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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之眼 世界上唯一建

在桥上的摩天轮，好似一只大

眼睛凝望着天津。到最高处周

边景色一览无余，夜晚时分乘

坐可以俯瞰美丽的海河夜景。 
 

 

五大道 这里被誉为“万国

建 筑 博览 会 ”，因 小洋 楼 而著

名。汇聚着英、法、意、德、

西班牙等国的各式风貌建筑，

构成了一种凝固的艺术。 
 

 

古文化街 “津门故里，

沽 上 艺苑 ”， 这是 熏陶 传 统文

化的特色商业步行街，遍布浓

厚 的 天 津 味 。 在 这 里 淘 淘 古

玩、看看字画，别有一番风趣。 
 
 

时机 Timing 
 
春 春游盘山,三盘景致各有特色，上盘松、中盘石、下盘水。

适时的话，还能在古文化街看到热闹的皇会表演。 

夏 初夏时节，天津会举办月季花节。盛夏，最受人瞩目的自

然是天津的啤酒节，此时到天津，酷爽凉夏。 
秋 金秋无疑当选为天津的最佳旅游季节，东寻渤海，西赏民

俗，南览生态，北观渔阳，城中享乐。 
冬 天津的温泉很多，寒冬腊月，泡在暖和的泉水之中，便可

感受春天般的温暖。此外，盘山的滑雪场也是不错的选择。 
 
 

贴士 Tips 

① 天津的最佳旅游时间是春末夏初和秋季两个时间段。 

② 春秋到天津旅游可穿轻便服装，羊毛衫，套装，风衣等最

为适宜。夏季较炎热，单衣即可。天津的冬季寒冷、干燥，为

备室外御寒之用，棉衣、皮衣和羽绒服等衣物最好随身携带。 

 
 

便利 Conven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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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天津 

漫步五大道 

五大道是天津名居名宅最为集中的地区，游览五大道，实际上是漫步在建筑艺术

长廊上的一次趣味旅行。历经百年积淀，如今这里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幢幢房子，

还有迷人的氛围。造型各异的小洋楼一幢幢从薄薄雾霭中现身又渐渐隐没，使人

感觉仿佛徜徉于格调清丽的画廊之中，又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置身于民国时期

的租界地，品味着乱世中难得的安宁。 
 
触摸五大道的美，最好的方式是亲自走一走，看一看。静心玩味，会发现触动内

心的惊喜无处不在。拙朴的院墙、褪色的百叶窗、紧闭的大门、婆娑的树影、茂

密的爬山虎、精美的廊柱，这里的一切都在不经意间流露着典雅与宁静。穿行于

过去与现在，寻找角落里的故事，聆听内心的声音，让浮躁的灵魂找到了归宿。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羊羊提供） 

 
 

夜游海河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卓娅 zhuoya 提供）  
 

天津这座城市，遍布古老斑驳的洋楼、藤蔓缠绕的铁门，古老但却有着触目惊心的迷人。

而城市之中，海河静静流过，又给这个城市添了丝妩媚和灵气。 
 

海河横穿繁华的天津市区，它宛如一幅长长的风景画卷，把天津装扮得愈加楚楚动人。

它的美丽，表现在令人留连忘返的海河公园、闻名于国内外的望海楼教堂、雄伟壮观的

“老龙头火车站”……但它最让眷恋的却是夜幕降下之后，海河流水闪烁的波光灯影的

美，流动不息的美。夜晚的海河两岸是霓虹闪烁的天堂。沿着天津人的母亲河顺流而走，

或乘船或步行，品味两岸的津城风韵。天津的历史就藏在了不经意之处。 

走进茶馆听相声 

屋里的人满满的，几乎是没有立足之地。台上两个人，有说有唱。一会儿全场鸦

雀无声，一会儿又乐得前仰后合。说到精彩之处，人们沸腾了，掌声、喝彩声、

唏嘘声、口哨声此起彼伏。这是天津相声茶馆里的一幕，没有身临其境，便无法

感受到这种气氛。 
 
来天津，不听相声，岂不觉得可惜？相声在天津扎下了根，虽经过沧桑岁月、大

起大落，但至今仍是天津人的宠儿。它们风趣、幽默，用当地的话叫“哏”。来天

津一定要去到茶馆里体验一把，沏壶茶，磕把瓜子，翘着二郎腿，大声嘎嘎笑，

满满的津味就在这起哄喧闹间流散开来。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羊羊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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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天津 

飞机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位于东丽区张贵庄，距离市中心约 13 公里，

目前开通国内外航线 30 多条。 
 
除了天津机场外，北京首都机场也可以作为出行天津的选择，

首都机场至天津市每天都有班车来往。 

 

机场巴士 

线路 1：天津机场客运区－天津站 
线路类型 直达车 

运行方式 6：00-19：30，每半小时从机场、天津站双向发车。 

乘车地点 天津机场乘车地点为航站楼国内出口 2 号门；天津

站乘车地点为天津东站北出站口。 

票价 10 元 

提示信息 每日 19：30 后为天津机场至市区单向发车，运行

线路为天津机场－天津站－南京路，每半小时发车，直至航班

结束，乘车地点为航站楼国内出口 2 号门。 

 

线路 2：天津机场客运区－南京路（香槟小镇） 
线路类型 途中停靠三个站点分别为中山门轻轨站、十一经路

万隆大厦、山西路与南京路交口。 

运行方式 机场（航站楼国内出口 2 号门）首发车为每日 10：

15，运行时间为每日 10：15－19：15，每半小时发车；南京

路（香槟小镇）发车时间为每日 5：50、9：15、11：15、

12：15、14：15、16：15。 

乘车地点 天津机场乘车地点为航站楼国内出口 2 号门；南京

路乘车地点为营口道与河北路交口（香槟小镇门口）。 

票价 10 元 

提示信息 每日 19：30 后为天津机场至市区单向发车，运行

线路为天津机场－天津东站－南京路，每半小时发车，直至航

班结束，乘车地点为航站楼国内出口 2 号门。 

 

线路 3：天津机场客运区－天环客运站 
线路类型 途中停靠三个站点分别为通莎客运站、三条石大街

（大胡同）、天津西站。 

运行方式 12：00-17：00，小时整点从天津机场发车。 

乘车地点 航站楼国内出口 2 号门 

票价 20 元 

 

 
 
 

省际班车 

天津-北京首都机场 
票价 70 元 

天津发车时间 上午 7:00-10:00、下午 13:00-16:00 各有 4 班

车发往北京 

乘车地点 天环客运站（南开区红旗路与鞍山西道交口环岛旁） 

北京发车时间 7:00、8:00、9:00 各一班，之后每 30 分钟一

班，23:00 末班 

乘车地点 15 号出港口对面 

 

公交专线 

天津开发区专线（天津机场-巨川假日酒店） 

乘车地点 航站楼一楼国内出口 3 号门 

中途停靠站 泰达中心酒店 

间隔时间 大约 30 分钟 

票价 25 元 

运行方式 双向发车。天津机场发车时间为每日 08：30-21:00，

天津塘沽开发区发车时间为 5:30-18:30。 

 

机场专线 4 路（唐山道公交站-天津机场） 
中途停靠站 唐山道、崇仁里、湖北路、小白楼、大光明桥、

唐家口、长征路、中北里、祈和新苑、益寿里、翠阜新村、上

杭花园、万兴花园、松风西里、盘山道、崂山道、香山道、武

警医院、万新村南、杨台、工地、程林东里、登州里、第三石

油化工厂、李明庄、机场办公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间隔时间 大约 60 分钟 

票价 3 元 

 

机场专线 5 路（天津乐园公交站-天津机场） 
中途停靠站 天津乐园、西南楼、天津日报大厦(北)、光华桥、

大直沽、棉纺一厂、大直沽五号路、大直沽后台、东风地道、

东风立交桥、制药厂、儿童村、军事交通学院(原程林里)、东

局子、天山路、武警医院、兰亭里、嵩山道、倚虹东里、松风

东里、李明庄、机场办公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间隔时间 大约 60 分钟 

票价 3 元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 预订天津特价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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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 | 火车 
天津有 4 个火车站，分别是：天津站，天津西站，天津南站

和天津北站，其中天津南站是货运站，天津西站在改造中。 

 

天津站  
地址 天津市河北区新纬路 1 号(新纬路与河北区海河东路交

汇处)。 

途径公交 
天津站（A 站台） : 961 路、953 路、951 路、858 路、832

路、802 路、650 路、645 路、638 路、634 路、97 路、50

路、27 路、24 路、13 路、8 路、5 路、824 路、808 路、689

路、672 路、666 路、663 路、621 路、462 路、186 路 
 
天津站（B 站台）： 905 路、902 路、845 路、836 路、828

路、827 路、806 路、676 路、639 路、635 路、96 路、92

路、35 路(慢车)、815 路、689 路、680 路、666 路、621

路、613 路、176 路、刘家房子、塘沽专线、便民 9 路 
 
天津站（C 站台）： 905 路、845 路、836 路、828 路、827

路、806 路、676 路、639 路、635 路、92 路(慢车)、815

路、680 路、621 路、刘家房子、塘沽专线、便民 9 路 
 

天津站后广场：600 路、96 路、607 路、机场夜班专线、机

场天津站专线 

 

天津北站 
地址 天津市河北区中山路 5 号。 

途径公交 908 路、901 路、903 路、869 路、646 路、641

路、619 路、609 路、27 路、22 路、1 路、818 路、671 路、

670 路、622 路 

 

