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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Focus P2 沈阳特色  
独特体验  逛中街  看刘老歌大舞台  探秘怪坡奇景 

盛京历史  人类出现  满清时代  革命时期 

 
P3 交通 
到达沈阳    飞机   火车   汽车 

行在沈阳    公交车   出租车   地铁  

 

P8 景点 
一朝发祥地 两代帝王都 / 沈阳故宫  清福陵  清昭陵   

盛京沈阳  博物文化  / 九一八事变博物馆   辽宁省博

物馆  华夏饮食文化博物馆 

革命历史的记忆 / 张氏帅府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东北解放纪念碑 

今日奉天城 / 怪坡风景区 辉山风景区 棋盘山风景区 

棋盘山滑雪场  冰雪大世界  关东影视城 沈阳世博园  沈阳

陨石山奇观  沈阳方特欢乐世界 沈阳紫烟薰衣草庄园 

 

P22 行程 
 

P24 住宿 
中街附近住宿   沈阳站附近住宿 

 

P26 美食 
吃什么？  李连贵熏肉大饼  老边饺子  老山记海城馅饼 

 那家馆白肉血肠  马家烧麦  朝鲜族美食 

在哪吃？  鹿鸣春饭店  宝发园名菜馆  展览馆西门  

 百帝园  小西路肉夹馍店  领事馆附近  

 

P28 特产 / 购物 
特产 / 京玉  蕨菜  绢花  羽毛画  彩石镶嵌画  五谷画 

购物 / 中街  古文物市场  五爱市场  太原街  西塔商圈 

 

P30 娱乐 / 民俗节日 
 

P32 贴士 
气候  旅游时间  饮食  穿着  景点  购物  交通  滑雪   

 

P33 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感谢网友 版本信息 版权声明 

 

 

 
怪坡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在这里可以亲眼目睹怪、幽、

特、趣的美丽胜景，还有那科

学无法解释的神奇现象等待着

你去探索。 
 
 

 

沈阳故宫 中国现 存最 完

整的宫殿建筑群之一，在建筑

艺术上承袭了建筑的传统，集

汉、满、蒙族建筑艺术为一体。

赏皇宫风貌，感满族情调。 
 
 

 

沈阳世博园  这里有世上

最大的雕塑体-百合塔，世上品

种最丰富的玫瑰园，更有一棵

金玫瑰堪称玫瑰之最。这是一

个神秘而令人向往的天堂。 
  
 

时机 Timing 

春 沈阳春天回暖比较快，推荐沈阳故宫、清福陵和清昭陵等。 

夏 沈阳夏天相对较热，但比南方凉快很多，推荐去紫烟薰衣

草庄园赏花，这个时候也是薰衣草开得正旺的时候。 

秋 秋天来到沈阳游玩，除了清文化遗迹、历史博物馆之外，

推荐怪坡、棋盘山风景区等自然景观地。 

冬 冬天来沈阳游玩，推荐棋盘山冰雪大世界、关东影视城及

郊外的滑雪场。每年沈阳都会举行冰雪旅游节，冰上运动、

滑雪运动和雪雕冰雕都会让前来的驴友流连忘返。 
 
  

贴士 Tips 

① 每年的旅游黄金周期间，沈阳故宫都会有“清代宫廷礼仪”

的展演活动。 

② 在西塔商圈可买到具有朝鲜族特色的物品，感受到朝鲜族的

文化。如果想要逛五爱市场的话，最好在下午 3 点前到，这里

的商铺关门的特别早。 
 
 
 

便利 Convenience 

  

     

 特价酒店  特价机票  优惠门票  相关游记 

http://www.17u.com/hotel/list_130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shenyang-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list_21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ea/256#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130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shenyang-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list_21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ea/256#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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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体验  验体特独 

逛中街  

沈阳中街是中国十大著名商业街之一，也是中国第一条步行街，是

沈阳历史悠久、交易繁华的商业区。 
 
夜市——在路南紧靠今长江照相馆东侧的胡同里。夜晚，人们可在

这里买到可心商品，—品尝各色风味小吃。 
 
金银市——在今盛京饭店北侧一条狭窄胡同里，是沈城专营的金

银首饰市场。 
 

铜市——在铜行胡同(今中央路二段铜行里)，是制作和买卖铜锡器

皿的场所。 
 

皮市——在皮行胡同(今中央路二段中和里)，旧籍对其经营状况记

述不详。经实地调查，这里是皮行制作和交易之处，俗称“东皮行”，

买卖的商品有皮衣、皮帽、皮鞋及马具等。 
 
梨市——在钟楼向北的东胡同里(今长安寺附近)，每日都有一些杂

货铺和串街小贩来此购货。逢年过节，市内居民也到这里来买过年

的糖果糕点及梨、山核、苹果等。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littlemouse 提供） 

书市——在鼓楼北侧西边的胡同里。这里曾是书

本纸张笔墨集中销售之地。 
 
鸟市——在钟楼南路东第一条小胡同里 (原名月

窗胡同)，是当年的鸟市及秋后斗蜕蝉的场地。 
 
城内还有石头市、粮市等等，但不在中街两侧。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静水流深≈ 提供） 

看刘老根大舞台-东北二人转最高殿堂 

在东北有着“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之说，来沈阳不得不看原

汁原味的刘老根大舞台。 
 
每天晚上这里都是灯火辉煌、笑语连天，都有“赶大集、过大年、

看大戏”的欢乐气氛，剧场外立面的三层设置了一个“毛驴拉磨”

的标志性景观，一头漂亮的小毛驴每晚都会随着欢快的节奏不停地

转圈拉磨，在“毛驴拉磨”下面的“快乐广场”上演员们会同时扭

起欢快的东北大秧歌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 
 
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看到春晚小品王赵本山的现场表演呢。 

 
探秘奇景——沈阳怪坡 

正所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沈阳市东部山区就有这样一个坡，

各种车辆到此，下坡不蹬不走，上坡不蹬却自动向坡上滑行。怪坡

就是这样一个神秘的地方，蕴含着科学无法解释的奥妙。 
 
开车试坡、骑自行车试坡、走路试坡，越试越感觉是一件很神奇的

事情；行走在怪坡之上，让人不得不感慨世界无奇不有。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静水流深≈ 提供） 

 
  

http://www.17u.com/blog/4730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377616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3776164#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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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历史  史历京盛 

 
沈阳境内最早出现人类是在 7200 年前。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燕国

的重镇，肃慎、东胡族人活动于这一地区。 
 
相关景点：新乐遗址博物馆、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墓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这里隶属辽东郡，西汉沿用此制，并已建有城市，

称为“侯城”，东汉时期，沈阳分为南北两处，南部继续隶属于辽东郡，

而北部则属玄菟郡。三国时期，沈阳为幽州所辖，从西晋开始，以辽河

为界，东西两边分属玄菟郡、昌黎郡管辖，从十六国的北燕起，辽河以

东为高句丽所据，直到隋代。隋朝时期，以辽河为界，分设燕郡和辽东

郡，唐高宗后，属安东都护府辖区。 
 
相关景点：长安寺、慈恩寺 

 

 

 

 

 

 

 

 

 

 

新乐遗址博物馆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谈澈  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空余楼  提供） 

公元 921 年，辽太祖移民到此，修筑土城，生产随之发展。金代时期，

金太祖攻占沈州，沿用“沈州”之名。1296 年，元代改沈洲为“沈阳

路”，归辽阳行省管辖。由于沈阳地处沈水（浑河）之北，以汉族传统方

位论，即“山北为阴，水北为阳”，故改沈洲为沈阳。1386 年，明朝改

“沈阳路”为“沈阳中卫”，修建沈阳城墙（砖城）。 
 
相关景点：辽宁省博物馆、叶茂台辽墓群、辽滨古城·辽滨塔、无垢净

光舍利塔    

 

1625 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把都城从辽阳迁到沈阳，并在沈阳城内

着手修建皇宫（今沈阳故宫）。1634 年，清太宗皇太极改称沈阳为“盛

京”。1644 年，清朝迁都北京后，沈阳为陪都。1657 年，清朝以“奉

天承运”之意在沈阳设奉天府，沈阳又名“奉天”。  
 
相关景点：清昭陵、清福陵、实胜寺、沈阳故宫 

 
辛亥革命后，沈阳成为奉系军阀统治的首府。党的“八七”会议后，党

中央为了统一对东北党组织的领导，决定派陈为人组建中共满洲省委。

1928 年 9 月，中共满洲省临委在沈阳召开了东北地区第三次党员代表

大会，大会决定将中共满洲省临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1929 年，张
学良在“东北易帜”后，改“奉天市”为“沈阳市”。1931 年，日本帝

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侵占沈阳后，又将“沈阳市”改为“奉

天市”。 
 
相关景点：张氏帅府、九一八事变历史博物馆、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沈阳金融博物馆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东北光复，“奉天市”恢复“沈阳市”名称。

1948 年 11 月 2 日，沈阳正式解放。 
 
相关景点：东北解放纪念碑（和平广场）、苏联红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蒸汽机车博物馆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行走人间  提供） 

http://www.17u.com/blog/962100#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1912658#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1004556#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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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沈阳 

飞 机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位于沈阳市南郊东陵区的桃仙镇，是国家的

干线机场，是东北地区的航空枢纽之一，距离沈阳市区约有 22

公里，而且以桃仙机场为中心，距辽宁省内的鞍山、本溪、抚

顺、铁岭、辽阳、盘锦、阜新等城市均为一小时左右的车程，

有高速公路相通，形成了辽宁省八个城市公用桃仙机场的局面。 

 

机场交通 

机场大巴 

路线  
桃仙机场－北方航空城（展览馆、沈阳北站、中街）－马路湾

东宇大厦（沈阳站、太原街）。 

 

发车时间 
桃仙机场大巴发车时间由航班抵港时间确定，从每天第一班到

达起至最后一班航班结束，均有巴士专线发往市内。 
 
马路湾（中华路 117 号）6:00－18:00 发车，半小时一趟，整

点及半点发车，直达机场候机大厅，票价 15 元。 

 

自驾车 

沈丹高速公路设有桃仙机场出口，可从此下道，沿迎宾大道直

达桃仙机场，也可从沈大高速苏家屯出口下道，经苏桃快速干

道前往。 
 

机场与其他地区交通 

沈阳长途客运总站－桃仙机场 
乘 328 路（新城子－马路湾）公车经 16 站到马路湾，大约 40

分钟左右；然后乘机场巴士直达机场。 

 

桃仙机场－清沈阳故宫 
乘坐机场大巴到马路湾，然后乘 296 路（滑翔小区－北中街），

经 9 站到清沈阳敀宙。 

 
桃仙机场－清福陵（东陵） 

乘机场大巴到马路湾，然后乘 168 路协线（马路湾－秀湖

广场），经 29 站到东陵公园。 

 

桃仙机场－沈阳站 
乘坐机场大巴到终点站马路湾下车，马路对面有公交站，

乘坐 203、206（午夜二线）、207、221（午夜四线）、237、

240、328 路公交，分别经过 1－3 站路程即到沈阳站。 

 

桃仙机场－沈阳北站 
乘坐机场大巴在第一站展览馆下车，转乘 244 路（东北大

学南门－沈阳北站），经过 9 站到沈阳北站。或在马路湾下

车乘坐 203 路，经过 10 站到沈阳北站。 

 

