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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 景点  

岱麓游览区  天烛峰游览区  岱庙游览区   

后石坞游览区  天外村游览区  岱顶游览区 

彩石溪景区  红门路游览区 
 

P11 周边景点 
新泰莲花山  徂徕山国家森林公园  泰山东北虎园 
 

P12 行程 

桃花峪游览线  天烛胜景游览线  天外村游览线   

红门游览线  泰山生态游  泰山文化游  泰山地质游    

 
P18 住宿 
泰山附近住宿   财源大街附近住宿  
 

P20 美食 
20/在哪儿吃？    

20/吃什么？   

泰山小豆腐  泰山药膳  泰山牛肉豆腐丸  州城糟鱼  酥锅 

 

P21 特产 
泰山四宝  灵芝  燕子石制品  木鱼石制品  墨玉 

天花  红心萝卜  泰山神话传说系列动漫扑克 
 

P22 贴士 
气候     最佳旅游时间     重要电话号 码   登山天气  

登 山 方 法   登 山 衣着   登 山 鞋   遮 阳 帽 和防 晒 霜  

旅游省钱高招   自驾收费信息 
 

P23 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感谢网友  版本信息  版权声明 

 桃花峪 幽静的桃花峪

中听不到喧嚣的人语，只闻

潺潺的溪声与玩转的鸟鸣，

但见水丰草美，花繁树茂。

峪中满山草药，遍地是宝。 

 

 岱顶 漫步至泰山极顶，

当黎明时分，举目远眺东方

观神奇的海上日出；当夕阳

西下之时，静静欣赏晚霞夕

照…… 

 

 南天门 置身泰山南天

门，当“天府仙境”与大自

然赋予的奇异景致交相辉

映，使人不知这里是人间天

上，还是天上人间。 

 

时机 Timing 

春 春季的泰山上下“松拱一天翠，草生万壑青”，山

花烂漫，很多中外游客来此踏青赏春。五月也是登

山观日出的的黄金时期，但时常多雨，山顶气温也

较低，需注意带御寒衣物和雨具。 

夏 夏季的泰山很凉爽，平均气温也只有 17℃，但到

山顶仍需带御寒衣物。  

秋 秋季是泰山色彩最丰富的季节。远远望去，层林尽

染，绚丽多彩。 

冬 冬季的泰山必有一番韵味。遇上雪后初霁，整座大

山银装素裹，置身其中，使人心旷神怡。 
 

贴士 Tips 
① 登山前应涂抹防晒霜，最好戴遮阳帽，特别建议登山

途中不要使用遮阳伞，因为山上风大，空气对流速度快，

这样伞并不适用，反而增加登山负担。 

② 在夏天登山时最好穿棉质的带袖衣服，避免登山途中

着凉，尤其选择夜登泰山的游客需格外注意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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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70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jinan-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list_370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ea/4037#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370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jinan-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list_370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ea/4037#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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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石刻  刻石山泰 
 

石阙  是指古代宫殿、祠堂或坟墓前所建的高柱形建筑物。石阙

的形制出现比较早，春秋初即有阙。就全国来说，汉代及魏晋南北

朝期间的石阙，今尚存不少，但至今未见到隋唐以后的石阙。 

石碣  是指上小下大，上圆底平，周身为圆或方圆，文字环刻于

四周的一种石刻。石碣的形制最早见于先秦，主要也存在于秦代，

汉以后则极少见，至东汉石碣已被碑刻所代替，故后人往往把碑与

碣混而为一，简称“碑碣”。 
 

摩崖碑刻  所谓摩崖，是指利用天然壁刻文记事的石刻。摩崖

石刻是我国出现最早的一种石刻形式，远在商周以前已有之。泰山

现存的石刻中，摩崖石刻占 57%以上，重要的如唐《纪泰山铭》摩

崖石刻、经石峪《金刚经》摩崖石刻、《宋摩崖》和元《天门铭》摩

崖石刻等。 
 

经幢  是古代宗教石刻的一种，多建于寺观。其形制一般上有盖，

下有座，中间以八棱石柱为幢身。泰山岱庙先后收存经幢七座。经

幢之制，始于隋，盛于唐，至宋元逐步衰落。它是研究佛教文化的

宝贵资料。 
 
 

墓志  即埋于墓穴内，用以表彰死者功德、标明死者生卒年月及

身份的石刻。墓志之制始于魏晋，极盛于唐，宋以后逐渐衰落，而

正式以“墓志”为名始于北朝。泰山现存北魏羊祉墓志，长宽皆 82

厘米，刻文 44 行，满行 45 字。初始的墓志本无盖，有盖的墓志始

于北魏，盛于隋唐。                                           
  

                     事些那的封禅  禅封的那些事            
  

封禅大典  泰山独有的古老礼仪，构成了泰山崇拜与信仰的重要内容。由

于这为种礼仪的执行者是历代帝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影响更为深远，形

成了从传说中的古史到宋代皇帝，贯穿于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延绵相续的礼仪

传统。  
 
秦始皇封禅  秦朝统一中国后，始皇帝于巡行东方时，召集齐、鲁的儒生稽

考封禅礼仪，众儒生诸说不一。始皇帝遂自定礼制，整修山道，自泰山之阳登

山。在岱顶行登封礼，并立石颂德。自泰山之阴下山，行降禅礼于梁父山。秦

始皇封泰山时祭文和祭礼秘而不传。 
 
汉武帝封禅  元封元年三月，汉武帝率群臣东巡至泰山，派人在岱顶立石。

之后，东巡海上。四月，返至泰山，自定封禅礼仪。此后，汉武帝又曾五次来

泰山举行封禅仪式。 
 
汉光武帝封禅  建武三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光武帝率群臣至奉高，遣派役

夫整修山道，驺骑在登封台上垒方石。十五日开始斋戒，二十二日在泰山下东

南方燔柴祭天。礼毕，乘辇登山，至岱顶少憩后更衣行封礼。二十五日禅梁父

山，改年号为建武中元。 

唐高宗封禅   麟德二年十月，高宗率

文武百官、扈从仪仗，武后率内外命妇

及新罗、百济、高丽等国的使节和酋长。

十二月云集泰山下，派人开始建“封祀

坛”、“登封坛”和“降禅坛”。次年二月

高宗首先在山下“封祀坛”祀天；次日

登岱顶，封玉策于“登封坛”；第三日举

行禅封仪式。 
 
唐玄宗封禅   唐玄宗于开元十二年十

月率百官、贵戚及外邦客使，东至泰山

封禅。 
 
宋真宗封禅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宋

真宗自汴京出发，千乘万骑，东封泰山。

宋真宗之后，帝王来泰山只举行祭祀仪

式，不再进行封禅。 
 

画像石  是指将图像用平面线刻或浮雕的方法刻于岩

石之上的一种石刻。现存 62 块画像石，皆东汉时物。 
 
题名、题记、题诗石刻   此类石刻大都刻于

自然石上，仅个别刻于碑石上，其内容多为题名、题记或

题诗，涉及面十分广泛。泰山现存的石刻中，57%以上属

此类石刻。其中唐代以前的多剥失或被后人覆盖，今尚存

1 处唐刻。宋刻多被明人覆盖，今尚存 40 余处。其余皆

明清及近现代作品。（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天涯无际  提供） 

http://www.17u.com/blog/90915#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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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皮山泰-技绝    绝技-泰山皮影             
  

泰山皮影历史悠久，明代古籍《梼杌闲评》中就有关于其记载，距今

已有 600 年的历史。民间有“登泰山不看泰山皮影戏不成游也”的

谚语。  
 

门票   >> 立即预订  

成人票 80 元   同程价 45 元    
 

看泰山皮影的三大理由  
 

   理由 1  泰山皮影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理由 2  泰山皮影民间艺术，贴近观众  
 

    理由 3  泰山皮影跌宕剧情，诙谐表演  

 
 
  
 

