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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淄博：不一样的故事，看得见的春秋

周村古商城           摄影：潘永强 (图片由网友 @胡同串子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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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地理位置

淄博景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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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淄博旅游最棒体验

   

1、品位周村独一无二的味道——周村烧饼

周村烧饼，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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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小贝 提供)

      可爱的烧饼博物馆会让你更加了解周村烧饼，烧饼发展历史的展示并不是关键点，那

面巨大的由无数老人孩子外国人中国人品尝烧饼时展露的笑脸拼成的墙才是最美的一幕。孩子童

稚的笑，老奶奶温暖的笑，让人看起来暖暖的，很想亲口尝下这美味的烧饼。下到负一层，脚下

整片地是由玻璃铺就的，因此可以直接看到地下室烧饼工厂里工作人员的制作过程。旁边是烧饼

品尝地，当然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在这里买到刚出锅的新鲜的烧饼。烧饼极薄，入口酥酥脆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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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甜的味道一直渗入口中，吼中，回味良久，好像幸福的味道。

   

2、夜游周村，迷失于喧嚣之外的宁静小道

相比于白日的热闹，夜晚的周村显得更加清净安宁，置身其中，漫无目的的游荡，和当地人一起

聊聊天逗逗小猫，便可逃离尘世喧嚣。周村深厚的历史感，在当地住户的热腾腾的户外夜宵中，

在小孩子爽朗的笑声中，在爷爷奶奶慈祥的面孔中，变得更加真实可触。走过凤凰吊脚楼下安静

流淌的沱江岸，经过阳朔西街喧闹的酒吧街头，却觉得，最具有生活实感的，是周村。 

(图片由网友 @随心所欲 提供)

夜晚的周村只能看见零星的游客，他们散漫的，悠闲的，在街道上闲晃。店铺在天黑时就已经关

门，所以吃过晚饭的老奶奶们，就三三两两的坐在门灯下，捋着花白的头发，看游人安静的走过

，猫儿狗儿就卧在她们身边，懒懒的不肯动弹。消闲的夏日，走进全周村唯一一家的“小资”咖

啡店，店铺不大，一杯奶茶只要6块钱，也许正是因为游客不多，商业气息不浓，才会有如此实惠

的小店，布置很温馨，伴随着动人的粤语歌，可与好友尽情相谈，以致忘记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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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踏湖上荡“齐风”

马踏湖不是烟波浩渺，而是湖水弯弯，不是辽阔无际，而是曲径通幽，它是深藏在芦苇丛中的湖

。两岸芦苇茂密，风摆杨柳，船行中，随手即可折一根芦苇，手巧的可以做成芦笛吹响。整个湖

区有蒲苇夹道，河道纵横、交织成网，曲曲折折的水道，随风飘摇的芦苇，木船上捕鱼的鱼鹰让

人误以为知己置身江南。船上，围坐在长条桌旁，与好友倾谈那些久远的齐国齐地的故事，瞬间

，似乎《齐风》浩荡，好像那些古人一个个又故地重游。 

(图片由网友 @浅吟漫步 提供)

倘若夏天来马踏湖，你还可以在接天莲叶之中荡舟采莲，或者像月光清照一样，争渡，争渡，误

入藕花深处⋯⋯时至晌午，你可以泊到临湖的竹屋中去品尝马踏湖的鲜美食物：渗油的金丝鸭蛋

、白莲藕袅娜的清凉、盘中的鲫鱼味美纯正，透着骨里的香⋯⋯此时，清风徐来，你可以与三五

好友或者家人把酒临风，吟咏唱和，饮尽一湖的甘冽与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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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观瓷器馆，让时光和美在陶瓷中凝驻

  八千年火与土的艺术交融，成就了今天斑斓的陶瓷文化。从实用物品到装饰点缀之物，陶瓷的

发展历程也折射了生活的发展。而以保护陶瓷，传承文明为己任的中国陶瓷馆记录下了陶瓷的发

展历程，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展品，一座座逼真神似的陶象雕塑，要告诉我们的实在是太多太多。 

(图片由网友 @元小美 提供)

置身于各色各样的精美磁器中，有一种无法言述的欢喜和感叹，是怎样灵巧的双手，制作出如此

精美的瓷器，历经千年的风霜依然美的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却原来，美和时光也可以这样

凝驻在陶瓷中不凋谢。

   

5、游蒲松龄故居，“方寸”通幽探聊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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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随心所欲 提供)

蒲松龄故居座落在淄川蒲家庄一片普通的农舍中。他的居室冷清、简陋，可以想见当初这位为求

得一官半职而奔波一生的文人生活的寒酸。这古色古香的地域，用虬枝盘曲的古树作点缀，端庄

、质朴、典雅、厚重。其实，无论怎样的高墙，也难以抵挡住现代气息的渗入。然而，他笔下的

妖狐鬼怪永不褪色，在世间活跃着，绽开着或妩媚或单纯的笑容，将自己或美满或凄凉的结局活

脱脱展示在人们面前。说不定在世间的哪个地方，会真的住着狐、魔、花、妖。不然，一个怀才

不遇的文人怎写得尽世间百态，写得出如此凝聚希望与失望的书？

   

6、像祖先那样去踢球——访足球博物馆

就像在同一片足球场上竞技，左边大幅壁画展示的是中国古装运动员以头顶、脚踢、胸停；右边

则是贝克汉姆、罗纳尔多、菲戈等足球巨星的精彩动作；中间是象征世界与淄博的大型标志。这

里是临淄足球博物馆的入口大厅，中国临淄的蹴鞠与世界足球在这里交汇、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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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羽飘 提供)

       淄博临淄足球博物馆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历史图片和复原场景，形象地

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两千多年的蹴城：眼前万众欢呼，掌声雷动，激动的ＦＡＮＳ们兴奋地为自

己的球队和喜爱的球星呐喊助威，甚至为得到他们的一个亲笔签名而激动不已。虽然那时没有专

业的足球媒体，没有专门的策划包装公司，但并不妨碍蹴鞠成为当时的第一运动。球迷们对蹴鞠

的热情，完全是自发的和纯粹的。在这里还可以看到精彩的古代蹴鞠表演，幸运的话还有机会亲

自参加一次蹴鞠比赛，像祖先那样去踢一场球赛。

   

7、在中国古城博物馆聆听车辚辚、马萧萧的历史之音

春秋战国，人人面临的是战争。一个诸侯国要生存下去，没有比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更重要的事

了。古人视死如生，诸侯死了也不能忘记兵权，于是就有了战车和战马的陪葬。战车是当时的实

物，排得很整齐；辕马是杀殉，边杀边向坑中推下，马或挣扎、或昂首、或半跪，虽是骨架了，

却惨像如生。 

                                               11 / 7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229&do=album&picid=37299


�������

淄博：齐国故城

(图片由网友 @随心所欲 提供)