沈阳北站－桃仙机场 
从沈阳北站乘 203 路公交到马路湾下车，转乘机场大巴直

达桃仙机场，45 分钟左右可到。如果打车前往需 100 元左

右。 

 

桃仙机场－抚顺 
桃仙机场发往抚顺的大巴，停靠抚顺市东一路 2 号，33 元

/人（含燃油附加费），发车时间 7:00－19:00。 
 

火 车   
沈阳是东北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京哈，沈大、沈吉、沈

丹和沈抚等多条铁路干线交汇于此。在沈阳主要有两座客

运火车站，分别是沈阳北站和沈阳站。 

 

沈阳站 
沈阳站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在沈阳西北方向，是以

前的老站、沈阳南站。沈阳站离沈阳的商业区比较近，比

北站繁华。沈阳站的始发车或途径火车大多数为辽宁省内

或是距离辽宁省比较近的地区的列车。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 预订沈阳特价机票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shenyang-1.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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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北站 
沈阳北站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是东北地区最大

的铁路客运站、中国五大铁路交通枢纽之一，日通过列车数

极多，因而被称为“东北第一站”。 

 

沈阳北站每日有始发至北京、天津、上海、太原、广州、福

州、成都、哈尔滨、长春、大连、深圳、金华、包头等地的

列车，有途经沈阳北站到达南昌、合肥、郑州、西安、石家

庄、青岛、大庆、吉林、烟台、佳木斯、海拉尔等地的旅客

列车均在沈阳北站停靠。 

 

火车站与其他地区交通 

沈阳故宫 

沈阳站-清沈阳故宫 到故宫 7 公里，可乘环路大站快车

（沈阳站-南一马路），经过 3 站即到。 

沈阳北站-清沈阳故宫 虽只有 4 公里，但没有直达车。 

 

清福陵 

清福陵（东陵）-火车站  

到沈阳站，可先乘 218 路（东陵公园－大东门），经过 16 站

到小津桥，然后转 243 路（东陵西路－沈阳站北），经过 11

站到沈阳北站；如果打车，车程约 40 分钟，约 40 元。 

 

中街 

中街-沈阳北站 离沈阳北站较近，打车约 10 元；也可在

中街小东门站乘坐 105 路公交，经过 6 站到沈阳北站。 

中街-沈阳站 离沈阳站较远，打车约 20 元，也可乘 207

路公交，经过 14 站到沈阳站。 

汽 车   
沈阳境内公路非常密集，101、102、202、304 国道在此交

汇，而且还形成了一环五射的高速公路网，即沈阳至北京、

营口、大连、长春、哈尔滨、抚顺、本溪、丹东等地的高速

公路都已建成通车。 

 

沈阳市内主要的客运站如下：沈河区的辽宁省快速汽车客运

站；皇姑屯区有沈阳长途客运总站；和平区有沈阳长途客运

南站以及铁西区的沈阳长途客运西站等。 

 

辽宁省快速汽车客运站 

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惠工街 120 号 

途径公交有 147 路、 163 路、203 路、216 路、224 路、 224

路区间、224 区、 228 路、 229 路、 230 路、265 路、

267 路、269 路、271 路、291 路、295 路、503 路等。 

 

沈阳长途客运西站 

位于沈阳市铁西区重工南街 134 号 

途径公交有 103 路、111 路、167 路、241 路、264 路、288

路、铁西新区 1 线、铁西新区产业一线、铁西新区一线等。 

 

沈阳长途客运总站 

位于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 15 号 

途径公交有 113 路、131 路、162 路、178 路、213 路、245

路、271 路、299 路、325 路、328 路、399 路等。 

 

沈阳长途客运南站 

位于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 15 号 

途径公交有 123 路、129 路、203 路、204 路、206 路、210

路、216 路、220 路、221 路、261 路、262 路、271 路、

277 路、399 路、523 路、沈抚二号线等。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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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沈阳 

公交车 
 
沈阳市现有公交运营线路 140 多条，营运车辆三千多台，

可以通达城区中的沈河区、皇姑屯区、铁西区、和平区

和大东区，市内公交大巴多为无人售票车，票价为一元

一票制。 

 

一起游提醒 

沈阳晚间公交车末班车的时间较早，最早的晚上 6:00 左

右就没车了，大部分公交车会在晚上 7:00 左右停止运

营，市内的公交车只有少数几趟是在晚上 10 点以后运营

的。乘坐公交车出行请注意末班车时间，以免耽误行程。 

 

出租车   
沈阳市出租车的车型大部分为桑塔纳和捷达。夏季空调

车的价格与夜间车价格相同。 

白天起步价 8 元/3 公里，之后 1.82 元/公里，超 15 公

里后 2.7 元/公里。 

晚上 22:00 以后起步价 9 元/3 公里，之后 2 元/公里，

超 15 公里后 2.94 元/公里。 

 

地 铁    

一号线 
线路 东起黎明广场站西至十三号街站，共计 22 站。 

 

票价 按公里数不同分为 2 元、3 元、4 元三种。具体为

8 站以内 2 元（不含起始站，下同），9-12 站 3 元，13

站以上 4 元。 

 

 

 

运营时间 
周一-周五 十三号街至黎明广场首班车 5:30，末班车 22:00， 

6:30-8:30、16:00-18:30 内车隔 8 分，其他时间车隔 10 分。黎

明广场至十三号街首班车 6:00，末班车 21:30，6:30-9:00、

17:00-19:30 内车隔 8 分，其他时间车隔 10 分 
 
周六-周日 十三号街至黎明广场，首班车 5:30，末班车 22:00，

9:00-18:00 车隔 8 分，其他时间车隔 10 分。黎明广场至十三号

街首班车 6:00，末班车 21:30， 10:00-19:00 内车隔 8 分，其

他时间车隔 10 分。 
 

一号线地图集周边公交线路 
http://www.symtc.com/manager/ 
editor/UploadFile/webmaster_1285654525.jpg 

 

二号线 
线路 共 19 站，北延线设有医学院站、师范大学站、工程学院

站、辽宁大学站、人杰湖公园站、蒲河大道站、蒲园路站。南延

线设有沈本大道站、博物馆站、行政中心站、市民广场站、桃仙

路站、四环路站、桃仙机场站。 

 

票价 和一号线执行统一票价，一、二号线换乘不多收费。 

 

运营时间 
周一至周五 全运路首班车 5:30，末班车 22:00、6:30-8:30、

16:00-18:30 车隔 8 分，其他时间车隔 10 分。三台子首班车 6:00 

末班车 22:00 、6:30-9:00、17:00-19:30 车隔 8 分，其他时间

车隔 10 分。 
    
周六至周日 全运路首班车 5:30，末班车 22:00、9:00-18:00

车隔 8 分，其他时间车隔 10 分。三台子首班车 6:00，末班车

22:00、10:00-19:00 车隔 8 分，其他时间车隔 10 分。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地铁 1、2 号，几乎将沈阳

知名景点都连接起来了。 

http://www.symtc.com/manager/editor/UploadFile/webmaster_1285654525.jpg
http://www.symtc.com/manager/editor/UploadFile/webmaster_1285654525.jpg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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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沈阳景点分布图 

棋盘山旅游开发区景点图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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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发祥地 两代帝王都  

1625 年，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迁都于此，将沈阳改名为盛京。 

11 年后，皇太极在此改国号为“清”，建立清王朝。1644 年清军入关后，定都北京，而盛京则成为陪都。 

因此沈阳有“一朝发祥地，两袋帝王都”之称，并遗留有众多的历史文化遗迹，如沈阳故宫、清福陵和清昭陵等。 

沈阳故宫 
沈阳故宫原名盛京宫阙，后称奉天行宫。位于沈阳

市沈河区明清旧城中心。有建筑 90 余所，300 余间。 
 

沈阳故宫是中国现存仅次于北京故宫的最完整的皇

宫建筑，在建筑艺术上承袭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

以汉族传统建筑风格和布局为主，兼备了蒙、满等

民族风格和布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门票 
60 元，皇室后宫生活展览需另收费 10 元，没有大

学生票。 

 

开放时间 8:30-17:00 

 

交通 
公交车站离故宫正门都有一小段距离。 
 

南侧有环路、215 路、222 路、228 路、276 路、

287 路、296 路、190 路等公交车，站名“故宫”。 
 

北侧有 219 路、179 路、140 路、218 路、248 路、

298 路等公交，站名“大东门”。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锈剑  提供） 

 

景区看点 
☆ 东路    
故宫全图大政殿 为重檐八角亭式建筑，内部结构为彻上明造。下

有大青石修建的须弥座台基。殿顶为绿剪边黄琉璃瓦，中央为宝瓶火

焰珠攒尖顶。殿内有宝座、藻井。   
  

十王亭 位于大政殿前的广场上，自北向南，东侧为左翼王亭、镶黄

旗亭、正白旗亭、镶白旗亭、正蓝旗亭；西侧为右翼王亭、正黄旗亭、

正红旗亭、镶红旗亭、镶蓝旗亭，曾经是左右翼王和八旗办公的地方。  

 

☆ 中路    
大清门 又称“午朝门”，是沈阳故宫的正门，绿剪边黄琉璃瓦硬山

顶，面阔五间，中央三间为门道。门外左右为文德、武功两座牌坊。

路南有奏乐亭和东西朝房。   
  

崇政殿 又称“金銮殿”，通称“正殿”，是皇太极处理政务、接见使

臣的场所，清代历朝皇帝东巡祭祖时也在此听朝理政。 
 

凤凰楼 原名“翔凤楼”，为清宁宫内院的门楼。曾是皇帝计划军政

要事和举行宴会之地，清朝入关后改为存放历代实录、玉牒、“御影”

以及玉玺的场所。 
 

清宁宫 原称“正宫”，曾是皇太极登基之前的王府所在地。位于高

台之上，东边一间为帝后寝宫，西边四间为神堂，是萨满教祭祀之所。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相关知识普及 

沈阳故宫始建于后金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

1625 年）。 
 
初成于清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公元 1636

年） 。 
 
清顺治元年（1644 年），清朝移都北京后，成

为“陪都宫殿”。 
 
从康熙十年（1671 年）到道光九年（1829

年）间，清朝皇帝 11 次东巡祭祖谒陵曾驻跸

于此，并有所扩建。 

http://www.17u.com/blog/7790663#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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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全图东所 包括颐和殿、介祉宫、阿哥所（已毁）、

敬典阁等建筑，是东巡时太后及未成年皇子居住的地方。

敬典阁用于存放玉牒。  
   

西所 包括迪光殿、保极宫、继思斋、崇谟阁等建筑，是

东巡时皇帝及后妃居住的地方。崇谟阁存放历代实录、圣

训和《满文老档》。   
  

太庙 原为道教建筑景佑宫（三官庙），供奉清室先祖-肇

祖、兴祖、景祖、显祖的神位。  

 
☆ 西路 
文溯阁 建于乾隆四十六年，用于存放四库全书，后有仰熙斋，

前有嘉荫堂戏台建筑。 
 

 

