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游圆明园旅游攻略（2013 年版）

简介
圆明园座落在北京西郊海淀，与颐和园紧相毗邻。它始建于康熙 46 年（1707 年），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占地 350 公顷（5200
余亩），其中水面面积约 140 公顷（2100 亩），有园林风景百余处，是清朝帝王在 150 余年间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它继
承了中国三千多年的优秀造园传统，既有宫廷建筑的雍容华贵，又有江南水乡园林的委婉多姿，同时，又吸取了欧洲的园林建筑形式，
把不同风格的园林建筑融为一体，在整体布局上使人感到和谐完美。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收藏丰富的皇家博物馆。
圆明园，曾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杰出的营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藏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于世，被誉
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不幸的是，这一世界名园于 1860 年 10 月惨遭英法联军野蛮的劫掠焚毁，以后又经历了
无数次毁灭和劫掠，一代名园最终沦为一片废墟。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圆明园犹如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史册，具有撼人心魄的价值。站
在西洋楼残石断柱前，人们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呐喊。
如今的圆明园遗址公园，以遗址为主题，形成了凝固的历史与充满蓬勃生机的园林气氛相结合的独特的旅游景观，既具有重大的政治
历史价值，又是一处难得的旅游胜地。圆明园被毁的悲剧，曾是中华民族屈辱的象征，圆明园的重生，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中华民
族奋发图强、日益繁荣昌盛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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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

开放时间

①大门门票

1—3 月、11—12 月

成人门票：10 元/人次

售票时间

半价门票：5 元/人次

开闭园时间

②西洋楼遗址景区（含大水法、展览馆、迷宫）

4 月、9 月、10 月

成人门票：15 元/人次

售票时间

半价门票：5 元/人次

开闭园时间

③圆明园盛时全景模型展

5—8 月

成人门票：10 元/人次

售票时间

半价门票：5 元/人次

开闭园时间

-1-

7:00—17:30
7：00—19:30

7:00—18:30
7：00—20:30

7:00—19:00
7：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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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三百年
盛时圆明
圆明园约始建于 1707 年，即康熙四十六年，原是皇四子胤禛的御赐花园，康熙帝为之题写“圆
明园”匾额，并先后多次到该园游览进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它的影响。圆明园的鼎盛时期，
当始于胤禛继位的雍正元年。从雍正开始，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皇帝，有近 140
年的时间，都在圆明园园居理政，遂成为与紫禁城互为表里的第二个政治中心，特称为御园。
盛时圆明园，从雍正元年（1723）拉开序幕之后，得到迅速发展。到乾隆九年（1744），圆
明园四十景全面竣工。次年，开建长春园（早期曾俗称东园）。乾隆三十二年（1767），归并
熙春园，俗称东园，也就是今天的清华园。两年后，又归并春和园（康雍年间为康熙第十三子
胤祥的赐邸花园，园名交辉），改名绮春园，俗称南园。乾隆四十五年（1780），再归并淑春
园，不久改名春熙院，也就是今天的燕园。除此之外，圆明园福园门南边，绮春园西墙外的澄
怀园，俗称翰林花园，在圆明园盛时，也一直是南书房和上书房翰林的值庐，其看守和修理事
项，都归圆明园总管大臣直接派员经理。在管理体制上，澄怀园当是圆明园的一座附属花园。
这样算起来，雍乾时期的圆明园，已包括圆明五园加一个附属的翰林花园。
圆明园面积最大之时，占地 400 多公顷（即 6000 多亩）。其著名景点最多之时，超过 100 处；
建筑总面积也有 20 余万平方米，超过了故宫。在园中，仅皇帝御制的各种牌匾就有 1000 余
块，这也是历代皇家园林中所绝无仅有的。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广德公提供）

圆明园代表了 18 世纪中国皇家园林艺术的最高标准，被誉之为“中国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就园林规模之宏阔，风景之富美多彩，
文化内涵之丰厚，乃至世界影响之巨大等多方面而言，圆明园都堪称中国古代园林文化的集大成之作。1743 年 11 月，在京的法国传
教士王致诚，曾从北京发出著名的《致达索（M. d’s Assaut Toises）函》，向友人详尽而生动介绍并高度赞美了圆明园，称其为“万
园之园”、“无上之园”。该函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特别是在英国，引起很大反响。圆明园的美名，从此也渐为欧洲所知晓。

圆明劫难
1856 年 10 月至 1860 年 10 月，英、法两国联合发动了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腐败无能
的晚清政府，对外敌入侵采取摇摆不定的政策，以致节节败退。1860 年 10 月 6 日，英、
法联军向北京城西北郊进犯，清军残部不战而逃，侵略军直扑圆明园。10 月 7 日起，英法
侵略军官兵涌入圆明园大施抢掠，亿万文物珍藏被洗劫一空，携不走者则击而毁之。正当清
政府屈膝退让，并答应接受英法议和条件之际，英国侵华头目额尔金、格兰特为迫使清廷长
期屈服，又节外生枝地借口其被俘虏人员在圆明园遭到虐待而悍然下令火烧圆明园。10 月
18 日、19 日，英军 3000 余名骑兵，连续两天在圆明园到处纵火。大火三昼夜不熄，一代
名园惨遭焚毁。
1860 年圆明园被焚后，圆明三园内还残存有一些建筑，仍是皇家禁园，并继续保留总管等
官员。同治年间曾试图部分重修圆明园，但因财力不足而中途作罢。1900 年，八国联军攻
入北京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惶西逃。侵略军在京城内烧杀掳掠，京城内外秩序大乱。历
时数月，圆明园原幸存及经同治、光绪两朝修缮、拆盖的百余座数百间园林建筑，均遭彻底
毁灭，古树名木被砍伐殆尽。至此，圆明三园除残垣断壁、荒草凄凄之外，幸存者仅有绮春
园宫门、福缘门门楼及正觉寺几座屋宇。清末，作为禁园的圆明园，园内的稻田、苇塘租给
园户们植种，每年皇室收取租金。清帝逊位后，圆明园虽仍属皇室私产，但园内的砖石
遗物等遭到巧取豪夺或有组织地损毁。就这样，经过入侵者的“抢劫”、
“火劫”，以及其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seven2010 提供）

后的“木劫”、“石劫”、“土劫”，一代名园最终沦为了一片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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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圆明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积极抢救、妥善保护、科学整修和有效利用圆明园遗址这一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其重大政治、
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和爱国主义教育功能，一直是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首都建设用地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圆明园遗址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并在遗址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植树绿化，共有
10 余万株树木存活并蔚然成林，初步改变了圆明园遗址昔日满目蒿莱的荒凉景象，这也正是后来能够开辟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根本基础。
但非常遗憾的是圆明园遗址在得到初步保护的同时，文革期间又遭到一些人为破坏。
为了促进遗址保护工作，圆明园管理处于 1977 年 4 月在侯仁之教授、赵光华先生的推动下，邀集各方面专家首次就“遗址保护”进
行笔谈和参观座谈。1979 年 8 月北京市政府公布圆明园遗址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80 年是圆明园罹劫 120 周年，成立“中国
圆明园学会筹委会”，并发起“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签名活动。“倡议书”也得到了宋庆龄、习仲勋、沈雁冰、许德
珩、张爱萍等知名人士及专家学者社会各界 1583 人的积极支持。1981 年 8 月，北京市人大 40 名常委视察了圆明园遗址，建议“迅
速采取措施，开辟圆明园遗址公园”。1983 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把圆明园遗址规划为遗址公园，这
明确了圆明园遗址的发展方向。同年，北京市政府召开了圆明园遗址保护整修专题会议。“以木为本、以水为纲，以遗址为特色”，成
为建园的基本指导思想。1988 年 6 月，遗址公园对外开放，揭开了首都园林建设史上新的一页。1992 年 12 月，整修长春园山形水
系工程开工，至 1994 年 5 月放水竣工。
2002 年 5 月 16 日、17 日，在达园宾馆举行了“圆明园遗址保护专项规划论证会”。参加会议的有市文物局、首规委、海淀区及圆明
园管理处的领导以及徐苹芳、汪原平、孙凤岐、杨鸿勋、秦佑国、郭黛姮、晋宏逵、吕舟、王有泉、郁金城、靳枫毅等十几位专家。
2006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北京市市长王歧山，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蔡赴朝等同志的陪同下，视察了圆明园遗址公园的西洋楼景区、圆明园全景沙盘、
含经堂遗址。2008 年 7 月 29 日，九州景区对社会试开放，盛时圆明园最为核心的九州景区也得到了集中整修，山、水、建筑遗址等
面貌有了良好改观。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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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圆明园

