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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古城 运河古城

被世界旅游组织誉为“活着的

运河”、“京杭运河仅存的遗产

村庄”。同时台儿庄也是中国

第一座二战纪念城市。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共有三个展室，馆内陈列着台

儿庄大战时中日双方资料、文

物千余件，整个纪念馆气势雄

伟，庄严肃穆。 
 

 

 
台儿庄火车站  大 战

时火车站争夺异常激烈，攻守

几易，大捷后，李宗仁在台儿

庄火车站站牌下留影，成为台

儿庄大捷的永恒纪念。 
 

时机 Timing 

春 春天的台儿庄美丽如画，古城风姿妖娆，小桥流水渔村。 

夏 夏天到达台儿庄，可以到运河湿地游览一番，避开暑气，

享受清凉的夏天。 

秋 秋天到达台儿庄，可以乘船夜游古城，看江北水乡，运

河古城有怎样一种魅人的风姿。 

冬 台儿庄古城的冬天，淡淡的清冷萧瑟，却别有一番韵味。 
 

贴士 Tips 

① 建议从徐州前往台儿庄。长途空调汽车车费只要 18 元即

可到达。但是台儿庄客运站到古城至少还有四公里路左右，

因为没有公交车，可选择摩的或者打车前往。 

② 古城里面没有太正式的饭馆，酒吧有一些吃的，再有就是

小吃。 
 

便利  Conven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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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                              

台儿庄古城门票 
成人门票（平日价）  160 元  同程价 88 元   >> 立即预订  
 

一起游小贴士 
① 2012 年 4 月 1 日起台儿庄门票正式上调为 160 元/人，一起游预订价 88 元/人，不包含清

明、端午、五一、十一等国家法定节假日。国家法定节假日价格为 148 元。 
 
② 正常优惠门票每人限定 5 张。提供取票人姓名和手机号码，取票时请出示取票人的身份证件。 
 
③ 乘船费用需要自付。 

 

取票地点   

台 儿 庄 古 城 售 票 处

（8:00-22:00） 

 

景区入口处（8:00 之前、

22:00 之后青岛景区入口

检票处取票） 

 

开放时间   

全天 24 小时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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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台儿庄 
 

台儿庄战役为 1938 年 3 月至 4 月中

旬国军在山东省南边台儿庄与意图由

山东分两路进攻徐州的日军师团精锐

进行的战役，日军第 5 师团板垣征四

郎主攻临沂，第 10 师团矶谷廉介主攻

滕县、临城、台儿庄。这场战役是抗

日战争中徐州会战的一部分。 
 
台儿庄一战，由民族英雄李宗仁、孙

连仲、张自忠、仵德厚、田镇南、关

麟征、池峰城、王铭章等抗日名将火

线指挥。中国军队击败日军第 5、第

10 两个精锐师团，以损失近 2 万人为

代价，取得歼敌万余人的战果，日军

损失坦克 30 余辆，火炮 70 余门、坦

克 40 余辆、机枪数百挺、步枪万余枝。

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及其他军用物资。

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

重大胜利，严重地挫伤了日军的气焰，

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

划，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坚定

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念。 

 

运河文化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袁袤翔提供） 

 

目前世界第一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的现状是，枣庄以北的运河完全断航，大部分遗

存已经基本消失，甚至河道也找不到了；枣庄以南的沿运城市都进行了现代化城

市改造，已经无法恢复千年运河的曾经风貌。于是，枣庄市台儿庄也就自然而然

地成了唯一能够完整恢复运河古城原貌的城市。 
 

台儿庄古城为“运河古城”的核心区。今日台儿庄还拥有最能体现明清运河沿岸

居民生活特点的古村庄“纤夫村”，城内至今仍有大量的古街巷、古建筑。运河上

还保留着较为完好的驳岸、被水石堤、水门等水工遗存。被誉为“活着的运河”、

“京杭运河仅存的遗产村庄”。 
 

台儿庄地区历史悠久，从马兰屯镇西兰城店村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时代的文物，邳

庄镇赵村出土的岳石和龙山文化时代的文物以及龙山文化时代的晒米城遗址证

明，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台儿庄区境域，夏属鄫国，商

属逼阳国，西周、春秋因之。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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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飞 机  

枣庄市没有机场，可借道山东临沂机场（距台儿庄 90 公里）、

徐州观音机场（距台儿庄 110 公里）、连云港白塔埠机场（距

台儿庄 110 公里）、或是济宁曲阜机场（距台儿庄 130 公里）。 

 

临沂机场至枣庄   
临沂机场因为客流量少，所以没有机场大巴。下飞机后可选

择打车或乘公交离开机场。 

离开临沂机场 
公交 

出机场后往西走，约 1000 米左右，在西边的路口那边乘坐

35、38、39 等路公交车，直达临沂长途汽车站，路程约 1

个小时左右。 
 
出租车 

从机场打车到临沂长途汽车站约 40 元左右。建议也到路边

打车，机场那边价格比较高，或者可以选择拼车。 
 
临沂到枣庄 
汽车 

临沂到枣庄有直达汽车，直接到枣庄汽车站。 

火车 

从临沂长途汽车站，乘坐 BRT 前往高铁站，到达枣庄站。 

 

徐州机场至枣庄 
徐州观音机场至枣庄 
机场大巴 

徐州观音机场每天有三班车从机场发往枣庄，发车地点在候

机楼一楼到达厅前。咨询电话：0632-7681177。同样的，

枣庄每天有 3 班车发往观音机场，发车地点在枣庄高新区惠

众大厦一楼。咨询电话：0632-7681188。 

 

连云港机场至枣庄 
离开连云港白塔埠机场 
连云港白塔埠机场位于东海县内，距离市区比较远，建议乘

坐机场大巴到达连云港市区。 
 
连云港到枣庄 
① 连云港新浦汽车站有直接到达枣庄的车，但车次比较少，

每天只有两班车。可以选择从临沂转车。 
 
② 或者从连云港乘坐火车在徐州转车，前往枣庄。 

 
 
 
济宁机场至枣庄 
离开济宁曲阜机场 
机场大巴：太白广场→济宁曲阜机场 

运营时间：每周一、三、五、七，上午 9：50~ 下午 19：

00 每周二、四、六，下午 19：00  

票价：免费 行程：28 公里，约 35 分钟到机场。 
 
济宁到枣庄 
① 济宁汽车南站有直达枣庄的汽车。 
 
② 济宁到枣庄没有直达的火车，可以从济宁转车到兖州，然

后再到枣庄。 

 