清福陵  
清福陵位于沈阳东郊的东陵公园内，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

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的陵墓，因地处沈阳东郊，故又称

东陵，与沈阳市的昭陵、新宾县永陵合称“关外三陵”、“盛

京三陵”。另外，在福陵的西北方有清太祖太妃乌喇纳喇氏

的殉葬墓，现只剩陵墓，殿宇建筑等现已不存。 

 

门票  >> 立即预订 
旺季（4 月 1 日-10 月 31 日）40 元  同程价 32 元 

淡季（11 月 1 日-3 月 31 日）30 元 
 

福陵遗物珍品展 10 元另收费 
 

导游讲解（1-7 人 50 元、8-15 人 100 元、16 人以上 150

元）另收费 

 

开放时间 7:30-17:30（旺季） 8:00-16:30（淡季） 

 

交通 
经过福陵的公交线路有 218 路、330 路、234 路。 
 

从沈阳北站，乘坐 230 路、105 路到小津桥转乘 218 路、

330 路至东陵公园车站下车。  
 

从沈阳站，乘坐 103 路、203 路、207 路、210 路、221

路、240 路、263 路到马路湾转乘 330 路至东陵公园下车。 
 

从马路湾，乘坐 330 路东陵公园下车。 
 

从东陵公园去往中街、故宫方向，可乘坐 330 路到大南

门转乘环路、213 路、222 路、257 路、276 路、292 路、

294 路、296 路故宫下车。 

 

 

 

 

 

 

 

 

 

 

 

（图片由景区提供） 

 

景区看点 
☆ 皇陵建筑群 
清福陵是一座具有满族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皇陵建筑群，城

堡式的方城，高耸的隆恩门楼，充满神秘色彩的地宫等等，皆

可称为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精美杰作。 

 

☆ 自然+人文 
清福陵从昔日的皇家禁地成为人们观赏游览的场所，既有赏心

悦目的自然景观，又有内涵丰富的人文景观，更有古老的文化

遗产。 

 

☆ 奇特现象 
清福陵的“神功圣德碑”有一种奇特的现象，每当阴雨天气，

碑身的背面隐隐约约能显现出“人形”，好似一位身材修颀、头

挽高髻、容貌俏丽的少女，她身着宽袍大袖，飘飘然如踏云而

来，越是仔细揣摩，其形象就越加清晰。清代《留都十景》之

一的“神碑幻影”指的就是这一景观。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小贴士 
每年的旅游黄金周期间，沈阳故宫都会有“清代宫廷礼

仪”的展演活动。 
 

游览沈阳故宫可以请导游，费用 50 元/次；不请外语导

游则不需要预约。景点正门和东门有寄存处。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845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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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昭陵（北陵） 
清昭陵是清朝第二代开国君主太宗皇太极以及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

氏的陵墓，是清初“关外三陵”中规模最大、气势最宏伟的一座。 
 

清昭陵位于沈阳（盛京）古城北约十华里，因此也称“北陵”，是清代

皇家陵寝和现代园林合一的游览胜地。园内古松参天，草木葱茏，湖水

荡漾，楼殿威严，金瓦夺目，既有皇家陵园的雄伟、壮丽，又不缺乏现

代园林的清雅、秀美。 
 

清昭陵除了葬有帝后外，还葬有关睢宫宸妃、麟趾宫贵妃、洐庆宫淑妃

等一批后妃佳丽，是清初关外陵寝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帝陵，是我国现

存最完整的古代帝王陵墓建筑之一。 

 

门票 
成人票 30 元，需要先购北陵公园门票 6 元 

 

开放时间 夏季 7:00-19:00  冬季 8:00-17:30 

 

交通 
乘 210 路、213 路、217 路、220 路、231 路、232 路、242 路、245

路、605 路公交车均可到达。 

 

一起游小贴士 
北陵公园算是清昭陵的外围绿化带，从公园大门到清昭陵约 1.5 公里，

可以乘电瓶车代替步行，车费约 5 元，也可以租双人自行车。 

 

 

 

 

 

 

 

 

 

 

 

 

 

 

 

 

 

 

景区看点 
由南至北依次为 
前部，从下马碑到正红门；中部，从正红门到隆

恩门；后部，从隆恩门到宝顶。 
 

主体建筑 
主体建筑都在中轴线上，由南至北依次为神桥、

牌楼、正红门、碑亭、隆恩门、隆恩殿、明楼、

宝顶。两侧呈对称布局，建有辅助建筑。 

 

北塔碑林 
北塔碑林位于皇姑区崇山东路路南，建于清崇德年间，是清初沈阳东、

西、南、北四塔寺中，至今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展出有《盛京图》等

图片资料和沈阳古城沙盘模型，并辟有记载着沈阳历史的石刻碑林。 
 

塔的下面建有法轮寺，现保留大殿五楹，天王殿三楹，东西配殿各五楹，

寺北宝塔一座，山门三楹。    
 

四塔的建造形式，均为藏式喇嘛塔，是由基座、塔身、相轮三部分构成。   

北塔和法轮寺保存较为完整。 

 

交通  
乘坐 213 路、325 路、328 路、611 路等公交车，及 18 路电车可达。 

太清宫 
太清宫原名三教堂，此宫坐北面南，山门开于东

侧，主要建筑有山门、灵官殿、关帝殿、老君殿、

玉皇阁、三官殿、吕祖楼、郭祖殿、丘祖殿、善

功祠、郭祖塔等；原有殿堂楼阁及道舍等房室一

百余间，面积五千二百余平方米，是东北著名的

道教全真十方丛林。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想象如果是春夏，有绿树成荫，金瓦辉煌，倒
也有一点生气；抑或是冬雪之后，严寒的肃杀
也许会遮掩一些凄凉的意境。只是这深秋时节，
树木凋零，荒草凄凄，冷风迎面，人迹悄然。
当是别有一番滋味。东北这一块土地的历史文
化实在是太过厚重，发一番怀古之幽情倒是必
须的…… 

—— 谈澈《清关外三陵之福陵昭陵》 

开坛传戒是太清宫的一大特征，据《太清宫丛林

历史法略》载，自清代道光三年(1823)由孙抱一

方丈开始于宫传戒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受戒

弟子多达 2000 余人。现为中国道教重点开放宫

观和辽宁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辽宁省道教协

会与沈阳市道教协会所在地。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8398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8398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8398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8398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8398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8398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8398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83988.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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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沈阳 博物文化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天真的魔女、谈澈  提供） 

“九•一八”事变博物馆 
此馆是国内外迄今为止唯一全面反映“九•一八”事

变历史的博物馆。不得不看的物件：铸有“勿忘国

耻”字样的警世钟，每年的 9 月 18 日都会敲响此钟，

届时，全国也会有上百个城市同时拉响防空警报，

以示对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烈的怀念，同时，警

醒国人，勿忘历史，勿忘“九•一八”。 
 

周边景点 “九·一八”事变炸弹碑 

 
门票 免费 
 
交通 
乘 212 路、213 路、229 路、325 路、328 路、611 路公交可到“九·一

八”事变博物馆。 

 

开放时间 
每年夏季 4 月 15 日-10 月 15 日的开馆时间为 8:30-17:30，冬季开

馆时间为 9:00-16:00，该馆全年对观众开放，无闭馆日。 

 

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省博物馆位于沈阳市政府广场东南侧，是我国

大型艺术性质的历史博物馆之一。馆藏展品主要是

唐、宋、元、明、清各代书法、绘画，以存素堂丝

绣为主的古代丝绣作品，古代版画、地图、东北和

辽宁地区的考古发现精品等。 
 

馆舍原为奉系军阀热河都统汤玉麟官邸，“9、18”

事变后，伪满政府在此设立“国立博物馆奉天分馆”。

沈阳解放，成立了东北博物馆，1959 年改名为辽宁

省博物馆。 

 
门票 
免费开放，凭有效身份证件领取个人参观券。每天 9:00-12:00 限发

免费门票 2000 张，13:00-15:30 限发 1000 张；节假日上午 3000

张，下午 2000 张；当日有效。团体需预约。整点有免费讲解。每周

一闭馆。 

 

交通 
乘坐 159 路、209 路、214 路、215 路、230 路、244 路、247 路、

248 路、265 路、291 路、293 路、295 路公车在市府广场站下车，

辽宁省博物馆在市府广场东侧。 

 

华夏饮食文化博物馆 
此馆位于棋盘山风景区，主要展示珍稀的饮食器具

和丰富的饮食文化，馆内陈列从原始的石磨、陶灶，

到现在各种材质的炊、食器具共 3500 余件，其规模、

藏品数量均居世界同专题博物馆前列，也是我国首

家饮食文化博览基地。 

 

门票 成人票 40 元 

 

开放时间 9:30-15:30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饮食文化博物馆分为酒文化发展博览区、茶文化博览区、食物标本室

等陈列区，各展区不但透过实物展现了历代食器的演变，还以历代名

师名家留下的饮食典籍、书画等文物再现了饮食文明的发展历程。 

http://www.17u.com/blog/1042328#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962100#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沈 阳 

                        - 13 -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革命历史的记忆 

沈阳是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名城，因地处古沈水（今浑河）之北而得名， 

蕴育了辽河流域的早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有一座大帅府，知半部民国史”的张氏帅府，缅怀革命烈士的陵园……这里的每一处，都有着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 
 

张氏帅府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耕读——边走边看  提供） 

 

张氏帅府又称“大帅府”或“少帅府”是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张作

霖及其长子、伟大爱国者张学良将军的官邸和私宅，是迄今东北地区

保存最为完好的名人故居。2002 年张氏帅府正式更名为张氏帅府博

物馆暨辽宁近现代史博物馆。 
 

张氏帅府是由东院、中院、西院和院外建筑等四个部分组成的庞大建

筑群，其中既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四合院、水榭亭台的帅府花园，又有

欧式风情的大青楼、边业银行、红楼群，以及中西合璧式的小青楼和

赵四小姐楼。 

 

馆内基本陈列 
《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业绩展》、《张作霖生平大事与张氏家族展》、

《张学思将军业绩展》，全面展示了张氏父子两代人不同的人生经历。 
 

张作霖办公室、张学良办公室、东北政务委员会办公室、老虎厅、小

青楼、赵四小姐楼等一系列的复原陈列展览，再现了张氏家族当年生

活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场景。 

 

特色 
张氏帅府内大量的石雕、木雕、砖雕和壁画作品饱含浓郁的东北民俗

风情，它们取材广泛、寓意深远、制作精美，个个栩栩如生，是研究

中国建筑艺术与民间习俗的珍贵艺术资料。 

   
门票  

通票 50 元，其中包括赵四小姐旧宅和沈阳金融博物

馆的门票。 

 

讲解费 
张氏帅府讲解员的收费一般为 5 人以下 80 元/次，5

人以上 100 元/次。 
 

开放时间  
4 月 15 日-10 月 15 日  8:30-18:00 

10 月 16 日-4 月 14 日  8:30-16:30 

一般从 16:30 开始停止售票。 

 

交通 
乘坐 213 路、215 路、227 路、环路公交车均可到

达张氏帅府。从沈阳故宫可步行到。 
 

 
 

推荐住宿  >> 张氏帅府附近特价酒店 

沈阳科隆酒店  

大床房 同程价：156 元 

标准间 同程价：156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延伸阅读 
张氏帅府作为张氏父子两代的官邸和私宅，