在古车博物馆，你是如此近距离的和死亡接近。似乎听到了荆轲决然刺秦的悲壮，听到了边塞寒

蝉的鸣唱，感受了“车辚辚 马萧萧”、“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离别场景。那

些戍边的将士虽镇守在陵前，但内心里却是对故土的眷恋，眼眸中是恨是怨是顺从中还是冷峻，

你无从读出，却能够感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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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淄博景点

   

1、周村古商城

周村是封建社会后期经济转型中兴起的手工业商业城镇，明清时期发展成为我国北方的重要商镇

，号称“天下第一村”。周村古商业是在各种手工业、农副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从康熙

到道光近150年的发展，周村成为相当繁华的市镇。周村古商城历经数百年风雨至今仍保留完好，

街区纵横，店铺林立，建筑风格迥异，被中国古建筑保护委员会的专家誉为“中国活着的古商业

建筑博物馆群”，具有很高的旅游观光价值。    周村古商业由大街、丝市街、银子市街、绸

市街等古商业街区组成。古商业城南有山东讨袁护国军司令部旧址及魁星阁庙宇，北有明教寺、

千佛阁、汇龙桥，是周村自然人文的集汇所在。古商业城的主要街道又叫大街，是周村最大、最

古老的一条商业街。游览整个景区需要大约4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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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景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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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景点：

大染坊

(图片由网友 @浅吟漫步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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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染坊三进院落，有上浆、整形、成品车间，有掌柜房、帐房和住宅，里面的陈设古色

古香。在工棚里面，可以看到有白发的老大娘仍然从容地摇车纺线或者坐在织布机前掷梭，也可

以看到健壮的汉子在染缸里面染布，从纺线、织布到染色这一系统的流程，游客都可以动手参与

。天气晴和的日子，在大染坊的院子里，看到明净的阳光照下来，高高的竹架上悬挂着染缸里染

出的一幅幅大红、深绿、鹅黄和蓝底白花的印染布，明亮的色彩衬着灰扑扑的青砖古墙，有一种

很奇异的视觉效果，仿佛是一部老电影中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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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54年），辞官回乡。为发展家乡经济，自己承担了全部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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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大街北首立下“今日无税”碑，使周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保税区”。民俗展馆

选取婚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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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民俗展览馆位于大街中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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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与民生活息息有关，和君风俗脉脉相联”。

票号展馆

票号展馆位于周村银子市街28号，共设7个展厅，主要是用大量实物展示周村票号的兴起、发展、

繁荣到衰败、歇业的过程。票号展馆的北面就是精彩纷呈的演艺广场，往南走，则可以到达极负

盛名的大染坊和佛、道、儒三教共处一地的魁星阁。往西走的话，就可以走入淄博艺术博物馆了

。

千佛寺

坐落于周村古商城北首，是周村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宗教古建筑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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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势宏伟，内由千佛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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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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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佛寺附近有千佛寺停车场，景区的东面有洗手间。从寺里出来往东北走可以看到大街牌坊，继

续前行就会到达三益堂。

魁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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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建筑魁星阁，魁星阁系三

层高阁，被古建筑专家审定为省内最佳砖雕工艺品。

演艺广场

周村是著名地方戏——五音戏的发源地。除了五音戏，源于坐唱洋琴的吕剧，也是当地人民喜闻

乐见的一种地方戏。 演艺广场位于古商城中心部位。东侧是戏楼，戏台高出地面1.2米。戏台的底

台是用花岗岩与混凝土砌筑而成的，底台的前方与南北两侧的花岗岩石板精雕细刻着二十一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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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剧目，如《梁祝》、《白蛇传》、《姐妹易嫁》、《龙凤成祥》等，是游客休憩、欣赏周村地

方娱乐文化的理想之地。欣赏完韵味十足的五音戏，继续南行就可以到达周村古商城内鼎鼎有名

的大街，在这里您可以欣赏到精彩纷呈的民俗表演、书香洋溢的四书五经。演艺广场的南面就是

票号展览馆，在这里珍藏了各式各样的纸币、信用票证，可以让您一饱眼福。顺着银子市街继续

往南走，还可以到达极负盛名的大染坊。

丝绸博物馆

周村远在商代就是重要的丝绸纺织中心，具有悠久的历史，被誉为“丝绸之乡”，它在两千年的

历史中与苏杭丝绸并美神州，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馆内分为丝绸之源、丝绸之乡、丝绸之路、

丝织觅踪、丝品长廊、丝品艺苑等展区，活体展示了缫丝、织绸的手工加工工艺过程，并且运用

大量的文字、图片、声光等表现手法，再现了我国丝绸特别是周村丝绸的发展史。从丝绸博物馆

往东走是演艺广场和票号展览馆内。往东北走则可以到达淄博艺术博物馆和魁星阁，感受文物艺

术和宗教文化带来的魅力。

淄博市艺术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胡同串子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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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国故城
淄博市艺术博物馆址设在周村古商城望月楼，是藏品丰富，展出水平高、具有地方特色的博物馆

。现馆藏文物近千件，馆内环境优美，殿宇宏伟，文物珍品琳琅满目博物馆固定展厅设有《陶瓷

艺术》、《石刻艺术》、《青铜器艺术》、《佛像、玉器艺术》、《书画艺术》、《现代艺术》

，藏品中不乏国宝级的文物，有罕见的一米多高的铜佛座像；有清代皇室专用品——鱼化龙插屏

；还有一件普通博物馆难以见到的金缕玉衣，以及价值不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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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珍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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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淄博市周村区新建中路1号

电话：0533-6430009

门票：古商城景点通票70元

主页：http://www.hanmatour.com

交通：

旅游专线车：从张店乘96路到周村转乘42路到大街；

自驾车指南：济青高速--周村出口下南行--正阳路--周村区政务中心西行--新建路—周村古商城。 

附近公交车站：在淄博市中心城区张店区乘坐96路公交车到周村长途汽车站，然后转乘130路公交

车或42路公交车，到周村大街站下车即可到达。

营业时间： 8：30--17：00 

   

2、淄博中国陶瓷馆

淄博市陶瓷博物馆位于淄博市中心文化广场，是一个集陈列、展览、收藏、研究、销售和社会教

育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陶瓷博物馆。

淄博市陶瓷博物馆是目前国内展示面积最大、品种最齐全，展示水平最高的现代化陶瓷博物馆之

一，有陈列展示和经营销售两大部分。展馆内配有中、英、日、韩四国语言同步语音导览系统和

导游触摸屏，为游客提供多角度、全方位的优质服务。展示了从新石器时代的后李文化至今8000

多年以来，淄博出土、生产和收藏的各类陶瓷精品2500余件（套），其中古代展品249件，展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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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国故城
淄博陶瓷的最高艺术水平和发展成就。在陶艺创作区“陶苑”，游客还可现场亲手制作。 