火 车  

枣庄火车站（含高铁、动车，50 公里）至枣庄市台儿庄区  

滕州火车站（含高铁、动车，90 公里）至枣庄市台儿庄区  

徐州火车站（含高铁、动车，73 公里）至枣庄市台儿庄区  

邳州火车站（48 公里）至枣庄市台儿庄区  

临沂火车站（80 公里）至枣庄市台儿庄区 
 

自 驾  

临沂至台儿庄古城（车程约 1 小时 50 分钟左右） 

① 从起点出发，在临沂市城区行驶 15.3 公里，走匝道（经

罗庄收费站），朝上海方向，进入京沪高速/Ｇ2。 
 
② 沿京沪高速/Ｇ2 行驶 17.6 公里，从苍山/Ｇ206 出口离

开（经苍山收费站），右转进入Ｇ206（收费 10 元）。 
 
③ 沿Ｇ206 行驶 23.7 公里（经收费站），左转进入Ｓ234 
 
④ 沿Ｓ234 行驶 3 公里，从环岛的第 2 个出口离开，进入

Ｓ234，继续沿Ｓ ,24 行驶 38.6 公里，从环岛的第 1 个出口

离开，进入Ｓ234/文化路 
 
⑤ 沿Ｓ234/文化路行驶 1.6 公里，过枣庄市三十九中约 200

米后左转进入兴中路，沿兴中路行驶 1.2 公里，过土庄后左

转 8 行驶 0.6 公里，到达终点。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预订临沂特价机票 

 预订徐州特价机票 

 预订连云港特价机票 

 预订济宁特价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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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至台儿庄古城（车程约 1 小时 30 分钟左右） 
① 从起点出发，在徐州市城区行驶 10 公里，从环岛的第 3

个出口离开，进入Ｇ104（旧）。 
 
② 沿Ｇ104（旧）行驶 2.9 公里（经收费站），稍向右转走

匝道（经徐州北收费站），朝济南/北京/南京方向，进入西北

绕城高速/京台高速/Ｇ3，沿京台高速/西北绕城高速/Ｇ3 一

直向前行驶 22.4 公里，从贾汪/柳泉出口离开（经贾汪收费

站），稍向右转进入Ｘ301/江柳线（收费 15 元）。 
 
③ 沿Ｘ301/江柳线行驶 3.9 公里，从环岛的第 2 个出口离

开，进入Ｇ206，沿Ｇ206 行驶 13.9 公里，稍向右转，行驶

1.6 公里，过涧头集镇约 200 米后右转。 
 
④ 行驶 15.2 公里，过郭庄约 850 米后左转进入Ｘ210/燕山

大道，沿Ｘ210/燕山大道行驶 1.2 公里，过加油站约 200 米

后左转进入Ｓ244，沿Ｓ244 行驶 1.7 公里（经收费站），右

转进入华兴路。 
 
⑤ 沿华兴路行驶 1.5 公里，到达终点。 

 

滕州至台儿庄古城（车程约 1 小时 30 分钟左右） 
① 从起点出发，在滕州市城区行驶 5 公里，从环岛的第 1

个出口离开，进入Ｓ343/北辛东路。 
 
② 沿Ｓ343/北辛东路行驶 489 米，左转走匝道（经滕州收

费站），朝枣庄/徐州方向，进入京台高速/Ｇ3/京福高速，沿

京台高速/Ｇ3/京福高速行驶 60.7 公里，从韩庄/台儿庄出口

离开（经峄城收费站），朝台儿庄方向，左转进入峄城立交（收

费 25 元）。 
 
③ 沿峄城立交一直向前行驶 28.3 公里，右转进入Ｓ244/运

河大道，沿Ｓ ,244/运河大道行驶 1.5 公里，过星晟工贸公司

约 50 米后左转进入Ｓ234 
 
④ 沿Ｓ234 行驶 0.7 公里，过加油站约 50 米后右转，一直

向前行驶 2.9 公里，过新华书店台儿庄区店约 50 米后左转进

入华兴路。 
 
⑤ 沿华兴路行驶 465 米，到达终点。 

 

徐州到台儿庄  

徐州长途汽车站有直达台儿庄的班车，票价 18 元，车程

约一个半小时。发车时间从早上 6:30 到晚上 17:10。到达

台儿庄客运站后，乘坐 1 路公交（环线）前往，到古城西

门站下车即可。  

枣庄到台儿庄  

BRT 
枣庄市中区的西外环，有直达台儿庄的 BRT。 
 
去台儿庄区要在枣庄光明东路的客运换乘中心站，乘坐 B2

线枣台 BRT。从早上六点到晚上 8 点，发车间隔为 10 分钟。 
 

晚上 8 点至 24 点，发车间隔为一小时。 

 

大巴 
枣庄市长途汽车总站有到台儿庄的大巴。 

 

自驾（车程约 1 小时 10 分钟左右） 
① 从起点出发，在薛城区城区行驶 4.1 公里，稍向右转走匝

道（经枣庄收费站），朝徐州/合肥方向，进入京台高速/Ｇ3/

京福高速。 
 
② 沿京台高速/Ｇ3/京福高速行驶 25.5 公里，从韩庄/台儿

庄出口离开（经峄城收费站），朝台儿庄方向，左转进入峄城

立交（收费 10 元） 
 
③ 沿峄城立交一直向前行驶 28.3 公里，右转进入Ｓ244/运

河大道，沿Ｓ244/运河大道行驶 1.5 公里，过星晟工贸公司

约 50 米后左转进入Ｓ234 
 
④ 沿Ｓ234 行驶 0.7 公里，过加油站约 50 米后右转，一直

向前行驶 2.9 公里，过新华书店台儿庄区店约 50 米后左转进

入华兴路 
 
⑤ 沿华兴路行驶 465 米，到达终点。 
 

一起游小贴士 

今后，每逢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重大节假日

的小长假，小型客车可以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 
 
免费通行的具体时段：从节假日第一天零时开始，到节假日

最后一天 24 时结束（普通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

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

准）。 
 
免费通行的车辆范围：7 座以下（含 7 座）载客车辆，包括

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 
 
但各地的机场高速公路是否实行免费通行，由各省（区、市）

人民政府决定。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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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 
台儿庄古城坐落于枣庄市台儿庄区，至今仍保留有不少的遗