铁路 | 高铁 
北京与天津之间设有城际高铁。京津城际铁路全长 120 公里，

沿途设北京南站、亦庄、武清、天津四站。京津城际轨道交通

沿途将设 4 座车站，分别是北京南站、亦庄、武清、天津。

铁路最高时速为 350 公里，京津间全程直达运行时间控制在

30 分钟内，列车最小行车间隔三分钟，票价为 52 元、62 元。 

 

城际高铁时刻表 
北京出发时间最早为 6:35，最晚的列车为 23:00 

天津回北京首发时间为 6:25，末班车时间为 22:45 

京津城际每隔 10-35 分钟便有一趟 

 

汽车 
通过天津的国道主干线有 4 条：京津塘高速公路、京沈高速

公路、京沪高速公路以及津唐（天津到唐山）高速公路。天津

市内有 5 条国道经过：即京哈、京塘、津同、津榆公路和正

在建设的山广公路。天津主要的长途客运站包括： 

 

天环客运站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红旗路 228 号 

途径交通 45 路、47 路、47 路空调、48 路环线、50 路、52

路、609 路、646 路、650 路、681 路  
 

长途客运中心站 
地址 河东区天津站后广场 

途径交通 459 路(塘沽线) 105 路 
 

红桥长途汽车站 
地址 海源道与涟源路交叉口东  

途径交通 37 路、47 路、47 路空调、48 路环线、601 路、

628 路、657 路、676 路、700 路、800 路 
 

天津客运河北站  
地址 河北区建昌道 39 号  

途径交通 便民 77 路 

 

天津客运西站 
地址 红桥区西青道 2 号 

途径交通 657 路 
 

通莎长途汽车客运中心站 
地址 天津市河东区真理道 43 号 

途径交通 828 路（公交 C 站台） 
 

水运 
天津港是我国最大的人工港口，位于渤海湾西岸的海河入海口

处，是京津的海上门户。 
 

天津港海上旅客运输的国内班轮三条：天津到龙口、烟台和大

连。另有国际班轮二条：天津到日本神户、韩国仁川。其中从

天津至韩国仁川每周四、六有船，而至日本神户每周一有船。 
 
天津站铁路轮船联运售票处 龙门大厦 

电话 022-24211527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7 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在春

节、清明、劳动节、国庆

节等 4 个国家法定节假

日及连休日可免费通行

收费公路(含收费桥梁和

隧道)。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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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天津  

- 6 - 

版本 号 ：2013 年版  
最后 更 新：13.04.28 

 

行走天津 

公交车 
天津公交车由 10 条校车专线、1 条科隆专线、2 条观光专线

和普通公交线路组成，其中的普通公交线路由市内线路和郊区

县线路组成。 
 
天津市区很多公交车都实行无人售票，车费 1.5-2 元；去开发

区的车费要 4-5 元(火车或公车)；去郊区的车实行梯形票制，

即 1 元起价，10 公里后，每 5 公里加价 0.5 元。 
 
巴士观光线分为观光 1 路和观光 2 路。 

观光 1 路（天津钢厂－洪湖南里），首班车 6:20，末班车 21:00。 

观光 2 路（华苑小区－第三医院），首班车 6:15，末班车 21:15。 

 

出租车 
天津出租车起步价 8 元，另加燃油附加费 1 元，行驶 3 公里，

之后 1.7 元/公里，超出 10 公里以 2.5 元一公里计算。 
 
天津出租车型主要是丰田威驰和花冠，根据车型排量不同，增

价有所不同。如果游客需要长距离行驶，最好选择包车，可以

事先和司机商议价格。 
 

在机场、火车站、各宾馆、饭店和旅游点都有出租汽车昼夜服

务。从天津市区租车去塘沽的话，最好事先和司机讲好价钱；

到塘沽火车站的参考价位一般为单程 60 元，往返 90 元。 

 

自行车 
在天津市区游览，可以选择租自行车代步。一般在一些酒店的

门口就有自行车出租，大部分实行按时间计费，标准为 4 元

／小时，存车收费 5 角，有些地方免费存车。 

 

地铁 

天津市内地铁一号线北起北辰区刘园，南至津南区双林，穿越

天津市区只需半小时左右。运行时间为 6：00－22：00，高

峰期行车间隔时间不超过 4 分钟。 
 
地铁的起步价 2 元，全程票价 5 元， 5 站以内（含 5 站）2

元；5 站以上 10 站以下（含 10 站）3 元；10 站以上 16 站以

下（含 16 站）4 元；16 站以上 5 元。 
 
地铁 1 号线线路：刘园、西横堤、果酒厂、本溪路、勤俭道、

洪湖里、西站、西北角、西南角、二纬路、海光寺、鞍山道、

营口道、下瓦房、小白楼、南楼、土城、陈塘庄、复兴门、华

山里、财经学院、双林 
 
地铁 2 号线线路：曹庄、延安西路、芥园西道、咸阳路、红

旗路、广开四马路、西南角、鼓楼、东南角、建国道、天津站、

新开路(远洋国际中心）、顺驰桥、靖江路、翠阜新村、贺兰路

（屿东城）、登州路、国山路、李明庄 
 
地铁 3 号线线路：小淀、丰产河、华北集团、天士力、宜兴

埠、张兴庄、铁东路、北站、中山路、金狮桥、天津站、津湾

广场、和平路、营口道、西康路、吴家窑、天塔、周邓纪念馆、

红旗南路、王顶堤、华苑、大学城、高新区 

 

轻轨 
天津滨海轻轨（9 号线）为天津市区至滨海新区的快速轨道交

通工程，起于市内中山门，终点在开发区第八大街，沿线共设

17 个车站。分别是十一经路站、直沽站、东兴路站、中山门

站、一号桥站、二号桥站、新立村站、东丽开发区站、小东庄

站、军粮城站、钢管公司站、胡家园站、塘沽站、泰达站、市

民广场站、会展中心站、东海路站。  
 

天津滨海轻轨的票价为计程票价，起步票价为 2 元，递增票

价为 1 元，全程票价为 9 元。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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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 

天塔 

全名天津电视广播塔，位于市区西南的天塔湖中，是津门十景

之首，是世界第四、亚洲第二高塔，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水

中之塔”。其势如剑倚天，享有“天塔旋云”之美称。 
 
天塔由塔基、塔座、塔身、塔楼、天线五部分组成，集旅游观

光、餐饮、娱乐、广播电视等多项功能于一体，对游人开放的

有塔座大厅、瞭望厅、太空旋转厅和露天观光平台，在嘹望厅

内可借助各角落的望远镜将方圆百里的景色尽收眼底。 
 
门票 50 元  （同程价 40 元  >> 立即预订） 
 
交通 市内有 8、16、94、658、677、632、161、859、

858 路公交车可以抵达。 
 

景区看点 
天塔顶 登上塔顶极目远眺，津门全景尽收眼底，近处可观水

上公园的全景 ,远处一座座高楼栉比鳞次。傍晚时分，依偎在

黄昏的暮色中，看着全城的灯火渐明，更别有一番情趣。 

 
（图片由景区提供） 

 

旋转餐厅 天塔上的旋转餐厅，每４时旋转 360 度。这里的

灯具、地毯、桌椅无不富丽堂皇。当进餐之时，餐厅徐徐转动，

津门美景尽收眼底，美妙无穷。 
 
眺望厅 大厅以特制钢化玻璃为幕墙，晶莹透彻，东西南北安

放了高倍望远镜，透过它，既可近览津沽秀景，又可远眺蓟北

大地，渤海之滨。当雾满津门之时，只见塔下雾气翻滚，天上

则艳阳高照，阳光明媚，大有飘飘欲仙之感。 

 

 

 
（图片由景区提供） 

 

 

 

天津之眼 
天津之眼，即天津永乐桥摩天轮。稳坐于永乐桥之上的天津之

眼作为世界上唯一一座建在桥上的摩天轮，其巧夺天工和奇思

妙想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07 年永乐桥正式合拢，

使气势恢弘的天津之眼完全“睁开”，为津城再添一景。摩天

轮旋转至最高处时，周边景色一览无余。 
 
门票 70 元  （同程价 60 元  >> 立即预订） 
 
交通  
◆ 机场交通 机场专线 1 路、2 路、3 路、4 路、5 路均可到达。 

◆ 公交 1 路、4 路、12 路、18 路、34 路、516 路、604 路、

610 路、611 路、612 路、619 路、632 路、641 路、646 路、

659 路、670 路、671 路、801 路、803 路、818 路、861 路、

863 路、878 路、904 路、954 路、观光 2 路即到。 

◆ 地铁 天津市内地铁一号线至西北角地铁站下，步行至摩天

轮需 20 分钟或乘坐 861 路车可到达。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小贴士 
◆ 景区每周一检修，故一起游不提供周一摩天轮票预订。 

◆ 景区开放时间为 9:30—21:30，建议晚间去游玩。此时

暮色降落，河面霓虹次第亮起，在摩天轮上俯瞰海河夜景，

更会发现天津之美。 

◆ 摩天轮旋转一周需要半小时左右，请做好心理准备。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792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645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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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道 
五大道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因小洋楼多、保存完整、