(图片由网友 @元小美 提供)

地址：淄博市张店区西四路119号

电话：0533-2167708 2177899

主页：http://www.zgtcg.com

交通：从淄博市火车站乘坐出租车，车程不足3公里，行程10分钟左右，费用6元；如果从淄博市

汽车站出发，车程2公里，行程8分钟左右，费用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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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车指南：

（1）济青高速——淄博新区出口下——沿金晶大道向南行驶—前行至中润大道右转——沿中润大

道西行至柳泉路左转——沿柳泉路南行至新村西路—沿新村西路西行至西四路中段，可到达景区

。

（2）滨博高速——淄博新区出口下——沿309国道东行至世纪路——沿世纪路（原西七路）北行

——至新村西路右转——沿新村西路前行至中国陶瓷馆（西四路与新村西路交汇处市中心广场）

，下高速后大约10分钟左右可到达景区。

附近公交车站： 从淄博市火车站乘坐126路、96路、138路、7路、222路公交车在中国陶瓷馆站下

车，或者乘坐35路公交车在张店区地税局站下车。以上公交车票价都是1元。

门票： 40元

开放时间： 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3、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齐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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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历史博物馆是首馆，古城堡式建筑，是全国十大异型博物馆之一。它设有东、南两个拱形圆

门，东门门楣上嵌有“齐琼元府”四个金文大字，意思是“收藏、陈列齐国精美瑰丽珍宝的第一

府地”。其内部装修取汉代风格，古朴典雅，别具一格。 齐国历史博物馆分为八个展区，序厅陈

列的有我国最古老的长城一——齐长城的照片，门口象征古“齐”字的三根原木是齐国历史博物

馆的标志物，另外还有战国时代的齐国地理位置图。其他展区陈列内容则是以齐国历史为背景，

以时代先后为顺序，您依次可以欣赏先齐时期展厅、西周时期展厅、春秋时期展厅、韶乐厅、战

国时期展厅、火牛阵厅、秦汉时期展厅。全面展示了齐国八百年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获全国

十大陈列精品提名奖。

(图片由网友 @羽飘 提供)

地址：淄博临淄齐都镇张皇路7号

电话：0533-7830229

门票：30元

开放时间： 夏季8:00-17:30；冬季8: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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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旅游专线车：临淄区内乘5路旅游车可直达景区，40分钟一班。

自驾车指南：济青高速—临淄出口下—临淄北外环向东行驶—第二路口左拐—齐都镇—按景区路

标行驶即到，下高速后约需10分钟车程。

附近公交车站：乘20或6路公共汽车到临淄车站，转乘乘坐26、28、52路公交车在齐国历史博物馆

站下车即到。 

   

4、临淄足球博物馆

临淄足球博物馆是国内外首家专业足球博物馆，它浓缩了中国的蹴鞠文化史、民俗发展史、体育

文化史和世界足球史，是一部立体的足球文化百科全书。2004年7月15日，时任国际足联主席的布

拉特先生在北京庄严宣布，足球起源于淄博临淄。临淄足球博物馆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展示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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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与发展历史的足球博物馆，是国内外首家专业足球博物馆。 

整个博物馆馆藏文物丰富、资料翔实，陈列有古今中外为世人所惊羡的近二百件珍贵文物和几百

幅历史图片，复原场景20多个，在这里您可以看到精彩的古代蹴鞠表演。 

(图片由网友 @随心所欲 提供)

地址：淄博市临淄区临淄大道759号

电话：0533-7175778

主页： http://www.cuju.org.cn

  交通：

旅游专线车：乘5路旅游专线车直达景区。

自驾车指南：济青高速--临淄口下--人民路中段，下高速后大约需要3-5分钟车程。

附近公交车站：市内可以坐20、26、28、52路公交车到临淄农业银行站下即可到达。  

门票：30元

  开放时间： 8：10--17：00

   

5、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

                                               23 / 7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417&do=album&picid=38117
http://www.cuju.org.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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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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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春秋殉车马展厅和中国古车陈列展厅两部分：

后李春秋殉车马、规模之大、配套之齐全、马饰之精美、为当代全国之冠、列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之一。博物馆内容集中国古车研究成果之大成，充分展示了我国车乘的悠久历史和造车技术在世

界车辆发展史上的领先地位。博物馆位于济青高速公路126公里处，两侧设有大型停车场，交通十

分方便。古车博物馆稷下游乐园设：民俗展、民俗娱乐、鸟语林、射箭场、植物园、盆景园、赛

车场等项目。 

(图片由网友 @随心所欲 提供)

地址：临淄齐陵镇后李村

电话：0533-708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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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出租车情况：起步价6元/3公里；汽车站打车约需18元。

自驾车指南：济青高速—古车博物馆出口下高速，往西走约400米即可到达博物馆东门，下高速后

约需2分钟车程。

附近公交车站：乘坐73路公交车在古车博物馆下车即是。

门票价格： 30元

开放时间： 8:00-17:00 

   

6、姜太公祠

姜太公祠位于临淄城区，1993年以姜太公衣冠冢为依托而建。太公祠是一组中国传统的中轴对称

、殿堂庙宇建筑。姜太公祠内有三君殿、丘祖殿、五祖殿、五贤殿、钓鱼亭、道士院等建筑，规

模宏大，祠内碑石林立，绿树成荫。主殿供奉着姜太公、丁公吕伋及第十二代孙小白，即“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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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霸”之首齐相公塑像。西配殿内供奉着田单、田穰苴、管仲、孙武、孙膑的塑像。东配殿内供

奉着丘处机（长春真人）、吕洪滨（吕祖）、张道陵（张天师）、王玄南（太道帝君）、王重阳

（教祖）塑像。从主殿穿堂而过,便是太公衣冠冢，表达了齐地人民对姜太公这位齐国的开创者、

齐文化奠基人的怀念和敬仰。墓前石坊横眉上的“周师齐祖”更是高度概括了姜太公一生的丰功

伟业。 

(图片由网友 @小贝 提供)

地址：淄博市桓公路292号

电话： 0533-7182975

交通：

出租车情况：从汽车站打车需要6元；

自驾车指南：济青高速—临淄出口下—向南行驶至临淄区政府路口处—左转沿309国道东行—至临

淄长途汽车站处（有一大型农业银行）右转—向南行驶至第三个路口处左转—沿环公路向东行驶

—景区，下高速后约30分钟可到达景区。

附近公交车站： 在临淄区内乘坐5路、91路公交车，在姜太公祠门口下车即是。

门票：20元

开放时间： 7：30—18：00 

   

7、中国管仲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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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纪念馆位于临淄区齐陵街道北山西村，它南依牛山，北停淄河，依托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管仲

墓而建。纪念馆由馆区和园区两部分组成。馆区由一厅、一祠、一墓组成，并另设有中国宰相馆

。 

(图片由网友 @随心所欲 提供)