存。城内拥有关帝庙景区、西门安澜景区、纤夫村景区、“运

河街市”景区、板桥—花门楼景区、水街商市景区、清真寺

—九龙口景区、湿地公园等八大景区。分别对应“九水汇川、

台城旧志、土村绿荫、庙汪浮玉、柳岸卧虹、古柏望月、运

河街市、杰阁凌波”等运河古城八景。 
 
参将署、泰山行宫、兰陵书院等 29 个景点，将北方大院、

鲁南民居、徽派建筑、水乡建筑、闽南建筑、欧式建筑、宗

教建筑、客家建筑等八大建筑风格有机结合，形成了以徽派

建筑风格为主的繁荣街，以欧式建筑为主的丁字街，以水乡

建筑为主的水街、水巷，以晋商民居为主的关帝庙景区。 

 

 

（图片由景区提供） 

台城旧志景区 
主要有参将署、天后宫、翠屏学馆、台庄驿、日升昌记、文

汇酒楼、谢裕大茶行、扶风堂、天水堂、三恪堂、鲁南民居、

闽南民居、久和客栈、临水商铺等不同风格的明清建筑。 

 

古城牌坊 
古城牌坊为台儿庄“水陆通衢”牌坊，她见证了台儿庄往日

的繁荣。这条街道被称为衙门大街，1947 年，驻守在这里的

国民党军队，把衙门街改为繁荣街，建国后继续沿用这一街

名。重建古城时，恢复衙门街的旧名。 

 

参将署馆 
参将署，俗称大衙门，始建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

为清朝正三品参将行署。1937 年 1 月，国民政府在此设立

山东峄县警察局台儿庄分局。1938 年初，为第 3 集团军副

司令沈鸿烈的军火库。在台儿庄大战中，这批军火发挥了作

用。现为“台儿庄古城重建博物馆”。 

 

久和客栈 
久和客栈白墙黛瓦、马头出墙的徽派建筑。清代康熙三十年

（1691 年），由徽商胡文广建造。重建后的久和客栈，作为

快捷客栈使用。古城内有许多店铺、民居为这一风格，见证

着徽商在台儿庄的创业历史。 

 

广汇桥 
俗称“拱桥”。清顺治五年（1648 年），由赵家出资兴建， 1938

年毁于战火，后搭建为简易石板桥供人行走，现在原址复建。

这座“广汇桥”，取“汇八方商贾”之意。 

 
 
 
 
 
 
 
 
 
 
西门安澜景区 
西门安澜景区作为古城景区的主入口，是一个以传统城池空

间景观为特色的景区。主要有安澜岛、西门旧址、台儿庄历

史文化博物馆、水门、西门桥台儿庄大战临时指挥所、步云

桥、观音堂与倒座观音堂等景点。 
 

 

（图片由景区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运河古城被世界旅游组织誉为“活着的运河”、“京杭运

河仅存的遗产村庄”。重建后的台儿庄古城，成为世界

上继华沙、庞贝、丽江之后，第四座重建的古城。一座

可以舟楫摇曳、遍游全城的东方水城。同时台儿庄也是

中国第一座二战纪念城市，世界第三座二战城市，全国

唯一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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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帝庙景区 
关帝庙景区是一个以关帝庙参观和休闲为主题的景区。主要

有庙汪、和尚坟、新关帝庙、大战记功广场、金龙大王庙、

小南门、县垂署潜运文化博物馆、王德兴号和各个运河古码

头等景点及壶天苑等休闲餐饮场所。 

 

纤夫村景区 
纤夫村景区是一个以休闲度假和传统村落景观为特色的景

区。主要有九龙庙、贞节牌坊、兴隆桥、“纤夫村”民俗大院、

南清真寺、神台、古水闸、“土园”等景点和一处温泉度假酒

店。 
 

 

（图片景区提供） 

 

北城河景区 
北城河景区是以各类江北水乡湿地植物为特色的城市湿地公

园，共有九个相连的汪塘，并与护城河相通。主要景点有荷

花淀、水莲汪、芦花荡、芷兰汀、莺尾泽、菱花铺、水烛滩、

稻香泽等特色湿地景观，并有桃花坞、杨柳岸、杏花渡、水

杉堤、准提阁、清凉庵、尤家埠、中正门、泰山行宫等岸上

景点和服务区。 

 

清真寺一九龙口景区 
清真寺一九龙口景区是一个以清真寺、汪塘传统园林景观和

休闲商业街市为特色的景区，主要景点有清真寺、三官庙、

魁文阁、九龙口广场、姜桥街和鱼市街特色商业街、两半汪

及戏园、牛市汪郁家花园等。 

运河街市景区 
以休闲和运河景观风貌观光为特色的景区，主要有天后宫及

戏台广场、嘈运广场、胡家大院、郁家码头、台儿庄闸遗址

公园、双巷码头、王公桥码头、“泰山堂”私塾、台儿庄大运

河历史文化展览馆、中和堂、德和祥、大战遗址公园等景点。 
 

 

（图片由景区提供） 

 

板桥一花楼景区 
一个以板桥汪、花门楼等汪塘传统园林景观为特色的休闲景

区，主要景点有板桥、花门楼、万水桥、兰陵书院、台儿庄

水文化艺术馆、兰陵县政府旧址、大战弹迹墙参观点、花门

楼一小什刹水上街市等。 
 

水上街市景区 
以传统商业街购物为主题的景区，主要有万家大院、赵家大

院、吴家票号、新河街一王楼街等商业街市、天后宫码头、

复兴楼、小碱洲等景点。 
 

 

（图片由景区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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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景点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坐落在台儿庄城西南郊，与大战时的火车

站隔河相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共有三个展室，馆内陈列着

台儿庄大战时中日双方资料、文物千余件，书画馆珍藏着参

战将士和亲属以及著名书画家、政界人士的书画作品近千件。

整个纪念馆融展览馆、书画馆、影视馆、全景画馆为一体，

气势雄伟，庄严肃穆。 

 

看点介绍 
馆前建筑 
馆前三十八级台阶意味着一九三八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日

台儿庄大战；二十四根立柱支撑着白色天棚，象征着中华民

族顶天立地，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纪念馆馆名由著名

书法家启功先生题写；主体建筑物前方矗立着台儿庄大战纪

念碑，碑名由原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题写，碑文由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撰文、著名书法家权希军书写。 