福海景区

福海景区位于圆明园北部，以全园最大的水域——福海为中心，由环列周围的十个不同形
式的洲岛，与临近水面的开阔地段共同构成。福海水面浩翰开阔，碧波荡漾，风光秀丽，是
当时皇家御园的水上游乐中心。四周佳景遍布，群峰倒影，上下辉映。“方壶胜境”、“平湖
秋月”、
“夹镜鸣琴”等诸多景点与福海隔而不断，若即若离，形成开朗与幽深的对比。河道
环流于海的外围，时宽时窄、有开有合，通过十个水口沟通福海水面。大小水面互相依托，
相映成趣。象征着百川归海，四方水流均归福海，体现了四方归顺的寓意。

别有洞天
亦称秀清村，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福海东南隅山水间，是一处崖秀溪清、亭台错落、环
境幽雅、颇为独立的小园林。建于 1730 年（雍正八年）前后，时称秀清村，1739 年（乾
隆四年）定名别有洞天。后在 1751 年、1762 年和 1803 年（嘉庆八年）前后，又有多次
添建和改建。是座亭台错落、环境幽雅的园中园。雍正时期曾在此处开炉炼丹，乾隆、嘉庆
二帝常在此园游憩。
别有洞天河池南岸偏西处还有临水长屋七间，为石砌舫式基座，屋额曰“活画舫”，建于
乾隆二十七年左右。1985-1992 年间，别有洞天遗址全面整修山形河道，绿化环境，先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后修复石舫基座和西山四方亭。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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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镜鸣琴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福海正南岸中部。主景是一座横跨水上的高台桥亭。夹镜鸣琴东偏
坐南朝北庙殿，山门石刻额曰“广育宫”，内供碧霞元君。广育宫供奉的碧霞元君，相传是东
岳大帝的女儿。清帝在圆明园园居时，每于初一、十五皆至广育宫拈香拜佛，并有首领太监
充当僧人上殿念经。四月十八日是碧霞元君诞辰，乾隆时期除皇帝和后妃前来瞻拜之外，有
时还在该庙附近之聚远楼和福海北岸的松风阁“过皇会”。嘉庆及道光中前期，这天帝后来广
育宫拈香，仍由南府承应“天官祝福”、“星云景庆”庙戏或中和韶乐。
夹镜鸣琴亭突出于福海南岸，明显地丰富了南岸的风景轮廓。所谓夹镜，是因为这里北面大
湖，南衔内港。所谓鸣琴，是指东边山崖上有流泉跌落“冲激石罅，琤琮自鸣”。无论是拾级
登上桥亭，或策艇穿过桥洞，桥上桥下，都可领略设计者的匠心所在：一边湖面开阔，水天
一色；一边港湾幽雅，回转曲折；大小形状鲜明对比，气氛迥异。
圆明园罹劫后，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福海南岸条石驳岸被运往城里铺砌广场。1985 年整修
福海时，重新补砌石岸。广育宫前部等古建基址，1998 年全面清整。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澡身浴德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福海西岸。主建筑澄虚榭在福海西南隅，东向正殿三间。圆明园盛时，每于端午节，例在福海举办龙舟竞渡
活动。嘉庆帝时一般率王公大臣等在澄虚榭观赏。
望瀛洲亭是临岸四方亭，位于澄虚榭之北。是乾隆皇帝每年端午率王公大臣观阅福海龙舟竞渡之处。乾隆诗注曰：望瀛洲为“亭子名，
向年坐以观竞渡处”。乾隆二十一年端阳节，五月初一、初四、初五福海斗龙舟，乾隆皇帝皆至望瀛洲观阅。初一是他独自看演龙舟，
初四、初五则是率王公大臣同观。嘉庆二十四年和道光前期，五月初一、初五，南府仍屡次承应望瀛洲斗龙舟。据《清升平署志略》
载，道光三年在望瀛洲作斗龙舟之戏时，在龙船上表演的各种玩艺多达 22 个，诸如瑞雨禾丰、彩台偶戏、把式卖艺、高丽觔斗、搬
演戏法、设法取水、光华宝塔、扛子、五谷丰灯、洞仙歌、八角鼓、吉祥锣鼓等等。

廓然大公
位于福海西岸，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建自康熙朝后叶，初名深柳读书堂，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胤禛赋“园景十二咏”即有深柳读书堂诗目。雍正四年(1726 年)有增建。从乾隆十九
年(1754 年)起北部又有大规模改建增饰。此次改建，境仿无锡惠山寄畅园景致，叠石亦模盘
山静寄山庄云林石室之山石为之。
本景南部由前殿双鹤斋和后殿廓然大公及它们之间的连接游廊围成庭院。内湖北面为叠山，
与廓然大公隔湖成对景。湖之东西岸也布置有临水建筑。整个内湖被三面山丘团团围住，叠
山平岗的障隔作用，加强了这个局部空间的幽邃气氛。山丘、叠石、林木、殿堂、游廊、山
亭等丰富的内容，彼此互相衬托，组成了起伏多变的风景轮廓。诚如乾隆所言：平冈回合，
山禽渚鸟远近相呼。后凿曲池，有蒲菡萏（即荷花）。长夏高启北窗，水香拂拂，真足开豁
襟颜。
1860 年圆明园罹劫时，双鹤斋一景基本幸免于难。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
京，双鹤斋等处残存的少量园林建筑，全部毁于战乱之中。廓然大公即双鹤斋一景，可谓圆
明园诸景中建置最早、毁之最晚的。北部残存叠石颇丰，亦是园内诸景最多者。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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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秋月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福海北岸，建自雍正朝，境仿杭州西湖同名景。为秋夜赏月佳处，由一组散布的临水建筑组成。
每逢清风徐徐的秋夜，此处湖平如镜、月光如昼、桂花飘香，典雅的园林建筑与湖面、花木、皓月、倒影，融洽协调的组成娴静优美
的图画，真是“万顷湖平长似镜，四时月好最宜秋”，令人遐想联翩，回味无穷。无怪乎乾隆要说：“倚山面湖，竹树蒙密，左右支板
桥以通步屐。湖可数十顷，当秋深月皎，潋滟波光，接天无际。苏公堤（指杭州西湖苏公堤）畔，差足方兹胜概。”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涵虚朗鉴
亦总称雷峰夕照，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福海东岸北半部，建于乾隆三年(1738 年)前后，是一处倚山面水的园林风景群，有模拟杭
州西湖同名景之意。
“因水成景，借景西山”是福海景色的主要特点。福海四岸人工堆叠的山脉连绵不断，但西岸一带山脉，较南岸、东岸和北岸的一般
均要低一些，这种独到的设计利于更好地借景西山。因此，本景和其南边同为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接秀山房均可近赏福海四围美景，
远眺西山群峰秀色，恰到好处地运用了园林造景中的借景手法，成功地把西山景色组入到福海风景中来。