泰山神话传说   说传话神山泰              
  

孤忠柏 
岱庙天贶殿前的露台下，甬道正中有一棵不算高大的

柏树，其西南的一侧有一疤痕。据说，围着前面的扶

桑石正转三圈，反转三圈，然后再往北去摸此柏树的

疤缝，如果能摸准，则是吉祥之兆，向泰山神求子则

得子，祈福则得福，想发财的则可以发大财，但是游

人都摸准。此柏虽然其貌不扬，看上去也不算古老，

但它却有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 
 
传说，自从武则天被高宗皇帝李治召进宫后，逐渐得

宠，不久便废掉了王皇后，由武则天取而代之。李治

仁厚无能，上朝不能决大事，须由宰相提出建议，然

后由他恩准。武则天虽为女流之辈，却精通文史，御

人有术，她当了皇后以后，逐渐代皇帝批示奏折，临

朝参政。太子显逐渐长成以后，对母亲干预朝政甚为

不满，屡有不同政见，由此触怒了武则天而招至杀身

之祸，追逐太子显的大臣石忠，早已对武后参政十分

反感，见太子被害，为表示对武后不满，拔剑剖腹。 
 
石忠死后，其魂魄来到东岳泰山，面见泰山神，状告

武则天任用酷吏、滥杀无辜，连自己亲生儿子也不放

过，要求泰山神惩治其罪。泰山神感其忠心，令其化

作一棵柏树，侍立于殿前，日夜守护着山神，赐名孤

忠柏。 
 
如今游人所见树南面的疤痕，即是当年石忠剖腹的剑

痕。 

香油湾和仙人影 
泰山西峪昭君岭下有个香油湾。这个湾里的水面上经常飘着片片

油花，象是浮萍，特别是刚下过雨后，阳光一照，色彩艳丽，十

分好看。再往上走，飞鸦峰下峭壁上有仙人影，远远望去，像一

个头戴草帽，身穿长袍，双手合十站立的人。 
 
传说古时候，山下有一个卖香油的人进山卖油，走到昭君岭下。

这儿有一棵大柳树，柳树下两个老头儿在下棋。卖香油的也爱下

棋，便放下油篓挑子观看，看着看着就入了迷。两个老头专心致

志地对阵，也没理他。过了一阵儿，两个老头儿每人吃了一颗红

枣，也顺手给了他一颗。枣儿香甜可口，吃了也不觉饿了。他光

顾了看棋，只觉得周围的树木叶子似乎时绿时黄，时掉时长；再

绿再黄，掉了又长……也不知反复了多少次。 
 
两个老头儿下完了这盘棋，收拾棋盘走了。卖香油的也想到时间

不早，该回家了。待他找油挑子，已经没了影儿。他如梦如痴，

走出山来，路也生疏了。打听着回到自己的村子，也已变了样。

他记得村头关帝庙门前有棵小杨树，这时却是一棵一围有余的大

杨树了。树下有一个白胡子老头，他上前询问，果然是原来的村

庄。再向老头儿打听有没有个卖香油的某某人。老头说：听老人

们传说，这村有一个卖香油的某某人，进山卖油，一去不返，已

经 200 多年了。卖香油的这才恍然大悟，于是返身进山，回到看

棋的地方，但已杳无人迹。原来那两个下棋的一个是吕洞宾，一

个是张果老。他信步来到飞鸦峰下，见石崖下有个石洞，若明若

暗，便走了进去。石洞口马上就封闭了。这卖香油的人再没有出

来，只是在石崖上留下了一个影子，就是仙人影。他的香油篓，

就在他看棋的那阵子烂坏了，香油就流进水里，成了香油湾。 
 

皮影演出时间 
周五、周六晚上 19:30 

周日下午 15:00 
 

皮影戏演出地 
泰 安市 泰安 县老 县衙

步行街坤座 C1 
 

到达演出地交通 
在泰安市乘坐 4 路、8

路、33 路、13 路公交

可到。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8897.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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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门票  

 

门票类型 票面价 同程价  

泰山+中华泰山●禅封大典 E 区联票（成人 E 区松鹤延年） 288 248  
 
 
>> 立即预订 

泰山+中华泰山●禅封大典 D 区联票（成人 C 区紫气东来） 328 278 
泰山+中华泰山●禅封大典 C 区联票（成人 C 区紫气东来） 398 318 

成人 C 区紫气东来 298 228 
成人 C 区紫气东来 228 188 
成人 E 区松鹤延年 188 158 

学生 E 区票 90 90 
 

景 点 票 价 开放时间 备 注 

泰山门票 

 
 

旺季 127 元/人 

（每年 2 月 1 日

至 11 月 30 日） 
 

淡季 100 元/人 

（每年 12 月 1

日 至 次 年 1 月

31 日） 

 

 

 

 

 

全天 

1）学生、60 岁以上老年人凭证享受旺、淡半价

优惠； 

2）对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军队离退休干

部、残疾人、儿童（1.2 米以下）、70 岁以上老

年人凭有效证件免费进山； 

3）对教师、省部级以上劳模、英模、道德模范

享受门票优惠，旺季 100 元，淡季 80 元； 

4）每年农历正月初二、三月三、九月九对 60

岁以上老年人免费进山。 

桃花峪 
彩石溪半山游 

 

50 元/人 

 

8:0-17:00 
 
 
 

无 天外村至 
中天门旅游车 

上山 30 元/人 

下山 30 元/人 

 

全天 

桃花峪至 
桃花源旅游车 

上山 30 元/人 

下山 30 元/人 

旺季 7:30-17:30 

淡季 8:30-17:00 

中天门索道 

 

 

单程 80 元/人 

往返 140 元/人 

4 月 1 日-10 月 30 日 

中天门 7:00-17:30 

桃花源 8:00-17:00 
 

11 月 1 日-3 月 31 日 

中天门 8:00-17:00 

桃花源 8:30-17:00 

 

1）儿童满 1.2 米需购买成人票； 

2）索道单程运行时间 8－15 分钟； 

3）重大节日将视游客量适当延长时间； 

4）遇大风、雷电天气或检修将暂时停运； 

5）如有团队预约，请提前电话联系各索道站； 

6）咨询电话 

中天门：0538-8222606 

桃花源：0538-8330763 

后石坞：0538-8330765 

桃花源索道 

后石坞索道 

 

 

单行 20 元/人 

4 月 1 日至 10 月 30 日 

8:30-16:00 

1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冬季防火期，不营业 

红门宫、普照寺 
王母池、碧霞祠 

 

各 5 元/人 
 

 

 
 

8:00-17:00 

 

 
 

碧霞祠属宗教部门管理，不含在大门票之内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岱  庙 30 元/人 

玉泉寺 10 元/人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796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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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泰山  

飞 机   >> 预订济南特价机票 
泰安距济南遥墙国际机场约 90 公里，与遥墙机场之间没有直

通公路客运班车，游客从泰安去机场乘飞机，或下飞机来泰山

旅游，均须在济南中转。 
 

济南机场每天有旅客班车往返济南市区与遥墙机场之间。由济

南市区乘坐出租车、公交去火车站，转往泰安。 
 

遥墙机场至济南市区班车路线 
运行时间：从 6 点至 17 点，每小时一班。 

乘车地点：在机场到达出口处。旅客下飞机后，可随时在机场

到达出口处乘坐旅客班车进市区。 

途经：黄台(黄台大酒店附近)、历山路北口、长途汽车总站(远

扬诺尔大酒店)。 
 

到济南火车站的交通 
出租车 由飞机场直接去火车站，走高速路乘车时间大约需 60

分钟，需要 130 元左右。 
 

公交 从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坐历城 9 路到终点站洪家楼下，换

乘市区 11 路公交车到终点站火车站下车即可。 

 

火 车 
泰山火车站每日发很多客车，可直达中国主要城市和港口；距

济南遥墙国际机场 80 公里(车程 50 分钟)，至北京 500 公里(车

程 4.5 小时)，至上海 760 公里(车程 6.5 小时)。 
 

泰山火车站是泰山旅游交通的中心枢纽，泰安的几处汽车站也

在火车站周围，所以建议不熟悉泰山旅游区交通的游客，到达

泰安后先去火车站 (城区各处均有公交车通往火车站，车票一

元)，然后乘各路车去往不同的进山口或景区。 
 

从泰山火车站前往四处进泰山的山口均有专线公交车或旅游

公交车直通。 
 

 徒步登山的红门进山口 在火车站东北方向 2.5 公里；乘 

车上山的天外村登山口在火车站正北约 2 公里。 
 

 桃花峪登山口 在泰山西麓，距泰山火车站约 12 公里；天 

烛峰进山口在泰山东麓，距泰山火车站约 18 公里。 

汽 车 
泰安市的公路交通非常发达，仅高速公路就有京沪高速、

京福高速、泰博高速穿越境内，外可直抵首都北京、上海、

福州，内可与济南、青岛、烟台、威海、日照、淄博高速

公路互通。 
 

泰安到济南仅 63 公里，到曲阜 68 公里，无论乘火车还是

坐汽车，1 小时内皆可到达。 
 

泰安到淄博 142 公里，车程 2 小时。此外，泰安市火车站

也有直达济南或曲阜的汽车。 
 

泰安市的长途客运车辆多集中于泰安市汽车站，分为新站

和老站两座。 
 

老站 位于泰山火车站南 200 米处、泰山大街东端，市内

可乘坐 2、5、11、14、18、28、40 路公交车前往。 
 

新站 位于泰安市东岳大街迎胜路路口，距离泰山火车站

约两公里路，市区内可乘坐 1、4、5、10、11 路公交车

前往。 
 

从济南到泰安 长途汽车站（济南火车站的北部大约 1 公

里，可乘 4 路、5 路、35 路等公交车到达；步行也可）

10 分钟一班车，票价在 8-20 元，时间 1.5-2 个小时。 
 

自 驾  （点击查看自驾过路费信息） 
自驾车入山东境内 
如果行程时间宽裕，不必非走高速路，可沿省道或国道行

车，公路路况都非常好。尤其是泰山至济南，泰山至曲阜

的 104 国道。不走高速可以节省不少过路费，也可随意停

车赏景、吃饭。公路有东线和西线之分，西线走京沪高速

和 104 国道。 
 

东线路况也很好有两条线路供游客选择 

路线 1 泰安 → 大津口 → 高而 → 仲宫 → 济南 

路线 2 泰安 → 大津口 → 黄前 → 柳埠 → 仲宫 → 济南 
 

西线可能会拥堵，沿途无甚风景。走东路可与游览泰山之

阴的玉泉寺或锦绣谷结合起来，这两处景区，每一景区游

览二、三个小时足矣。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jinan-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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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济南到泰山 