建筑风格多样以及体现出的中西文化的冲突、交融而著名。这

里汇聚着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各式风貌建筑，这些建

筑在建筑形式上丰富多彩，构成一种凝固的艺术。现在，五大

道的文化含金量似乎愈来愈高，对于天津人来说，它不再被视

做过了时的昔时遗物，相反渐渐成了一种城市标志，成了天津

的城市名片。 
 

门票 五大道街区不收门票，乘坐马车观光则需收费。坐马

车 15 元/人，一辆车可坐 10 人。另外，可向马车夫购买“中

国·天津五大道风情区旅游图”，参考价格 2 元/张。到五大道

乘马车的入口在民园体育场，马场道不能行走马车，前往马场

道参观需步行。   
 
交通  

马车游览路线 民园体育场重庆道入口→重庆道→昆明路→常

德 道→衡阳 路→大 理道→ 睦南道→ 香港路 →新华路 →南海 路

→湖北路→民园体育场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独往者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独往者提供） 

 

 

意式风情区 
意式风情区，前身为意大利在境外唯一的租界，是亚洲唯一一

处意大利风格的大型建筑群。意式风情区是以民族路与自由道

交口的马可波罗广场为中心，东至民生路，西到北安道，南至

博爱道，北到进步道，内含 7 条道路。这里几乎包含了意大

利各个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该地区现存各类风貌建筑 76 栋，

是近代意大利在国外保留最为完整的历史街区。 
 
门票 免费 
 
主要景点 马可波罗广场、但丁广场、解放桥、大沽桥、世

纪钟、安吉里胡同、圣心教堂、曹家花园、意大利领事馆及冯

国璋、袁世凯、汤玉麟等名人故居。 
 
交通 
可乘 27 路、638 路、645 路、660 路、805 路、961 路等公

交在博爱道站下； 

可乘 14 路、462 路、640 路、802 路、841 路、901 路等公

交在民主道站下； 

可乘 5 路、8 路、13 路、24 路、634 路、645 路等公交在天

津站副广场站下。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小贴士 
◆ 五大道最佳旅游时间是 5-11 月，特别是秋季，树木藤蔓

灿烂的得如火如荼，整个老城区都显得极富生命力。 

◆ 五大道适合徒步 游览，或者租辆自行车，或 者坐马车游

览，以便走走停停，更深入地感受它的异国氛围。 

 

一起游小贴士 
天津意式风情街内的建筑保存得很完整，建筑都非常有特

色，因此成为很多导演拍摄电影时的完美背景。《非常完

美》、《建国大业》、《风声》等都曾在这里取景拍摄，有兴

趣的游客不妨到这里走走，寻找曾出现在荧幕中的那些熟

悉的场景。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01998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22443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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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鼓楼 
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鼓楼也是天津的地标性

建筑，距今约五百年历史，名为鼓楼，实为钟楼。明朝永乐二

年，天津设卫筑城，当时这座“卫城”只不过是土围子。经历

了大约九十年，修建了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的城楼和四处

城角的角楼。位于城中心的鼓楼，也是在这个时候修建起来。

现在的天津市就是以鼓楼为中心，向四周不断扩张而形成的，

所以“鼓楼”是天津市的发源地。 
 

门票 免费 
 

交通 乘坐 37 路、863 路、865 路、855 路、635 路、651

路、652 路、657 路公交可达。 
 
看点 鼓楼大钟 
鼓楼的大钟铸工精细，造型古朴，被誉为天津的“钟王”。钟

体都是阳铸浮雕，钟钮铸成交尾双螭，片片鳞甲清析可辨双螭

的两个头和四只脚，连接着钟体，另四只脚互相抓攀，弓身欲

吼。钟肩倒覆莲瓣二重，沿钟身周围分隔成八块长方形框格，

上下两层。钟的腰部铸着云龙和折枝花卉连续纹样，作为装饰。

钟口八个莲瓣的凹处，各铸一个八卦符号。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楊船長走透透提供） 

 

 

 

 

大沽口炮台 
大沽口炮台位于塘沽区大沽口海河南岸，是入京咽喉，津门之

屏障。自古以来即为海防重镇，素有“南有虎门，北有大沽”

之说。在中国近代史中，大沽炮台更是成为中国重要的海防屏

障，也是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门票 30 元 
 
交通 
公交 公交 110 路、617 路、936 路、627 路、822 路可达。 
自驾 

北京方向：京津高速（S30 /二线）→北塘站出高速→直行向

南走大港/黄骅/南港工业区方向→海河大桥→下桥 500 米即

到；京津塘高速公路→塘沽收费站→向东直行新港五号路→临

港立交 桥桥下→右转 行驶至新港四 号路→临港立 交桥→直 行

过海河大桥→下桥 500 米即到。 

天津方向：天津大道向东直行即到；津滨高速→塘沽出口→向

东直行大约 10 公里→临港立交桥右转上桥→海河大桥即到。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楊船長走透透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小贴士 
◆ 炮台濒海，游人还可远眺海景。 

◆ 与此同时，毗邻大沽口的海门大桥、大沽灯塔，也吸引

着人们着去游览。 

◆ 白天，可在炮台遗址游玩，乘快艇出海，入夜时分大桥

无数彩灯齐放，与灯塔交相辉映，美不胜收。 

一起游小贴士 
◆ 逢年过节，鼓楼这里都会有庙会，各色杂耍在这里上

演，还有遍布四周的小吃，热闹非凡。 

◆ 鼓楼的商铺主要以出售纪念品为主，也有古玩店，店

里的东西新老参半。在这里买点纪念品是可以的，但要

买古玩，没有十分的眼力，建议还是捂好自己的钱包。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0500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0579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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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化街 
这是一条由仿中国清代民间小式店铺组成的街道，街内有近百

家店堂。作为津门十景之一，始终坚持“中国味，天津味，文

化味，古味”的特色。 
 
古文化街无论建筑风貌、店铺装修、匾额楹联，经营商品都带

有浓郁的艺术气息。许多店铺门面檐下、枋间有一幅幅极具江

南造园艺术风格的苏画。另树一帜的还有砖、木雕刻装饰，带

有浓郁的民俗气息。街上古玩、字画、文房四宝、碑帖、古籍、

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彩塑、天津风筝等专业店铺丛聚。还有以

天后宫为中心的古色古香的旅游景观。 
 
门票 免费 
 
交通 乘 坐 1、4、12、15、611、612、619、624、824

路公交，即可到达天津古文化街旅游区。 
 
看点推荐  
古文化街除了中心天后宫，还拥有距今 600 年天津最大的道

教殿堂玉皇阁，最具天津特色的四合院群落通庆里，和中西合

璧式的天津八大家之一的刘家大院。而“旋子大点金”式的仿

古彩绘、“烟琢墨石撵玉”式的南北牌楼更是比比皆是。另外，

这里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还会举办传统活动皇会。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飞翔的花儿提供） 

 

 

 

 

南市食品街、南市旅馆街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chongdudu 提供） 

 

呈宫城式建筑风格的南市食品街和南市旅馆街，是十分吸引人

的地方。在月明风清之际，人们身临美味四溢的食品街，把酒

飞觞，对月轻吟，尽情体味中国食文化的内涵，会油然而生陶

醉之情；倘再下榻毗邻的旅馆街，明月临窗的房间，既舒适又

惬意，定会兴犹未尽，留下美好回忆。天津人给它们起个意味

深长的名字：“双城醉月”。 

 

 
南市食品街 
食品街位于繁华的旧商业中心南市，这里不仅云集了全国各地

的珍馐美馔、风味小吃，而且建筑别具一格，具有浓厚的民族

特色。整个食品街像一座宫殿，显得古朴庄严。南市食品街作

为天津一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 
 

交通 公交 606 路、634 路、642 路、651 路、652 路、659

路、670 路、671 路、672 路、675 路、681 路、801 路、806

路、824 路、829 路、840 路可达。 

 

南市旅馆街 
从南市食品街朝西的兴歌门踱出，一座仿清式古建筑群迎面耸

立，与食品街连成双城之势，这便是南市旅馆街。南市旅馆街

建筑与食品街建筑风格一脉相承。 
 

交通 161 路、168 路、635 路、657 路、840 路、849 路、

855 路、865 路、便民 61 路公交即可到达南市旅馆街；也可

以到达南市食品街之后，再步行到南市旅馆街。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小贴士 
古文化街的“皇会”，也是一个闻名遐迩的传统活动。相

传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是天后宫海神娘娘的生日，所以皇

会最初叫娘娘会。在这一天，以龙灯、高跷、旱船、秧歌、

法鼓、中幡、狮子舞和武术等表演为主，街头熙熙攘攘，

热闹异常，成为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的盛举。这时候去古文

化街，可以一享天津的民俗风情。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82641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7432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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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房子 
瓷房 子，是天津市 赤峰道一座用 多件古董装修 而成的法式 洋

楼。瓷房子主人张连志亲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具有中国文化

韵味的元素巧妙地糅合起来。用他自己多年收藏的古瓷器、汉

白玉石雕、水晶石与玛瑙，以及数以万计的瓷片等作为装修材

料，让洋楼华丽“变身”，披上“中式外衣”，变得古色古香，

珍贵的用料也让房子堪称价值连城。 
 
门票 35 元 
 
交通 公交 1 路、17 路、185 路、830 路、860 路可达。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盛夏凉风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15510drdmnm 提供） 

 

文庙 
文庙是天津的学宫所在，是天津历史上等级最高的古建筑群，

也是天津地区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建筑群。明、清两

代曾多次修缮，逐渐形成现在的规模。 
 
天津文庙承袭了传统的四合宫殿体系，由万仞宫墙(照壁)、泮

池、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和东、西两侧配殿等组

成。庙外东门内大街上，东、西两侧耸立“德配天地”、“道冠

古今”牌楼各一座，造型独特，为天津仅存。 
 
门票 10 元 
 
交通 公交 675 路、846 路、681 路、641 路、863 路、1

路、5 路、954 路、37 路、642 路、606 路、904 路、903

路、619 路、659 路、609 路、观光 2 路、观光 1 路可达。 

 

