承办了全国第二届风筝比赛和国际风筝会，使这一传统

的民俗活动不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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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可爱海小宝 提供)

3、鸟市

养鸟是七朝古都开封的风俗，是其他古都都所不及的特点。追溯汴京鸟市的历史，在《东京梦华

录》中就有记载。从开封养鸟人家留下来的古董上，还可以看出在明代开封的养鸟、买鸟又有了

新的发展。到了清代，开封的养鸟达到鼎盛时期，鸟市就在大相国寺。近年来在汴京公园西侧自

发形成的汴京鸟市，是开封市一个独特的景观。  

4、灯会

开封的元宵灯会自宋代以来绵延千年。古都灯会继承了历史传统，不断发扬光大。灯会种类繁多

，设计新奇，规模宏大。每当元宵之夜，市内造型各异的彩灯比比皆是。整个古城火树银花，璀

璨夺目。一年一度的灯会，常常吸引大批中外游人前来观赏。每年的元宵灯会让人充分领略“火

树银花不夜天”的绚烂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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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1、开封地方风味小吃的经营者很大一部分是回族，而且往往是在开封的回族聚居区，能品尝到很

地道的小吃。所以，到开封旅游时，应该比较注意自己的言行，尊重各民族的生活习惯.

2、大相国寺酥饼之类的东西在超市也有得卖，可能会更便宜一些，建议买之前先逛逛超市

３、开封旅游常用电话

a.航空

南航开封售票处：0378-5955555 

b.火车

问询电话

开封火车站总机电话：0378-5951404

问事处电话：0378-5951139 

售票电话

开封铁路票务中心电话：0378-3966888-2018

c.长途客运

长途总站电话：0378-5653504

客运西站电话：0378-3931487 

客运东站电话：0378-2924756 

相国寺客运站:电话：0378-5972309 

d.投诉电话

开封旅游局（开封市金明大道83号）：12301

公交总公司投诉电话：0378-5950601 

出租车投诉电话：0378-387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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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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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