接秀山房
位于福海东岸南部，建于 1731 年（雍正九年）前后。此处前俯巨湖澄碧，
远望西山秀色。本景区建筑的命名曾有改变；正殿接秀山房后改悬"云锦
墅"额。最南部的院落于 1817 年（嘉庆二十二年）改建成三卷大殿"观澜
堂"。这里是清帝欣赏风景的好地方。道光帝还多次在此堂侍奉皇太后进
膳。1860 年圆明园罹劫后，观澜堂一景似存少量残构。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年)四月，慈禧太后曾游至此处并降旨观澜堂找补大墙，平垫地盘
和山道。1985 年整修福海景区山形水系时，挖掘廓清观澜堂高台殿基及
部分甬路，并略施修补。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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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壶胜境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建自乾隆三年前后，是园中最为壮观的建筑群之一。位于福海东北海湾内之北岸，原是海神的祭祠，建筑立意取
材于道家的“仙山琼阁”意境。主体建筑是对称布置、前后三组的殿堂，上覆黄色琉璃瓦，倒影于水面上，犹如仙山的琼楼玉宇般壮
观。前部的三座重檐大亭及白石崇基，呈“山”字形伸入湖中，宏伟辉煌，具有东海三神山的寓意。本景其实也是一处寺庙园林，中
后部的九座楼阁中供奉着 2000 多尊佛像、30 余座佛塔。
方壶胜境西侧有造型与颐和园的玉带桥相仿的“涌金桥”。桥之南为三间临水敞厅。从方壶胜境南湖上驾舟穿过涌金桥即可进入三潭印
月的平静水面。三潭印月西部河池中竖立三座砖塔，是为三潭，略仿杭州西湖三潭印月意境。它即是方壶胜境的延续，也是一座独立
完整的小园。环境幽静、秀美，令人心旷神怡。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蓬岛瑶台
建于 1725 年（雍正三年）前后，时称蓬莱洲，乾隆初年定名蓬岛瑶台。在福海中央作大小三岛，岛上建筑为仙山楼阁之状。蓬岛瑶
台一景，正是仿照李思训（唐代著名画家、651-716 年）的"一池三山"画意建造的。园盛时，福海端午龙舟竞渡，皇帝率王公大臣在
西岸"望瀛洲"亭观阅，皇太后及后妃内眷则在蓬岛瑶台欣赏
1860 年圆明园罹劫时，蓬岛瑶台殿宇因在岛上幸免于难，1870 年（同治九年）毁于火。1985 年清整补砌蓬岛瑶台三岛基址、驳岸
和叠石，并修复东岛"瀛海仙山"六方亭、西岛庭院和东西曲桥。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建自雍正初年，时称蓬莱洲，乾隆初年定名蓬岛瑶台。传说中的蓬莱仙境一直是帝王们追求人间仙境，长生不老
的一种幻想境界。蓬岛瑶台一景，正是仿照唐代著名画家李思训的"一池三山"画意建造的。雍正帝命工匠按照传说在福海中央用嶙峋
巨石堆砌成大小三岛，中间是主岛，两边各有一座小岛相辅，写意传说中东海的三仙山，并在岛上建造了殿阁亭台。园盛时，福海端
午龙舟竞渡，皇帝率王公大臣在西岸"望瀛洲"亭观阅，皇太后及后妃内眷则在蓬岛瑶台欣赏。
1860 年圆明园罹劫时，蓬岛瑶台殿宇因在岛上幸免于难，1870 年（同治九年）毁于火。1985 年清整补砌蓬岛瑶台三岛基址、驳岸
和叠石，并修复东岛"瀛海仙山"六方亭、西岛庭院和东西曲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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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

九州景区

九州景区位于圆明三园西部，是皇帝处理朝政和园居的核心地带，相较于闻名于世的西洋楼遗址却鲜为人知。在历史上，九州景区是
集圆明园建筑、艺术、收藏之大成的精品核心区域。景区内包括正大光明、勤政亲贤、九州清晏、镂月开云、天然图画、碧桐书院、
慈云普护、上下天光、杏花春馆、坦坦荡荡、茹古涵今、长春仙馆、曲院风荷、洞天深处共 14 组园林景观。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九州
清晏。正大光明作为前朝宫廷区是接待外藩处理朝政之所，后苑为沿后湖分布的九个人工岛屿。 寓为“禹贡九州”之意。每座岛屿既
是独立的园林景观，组合后又是一组自然天成的神仙幻境。九岛之中最大的岛屿是皇帝和嫔妃们居住的地方——九州清晏。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九州清晏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建自康熙后叶，雍正初年增建为帝后寝宫区，四围环水，用桥梁与游船以通往来。本景是园内建置最早的景点之
一，后添建改建仍颇为频繁。雍正、道光二帝病逝于此，嘉庆、咸丰二帝则在这里出生。
九州清晏布局大致可分为中、东、西三路，在三路之间还有一系列的院落。中路自南而北坐落着圆明园殿、奉三无私殿、九州清晏殿。
圆明园殿曾是雍正藩邸赐园时期的正殿。奉三无私殿，寓意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殿为御园祭殿，摆有祭殿神供。乾隆
帝每年初次临幸圆明园或离园赴承德时，皆先至奉三无私供前磕头。二月初一祭太阳神，亦在奉三无私设供。奉三无私殿也是每年正
月十四日举办宗亲宴之处。皇帝万寿节及端午、中秋，有时亦在奉三无私殿设午宴、晚宴或酒宴。道咸时期，此殿亦是皇帝平日欣赏
乐舞、戏曲等娱乐活动之处。奉三无私殿，通常也是各部院衙门向皇帝呈览贡品、物件、图册的地方。由清宫画师唐岱、沈源历时六
年画成的工笔彩绘绢本《圆明园四十景图》，于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安在奉三无私殿呈览。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在英使马戛尔尼访华
时，准备回赠给英王及来使的各项礼品，也是先安设在奉三无私殿内预作呈览的。
天地一家春位于圆明园三殿东侧，为后妃寝宫诸院的总称。嘉庆帝即出生于天地一家春。咸丰帝住在园子里时，他的婉嫔、懿嫔、丽
嫔以及 5 名“贵人”、2 名“常在”都住在这里，她们各有一套院落。这个懿嫔就是慈禧，因为慈禧是从这里开始得到咸丰宠幸的，所
以她一生都对“天地一家春”这个地方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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镂月开云
位于后湖东岸南部，西邻九州清晏，是一处山环水抱的园中园。因以牡丹
著称而得名牡丹台，在康熙朝后叶即是皇四子胤禛花园的主要景观之一。
康熙帝曾亲临此地赏花。乾隆九年更名镂月开云。本景有前殿三间，殿南
临曲溪，殿前以文石为坡，牡丹特盛，花开时争奇斗艳，煞是好看。
康熙曾 5 次临幸圆明园游赏进宴，其中多在谷雨至小满之间牡丹盛开季节
莅临。最末一次是公元 1722 年农历(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康熙
专程来胤禛的“藩邸赐园”欣赏牡丹，陪同侍奉的还有年仅 12 岁的皇孙
弘历。康熙见到聪明伶俐的小皇孙，异常高兴，传旨将弘历招入宫中培养。
就这样，主宰中国命运长达 130 余年的康、雍、乾三朝天子，在这里汇聚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一堂，盛开的牡丹记载了这一佳话。

天然图画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镂月开云之北，西临后湖。旧称竹子院，建自康熙朝，后陆续又有改建和添建。乾隆二十九年(1764)，皇十
五子颙琰(即嘉庆帝)5 岁后曾赐居于本景多年。
天然图画的植物配置，设计独到，匠心独运。北部庭院中，以竹林为主，清爽宜人，潇洒大方。所以也称竹子院。这里庭院栽竹，配
以粉墙，粉墙竹影，无异于画本。南部池中有小岛，以自然布列的汀步与岸上相联系。小岛上叠石培土，植了几株青松。池的北岸，
靠漏窗花墙处，重点点缀了几棵花木。池的南岸，有栽满乔木的土山作为绿色的屏风。南北取材不同，整个园林的色彩既丰富又能随
着时令而变化。夏天，竹喧荷静，清香四溢，生机勃发，使人“绿满襟袖”
。严寒季节，也并非一片光秃，自有长绿的青松和翠竹与白
雪相映，组成一幅冬令时节的天然图画。

碧桐书院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居天然图画渡河而北，西南滨临后湖，是一处山阜旋绕、环以带水的园中园。旧称梧桐院，建自康熙朝，后有局
部改建。本景园林建筑由错落有致、形态各异的庭院组成。园林植物以梧桐著称，庭院中挺立着如盖的梧桐，环境清净幽雅，是读书
的好地方。现在的遗址中还保存着这个水池和石栏残迹。

上下天光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东邻慈云普护，南俯后湖。始建于雍正初年，景名取
自范仲淹《岳阳楼记》
“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句。
洞庭湖是我国著名的风景区，上下天光就是模拟洞庭湖景色而建的。
“上下天光”楼阁三面环山，紧临后湖湖岸，是本景主体建筑所在。这是
一个纯粹为了点缀和观赏湖光山色的三开间两层敞阁。是九州景区中与水
体最为亲近的一景。它的位置、尺度大小以及艺术造型，都设计地恰到好
处。
道光七年(1827 年)时，上下天光有较大改变，上下天光楼阁增额“涵月
楼”。咸丰九年十一月遵旨上下天光楼北面楼下西北角添安楼梯。十年
(1860 年)二月，令在上下天光楼前添搭天棚，楼上明间面南添安一架三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扇玻璃屏风，皆为咸丰帝三十岁祝寿活动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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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云普护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后湖正北，滨临后湖，环山带水。建自康熙朝后叶，初称涧阁。
慈云普护，楼宇三间。上奉观音大士，下祀关圣帝君。关帝殿额为雍正御书“昭明宇宙”。
隔湖南望即是清帝寝宫九州清晏，因此是帝后园居时经常前来拈香拜佛的寺庙之一。据乾隆
二十一年(1756 年)《穿戴档》记载，是年乾隆帝从正月初八至十一月十七日，先后 13 次共
在圆明园居住 157 天，每于初一、十五日清晨，皆从九洲清晏后码头乘船至慈云普护拜佛。