曾是东北的政治中心，期间历经两次直奉大

战、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东北易帜、杨常事

件、九一八事变及新旧中国的巨大变迁，饱

经沧桑的张氏帅府已成为东北近代历史的

见证与缩影。 

http://www.17u.com/blog/87555#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2101_85781_ZhangShiShuaiFu.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149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41497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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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位于北陵公园的东侧，陵园地势居高临下。拾级而上，

迎面矗立着一座 23 米高花岗岩砌成的四棱锥形纪念碑。 
 

碑体正面是董必武同志 1962 年 9 月题字"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

碑的顶部是中朝两国国旗，旗下是手握冲锋枪的志愿军战士铜像。碑的

底部有铜铸的花环，花环的两侧刻有 1950-1953 年字，这是志愿军赴

朝参战和美国被迫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的时间。碑体的背面刻有国务

院起草，周恩来总理审阅的 471 字祭文。 
 

纪念碑东西两侧的石壁上镶着八块展现志愿军英勇作战场面的大型铜

制浮雕。 
 

纪念碑后面便是烈士墓，分为东、西、北三个墓区，安葬着 123 位志

愿军烈士。其中，有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杨根思；一级战斗英雄邱少

云、孙占元、杨连弟。    
 

在墓区的东南侧有大型画廊和烈士纪念馆。画廊展出国家领导人陪同国

际友人来园扫墓以及各界群众和烈士亲属来园祭扫的大幅照片。烈士纪

念馆主要展出抗美援朝战争 420 多幅珍贵历史图片，烈士生前使用过

的武器，荣获的勋章、军功章等珍贵遗物。 

 

交通 乘坐 113 路、131 路、200 路、281 路、

800 路公交可到达。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littlemouse 提供） 

 

东北解放纪念碑 
东北解放纪念碑在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大街与新华路、民主路的相交

处有一座标志着东北解放 40 周年的纪念碑威严矗立在和平广场正

中央，这个广场的总面积为 18521 平方米，始建于 1932 年，当时

称朝日广场，国民党统治时期称崇德广场，解放后定名为和平广场。 
 

东北解放纪念碑采用三角亭式碑形，碑的总高度为 36.56 米。主碑

高 25 米，设计为变形的三角形子弹，碑体均用汉白玉装饰，主碑

下部三面刻有三个相连的英语字母“V”，并以 40 只展翅飞翔的鸽

子浮雕烘托，“V”是英文“胜利”一词的首写字母，鸽子是和平的

象征。简洁的图案意喻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和三省人民对和平的

珍视、企盼和美好的祝愿。主碑外侧是顶部相连向下呈三角形环绕

主碑的三条拱带，象征着三省人民载歌载舞，共庆胜利的欢乐场面

和对英烈的崇敬和悼念。 

 

门票 免费 

 

交通 
沈阳市内乘坐 134 路、135 路、环路、226 路、239 路、257 路、

266 路、287 路、297 路等公交车，在和平广场下车即可到达。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中的 123 位烈士遗

体，大多是 1951 年 5 月至 1955 年年底，

从朝鲜战场上运送到沈阳的。1951 年间，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修建的同时，便有

烈士遗体相继送来安葬。翻开烈士陵园的

原始“志愿军烈士入园登记表”，123 位烈

士的自然情况历历在目；每个登记表上，

都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

组织部”的大印，留有组织部部长谭开云

等领导的亲笔签名。 
 

董必武同志 1962 年夏题词："辉煌烈士尽

功臣，不灭光辉不朽身。鸭绿江南花胜锦，

北陵园畔草成茵。英雄气魄垂千古，国际

精神召万民。峻极高山齐仰止，誓将纸虎

化为尘。"  

http://www.17u.com/blog/4730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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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奉天城 

怪坡风景区 
沈阳怪坡风景区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境内的帽山西麓，面对旷野，背

依群山。西傍 102 线国道，中贯沈哈高速公路，风光秀丽，景色宜人。

以其“上下颠倒”的奇异现象，令来者陶醉，为之倾倒，是游览沈阳

的必选景观。    
 

怪坡长 80 余米，宽为 20 米，是一条呈西高东低走势的斜坡，发现于

1990 年 4 月。各种车辆到此不开（蹬） 不走，而上坡不用开（蹬）

却自动向坡上滑行。究其原因，众说纷坛，有的说是磁场作用，有的

是重力位移，有的说是视觉差，但各种说法却不能自圆其说。怪坡神

奇有待进一步探秘揭迷。 

 

门票 
成人票 20 元；试车（在怪坡上骑车体验 20 元/人） 

 

交通 
沈阳站乘坐 221 路、沈阳北站乘坐 229 路公交到“骨科医院”下车，

之后转乘坐 383 路公交可到怪坡风景区。 

 

一起游小贴士 
怪坡风景区内，每年五月下旬都会举办大型的槐花节，是出游此地的

最佳时节。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静水流深≈ 提供） 

 

特色看点（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llittlemouse 提供） 

响山和嗡顶，连同怪坡一起被人们称为“三谜”。 
  

响山  
在怪坡东约 100 米的山坡

上，方圆 200 多平方米，

只要用脚使劲一跺，下面就

发出“空空”的响声，其声

深厚，因此而得名。 
   

嗡顶  
就是沿着响山坡前行至山 

顶，倘若用木棰砸地，便 

立刻听到“嗡嗡”的响声，其声圆润，悠悠不止。    

 
 

辉山风景区 
辉山风景区位于沈阳市东北部，辉山系长白山的一个支脉。景区以自

然景观为主，颇受旅游者喜爱，成为广大游客休息、度假、观光游览

的风景名胜。 

 

主要看点 
127 是风景区的最高峰，山顶怪石嶙峋，色泽灰白，晴日远望，犹如

终年积雪，蔚为奇观-闻名遐迩的“辉山晴雪”。  
 

棋盘山与山隔水相望，极目远眺，湖光山色、绿树亭阁尽收眼底。  
 

秀湖也称棋盘山水库，犹如一面明镜镶嵌在万绿丛中，景色秀丽多变。  
 

山西麓有奇石各异的“千石坡”，山东麓有一“仙人洞”。 

 

 

辉山冬季景观 
每年冬天，这里都举行“辉山冰雪旅游节”。举办多

种冬季活动，如雪摩托、马拉雪橇、冬季滑雪、堆

雪人、打雪仗、滑冰、等等大众运动，以及冰雕雪

雕造型比赛、国际国内冰雪雕塑大奖赛、狂欢之夜

的彩车大游行、群众性的冰上马拉松比赛，还有很

多的竞技性、趣味性和观赏性节目。 

 

门票 8 元，冬季马拉雪橇之类的活动需另付钱。 

 

交通 乘坐 168 路、331 路公交车可达。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377616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4730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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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盘山风景区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沈阳奉天旅行社  提供） 
 
棋盘山风景区是沈阳最大的自然风景区，是一处以自然山水林木为主

体，集森林生态旅游、冰雪旅游、风光旅游、度假旅游、名胜古迹旅游；

融棋牌竞技、科普知识、商贸购物、文体娱乐为一体的旅游胜地。棋盘

山风景区内现代景观及娱乐项目有鸟林、森林野生动物园、虎园、冰雪

世界、游艇、高山滑雪、滑冰、雪橇、狩猎、民俗村等等。 

 

门票  >> 立即预订 

棋盘山门票 20 元  同程价 18 元 

棋盘山门票团队票 20 元  同程价 16 元 

动物园+CS 野战 3 小时 200 元  同程价 100 元 

 

交通 
乘车 沈阳北站、马路湾乘 168 路公交车到终点即是。 
 

驾车 
东陵西路 → 沈棋路 → 棋盘山 

二环路 → 马官桥 → 沈棋路 → 棋盘山 

沈抚路 → 棋盘山 
 

景区交通 景区内有缆车、索道和滑道等可供游客上下山和旅游观光。

索道和滑道往返一次需 20 分钟左右。 

 

冰雪大世界 

冰雪大世界位于棋盘山风景区内，距市区 17 公里，是沈阳冬季冰雪旅

游的胜地，也是每年中国沈阳国际冰雪节的举办地。每到冬季，这里雪

花飞舞，万物洁白，雪域风情浓郁。景区内冰雪活动划分为南北两个区

域，南区为高山滑雪区，北区为游乐场、跑马场等各种娱乐项目。 

 
滑雪价格 
平日 2 小时 120 元，平日全天 150 元，假日全天 150 元，夜间滑雪 100

元。滑雪价格包含门票和雪具租用等费用，雪具需另交押金 200 元，雪

场有雪服、手套和帽子等装备。 

 
 
 
 
 
 

 

开放时间 
白天 8:30-16:30   夜间滑雪 16:30-22:00 

 

花果山神秘谷风景区 

花果山神秘谷位于沈阳棋盘山风景区境内，毗邻沈

阳国家森林公园南门，是沈阳、铁岭、抚顺的交界

地，是一个集旅游，度假，商务，娱乐，拓展训练

于一体，以原生态和古朴文化相结合的旅游景区。    
 

景区内森林茂密，鸟语花香，风景宜人，建筑奇特，

风情各异，主要反映来自于大西南边陲，以原始方

式生活的“土人”的民俗，民风，民情。最具吸引

力的莫过于神秘谷的野人部落，他们稀有的生存和

生活方式令人称奇叫绝。 

 

门票（套票：原始部落+民俗风情馆） 
套票 80 元   同程价 60 元  >> 立即预订   

原始部落 70 元，民俗风情园 15 元 

 

开放时间 8:00-17:00 

 

交通 
乘坐公交到达棋盘山，在棋盘山正门停车场有专门

到神秘谷的车，车身上会写着明显的“神秘谷”的

大红字。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樱桃树下的老头  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以春天的绿、夏天的景、秋天的枫、

冬天的雪和举办了国际女子世界

象棋冠军争夺赛而闻名国内外。 
 
冬天在冰雪大世界，可看冰雕、滑

雪等。 

http://www.17u.com/blog/1049883#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803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549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1840423#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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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影视城 
关东影视城位于沈阳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开发区内，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赵本山先生出资建造的，集影视拍摄、旅游观光、文化教育、实体经营

为一体，是国内唯一一座展现 20 世纪初期关东风貌的大型影视城。 
 

关东影视城内多为砖木结构建筑，而复原的古建筑多为经营性店铺。城

内仿照当年老沈阳中街、太原街、北市场、南市场等地的特色建筑，店

铺面貌，形成内部包括茶楼、酒店、客栈、戏园子等众多清末民初店铺

的古城式建筑群落。 

 

门票  >> 立即预订 

成人票（旺季）68 元   年卡 120 元，同程价 110 元 

 

交通 
马路湾、沈阳北站乘坐南北两线 168 路公交车到达终点站，步行至关东

影视城。 
 

小津桥乘坐 384 路公交车直达棋盘山风景区，然后步行至关东影视城。 

 