从东三环分钟寺桥上京津塘高速直达天津(69 公里)，到

达京津塘高速杨村出口，收费 25 元。从杨村出口走天

津外环线去京沪高速，路口比较多，到达京沪高速天津

段入口。 
 

沿途著名地点包括出产年画的杨柳青和静海大邱庄。(天

津外环 37 公里)，到达京沪高速河北段入口，161 公里，

收费 30 元。 
 

河北段的路况明显比天津段好，河北段是从青县到德

州，到达东光服务区，255 公里。东光服务区规模很小，

没有超市，但路程基本是一半多一点，在这儿把油加满。 
 

到达山东段入口，305 公里，收费 60 元。到达济南南

出口(济南南绕城高速和飞机场出口)，425 公里，再出

济南北就可以 (山东段 120 公里)。 
 

从济南出来，走 104 国道，大概七八十公里就到泰安，

到了泰安，就可直接到泰山入口。 
 

沿 104 国道，至泰安市体育中心向东直行至望山宾馆路

口，沿迎胜南路北行至迎胜东路，沿迎胜东路东行至龙

潭路口，沿龙潭路北行至天外村广场，然后右拐走环山

路，东行至红门。 

 

自驾车参考 

可以选择走京沪高速或者走京福高速 
如果您选择在泰安东出口下高速，经过一段泰莱高速到

达小井转盘，直走沿迎喧大街向西行驶到达温泉路口，

沿温泉路北行至岱宗大街路口，之后有两条线可以走。 
 

泰安东出发 
泰安东-红门 

再沿岱宗大街西行至红门路口，沿红门路北行即可到达

红门停车场，您可将车停放在此，然后徒步登山即可。 
 

泰安东-天外村 

再沿岱宗大街西行至红门路口，沿红门路口北行即可达

到红门停车场。到达红门路北端后向西沿环山路直行，

即可到达天外村停车场，您可将车停放在此，然后乘坐

游览大巴上山。 
 

泰安东-桃花峪 
如果您选择在泰安东出口下高速，经过一段泰莱高速到

达小井转盘，直走沿迎喧大街向西直走，再接至 104 国

道一直西行，您可以看到向北的桃花峪景区指示牌，依

指示牌北行即可。 

 
泰安南出发 
泰安南-红门 
如果您选择从泰安南出口下高速，可沿 104 国道东行至东岳大

街继续东行至望山宾馆路口，沿迎胜路北行至迎胜东路，沿迎胜

东路东行至龙潭路口，沿龙潭路北行至天外村广场，然后走环山

路，东行至红门停车场。 
 

泰安南-天外村 
如果您选择从泰安南出口下高速，可沿 104 国道东行至东岳大

街继续东行至望山宾馆路口，沿迎胜南路北行至迎胜东路，沿迎

胜东路东行至龙潭路口，沿龙潭路北行至天外村广场。 
 

泰安南-桃花峪 
如果选择从泰安南出口下高速，可沿 104 国道东行即可，注意

看路北的桃花峪景区的指示牌，按照指示牌行驶即可。 

 

泰安西出发 
泰安西-天外村 

如果您选择在泰安西出口下高速，可沿泰山大街向东直行至迎胜

南路，沿迎胜南路北行右转沿迎胜东路东行至龙潭路口，然后北

行，沿龙潭路北行至天外村广场。 
 

泰安西-红门 

如果您选择在泰安西出口下高速，可沿泰山大街向东直行至迎胜

南路，沿迎胜南路北行右转沿迎胜东路东行至龙潭路口，，然后

北行，沿龙潭路北行至天外村广场，到达天外村广场后，沿环山

路东行即可到达红门停车场。 
 

泰安西-桃花峪 

如果您选择在泰安西出口下高速，沿泰山大街东行至大河路立交

桥，上大河路北行至 104 国道，然后沿 104 国道西行即可看到

往北的桃花峪的指示牌，按照指示牌行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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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泰山  

公交车 
游览泰山，现有四个进口，分别是：红门进山口（即泰

山东路，多为徒步登山者首选）、天外村（天地广场）

进山口（即泰山西路，乘汽车进山）、桃花源进山口、

天烛峰进山口。 
 

徒步登山的红门进山口在火车站东北方向 2.5 公里。 

乘车上山的天外村登山口在火车站正北约 2 公里。 

桃花峪登山口在泰山西麓，距泰山火车站约 12 公里。 

天烛峰进山口在泰山东麓，距泰山火车站约 18 公里。 
 

旅游专线 
旅 游 巴 士 1 线  线 路为 火 车站  →  天外 村  →  中天   

门，票价为上山 13 元，下山 11 元。 
 

旅游巴士 2 线 线路为火车站 → 桃花峪 → 桃花源索

道，票价为上山 13 元，下山 11 元。 
 

泰安市内公交 3 路 天外村（泰山西路登山起点），途经

火车站、财源街、泰山百货大楼、岱庙、岱宗坊、红门

（泰山东路登山起点）。该公交车无人售票，票价 1 元。 
 

公交巴士 
2 路 去泰山天烛峰景区的旅游专线车。 
 

4 路 这条公交线链接泰安城区的西郊和东郊，直接从城

区中央横穿。途经火车站、岱庙南门，岱庙是泰山东路

徒步登山的最南起点，游客如想从这里开始登山，可以

选择乘坐此路公交车，该公交车无人售票，票价 1 元。 
 
16 路 去桃花峪景区的专线车，起始站为火车站，终点

即桃花源景区登山大门。全程票价 3 元。 

 

索 道 
中天门上下行各 30 元    桃花源上下行各 30 元 

后石坞上下行各 20 元 

 

一起游小贴士  
购中天门或桃花源上行票者，可免费乘后石坞索道。 

出租车 
泰安市出租车起步价为 1 公里 6 元，之后每公里租价 1.5 元，夜

间略有上浮。 
 

泰安市各地乘坐出租车到泰山的费用 

从泰山火车站到泰山的登山处不足 3 公里，只需 10 元左右。 
 
从火车站或老汽车站到天外村登山西路 8 元左右，到红门登山东

路 10 元左右。 
 
从高速公路泰西出口到火车站 15 元左右，到天外村或红门 20

元左右。 
 
从 104 国道到火车站 10 元左右，到天外村或红门 15 元左右。 

步 行 
区间 台阶 路程（米） 海拔（米） 

岱庙后载门-岱宗坊 无 474 150-165 

岱宗坊-关帝庙 无 1020.3 165-230 

关帝庙-红门宫-万仙楼 189  580.8 230-270 

万仙楼-烈士牌 40 118.3 270-285 

烈士牌-斗母宫 236 783.2 285-360 

斗母宫-经石峪路口 208 294.3 360-410 

经石峪路口-东西桥 163 533.6 410-480 

东西桥-泰安纪念碑 273 464.2 480-520 

泰安纪念碑-四槐树 91 347.9 520-630 

四槐树-壶天阁 221 205.9 630-650 

壶天阁-药王殿 283 197.8 650-710 

药王殿-中天门 695 121.2 710-840 

中天门-公路南首 65 47.1 840-805 

公路南首-北首 无 264 805-800 

北首-斩云剑 207 216.5 800-870 

斩云剑-云步桥 263 109 870-920 

云步桥-五松亭 154 188.9 920-940 

五松亭-朝阳洞 385 498 940-980 

朝阳洞-对松亭 579 315 980-1130 

对松亭-龙门坊 462 300 1130-1180 

龙门坊-昇仙坊 701 150 1180-1300 

昇仙坊-南天门 480 542 1300-1420 

南天门-碧霞祠 324 160.3 1420-1470 

碧霞祠-青帝宫 178 169 1470-1490 

青帝宫-玉皇顶 169 494.5 1490-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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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 

泰山景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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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麓游览区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楊船長走透透  提供） 

 

岱麓位于泰山与泰城的结合部，环山路东西贯通，像一串项

链或聚或散串起了虎山、王母池、关帝庙、金山、普照寺、

五贤祠、三阳观、冯玉祥墓等众多景点。中溪、西溪纳百川

之水，在这里分别汇成虎山水库和黑龙潭水库。 

 

天烛峰游览区 
天烛峰景区地处泰山玉皇顶东北，是通往岱顶的东大门。从

泰安乘车沿泰佛路东北行，至艾洼村，从天烛胜景坊进山。 
 

穿过古栗树林，经会仙峪，沿陡直石阶路上去，便是仙鹤湾。

跨溪又上，手拉铁链，登上好汉坡，攀登小十八盘，见两峰

夹峙，中间建起望天门。望天门北侧是山呼台，下临万丈深

渊，面对拔地通天的大天烛峰。 
 

站在山呼台上，望山势累叠，如对一幅大气磅礴的山水画屏。 
 
主要景点 会仙峪、仙鹤湾、小十八盘、天烛峰等等。 

 