 

天后宫 
天后宫，俗称“娘娘宫”，位于古文化街上，为天津市区最古

老的建筑，宫内供奉着海神天后。天后宫由戏楼、山门、楼牌、

前殿、正殿、藏经阁、启圣祠、钟鼓楼、张仙阁和配殿等建筑

组成。每年农历三月廿三日是海神娘娘的生日，每年这时都举

行“皇会”，表演高跷、龙灯、狮子舞等，热闹非常。 
 
门票 免费 
 
交通 公交 1、4、12、15、611、612、619、624、824 路

到达古文化街，步行至天后宫。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独往者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小贴士 
文庙建筑有一些专用名称。如棂星门，传说棂星是天上主

管文教的神星，通过棂星门，可得神灵护佑。又如泮池，

人们踏上泮池叫“入泮”，就像进入了最高学府。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86055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60049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24392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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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海河镜随心动提供） 

 

 

水上公园 
津门十景之一，景名"龙潭浮翠"。坐落在天津市南开区，邻天

津电视塔，是天津市区最大的综合性公园。其特色是整座公园

由东、西、南三大湖和分散在湖中的 11 个岛屿组成，因此称

之为水上公园。 
 

园内风光融江南风格和北方情调于一体。园中有仿古建筑群"

碧波庄"，展览名贵盆景的"盆景园"，与日本神户市共同建筑

的"神户园"等"园中之园"。登上公园至高点"眺园亭"可一览全

园风貌，园中还设有各种游乐设施和风味餐厅，公园南部还有

规模宏大的天津动物园。 
 
门票 免费。 
 
交通 途径水上公园的公交车有：观光 2 路、643、668、857、

862、871、872、879、904、52、685 路等。 

 

 

 

天津滨海航母主题公园 
天津滨海航母主题公园是以“基辅”号航母这一独特旅游资源

为主体，以娱乐性军事活动为主题，以战争游戏化、军事趣味

化、知识军事化经营为特色的大型军事主题公园。 
 

航母上围绕军事主题开发参与性娱乐项目，开放设有作战指挥

中心、情报舱、航母科技馆、舰船发展史、水兵倾斜舱、勇士

走廊等几十个项目。舰下建设世博天津馆、码头广场、4D 影

院、航母野战营等特色项目。 
 

门票 160 元   （同程价 152 元  >> 立即预订） 
 

交通 
◆ 公交 公交 133 路、462 路、459 路可达。 

◆ 旅游专线 专线 1 路由航母主题公园至极地海洋世界；专线

2 路由航母主题公园至东海路轻轨站。 

◆ 自驾 

北京方向：走京津高速“北塘出口”直行彩虹桥 7 公里即至；

走京津塘高速“塘沽出口”下，直行至南海路左转，经彩虹桥

7 公里即至。  

天津方向：走卫国道由“东丽入口”上京津高速过“北塘出口”

经彩虹桥 7 公里即至；走津滨高速直行至南海路左转，经彩

虹桥 7 公里即至。 

 
（图片由景区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小贴士 
◆ 水上公园内部游乐设施需要另外收费。 

◆ 游客乘游艺机船时，要听从服务人员指挥。遇恶劣天气，

为保障游客安全，游艺机船会停止运营。 

一起游小贴士 
◆ 航母内设有多处垃圾箱和厕所，请您在游览过程中积极

配合、保持卫生，加强自身环保意识。 

◆ 游客进入航母内需严格按照指向标志前进，不可进入未

开放区域，否则，造成一切事故责任自理。 

◆ 由于园区内水域情况复杂，因此提醒所有游客不得涉水

玩耍。在参与水中项目时请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 

◆ 航母门限一次性入园使用，请您安排好时间、携带全物

品，禁止重复入园。 

◆ 不得随意触摸或破坏舰上的任何设施，否则造成意外者

将负全部责任。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18403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008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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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外滩公园 
海河是天津的血脉，是天津的母亲河。它集纳百川，通达四海，

穿过天津蜿蜒东入渤海。河、海之利，加上天津蓟北雄关，形

成了中国大城市中独有的山、海、河壮丽景观。 
 
海河公园位于海河两岸，东岸自狮子林桥至月牙河，西岸自金

钢桥至四新桥。公园分为文物园林、广场园林、中心园林和文

化园林等区域，并设有大型喷泉，每到夜幕降临时，广场彩灯

闪烁，景色瑰丽壮观。 
 
门票 免费 
 
游船门票 60 元  （同程价 45 元  >> 立即预订） 
 
交通  
◆ 公交 乘坐公交 101 路、108 路、130 路、132 路、133 路、

151 路、459 路(塘沽线)、502 路、507 路、613 路、617 路、

621 路、820 路、834 路、844 路、880 路、931 路、936 路、

936 路区间、机场专线 2 路可达。 

◆ 自驾 出机场大道路过京津高速转到津滨高速，沿津滨高速

公路穿过唐津高速直达。 

 
（图片由景区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牛大夫提供） 

 

门票 独乐寺门票 28 元，白塔寺门票 4 元，两寺联票 30 元，

登观音阁 10 元 
 
交通 
◆ 北京出发 在八王坟长途汽车站乘坐前往蓟县方向客车。 

◆ 天津出发 

汽车：河北客运站乘坐前往蓟县方向客车。 

火车：天津东站前往蓟县火车。 

到蓟县县城后，从蓟县客运站后步行 15 分钟即到独乐寺。 

蓟县独乐寺 
独乐寺，俗称大佛寺，位于天津蓟县城内西大街。独乐寺是一

座享誉中外的千年古刹。始建于唐贞观十年，辽统和二年重建，

明万历、清顺治、乾隆、光绪年间维修。它集历史、艺术、科

学三大价值于一身，为研究我国建筑结构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景区看点 
壁画 观音阁内四壁的彩画，是明代重描的“十六罗汉”和“二

明王”。这些壁画，不仅给独乐寺增添了光彩，也为历史、艺

术、宗教的研究领域提供书宝贵的材料。 
 

匾额 山门正中的“独乐寺”匾额，为明代武英殿多学士、夜

子夜帅严嵩手书。观音阁屋檐下正中“观音之阁”鎏金方匾，

为李白 52 岁北游幽蓟时所书。 
 
山门屋顶 它为我国最早、等级最高贵的庑殿顶山门，由 1

条正脊 4 条垂脊组成，正脊两端两条翅转向内，犹如雉鸟飞

翔的样子，在建筑中叫作“鸱吻”，气势完伟。 
 
观音阁 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 高层楼阁，观音塑像是

整个建筑的主旨，这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泥塑。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小贴士 
◆ 到海河玩可选择游船方式。海河游船分为观光游、夜景

游以及海河渤海一日游，票价分别为 80 元、100 元、198

元，登船码头设在天津站码头（世纪钟旁边）。 

◆ 到海河游玩建议夜晚去，夜幕降临后，波光灯影、流动

不息，两岸若明若暗的各色灯光，倒映在河中，浮如绚丽

的彩霞。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175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48189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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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山 
盘山，古名盘龙山，因它蜿蜒盘踞，形无定向势如龙，故名盘

龙山。盘山犹如十里锦屏巍然屹立，以“京东第一山”驰名中

外。盘山有“五峰”、“八石”、“三盘”之胜，尤以“上盘之松，

盘中之石，下盘之水”著称。盘山内峰石各抱地势，竞相峥嵘，

名胜古迹遍布，可谓步步有景。 

 

门票 120 元   >> 立即预订 
 

北京旅游专线成人票 120 元 同程价 110 元 

北京旅游专线老人票和学生票 100 元 同程价 90 元 

 

 

 

 

 

盘山索道（一期）：往返乘座票 110 元/人（含 60 元门票），

上乘票 80 元/人（含 60 元门票），下乘票 30 元/人 

云松索道（二期）：往返乘座票 100 元/人，成人乘座票 50 元

/人，儿童乘座票 30 元/人 

 

交通 
◆ 北京出发 
自驾车 

A 线：机场高速→京平高速→盘山出口下高速→盘山 

B 线：京哈公路→通县→三河→蓟县邦均镇→邦喜公路直行→

高速速环岛左转→盘山 

C 线：北京东三环→京顺线、平顺线→蓟县罗庄子乡→王庄桥

右行 →津围公路直 行→蓟县西 关右转→高速 环岛西北路 口→

盘山 

乘车线路 从北京四惠长途客运站乘中巴车，在蓟县新汽车站

下车，转乘至盘山公交车或出租，直达盘山景区。 
 
◆ 天津出发 
自驾车 

A 线：金钟河大街北行→津蓟高速公路→蓟平高速→盘山出口

下高速→盘山 

B 线：津围公路→蓟县→南楼或西关左转→津蓟高速环岛西北

路口→盘山 

C 线：津蓟高速→环岛西北路口→盘山 

乘车线路 

火车：天津至蓟县有火车直达，到达蓟县后坐出租前往。 

汽车：天津市河北客运站乘车直达蓟县县城，转乘旅游出租车

到达盘山景区。 

 
（图片由景区提供） 

 