一起游小贴士 
1）沈阳关东影视城门入口附近有园区平面图，城内有美食售货处示意

图。看的时候最好别以街道区分来记忆建筑。因为两张图的街路名称标

注的都不一样。比如美食售货处示意图上把东西穿过鼓楼的路叫“中央

路”，但园平面图上却写着“小西路”。一般都把鼓楼作为中心，然后四

散观赏或者按照园区标注的旅游路线去游览，这样可能更方便一些。 
 

2）建议选择法定假日或关东影视城有重大活动的时间去，尽管可能饱

受拥挤之苦，但会有相关民俗再现等表演，更能让游客体会到曾经的关

东风情。尤其是春节期间，很值得去。 

 

景区看点 
鼓楼和城门 
城门整体建筑仿造了老沈阳城“八门八关”的模式。从沈阳关东影视城

的城门进入，就能看见鼓楼。登上城墙和鼓楼可以俯瞰整个影视城的。  

 

晋阳会馆 
会馆内部举架高 14 米，上有七架梁，装饰雕刻十分精美讲究，设有散

台、包间和戏台。 

 

四国风情一条街 
四国风情一条街是从城门进入东行右侧后的第一条街，有中国、日本、

俄罗斯和法国四国的特色建筑。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littlemouse 提供） 

 

恒昌游乐场 
恒昌游乐场位于鼓楼东行，横在街前的欧式二层

楼就是，是当年沈阳城内最大、最豪华的赌场，

一层是散台，二层是包间。 

 

杂巴地儿 
城内东北部的“杂巴地”，主要展现当年的北市场，

标志性建筑是南北两座牌楼，以中小店铺、商号

为主。 

 

清水池塘 
清水吃糖位于关东影视城出口东侧，是 1920 年在

北市场内极富盛名的一家澡堂子，内设有男浴、

女浴和两个包间。 

 

贝勒府 
贝勒府位于影视城东南角，按照清代贝勒居住的

府邸特点修建，有三进院，后花园，整体建筑为

木质结构，青砖砌筑。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著名表演艺术家赵本山的力作《关东大

先生》，是关东影视城的开篇之作。之

后，以《闯关东》续集为代表的十几部

影视作品在此拍摄。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803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4730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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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世博园 
沈阳世博园由 53 个国内展园、23 个国际展园、31324 个专题展园构

成，是迄今世界历届园艺博览会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届。园内有风之

翼、百合塔、百花馆等四大主题建筑，以及自然景观、人工景观、滨

水湿地景观等三大特色景观。这里举办了“2006 世界园艺博览会”。 

 

门票 50 元 

 

开放时间 8:00-17:00 

 

交通 
可从沈阳北站乘坐火车前往，沈阳北站候车室门口即可买票。乘坐

168 路、234 路公车可到。 

 

景区看点 
百合凌云   
百合塔高 125 米，造型似绽放的百合花，这里是全园的制高点，登临

95 米和 100 米处两个观景台，可鸟瞰全园风景。 

 

凤翼问天 
风之翼位于世博园主入口广场，是园区的大门。建筑整体造型如凤凰

展翅，使世博园景观充满了时代的动感与蓬勃的朝气，象征着沈阳振

兴腾飞之势。 

 

玫瑰流芳 
玫瑰园因沈阳的市花玫瑰而建，荟萃全球 3000 多个玫瑰品种，是世

界上品种最丰富的玫瑰园。 

 

百花迎客 
百花馆是国内最大的花卉室内展馆。百花馆通过各种展览和活动，突

出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 

 

翠湖泛舟 
翠湖位于老植物园、现在的世博园北区中央，水面空阔、湖水碧绿，

这里的风光既喧闹又静谧。翠湖是世博园内如珍珠般点缀的湖泊湿地

代表。 

 

江南寻幽 
游客从风之翼进入啤酒花街，走不远就会进入一带密集的国内展园

区，其中大多是与北方迥异的江南风光，如武汉园、合肥园、南昌园、

广州园、深圳园等等。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爱玩老头  提供） 

 

西部揽胜 
在风之翼西侧，几座气势恢宏的西部风光建筑连成

一片，包括西安园、西宁园、贵阳园、拉萨园、银

川园、兰州园等西部风光为主的园区。 

沈阳陨石山奇观 
沈阳陨石山奇观位于沈阳市南郊东陵区李相镇，主

要分布在东陵区李相、苏家屯区姚千户等 6 个乡镇

境内。 
 
沈阳陨石山主要由滑石台山古陨石、馒首山古陨石、

金顶山古陨石、老尖山古陨石和台子山古陨石等 21

处古陨石组成，形成一座气势壮观的陨石山，是迄

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体积最大、陨落时间最早的古

陨石。 

 

门票 5 元 

 

开放时间 8:00-17:00 

 

交通 乘坐郊区公共汽车可到达。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1129127#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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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方特欢乐世界 
沈阳方特欢乐世界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道义先导区，核心区分两期，一

期主要是方特梦幻王国卡通体验展示区、方特欢 乐世界科幻体验展示

区、数字电影基地、数字动漫基地和主题酒店等设施；二期主要是方特

影视乐园、影视拍摄基地、文化衍生品基地、游戏和教育软件基地等。 

 

门票 
全票 200 元，儿童票 150 元，免票人士须有持全价票成人陪同。 

 

营业时间 
节假日  
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儿童节营业时间 8:30-18:00；

春节、元旦营业时间 8:30-17:00 

 

其他时段 
平日（周一-周五）9:30-17:30  周末（周六-周日）9:00-18:00 

 

一起游小贴士 
因为乐园比较大，玩一整天的时间有时也不见得够用，所以注意事项就

显得特别重要。  
 

1）方特欢乐世界是一票制的主题公园，游玩园内所有游乐项目及欣赏

所有娱乐表演均无须另外付费（特殊时期举行的特别场次表演除外）。  
 

2）游客入园一人一票，门票仅限在票面规定的有效期内一次入园有效，

出园后重新入园需重新购票。  
 

3）公园内的项目将按照时间表分场次或分时间表演或接待，请留意园

内公告或咨询园区工作人员，以便合理安排游玩路线。  
 

4）特别提醒，园内部分项目不适合高血压、心脏病患者、孕妇、明显

酒醉者游玩，请特别留意各个项目的说明和提示。出于安全原因，部分

项目对参与的游客有身高要求限制。  
 

5）周末或者节假日去的朋友最好在 9 点前到达乐园门口，建议从南大

门进去，北大门出来。因为靠近北大门的都是过山车之类的非常刺激的

东西，建议放在最后玩，如果要是先玩了，受的了还好，受不了的话，

就没体力玩后面的东西了。 

 

交通 
★ 公交车 
乘坐 178 路、191 路公交到终点站，即为沈阳方特欢乐世界。其中 178

路公交车，长客总站首车 7:30，末车 18:30；方特欢乐世界首车 8:30，

工作日末车 18:00、节假日 19:00。车隔为 8-12 分钟，单程票价 1 元。 

 
 
在沈阳站乘坐 255 路、北站乘坐 236 路至蒲河大

道（终点）下车。下车后距离景区约 3 公里的距

离，不到 5 分钟的车程，可以乘出租车到达方特

欢乐世界，步行约 20 分钟。 

 

★ 专线 
专线一 马路湾（二〇二医院门前）始发，中途不

设 站 。 市 内 发 车 时 间 7:30-10:00 ， 返 程 时 间

14:30-18:00，单程票价 5 元。    
 

专线二 龙之梦公交枢纽站始发，中途不设站，市

内发车时间 7:30-10:00，返程时间 14:30-18:00，

单程票价 5 元。    
 

专线三 松山路地铁口始发，中途不设站，线路里

程公里 14 公里。市内发车时间 7:00-16:00，返

程时间 9:00-19:00，单程票价 1 元。 

 

★ 自驾 
丹东、本溪方向 

游客沿黄河大街向北至蒲河路右转行 2Km 至盛京

大街北行 2.5Km 到达方特欢乐世界。 

 

北京、大连方向 

游客有沈阳环城高速三台子出入口，沿道义大街

北行 6Km，至蒲河路右转行 2Km，至盛京大街北

行 2.5Km 到达方特欢乐世界。 

 

哈尔滨方向 

游客有京哈高速蒲河出入口，沿蒲河路西行 16Km

至盛京大街北行 2.5Km 到达方特欢乐世界。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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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园路线推荐 

欢乐之旅 
欢乐指数★★★★★       温馨指数★★★★   

惊险指数★★★          浪漫指数★★★ 
 
飞越极限海  →  螺湾  →  影视特技摄影棚  →  童梦天地  →  

双层转马→ 儿童爬山车 → 转转杯 →  果虫滑车 → 宇宙博

览会  →  聊斋  →  生命之光  →  星际航班  →  嘟比脱口秀之

十二生肖快乐街 → 嘟比历险 → 恐龙危机 → 卡通城堡     

 

惊险之旅  
惊险指数★★★★★       欢乐指数★★★★★   

温馨指数★★★★         浪漫指数★★★  
 
飞越极限 →  神秘河谷  → 维苏威火山  →  大摆锤  →  火流

星 → 飓风飞椅 → 空中飞舞 → 波浪翻滚 → 星际航班 →  

恐龙危机     

 

温馨之旅 
温馨指数★★★★★       浪漫指数★★★★   

欢乐指数★★★★         惊险指数★★★     
 
飞越极限  →  海螺湾  →  影视特技摄影棚  →  双层转马 

→ 宇宙博览会  →  聊斋 →  生命之光 →  嘟吡脱口秀之

十二生肖快乐街  →  星际航班  →  恐龙危机  →  卡通城

堡     

 

浪漫之旅  
浪漫指数★★★★★        温馨指数★★★★   

欢乐指数★★★★         惊险指数★★★  
  
飞越极限  →  海螺湾  →  双层转 马  →  宇宙博 览会  →  

聊斋  →  生命之光  →  星际航班  →  嘟比脱口秀之十二

生肖快乐街 → 嘟吡历险 → 恐龙危机 → 卡通城堡 

 

沈阳紫烟薰衣草庄园 

薰衣草庄园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马刚乡马泉村，沈阳国家森林

公园西南侧，庄园以“爱情、浪漫、最美之地”为主题，是集

薰衣草及其他香草景区观光、影视摄影拍摄基地等服务于一身

的现代化休闲度假庄园。 

 

门票  

成人票 60 元，学生 50 元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18:00    

周六、周日 8:30-19:00 

 

美食住宿 
香草餐厅：这里所做的一切都和香草有关。 
 

普罗旺斯露营地：在混合了薰衣草、百里香、松树等香草和植

物的香气的庄园，不住在一顶帐篷里是令人遗憾的。 
 

烧烤区：走累了，不妨坐下来，聚集三五亲友，边吃边聊，大

口喝酒，大快朵颐，大饱口福…… 
 

左岸咖啡屋：在花海环抱中，喝左岸咖啡，听呢喃松软的法国

香颂……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亚历山德拉  提供） 

 

交 通 
★ 直通车 
两个发车地点：市府广场金融大厦前（沈阳旅游集散中心）、

铁西区兴工街建设东路西南路口（沈阳旅游集散中心），

7:30-9:00，13:00-14:00。 
 

收费标准：在发车点购 60 元全价票的游客，免收车费；

持优惠票、观光票、团购票以及免票的游客，需支付 30

元车费。在庄园停留时间为 4 小时。  

 