岱庙游览区 
主要景点 遥参亭、岱庙、正阳门、汉柏院、唐槐院、配

天门、仁安门、东御座、镇山三宝、秦泰山刻石、天贶殿、

天贶殿壁画、岱庙碑林、岱庙八景、后寝宫、铜亭、铁塔、

厚载门等等。 

 

后石坞游览区 
后石坞座落于玉皇顶正北，景区内山势环抱，孤峰插天，松

籁云壑，幽奥绝俗，自古有“奥区”之称。 
 
主要景点 尧观顶、姊妹松、卧龙（虎）松、元君庙等等。 

 

玉泉寺游览区 
玉泉寺又名谷山寺、佛爷寺，距今已有 1400 多年的历史。

古寺院内有泰山地区最大的古银杏树。 
 
主要景点 大雄宝殿、一亩松、西佛脚等等。 

 

天外村游览区 
从天外村天地广场出发，沿西溪而上，一路途经黑龙潭水库、

建岱桥、白龙池、黑龙潭，到达竹林寺。竹林寺西去登扇子

崖、傲徕峰，北去望龙角山、九女寨。从黄溪河盘旋而上，

九曲回肠，上达中天门与红门登山路汇合。 
- 
主要景点 天地广场、白龙池、黑龙潭瀑布、竹林寺、扇

子崖等等。 

 

游览方式 
沿游览公路乘车上山，沿途设有黑龙潭、竹林寺、黄溪河 3

个站点，游客可在各站点任意上下车游览。 

从天外村乘坐旅游专线车，可直达中天门。旅游专线车上山

约 30 分钟。 

 

门 票 旺季 127 元，淡季 100 元 

 

旅游专线车票价 上行 30 元  下行 30 元 

 

交 通 
1）现在泰山景区实行交通管制，所有的游客必须在天外村

换乘景区统一的旅游大巴；大巴实行随上随下一票制，只要

您购买了车票，可以在途中的任意站点下车游玩。 
 
2）此条路虽然方便快捷，但是以牺牲众多景点为代价的。

因此乘车到中天门后，建议再沿传统登山路攀爬至山顶。 
 
3）天地广场在泰安火车站和老汽车站正北，路程不足两公

里。白天乘 3 路公交车，1 元车票 10 分钟就到。出租车无

论白天夜间 10 元左右即到。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一路潇洒  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1038841#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103432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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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顶游览区 
泰山南天门以上是岱顶，岱顶是“天庭仙界”，气象万千。

旭日东升、晚霞夕照、云海玉盘、黄河金带为泰山四大奇观，

此外佛光、雾淞、雨淞等自然奇景更增添了泰山神圣的光彩。 

 

主要景点 南天门、天街、碧霞祠、唐摩崖、玉皇顶、无

字碑、日观峰、瞻鲁台、仙人桥、月观峰、丈人峰。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林仙儿  提供） 

 

红门路游览区 
登山路下起红门，上至南天门，为泰山的中轴线。从一天门

离开人间闹市，一路攀登，经中天门，到达南天门，进入天

庭仙界，所以这条路又是一条“通天之路”。 

 

沿途景点 岱宗坊、关帝庙、一天门、孔子登临处、红门

宫、万仙楼、革命烈士纪念碑、风月无边刻石、三官庙、斗

母宫、元君庙、经石峪、奉安纪念碑、回马岭、中天门、云

步桥、五大夫松、望人松、十八盘、升仙坊、南天门等。 

 

游览方式 石阶盘路步行，从山脚到岱顶约 3-5 小时。 

 

票 价  

岱庙 30 元，红门宫 5 元 

进山旺季 127 元，淡季 100 元 

中天门-南天门索道 单程 80 元，往返 140 元 

 

交 通 
1）也可把岱庙作为登山的起点。全程 9.5 公里，盘道 7000

余级，其间几无平路。 
 
2）在泰安站下火车后，乘坐 3 路公交车直接抵达红门登山

处；或者乘坐 3、4 路公交车到岱庙前门，游览完岱庙后，

出后门向北行 1.2 公里，就可到红门登山处。 

彩石溪景区 
游览彩石溪景区，主要有两种游览方式，游客可根据自己的

爱好选择不同的游览方式。 
 
（一）在桃花峪游人中心购票乘景区旅游车分别到钓鱼台景

点、碧峰寺景点、彩石溪景点，赤鳞溪景点、红雨川景点以

及桃花源各景点参观。 
 
（二）在桃花峪游人中心购票徒步游览，体验真正的逍遥游。 

 

四季的彩石溪 
春日的彩石溪，勃勃生机孕育着生命的初始。夏日的彩石溪，

满目密不透风的蓊郁茂盛，是生命的至大至刚。秋日的彩石

溪，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冬日的桃花源，静穆庄严，生

命在严寒中集聚热能，在沉稳中蓄势待发。 

 

旅游行程  
从泰城沿环山旅游观光路西行 5 公里即可到达。 

 
彩石溪景区游览线路 

桃花峪游人中心 → 钓鱼台  → 碧峰寺  → 彩石溪 →  赤

鳞溪 → 红雨川 → 桃花源 

 

游览方式 

沿游览公路乘车上山，沿途设有钓鱼台、铁佛寺、彩石溪、

赤鳞溪、红雨川 5 个站点，游客可以在以上 5 个站点任意

上下车游览。 
 
桃花源设有单线循环吊箱式空中索道可直达岱顶。 

 

票 价   

桃花峪彩石溪半山游 25 元 

旅游专线车上行 30 元，下行 30 元 

桃花源—岱顶索道单程 80 元，往返 140 元 

 

交 通 

1）自驾车游客最好沿 104 国道前往景区，进山口在国道以

东约 2 公里处。国道旁边明显的景区交通标志。 
 
2）泰山火车站站前广场有 16 路专线旅游公交车往返，但

下午 5 时便停止运行，请游客注意。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2198560#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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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景点  

新泰莲花山 
新泰莲花山自然环境十分优美，奇石林立，松柏参天，溪

瀑遍谷，春有新甫拥翠，绿树碧草，夏有三圈悬流，流泉

飞瀑，秋有宫山夕照、彩霞天光，冬有苍山负雪、银装景

象。四时、早晚、阴晴各有景色，是人们进行观赏、游览、

休息以及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理想场所。 

 

门 票 
成人票 80 元 （同程价 70 元  >> 立即预订） 

购票须知 门票为大门票，景区内的小景点不再另售门票；

景区索道单程 30 元，双程 50 元。 

 

开放时间 8:00-17:30 

 

交 通 
自驾路线 
京沪高速：由济南方向至果都出口下，由临沂方向至新泰

出口下。 

滨新高速：至新泰出口下。 

济青高速南线：莱芜段转滨新高速至新泰出口下。 

 

乘车路线 
新泰汽车站乘坐至莲花山的专线车，票价 3.5 元 

发车时间：6:30、9:00、11:00、14:00、16:00 

返回时间：8:00、10:00、13:00、15:00、17:00 

新泰市公交公司有良庄煤矿 → 莲花山、小协 → 莲花山

的专线车。 

 

泰山东北虎园 
泰山东北虎园泰山东北虎园位于泰山脚下，距上山盘路红

门仅 200 米。园内有白虎区、黑虎区、成年虎区、幼年

虎区、猕猴区、表演台、幼虎照相区。此外，园内风景秀

丽，天然淳，是好去处。 

 

门 票  
成人票 20 元  （同程价 15 元  >> 立即预订） 

 

开放时间 8:00-17:00 

徂徕山国家森林公园 
这是集自然与人文景观为一体的山岳型观光休闲风景旅游区，

与东岳泰山并称姊妹山，也是是山东省抗日武装起义的革命圣

地，并建有徐向前元帅题写碑名的“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

是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主要景点 
“徂徕夕照”、“汶水环抱”、“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

“秋千架”、“中军帐”、“太平顶”、“卧龙湾”、“濯龙湾”、“四

禅寺”、“光华寺”、“隐仙观”、“二圣宫”、“梁父山”等。 

 

门 票 20 元 

 

交 通  
1）由泰安汽车站、四海商城西邻汽车发车点、南关发车点发

出的车辆途经泰楼、泰良公路至楼德、新泰、良庄、房村、徂

徕方向，由南关站出泰城至旧县、孙家疃、北望、西南望或黑

石埠下车分别东行和北行 1.5 公路，即可到达公园。    
 
2）由泰安汽车站去临沂方向乘车经京沪高速公路至泰安化马

湾出口，再由化马湾乘出租车经 09 公路到光化寺，入公园东

大门（光华寺门），时间约 1 小时。 
 
3）由泰安汽车站发车，经泰良公路至新泰天宝镇至茶石峪风

景区入公园东南大门（茶石峪）时间约 1.5 小时，40 公里，

票价 6 元，每天一班。 
 
4）公园内有一条贯穿各大景区的主干公路，自西大门（抗日

武装起义纪念碑）途经大寺景区、龙湾水库、秋千架、中军帐、

上池、马场、太平顶、教顶、卧尧、赵州庵、光华寺（东大门）

出公园，也可由赵州庵至茶石峪、隐仙观风景区，此公路约

35 公里，乘车旅游可用一天时间，其余各景点如步行旅游，

最少 5 天时间。 

 