景区看点 
元宝石 在东西浮青岭之间山谷中，两边是险峻的陡壁，清秀

的峰峦，涧谷中弯曲的小溪，清流湍急。当道横卧一石，长数

丈，高丈余，上宽下窄，形同元宝。 
 

迎客松 沿盘曲石磴山路，步步登高，跨过“仙人桥”，迎面

即为有“稀世珍宝”之称的迎客松，迎客松树龄高达 400 年

至 600 年，仪态肃穆，宛如挥手揖客。 
 
塔林 盘山塔林，位于万松寺南侧，由九十九座历代高僧的墓

塔组成，主塔普照禅师塔、太平禅师塔。 
 

万松寺 万松寺原名李靖庵，又名卫公庵，建于唐，塔前有二

通碑。万松寺是盘山 72 座寺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将军石 在距挂月峰西南二里处路旁，矗立着一块青石，此石

高三米，宽二米，远看，犹如一位威武雄壮的将军，在戍守山

岗，这便是“盘山八大怪石”之一的将军石。 
 

南天门 盘山南天门坐落在弥勒峰西，紫盖峰北，挂月峰南。

主要有朝天坊、蹬天梯和南天门阁楼等景观。 
 
挂钟松 位于盘山绝顶，此松 13 米余高，枝繁叶茂，在枝干

分叉处，有一道深凹的沟痕。这株大松树上曾悬挂过一口上千

斤的铁钟。当年云罩寺的僧人每撞击洪钟之时，其声远在几十

里外清晰可闻。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北京旅游专线包括景区门票和往返车费 

每日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外斜街 45 号（原东直门长途汽车

站）早上固定 8：30 出发，下午 16：00 返程。 

一起游小贴士 
◆ 游玩日期前一天，根据成功预订的手机短信的联系方式

致电景区接待专员，预约盘山风景区车位。 

◆ 徒步上山至主峰需要三个半小时左右，建议游客根据自

己的身体情况选择索道或观光车。 

◆ 盘山风景区面积较大，最好安排两天行程，附近有旅店，

夜宿价格还算便宜。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791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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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牛大夫提供） 

 
 

黄崖关长城 
黄崖关长城在蓟县北 30 公里的崇山峻岭之中。历史上，蓟州

城共有守营墩台十八座，黄崖关为其一，也是最为重要的关隘。

黄崖关城是明代蓟镇长城的重要关隘，也是县境内唯一的一座

关城。关城东侧山崖的岩石多为黄褐色，每当夕阳映照，金碧

辉煌，素有“晚照黄崖”之称，关城因此得名。 
 
这一段长城建筑特点是，台墙有砖有石，敌楼有方有圆，砌垒

砖有空心有实心。关城塞堡、敌台水关，应有尽有，接山跨河，

布局巧妙，集雄险奇秀于一身。黄崖关长城和长城博物馆、水

关、八卦城、石刻碑林等景点在长城全线称绝。 
 
门票 50 元 
 
交通 
自驾 津蓟高速，到蓟县西外环下高速，前行左拐过铁路便可

直达黄崖关。 

乘车 河北客运站乘长途车到蓟县后，有中巴到景区，10 元/

人。从黄崖关长城返回蓟县，在景区门口的马路上拦车即可。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小贴士 
黄崖关长城比较险峻，建议先坐车到太平寨进景区沿长城

向主关走，这样不仅不走回头路，还可不遗漏景点。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48189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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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开教堂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楊船長走透透提供） 

 
西开教堂又称法国教堂，位于天津和平区滨江道独山路，是天

津教堂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包括天主教总堂和大教堂，为法国

天主所建。大教堂采用法国罗曼式建筑造型。楼座以黄、红花

砖砌成，上砌翠绿色圆肚形尖顶，檐下为半圆形拱窗。堂内为

三通廊式内墙彩绘壁画，装饰华丽。 
 
门票 免费 
 
开放时间 教堂在礼拜天上午一定会开；平安夜晚上和圣诞

节上午也会有圣诞聚会。 
 

交通 乘坐 3 路、45 路、851 路、50 路、643 路、901 路、

35 路、847 路、600 路、800 路、673 路、观光 2 路等公交

车可达。 

静园 

 
（图片由景区提供） 

 
静园，位于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 70 号（原日本租界区宫岛路）。

静园初名乾园，为北洋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宅邸，后来末代皇

帝溥仪于此居住，更名“静园”，寓意“静以养吾浩然之气”。

园内建有西班牙式砖木结构楼房一座，两侧配有平房，后院建

有附楼。 
 
门票 20 元   （同程价 18 元  >> 立即预订） 
 
开放时间 8:30-16:30（提前半小时停止售票） 
 
交通 公交 3 路、50 路、600 路、606 路、631 路、632 路、

643 路、657 路、673 路、840 路、850 路、851 路、865 路、

867 路、870 路、906 路、K50 路可达；乘坐地铁至鞍山道站，

下车步行几分钟即可到达。 

 
八仙山 
八仙山原名“八仙桌子”，相传八仙游东海经过此地，被这里

的美景所吸引，便降下祥云在此小憩，这万亩山林便因此得名。

八仙山是天津地势最高、群峰汇集的地方，多年来由于交通不

便，加之这一带为清东陵风水禁地，封闭达 280 年之久，人

迹罕至，故藏在深闺人未识。 
 
由于森林生态环境优越，不仅各种森林发育良好，长势繁茂，

而且还生长有多种藤本植物，因此这里被誉为“天津的西双版

纳”。 
 

门票 45 元  （同程价 35 元  >> 立即预订） 
 

交通 
◆ 火车 天津站有直达蓟县的火车。 

◆ 汽车 河北客运站有发往蓟县方向的客车。 

到达蓟县后有到八仙山的旅游中巴。  
（图片由景区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4030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185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1760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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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王府 

 
（图片由景区提供） 

 
庄王府，原为北洋政府江西督军李纯家祠，是留存至今的本市

规模最大的仿古建筑之一。它的前身是北京的庄亲王府，是正

宗王府制式建筑。如今的庄王府保持标准的青砖、绿瓦、红门

清代官式建筑风貌，从南到北依次是巨大的照壁、前花园和三

进式四合院。作为除北京城外唯一一座具有清代皇族色彩的古

建筑群，有“天津小故宫”“津门天津庄王府”之称。 
 

门票 50 元   （同程价 20 元  >> 立即预订） 
 

交通 公交 609 路、640 路、849 路、859 路、686 路、842

路、705 路、633 路、829 路、687 路可达。 

大悲禅院 

大悲禅院又名大悲院，是天津目前唯一的一座十方丛林寺院。

大悲禅院取自“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寻生救苦”之意，曾供

奉过唐代名僧玄奘法师的灵骨，是天津著名的佛教古刹。禅院

几经扩建，现存建筑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大悲殿、地藏殿、

讲经堂等，院内珍藏从魏晋到明清各代的佛、菩萨造像几百尊。 
 
门票 5 元，免费送每人 3 支香 
 
交通 乘 34、632 路公交在“天津美院”站下车。 

 

蓟县文庙 
蓟州文庙始建于唐，坐落在蓟县鼓楼北大街西侧。整个建筑由

前后两进院落组成，分别建有棂星门、登灜桥、泮池、大成门、

东西配殿、东庑、西庑、大成殿等。历代多有修缮，从清康熙

至道光五位皇帝，分别书“万世师表”、“生民未有”、“与天地

参”、“圣集大成”、“圣协时中”等匾额，鼎盛之极。 
 
门票 20 元   （同程价 16 元  >> 立即预订） 
 
交通 天津市河北客运站乘车直达蓟县县城，到达蓟县后，

从蓟县客运站后步行即可到独乐寺。 

 

石家大院 
杨柳青石家大院，其建筑结构独特，砖木石雕精美。石家是当

年天津八大家之一，一度财势显赫，声名遐迩。典型的北方大

宅，和南方的园林很不一样。 
 
门票 27 元 
 
交通 公交 824 路可直达，或乘坐 153 路、175 路车到杨柳

青总站，再换乘出租车到达。 

 

中环线 
中环线是一条围绕津城市区的环城公路，道路两旁不仅高楼林

立，树木成荫，还有众多的公园及园林小品令人留连忘返，目

不暇接。周边的公园主要由人民公园、西沽公园、长虹公园、

北宁公园和桃花园。 
 
门票 免费 

绿色世界生态园 

 
（图片由景区提供） 

 

绿色世界观光园里以古希腊神话中的植物神、农神、丰收之神、

花神和水果之神命名的海辛瑟斯园、德墨特耳园、克瑞斯园、

芙罗拉园、波莫娜园五大园区，分别向游客展示现代园林艺术、

奇异瓜果品种、巨型果蔬、热带花卉景观、果蔬景观特色景观，

给游客提供完美的视觉享受。此外，园内还提供果蔬采摘体验

区、绿色餐饮区、BBQ 自助烧烤区，满足游客的各种需求。 
 

门票 30 元  （同程价 25 元  >> 立即预订）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892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492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732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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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海昌极地海洋世界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世界馆造型犹如一只巨大的鲸鱼，游进海河

湾，栖息在天津滨海新区的著名塘沽外滩河畔。目前是世界上

规模 最大、展示 极地海洋 生物品种最 全的极地海 洋动物展 览

馆。 
 

海洋世界由极地动物展区、海洋动物展区、海底世界、无水海

洋、鲨鱼展区、珊瑚展区、水母展区、科普互动展区、表演场

（欢乐剧场）九大展区组成。馆内由白鲸、海豚、北极熊、企

鹅、海象、海狮等大小形态各异的海洋动物，还有其他海洋鱼

类生物汇聚一堂，体量巨大的海底隧道，让人融入神秘的极地

深海世界。 
 
门票 160 元  （同程价 145 元  >> 立即预订） 
 
交通  

◆ 线路 1 快速路大沽南路→外环津沽桥上天津大道→河南路

海门 大桥出口→ 桥下十字 路口左转向 海门大桥方 向走→见 海

门大桥右转即到极地海洋馆  

◆ 线路 2 走志成道快速→东纵快速→津滨大道→津滨高速→

塘沽河北路→海门大桥→下桥左转即到  
（图片由景区提供） 

 