沈阳长客总站到马刚客车直达薰衣草庄园，每天 8:00、

12:20、16:00 发车，在长客总站大厅买到马刚的车票，客

车票价 10 元，约 1 小时就能到薰衣草庄园。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1193317#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沈 阳 

                        - 21 -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 自驾 
沈阳东部路线  

1）沈阳大学 → 榆林大街 → 沈铁路 → 沿 102 国道至清水台 → 马

刚乡马泉村 
 

2）沈阳农业大学 → 东陵路 → 植物园 →棋盘山右转（走山道） → 

望宾 → 马泉村 
 

沈阳北部路线  

北陵公园 → 望花街 → 918 纪念馆 → 虎石台大街 → 沿 203 国道

至新城子 → 沿 102 国道至清水台 → 马刚乡马泉村 
 

沈阳南部路线  

青年大街  →  惠工街  →  联合路  →  沈阳大学南门  →  榆林大街  → 

沈铁路 → 沿 102 国道至清水台 → 马刚乡马泉村 

 

沈阳西部路线  

北一路 → 东西快速干道 → 北海街 →沈铁路 → 沿 102 国道至清水

台 → 马刚乡马泉村 

 

周边城市自驾路线  

沈哈高速公路  →  清水台出口下高速→  马刚乡

马泉村 
 

抚顺市自驾路线  

抚顺高湾开发区 → 棋盘山 → 望宾 → 马泉村 
 

铁岭市自驾路线  

102 国道 → 怪坡 → 清水台左拐 → 马刚乡马

泉村 

 

★ 公交车 
乘坐 383 路清水台站下车，之后打车去紫烟薰衣

草公园（从清水台到公园约 8 km）。 
 

乘坐 168 路到棋盘山风景区下车，之后打车去紫

烟薰衣草公园（从棋盘山到公园约 8 km）。 

沈阳紫烟薰衣草庄园自驾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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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张氏帅府 → 沈阳故宫 → 中街 → 五里河公园 

沈阳故宫 → 张氏帅府 → 沈阳金融博物馆 → 中街 → 刘老根大舞台 

沈阳世博园 → 九一八事变历史博物馆 →  五爱市场 

北陵公园 → 清昭陵（北陵） → 新乐遗址博物馆 → 辽宁省博物馆 

 

张氏帅府 → 沈阳故宫 → 中街 → 五里河公园 

这条旅游线路包括包括了沈阳著名的两大景点和一条购物街。在这里既能领略到沈阳的近代历史痕迹，也能感受到现代沈阳的

无限魅力。 

▲ 交通 

① 张氏帅府 → 沈阳故宫：步行前往 

② 沈阳故宫 → 中街：在怀远门站，乘坐地铁 1 号线（黎明广场方向）， 

在中街站下（B 出口），步行至中街。也可步行前往。 

③ 中街 → 五里河公园：在中街乘坐地铁 1 号线（十三号街方向），在青 

年大街站下，站内换乘地铁 2 号线（全运路方向），在五里河站下（B 出 

口），步行至五里河公园。 

▲ 吃饭 

中街是在沈阳品尝美食的好地方，推荐李连贵熏肉大饼。 

▲ 住宿 

推荐住在中街附近，这里是沈阳的商业区，不

管是购物还是到其他景点都很方便。 

推荐住宿          >> 沈阳特价酒店 

沈阳融家之星酒店 

特价房  同程价：99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标准间  同程价：129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沈阳故宫 → 张氏帅府 → 沈阳金融博物馆 → 中街 → 刘老根大舞台 

▲ 交通 

① 沈阳故宫 → 张氏帅府：步行前往，或者在故宫西华门站乘坐环路、 

228 路、257 路公交至大南门站下，或在故宫站乘坐 118 路、290 路、2 

92 路、140 路公交至大南门站下，步行约 200 米，即可到达张氏帅府。 

② 张氏帅府 → 沈阳金融博物馆：步行前往。 

③ 沈阳金融博物馆 → 中街：步行前往，在博物馆附近的大南门站有很 

多公交可到商业城站下，即到中街。 

④ 中街 → 刘老根大舞台：在中街站乘坐地铁 1 号线（十三号街方向）， 

至太原街站下（B 出口），步行至刘老根大舞台。 

▲ 住宿 

此线路中，推荐住在刘老根大舞台附近，晚上

看完表演后，可以就近回到住宿的地方休息。 

推荐住宿          >> 沈阳特价酒店 

沈阳晨光酒店公寓 

特价标间  同程价：120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特价大床  同程价：140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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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世博园 → 九一八事变历史博物馆 → 五爱市场 

在世博园中，既能看到沈阳的现代文化，又可以了解到世界园艺文化；在九一八事变历史博物馆中，可深刻的了解到震惊中外

的九一八事变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在五爱市场，可以淘到很多特色的小玩意儿。 

▲ 交通 

① 沈阳世博园 → 九一八事变博物馆：乘坐 168 路南、168 路北公交， 

在榆树屯站下，步行至对面榆树屯站台，再乘坐 271 路公交至沈阳北方

客运公司站下车，再步行至九一八事变历史博物馆。 

② 九一八事变博物馆 → 五爱市场：乘坐 212 路公交至风雨坛站下车， 

步行至五爱市场。 

▲ 住宿 

推荐住在五爱市场附近。 

一起游小贴士 

逛沈阳有名的五爱市场，不过最好在 3 点之前

到达，那里的商铺都打烊得特别早。 

推荐住宿          >> 沈阳特价酒店 

沈阳金泰克商务宾馆 

单人间    同程价：130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标准双床  同程价：150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北陵公园 → 清昭陵（北陵） → 新乐遗址博物馆 → 辽宁省博物馆 

▲ 交通 

① 北陵公园 → 清昭陵：步行前往，清昭陵就在北陵公园内。 

② 清昭陵 → 新乐遗址博物馆：由北陵公园西门出来后，向南步行前往 

即可或者乘坐 232 路公交到新乐遗址站下车，西走约 200 米，即可到新

乐遗址博物馆。 

③ 新乐遗址博物馆 → 辽宁省博物馆：乘坐 800 路公交到“市府路”站 

下，步行至市府广场，辽宁省博物馆在市府广场的东南角。 

一起游小贴士 

北陵公园在沈阳郊外，沈阳郊外夜里挺凉的，如果准备待到晚上，最好多 

带件衣服。还要事先问清班车最晚的发车时间，否则就比较麻烦了。 

▲ 住宿 

推荐住在市府广场附近，前往此景点较方便，可节约大量时间。 

 

 

 

 

 

 
 
 

 

北陵（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littlemouse 提供） 

推荐住宿          >> 沈阳特价酒店 

沈阳柠檬酒店 

单人间  同程价：103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大床房  同程价：140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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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住宿 
 
中街 （→ 查看中街附近酒店   →  查看沈阳特价酒店） 
这里是沈阳的中心地带，交通很方便，很多景点步行即可到达。 

食：中街是商业中心，所以在这里可以品尝到沈阳的很多特色美食。 

 

沈阳倍思特快捷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大床房（内宾）     151 元   

商务大床（内宾）    161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中街附近酒店 

[14745gereuz] 位置特别好，走 5 分钟就到中

街了。而且周边特别安全。还有非常方便，出

门就有车站。总之特别的好。 

[13325ffyvsq] 房间住的挺舒服的，服务也很

好。下次来，还住这。 

→ 查看 7 条酒店点评 

 
 

 

沈阳融家之星酒店 
 

 

房型          同程价        

特价房          99 元   

标准间         129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中街附近酒店 

[18744axfqyd] 比我在网上看的好  挺不错的 

房间也算较大吧。 

[飞奔小野猪 1] 卫生比较好 离中街很近 如果

想去玩 可以选择。 

[13704fddxnd] 融家之星酒店 ,性价比很高 ,服

务也很周到。       → 查看 76 条酒店点评 

 
 

 

沈阳如家快捷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商务大床房       170 元   

标准双人房       17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中街附近酒店 

[1580072b967] 设施比较好，卫生很好，交通

也挺方便的，装修也行。 

[139662141cf ] 感觉很好，卫生不错，环境幽

雅，交通方便。 

[13820bce5f0] 性价比高…… 

→ 查看 102 条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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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站 （→ 查看沈阳站附近酒店   →  查看沈阳特价酒店） 

这里交通方便，而且沈阳站位于太原街，也是一个商业地带。 

食：这里的超市、商场、小吃店都很多。 

 

沈阳馨悦酒店公寓 
 

 

房型          同程价        

大床房          120 元   

宽带大床房        13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沈阳站附近酒店 

[13377ldrafo] 下火车后抬头就见万达，走过

去十分钟左右就到。超市、商场、小吃店很多，

方便。酒店房间大，很实惠，喜欢。 

[小黑孩儿] 很干净，而且交通便利，出门就是

万达广场，离火车站很近，步行一会儿就能到。 

     → 查看 272 条酒店点评 

 
 

 

沈阳简爱酒店公寓 
 

 

房型          同程价        

电脑大床房        148 元   

豪华电脑房         16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沈阳站附近酒店 

[13387prvfwh] 周边很安静，不嘈杂。环境很

好！ 

[13282mqbyod] 房间还挺好的，光线布置都

很好呀，也都很干净的。 

[13642yqbydd] 房间很干净，卫生间很大，

服务也不错。        → 查看 5 条酒店点评 

 
 

 

沈阳老悦来客栈 
 

 

房型          同程价        

商务小窗房         78 元   

豪华大床        125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沈阳站附近酒店 

[18948kizwvd] 酒店的卫生很干净，服务也还

不错，性比价高。 

[15243rqpwqw] 服务态度好 干净 水也很热  

离火车站很近。 

[18641rhwfsk] 非常好＇挺好的＇感觉服务员

态度也很好＇。      → 查看 23 条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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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美食 
 

沈阳云集了各地美食，中国的火爆川菜、淡雅淮扬菜、

豪放鲁菜、精致粤菜等最精华的菜品，在沈阳，只要想

到，就能找到。 
 

世界美食中的正宗韩式料理，在西塔朝鲜族一条街上体

现得淋漓尽致；日式刺身、铁板烧只要走到日本领事馆

附近，就能轻松不费力地吃遍。拉美的烤肉、法式的大

餐……包罗万象、兼容并蓄。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volia 提供） 

 

吃什么？ 
老山记海城馅饼 
老山记海城馅饼是沈阳市传统风味小吃，味道很好，制

作精细。先用温水和面，选猪、牛肉配成鸳鸯馅，以十

余种香料、煮汁煨馅，选时令蔬菜调馅，荤素相配。用

鱼翅、海参、大虾、干贝、鸡脯调馅的高档品种，更为

鲜美。烙熟的馅饼形圆面黄，鲜香可口，以蒜泥、辣椒

油、芥末糊蘸食最好。 

推荐餐馆 和平区南五马路 131 号的老山记海城馅饼大

酒店。 

 

老边饺子 
驰名中外的沈阳特殊风味，边家饺子因为肉馅是煸炒过

的，所以叫煸馅饺子，风味独特，并以水煸馅蒸饺闻名

遐迩。同时，按季节变化和人们口味爱好，配入应时蔬

菜制成的菜馅。另外用精粉掺入适量熟猪油开水烫拌和

制剂皮。这样能使剂皮柔软、筋道、透明。老边饺子除

蒸煮外，还可烘烤、煎炸。 

推荐餐馆 沈河区中街路 206号的盛京老边饺子馆和和

平区北市一街 57 号的老边饺子馆。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littlemouse 提供） 