一起游小贴士 
游玩时请穿旅游鞋或布鞋，多带外衣，进入后应特别注意防火，

游玩中注意安全。 
 
山内野菜、泉水等众多，游客不可随意采摘及饮用。由于景区

面积较大，适宜驱车游览；步行上山者，可至太平顶景区后原

路返回，不适宜再游览光化寺景区。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1617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685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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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最绿色的登山线路 — 天烛胜景游览线 

最经典的登山线路 — 红门游览线              

最省时的登山线路 — 天外村游览线            

最便捷的登山线路 — 桃花峪游览线 

泰山生态一日游 

泰山生态二日游 

泰山文化一日游 

泰山文化三日游 

泰山地质一日游 

其他游览线路 
 
 

最绿色的登山线路 — 天烛胜景游览线 

天烛峰——后石坞游览线奇峰俊秀，松石多姿，是喜欢探险游、自助游的最佳线路，是人们回归自然、寻奇探幽、休闲度假的

旅游胜地。该处距泰山火车站约 20 公里路程，从这条路登山，可以看到泰山的原始风貌和真面目，是喜欢幽静与自然的游客

登山的上佳选择，是一条充满山林野趣的徒步攀登旅游线路。 

 

 

 

 

 

 

▲ 具体线路 
从泰城东郊的唐庄沿泰佛路北行，至大津口乡艾洼村的扫帚峪，即到泰

山天烛峰旅游区。天烛峰因形似蜡烛，其峰顶有一棵松树，远望像蜡烛

的火焰而得名。清幽的环境，醉人的美景，游客从这条道路上山可处处

感受到清新空气，鸟语花香。 
 

需要强调的是，这条路自然景观与其他几条登顶路比较丝毫不差，是泰

山风景“奥绝”所在。 
 

如果您是摄影爱好者，一定会步步留连，大获而归。此景区还是泰山欣

赏古松的绝佳所在，尤其在天烛峰附近的后石坞古松园里。各种松树或

挂在石崖上，或立在绝峰巅，或生在石缝中，争奇斗怪，千姿百态，美

不胜收。比较著名的古松有双松挺立，偕肩为伴的姊妹松，以及在山坡

俯卧生长、枝丫苍劲、状极特异的卧虎松。 
 
四季特色美景   

阳春赏花，盛夏戏溪，金秋尝果，隆冬看洞。尤其在旅游旺季，当其他

登山线路人满为患的时候，选择这条路攀登泰山，更是聪明人和有经验

游客的优先选择。 

游览方式/时间  沿石阶盘路步行，需 3-4 小时 
 
沿途景点   

洗鹤湾、鲤鱼背、望天门、华山松林、大小天烛

峰、将军山、罗汉峰、避尘桥、八仙洞、黄花栈、

天空山、老君庙、元君庙、灵异泉、莲花洞、玉

女修真处、九龙岗、姊妹松、卧虎松等。 

 

▲ 其他相关信息 

门票 127 元  后石坞索道 20 元 
 
天烛峰设立了投诉站和 110 报警点，游客如有需

求可拨打相关电话求助。 
 
天烛峰投诉站：8066185     

110 报警点：8066185 

 

 

一起游小贴士 
①从前山乘车或乘索道上山的游客到达极顶后，可选

择从这条道下山，这样不仅免走重复路，而且可以更

加全面地欣赏泰山美景。下山后可在进山大门旁边的

宾馆住宿，环境优雅清静。第二天早上不必着急回程，

可顺便就近到泰山背后的玉泉寺或锦绣谷游览，每一

景点三个小时足亦。 

②这条线商店和摊点较少，游览时可带少量饮水与食

品，以防登山途中饥渴。 

③泰山火车站站前广场有游二路专线旅游车往返，但

下午五时后便停止运行，请游客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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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经典的登山线路 — 红门游览线 

红门游览线是古今最主要的登山旅游路线，是历朝皇帝的登山御道。沿途林荫夹道，石阶盘旋，峰峦竞秀，泉溪争流，自然景

观雄奇秀美，古迹众多，共计有古寺庙 8 处，碑碣 200 多块，摩崖刻石 300 多处，传统文化韵味浓郁。 

▲ 具体线路 
岱庙 - 红门 - 岱顶这条古老的传统线路，下起遥参亭，上至岱顶，文物

古迹与自然风光融为一体，为泰山幽区，是泰山的精华所在。泱泱七千级

台阶可直达岱顶。 
 
中天门至泰山之巅的最后一段路程，是泰山整个景区精华中的精华，其磅

礴宏伟的气势、雄奇美丽的景色、年代久远的遗迹，会给您带来难以形容

的心灵震撼！ 
 
如果您时间有限，可在徒步到达中天门后，换乘索道直达岱顶，可谓“一

步登天”，七分钟直达岱顶。 
 
这条线路经过上千年经营构筑，如今已是非常完善的游览山路。石级盘道

坚固齐整，沿途道观庙宇定期修葺，石刻碑石漆抹清晰，珍贵古木铭牌保

护，路边小溪清澈见底，在曲径通幽之处往往坐落着古雅的酒店和茶肆，

爬山累了，走进去或小斟或小憩，穿行攀登的疲劳之感荡然无存。 
 
游览方式/时间  石阶盘路步行，从山脚到岱顶约需要 3-5 小时。 
 

沿途景点   

岱宗坊、关帝庙、一天门、孔子登临处、红门宫、万仙楼、革命烈士纪念

碑、 风月无边刻石、三观庙、斗母宫、元君庙、经石峪、奉安纪念碑、

柏洞、壶天阁、回马岭、中天门、云步桥、五大夫松、望人松、朝阳洞、

十八盘、升仙坊、南天门等。 
 
住宿  登岱观日出者可在山顶住宿。 

 

▲ 其他相关信息 

旅游门票  岱庙 20 元   进山 127 元   红门宫 5 元 

索道  中天门—南天门索道 80 元/单程、140 元/往返 
 
红门、中天门、南天门分别设立投诉站、救护站和 110 报警点，游客如

有需求可拨打相关电话求助。 

红门投诉站：6213332  救护站：6210234  110 报警点：6218338 

中天门投诉站：8066826  救护站：8066280  110 报警点：8226743 

南天门投诉站：8066290  救护站：6158688  110 报警点：8229156 

 

 

 

 

 

 

 

一起游小贴士 
①登泰山没有走过这条路，不能算是真正意义 上

游览过泰山。初次登泰山者强烈推荐。 

②也可把岱庙作为登泰山的起点。全程 9.5 公里，

盘道 7000 余级，其间几无平路，全程攀登需要一

定的体力和毅力，按中等速度走到极顶，约需 4

－6 小时。对此，在登山之前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 

③可以在泰安站下火车后，乘坐 3 路公交车直接

抵达红门登山处；或者乘坐 3、4 路公交车到岱庙

前门，游览完岱庙后，出后门向北行 1.2 公里，就

可到红门登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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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省时的登山线路 — 天外村游览线 

这条线路由两部分组成：前段为天地广场至半山腰中天门的盘山公路，全程约 14 公里；后段是中天门到泰山极顶的高山索道，

全长 2078 米。游客从此路上山，可以饱览泰山的秀丽景色。 

沿这条路上山，登顶之途也由一段汗流浃背的历程，演变成节奏轻快的交通工具大换乘。由于该条线路已实行封闭运行，所有

自驾车来的游客都需要换乘景区旅游专线车辆上山。 

▲ 具体线路 
天外村游览线下起天外村，乘坐旅游专线车，沿黄溪河溯流而上，经过

13 公里的环山公路，到达中天门，是泰山旷区。自然风光为主，文物

古迹点缀。 
 

天地广场是泰山古老文化与现代设计艺术、精湛施工手段完美结合的上

乘之作。 
 

民国年间建成的黑龙潭水库，由高二十多米的拦水大坝阻断古老的西

溪，一处人工瀑布横空出现，非常壮观。 
 
天外村登山游览路的主要景点集中在三个区域，进山口附近的天地广

场、冯玉祥墓、黑龙潭、百丈崖、阴阳界、长寿桥等；接近半山腰的马

蹄峪、香油湾、顺天桥、通天桥、中天门等；以及中天门以上的增福庙、

快活三里、斩云剑、云步桥、五松亭、对松山、十八盘、南天门等。 
 
游览方式 

沿游览公路乘车上山，沿途设有黑龙潭、竹林寺、黄溪河 3 个站点，游

客可在各站点任意上下车游览。 
 
游览时间  旅游专线车上山约 50 分钟。 

 

▲ 其他相关信息 

门票 127 元  旅游专线车上行 30 元，下行 30 元 
 
在天外村设有投诉站和 110 报警点，游客如有需求可拨打相关电话求

助。 

天外村投诉站：6206601  110 报警点：6212690 

 

 

 
 
 