 
书画馆 
书画馆珍藏着参战将士和亲属以及著名书画家、政界人士的

书画作品近千件。 

 
影视馆 
影视馆主要播放当年外国战地记者拍摄的珍贵记录片和参战

将士访谈录及《血战台儿庄》影片。 

 
全景画馆 
全景画馆是我国唯一一家以抗战为题材的大型全景画馆。《血

战台儿庄》全景画馆包括绘画、地面塑型、灯光、音响和解

说五个部分，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融为一体，生动地再现

了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以阵地战迎击日军，浴血奋战，直到取

得胜利的历史过程。并选择北大门激战、清真寺争夺战、西

北门争夺战等典型战斗场景为表现重点，整个画面高 16.5

米，周长 124 米，画面首尾相连成全周形，巨幅画面与逼真

的地面塑型有机结合，配有特殊的灯光、立体音响，战斗气

息极为浓烈，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门票  免费 
 

交通  从台儿庄古城步行可至。具体路线见下图。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使台儿庄扬名中外的，就是发生在 1938 年 3 月的那场惨

烈的，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所取得的重大胜利的台儿庄

大捷。1937 年 12 月 13 号南京沦陷后，日军制造了南京

大屠杀，并且妄称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在日军的大举进攻

面前，南京国民政府几乎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对日作战，先

后进行了多次重大战役,打了许多硬仗…… 

——潇散闲人 

《清 e 摄 洗虏尘静写悲壮——台儿庄 大战及火车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8300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8300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8300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8300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8300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8300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8300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283007.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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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史料馆 
李宗仁史料馆建在台儿庄老火车站旧址上，三面环水、风光

秀丽、建筑风格独特，为当地的一大旅游景点。1938 年，李

宗仁将军指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重创日本侵略军，取得了震

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胜利后的 4 月 8 日，李宗仁在台儿庄

火车站站牌下留影，成为台儿庄大捷的永恒纪念，记载史册。 
 

李宗仁史料馆由四个展室和一个影视厅组成，全面介绍了李

宗仁先生的一生，特别是挥师抗战御倭和回归祖国前后的爱

国壮举。馆内藏有李宗仁先生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 200 余

幅，文史资料 1000 余份，遗物和文物 60 余件，珍贵录相带

一盘。所展示的这些内容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李宗仁史料馆内所展实物均由李宗仁先生的第三夫人胡友松

女士捐赠，属海内外首次展出的精品。胡友松女士现受聘为

史料馆的名誉馆长，并长住馆内。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潇散闲人提供） 

 

门票  10 元。 
 

交通  从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步行可至。具体路线见下图。 

 

台儿庄火车站 
台儿庄火车站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为运煤而建。1938

年，台儿庄大战时火车站争夺异常激烈，攻守几易，中国守

军坚守不退，英勇抗击，站内外尸横遍野，血浸沃土。李宗

仁将军指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重创日本侵略军，取得了震惊

中外的台儿庄大捷，胜利后的 4 月 8 日，李宗仁在台儿庄火

车站站牌下留影，成为台儿庄大捷的永恒纪念，记载史册。 
 
在台儿庄火车站旧址，还陈列着一台由济南铁路局枣庄段增

送的 1920 年左右上路的火车头，结束了台儿庄有火车站而

没有火车的历史。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潇散闲人提供） 
 

贺敬之文学馆 
该馆坐落在台儿庄古运河畔，和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毗邻，与

大战遗址台儿庄火车站隔河相望，整个建筑风格独特，古朴

典雅，设有展览厅、影视厅、书库、书画厅、讲习所、资料

室、贵宾室等。文学馆全面介绍了贺敬之及夫人、著名作家、

诗人柯岩（长诗《周总理，你在哪里》的作者）的人生历程

和辉煌的文学成就，生动地再现了一代诗人、作家的风范。 

 

贺敬之其人 
现代著名革命诗人、剧作家。1945 年，他和丁毅执笔集体创

作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获 1951 年斯大林文学奖。

建国后，写了《回延安》、《放声歌唱》、《三门峡歌》、《十月

颂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中国的十月》、《八

一之歌》等有名的诗篇。 

 

门票  免费 
 

交通  从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步行可至。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1241733#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1241733#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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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湿地 
枣庄市台儿庄运河湿地公园是中国国内第一家以运河湿地为

主的湿地公园。主要由涛沟河下游段、峄城大沙河分洪道下

游段以及两河口之间的京杭运河段等河流湿地组成，将台儿

庄城区包围其中，属典型的河流湿地。 

 

湿地公园有运河大堤、河滩高地、缓平坡地、河间平洼地、

槽状洼地、河道沼泽等典型地貌。运河大堤东西横亘，两岸

护堤的灌木与林木宛如绿色长龙，与滔滔河水并行不悖；大

面积的运河滩地上，是 6000 亩生态农业的荷花长廊；滩地

间的积水洼地，数百种挺水植物、浮水植物、沉水植物与各

类鸟禽鱼类的立式构成，形成典型的低洼湿地景观。还有观

鸟亭、芦苇迷宫、水中步道、亲水码头、招鸟屋、荷花廊、

桃花岛、钓鱼台、水族馆、运河人家、池塘动植物养殖观赏

园等景点散落在其中。 

 

运河湿地公园区生态环境复杂多样，有国家Ⅰ、Ⅱ、Ⅲ级保

护植物 9 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种，二级保护动物 22 种，

山东省重点保护动物 43 种。这些多样性与珍稀性的物种，

使台儿庄运河湿地成了整个运河流域中唯一的一个珍贵遗传

多样性的自然陈列馆和基因库。 
 

抱犊崮国家森林公园 
抱犊崮国家森林公园地处枣庄市山亭区境内，共分为巢云竹

林、桃源仙境、君山望海、凤落古崖 4 个景区，是罕见的天

然杂木林汇集区，国内亦属少有。 

 

门票  >> 立即预定 
成人票 100 元                     同程价 50 元 

成人团队票（10 人及以上）100 元    同程价 40 元 

 

交通 
自驾（枣庄—景区）：京福高速—滕州南出口下—枣木高速

—枣庄北外环出口下—北外环东行 5 公里，向东北方向走—

枣新线—北庄镇—国家地质公园标志牌处右转东行—北抱

线 5 公里—森林公园  

 