宝成奇石园 
宝成奇石园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天然灵壁石人造石林，拥有奇

石、名石数十种共 4000 余块，主要以素有“天下第一石”之

美称的灵壁石、山石中的珍宝木化石和太湖石为主。奇石园内

还分为江南园、植物园、动物园等观赏区，特色节目有斗鸡、

斗狗、垂钓比赛。 
 

门票 24 元，学生票 18 元 
 

交通 市内乘去塘沽的公共汽车，中途二道闸公路下车即到。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宝成博物苑提供） 

平津战役纪念馆 
平津战役纪念馆，是反映中国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的平津战

役的专题纪念馆，主要由多维演示馆、纪念广场、胜利花园、

英烈业绩厅等组成。纪念馆已经成为天津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之一，每逢重大节庆纪念日，这里便会举行各类主题教育活动。 
 
门票 免费 
 
交通 观光 1 路、校线 7 路、37 路、47 路、48 路、628 路、

657 路、676 路、700 路、800 路、837 路、860 路、865 路、

879 路、907 路、911 路、952 路、961 路、962 路可达。 

 

天津热带植物观光园 
天津热带植物观光园亚洲最大的室内植物园，由综合服务厅、

精品花卉厅、科普教育厅和热带雨林厅四个大厅组成。园内拥

有 3000 余种各式各样的热带植物，还开辟了雨林文化节、玛

雅远古生活项目等主题活动，让游人能更好地观赏。 
 
门票 50 元 
 
交通 乘坐 851 路、645 路、31 路、25 路终点站下车即到。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788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34089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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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文庙 → 古文化街 → 天后宫 → 南市食品街、南市旅馆街 

天塔 → 水上公园 → 西开教堂 → 劝业场 

鼓楼 → 瓷房子 → 五大道 

蓟县独乐寺 → 盘山 

 

 

 

文庙 → 古文化街 → 天后宫 → 南市食品街、南市旅馆街 

这是天津市区的精华，闲逛历史文化名城古迹，体验正宗的津味风韵。 

▲ 交通 

① 文庙 → 古文化街：便民 9 路、5 路、824 路、672 路、658 路、675

路、681 路至东马路站。 

② 古文化街 → 天后宫：天后宫就在古文化街上，步行即可。 

③ 天后宫 → 南市食品街、南市旅馆街：954 路、611 路、观光 2 路、

840 路等至南市食品街站。  

▲ 午饭&晚饭   
午饭在古文化街解决，晚饭在南市食品街解决。 

▲ 住宿 

在此条路线中，推荐住在古文化街附近，这里是

天津的中心区域，交通便利，热闹非凡。 

推荐住宿         >> 天津特价酒店 

天津星程香槟小镇酒店 

单人房   同程价 139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大床房   同程价 189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天塔 → 水上公园 → 西开教堂 → 劝业场 

登上天塔俯瞰津门全景，然后去紧邻的水上公园一览龙潭浮翠的美妙，顺着滨江道，游览西开教堂以及古老的劝业场，体会岁月

在天津留下的痕迹。 

▲ 交通 

① 天塔 → 水上公园：水上公园位于天塔附近，步行即可。 

② 水上公园 → 西开教堂：公交 643 路、观光 2 路至滨江道站，再步行

至西开教堂。 

③ 西开教堂 → 劝业场：西开教堂与滨江道距离很近，直接步行至滨江

道上的劝业场。 

▲ 晚饭   

晚饭在滨江道解决。滨江道是天津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吃完晚饭在滨江道

上闲逛一会，感受一下天津夜晚的繁华。 

▲ 住宿 

此条路线推荐住在滨江道上，位于繁华的商业中

心，步行至海河之滨欣赏夜景都很方便。 

推荐住宿         >> 天津特价酒店 

天津康泰大酒店 

标准双人间 同程价 128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标准夫妻间 同程价 160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list_120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820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8205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820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120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373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13732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373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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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 → 瓷房子 → 五大道 

天津老城区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外显的旧时洋房，更在于其中掩藏的历史故事。登上鼓楼，去瓷房子感受中国瓷器的艺术，最后

在五大道消磨一个下午的时光，你就会发现天津的魅力所在。 

▲ 交通 

① 鼓楼 → 瓷房子：公交 652 路、962 路、846 路至滨江商厦下车步行。 

② 瓷房子 → 五大道：公交 831 路、902 路、845 路、838 路、951 路、

9 路至天和医院下车步行前往。 

▲ 晚饭   

晚饭在五大道附近解决。这里是历史留给天津的馈赠，六条街道上遍布各

式咖啡厅、酒吧、餐馆，逛累了，便可随便走进一家，在小洋楼的包围下

放松休息。 

▲ 住宿 

此条路线推荐住在五大道附近，更深入地体验天

津的异域风情。 

推荐住宿         >> 天津特价酒店 

天津香江假日酒店 

经济大床间 同程价 239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商务大床间 同程价 249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蓟县独乐寺 → 盘山 

蓟县是千年名县，自然风光秀丽，人文荟萃，独乐寺和盘山最具特色得代表了蓟县的景观。 

▲ 交通 

蓟县独乐寺 → 盘山：步行至蓟县车站，那里有开往盘山的旅游专线。 

也可自驾前往。 

▲ 午饭 

午饭可自备，或在游览完文庙后去车站附近找个小饭店解决。 

▲ 住宿 

此条路线推荐住在蓟县。 

推荐住宿         >> 天津特价酒店 

天津金滦酒店 

大床房     同程价 188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标准客房   同程价 188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度假线路 
     

 
                           

 

                       

 

 

 

 

 

 

 

 

北京-天津 休闲巴士一日游  

 98 元 起    立即预订   

 

 

 

天津 1 日游  古文化街  食品街 

 200 元 起    立即预订  

 

 

 

天津-塘沽 1 日游 

 268 元 起    立即预订  

 

 >>  更多天津度假线路 

http://www.17u.com/hotel/list_120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714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17142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714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120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808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808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8084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808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3275/#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3275/#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3275/#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4886/#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4886/#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4886/#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2666/#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2666/#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2666/#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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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 21 - 

版本 号 ：2013 年版  
最后 更 新：13.04.28 

 

住宿 

 

天津之眼附近 （→ 查看天津之眼附近酒店  → 查看天津特价酒店） 
位于静谧秀美的海河沿岸，与天津著名旅游景点古文化街、大悲禅院、天津之眼咫尺相邻，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日游津门丽色，夜观海河灯影，不管白天晚上，住在附近

都能看尽天津最美丽的景致。 

 

 

天津天纬宜必思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标准间         199 元   

家庭间          239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天津之眼街附近酒店 

[15528jnufrm] 总体感觉到酒店卫生条件好，

安静，服务态度也很好！ 

[13512wchyzc] 挺好的，一直都喜欢宜必思的

风格，很温馨。住着也挺实惠，舒服的。位置

也好！ 

→ 查看 174 条酒店点评 

   

天津智选假日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智选标准房       370 元   

智选套房         80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天津之眼街附近酒店 

[tg1919] 每次都想住的一个酒店，干净舒适，

地理位置便利，周围商圈豪华。好评！ 

[13821rqjdae] 服务非常好，地点佳，环境干

净，交通便利。服务很好，各方面都很人性化~

是个不错的选择。 

→ 查看 7 条酒店点评 

 
  

天津海河假日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假日高级房       708 元   

假日景观房        78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天津之眼街附近酒店 

[冰雪百合] 很好，很舒适，因为定的是观景房

所以外景很美，海河的夜景甚是美丽。 

[丽家宸宸] 带小孩子去的，非常喜欢。虽然价

格贵了些，但是总体来讲值了。窗外就能看到

天津之眼跟海河。晚上景色不错。 

    → 查看 31 条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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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五大道附近 （→ 查看五大道附近酒店  → 查看天津特价酒店） 
天津五大道那别样的异国风情，总让人仿佛置身在欧洲的老城里，既惬意又放松。触摸五

大道的美，最好的方式不仅仅是走走看看，也要在这里住上几晚，才能真正体验到它沉淀

的历史和迷人的氛围。 

 

 

天津之家公寓 
 

 

房型          同程价        

行政套房         158 元   

家庭套房          18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五大道附近酒店 

[13821gfwbcp] 位置很佳，毗邻滨江道，楼层

30 层，很安静，从窗户看出去，夜景很赞 .。 

[18901urytvj] 公寓的房间 很大  很干净  设施

齐全 地理位置很好，离地铁站不远，出行方便，

工作人员很热情，下次去还会选择这里。  

→ 查看 43 条酒店点评 

   

天津香江假日酒店 
 

 

房型          同程价        

经济大床间        239 元   

商务大床间         249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五大道附近酒店 

[15201kbggwl] 装修很欧式，周边灰常安静~

早 上 还 可以 吃 外面 的 锅巴 菜~总 体 满意~但是

前台服务欠佳~ 

[俗僧] 每次的首选，闹中取静，差旅皆可能。

新老天津的交汇处。 

→ 查看 49 条酒店点评 

 
  

天津岷山饭店 
 

 