一起游小贴士 
①现在泰山景区实行交通管制，所有的游客必须在天外村换乘景区统一的旅游

大巴；大巴实行随上随下一票制，只要您购买了车票，可以再途中的任意景点

下车游玩。 

②此条路虽然方便快捷，但是以牺牲众多景点为代价的。因此乘车到中天门后，

建议再沿传统登山路攀爬至山顶。 

③天地广场在泰安火车站和老汽车站正北，路程不足两公里。白天乘 3 路公交

车，1 元车票 10 分钟就到。出租车无论白天夜间 10 元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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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便捷的登山线路 — 桃花峪游览线 

这条线路上世纪 90 年代前较闭塞，只有一条土路蜿蜒曲折通达山顶，且少有游人。 

进入 90 年代，先后修建了索道和盘山水泥公路，因登山条件改善，游人大增。 

桃花峪游览线是较为便捷的一条登山线路，尤其对于沿公路从北方来的游客更是如此。 

由于该条线路已实行封闭运行，所有自驾车来的游客都需要换乘景区旅游专线车辆上山。 

▲ 具体线路 
桃花峪位于泰山西麓，桃花峪入口至桃花源 13 公里。桃花峪自然景观秀美

奇绝，是泰山秀区，上段名桃花源，下段称桃花峪，因古时桃林满谷而名。

这条登山线路的特点是以水为伴，有一种人在水中游的感觉。 
 
从泰城沿 104 国道北行 5 公里再沿桃花峪至桃花源旅游公路向东北方向行

驶，即可到达。 
 
桃花源设有单线循环吊厢式空中索道，可直达岱顶。 
 
游览方式  沿游览公路乘车上山，沿途设有钓鱼台、铁佛寺、彩石溪、赤

鳞溪、红雨川 5 个站点，游客可在各站点任意上下车游览。 
 
游览时间  旅游专线车上山约 50 分钟左右 
 

沿途景点  元君庙、彩带溪、钓鱼台、一线泉、元宝石、核桃园、牛角洞、

黄石崖、鹦鹉崖、一线天、猴愁涧、桃花源等。 

 

▲ 其他相关信息 

门票 127 元/人 

旅游专线车上行 30 元，下行 30 元 

桃花源—岱顶索道 80 元/单程，140 元/往返 
 

在桃花峪、桃花源分别设立了投诉站、救护

站和 110 报警点，游客如有需求可拨打相关

电话求助。 
 
桃花峪投诉站：8571068    

110 报警点：8571173 
 
桃花源投诉站：8066183    

救护站：6873126    

110 报警点：8571173 

 

泰山地质一日游 

具体行程 
岱庙 → 红门 →  天外村 →  中天门 →  南天门 →  

后石坞 → 桃花源 → 桃花峪 → 返回 

游览岱庙，参观泰山地质博物馆。 

至红门，步行游览一天门、孔子登临处、红门宫、醉

心园。 

返回至天外村，参观游览石峡园、大众桥。 

乘车途经黑龙潭水库、建岱桥、竹林寺、扇子崖等景点，直达中
天门。 

乘索道至南天门，游览唐摩崖、仙人桥、拱北石等地质景点。 

步行至后石坞，乘后石坞索道直达桃花源，途经彩石园等地质景

点，到达桃花峪。 

在桃花源流域内修建了 5.6 千米长的

连贯步游道，游客能沿溪流前行，也

可顺势上山，于山腰木屋中坐憩，戏

水，满足了游客亲近自然的心愿。 

 

一起游小贴士 
自驾车游客最好沿 104 国道前往景区，进山口

在国道以东约 2 公里处。国道旁有明显的景区交

通标志。 

①该条路线最适宜游览的季节为春夏两季，春天

桃花开时尤其美。 

②桃花源索道专为高空观景设计，可在空中俯瞰

下界，山峰、沟壑、森林、盘道、游人历历在目，

飞鸟从身旁掠过，浮云在脚下缭绕。建议打算乘

索道登泰山时，首先考虑这一条。 

③泰山火车站站前广场有 16 路专线旅游公交车

往返，但下午 5 时便停止运行，请游客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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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生态游（一日游&二日游） 

泰山生态一日游 

行程一：桃花峪  →  桃花源  →  南天门  →  中天门  →  红门 

→ 返回 

由桃花峪乘车上山，沿途经过元君庙、彩石溪、钓鱼台、一

线泉、核桃园、牛角洞、黄石崖、鹦鹉崖、一线天、猴愁涧等，

到达桃花源。 

步行（或索道）至南天门。 

游览天街、唐摩崖、青帝宫、碧霞祠、玉皇顶等景点，步行（或

索道）至中天门。 

途经壶天阁、柏洞、经石峪、斗母宫、万仙楼、红门宫、孔子

登临处、一天门等，至山下。 

 

行程二：天烛峰 → 后石坞 → 南天门 → 中天门 → 天外村

→ 返回 

由天烛峰进山口上山，途经仙鹤湾、天烛峰，到达后石坞。 

游览后石坞自然风光，至南天门。 

游览天街、唐摩崖、青帝宫、碧霞祠、玉皇顶等景点，步行（或

索道）至中天门。 

乘旅游车至天外村广场。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浮生翱  提供） 

泰山生态二日游 

行程一：桃花峪 → 桃花源 → 南天门 → 山顶游览 →

观泰山日出 →  中天门 →  红门  →  普照寺  →  王母池

→ 岱庙 → 返回 

由桃花峪上山，沿途经过元君庙、彩石溪、钓鱼台、一

线泉、核桃园、牛角洞、黄石崖、鹦鹉崖、一线天、猴愁

涧等，到达桃花源。 

步行至南天门。 

游览天街、唐摩崖、青帝宫、碧霞祠、玉皇顶等景点，宿

山上。 

第二天早观日出，经过升仙坊、对松亭、朝阳洞、望人

松、云步桥等景点，到达中天门。 

途经壶天阁、柏洞、经石峪、斗母宫、万仙楼、红门宫、

孔子登临处、一天门等，至山下。 

游览普照寺、王母池、岱庙。 

 

行程二：天烛峰 → 后石坞 → 南天门 → 山顶游览 →

观泰山日出 →  中天门 →  红门  →  普照寺  →  王母池

→ 岱庙 → 返回 

此路线途经仙鹤湾、天烛峰，到达后石坞。 

游览后石坞自然风光，步行至南天门。 

游览天街、唐摩崖、青帝宫、碧霞祠、玉皇顶等景点，

宿山上。 

第二天早观日出，经过升仙坊、对松亭、朝阳洞、望人

松、云步桥等景点，到达中天门。 

途经壶天阁、柏洞、经石峪、斗母宫、万仙楼、红门宫、

孔子登临处、一天门等，至山下。 

游览普照寺、王母池、岱庙。 

 

 

 

 

 

http://www.17u.com/blog/1020509#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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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山文化游（一日游&三日游） 
 

泰山文化一日游 

行程一：红门进山  →  中天门  →  南天门  →  原路返回山下 

→ 岱庙 

由红门进山，途经一天门、孔子登临处、红门宫、万仙楼、

斗母宫、经石峪、柏洞、壶天阁、回马岭等。 

至中天门，步行（或索道）至南天门。 

游览天街、唐摩崖、青帝宫、碧霞祠、玉皇顶等景点，原路
返回山下。 

游览岱庙。 
 

行程二：天外村进山 →  中天门索道  →  南天门  →  桃花源 

→ 桃花峪 → 岱庙 → 返回 

由天外村乘车进山，途经黑龙潭水库、建岱桥、竹林寺、扇

子崖等景点，直达中天门索道。 

乘索道至南天门，游览南天门、天街、唐摩崖、青帝宫、碧

霞祠、玉皇顶等。 

步行（或索道）至桃花源。 

乘车至桃花峪，沿途经过一线天、彩石溪等景点，至山下。 

游览岱庙。 

泰山文化三日游 

行程：岱庙 → 王母池 → 普照寺 → 冯玉祥墓 → 天地

广场  →  黑龙潭  →  长寿桥  →  无极庙  →  扇子崖  → 

宿山下  →  红门 →  中天门 → 南天门→  山顶游览  → 

观泰山日出 → 后石坞 → 天烛峰→ 返回 

游览岱庙、王母池、普照寺、冯玉祥墓。 

至天外村，游览天外村天地广场、天外村游园、黑龙潭

水库、白龙池、黑龙潭瀑布、竹林寺、无极庙、扇子崖等

景点，宿山下。 

第二天早由红门进山，途经一天门、孔子登临处、红门宫、

万仙楼、斗母宫、经石峪、柏洞、壶天阁、回马岭等。 

至中天门，途经云步桥、五大夫松、望人松、朝阳洞、

十八盘、升仙坊等，到达南天门。 

游览天街、唐摩崖、青帝宫、碧霞祠、玉皇顶等景点，宿

山上。 

第三天早观日出。步行游览后石坞、天烛峰、仙鹤湾、

天烛胜境坊。 

乘车返回市内。 

 