一起游小贴士 
① 门票仅包含大门票和崮顶景点门票，景区内的其他景点及

游乐设施需另行收费。 

② 成人团队票（10 人及以上）10 人起订，实际取票的张数

必须和预订的张数一致，否则不享受同程优惠！ 

微山湖湿地红荷旅游区 
微山湖湿地红荷旅游区位于枣庄市滕州西部的滨湖镇，距市

区 25 公里。景区拥有久负盛名的万顷红荷，百里芦荡，素

有中国“荷都”之称。万顷红荷、百里芦荡、鸥骛翔集、碧

水白帆，构成了微山湖独有的风韵，被专家誉为华东地区最

佳湿地之一。景区内还有古龙泉、牧仙洞、元明百寿石坊等

景点和“渔舟唱晚”、“芦荡飞雪”等奇景。 

 

推荐看点 
钓鱼台  位于百荷园绿云路西，建在一台双池之上，修有仿

古双亭。一在水中，曰不染；一在陆上，曰清涟。不染亭呈

歇山挑檐结构，六根廊柱四周回廊。清涟亭为四角双层溜檐

式结构。双亭皆为彩绘琉璃瓦。其亭名皆出自周敦颐《爱莲

说》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句，咏赞荷花的高

洁自律。 
 

百荷诗廊  位于芙蓉街南，南北走向，廊长 550 米。廊两

侧引进各色荷花 120 余种，有“贵妃出浴”、“玉楼人醉”、“杏

花春雨”、“倩影落雁”、“状元红”、“霍兰迪亚”等。 
 
天一岛  又名孔雀岛，是百荷南端一袖珍景点。岛内六座小

峰，峰上有听荷石，孔雀台，峰中空谷建有孔雀亭，亭下有

孔雀翩跹其舞。游客可以步浮桥，涉碧水，登翠岛，观孔雀，

赏荷花，寄情山水，拥抱自然。 
 
盘龙岛  为湖中两大岛群之一，包括五个小岛，从西往东依

次是盘龙岗、雁翔岗、扁担屿、燎麦岗、情人岛。盘龙岛、

盘龙岗因乾隆皇帝在此驻跸，求诊而得名。 
 
钓鱼岛  钓鱼岛在红荷景区南端，因东汉严子陵在此垂钓而

得名。 
 
码头晨曲  码头晨曲在湿地红荷风景区内，除旅游码头外，

还有滕州港、宏大港、岗头港三个港口。 

 

门票  >> 立即预定 
成人票 60 元             同程价 50 元 

船票 70 元               同程价 56 元 

湿地博物馆成人票 40 元    同程价 35 元 

 

交通 
自驾：京福高速-滕州南、北出口-滕州西外环路-西转盘-转

西北方-济枣公路-大坞镇西左拐-滨湖镇驻地西首-右拐入济

微路-约四公里左拐到达景区，下高速后大约需要 30 分钟。 
 
乘车：滕州西汽车站直达景区的豪华快客，首班早 6：00，

末班晚 6：00，每 15 分钟一班。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718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7460.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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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檀寺  名刹圣地 
青檀寺位于枣庄市峄城西 3.5 公里，楚、汉两山的窄谷中，

始建于唐代，为鲁南地区规模较大的一座佛教寺院。寺院由

大殿、配房、长亭组成。 
 
大殿内供有三世佛，铜面金身，法颜慈样。寺内有口千余年

银杏，雌雄同株，至今枝叶茂盛，果实累累。树下有口“龙

窟泉”，水质清冽，甘甜醇厚，为泡茶之佳品。 
 
到青檀寺游览，一是观赏千年古檀；二是朝佛，领略远离尘

嚣的清幽和静谧。生长在青檀幽谷中的数十棵千年古檀，由

于饱经风霜，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岁月的沧桑雕塑成了一

件件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而寺院内的千年银杏，雌雄连

理，荫遮庙宇，古意盎然，使这座佛家寺院多了一缕人间烟

火和文化张力。 

 

门票 60 元 （同程价 50 元 >> 立即预定） 
 

交通  从台儿庄古城坐 BRT 到吴林杨楼站下车，在十字路

口处坐公交到区内岳庄站，再打车前往。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七爱山提供） 

铁道游击队影视城 
铁道游击队影视城位于铁道游击队纪念公园内，是为拍摄 35

集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而修筑的。影视城按真实大小

修筑了民国时期的商行、照相馆、武馆、炮楼等。踏进影视

城，到处都飘荡着激昂的铁道游击队队歌，导游穿着的衣服

是按照电视剧中主人公的衣服缝制的。铁道游击队影视城为

山东规模最大的仿民国时期建筑群。 

 

游览路线 
路线一：铁道游击队纪念园广场—甬道—铁道游击队纪念碑

—碑廊—双雄墓—八大台—影视城南城门—鲁南民俗博物

馆—义和炭厂—老洋街—方炮楼—太史第（高家大院）—鲁

汉酒馆—芳林嫂茶社—大东旅社—万福楼—正泰国际洋行

—三星楼—德顺兴药店—西城门—鸽子楼—大茶房—枣庄

老火车站售票房—日军大兵营—南城门 

 

路线二：铁道游击队纪念园广场—甬道—铁道游击队纪念碑

—碑廊—双雄墓—八大台—南城门—太史第（高家大院）—

日军大兵营—老洋街—枣庄老火车站售票房—合盛号当铺

—大茶房—鸽子楼—德顺兴药店—西城门—三星楼—正泰

国际洋行—万福楼—鲁汉酒馆—芳林嫂茶社—大东旅社—

方炮楼—义和炭厂—鲁南民俗博物馆—圆炮楼—南城门 

 

路线三：铁道游击队纪念园广场—甬道—铁道游击队纪念碑

—碑廊—双雄墓—八大台—南城门—日军大兵营—老洋街

—枣庄老火车站售票房—合盛号当铺—大茶房—鸽子楼—

德顺兴药店—西城门—三星楼—正泰国际洋行—万福楼—

太史第（高家大院）—鲁汉酒馆—芳林嫂茶社—大东旅社—

方炮楼—义和炭厂—鲁南民俗博物馆—南城门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745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2649167#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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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古城游览线路 

 

 