管仲纪念馆按照管仲从囚徒到宰相的一生历程为主线，在展现天下第一相辉煌一生的同时，全面

展示博大精深的《管子》思想并综合展示宰相文化及历代名相的社会贡献。整个建筑布局利用丰

富变化的地形，运用中轴对称与园林分散相结合的方式，采用挺拔、简洁的仿汉代风格造型，丰

富了群体建筑的整体景观效果。中国楹联学会专为纪念馆在全国征集楹联，增加了纪念馆的文化

品位；各展厅采用国内先进的陈列方式和手段，使整个馆集艺术性、参与性、观赏性于一体。纪

念馆自下而上设置了无障碍通道及完善的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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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临淄区齐陵街道北山西村

电话：0533-7086799

交通：

旅游专线车：5路车，临淄汽车站发车到纪念馆，2元/人。

自驾车指南：济青高速—临淄出口下—迎宾大道—牛山路—东行约15分钟—太公湖桥东首南行至

第三个火车洞口前左转——东行约2分钟——景区，下高速后约需40分钟车程。

附近公交车站：临淄汽车站乘坐5路公交车到纪念馆下车，2元/人。

门票： 25元

开放时间： 8：00——17：30 

   

8、东周殉马馆

东周殉马馆是一处春秋时期的齐国君主和大贵族墓地。已发现大、中型墓 20 余座。在其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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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墓的周围发现了大规模的殉马坑。 墓室南北 26 米，东西 23 米，南墓道长 18 米，宽 12

米，椁室位于墓室中部。用自然巨石垒砌，南北长 8 米，东西宽 7 米，深 5 米。 墓室早年被盗，

随葬品荡然无存。唯有殉马坑保留完好。殉马坑在墓室的东、西、北三面。东西各长 70

米，北面长 75 米，宽 5 米，三面自然连接，成为一体，全长 215 米。 

(图片由网友 @羽飘 提供)

1964 年发掘清理了北面西段 54 米，殉马 145 匹； 1972 年发掘清理了西南端的 30 米，殉马 83

匹；因条件所限，都已回填保护。 1982 年在 1972 年清理的基础上，又清理到 36.5 米，殉马 106

匹，按殉马排列密度平均每米地段 2.8 匹以上计算，全部殉马当在 600

匹以上，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据专家考证，殉马多数是 6--7 岁口的壮年马，是人为

处死后，按照一定的葬式排列而成，马分两行，排列整齐，昂首侧卧，四足蜷曲，呈临战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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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只要听到战鼓擂动还会四蹄腾空。 

地址：淄博临淄区齐都镇河崖头村

电话：0533-7830229 

  交通

自驾车指南：济青高速—临淄出口下—南行至309国道后东行—区政府—3个十字路口后北行—齐

都镇—齐国历史博物馆—北行8华里见指示牌后东行到达景区。

附近公交车站：从淄博车站乘6、20路到临淄转乘旅游专线车5路车到殉马坑

门票：10元

   

9、淄博聊斋城

聊斋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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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五大旅游景区之 淄博聊斋城的组

成分艺术陈列馆、狐仙园、石隐园、聊斋宫、满井寺、观狐园六部分。聊斋城旅游景区内的蒲松

龄纪念馆，较为完整地保留了蒲松龄当年居住的原貌。故居为典型的北方农村院落，郭沫若题写

的“蒲松龄故居”的金字门匾，高悬故居大门。院内有蒲翁当年著书的聊斋、蒲翁生平展室、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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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十分钟爱的文石展厅和当代文人骚客的书画展厅。柳泉，又名“满井”，为当年蒲翁设茶采风

之地。聊斋宫外景似琼楼横空，碧湖青山，如天上宫阙。宫内采用彩塑、电影特技、灯光声乐等

表现手段，艺术地再现了蒲翁笔下神妖鬼狐的艺术形象。 

(图片由网友 @元小美 提供)

地址：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

电话：0533-5826666

交通：

自驾车指南：①滨博高速淄川路口下——胶王路——鲁泰文化路——松龄东路——湖南路聊斋段

—景区。②张店沿张博路到淄川——松龄东路——湖南路聊斋段——景区。

附近公交车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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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票价格：40元

开放时间：夏季：7：30—18：00； 冬季：8：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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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国故城
10、蒲松龄故居

蒲松龄故居院落坐北朝南，前后四进，西有侧院，院内月门花墙，错落有致，山石水池，相映成

趣。北院的三间正房就是著名的“聊斋”，这座农家小院是蒲松龄当年居住的地方。正房的东西

方向各有两间厢房，是典型的北方农家建筑。蒲松龄故居在蒲松龄去世后一直由他的后人居住，

后因故被毁，房主出走东北辽宁，这是五十年代重新修复的。走进正房内，您可以看到蒲松龄的

画像，这是蒲松龄74岁时，他的小儿子蒲筠请居住在济南的著名画师朱湘鳞画的。画像上还有蒲

松龄的亲笔题字。画像两旁悬挂的是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于1962年题写的对联“写鬼写妖高

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图片由网友 @羽飘 提供)

为了更好地让游客了解《聊斋志异》的故事内容，蒲松龄故居的工作人员在彩塑展室里精选了十

则具有代表性的故事，以泥塑的形式将其主要情节立体地、形象地展现给游客。泥塑的惟妙惟肖

、栩栩如生，能更生动的将游客带入一个神奇且妙不可言的狐鬼仙妖世界⋯⋯ 

                                               32 / 7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229&do=album&picid=37295


�������

淄博：齐国故城

地址：淄博市临川区蒲家庄

电话： 0533-5810168

交通提：

旅游专线车：23路车

出租车情况：6元/3公里起步

附近公交车站：市区内可乘坐23路公交车到终点站下车即是，票价每人1元。

门票价格：30元

开放时间：冬季8：00—17：00；夏季8：00—18：00 

   

11、牛郎织女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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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地貌的特征逼真显现了“天上银河，地上沂河”、“在天成像，与地成形”的奇观，是“牛

郎织女传说”目前在国内所能找到的唯一一处与实地实景相对应的文化遗存，被专家称为“中国

爱情文化源地”。

(图片由网友 @小贝 提供)

景区有织女洞、牛郎庙、牛郎织女民俗展览馆、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情人谷、织女泉、叶籽银

杏、祈愿阁、九重塔、无生殿、玉皇阁、八路军兵工厂遗址等人文景观和各种石刻碑林。其中织

女洞于2006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于2010年成

功申报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为馆藏同一主题（爱情）邮票最多的博物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

前后在爱情广场举办中国（沂源）七夕情侣节，大大提高了牛郎织女景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牛

郎织女景区正以垄断性的神话魅力和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吸引着八方游客。

地址：祈源县燕崖乡政府驻地东5公里

电话：0533-3440137

门票：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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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国故城

   