杏花春馆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后湖西北隅，一片平畴，四面环水。初名菜圃，后亦总称春雨轩。
建自康熙年间。杏花春馆立意疏旷、简朴而有乡野风光。北部高山拔地十多米，是这一带的
制高点。山上点缀山石，山南北各有登山石级。山顶有城关，登关四望，景色尽收眼底。
晚唐诗人杜牧《清明绝句》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
童遥指杏花村。”杏花春馆就是根据诗的意境建造的。杏花春馆是皇帝和皇子们用来体验农
民生活的地方，又是皇帝借以对皇子皇孙进行农业常识教育的地方。到了初秋，远处的稻
花香气越墙飘来，更使皇子皇孙们对朝廷以农为本的认识加深了。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坦坦荡荡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在后湖西岸。建自康熙后叶，初称“金鱼池”，乾隆四年(1739)定名坦坦荡荡。该岛四面环水，西、北外侧复围
土阜。岛中间开凿鱼池，四周建置馆舍，鱼池内外叠石颇多。园林布局与杭州西湖乾隆新增十八景之一“玉泉鱼跃”颇为相肖，
“池周
舍下锦鳞数千尾，喁嬉拨刺于荇风藻雨间”，是皇帝饲喂与观赏金鱼佳处。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帝住园 157 天，曾来金鱼池喂金鱼达
72 次之多。道光帝也经常陪侍皇太后来此游憩、观鱼和进膳。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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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古涵今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亦总称韶景轩, 建于乾隆四年(1739)前后。在坦坦荡荡之南，东临后湖，是一处建筑风景群，也是清帝与臣僚们
谈古论今，附庸风雅的所在。占地 9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3300 平方米。主要建筑有茹古涵今、韶景轩、茂育斋、竹香斋等。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藻园
藻园是圆明园四十景成图后，于乾隆中叶分两期新建成的一处景群。位于圆明园最西南一隅，西、南两面倚园墙，东望山高水长。本
景山环水带，亭台错落，是一处摹写江南园林的园中之园。
藻园门南向，门楼外檐匾曰“藻园”。此门骑圆明园南墙而建，门外即是昔日之御用马厂，出门向西有御道直通至万寿山清漪园(颐和
园)。帝后若陆路去万寿山、玉泉山、香山游赏，多从此门出入，间或亦从东侧的西南门出入。入藻园门稍东，是一个垂花门和一圈游
廊围成的庭院，北面再接连三个院落。园的东部以转折多姿的湖面为中心，四方安排了临众芳（旷然堂）、粹藻楼、湛碧轩等建筑；另
有水榭孤悬湖中，叫镜澜榭。园的中部是一座十三间船坞。昔日皇太后自畅春园水路来圆明园时，乘船到藻园东侧之进水闸处，再换
乘本坞之画舫可游至汇芳书院、多稼如云一带。藻园进水闸，两岸原为土泊岸，乾隆五十六年改为青山石泊岸二道共长 128 米，并拆
墁石子甬路。
1860 年圆明园罹劫后又经百年风雨，藻园遗址沦为一片荒丘，遗址东北惟存屏门石楣一件，两面镌刻乾隆御题“翠照”、“绮交”匾。

长春仙馆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正大光明殿之西、茹古涵今之南。本景南邻园墙，四围山环水绕，是一处园中园式的建筑风景群。始建时间
不晚于雍正四年(1726 年)，初名莲花馆。自雍正七年起成为皇四子弘历的赐居之处，乾隆十三年前仍为乾隆孝贤皇后宴息之所。乾隆
元年定名长春仙馆，并增饰为皇太后每幸御园行庆度节时之驻憩处所。嘉庆皇帝即位最初 3 年，被太上皇弘历赐居于此，是谓“训政
三年居仙馆”。道光中叶改建九洲清晏帝后寝宫区时，亦曾寝居于本景。可谓御园第二处帝后寝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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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安和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后湖西侧，东邻杏花春馆，西南湖外为山高水
长，是一处以“卍”字轩为主体的风景园林。建于雍正初年，旧称万字
房。万方安和轩，造型独特，风景秀丽，四时皆宜择优居住。雍正帝特
喜在此园居，乾隆时期仍是游憩寝宫之一，端午节例在此殿侍奉皇太后
进宴。嘉庆帝有“万方安和”题咏 23 次。万方安和湖面原已辟为稻田，
“卍”字形基址仍较壮观，船坞东山亦在。今正在清理整治。

山高水长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圆明园西南隅，楼宇远对西山，后拥连冈，前
带河流，中央地势平衍，苑囿宽敞。其地为外藩朝正赐宴及平时侍卫较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射之所，每岁灯节则陈火戏于此。此地亦俗称西厂、西厂子、西苑。
山高水长楼，建于雍正初年，旧称引见楼。雍正五年正月十九日，雍正帝在圆明园宴赏外藩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塔布
囊及内大臣、大学士、侍卫等，谕令循去年之例，备办礼乐、摔跤及烟火。当为山高水长武帐宴并火戏之始。乾隆三年(1738 年)正月
十一日，乾隆帝初幸圆明园，十三日至二十三日皆侍奉皇太后临幸山高水长观赏元宵火戏。
山高水长每于新正格外热闹，一是清帝设武帐筵宴朝正外藩，二是举办皇家元宵火戏。平日这里也是皇帝宴赏来京外使之地。元宵火
戏实为皇家元宵烟火盛会，内容包括摔跤、马术、杂技、民乐、舞灯、烟火等多项表演。乾隆朝共举办过 48 届，有幸在此观礼的全
国各部族首领、贵族和来使，以及外国使臣等约近万人。新正武帐宴，乾隆朝举办过近 30 次，与宴的蒙古王公、轮班贺正的各部族
首领和外使不下三四千人。此外，平日来京的部族首领、来使和访华的各国使臣，通常也要在山高水长设武帐宴赏，有时还特意举办
专场烟火晚会，以示优渥。