 

 

那家馆白肉血肠 
由满族那氏家族首创，用肥猪五花硬肋，加白水、调料煮透。将

新鲜猪血加水和调料，灌入新猪肠内，扎紧两头煮熟。食用时，

将白肉、血肠蘸蒜泥、韭花酱或辣椒油等调料。 

推荐餐馆 沈阳路 90 号的那家馆。 

 

李连贵熏肉大饼 
店里主要经营酱肉、大饼和酒类。其特点是熏肉肥而不腻，瘦而

不柴，熏香浓，香泽红；大饼色黄清香，里软外酥层次多。 

推荐餐馆 在沈阳很多地方都有分店。 

 

马家烧麦 
马家烧麦是沈阳特殊风味的回民小吃。有皮亮、筋道、馅松、醇

香等特点，口味好，造型美观，所以很受群众喜欢。 

推荐餐馆 和平区太原北街 12 号和皇姑区长江街 126 号富林酒

店 2 楼的马家烧麦店。 

交通 乘坐 324 路公交可以到达太原北街店，215 路、210 路、

161 路和 163 路公交经过长江街店。 

 

朝鲜族美食 
西塔大冷面 朝鲜族特色风味，是现压冷面，用料为面粉加淀粉

和成，现挤现压在沸水中，捞起配上特殊熬制的冷面汤，由个人

口味，洒上特制的辣椒粉。 

推荐餐馆 市府大路 112 号朝鲜族百货大楼对面（近西塔）的西

塔大冷面店 

朝鲜族打糕 用浸泡蒸熟的糯米，放在案板上用木槌打成年糕

状，中间夹豆沙馅，加上白糖制成，香甜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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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volia 提供） 

 

在哪吃？ 
鹿鸣春饭店 
鹿鸣春饭店是沈阳老字号，鹿鸣春菜点品种繁多、做工细

致。拿手菜如黄玉参烧蹄筋、金牌扣肉、拔丝糯米枣、烤

羊腿等，既有辽菜的大气豪爽、又不失精致细腻。 

人均消费 133 元左右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40 号 

交通 乘坐 253 路公交到十一纬路二经街下车即可到达。 

 

宝发园名菜馆 
宝发园名菜馆有四样菜冠绝一时，即熘腰花、熘肝尖、熘

黄菜、煎丸子。张学良将军当年曾慕名来此品尝了"四绝菜

"，并赞不绝口，从此宝发园名气大振。 

人均消费 44 元左右 

地址 沈阳市大东区小什字街天源巷 1 号 

交通 乘坐 105 路、117 路、118 路、131 路、132 路、

140 路、150 路、168 路、179 路、213 路、215 路、218

路、219 路、219 路区间、228 路、248 路、290 路、292

路、294 路、298 路、沈阳地铁 1 号线、环路等到中街站

下车。   

 

展览馆西门 
在展览馆西门有家牛肉店，原汁牛肉很好吃，但是限量发

行，卖完了就关门，有个别时候 12:00 就关门了。 

交通 乘坐 109 路、135 路、152 路、169 路、225 路、

239 路、244 路、265 路、272 路等公交可到达展览馆，

之后步行前往展览馆西门即可。 

 
百帝园 
在西塔朝鲜族医院斜对面的百帝园，推荐红烧牛尾。此外烤牛

排和生鱼片也不错。生鱼片有点贵，但是值得一尝，生拌牛肉

也不错，很嫩。 

人均消费 93 元左右 

地址 沈阳市繁华的西塔街上 

交通 乘坐 140 路、152 路、243、249 路、252 路、262 路、

263 路、271 路等公交到西塔站下就可。 

 

小西路肉夹馍店 
小西路小土豆店隔壁有家豪哥腊汁肉夹馍店，其实两家就是一

个老板开的，在店里可以点小土豆的菜。正宗的陕西白积馍，

现烤出来的，香香脆脆，中间夹的腊汁肉，味道特地道，强烈

推荐青椒肉夹馍（全肉的太腻），而且价格也不贵。 

人均消费 11 元左右 

地址 沈阳市小西路 37 号 

交通 乘坐 215 路、228 路、258 路、291 路、环路等公交到

小西门站下，即可。 

 

领事馆附近 
在领事馆东，顺着卖羊绒的那个胡同往前走，路北，挂着红灯

笼的涞涞小吃坊，柯栎饼、粉饺、笨鸡、河鱼、鸡血糊糊、拌

混蛋等等，绝对特色。 

地址 和平区零食东侧胡同里 

交通 乘坐 109 路、246 路、249 路、258 路、265 路、289

路、297 路等公交到领事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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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特产/购物 
特产 
京玉  
京玉果肉脆，酸甜，果穗圆锥形，果粒椭圆形，果皮黄绿色，

较丰产，较抗病，8 月中旬浆果成熟。  

 

蕨菜  
嫩茎叶食用，地下茎制蕨粉及工业原料,全株入药有驱风利尿之

功效。蕨菜可加工成干蕨菜和腌渍品。 

 

陈酿酒  
沈阳陈酿酒采用优质高梁为原料，小麦大曲做糖化剂，用人工

老窖，长期储存，自然烤熟，精心勾兑等方法酿成。酒质清澈

晶莹，芬香浓郁、入口甘爽醇正，饭后余香不尽，是历史悠久

的特产。 

 

绢花  
绢花是沈阳的名特产品。五爱市场是仅次于义乌市场的全国第

二大绢花礼品批发零售市场，批发价低得令人心动。 

 
羽毛画  
羽毛画采用大自然中各种禽鸟的羽毛，经过剪、拼、叠、

镶及热压成形，组合粘贴等巧妙工艺制成。沈阳市羽毛工

艺厂首创羽毛画工艺，以“清秀淡雅，格调新颖”而闻名

于世。制作的古典人物栩栩如生，花鸟更是绚丽多彩。羽

毛画是旅游纪念和馈赠佳品。 

 

彩石镶嵌画  
彩石镶嵌画是以天然大理石为主，并以枯石、玛瑙、汉白

玉、金星石等彩石为原料，运用大理石、各种彩石的自然

形态特征、纹理脉络和丰富的色彩，汲取古代壁画艺术制

成的石质画工艺品。 

 

五谷画  
五谷画是以自然界各类植物的种子如：谷、黍、米、豆等，

用其固有特性和纯天然色泽，通过粘、贴、拼、塑等手法

创造出的—种新型艺术表现形式，充分表达人与自然的和

谐之美。 

 

购物 
中街   

中街商业步行街是沈阳老商业街，存留着不少当地的老字号，

贴近大众生活，是集商业与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街区。除

了购物，这里也靠近多个景点，如清沈阳故宫、张氏帅府等。 
 
交通 
乘坐 105 路、117 路、118 路、 131 路、132 路、140 路、

150 路、168 路南、179 路、213 路、215 路、218 路、219

路、219 路区间、228 路、248 路、290 路、292 路、294 路、

298 路、地铁 1 号线等均可到达。 

 

南湖公园古文物市场 
有几十家店铺经营着古玩、字画、印章、瓷器、玉器、木雕、

珊瑚、珠宝翠钻，还有遍体绿锈的历代古钱。每逢周日，这里

格外热闹。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不是很懂，高价物品请谨慎购买。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littlemouse 提供） 

 
五爱市场 
五爱市场位于沈阳市沈河区风雨坛街，为全国五大集贸市

场之一，是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服装轻工批发市场，经营

两万多个品种的商品批发与零售，品种齐全。有时间和精

力的话，可以去淘物美价廉的好东西。五爱市场大且人多，

逛街要多注意随身物品。 
 
交通：乘坐公交 222、324、603 路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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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街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爱玩老头  提供） 
 
太原街商业步行街位于沈阳市的中心地带，是沈阳市目前

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中兴－沈阳商业大厦、和平商场、中

山大厦商场等众多大型购物场所都在这里。此外，年轻人

可以去逛逛太原街的地下商场，衣服新潮且便宜。 

 

 

交通 
太原北街 

乘坐铁西新区 1 线、152 路、216 路、249 路、255 路、263

路、271 路、295 路、324 路、328 路等公交可以到达。    
 

太原北街（中山路） 

乘坐环路、114 路、123 路、129 路、210 路、220 路、232

路等公交可以到达。    
 

太原街（中华路） 

乘坐 103 路、203 路、207 路、221 路、223 路、225 路、237

路、240 路、246 路、261 路、263 路等公交可以到达。    
 

市文化宫（太原南街） 

乘坐环路、152 路、202 路、223 路、225 路、246 路、261

路、264 路、324 路、327 路、523 等公交可以到达。 

 

 
西塔商圈 
西塔地区是朝鲜族和韩国人的聚集地，有浓郁的朝鲜族风

情。如果想买正宗朝鲜族货品的话，可以去西塔朝鲜族百

货大楼看看。此外，这里也有不少经营韩国料理的餐厅，

逛街的同时也能品尝美味。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littlemouse 提供） 
 

交通 
乘坐 140 路、152 路、243 路、249 路、252 路、255 路、262

路、263 路、281 路、282 路、288 路、324 路、399 路等公

交，和沈抚二号线、铁西新区 1 线均可到达。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这里到处都能感受到朝鲜族的文化：建筑是

朝鲜式的，路牌是中朝双语的，各个营业场

所的指示牌标有朝鲜语，餐厅、超市、百货

公司的工作人员几乎都会说朝鲜语。 
 

在这里可以买到具有民族特色和异国风情的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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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娱乐/民俗节日 
娱乐   

沈阳的娱乐生活多姿多彩，除了各种现代的娱乐项目，具有

丰厚文化底蕴的民间娱乐项目也是丰富多彩。场场爆满的东

北二人转是正宗的东北民俗表演。在沈阳，每天都有丰富消

遣方式来增添旅途中的乐趣，展现沈阳这个国际化都市的内

涵和独特风貌。 

 

酒吧 
西塔地区是朝鲜族风情街，经营着众多的酒吧、餐厅及娱

乐场所。 
 
三好街酒吧一条街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有近 30 家

大小不同，风格各异的酒吧。酒吧设计古朴典雅，有浓郁的

欧美风情。 
 
崇山路的酒吧也很有特色，一般学生比较喜欢光顾。五里
河体育场附近，酒吧比较集中。 

 

棋牌 
沈阳国际棋牌竞技中心位于棋盘山北麓，功能齐全，设施先

进，曾于 2000 年承办了国际象棋世界杯赛，著名棋手谢军、

加里亚莫娃曾在此对弈过招。这里是棋牌爱好者的青睐之地。 

 