12、鲁山国家森林公园

鲁山位于淄博市南部地区，地跨博山、沂源两区县，主峰海拔1108.3米，是鲁中地区的最高峰，

在山东省内，是继泰山、崂山、沂山之后的第四高峰。由于鲁山山地以石灰岩和花岗岩为主，而

花岗岩与泰山的花岗岩层相似，所以，鲁山又有“小泰山”之称。鲁山还是最早的山东人“沂源

猿人”的发祥地。 鲁山历史悠久，曾经是我国元、明、清三朝的皇家养马场，历经600余年，又

是建国后第一批国营林场，生态环境得到了完整的保护，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有植物1300种，

鸟类168种，兽类22种，昆虫561种，被誉为“鲁中动植物王国”。 整个游览下来需要4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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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国故城
(图片由网友 @小贝 提供)

地址：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

电话：0533-4880002

交通：

自驾车指南：济青高速--博莱高速--博山出口下速--沿博山城区外环路向东南方向行驶至南庄--继

续向东南方向行驶到达源泉镇的小峰口村--路口有鲁山的行车指示牌，按指示牌行驶就可以到达

鲁山，下高速后直到景区大约需要行驶40分钟。

旅游专线车：每年4-11月份期间，每逢节假日、双休日发车：淄博市博物馆西门—鲁山，早上7：

00发车，下午16：00返程，行程约1小时40分钟。

附近公交车站：在博山乘坐13路公交车到小峰山站下车，再打车3公里即到景区。

门票价格：40元

电话：0533-4880002

开放时间：7：00-18：00（冬天除外） 

   

13、原山国家森林公园

原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4A级景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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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经国家林业部批准建立，规划面积1702公顷，由望鲁山、禹王山、

岳阳山及胡山四大山系构成；历史上曾是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是春秋战国兵家争战之要地。原

山景观资源由壮观的山岳风景、秀丽的植物景观、奇特的天象水文景观及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组

成。下设凤凰山、禹王山、望鲁山、薛家顶和夹谷台五大景区。景区内山势险峻、地貌奇特、森

林茂密、环境优美、文物景观、自然景观丰富，游乐健身场所众多，集吃、住、行、游、购、娱

于一体，是生态旅游、休闲度假之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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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国故城

(图片由网友 @浅吟漫步 提供)

地址：淄博市博山区颜山公园路4号

电话：0533-4187724

门票：40元

   

14、马踏湖

  传说，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称霸之后，在起凤镇会盟各国诸侯，众诸侯也唯恐落入圈套而率

大军蜂拥而至，大批战马将这里踏平成湖，所以称作“马踏湖”，又名会城湖。千百年来，马踏

湖以她旖旎的自然景观和神奇的人文景观，吸引了无数的文人墨客前来吟诗作对。宋代诗人苏东

坡曾泛舟湖上，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贪看翠盖拥红妆，不觉湖边一夜霜。卷却天机云锦缎

，纵教匹练写秋光。”人们选用诗中所含的“锦秋”二字来命名湖，这样，马踏湖又叫锦秋湖。

马踏湖碧水滢滢，2100多条渠道交织成网，四通八达。湖区27个自然村落，村村靠湖，家家连水

，户户通船，门前搭起小桥，院后泊着小船，小桥流水人家，如诗如画。因而，马踏湖风景区又

有“北国江南”水乡之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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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国故城

(图片由网友 @羽飘 提供)

地址：淄博市桓台县起凤镇华沟村

电话：0533-8690008

  交通：

自驾游路线：济青高速——淄博出口下——向北行驶——看到桓台县城的标志后左转向西——到

第四个路口时向北转至少海路——沿少海路行驶一直到路尽头——再左转向西行驶大约1公里——

可以看到马踏湖的指示牌，沿指示牌行驶就可以到达景区，下高速后大约行驶35公里，时间约50

分钟。

附近公交车站：淄博火车站至马踏湖五贤祠景区直达客车35公里。从淄博汽车

门票价格：50元

开放时间：春夏秋季7:30-22:00；冬季8:00-16:00 

   

15、沂源九天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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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国故城
  九天洞位于秀丽的鲁山南麓，1991年正式向游人开放。2001年初，中国著名的洞穴科学家、中

国洞穴研究会会长朱学稳教授为首的设计组对九天洞进行了全面的科学调查、鉴定与设计，并完

成了灯光改造工程，其科学化与现代化设计均居全国游览洞穴的先进水平。 此洞之所以称为“九

天”，是因为神话传说中天有九层，即九天，而这个洞也有九个大的洞厅，景观可与神话中的天

宫相妣美，所以叫九天洞。这九个厅分别是：①天地之间厅，即灯箱大厅；②步天厅；③天河厅

；④天宫厅；⑤天街厅；⑥天国花园厅；⑦巡天厅；⑧梦幻天堂厅；⑨别有洞天厅。 

(图片由网友 @元小美 提供)

地址：淄博市沂源县土门镇九天洞景区

电话：0533-3680164

交通：

旅游专线车：沂源县城有景区专线车527路，30分钟一班车，票价3元/人。

附近公交车站：从淄博车站乘坐527路公共汽车即可到达土门镇

门票：50元

开放时间：春冬8:00-17:00夏秋8:00-18:00

   

16、开元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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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国故城

开元溶洞因内有唐代开元年间的摩崖石刻而得名，是江北最大的溶洞。洞内钟乳石姿态各异，或

高大崎岖，或精怪玲珑。雄奇壮阔的自然景象和珍奇的文化遗存使开元溶洞有“山东第一洞”的

美誉。 

(图片由网友 @随心所欲 提供)

  地址：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

  电话：0533-4814200

  门票：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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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国故城
  

四、淄博住宿

淄博世纪大酒店

位于淄博市政府驻地张店区和淄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之间，是目前淄博唯一的一家五星级旅游涉

外饭店。

地址：淄博市张店区柳泉路99号

电话：0533－3156888

主页：http://www.cenhotel.cn/

标准间  980元/天

                                               41 / 72

http://www.cenhotel.cn/


�������

淄博：齐国故城

 交通：在淄博火车站或者淄博长途汽车总站乘坐35路、125路公交车，华瑞园站下车，世纪大酒

店就在华瑞园对面，公交车票价1元。

淄博华美达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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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淄博市商业中心地带，是全市最好的上善坊中西式自助餐和最具特色的中餐厅。大堂吧的欢

乐时光尽享无线上网和iPad免费租用。

电话：0533-6218888

标间：980元

淄博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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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首家四星级旅游涉外饭店。酒店位于市中心商业繁华地段，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楼高14

7.3米建筑风格独特，环境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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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淄博市张店区金晶大道177号 邮编： 255025