西门—步云桥—参将署—大衙门街—久和客栈—扶风堂—

运河税史展览馆—台庄驿—翠屏学宫—日昇昌记—谢裕大

茶行—文汇酒楼—至尊桥—船形街—天后宫—闸官署（运河

奏疏展馆）—保寿堂—兰亭书寓（青楼文化博物馆）—道升

酒坊（运河酒文化馆）—郁家码头—天主堂（天主教文化展

馆）—中兴公司办事处（中国银行展览馆）—台庄公馆—崇

华楼—闽丰号—晋元号—浙人会馆—大夫第（金瓶梅文化展

馆）—关帝庙—顺河街—王公桥码头—月老河—大衙门街—

复兴广场—沿大衙门街返回。 

 
 

（图片由景区提供） 

 

古城水上游  

 

 
（图片由景区提供） 

舟游东方古水城—泛舟寻梦（悠游水画廊、梦乡歌悠扬） 

内河游船：8:00-21:00 

行驶路线：参将署游船码头—复兴桥码头 

 

运河观光—古岸寻踪（游运河古道、观古韵遗风） 
运营时间：9:00-18:00。十人以上团队，随到随发。 

行驶路线：古城西门码头—五行码头—水门码头—万家码头

—赵家码头—天后宫码头—闸官署码头—郁家码头—小南

门（返回） 

 

运河观光—夜游古运河（桨声灯影月朦胧、歌声渔火不

夜城） 

运营时间：18:00-22:00.，每半小时一班/满座即开。 

行驶路线：郁家码头—五行码头 

 

骆家码头外河画舫 
运营时间：10:00-18:00。每半小时一班/满座即开。 

行驶路线：骆家码头—五行码头—大战纪念馆码头—大桥停

车场码头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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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台儿庄古城景区内（→ 查看台儿庄古城酒店   →  查看枣庄特价酒店） 
 

 

台儿庄观邸豪景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姹翡临院豪景房  338 元    

纡朱临院豪景房  33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台儿庄古城酒店  

[happyyaojin] 位置很好，在古城内，只是房

间较小，三百多的价格略贵，不过在古城玩还

是住在城里方便。 

[13755bhbjna] 感觉不错，安静，卫生干净，

环境很好，可以再来。 

→ 查看 40 条酒店点评 

   

枣庄马可波罗驿馆  
 

 

房型           同程价        

普通单人间       462 元    

豪华单人间       693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台儿庄古城酒店  

[境由心造] 酒店非常不错，很有中原古城的风

貌，展示了千年古城客栈的风景。 

[13755bhbjna] 价格比较好，配套硬件设施也

比较好，交通比较方便。 

[13630jhgqcs] 居住环境好，符合房价标准。 

→ 查看 7 条酒店点评 

   

枣庄风雅颂酒店  
 

 

房型           同程价        

采薇临水套房     500 元    

小戎临水套房     50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台儿庄古城酒店  

[18678svkfkd] 在台儿庄古城内，环境不错，

条件比预想的好。 

[18939ofdimi] 酒店服务人员很热情，房间布

局设置很新颖，房间宽敞明亮，舒适，卫生很

干净。值得推荐。 

→ 查看 40 条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3704_2506367_TaiErZhuangGuCheng.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370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454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454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3704_2506367_TaiErZhuangGuCheng.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54544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891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891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3704_2506367_TaiErZhuangGuCheng.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38913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757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757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3704_2506367_TaiErZhuangGuCheng.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47572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台儿庄古城 

                         - 14 -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3.03.14 

 
 
台儿庄（→ 查看台儿庄附近酒店   →  查看枣庄特价酒店） 
 

 

枣庄台儿庄和兴快捷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单人间        68 元    

普通大床房     109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台儿庄附近酒店  

[15866tdtmqs] 和 7 天 如家等快捷酒店一样 

2、3、4 层住宿 无电梯 无早餐 推荐酒店向南

30 米处的一个饭店。 

[15252mspfxm] 环境不错，地理位置也方便，

一起游给力。 

→ 查看 60 条酒店点评 

   

枣庄鹏程商务宾馆 
 

 

房型           同程价        

单人间        108 元    

标准间         10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台儿庄附近酒店  

[13501glfbmj] 每次出差都是去这家酒店，性

价比不错，服务，环境不错。 

[13686txwuae] 已经不是第一次住这个酒店

了。感觉很不错，所以又一次入住了！ 

[13532meflka] 房间比较好，性价比高。 

→ 查看 8 条酒店点评 

   

枣庄台儿庄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大床房        128 元    

标准间         16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台儿庄附近酒店  

[15866uqjsyh] 枣 庄台儿庄大酒店设施装潢

精美，卫生整洁，服务态度良好，交通便利，去

古城很方便，性价比高，住起来感觉很温馨。如

果再去古城，首选还是台儿庄大酒店。 

[13061rjuaep] 服务不错，交通方便！  

→ 查看 100 条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list_37040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370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892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892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37040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48921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259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259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37040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52597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951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951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37040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49518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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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台儿庄老大张家狗肉 
“古城台儿庄，原西关街张顺才，在家排行老大，原籍山东

费县张家峪人，其祖父来台儿庄经营狗肉生意，至今已世传

300 多年。张家历来选择膘肥体壮、健康无疾的活狗，宰杀

洗净分解后，用盐渍除去狗腥味，放在老汤中炖煮，配料调

色讲究色艳、味香，咸淡适中，烂而不腻，食者赞不绝口，

实为台儿庄之名吃。”以上是台儿庄区志记载。 
 
台儿庄“老大张家狗肉”经理张继刚，属张顺才三子，现仍

然与老母亲生活在一起。店铺设在台儿庄箭道街中段（小北

门外路东）。 

 

台儿庄巧嫂子手擀面馆 
坐落在康宁路中段的“巧嫂子手擀面”专心、专注手擀面的

开发、制作及推广，采用了用上等“麦心粉”制作，使面条

的品质更佳，更符合现代人绿色健康的需求。煮面时用特制

的煮面锅，汤头采用新鲜的牛大骨，新鲜黄牛肉，再配以 30

多种秘制的天然绿色香料，经长时间温火熬制而成，保持了

原汁原味，浓香四溢。鲜香适口的巧嫂子手擀面，再配以清

淡爽口的特色凉菜，最后再喝上几口煮面原汤，真是吃了这

回想下回的美食。 

 