曲院风荷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后湖与福海之间，仿自杭州西湖同名景观。西湖
的“麯院”，原是宋朝的一处酿酒作坊，四周有池，荷花随风摇荡其中，
因而取名“麯院风荷”（现作曲）。乾隆喜欢这个景致，于是仿制于此。
本景主要由北部庭院与前边的九孔石桥及大片荷池组成。水池窄长，中架
九孔石桥，横贯东西两岸，成“日”字形布局。环池置堤，堤外复绕以曲
水，东西两岸岗阜连属，绵延南北。建筑则集中在池北隔溪的小岛上，以
“曲院风荷”、
“洛伽胜境”等建筑构成庭院，前后交错，曲廊相接，取“曲
院”之意。直观上看，这里与《南巡盛典》所绘的当时杭州西湖的“曲院
风荷”对照，两者相去甚远。不过是“风景相似，故以其名名之”（乾隆
语）。所谓“似”者，非形似，而是神似，即庭院之曲与荷花香远风清的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意境。
这里池域广阔，碧波如镜。周敦颐《爱莲说》：“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
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夏日风吹荷叶之时，静坐于曲院廊中，赏万杆摇碧之水景。领略“眼明小阁浮烟翠，身在荷香水影中”的情趣，
使人倍感凉爽和舒心快意。乾隆曾赞扬其景色赛过了杭州西湖。乾隆九年御制“曲院风荷”诗序曰：西湖曲院为宋时酒务地，荷花最
多，是有曲院风荷之名。兹处红衣印波，长虹摇影，风景相似，故以其名名之。诗云：
“香远风清谁解图，亭亭花底睡双凫。停桡堤畔
饶真赏，那数余杭西子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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绮春园
绮春园早期原是怡亲王允祥的御赐花园，园名交辉，始建不会晚于雍正初年。该园于乾隆朝前叶改赐给大学士傅恒，易名春和园。乾
隆三十四年(1769 年)十月奉旨将傅恒及其次子福隆安赐园合并归入圆明园，定名绮春园，次年三月初九挂讫“绮春园”匾。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迎晖门
位于绮春园南向正宫门内。本景即绮春园宫门区，南起宫门前影壁，北至中和堂后边的寿
山，南北长 200 米，东西宽 120 米，占地 24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050 平方米。
绮春园早期宫门的具体位置迄今不详，本处宫门是嘉庆十四年（1809 年）添建成的，俗
称新宫门。设内外两道卷棚歇山顶门殿，分称大宫门和二宫门，皆专供皇帝、皇太后出入。
大宫门东西分设左门、右门，二宫门两侧亦设角门，大臣奉旨入园由左门出入，太监员役
由右门出入。
迎晖殿位于二宫门内，为本园正殿，皇太后万寿节接受群臣朝贺即在此殿。道光二十九年
（1849 年），孝和皇太后病逝于故宫，咸丰五年（1855 年），康慈皇贵太妃病逝大内，
后均将梓宫移奉于迎晖殿暂安祭奠，尔后才发丧至陵寝。
1860 年圆明三园毁于英法联军之火时，绮春园曾幸存少量建筑。同治年间试图局部重修
圆明园时，本园改称万春园。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园内残存建筑皆毁于战乱之中，
惟有此处宫门、朝房及西侧正觉寺成为三园仅存者。1927 年，香山慈幼院拟在成府东侧
修建香山中学，以低价购得新宫门幸存建筑。后来中学未建，宫门却己夷为平地。1986
年整修绮春园山形水系，并在原址修复本园大宫门、二宫门及宫墙、角门。新建大宫门
今为圆明园遗址公园大门。门前影壁原址，位于今清华西路马路北侧。迎晖殿等遗址建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筑台基仍在，今为一小型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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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春堂
绮春园宫门内的中心景观，道咸时期是皇太后的寝宫区。中路前部为寝殿，后部为园林景观。1860 年圆明园罹劫时，敷春堂仅残存
18 间值房、茶膳房和药房。同治十二年（1873 年）试图局部重修圆明园时，本景为修复重点，拟将敷春堂作为慈禧太后的寝宫，更
名为天地一家春。至次年七月因财力枯竭被迫停工时，部分重建、改建的建筑已经基本成型。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九月，慈禧太后
还曾两次游至新宫门和蔚藻堂，并在此堂“赏吃食”。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原存建筑皆毁于战乱。
敷春堂一景北半部遗址今为圆明园管理处所在地。昔日敷春堂西宫门外的那座跨溪石券桥，如今仍残留多半个单孔石拱。成为圆明三
园近 200 座桥梁中惟一残存至今者。1956 年从原问月楼北面码头西侧水田中，出土一件昔日室内陈设珍品——明代玉雕太狮少狮，
今藏首都博物馆，为三级文物。

鉴碧亭
位于绮春园宫门内西侧湖中，西邻正觉寺。本景由鉴碧亭、天心水面两个独立景点组成。鉴碧亭居巨池中方形小岛上，重檐方亭四面
各显三间，四围有廊，外檐悬“鉴碧亭”匾。此亭建于嘉庆十六年（1811 年）前。天心水面居鉴碧亭之北岛外端。1986 年整修绮春
园山形水系时，整理天心水面遗址临水台基和鉴碧亭山石驳岸，1993 年在原基址上复建鉴碧亭，建筑面积 256 平方米。

凤麟洲
位于绮春园东湖之中，由东西二岛组成。湖之南岸为敷春堂，西岸为涵秋馆。嘉庆帝誉之为绮春园避暑最佳处。西岛殿宇是皇太后或
皇太妃的夏日寝憩之所。东岛较小，置值房院，二岛由曲桥相连。浩然亭在凤麟洲直北之小岛上，重檐四方亭，外檐悬“浩然亭”匾。
亭北为茜园门，是连通绮春园与长春园的门径。
1860 年 10 月 6 日，英法联军入踞圆明园烧杀抢掠。园居于敷春堂东南所的道光帝遗孀常嫔，“因惊溘逝”，曾停尸于凤麟洲。10 月
18 日清晨有关官员和太监正待运棺进园入殓时，适逢侵略军前来纵火焚园，未敢办理。待到 10 月 30 日，内务府大臣重来凤麟洲酌
办常嫔白事，又闻夷人马队到大宫门，再次作罢。直至 11 月 6 日凌晨始得入殓，乘夜送赴田村暂安处掩埋。
凤麟洲遗址，1992 年整修驳岸，清理基址，立石刻图。西侧新建九曲仿木桥。西岛东南隅之叠石为原存旧物。浩然亭，于 1992 年在
原址复建为重檐六方亭。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羊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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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秋馆
位于绮春园中心位置，为一南北长岛，东、北两面皆为湖，西侧亦为河池，东与凤麟洲相望，
园林植物以秋色为主。周围种植了多种绿色植物和乔木，尤其是大片的枫叶，当秋高气爽、
枫叶透红之时格外引人注目。主体建筑涵秋馆居北部，为南向七间双工字大殿，前后殿皆为
七间前后有廊。双工字殿中间为叠石喷泉，殿东墙外设高台蓄水池供水，蓄水池西院翠竹蔽
荫。涵秋馆西侧为跨溪木桥一座，上覆五间桥廊。1987 年廓清古建基址，界定该遗址范围，
并立石刻图以志，古建基址今保存完好。

仙人承露台
在涵秋馆东山外侧的山凹处，有点景之物露水神台，也称仙人承露台。建于山石高台，上竖
一铜铸仙人，双手托着承接露水的铜盘，寓意请求上天赐予甘露。据传汉武帝刘彻妄想长生
不老，听说将天降甘露与玉石碎屑拌而食之，便可止住阴气，永生阳气，长生不老。于是在
建章宫建一仙人承露台。嘉庆皇帝笃信不疑，为此在绮春园仿建了一座以求长生。原铜铸仙
人早已丢失，其圆形石雕须弥座，今在中山公园。1989 年整理台基，重制墨玉石雕承露仙
人，成为遗址公园一景。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羊羊提供）

展诗应律
居后湖南岸，东邻涵秋馆。嘉庆六年(1801 年)已建成。展诗应律为南向正殿五间周围有廊，外檐挂“展诗应律”匾。这是一座看戏殿，
殿内明间靠北设宝座，西次梢间靠南、东次梢间前廊均设床，东梢间南窗安玻璃。室内似设仙楼。展诗应律殿前为回廊院，南设戏台。
此殿北临后湖，在月台之外设码头。
展诗应律殿对面所设戏台，额曰“庆乐升平”，戏台东西侧安玻璃，戏台之南接扮戏房五间。这里是皇太后在绮春园看戏的主要处所。
道光三年(1823 年)正月十二日，孝和皇太后首次来绮春园园居，十五元宵节这天即在此地演唱庆节大戏“星云景庆”。同年四月浴佛
节、五月端午节，及四年十月皇太后圣寿节、七年正月灯节等，皆有南府太监在展诗应律承应庆节大戏。道光帝并多次侍奉皇太后在
展诗应律进膳。
现古建基址已不见踪迹。1986 年后绿化美化，1992 年竖石刻图以志。