电话：0533－2180888

标准间:780元/天

附近公交车站：从火车站乘坐2路、7路、108路公交车，淄博饭店站下车，公交车票价1元。从淄

博市火车站打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饭店，行程不足3公里，费用6元。

天齐宾馆

西餐宴会厅，更有名厨主理，风味别具；中餐厅，可同时容纳400人就餐。价格较低，比较适合穷

游者。

地址：淄博市临淄区迎宾路30号

电话：0533-7588000

标准间：220元/天

周村嘉周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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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周村古商城仅5分钟路程，非常方便。

 地址：淄博市周村区新建中路39号 电话： 0533－6411888

  标准间 330元/天

  交通：市内可乘坐34路、45路或96路公交车到周村下车，转乘42路、130路公交车即可达周村嘉

周宾馆。路程总需要40分钟左右，车票消费在5块钱以内。

淄博齐都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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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都大酒店式与港合资，依国际标准兴建的四星级旅游涉外酒店。毗邻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

姜太公祠东周殉马坑 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交通便利，环境优雅。

地址：淄博市临淄区闻韶路39号（临淄火车站北首）

电话：0533-7198888

主页： http://zb9dhotel.com

标准间 348元/天

  交通：乘坐6、20、26、29路公交车在汽车站下北行300米即可。

张店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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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店宾馆坐落于淄博市中心繁华地段，东距金晶大道与兴学街交叉口50米远，靠近淄博市汽车总

站、淄博市火车站，交通十分便利。

地址：淄博市张店区兴学街30号

电话：0533-2185161

主页：www.zdbg.cn

标准间 188元/天

交通：张店宾馆距离淄博火车站、淄博长途汽车总站不足500米，在汽车站或火车站乘坐127路公

交车，职业学院南校站下车后东行50米，宾馆在路北，票价1元；或在火车站乘坐121路、35路公

交车张店宾馆站下车。从火车站或汽车站打车需要6元钱。

淄川聊斋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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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国故城

淄博市淄川聊斋大酒店坐落在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先生的故乡般阳古城内，位于风景优美的

杜坡山路，东面与古朴典雅的淄博聊斋城和蒲松龄故居景区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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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临淄区杜坡山路5号

电话：0533-5280689

标准间：112元/天

附近公交车站：乘坐23、105路公交车在淄川文化广场站下车，乘坐83、103路在聊斋花园酒店站

下车；从淄博火车站乘103路车到聊斋大酒店站下即到。车程约30分钟，票价每人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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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淄博美食

淄博不但历史源远流长，饮食文化也十分发达。博山区是中国四大菜系——鲁菜的发源地，已经

成功举办了数次美食节，现有“鲁中美食街”之城，山东很多地方也都有“要想吃好饭，围着博

山转”的民谚，而乾隆皇帝封赐的“天下第一村”——淄博周村也以其独特的风味小吃远近闻名

。

   

1、博山菜

博山四四席 

(图片由网友 @元小美 提供)

所谓“四四席”一般就是按菜肴分类的一种宴席，可供把人一桌聚餐的四平盘，四大件，四型件

和四饭菜，共计十六品，无论是从餐具花色，宴席的内容或这事上菜程序和礼仪都比较讲究。

博山酥鱼锅

最具博山民间特色的名吃，鱼酥肉烂，酸咸甜香，别具风味，冷透装盘，形态晶莹，色似琥珀。

博山豆腐箱 

                                               51 / 7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187&do=album&picid=37607


�������

淄博：齐国故城

(图片由网友 @随心所欲 提供)

将小块豆腐挖成箱子块，留盖，再填上调好的如三鲜馅、蟹黄陷、鸡肉馅等馅料，盖好“箱盖”

，蒸熟浇汤即成，外酥内荤，非常鲜美。

博山烧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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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胡同串子 提供)

有着悠久传统制作工艺的博山烧肉，以其在全国绝无仅有的制作工艺及独特品位，曾作为技术文

献载入《中国食品工艺制作大全》，1982年和1984年，两次被评为部优名特产品。其特点是味道

醇香，肥而不腻。最受消费者欢迎的是发泡起酥，松脆金黄的肉皮和肥瘦相间的肉质，成条状挂

烤的猪肉、多是除血脖和后坐以外的腰弯部分，一切剖断，但见绛红、乳白、金黄三色相呈，脍

炙香味扑鼻而来。

博山烧锅

博山烧锅是一道历史悠久的传统“年下菜”，制作精致讲究，其品位远在酥鱼锅之上。 博山人热

情好客，一直保留着“无礼不成席，设宴待佳宾”的古朴民风。春节款待亲朋宾客的莱肴，大部

分年前就准备好了。普通百姓家做酥锅，殷实人家做烧锅。烧锅是上档次的冷荤菜。在春节的宴

席上．五颜六色的冷盘菜肴中，能摆上一盘烧锅，是显示主人治家有方以及所处身份和热倩好客

之情。将鸡、鱼、肉、蛋等主要料毛洗之后，过油炸透，余水脱油，辅以汁汤佐料，急火打沫，

文火除油，白糖妙色，微火烹煮，冷却后汤汁成胶状，色泽似桔黄，即可切片装盘。其特色是清

爽醇香，色彩比目。

   

2、周村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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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煮锅

(图片由网友 @随心所欲 提供)

周村煮锅又名朝天锅，是淄博风味小吃之一。1910年左右由周村三星庙前徐方明、镇西桥李六所

创始。当时煮锅比较简单，设一直径约120厘米中间有孔的圆木盘，砂锅放在中间孔内，锅底点火

。顾客围坐四周，把自己选好的菜肴放入锅内烫热取出，放在自己碗里，锅内老汤随意喝。因味

美可口、经济实惠而深受欢迎。

周村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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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元小美 提供)

周村烧饼源于东汉，成于晚清，盛于现代。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周村聚合斋烧饼铺在

吸取了西域商人胡饼的加工工艺的基础上，制作出了具有薄、酥、香、脆四大特点的大酥烧饼。

并被朝廷列为贡品。解放后公私合营，“聚合斋”的后人携大酥烧饼的配方和制作技艺加入了国

营周村食品厂（现山东周村烧饼有限公司）。100多年来，大酥烧饼因其独特的风味畅销不衰。

周村卤汁羊肉

卤汁羊肉是周村地方名吃，迄今有近百年历史。 制作方法：将精瘦羊肉和生鸡切成块状，加入南

酒（黄酒）、花椒、卤水、姜片、稍量酱油、食盐，用急火烧熟，冷冻后即成。远闻清香，近闻

不膻，味美清口，咸淡适中，不仅是老少咸宜的肉食品，且营养丰富，同时也是风味独特的冬令

上等酒肴。

   

3、马踏湖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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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藕 

(图片由网友 @羽飘 提供)