房型          同程价        

特惠房          368 元   

高级房           42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五大道附近酒店 

[13516zdtldo] 特别喜欢这家酒店，里面的环

境很好，房间装潢很温馨，很好，喜欢！ 

[15222qshaox] 酒 店 环 境 很 好  优 雅 舒 适  交

通便捷 店家服务态度也相当好 以后还会选择

这家酒店的！ 

    → 查看 109 条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1200_94437_WuDaDao.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120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778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778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1200_94437_WuDaDao.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37786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714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714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1200_94437_WuDaDao.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17142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778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778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1200_94437_WuDaDao.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37788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天津  

- 23 - 

版本 号 ：2013 年版  
最后 更 新：13.04.28 

 

 

古文化街附近 （→ 查看古文化街附近酒店  → 查看天津特价酒店） 
一条仿古文化街，集中浓缩了津门文化的精华，而毗邻海河、坐拥官银号、通庆里、天后

宫等名胜古迹，更衬托出这条街的朴茂之风。在这里住上一晚，更纯粹地去体验天津，去

融入天津，津门的文化也会渗透进来。 

 

 

天津如家快捷酒店（中山路美术学院店） 
 

 

房型          同程价        

标准双人房        161 元   

商务大床房         161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古文化街附近酒店 

[18328igekgr] 非常干净，服务很贴心，真的

跟名字一样，有家的感觉！ 

[15222etqglb] 是下午四点入住的酒店，总体

感觉还不错，前台服务很好，地理位置也很好，

走几步就看到天津之眼啦。下次还会来滴。 

→ 查看 433 条酒店点评 

   

天津锦江之星（火车站店） 
 

 

房型          同程价        

单人间         179 元   

标准间          189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古文化街附近酒店 

[zk5188china] 亲切，热情，卫生，离火车站

特近，交通方便。 

[13840vxmqdl] 酒店的地理位置非常好，离火

车站步行 5 分钟，离世纪钟和海河步行 2 分钟，

离意式风情区步行 5 分钟。 

→ 查看 452 条酒店点评 

 
  

天津皇冠维多利亚国际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商务双人房       428 元   

商务大床房        42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古文化街附近酒店 

[13601uxowjs] 房间虽然很小，不过很舒适，

大大的窗户，小风吹进来很舒服。 

[13910ofbuap] 距离中心交通方便，房间价格

合理，房间宽敞明亮，酒店服务周到！交通方

便，环境整洁，服务好。 

    → 查看 328 条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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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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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风味小吃很有名，除了闻名中外的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桂发祥麻花这天津三绝外，还有煎饼果

子、张记果仁、曹记驴肉、石头门坎素包子、芝兰糕干、油炸蚂蚁、糖粘子、贴饽饽熬小鱼等特色小吃。 

狗不理包子 
天津人俗谚：到天津不尝一尝狗

不理，等于没有来过天津。狗不

理 包 子 以 其 味 道 鲜 美 而 誉 满 全

国，名扬中外。它备受欢迎的关

键在于用料精细，制作考究。 

桂发祥麻花 
是天津麻花最正宗，秉承传统工

艺的百年老字号麻花老店。色泽

金黄，风味醇厚，具香、酥、脆、

甜的诱人特点，有花理虎、麻轴、

绳子头等多个品种。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随心飘飞提供） 

耳朵眼炸糕 
耳朵眼炸糕是天津三绝之一，具

有黄、软、筋、香四大特点。闻

起 来 香 味 扑 鼻 ， 出 锅 后 厚 薄 均

匀，吃到嘴里外焦里嫩，外层香

甜酥脆，内层酥脆可口，香甜粘

 

天津糕干 
天津制作糕干的店铺很多，其中

杨村糕干生产始于明初，历史悠

久，最为正宗，其中又以芝兰斋

糕干最著名。制作好的糕干洁白

绵软，香甜可口，老少皆宜。 

煎饼馃子 
煎饼馃子也是天津的特色小吃，

做出的煎饼薄软如纸，卷上酥脆

的棒槌馃子(油条)，抹上面酱芝

麻等小料，香气扑鼻，味美适口。 

曹记驴肉 
曹 记 驴 肉 至 今 已 有 二 百 余 年 历

史。精选新鲜优质驴肉，配以多

种香料，放进锅里慢火煮七至八

个小时。曹记驴肉酥烂易嚼，味

道鲜美，远近闻名。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飞翔的花儿提供） 

茶汤 
茶汤不仅味道好，更诱人的是颇

具乡土特色的制作情趣。茶汤的

主要原料是秫米面，制作程序是

先将磨细的面放在碗底，用温桂

花 糖 水 打 成 糊 状 ， 再 用 沸 水 冲

开，撒上糖，用小铲慢慢铲着食

用。食品街上有专门的茶汤店，

当街制作，即冲即饮，很有特色，

可取体验一番。 

炸素卷圈 
以豆皮作皮，用绿豆菜、香干、

粉皮、香菜配以芝麻酱、香油等，

在油锅内炸制。外脆里嫩，是天

津特色风味小吃。 

锅巴菜 
锅 巴 菜 是 天 津 具 有 独 特 风 味 的

小吃，以绿豆、小米水磨成浆，

摊成薄厚均匀的煎饼，用刀切成

柳叶状，浇上卤计，再洒上辣椒

油、香菜叶即可食用。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6749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818432.html#refid=2582175


                                                                            天津  

- 25 - 

版本 号 ：2013 年版  
最后 更 新：13.04.28 

 

 

 

 

 

 

 

 

 

 

 

 

 

津菜 

天津菜起源于民间，得势于地利，博采众长，独具特色。天津

是退海之地，古有九河下梢之说，盛产鱼、虾、蟹、民间素有

“吃鱼吃吓，天津为家”的说法。有代表性的天津风味菜肴八

大碗、四大扒、冬令四珍。 
 

八大碗 
八大碗有粗细之分。 

粗八大碗：熘鱼片、烩虾仁、全家福、桂花鱼骨、烩滑鱼、独

面筋、川肉丝、川大丸子、烧肉、松肉等。 

细八大碗：炒青虾仁、烩鸡丝、全炖、蛋羹蟹黄、海参丸子、

元宝肉、清汤鸡、拆烩鸡、家常烧鲤鱼等。 
 
四大扒 
四大扒是成桌酒席的配套饭菜，有扒整鸡、扒整鸭、扒肘子、

扒方肉、扒海参、扒面筋、扒鱼等。 
 
冬令四珍 
冬令四珍是指铁雀、银鱼、紫蟹、韭黄。 

 

  美食品鉴地  

红旗饭庄 
红旗饭庄一向以津菜著称，店内津菜都很地道。在天津有三个

分店，黄河道、隆昌路、临水道各一家。 
 
天津菜馆 
天津菜馆在南市食品街上，有比较传统的八大碗。 
 

桂园 
桂园在五大道附近的成都道和桂林路交口，生意火爆，很有些

年头。去的人比较多，需要耐心等候。 

海鲜 
天津的海鲜是不可不尝的，多集中在塘沽。在北堂也有许多渔

家餐厅，价格都不高。天津北堂海鲜风味系列虾酱、虾油是很

多人所钟爱的，几乎每家店铺都有。 

 

  美食品鉴地  

东瀛海鲜大酒楼 
天津有名的海鲜店。环境宽敞大气，商务宴请很有面子，海鲜

种类齐全，服务到位，价格也比较合适。 

地址 河东区十一经路 47 号空军大院内（总店）  
 
粤唯鲜海鲜城 
此楼为很有特色的疙瘩楼，楼内陈列店主收藏的近千件古董，

饭后可出来步行五大道，别有情趣。 

地址 和平区河北路 283 号  
 
瀚金佰海鲜大酒楼 
酒楼最大的特点是大堂内设海族养殖柜，养有多种海洋动物，

但菜品价位较高。 

地址 河西区大沽南路 985 号  
 
鹏天阁海鲜酒楼 
整个酒楼装修豪华，房间宽敞明亮（单间内可免费卡拉 OK），

价位比较低，吃海鲜首推此家。 

地址 南开区红旗南路 395 号  
 
家和海鲜巨无霸 
距市中心要 15 公里左右，因离津京高速路口比较近，是北京

人爱去的地方。店内海鲜绝对新鲜，价格也实惠。 

地址 东丽经济开发区二经路 1 号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果仁张 
天津果 仁张制作的各 种美味果仁 ，

香而不 俗，甜而不腻 ，色泽鲜美 ，

酥脆可 口。果仁张成 品以花生仁 、

腰果仁 、核桃仁、瓜 子仁、杏仁 、

松籽仁及多种豆类为主料，有虎皮、

琥珀、 净香、奶香、 五香等品类 和

香、甜、酥、脆等口感特点。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飞翔的花儿提供） 

驴打滚 
驴打滚 是用黄米夹馅 卷成的长卷 ，

因卷下 铺黄豆面，吃 时将长卷滚 上

豆面， 样子颇似驴儿 打滚，因此 得

名。原 料有大黄米面 、黄豆面、 白

糖、香 油、桂花等。 做好的驴打 滚

外层粘 满豆面，豆香 馅甜，入口 绵

软，是老少皆宜的天津风味小吃。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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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胡柚柚提供） 
 

 

特产 

泥人张彩塑  
泥人张彩塑是天津一绝 

，早在清代已享有很大 

声誉。使天津泥人大放 

异彩、成为民族艺术奇 

葩的，是“泥人张”的 

彩塑，它把传统的捏泥 

人提高到圆塑艺术的水 

平，又装饰以色彩、道 

具、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泥人张享誉国内外，作 

品多次参加国际性展览 

，屡获殊荣。中国美术 

馆收藏泥人张的作品达九件之多，居民间艺术品之首。 

 