正觉寺
位于绮春园南部中间即正宫门之西，它与绮春园既有后门相通，而又独成格局，单设南门。实际上是清帝御园圆明园附属的一座佛寺，
俗称喇嘛庙。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建成。该寺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建成，由二名喇嘛住持。寺内设僧房八座 22 间，由正
觉寺山门、天王殿、三圣殿、文殊亭、最上楼、配殿等主要建筑组成。
正觉寺山门外檐刻有"正觉寺"，为乾隆御书，汉、满、藏、蒙四种文字合璧。门内左右分列钟楼鼓楼，楼前设旗杆一对。内为天王殿
五间。文殊亭为八方重檐亭，外檐匾上有"文殊亭"三个字，该亭又称殊像阁、文殊阁。据说乾隆帝因文治武功卓著，常被外藩王及外
国使臣尊奉为文殊菩萨。乾隆也自认本人睿智而威武，与文殊菩萨有些相象，故在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各建了一座文殊亭。此后乾
隆常以文殊菩萨下凡人间普渡众生自居。正觉寺最北端后楼七间，名曰最上楼，楼东西各三间顺山殿。最上楼供佛五尊。乾隆三十八
年(1773 年)二月传旨，绮春园新建庙后楼楼上，著铸炉处成造铜镀金台撒秘密佛、呀吗达嘎佛、上药王佛、大轮手持金刚、喜金刚各
一尊。最上楼、三圣殿前各有东西配殿五间。周围的廊房为喇嘛住所。
1860 年及 1900 年，圆明园两度罹劫时，因正觉寺独处绮春园墙外而幸免于难。据说该寺曾一度为义和团所占用。民国初年，被北洋
政府代国务总理颜惠庆购作私人别墅，后又转售清华大学为教职员工宿舍。20 世纪 70 年代被北京长城锅炉厂进驻，2001 年底，才
正式被圆明园管理处收回。寺里原存 990 平方米古建筑现已全面修缮，并将文殊亭改建为重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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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园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谐奇趣
位于西洋楼景区西端南部，乾隆十六年（1751 年）秋季竣工，是西洋楼景区第一座欧式建
筑。主楼三层，是演奏中西音乐之处。楼南为大型海棠式喷水池，由铜燕、铜羊和西洋翻尾
石鱼等组成的喷泉，楼北也有一座小型菊花式喷水池。喷泉的供水楼在谐奇趣西北，称作蓄
水楼。
圆明园罹难后，主楼前喷水池内西洋翻尾石鱼，流散到北京大学。菊花式喷水池曾散落于北
京东城翠花胡同，1987 年在原址复位。

黄花阵
位于谐奇趣北面，是仿照欧洲迷宫而建的花园。黄花阵的方阵为南北长方形，阵中心为高台
圆基八方西式亭。阵墙总长 1600 余延长米，墙高约 1.2 米，镶卍字雕花青砖墙面，也称万
花阵。盛时每当中秋之夜，皇帝在此举行灯火晚会。皇帝就坐在圆亭中，命令宫女手拿黄色
彩绸扎成的莲花灯守候在四个门外，一声令下，宫女们寻径飞跑，看谁最先到达圆亭，最先
者，便可得到皇帝的赏物，皇帝坐在亭中，居高临下四望莲花灯东游西奔，引为乐事。1987
年、1989 年先后在原址按原样修复全部阵墙和欧式圆亭。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羊羊提供）

养雀笼
位于谐奇趣东侧，实为通往东部西洋各景的入口处，西为中式牌楼，东为西洋宫门样式，东门和西门外的左右券窗下都设有小型喷水
塔，约建成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南北侧室内笼展陈孔雀等鸟类，因而得名养雀笼，亦俗称雀鸟笼。现有西面中式牌楼基座遗
存，东面西洋宫门遗存部分石件。
返回目录

- 16 -

我要纠错

一起游圆明园旅游攻略（2013 年版）

方外观
位于养雀笼之东，建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为二层西式小楼，左右有环形石阶通二楼，是乾隆帝维吾尔族妃子——容妃（香妃）
做礼拜的清真寺，
“室内安放着两块伊斯兰教的碑文，在直径为四尺的白色大理石上，雕刻有阿拉伯碑文。这两石碑已不复存在，但其
碑文已被复制下来：‘奥斯曼爱上帝，上帝爱奥斯曼’，‘阿里爱上帝，上帝爱阿里’”。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羊羊提供）

远瀛观
位于长春园中轴线最北端，南临大水法，是座西洋钟楼式高台大殿，平面呈倒凹字形，共 17 间房。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添建而
成。远瀛观的十数根高大石柱皆为优质汉白玉，尤其中券两侧的汉白玉巨柱，柱头柱身满刻下垂式葡萄花纹，刻工精良，枝叶活泼如
生，实属艺术珍品。容妃（香妃）曾在此园居。乾隆五十八年，英王乔治三世给乾隆皇帝的寿礼，在正大光明殿呈览之后，其中最重
要的一架天文仪器——天文地理大表即天体运行仪，奉旨移来远瀛观展陈。

海晏堂
居方外观之东，是西洋楼景区最大的一处园林景观，于乾隆二十四年基本
建成。海晏堂正楼朝西，门前左右有弧形叠落式石阶数十级，环抱楼下喷
水池。池东高耸一尊蕃花石雕贝壳，池左右呈八字形排列着十二生肖人身
兽头青铜坐像。每个时辰由相应的生肖依次喷水，正午十二只兽头一起喷
水，看到哪只兽头在喷水，就可以估计大概的时辰了，俗称“水力钟”。
海晏堂后工字形平台楼为供水楼，楼南楼北亦有小型喷泉池。此楼东西两
头是水车房，中段下边为海墁高台，上砌蓄水池，俗称“锡海”，一次可
蓄水 160 余立方米。现蕃花石雕贝壳仍存，“水力钟”基座及水池保存较
好，正楼大量石件按原样堆砌。北面小型喷泉池及海墁高台灰土台基遗存。
海晏堂十二生肖青铜兽像，现知一尊存于法国，一尊存于中国台湾，牛、
虎、猴、猪首现存保利艺术博物馆，马兽也回归祖国。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羊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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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法
建成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前后，是一处以喷泉为主体的园林景观，也是西洋楼景区最大的喷泉。主建筑为巨型石龛式，中券
下有狮子头喷水，沿着七级水盘，形成瀑布。前下方为椭圆形菊花式喷水池，池中有一梅花公鹿，鹿角八叉，喷水八道，在鹿的周围
有十只状似奔跑的猎狗，猎狗的口中喷水，直射鹿身溅起层层的水花，东西两端又各有一只类犬而大的卷尾铜兽，均作逐鹿之状，俗
称“猎狗逐鹿”，西洋人称之为“兽战”。 大水法的左右前方，各有一座大型西式喷水塔，方形，十三级，从塔顶喷出水瀑，塔四周还
有 44 根大小铜管皆一齐喷水，蔚为壮观。当喷水池中所有的喷泉全部开放的时候，有如山洪暴发，声传数里，皇帝想与身边的大臣
讲话都须打手势，其壮观程度可想而知。现大水法石龛和前面三座喷水池遗存。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羊羊提供）

观水法
位于大水法对面，坐南朝北有一平台，平台上设宝座，是清帝观赏大水法喷泉之处。宝座后面为五件石雕屏风，分别雕刻西洋军旗、
刀剑、枪炮图案。围屏东西侧各列汉白玉方塔一座，再向外侧各有一座“巴洛可”式西洋门。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七月英使马
戛尔尼，六十年正月荷兰国使臣，都先后在此“瞻仰”过远瀛观水法。
圆明园罹劫后又经一百多年的风雨沧桑，远瀛观和大水法的巨型雕柱、石龛，仍孑然屹立于原址，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圆明园形象。观
水法的五块石屏和二座方塔，曾流散于北京大学朗润园内，1977 年运回原址归位。观水法、大水法、远瀛观遗址，也先后全面清运
渣土、流土，廓清基址，归位水池，绿化美化，成为游人集中凭吊之处。

线法山
在大水法以东，线法即西洋焦点透视法之意。由圆形土丘、西式亭及山下东西牌楼门组成。圆形土山高约 8 米，筑环状盘旋蹬道，三
折可登山顶。蹬道宽约 1.5 米，道旁障以黄绿色琉璃矮墙。该线法山，当时俗称“转马台”
，据说因乾隆帝乘马登山而得名。山上建有
一座双檐八角四券西式亭，在此向西可俯视壮丽的欧式楼阁和喷泉景观，向东可远眺西方风格的街市民居风光。线法山西门为四柱三
间西洋牌楼门，线法山东门，是一座三个弓形的凯旋门，时称“螺蛳牌楼”。圆明园罹劫后，西洋楼的建筑石件长期遭到盗窃破坏。
1933 年地方当局曾一度在线法山上修建哨所三间，派驻警察四名，负责看守园内遗物。现土山仍在，山之东西两面遗存部分石件，
东面还有部分假山石存在。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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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法画
位于西洋楼景区最东部。线法山以东有人工湖俗称方河。河东岸筑七道“八”字形左右对称断墙。墙面挂西洋风景油画，从西岸眺望，
形成透视深远的西方街市风光。此景亦称线法墙。现方河已清整，内植荷花。线法墙已荡然无存，线法墙遗址南侧东墙，1983 年修
复虎皮石墙时开辟为遗址公园东门。