白莲藕是马踏湖中特产之冠。全湖有藕田近 4000 亩，白莲藕是春暖后植秧，六七月作藕，这时的

藕当地人俗称新藕，它洁白如玉，鲜嫩甜脆。采片荷叶把藕包好，轻捶击碎，拌些白糖，吃起来

爽心甜脆。冬季藕完全成熟，这时藕内含淀粉、蛋白高，还有糖、脂肪以及维生素等多种成分，

是上等蔬菜。因所开的莲花是白色，故称白莲藕。

金丝鸭蛋 

(图片由网友 @浅吟漫步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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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踏湖金丝鸭蛋生产于风景秀丽的桓台县马踏湖区。马踏湖物产丰富，盛产苇、藕、鱼、蟹、蛋

，其中金丝鸭蛋最为著名。湖区人多以养鱼放鸭为生，现已建成大型养鸭基地20余处，养殖量为2

0万只，年产鸭蛋7500余吨。湖区养鸭以散养为主，鹅鸭可直接以湖中的鱼、虾、蛤砺及水草为食

，不需任何饲料添加剂，故鸭蛋品质好，色香味俱佳，和圈养的鹅鸭蛋有天然之别。鸭蛋掩制蒸

熟后，可见蛋青蛋黄交界处有层蛋黄油圈隔，似缕缕金丝缠绕．其味鲜美蛋油香而不腻．内质砂

而不涩，故名金丝鸭蛋。古代曾是皇家贡品。现主要销往济南、青岛、东营、滨州等地。

   

4、沂源小吃

 大锅全羊 

(图片由网友 @胡同串子 提供)

沂源大锅全羊，就是把一只羊的肉、骨、脏、头、蹄等一起放在大锅里煮。沂源大锅全羊以“清

汤、红肉、鲜、嫩、可口”为特色，以色、香、味俱全底得人们的普遍喜爱。大锅全羊所选用的

沂蒙黑山羊，因其爱运动而肌肉发达，因其采食鲜草而肉质细嫩鲜美，香而不腻，膻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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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淄博特产

淄博丝绸

(图片由网友 @胡同串子 提供)

淄博丝绸源远流长，闻名遐迩，周村素有“丝绸之乡”的美誉，曾对开辟“丝绸之路”，开展对

外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据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有

家庭丝织手工业，明朝万历年间，周村丝绸业有了较大发展。清代末期有了机械化生产的雏形。 

新中国成立之后，淄博丝绸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蚕桑生产、操丝、桑丝、丝织，印染、丝

绸机械、生丝检验、内外贸易等较完整的行业体系。 淄博丝绸以出口中高档真丝产品为主，产品

多为提花、色织、轻薄等工艺较复杂织物，产品档次高、质量优，各种制品2000多个，花色上千

个，现已远销欧、美，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以其飘逸舒适、高贵典雅的质地，深受国

内外消费者欢迎。

淄博刻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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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羽飘 提供)

系对陶瓷施以特殊的装饰工艺。在已烧成的陶瓷半成品上，用特制刀具镌刻各种书法、绘画。成

品历来被列为高级手工艺品之一。淄博刻瓷构图布局严谨，色彩简而不繁，风格粗犷、活泼。既

具绘画的神形，又富金石韵味。于奔放外不离法度，精微处足饶气魄。

内画鼻烟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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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贝 提供)

中国制造鼻烟壶始于清雍正年问。当时罗马法王遗臣来中国将水晶制成的鼻烟壶进贡朝廷不久北

京人便仿制出玉石、红木、玛瑙、瓷料和金属之类的鼻烟壶使“嗅之兴奋”的鼻烟日渐兴盛。博

山能制造鼻烟壶约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用特制的弯竹笔，伸进口小如豆的壶内用反手在壶

壁上画出奇妙莫测的人物、山水、禽兽、花卉等。壶形有扁、圆、方．长、梯、棱、椭等，用料

有玉石、翡翠、玛瑙、水晶、象牙、瓷料等。博山鼻烟壶对我国内画工艺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淄博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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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贝 提供)

历史悠久，驰名中外。淄博系中国五大陶瓷生产地之一，有北方瓷都之城，中华龙国宴瓷，填补

了日用陶瓷市场的一片空白，先后进入了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被誉为第三代国

宴用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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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淄博购物

荣宝斋

(图片由网友 @浅吟漫步 提供)

对不熟悉书画收藏艺术的朋友来说，荣宝斋就是一个文绉绉好听的名字。但对于艺术行业、艺术

市场来说，荣宝斋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文化品牌，是东方文化的一面旗帜。是山东省内规模最大

、档次最高、范围最广的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经营范围涵盖古玩、字画、工艺品、礼品等多个

领域，藏品和艺术商品涉及古代和近现代多时期，国画、油画等多个品种。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共青团西路62号荣宝斋大厦五楼

联系电话：0533-2306615

开元文化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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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浅吟漫步 提供)

淄博开元文化大世界（原开元文化市场）成立于1997年，2006年9月27日改建开业，现为地上五层

、地下一层的古玩书画艺术品商城，周边古玩地摊市场每周六、日开放，汇集了两百余家来自全

国各地的古玩书画商家和近六百个地摊业主。主要经营古玩杂项、瓷器玉器、翡翠水晶、书画装

裱、文房四宝、古旧书籍、历代钱币、名人书画等。

地址：淄博市张店区西二路110号开元文化大世界

网址：http://www.kyysw.com

电话：0533-2185178

淄博文化艺术城

淄博文化艺术城作为我市艺术家展示、交流、交易成果的一个平台，拥有经营面积3万多平方米。

主要经营奇石、陶瓷、琉璃、玉器、书画、古玩、刺绣、刻瓷、雕刻、剪纸、装裱、红木家具等

近20个艺术门类。近几年来，淄博文化艺术城先后举办了全市“建设和谐淄博书画展”、“中国

淄博书画艺术品博览会”、“山东淄博首届古玩大会”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认可，成为人们集中旅游的购物点。

地址：金晶大道170号

张广庆内画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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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胡同串子 提供)

张广庆内画艺术研究院座落在淄川杜坡山风景区，是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广庆先生于一九九二

年创建的，它是中国第一所内画艺术研究院，属于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内画院的成立改变了内画

艺术自清代以来师傅带徒弟的旧模式，使内画艺术走向教育与研究，技巧与理论相结合的新阶段

。世界艺术大师刘海粟生前曾任该院的名誉院长，赞扬内画院“独一无二”。内画院现有员30人

，占地20余亩，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是一所集科研、教学、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新型科研机构

。

电话：0533-5285706

地址 淄博市淄川区松龄东路162号

淄博王府井购物广场

广场内同时命名五条街道：“淄博王府井文化街”、“淄博王府井时尚街”、“淄博王府井大街

”、“淄博王府井精品街”、“淄博王府井名店街”。 广场文化浓缩了城市的精华。大型广场既

是广大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又是举行商业宣传活动，传播城市文化的场所。北京王府井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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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河城广场,济南泉城广场等.就是大都市的先锋代言人. 淄博王府井广场填补了淄博休闲娱乐

购物广场的空白,引领新的时尚消费方式;不断引进新的生活理念和文化理念,打造现代淄博的城市

名片.