台儿庄祖传冯家驴肉店  
台儿庄区泥沟镇“祖传冯家驴肉”源于清朝光绪年间，距今

100 多年历史。以其工艺独特、色鲜味美而享誉运河两岸，

流传至今。“冯家驴肉”继承祖传秘方、陈年老汤，弘扬传统

工艺，选用当地健康活驴做原料，辅以二十余种名贵佐料，

精工炖制而成。色鲜味美、香气四溢、营养丰富，风靡苏北

鲁南。当地素有“无驴肉不成宴席”之说。 
 
现在除老家泥沟有店外，政府在台儿庄古城主要路段还安排

专场，作为旅游商品展销。 

 

台儿庄赵家糁馆 
赵家糁是用鸡汤和麦仁儿精心熬制的独具清真风味的汤类美

食。赵家糁馆坐落在台儿庄林运中路北段东侧。早先的糁馆

在台儿庄老城区繁荣街东首枣庄二中门前。2008 年老城拆迁

兴建运河古城，赵家糁馆便迁至现在的地方。 
 
赵家糁汤在台儿庄经营历时百余年，烧制工艺代代相传，延

续至今，风味依然地道。赵家糁汤作为回民斋月的清真美食，

经赵氏家族历时百年的薪火传承，走出宗教走俏市场，在回

民聚居之地的台儿庄及其周边地域具有非常的魅力，成为回

汉共享、老少成宜、百食不厌的早点风味美食。 

 
台儿庄张家狗肉 15 号 
台儿庄张家狗肉源于清朝年间，历时数百年。张家狗肉 15

号的肉质鲜嫩，口感清爽，营养丰富，远销全国 10 多个省

市 100 多个地区，成为宴请宾客、馈赠亲朋的上乘礼品。自

采用真空包装以来，产品一直供不应求。店铺设在台儿庄华

兴路（原供销大楼东 88M）台儿庄古城（百年老店字样处）  

 

台儿庄贡家老公鸡  
“贡家老公鸡”是鲁南远近闻名具有地方特色的名吃。是古

城台儿庄区马兰屯镇一位有着四十多年厨师经验的老厨师—

贡振平师傅，根据自家祖传秘方、多年经验积累、精心烹制

而成。“贡家老公鸡”为方便远方客人携带品尝，几年前已开

发出小包装，目前已成为地方旅游市场的热销商品。 

 

台儿庄赵家烧鸡 （清真食品） 
台儿庄赵家烧鸡几代传承，是鲁南苏北地区的知名美食。选

用了优质鸡种作材料，综合运用近 20 种秘方配料，传统工

艺与现代技术并举。从而使产品色、香、味俱佳。可谓价廉

物美，使人望之生津，一朝食之，历久难忘。鸡身呈浅红色，

鸡皮不破不裂，鸡肉完整，鸡味鲜美，肥而不腻。市场上供

不应求，特别是一些旅游客多的地方，销量极大。 
 
常年经营地点：台儿庄文化路市场对面。 

 

台儿庄张氏脆皮鸡  
张氏脆皮鸡的特点是色白如玉，皮脆肉嫩，滋味异常鲜美，

入口清香且带丝丝甜意，久吃不厌。常年展销地点：台儿庄

古城衙门大街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袁袤翔提供） 

 

台儿庄运河石头大饼  
运河石头大饼始于北宋初年，明清时期为鲁南苏北运河沿岸

传统地方名吃。石头大饼因将融入各种原料的饼胚放于燃烧

的卵石上加工烙制而得名，以两面金黄外酥里嫩，油香饶舌

而闻名，为绿色食品。 

http://www.17u.com/blog/979002#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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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谢馥春 
台儿庄古城谢馥春店铺位于景区银河街（淑女街），谢馥春品

牌创建于清道光十年（公元 1830 年），传统产品有鸭蛋香粉、

桂花头油及香件（誉称东方固体香水），通称谢馥春“三绝”。

香粉是选用上等桂花做香料，采用鲜花熏染、冰麝定香工艺；

头油采用“先露后窨”工艺，如制酒般“沉缸”，使头发顺滑

黑亮；香件实乃固定香水，属“文雅佩玩”，二十多种中草药

配置而成，可以悬挂于卧室、客厅、汽车里，香气馥郁。 

 

山东面塑 
山东面塑（菏泽面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

是当地民间文化的代表，深受人们的喜爱。山东面人穆：菏

泽面塑代表性传承人、山东省民间手艺制作大师、中国工艺

美术学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外界称其为“面

人穆”。面人穆面塑配方独特，是其面塑作品可长期保存，不

裂不霉，也是具有山东特色的旅游纪念品。穆老师目前以面

塑创作和面塑培训传承为主，也常应邀参加文化艺术活动。 

 

巧藝国度 
巧藝国度跳脱了纯粹的商品价值，而是创作者以充满情感的

用心，赋予每一个作品教人满足与快乐的各种用途。每一项

商品的设计，不单符合优雅美观的标准，极富巧思的贴心、

幽默设计，亦让疲惫的身体与心灵，寻得一方舒压的休憩空

间，重新感受生活。极简风格中，蕴藏着些许最 IN 的奢华味

道和精致细腻的用心，是喜欢细细品味生活的时尚男女，不

容错过的精致收藏。作品结合艺术与现代实用空间、简约、

细致、美观和实用的手法。赋予极富个性的生命力。 

 

丝如皂坊 
丝如皂坊主要经营洗浴用品：各式卡通的特色手工香皂。采

用日本工艺，独特的香料配方加上可爱的卡通形象定会让您

爱不释手；魔幻毛巾，在水温达到 40°时可以变透明。 

 

福沏號 
福沏號即台湾福星茶业台儿庄古城专卖店，主要经营台湾原

产地原包装系列乌龙茶；台湾当代知名陶艺家蔡晓芳、章格

铭等的高端茶器；台湾著名品牌“宜龙”茶具。 

 

小人书公社 
小人书学名叫连环画，是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之一。小人书是

根据文学作品故事，或取材于现实生活，编成简明的文字脚

本，据此绘制多页生动的画幅而成。兴起于二十世纪初叶的

上海，1949 年后小人书发展进入高潮。 
 
古城小人书公社有《铁道游击队》、《武松打虎》、《黑猫警长》、

《小猫钓鱼》、《拔萝卜》、《三个和尚》、《大闹天宫》、《小蝌

蚪找妈妈》、《哪吒闹海》、《小号手》、《三毛流浪记》…… 

 