其他游览线路 

从玉泉寺至岱顶 20 公里，沿途自然风光奇绝。谷山玉泉

寺，大体位置在岱顶以北 10 多公里处，不过，山路盘旋，实

际距泰城大约 20 多公里。 

游览方式  步行 

沿途景点  玉泉寺、后石坞 

游览时间  7 小时左右 

晚间登山可选择由红门全程步行登山至岱顶，也可选择

乘坐游览车由天外村至中天门再步行至岱顶。 

为方便游客观看泰山日出，天外村游览路专线旅游车实行

24 小时运营，运营期间，车辆满员随时发车，在不满员的

情况下，从第一名游客登车时间算起半小时发车！ 

日出时间比较早，建议在晚间 12 点左右就到天外村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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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住宿 
 

泰山（→  查看泰山附近酒店   → 泰安特价酒店） 

   食：在靠近山麓或在登山途中有泉水处品尝泰山三美（点击查看详情），这是一道非常美味的地道菜。 

来泰山不吃泰安三美，算是没来过泰山。 

    

泰安兆维家亿商务宾馆 
 

 
房型            同程价        

单人间          110 元   

双标间          17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泰山附近酒店 

[137661ef13b] 酒店不错，房间挺干

净的。我觉得很好。 

[1325468ce32] 离泰山很近，出行很

方便，还是不错的！ 

[15168ftznja] 还不错 ,性价比高 ,推荐

入住 ,服务很热情 

→  查看 48 条酒店点评 

   

泰安世佳商务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标准间          188 元   

    豪华标准间       22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泰山附近酒店 

[13861iupbam] 同等价格条件很好，

交通方便，离景点很近。 

[ jch14] 环境很好，服务比较周到，周

围的饭店比较多。 

[13512oufiwp] 服务态度很好离市区

还可以打车 7 块左右…… 

        → 查看 28 条酒店点评 

   

泰安天创宾馆 
 

 
房型           同程价        

     标准间         210 元   

     商务房          23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泰山附近酒店 

[15535zbetku] 是家不错的酒店，环

境设施不错，下次还去这家。     

[13910mpkbir] 环境比较不错，在泰

山脚下，登山方便。室内宽敞，舒适、

套间，该价格商务房很合适。 

   

→ 查看 10 条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3709_13284_TaiShan.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n/SearchList_224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nanjing&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SearchList_224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nanjing&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868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868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3709_13284_TaiShan.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8682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903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903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3709_13284_TaiShan.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39036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286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286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3709_13284_TaiShan.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22863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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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源大街（→ 查看财源大街附近酒店   → 泰安特价酒店） 

这里离火车站、汽车站都非常近，交通很方便。 

食：这里附近吃饭的地方也比较多，可以尝尝特色美食。 

    

泰安天天假日快捷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大床房（内宾）      128 元   

   标准间（内宾）      12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财源大街附近酒店 

[13051pbwncs] 房间还挺好的，光线

布置都很好呀，也都很干净的。 

[13783yydpig] 印象很深刻，环境很

好。感觉挺舒服的，卫生很不错。 

[13247apajon] 服务很周到都很热情

的，酒店所在的位置很好。 

→  查看 5 条酒店点评 

   

泰安快乐驿站商务酒店 
 

 
  房型          同程价        

 特价商务房       108 元   

       标准商务房        13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财源大街附近酒店 

[13837kpoefn] 位置不错，在闹市区，

出入很方便。酒店干净，服务很好，

下次还去。     

[13260lwdagb] 还可以，挺满意的，

同程的服务很不错。 

 

        → 查看 32 条酒店点评 

   

泰安银座佳驿连锁酒店 
 

 
房型          同程价        

经济大床房        119 元   

大床房（内宾）      129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财源大街附近酒店 

[15063zladnk] 旅店位置不错，离岱

庙很近，旅馆还有停车场专人看护服

务很好，给人很有安全感！旅馆干净

卫生，服务人员热情周到。 

[13821pxgaxo] 地 理 位 置 因 为 在 市

中心嘛，还算方便。 

→ 查看 13 条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3709_9416_CaiYuanDaJie.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n/SearchList_224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nanjing&utm_content=zh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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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美食 
 
吃什么？ 
泰山小豆腐 
泰山小豆腐与泰山煎饼是绝配。小豆腐可不是泰山三美中的

豆腐，用山野菜或家常的根、茎、菜加上泡好的黄豆丁做出

来的一种家常菜，比如说萝卜缨子，白菜帮子，菜花叶子等

等做小豆腐的都是主料。 

 

泰山药膳 
泰山层峦叠嶂，气候适宜，水分充足，深山密林中生长着品

种繁多的中草药。主要菜点有药膳鸡、灵芝蒸鸡、灵芝蒸鸭、

何首乌炖羊肉、四叶参蒸鸡、冰糖黄精汤、银杏猪肘、杏仁

豆腐等。 

 

泰山牛肉豆腐丸 
制作时将牛肉斩细，加入精盐、味精、姜末等搅拌上劲；锅

内放入热水，把制好的牛肉馅挤成均匀的丸子煮熟，锅内放

入打好的豆腐方丁与成熟的丸子一块慢火炖约 10 分钟，起

锅，放入香菜末即可。 

 

州城糟鱼 
糟鱼为东平地方传统名吃。特别是州城镇聂、谢两家，世代

相传，技艺精湛，久负盛名。所制糟鱼，鱼体完整，骨肉同

食，味美，香而不腻，被誉为东平特有名吃。糟鱼制作，多

选用鲫鱼、粘鱼、黑鱼等，洗净下锅，首尾相交，上下分层

（大者在下），加适量香料、红糖、食盐、老汤、温水等。

以木柴文火通夜焖炖，次日即可食。 

 

泰山酥锅 
老泰城每家都有每家的做法，每家都有每家的味道，主料是

带皮猪肉、海带、藕、白菜等。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梦在远方  提供） 

 

在哪儿吃？ 
泰山三美 
三美就是白菜、豆腐、水。白菜选用泰山黄芽白菜，豆腐为

石膏点制的，水是泰山泉水。来泰山不吃泰安三美真是算是

没来过泰山。无论去高档饭店，还是到街头餐馆，你都能品

尝到清香味美的泰安三美豆腐。另外豆腐丸子、锅塌豆腐、

砂锅豆腐、奶汤豆腐、软烧豆腐、羊肉炖豆腐也是到处皆有

的美味小吃。 
 
推荐   建议你选择靠近山麓或在登山途中有泉水处品尝这

道菜。也可以去泰山菜馆，虽说价格不菲，但泰山菜却做的

非常地道。 

 

泰山野菜宴 
泰山野菜宴可分为冷盆类、油炸类、蛋炒类、腌制类、汤羹

类等，尤以姜汁荠菜、炸荷香等是最有名的。 
 
推荐  泰城的酒店餐馆都有卖，不过想吃地道的，还是推荐

大一点的餐馆。想买来自己做，就去客栈南边的南门市场，

各种时令野菜都有，都是山民早晨上山采了，下山在菜市场

的路边卖的。 

 

泰山大煎饼 
主要原料采用小米或玉米，以小米原料的为上品。在加工前

多了一道发酵的工序，使之有酸甜两种口味。泰山煎饼薄如

蝉翼，几乎透明，一张直径 70 厘米的煎饼才一两左右。以

煎饼为主料的小吃有油煎饼（煎饼加葱油、豆腐或白菜等馅

烙制）、糖酥煎饼（小米面加白糖烙制）等。煎饼卷大葱更

是妇孺皆知的街头小巷大众美食。 
 
推荐  如果自己带回家吃，推荐洼子街西口，这是供泰安市

民自己吃的煎饼摊，可以放心选购。如果带回去送朋友，可

以去统一银座去选购各种包装的礼品煎饼。 

 

泰山赤鳞鱼 
泰山赤鳞鱼为泰山独有珍品，形体虽小，但肉质细嫩，味道

鲜美，刺少，无腥味，营养价值高。以赤鳞鱼入菜，可清氽，

可干炸，最有名的是“龙凤宝珠汤”。常见名菜有：干炸赤

鳞鱼、清氽赤鳞鱼、凤尾赤鳞鱼等。 
 
推荐  泰山东麓的东御道，在酒店 30 元/条的赤鳞鱼在这儿

只要 12 元左右，绝对是让你看着从池子里捞出下锅的，泰

山的各种山野菜在这儿都能吃的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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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特产 
 
泰山四宝 
“赤灵芝”、“何首乌”、“泰山参”、“穿山龙”被誉为

“泰山四宝”，泰山四宝都是自然生长，无任何污染，很多

的益于人体健康的多种微量元素，是营养佳品，也是大补的

东西。 
 
提醒 不要在景区买特产可是个常识，市区大型超市都有专

柜，包装有大有小，价格也在 40-200 元左右，也有单独包

装的切片卖。 

 

灵芝 
泰山的珍贵特产。每逢夏季泰山气温渐高，林间相对湿度逐

渐增大，再加上树上繁茂，阳光散射，因而造成了泰山灵芝

生长迅速的先天条件。在此季内，只要耐心寻找，即可在栎

或其他阔叶林下的朽木桩旁采摘到。 

 