澹怀堂
位于长春园南向正宫门内，为该园正殿。本景即长春园宫门区，南起宫
门前大影壁，北至临河众乐亭，南北长 220 米，东西宽 95 米，占地 2.1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650 平方米。
澹怀堂亦称勤政殿，也曾经作为宴请外藩的殿宇。澹怀堂殿内正中设高
台大宝座，东西内次间分置亮轿和暖轿。澹怀堂大殿之后，有一个四周
环廊的庭院，院北有众乐亭，亭后是环绕全园的河道，河中满植莲花，
夏日莲花盛开时节，荷风四面袭来，颇令人惬意。隔河北岸为“云容水
态”敞厅五间。亦乾隆十二年御书额。澹怀堂西北有“十三孔板桥”一
座，《日下旧闻考》称作“长桥”，是圆明三园孔数最多的一座桥。
长春园宫门前铜麒麟，似为原置圆明园大宫门者，乾隆二十八年（1763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年）大宫门改安铜狮，铜麒麟移至此处。1860 年圆明园罹劫后，铜麒麟幸存一只，1937 年 6 月移至颐和园，今存仁寿殿前。长春园
宫门遗址，1988 年辟为遗址公园出入门。十三孔长桥今已在原址复建为石桥。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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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经堂
是长春园中最大的一组建筑群，乾隆十二年（1747 年）基本建成，后亦总称淳化轩。位于长春园中心地带，四围山水环抱，总占地
面积约六公顷。内设广场、牌楼、毡帐、宫门、影壁、垂花门、大型宫殿、小型斋室、看戏殿、扮戏房、戏台、敞厅、回廊、亭榭、
假山，还有买卖街等各类建筑景点 30 余处。其中主要由含经堂、淳化轩、蕴真斋三组建筑所构成。
含经堂是清帝园内主要游憩寝宫之一。乾隆帝每于灯节后率先莅此，并多次在这里接见民族首领，宴赏外国来使。堂内贮有乾隆《钦
定重刻淳化阁帖》和乾隆《西洋楼铜版图》各一套。
圆明园罹劫后，含经堂景群原乾隆御书“绘月”、“搴芝”两座太湖盆景石，今存中山公园。含经堂各殿遗址的灰土基础，是圆明三园
百处景群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处。
《钦定重刻淳化阁帖》石刻仅存六件，于 1992 年清挖长春园湖面时从含经堂西侧湖中出土，字迹清
晰，现存圆明园展览馆。从 2001 年起，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含经堂遗址群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和工程保护。出土了一批形式多样的
石、陶、琉璃等材料的建筑构件和铜佛、玉雕、装饰瓷器等各类文物，还发现了当年侵略者火烧圆明园的部分罪证遗迹，具有较高的
历史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

思永斋
位于含经堂西侧偏南环岛上，是一处园中园。本景于乾隆十二年(1747 年)基本建成，乾隆
二十三年（1758 年）仿杭州西湖汪氏园，在思永斋东侧别院建成小有天园。思永斋七间工
字大殿，为清帝园内游憩寝宫之一，殿内贮乾隆《重刻淳化阁帖》和《西洋楼铜版图》各一
套。思永斋前以玉兰花著称，乾隆帝御制诗誉为：
“一株香满院，万朵静迎窗” 。小有天园
以叠石、喷泉为主，小巧玲珑。
该遗址 1994 年做过初步清整，多处古建基址和叠石，山水轮廓尚在。

茜园
是一处园中园，位于思永斋前河南岸。于乾隆十七年（1752 年）基本建成。茜园宫门分为
三路：西宫门是垂花门，为陆路；北宫门为水路；南宫门称为“茜园门”，是从长春园进入
绮春园的通道。在西宫门内有著名奇石“青莲朵”，该太湖石原是杭州南宋德寿宫故址的“芙
蓉石”。德寿宫原有一株古苔梅，傍置此石，明末由蓝瑛、孙杕合绘梅石图刻于碑，世称蓝
瑛梅石碑。后来古梅枯死，惟碑石为伴。乾隆帝首次南巡至此，甚惜是石，抚摩良久，于是
地方大吏就将这块太湖巨石运来献给皇帝，被置于此处，赐名“青莲朵”。茜园是清帝经常
游憩的主要园中园之一。圆明园罹劫后，
“青莲朵”太湖石流散到中山公园里；梅石碑仅幸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存碑身，今在北京大学未名湖西南岸。

海岳开襟
位于思永斋正北湖心，建于乾隆十二年（1747 年）。居圆形高台之上，四面环水，东西南北各设码头。整组建筑端庄、辉煌，望之若
海市蜃楼。是清帝登高远望的佳处。海岳开襟岛西岸建有重檐四方亭一座，乾隆十一年（1746 年）御笔“流香渚”。亭东临水设码头，
是清帝从圆明园经明春门进入长春园后泛湖设舟之处。
海岳开襟岛东岸有一半月形建筑，名为 “半月台”，是清帝登高望月之处。此地竖汉白玉碑一通，碑上刻有乾隆御笔半月台五律一首。
1860 年圆明园罹劫时，海岳开襟岛上一组建筑幸免于难。同治年间择要局部重修圆明园时，海岳开襟一景奉旨进行了修缮。1900 年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彻底毁于战乱。20 世纪 20 年代冯玉祥所部及 40 年代侵华日军，曾先后在海岳开襟正楼南侧掘基掏坑，以企挖
得金银宝物，均未果而终。海岳开襟圆岛遗址，已于 1993 年清运渣土，归安补配环岛条石驳岸，岛外今为大片荷池，所种荷花到每
年夏天极盛，已成长春园一景。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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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慧寺与宝相寺
位于海岳开襟北岸长岗之阳坡，于乾隆十二年（1747 年）基本建成，是两处寺庙园林。宝相寺位于法慧寺东侧。
法慧寺西院有一座高耸的七级五色琉璃塔，通高 23.55 米，此塔是圆明园内最高的一座塔。在法慧寺西还建有一座城关，城关挂乾隆
御书“普香界”。1860 年圆明园罹难时，因琉璃塔不怕火烧而幸免于难，1900 年琉璃塔毁于战乱。乾隆御书“普香界”石匾，今存
北京西交民巷 87 号院内。
宝相寺坐北朝南，寺内供奉有一尊观音大士像，古木本色，雕工极佳，是乾隆南巡时仿杭州天竺寺内的观音大士建造的。宝相寺正殿
为“现大圆镜”，殿内设有楠木扫金塔五对。宝相寺东侧设城关，出城关而东，度石板跨仄涧即至泽兰堂。

泽兰堂
位于长春园中轴线北山阳坡，再北即为西洋楼中心景观，是一处古典园林景群。该景叠石颇佳，亦称爱山楼，建于乾隆十一年（1746
年）。是长春园的主要书堂之一，内贮《重刻淳化阁帖》和《西洋楼铜版图》各一套，也是清帝居高观赏西洋楼喷泉之处。该景翠交轩
前边的乾隆御笔“熙春洞”门石匾，今存北京东城翠花胡同民盟招待所院内。泽兰堂今有大量青石及太湖石尚存。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最丑的人提供）

玉玲珑馆
位于含经堂东侧，是一处四面环湖的风景园林，于乾隆十二年（1747 年）基本建成。玉玲珑馆宫门五间，内檐悬挂乾隆御笔“玉玲
珑馆”彩漆匾。门前有九孔弯转板桥通向南岸。乾隆御制诗云：
“湖石三四峰，湘筠五六个。月下诡状狞，风前清影簸”。
“假山堆作玉
玲珑，群玉中间有路通”。“松间飒飒风含爽，竹际泠泠月入虚”。玉玲珑馆正殿七间接前抱厦五间，内檐悬匾“正谊明道”。殿内供青
玉山石观音一尊。正谊明道殿东侧，为“鹤安斋”。乾隆二十五年“鹤安斋”诗云：“园林率养鹤，以其调弗俗。素羽与朗音，足清人
耳目”。“闲庭松石佳，鹤安名我屋”。圆明园原养野鹤颇多，既需剪羽，又要喂粮，乾隆二十七年奉旨放鹤，任其自便，鹤终不远去，
乾隆帝曾屡作“放鹤”诗，皆书泐鹤安斋中。
盛时玉玲珑馆岛上的植被以松、竹为主。现今岛上只遗留部分青条石，但建筑基础较为完整。1993 年恢复长春园山形水系时，本岛
四围驳岸及临水基址已作清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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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林
位于长春园东北部，是一座园中园，由东西两部分组成。西部丛芳榭一带于乾隆十二年(1747 年)基本建成。东部园林，是在 20 余年
后，乾隆第四次南巡回来，仿苏州名园添建的。这里的叠石以太湖石为主，奇峰异石相间其中，既有北方园林的气魄，又不乏苏州园
林的灵秀。狮子林景群东南隅有一朝东的水关，水关南岸置石刻乾隆御笔“狮子林”三字匾。