蝶恋花 
台儿庄古城蝶恋花店铺位于景区银河街 (君子街 )，经营各种

蝴蝶珍藏品：世界名贵蝴蝶、窈窕淑女蝶、双宿双飞蝶、两

小无猜蝶、白头到老蝶、为我独尊蝶等。 

 

穆工厂 
穆工厂，专门从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原创手工艺品的

设计和制造，个性十足的牛皮本，简约而不简单。美观大方

实用的帽子是主打产品，总店在首都北京，江浙沪有多家分

店，在上海，在杭州，在苏州，穆工厂的牛皮本子受到广大

文艺青年的推崇。坚持原创，坚持个性是穆工厂团队的一贯

主张，店铺的装修，产品的设计都体现了穆工厂的创意，穆

工厂的每个牛皮本子都是手工制作，每个帽子都是精挑细选。

欢迎来挑选属于自己的那款缘分！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袁袤翔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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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士  

 

台儿庄古城服务 
电子导览器服务 
古城游客中心免费为成年散客提供，只需抵押有效证件（二

代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国导证）即可办理；如无有效

证件可交付押金 100 元/部。 

服务时间：08：30—20：00（18：00 之后不再办理服务手

续）  

提供地点：西门行李寄存处  

服务电话：0632-6679038 

 

行李寄存服务 
费用：5 元/件  

寄存时间：08：00—18:00  

寄存地点：西门行李寄存处 

 

轮椅服务 
景区免费为有需要的游客提供轮椅服务，只需交押金 200 元

/辆即可使用。 

租用地点：客服中心处。 

服务电话：18866692810 

 

交通 
自驾 
如果走京福线，在台儿庄、韩庄口下高速，沿旅游观光大道

行驶约 20 分钟左右，即可到达台儿庄古城景区。 

 

乘车 
建议从徐州前往台儿庄。长途空调汽车车费只要 18 元即可

到达。但是台儿庄客运站到古城至少还有四公里路左右，因

为没有公交车，可选择摩的或者打车前往。 

 

古城内观光车 
票价 : 往返 10 元/位，单程 5 元/位  

路线：BRT 停车场—贺敬之文学馆—大战纪念馆—台儿庄古

城西门。 

运营时间：8:00—20:00  

备注：行驶路线全程秀丽古运河畔。 

 

画舫船 
票价：往返 30/位。 

① 清御园码头—纪念馆码头—西门码头  

② 古岸寻踪：西门码头—洛家码头—西门码头  

运营时间：8:00—20:30  

备注：行驶路线  

1、全程古运河内，船内欣赏古城短片。  

2、全程古运河内，近距离欣赏古城风景，古驳岸，古码头。  

 

内河游船 
票价：单程 20/位，往返 30/位。 

路线：游船码头—至尊桥码头—复兴桥码头  

运营时间：8:00—22:00  

备注：不走路，游古城，听民歌，听讲解。 

 

美食 
正餐 
古城里面没有太正式的饭馆，酒吧有一些吃的，再有就是小

吃。 

 

小吃 
到台儿庄一定要吃的小吃：菜煎饼、冯家祖传驴肉、黄花牛

肉面、运河石头大饼、张家狗肉、张氏脆皮鸡、辣子鸡、羊

肉汤、枣庄辣豆腐。 

 

其他 
古城内有乾隆第四次下江南路过台儿庄时的表演，可以一观。 

 

古城内谢馥春、情侣杯、新光饰品、锁定终身等特色小店位

于月老河边上，距离中国银行展览馆不远。 

 
（图片由一起游景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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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 关攻略    

                   

 

  游 记攻略   

 

【验客】台儿庄，从运河古城到抗日英雄城  
2012-3-27  作者：同程口罩大叔 

在淞沪把精锐损失殆尽的国军，不久又丢了首都，南京遭受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

杀，一九三七年的下半年对国民政府和中国百姓来说，都是灾难深重的，中国人需

要一场胜利来振奋军心和民心。一九三八年二月起，国民政府、全国军民甚至世界

的眼光都聚集在以徐州为中心的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老谋深算的李宗仁。外

围作战中，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和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查看全文] 

 

岁末拾遗之枣庄台儿庄古城  
2011-12-14  作者：商字 

之前考察，从徐州前往台儿庄有两条路线，一个是走 310 国道，从南面进入台儿庄，

此路较近，一个是走京台高速从台儿庄出口下，自西面进入台儿庄。我们选择了走

高速，从兵马俑景区出来，左行直接上 104 国道，往北到 206 国道再往东，在徐州

东上京台高速。往枣庄方向，大概第三个出口就到台儿庄，下高速有一条新修的旅

游专线正东直接去台儿庄……[查看全文] 

 

清 e 摄 洗虏尘静写悲壮—台儿庄大战及火车站  
2009-11-7  作者：潇散闲人 

写下《洗虏尘静写悲壮》这个标题，似与清 e 摄风马牛不相及，源于曾经读过南宋

词人张孝祥的一首《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开篇写道“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

何人为写悲壮？”也是写一场战役的，读来荡气回肠。今借用于此，略微表达对发

生在这里的那一场旷古亘绝战斗中中国军人慷慨赴死，为国捐躯，舍身成仁精神的

不尽敬意 ...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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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谢网友   

本攻略感谢一起游网友袁袤翔、老七爱山、潇散闲人、同程口罩大叔、商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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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最新攻略请至台儿庄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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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我们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一起游微信  同程旅游客户端  

http://www.17u.com/About17U/MyAdvice.asp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27189_2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index.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目录
	门票
	古城文化
	血战台儿庄
	运河文化

	交通
	飞机
	火车
	自驾
	徐州到台儿庄
	枣庄到台儿庄

	景点
	台城旧志景区
	西门安澜景区
	关帝庙景区
	纤夫村景区
	北城河景区
	清真寺一九龙口景区
	运河街市景区
	板桥一花楼景区
	水上街市景区

	周边景点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李宗仁史料馆
	台儿庄火车站
	贺敬之文学馆
	运河湿地
	抱犊崮国家森林公园
	微山湖湿地红荷旅游区
	青檀寺
	铁道游击队影视城

	行程推荐
	古城游览线路
	古城水上游

	住宿
	台儿庄古城景区内
	台儿庄

	美食
	购物
	贴士
	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感谢网友
	版本信息
	版权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