燕子石制品 
又名蝙蝠石，学名蒿里山虫化石。燕子石石片色多深绿、浅

绿，间有紫褐；虫化石色呈微黄，凸出石面，一般 2 厘米至

4 厘米大小，须翅翎羽皆栩栩若动，形如飞燕，状若翔蝠；

石质细腻，沉透如玉，叩有铜声，抚如凝脂。 
 
用燕子石制作的燕子石砚，保潮耐涸，易于发墨，不伤笔毫，

备受历代文人的珍爱。近年制作的燕子石镇尺、花瓶、胸坠、

鼻烟壶等，造型或飞禽鱼兽，或神仙灵异等，远销日本、东

南亚、港澳等国家和地区。 
 
岱庙北门的旅游用品店及摊上都有卖，但是大多做工粗了

点，讲价到 30-50 元就能得手掌大小一块。如果是周六的话，

可以到红门下面的文化市场去看看，回有更多选择。 

 

 

 

 

 

 

 

 

 

 
 

泰山四宝  墨玉  燕子石制品  扑克（从左往右）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新驴一头  提供） 

 
木鱼石制品 
木鱼石独产于泰山山脉的曼寿山，十五亿年前海底沉淀生成

的一种珍贵玉石矿材，是世界上罕见的天然保健矿石。泡水

十分钟，接近或达到优质矿泉水的标准。市场上有卖保健品

杯、饮水器、茶具、酒具、餐具、文房四宝等。 
 
出手前要货比三家，这个木鱼石又称木纹玉，呈紫檀颜色，

精加工后表面光滑细腻，纹理清晰，石质分三层，颜色深、

纹理清晰为上品，反之则较差，没有木纹的产品不称为木鱼

石。这一点很重要。 

 

墨玉 
泰山墨玉系山中一种特产的黑石，石质细腻而温润，色泽乌

黑而光亮，是雕刻用的优质石材。 
 

此石研制生产的工艺品有：亭、坊、殿、阁楼、仿古鼎炉、

石兽、章料及文房用具，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 

 

天花 
这是泰山独有食用菌-天花菜。8～9 月份生于岱阴枯木丛中，

以多以核桃树桩为生长基，季节性强，不易采寻，是上等滋

补佳品。各大超市有卖，以品色定价，65-100 元/斤。 

 

红心萝卜 
泰安红心萝卜以夏张产的为最好，个头匀称，一般都在半斤

左右，青皮白瓤里呈现着清晰的红绿，质地细腻，汁多味甘，

清脆爽口，并具有消食、健脾、理气、清热解毒等功能。对

红心萝卜有句美称：“烟台苹果，莱阳梨，赶不上泰安的萝

卜皮”。 

 

泰山神话传说系列动漫扑克 
这套扑克精心选取泰山最具代表性的故事构成，首套共计 53

个独立小故事，包括洞宾戏牡丹、南天门、王羲之留字、苛

政猛于虎等带有明显泰山文化烙印的故事。 
 
在外形设计上，以紫色为主题色，象征“紫气东来”，并将

碧霞元君动漫形象以及岱庙形象放于显著位置，寓意祈福纳

祥。扑克牌面上印有动漫形式的神话故事，并在牌面底端配

有相关文字解释，让人在娱乐的同时了解泰山文化。 
 
这是比较好玩的东西，泰山沿途的店铺都有卖，不过随着海

拔的增长价格也在增加。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131580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泰 山  

                                  - 22 -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泰山旅游贴士 
 
气候  泰安属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13℃，7 月份气温最高，1 月份最低。年平均降水量 697 毫

米。山顶气温一般比山下常年低 7～8℃。 

 

最佳旅游时间  泰山最佳旅游时间是夏季，登山观日出

的黄金季节是每年的 5 月。 

 

登山天气 对泰山的气候特点应有所了解，登山前一天关

注登山当天的天气预报。带好衣物早晚御寒，防止感冒；准

备防晒护皮用品，以免晒伤。 

 

登山方法  登山途中主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掌握上

山、下山的速度，运动不要过于猛烈，造成肌肉拉伤；二是

途中休息，尽量不要坐在潮湿的地上或风口处，如出汗较多，

可稍宽衣领，尽量不要脱衣摘帽，以防伤风受寒。每次休息

时可自行按摩腰腿部肌肉，防止肌肉僵硬。 

 

重要电话号码  
泰安市旅游局电话：0538-8209949 

泰安市旅游投诉电话：0538-8285462 

 

登山衣着 原则上，登山衣着应富机动性与调节性，符合

保暖、保护、舒适的特点。通常情况下，高山气温低于平地

气温，每上升一千米气温降低 6℃。因此，登山服装要格外

注意它的饱暖性，即使在夏天最好也穿绵质的带袖衣服，避

免登山途中着凉，尤其选择夜登泰山时要格外注意此项。 

 

登山鞋 登山鞋是所有登山装备中最重要的装备。建议游

客登山前选择适合自己的轻型登山鞋。这种鞋透气性高，行

走舒适，鞋底摩擦性大，最适合登山穿。 

 

遮阳帽和防晒霜 游客在登山前应涂抹防晒霜，最好戴

遮阳帽，避免被紫外线晒伤皮肤。另外，这里特别建议游客

登山途中不要使用遮阳伞，因为山上风大，空气对流速度快，

遮阳伞并不实用，反而增加登山负担。 

 

自驾高速过路费信息 7 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在春节、清

明、劳动节、国庆节等 4 个国家法定节假日及连休日可免费

通行依法批准设置的收费公路(含收费桥梁和隧道)。免费时

段从节假日的第一天 0:00 开始，最后一天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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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游小贴士 
1）学生，老人门票是半价的。请相关驴友一定要带好自己

的学生证或老年证。 
 

2）门票一定要保留，如果是几个人一起游玩，最好个人拿

个人的。半路都有复查门票的，人很多分开走的尤其注意：

别让坐索道的人把门票给全拿走了，而爬山的人很可能会被

查住补票的。 
 

3）房间最好要早预定，越早房价越低（是周六与节假日期

间尤其注意），那期间人很多，山顶宾馆都需要预定：“订

房两种方式 :一种是电话口头预约房间（房间保留到一定的时

间）。另一种是到银行打一部分订金预订（房间会一直保

留）。”否则好宾馆的房间很难住上，而且价位要比预定客

户贵很多。平时的话，临时找个宾馆问题不大。 
 
4）要是临时找的话，不要让任何宾馆里的拉客人员忽悠，

山上是百分之三十左右提成的；山下更严重，是百分之五十

左右的提成。自己找则可以便宜很多，千万要注意。若有拉

客人员强行跟随处理方法：告诉其自己已经住下，或者已经

订好宾馆了，打过订金了。一般拉客人员会不再跟随。 
 
5）山顶住宿，房价变化。 

A、早上到中午下午三点半，住宿人员少，房价稳定，房价

不高不低。 

B、下午三点到七八点钟，住房的高峰期，期间房价会上升

很大，变动也很大。 

C、九点之后，住宿人员变少很多，若有很多空房（如淡季）

尽量砍就是。房价低很多。  

D、夜登泰山之人，一般晚上一点到三点，住宿人员变多，

但此时房价很低，一般是宾馆低价，爬了一晚，抓紧找个宾

馆住下吧。请根据个人情况，自己选择住宿时间吧。 
 

6）泰山纪念品，在上山一路，都有商店卖，但物价是随着

海拔递升的，因此若有喜欢的物品尽早购买，越早价越低，

并且买时一定要注意砍价。 
 
7）水是一定要带的，晚上山路好像没有卖东西的 ,可以带点

吃的，但一定注意重量，否则会太累。 
 
8）爬山之前看看天气预报，不要带太重的东西，尽量穿挡

风的衣服，山上阴天有风会冷一些，如果没风也不太冷，山

顶有租衣服的，一起租的多可以讲价，不会太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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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泰山】普照寺的那一份清静  
2011-12-01  作者：小雷旅行  

经过一段青石板路，翠绿松柏环绕的隐喻普照寺浮现眼前…初冬的阳光锐利，虽

有阳光的普照，也不免让人感到寒冷，初冬的普照寺用清静与幽美形容恰似不过，

也许此时的寺院没有了游人这么一说，路上遇不到几个来此拜佛的游客，银杏叶

落满整个寺院而萧瑟带有寒意的初冬又让普照寺显得这般宁静……[查看全文] 

 泰山曲阜五日休闲游实战攻略：登泰山  
2011-8-20 作者：天涯无际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千里之行、始于攻略，网上

至今仍有不少网友在咨询泰山曲阜自助游的一些细节问题，对这种迫切的信息需

求感同身受。我等泰山曲阜休闲自助游谈不上独特，但毕竟也是一次实践检验，

某些细节和经历对其他朋友也许有实际的借鉴意义……[查看全文 ] 

 泰山，男人的山  
2010-7-2  作者：林仙儿  

观山是山，是本真；观山不是山，是境界。从山东泰安回来，我对宝贝说，你长

大后应该去一次泰山，最好是一个人去，因为那是男人的山。当你站在巍峨的玉

皇顶时，脑海中浮现出“登泰山而小天下”的煌煌气象，定会升腾起一种征服自

然的胜利感，心底颇有些唯我独尊的豪迈……[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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