天津剪纸  
天津剪纸工艺，历史悠久，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很贴近，是一种

广泛普及的群众艺术。天津的剪纸，纸条流畅，纹理清晰，刻

画精细，是具有较高艺术欣赏价值的装饰品。 

 

风筝魏 

天津著名风筝艺人魏元泰制作的风筝称“风筝魏”。风筝魏的

风筝可以拆展折叠，一尺多长的大风筝，折叠后可放在一个小

信封里，便于收藏和携带。 
 
杨柳青年画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是中国著名的传统年画之一，不仅历史

悠久，而且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富有独特艺术风栗和强烈

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乱毛猪提供） 

天津木雕  
天津木雕是名扬海内外的民间工艺品，以刘杏林最为著名，人

称"木雕刘"。天津木雕将中国画的构图与木雕相结合，拥有精

美秀丽、淳朴粗犷的独有风韵。 

 

独流老醋  
独流老醋是我国三大传统名醋之一，与山西陈醋、镇江米醋齐

名。独流老醋色泽酱红、香味纯正，酸甜适口，韵味绵醇，营

养丰富。 
 

天津地毯  
天津地毯风格多样，品种繁多，驰名中外，织造地毯独特的水

洗丝光工艺为天津艺人首创。中国政府赠送联合国总部的大型

壁毯"万里长城"，就是天津地毯的代表作。 

 

蓟县紫砂壶  
紫砂矿是上乘的陶瓷原料。用蓟县紫砂矿烧制的紫砂壶，外观

高雅光泽，透气不透水，壶内泡茶，数日不馊，具有观富和收

藏价值，可与全国闻名的宜兴紫泥陶器、景德镇瓷器相媲美。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photo0152 提供） 

 

天津红小豆  
天津红小豆颗粒饱满整齐，豆色淡红光亮、白脐、皮薄、沙性

大，出沙率高，含有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天津风味小吃中

的耳朵眼炸糕即用红小豆制馅，深受人们欢迎。  

 

小站稻  
天津特产小站稻是我国著名的优质水稻之一，“白里透青，油

光发亮、粘香适口，回味甘醇”是小站稻的特有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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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和平路 
在天津市最为出名的当属“天津商业一条街”，即天津和平路

传统商业街，这条商业街在建国前期就初具规模，历史悠久，

店铺密集，物品齐全，著名的天津三大商场就坐落于此，分别

是天津劝业场、华联商厦、天津百货大楼。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chongdudu 提供） 

 

滨江道 
滨江道商业街是天津市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它自海河边的张

自忠路起，向西南方向延伸到南京路上。早在 20 年代末，随

着劝业场一带商业的兴起，中外商贾纷纷云集于这条街。现在

这条街游人终日川流不息，入夜彩灯闪耀，成为津门夜市新景。 

 

古文化街 
包括天后宫及宫南、宫北大街，这里的建筑多是仿清代民间建

筑。街内有近百家店铺，主要经营文化用品、古旧书籍、民俗

用品、传统手工艺品等。著名的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彩塑、风

筝魏风筝、刻砖刘砖刻等都在这里设了专门店铺。 

 

鼓楼商业街  
东临海河玉带，是和平区、河北区、红桥区及南开区的交汇之

处。新安购物广场、古文化街、文庙、南市食品街、旅馆街、

西南 角商业区、大 胡同小商品 批发市场等旅 游商贸区环 布四

周，形成众星捧月的格局。 

 

曙光里 
老曙光里市场的辉煌早已经变成一段往事，封存在人们的记忆

里了。新曙光市场是一个和淘宝街差不多形式的露天市场，货

品也比较齐全，整体价位上比淘宝街稍微高些。 

塘沽洋货市场 
位于塘沽区抚顺道，临近天津开发区，地处津塘公路河北路立

交桥西南侧。塘沽洋货市场是华北地区首家建立的专门进行进

口货交易的市场。经营品种有汽车、摩托车、家电、照相器材、

服装、手表、打火机、音响等，大都为进口原装货，物美价廉。

塘沽洋货市场是华北地区洋货的集散地。 

 

 

人人乐淘宝街 
这里最早是由一些从曙光里搬过来的商户组成，传承了曙光里

风格最多的一处淘宝购物地，外贸产品比较多，大都很便宜，

很受年轻人喜爱。 

 

小白楼 
由于这一带周围银行、洋行众多，临近洋商、买办、官僚居住

区，促进了小白楼的发展。上世纪 20 年代，这个商业区达到

鼎盛时期，经营的多是高档商品或舶来品。如今这里各类商店

林立，成为高档商品的购物中心及娱乐胜地。 

 

沈阳道 
位于和平区沈阳道与山东路交口处，原为街道组织的旧物交换

市场，现已成为全国最大古文物集散地。从古瓷、家俱、钟表、

字画、文房四宝到金、银、铜、铁、木、玉各类工艺品，大小

新旧货各色齐全。场内可议价、可交换、既出售，又收购。 

 

估衣街 
与北马路平行，是一条

有 600 余年历史的老

商业街。从前，老胡开

文、老茂生等老字号都

集中在这条街上。如今

130 多 家 新 老 店 铺 装

上宫灯，亮起金字匾额

和根联，挂起幌子和装

饰物品。估衣街再现了

昔日的历史风貌。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羊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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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曲艺 
天津是一个文化味儿很足的地方，被称为曲艺之乡，曲艺在天

津长盛不衰几度辉煌，并产生过许多大师级人物。多种曲艺形

式都在天津形成和繁衍，时调、快板、相声、评书、京韵大鼓、

京东大鼓、铁片大鼓、快板书……到天津旅游，去听听津味儿

十足的相声，可算是对津门文化的深度体验了。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羊羊提供） 

 

中华曲苑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和平路 72 号 

内容 每周五晚 7：40 哈哈笑艺术团相声专场 

每周日晚 7：40 众友艺术团相声专场 

价格 10 元/位 茶水免费 

 

名流茶馆 
地址 和平区新华路 177 号 和平文化宫二楼（新） 

南开区古文化街主街二楼（天后宫斜对面）（旧） 

内容 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曲艺等传统节目 

价格 10 元/位 茶水免费 

    

燕乐茶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荣吉大街 66 号，新新旅馆对面 

内容 每周二、四下午 2：00 众友艺术团相声演出 

价格 6 元/位 茶水免费 

 

中国大戏院小剧场  
地址 和平区哈尔滨道中国大戏院后二楼  

内容 以相声为主，鼓曲为辅，偶有评剧、京剧、清唱 

价格 20 元，前排沙发 30 元     

 

谦祥益文苑    
地址 红桥区估衣街 64 号       

内容 相声、鼓曲、粤剧、广东音乐  

酒吧 咖啡馆 
天津酒吧咖啡馆很多，遍布大街小巷虽然说不上，但也可算是

散落四周，给天津平添了几分小资气息。    

 

NYC（纽约音乐厨房） 
既适合吃饭，也适合饭后娱乐。晚九点后有菲律宾乐队（周一

除外），歌手唱得很好，还会一两首中文的。音响很棒，音乐

以恰恰和爵士居多。 

地址 围堤道 212 号（佟楼大圆碗旁边） 

 

兰桂坊 
环境比较安静、怀旧。 

地址 睦南道 79 号（河北路与桂林路之间） 

 

津湾广场 
与天津东站隔河相望，建筑很有特色，夜景也非常漂亮。这里

有天津唯一一家 IMAX 巨幕的影院、剧院、餐馆、酒吧等。

很多人都是冲着影院来的，一到饭点，这里就人满为患，要吃

饭的话需要等座。 

地址 和平区解放北路 48 号 

 

13club 
喜欢怀旧的人可以去这件酒吧。酒吧内装修很有范儿，眼保健

操、教室、黑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介还似我们的地界

儿”，介就是一年三班。这里也是文清的聚集地。 

地址 和平区自由道 60 号 3 楼 

 

乱世佳人 
名字听着有些暧昧，店内色彩以红色为主，光顾者中很少有“闲

杂人等”，大学生偏多。 

地址 南开区卫津路 155 号 3 楼（天津大学对面）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孤帆飘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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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记攻略  

 

粘贴在墙上的中国文化——天津瓷房子 
2010-12-1  作者：轻寒细雨 

在一栋老旧的法式建筑上贴满了 7 亿多古瓷片，从而把建筑与艺术、现代与古典完

美融合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件惊世骇俗的艺术品。它有一个特中国的名字：瓷房

子。它犹如一座“中国古瓷楼”向人们展示了不凡的美丽……[查看全文] 

 

2010 年天津放松行 
2012-3-29  作者：七小队陈会计 

2010 年的 9 月份在天津呆过几天，北京是非常的熟悉，但天津却有些陌生，此次的

天津之行感觉出这个城市的变化，看到了海河水可以游泳，可以放养天鹅，至少是

比上海的苏州河要清澈上许多……[查看全文] 

 

【天津】相声茶楼百年老店 
2012-6-7  作者：赵小依儿 

估衣街上的谦祥益是由山东章丘县旧军镇孟氏家族的财主投资开办的。该建筑坐北

朝南，建筑风格中西合璧，三层三院、三进天井外廊式砖木结构，小青瓦顶，条石

作碱，青砖砌墙，磨砖对缝，深灰色瓦当图案，古朴浑厚……[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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