二人转 
东北地区喜闻乐见、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艺术，长期以

来深受东北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喜爱。它的唱本语言通

俗易懂，幽默风趣，充满生活气息。赵本山作为沈阳的旅游

形象大使，将东北二人转传遍全国。 
 
推荐地 刘老根大舞台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静水流深≈ 提供） 

 
冰雪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东方天蝎  提供） 
 

沈阳作为中国东北冰雪第一站，冰雪旅游独具魅力，冰上运

动、滑雪运动、雪雕冰雕都让冬季前来的游客留连忘返。每

年这里都会举办沈阳冰雪旅游节。 
 
推荐景点 棋盘山冰雪大世界、白清寨滑雪场、东北亚滑雪

场等。 
 
夜间滑雪 夜间滑雪与白天使用同样的滑雪场，但是由于五

光十色的灯光照射，冰天雪地的雪场显现出了童话世界般晶

莹剔透的效果，比在白天滑雪更有一番浪漫和刺激的意境。

夜滑时游人相对较少，雪道显得更宽敞，加上夜间空气清新，

因此受到许多年轻人的欢迎。 
 
夜间滑雪营业时间 各滑雪场的夜滑一般到 22 点结束。 

 

传统民俗节日 
皇寺庙会 
时间 春节、“五一“、”十一“等节假日期间 
 

庙会在沈阳北市场的实胜寺举行，庙会期间最受游人关注的

是各种绝活表演和各地风味美食，以及许多民间工艺展示，

如糖画、吹糖人、捏糖人、刻葫芦、蛋雕、现场作画、工艺

品展销等。 
 

民俗节目 二人转、绝活绝技、魔术、器乐演奏、满族风情

舞蹈、“皇帝出游“、”格格婚礼“、”花轿娶亲“、锡伯族舞

蹈等。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377616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219600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沈 阳 

                        - 31 -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沈阳秧歌节 

时间 每年沈阳都有举办秧歌节，历时 5-7 天。 
 
大型秧歌比赛是秧歌节的主体项目。秧歌节的举办，让外国

人更加了解中国，了解沈阳，也让中国和沈阳的秧歌走向世

界。如今早晚或节假日的沈阳街头，不仅常有火爆的老年秧

歌队表演，还有精品秧歌表演，如“蹉步秧歌”、“灯官秧歌”、

少儿高跷和让人耳目一新的“水袖秧歌”、“举顶高跷”等。 

 

 

 

 

 

西迁节 
时间 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 
 
辽宁锡伯族都要举行盛大的节日庙会，以纪念 220 多年前锡

伯族人从东北迁往西北边陲的壮举，这是锡伯族人最盛大的

节日。此外，还要举行文艺会演和赛马、叼羊等丰富多彩的

文体活动。 

 

抹黑节 
时间 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 
 
据说这一日是巡天神来视察的日子，一到这天，锡伯人不等

天亮就纷纷出门，挨门串户，不分男女老少往脸上抹黑。青

年人见了老年人，先请安，后跪一脚，再向长者脸上象征性

地抹一点黑，以示尊敬和吉庆。也好让巡天神看见他们的诚

心，免去小麦的黑穗病。 

 

沈阳清文化国际旅游节 
时间 每年 9 月中下旬，持续 10 天左右 
 
沈阳清文化国际旅游节是以清文化旅游周为主题的沈阳民俗

风情旅游节，从 1998 年开始举办，现在已是集经贸、旅游、

文化和学术交流为一体的盛会。有关景点有请沈阳故宫、清

昭陵（北陵）、清福陵（东陵）和请文化一条街。 
 
旅游节期间，围绕清文化举办多种活动，如皇家礼仪大游行、

皇帝出巡、满族宫廷舞蹈、萨满中秋祭舞蹈、盛京文化庙会

等等。 

 
中国沈阳韩国周 
时间 每年 5 月 
 
每年举办的韩国周都会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沈阳与韩国的

多层面友好交流。除了文艺、文化活动之外，同时也会举办

中韩旅行商大会。 

 

沈阳冰雪旅游节 
时间 每年 12 月-次年 2 月 
 
冰雪旅游节不仅让人们领略到北国风光，还能让人们参与到

冰雪与文化、民俗、运动相结合的活动中去。 

 
撒路灯习俗  
时间 沈阳的西北地区有撒路灯习惯，农历正月十五 
 
春节过后，专人组织二十至二十五人做灯笼，做好点火的纸

包，等到正月十四的傍晚，举灯笼人排成两队，以锣鼓为前

导，有人把纸包点燃，沿家放在地上，小纸包燃烧时间较长，

又被沿路放在地面上，所以叫撒路灯，让人感到神秘惬意，

更增添了节日的欢乐气氛。  

 

建房习俗 
火炕是北方居室中常见的一种取暖设备。火地与火炕一样，

只是一个在地面上，一个在地面下而已。 
 

火地与火炕设置方法相同，就是在地面下砌烟道，烘热地面，

使热量在室内散发，增加室内的温度。铺设火地、火炕的材

料，一般以青砖为主。火炕与火地的灶门，一般设置在室外，

在室外烧柴。 
 

更为奇特的是，这种火炕与火地一般不设烟囱，而设置一种

回旋形的烟道出烟。这种烟道俗称“二龙吐须”。在东北山区

的满族人家，至今保留着这种建房习俗。 

 

锡伯族的“喜利妈妈” 
时间 每逢正月初一 
 

锡伯族家家户户都要供奉“喜利妈妈”，求她保佑全家平安、

人财兴旺。“喜利妈妈”是锡伯人求子孙繁衍不断的象征，又

是记载锡伯族家庭州系的族谱。“喜利妈妈”的牌位一般在堂

房的西北角上，其象征仪标是一条两丈多长的丝绳。它是在

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大扫除后，开始供奉，到农历二月初二，

再装入纸袋，放回原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沈阳秧歌属东北大秧歌，分高跷、地秧歌两大类。

沈阳人酷爱秧歌，他们舞得热烈、舞得豪放、舞

得粗犷，令人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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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贴士 
气候 
沈阳属于温带季风气候，以平原为主，山地、丘陵集中在东南部，

辽河、浑河、秀水河等途经境内。 
 
受季风影响，降水集中在夏季，温差较大，四季分明。冬寒时间较

长，近六个月，降雪较少，最大降雪为 2007 年 3 月 4 日 470 毫米

的特大暴雪；夏季时间较短，多雨。春秋两季气温变化迅速，持续

时间短。春季多风，秋季晴朗。 

 

最佳旅游时间 
春季回暖快，秋季短促，夏季相对较热，但比南方凉快很多，因此

4-10 月是来沈阳旅游的最佳时间。冬季来可滑雪。 

 

饮食 
对冬季旅游者来说，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三大营养素以及矿

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都要超过平常。这时多吃一些瘦肉类、蛋类、

鲜鱼、豆制品以及动物肝脏等，对补充人体热量很有好处。 

 

穿着 
春秋来沈阳旅游可以穿轻便衣着，如夹克衫、羊毛衫、套装等；夏

季较炎热，可穿单衣。冬天要穿羽绒服之类的衣物，从头武装到脚。

尤其是年老体弱者，更要注意做好防寒防冻工作。 

 

旅游景点 
每年的旅游黄金周期间，沈阳故宫都会有“清代宫廷礼仪”的展

演活动。 
 
怪坡风景区，每年 5 月下旬都会举办大型的槐花节，因此 5 月是

出游此地的最佳时节。 
 
最好选择法定节假日或者关东影视城有重大活动的时间去，虽然

可能饱受拥挤之苦，但能看到相关民俗再现和演员的表演，更能体

会到曾经的关东风情，尤其是春节期间，很值得去。 

 

交通 
地铁 1、2 号线很便捷，几乎将沈阳所有知名景点全连在一起了。

如果时间不紧，也可以试试乘坐公交车。中街地带的交通很方便，

且环路公交车一直开到晚上 11 点。 

购物 
西塔商圈到处都能感受到朝鲜族的文化：建筑是朝鲜

式的，路牌是中朝双语的，各个营业场所的指示牌标

有朝鲜语，餐厅、超市、百货公司的工作人员几乎都

会说朝鲜语，所以不管游客是朝鲜人还是中国人，都

不需要担心语言听不懂的问题。另外，在这里可以买

到具有民族特色和异国风情的物品。 
 

沈阳有名的五爱市场，商铺打烊特别早，要逛最好在 3

点之前。 

 

药品 
冬天，沈阳室内室外的温差很大，可以带一些预防感

冒的药。 

 

滑雪 
滑雪服 如果准备去滑雪，则着装更有技术含量，一

般采取分层穿衣的方法。 
 
最里面是排汗层，可以将带网眼的尼龙背心贴身穿，

然后在外面套上一件弹力棉背心，这样身体排出的汗

液会透过尼龙背心吸附在弹力背心上，不会产生寒冷

的感觉。中间是保温层，可以选择质轻蓬松的抓绒衣。

最外面当然要套上标准的滑雪服了。 
 
滑雪镜 由于雪地上阳光反射很厉害，加上滑行中冷

风对眼睛的刺激很大，所以需要滑雪镜来保护滑雪者

的眼睛。需注意的是戴眼镜的滑雪者应选择镜框厚一

点的滑雪镜，以便能将近视镜全部罩住。视力不好的

人不要戴隐形眼镜滑雪，如果跌倒后隐形眼镜掉了，

找回来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东方天蝎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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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蒙行金秋（3）——沈阳饕餮 
2012-2-20  作者：volia 

特地把这一段单独提出来写，实在是因为这一餐吃得很爽，而且，俺们的“蒙行金

秋”至此彻底转化成了“美食之旅”，一发不可收拾 *^_^* 进入沈阳……“小斑点

狗”的 LG 和山楂树的媳妇儿都来和大家聚聚，笑语欢声，好不热闹。“小斑点狗”

点的菜，极合我们的口味，尤其那一盘威廉王子情有独钟的……[查看全文] 

 
 
辽宁·●一方幽静一处深宫雨后的沈阳故宫 
2012-1-19  作者：■弹指间■ 

几百年的风雨沧桑，几百年的朝代轮更，沈阳故宫依然辉煌屹立于沈阳老城的中心。

行走其间，这处夹杂在现代高楼大厦中的古迹，显得跟外面繁杂的车水马龙有些格

格不入。几百年前金碧辉煌歌舞升平的皇家贵地，在现今看来是如此的深幽和宁静，

让人有种人去楼空的感觉。林立的亭台楼阁，巍峨殿宇，雕栏玉砌……[查看全文] 

 
 
龙年初四逛沈阳的皇寺庙会 
2012-1-26  作者：小斑点狗 

今天是大年初四，约好山楂树和水晶公主一起去沈阳的皇寺庙会拍民俗，练习一下

抓拍人物。用长焦镜头抓拍各色人物。民俗小吃好多啊，冰糖葫芦、糖稀人，冻秋

梨、朝鲜打糕，那一个个生动的生活画面，让我体验了瞬间抓拍的乐趣。北市场，

一个老沈阳时期三教九流各色商铺都混杂的地区……[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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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网友   

本攻略感谢一起游网友小斑点狗、■弹指间■、volia、东方天蝎、littlemouse、≈静水流深≈、樱桃树

下的老头、沈阳奉天旅行社、谈澈、锈剑、爱玩老头、亚历山德拉、耕读——边走边看、行走人间、空

余楼的支持。 

 

 版本 信息   

如有批评建议，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本攻略将不定期更新，下载最新攻略请至沈阳攻略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一起游旅游攻略 

 

 版权 声明   

本攻略 PDF 版已得到 Adobe Acrobat 官方认证，本攻略最终解释权归一起游所有。 

 

 加入 微信   

欢迎您加入一起游微信（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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