地址：淄博共青团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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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淄博交通

 飞机

距济南遥墙国际机场70公里，距青岛流亭机场237公里。鲁中候机楼可预办登机牌，每天十六班直

通巴士往返于鲁中候机楼和济南国际机场。

 火车

淄博火车站位于中心城区张店南手，每日有90多班次列车经过。

铁路问询电话：0533-95105175

 汽车

淄博长途汽车站有市中心主站以及各区县汽车站，发送班车辐射省内外各大城市。咨询电话：053

3-2889261 

                                               66 / 72



�������

淄博：齐国故城
  

九、行程推荐

一日游

A、周村古商城、聊斋城一日游

上午前往被中国古建筑保护委员会的专家誉为“中国活着的古商业建筑博物馆群” ——周村古商

城（《旱码头》、《闯关东》《活着》等多部影视剧的拍摄基地，可以与凤凰、丽江、平遥相媲

美），呈现给您百余家明清老字号，状元府，明清票号展览馆，今日无税碑，民俗展览馆，千佛

阁，“百年老字号”——周村烧饼展馆：观周村烧饼制作工艺。中午可在高丽大观园就餐，品尝

正宗鲁菜博山豆腐箱、周村烧饼。下午前往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老先生聊斋故事再现场景—

—聊斋城。参观狐仙园、柳泉、满井寺，声、光、电于一体的地下聊斋宫，体验龙宫、地狱、天

堂等情景模拟展示。

B、周村古商城、中国陶瓷馆

上午参观周村古商城，午餐后前往中国陶瓷馆。馆内设“古代陶瓷”、“近代陶瓷”、“当代陶

瓷”三个专题陈列室，展出古代、近代、现代陶瓷藏品2500多件，收藏了众多国家宝贵文物、历

代珍品计450多件。游客可以选择购买被誉为 “当代国窑”的淄博陶瓷。

C、鲁山国家森林公园、九天洞

上午前往素有“天然大氧吧”、“世外桃源”美称的——鲁山国家森林公园，登山踏青、放飞心

情、感受春的气息。下午观赏中国溶洞精品博物馆——九天洞，尽情观赏美不胜收、千奇百怪的

稀有石花。

D、齐文化体验一日游

 上午参观收藏齐国历史文化瑰宝的——齐国历史博物馆，欣赏齐国第一国宝——牺樽，了解博

大精深的齐文化。后游览世界上第一个全面展示足球起源与发展历史的——临淄中国足球博物馆

，参与蹴鞠表演。 午餐赴张店品尝地方特色菜博山豆腐箱、炸春卷、酥鱼锅。

 午餐后赴周村游览"中国活着的古商业建筑博物馆群"——周村古商城，后乘车赴张店区（车程0.

5小时），参观中国陶瓷馆（40分钟）。馆内设"古代陶瓷""近代陶瓷""当代陶瓷"三个专题陈列馆，

展出陶瓷藏品2500多件，游客可以选择购买被誉为"当代国窑"的淄博陶瓷。

二日游

A、周村古商城、蒲松龄故居、原山国家森林公园

 D1、上午前往“中国活着的古商业建筑博物馆群” ——周村古商城。后赴淄川，参观世界短篇

小说之王蒲松龄先生的家——蒲松龄故居:参观生平展室、聊斋正房、名人书画、外文展室、彩塑

展室。

 D2、上午游览国家AAAA级旅游区、山东省十佳森林公园——原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乐园、

望海楼、齐长城、石海等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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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齐国历史博物馆、殉马坑、周村古商城

D1、上午参观收藏陈列齐国历史文化瑰丽珍宝的第一府第--齐国齐国历史博物馆，了解博大精深

得齐文化。欣赏齐国第一国宝—牺樽，午餐后参观比秦始皇兵马俑早200多年的历史遗迹--殉马馆

。

D2、 游览中国最大的古建筑群之一——周村古商城

C、中国陶瓷馆、蒲松龄故居、鲁山

D1、上午参观中国陶瓷馆。馆内设“古代陶瓷”、“近代陶瓷”、“当代陶瓷”三个专题陈列室

，展出古代、近代、现代陶瓷藏品2500多件，收藏了众多国家宝贵文物、历代珍品计450多件。游

客可以选择购买被誉为 “当代国窑”的淄博陶瓷。下午参观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先生的家—

—蒲松龄故居。参观生平展室、聊斋正房、名人书画、外文展室、彩塑展室。D2参观被称为天然

植物园的国家森林公园—鲁山。

齐鲁文化旅游线五日游

D1青岛——周村古城商城——泰山（宿泰安）

D2登泰山——泰安古县衙美食街——皮影主题茶馆——曲阜（宿曲阜）

D3孔府、孔庙、孔林——足球博物馆（宿淄博）

D4齐国历史博物馆、殉马馆——青岛啤酒厂+五四广场——海滨木栈道

D5劈柴院——风情小吃美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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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淄博节庆

中国淄博国际陶瓷博览会

淄博是中国著名的瓷都，陶瓷发展历史悠久，在国内外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淄博是全国重要的建

材生产基地，是国家新材料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基地。举办陶博会对于全面系统地展示淄博陶瓷的

历史沿革和发展，交流国际新材料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对于壮大淄博陶瓷建材产业，加快陶瓷

产业结构调整；对于推进全国重要新材料基地建设步伐，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于打造淄

博的城市品牌，扩大招商引资，推动技术和人才的引进；对于繁荣城市文化，促进全市经济社会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尽快把淄博建成经济强市、文化大市、绿色城市，实现“两提前、一

率先”的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时间：每年9月

国际齐文化旅游节

齐文化旅游节于每年的9月12日在临淄举行。节上举行民间公祭姜太公（诞辰3144周年）、齐文化

国际学术讨论会、蹴鞠比赛活动，并有各类娱乐节目。

马踏湖民俗风情节

桓台马踏湖，方圆几十里，湖中有村，村中有湖，素有“北国江南水乡”之美誉。每年的家历七

月十五左右，都会在这里举行“马踏湖民俗风情旅游节”。旅游节期间，将举办一系列民俗文化

旅游活动，游客可荡舟游湖，观看民俗，品尝湖区风味，领略湖区独特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和

丰厚的文化底蕴。

周村旱码头旅游文化节

周村自古就有旱码头美誉，自1904年被辟为商埠至今，已经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历程，为了进一步

弘扬周村独特的商埠文化，每年9月份在周村举办“旱码头旅游文化节”，以节会活动为载体，推

介周村的旅游资源和人文资源，积极打造周村旱码头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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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淄博市旅游局电话：0533-2183407

淄博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电话：0533-2169369

淄博市旅游投诉电话：0533-2187222

淄博长途汽车站电话：0533-2880239

山航淄博票务中心电话：0533-3178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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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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