映清斋
位于玉玲珑馆之南，是一处风景园林。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新添建成，时称玉珑馆新宫。乾隆三十一年五月传旨，玉玲珑馆
新建宫殿映清斋、晴望楼、益思堂、豁如室等。晴望楼为乾隆登高眺望东南园外农禾，雨后晴望之处。映清斋遗址今山水轮廓仍较完
整。

如园
位于长春园宫门区东侧，是一处园中园，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基本建成，仿自江宁（南京）瞻园即明代中山王徐达西花园。如
园正殿“延清堂”南临荷池，北俯巨湖，前后皆有月台，规模轩敞，栋宇崇隆，四时皆宜消寒避暑。乾隆朝中后期，如园先后收贮乾
隆《重刻淳化阁帖》和《西洋楼铜版图》各一套。道光帝多次于如园侍奉皇太后进膳。
如园东墙即长春园东墙，原为内外两层虎皮石夹墙，1931 年翻修高亮桥至海淀龙凤桥石碴公路时，经北平特别市政府批准，将该东
墙拆除，砸碎石块以补石碴之缺。外墙原址在今圆明园东路马路上，内墙 1984 年在原址修复虎皮石墙。南墙仅为一道，1984 年修复
时因东段墙基当时被园外马路压占，而略向内移。

鉴园
位于如园东北，西临长湖，东倚园墙，是一处园中园。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仿扬州趣园而建。鉴园船坞，是长春园仅有的一座
船坞，主要用于停泊帝后御用大型画舫。鉴园南侧有七孔板桥与如园相连，北侧为长春园大东门，亦称东楼门，清帝去承德、东陵和
盘山多由此门出入。1860 年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前夕，咸丰皇帝从此门逃往承德避暑山庄。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广德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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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
圆明园盛时全景模型展
位置：狮子林景区西南
展览时间：全年
夏季：7:00—19:00
冬季：7:00—17:30
门票价格：10 元
展览介绍：
主要展出按照 1：150 的比例制成面积达 258 平方米的圆明园盛时全景
模型。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羊羊提供）

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曾以其宏大的规模、俊美秀丽的景色、独特的园林格局、高超的造园技艺闻名于世。为了再现昔日辉煌
景象，圆明园管理处历时三年制作完成圆明园盛时全景沙盘模型。模型长 18 米，宽 14 米，高 0.7 米。盘座是移动式结构，分体制作；
水系活水流动，各有落差；三园建筑形态逼真，再现了圆明园盛时的辉煌景象。

圆明园展览馆
位置：西洋楼遗址区远瀛观西北侧
展览时间：全年
夏季：7:00—19:00
冬季：7:00—17:30
门票价格：免费参观

展览介绍：
通过展板、文物和模型全面介绍了圆明园从兴建、鼎盛到
被毁直至解放后复兴的全过程，展示了圆明园鼎盛时期精
湛的造园艺术、建筑特色和文化收藏。通过圆明园兴盛时
期的繁荣景象与圆明园被毁后的颓败景象的强烈对比，激
发游客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老羊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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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到达圆明园

交通 行在北京
公交车

公共交通

 编号在 600 路以下的公共汽车，单一票价，1 元/人，也就是

绮春园宫门：319、320、331、432、438、498、628、664、
690、696、697、801、826 路等。

说无论你坐 1 站地还是从总站坐到总站都是 1 元/人
 编号在 600 路以上 900 路以下的公共汽车，票价按路程累计，

长春园东门：432、656、681、717、814、982、特 4 路等。

前 12 公里（含 12 公里）是 1 元，12 公里以外每增加 5 公
里（含 5 公里）票价增加 0.5 元
 编号在 900 路以上的公共汽车，由于是城郊汽车，因此有部

地铁

分空调车是 2 元起价，价格累进方式也是前 12 公里是起价，

地铁 4 号线圆明园站 B 出口。

每增加 5 公里票价增加 1 元

地铁

停车场

 北京轨道交通（不包括机场线）采用单一票制，票价 2 元。

①机动车停车场：

可使用单程票/福利票和一卡通储值卡。

绮春园宫门停车位： 110 个

 首都机场客运专线采用单一票制，票价 25 元。可使用机场

长春园东门停车位： 80 个
②自行车停车场设在绮春园宫门。

快轨单程票和一卡通储值卡。

③停车场收费标准：

出租车

夏季白天（07：00—21：00）

白天（早 5：00—晚 22：59） 起步价 10 元（三公里以内），

小型车：1.25 元/15 分钟

超出（含）三公里至十五公里以内的公里数每公里按 2 元计费。

大型车：2.5 元/15 分钟

冬季白天（07：00—21：00）

超出（含）十五公里以外的公里数（每公里加收 50%空驶费）

小型车：1.25 元/15 分钟

按 3 元计费。乘距超过基价公里（3 公里）后，收取燃油附加费

大型车：2.5 元/15 分钟

3 元/运次。
夜间（晚 23：00—早 4：59） 起步价 11 元（三公里以内）
其它计费方式同上，但是每公里另加收 20%的夜间费用 （不含
起步价 11 元）
等候、低速行驶费 每累计五分钟，收一公里租价的费用（不含
空驶费）
叫车电话 北京有两个叫车服务电话，一个是 68373399，另一
个是 96103。叫车成功后需付 3 元服务费

一起游北京旅游攻略
 攻略
 门票
 特价酒店
 特价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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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设施
电瓶车
从三园交界—西洋楼遗址西口（往返），单程 6 元/人。
从三园交界—九州景区（往返），单程 6 元/人。
营业时间：夏季是早 8 点—下午 7 点，冬季时间：早 8 点至下午 5 点。

游船
码头五处：分别设在圆明园管理处码头(圆明园南门)、圆明园福海码头、圆明园方壶胜境码头（遗址西口）、长春园海岳开襟码头（手
摇橹船）及圆明园盛时全景模型展码头（手摇橹船）。
游船类型与费用
类型或线路

费用

押金

脚踏船（4 座）

60 元 / 小时

200 元

脚踏船（6 座）

80 元 / 小时

300 元

手划船（4 座）

40 元 / 小时

200 元

手划船（6 座）

60 元 / 小时

200 元

仿古电瓶船（4 座）

80 元 / 小时

300 元

10 座仿古画舫观光船（游览福海）

10 元 / 人

无

圆明园南门—遗址西口水上交通观光线路

20 元 / 人 （单程）

无

圆明园盛时全景模型展—海岳开襟水上观荷线路 15 元 / 人（单程）

无

营业时间：春秋季：8:00—18:30，夏季：7:30—19:00

加入我们
一起游微信

我们会在微信中为您推荐
最新鲜的旅游资讯

同程旅游客户端

同程旅游客户端将为您提供
手机预订产品服务，同时您
可在手机上查看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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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路线
北京五日游行程推荐
天安门 → 故宫 → 景山公园 → 北海公园 → 什刹海
天坛 → 雍和宫 → 南锣鼓巷
清华 → 北大 → 颐和园 → 圆明园
水立方 → 鸟巢 → 国家大剧院 → 中央电视塔
明十三陵 → 八达岭长城

北京欢乐三日游经典路线
天安门 → 国家大剧院 → 故宫 → 中山公园 → 王府井
北海公园 → 景山公园 → 后海 → 恭王府 → 南锣鼓巷
颐和园 → 圆明园 → 鸟巢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在旅行中做梦提供）

住宿

北大博雅酒店
园林景观房

1068 元

城市景观房 1098 元
立即预定

福缘花园酒店

锡华商务酒店

文津国际酒店

商务间

490 元

豪华大床房

598 元

高级间

928 元

豪华商务间

590 元

豪华双床房

598 元

商务间

988 元

立即预定

立即预定

立即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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