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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抢先看
万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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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脚的“云辉玉宇”牌楼，经排云门，
二宫门，排云殿，德辉殿，佛香阁，
直至山顶的智慧海，形成一条层层上
升的中轴线。

昆明湖
昆明湖是一个半天然、半人工湖。
湖中西堤把湖面划分为三个水域，
水域各有一个湖心岛。这三个岛象
征着古老传说中的东海三神山──
蓬莱、方丈、瀛洲。

佛香阁
佛香阁是园内布局最完整、建筑形
式最丰富的中轴建筑群体，殿、阁、
廊等建筑层层升高，排列有序，气
势巍峨，金碧辉煌。

提前早知道

P4 解读颐和园
P5 颐和园线路推荐
P8 到达颐和园
P9 景点介绍
P12 住宿
P13 周边美食
P14 特产
P15 旅游贴士

鸣谢

适合人群： 所有人
本攻略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果版权拥有者

适合天数： 2 天
花费预算： 200 元

或者作者发现自己作品被使用，请及时向欣欣旅游

最佳旅游时间：去颐和园最好是阳光明媚的时刻，可看风吹浮云、

网提出通知，欣欣旅游网将及时移除相关内容或者

湖面光影变幻。站在佛香阁上可以眺望北京市容。

本地人忠告

添加作者的版权信息。
在此，本攻略特别鸣谢网友：

1、颐和园和普通的公园差不多，也没什么要特意准备的，就是带
好水，因为里面卖的水很贵。

孙家庄 、树

熊、懒猴 、宝贝猪乖乖

2、不要买通票。只买门票，到佛香阁再单独买票进去，苏州街根
本不用买票，在桥上看看就行了，又可省一笔银子。

欣欣百宝箱
品质线路

特价酒店

优惠门票

打折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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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那些事
颐和园历史
颐和园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整的博物馆式皇家园
林。1750 年始建，原名清漪园，历时 15 年竣工，是为清代北京

为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玉器展馆展出的玉器以明清为主。这
一时期，玉器处于发展高峰，尤以清乾隆时期的玉雕最为著名，玉
雕质地纯美、精工细作、技术娴熟。
书斋文物：颐和园文昌院书斋是按清代皇家书斋的格局布置
的。里面不仅列的清中期恢弘大气的紫檀镶珐琅九龙宝榻、造型古
朴典雅紫檀嵌珐琅书案，还展出了一套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
。

著名的“三山五园”
（香山 静宜园、玉泉山 静明园、万寿山 清漪
园、圆明园、畅春园）中最后建成的一座。咸丰十年（公元 1860
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同遭严重破坏。

杂项文物：颐和园杂项类文物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字画、
织绣、翡翠工艺品、金银器、竹木牙角器、钟表、玻璃器皿、甚至
汽车等等，这些文物大都是当年御苑中的装饰品、生活用品及慈禧

1886 年，光绪皇帝在原基址上按原规模重建，两年后，慈禧
挪用海军军费（以海军军费的名义筹集经费）修复此园，改名为“颐

接受的贺礼，其中不乏极具历史及艺术价值的珍品。

和园”，其名为“颐养太和”之义，作为慈禧太后的颐养之地。光
绪二十一年（公元 1895 年）工程结束。
颐和园成为晚清最高统治者在紫禁城之外最重要的政治和外
交活动中心，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见证与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
生地。1898 年，光绪帝曾在颐和园仁寿殿接见维新思想家康有为，
询问变法事宜；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被长期幽禁在园中的玉澜堂；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 1900 年），颐和园又遭八国联军洗劫，翌年，
慈禧从西安回到北京后，再次动用巨款修复此园。1924 年，颐和
园辟为对外开放公园。1998 年 12 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珍贵文物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孙家庄

园内布局
万寿山，属燕山余脉，高 58.59 米。建筑群依山而筑，万寿山
前山，以八面三层四重檐的佛香阁为中心，组成巨大的主体建筑群。

中国古典园林的内外陈设布置是其园林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设布置的内容、品位直接反映着园林的类型、功能及其主人的嗜
好、素养和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今天的现代人来说，古典
园林的内外陈设都已成为了珍贵的园藏文物。
目前，颐和园园藏文物计有四万余件，品类涉及铜器、玉器、
瓷器、木器、漆器、书画、古籍、珐琅、钟表等，几乎涵盖了中国
传世文物的所有门类，并有不少外国文物；从价值上看，国家级文
物有二万余件，其中包括虢宣公子白鼎、缂丝长轴佛像图等国宝级
珍品。
玉器：玉器不仅以质纯色美深受人们喜爱，而且还被赋予了极

东侧有“转轮藏”和“万寿山昆明湖”石碑。西侧有五方阁和铜铸
的宝云阁。后山有宏丽的西藏佛教建筑和屹立于绿树丛中的五彩琉
璃多宝塔。山上还有景福阁、重翠亭、写秋轩、画中游等楼台亭阁，
登临可俯瞰昆明湖上的景色。
颐和园昆明湖是清代皇家诸园中最大的湖泊，湖中一道长堤─
─西堤，自西北逶迤向南。西堤以及堤上的六座桥是有意识地摹仿
杭州西湖的苏堤和“苏堤六桥”，使昆明湖益发神似西湖。从昆明
湖上和湖滨西望，园外之景和园内湖山浑然一体。湖区建筑主要集
中在三个岛上。湖岸和湖堤绿树荫浓，掩映潋滟水光，呈现一派富
于江南情调的近湖远的自然美。

返回目录

02

后湖的河道蜿蜒于万寿山北坡即后山的山麓，造园匠师巧妙地
利用河道北岸与宫墙的局促环境，在北岸堆筑假山障隔宫墙，并与
南岸的真山脉络相配合而造成两山夹一水的地貌。河道的水面有宽
有窄，时收时放，泛舟后湖给人以山复水回、柳暗花明之趣，成为
园内一处出色的幽静水景。

光绪（1871——1908 年）
爱新觉罗·载湉，清德宗光绪皇帝，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四岁
登基，由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至 18 岁。此后虽名义上归
政于光绪帝，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1894 年甲午战
争爆发，中国战败。1898 年，光绪帝启用康有为，梁启超等进行

后山的景观与前山迥然不同，是富有山林野趣的自然环境，林

“戊戌变法”，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受到以慈禧太后

木蓊郁，山道弯曲，景色幽邃。除中部的佛寺“须弥灵境”外，建

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光绪帝打算依靠袁世凯囚禁慈禧，但被袁出

筑物大都集中为若干处自成一体，与周围环境组成精致的小园林。

卖，从此被慈禧幽禁在中南海瀛台。整个维新不过历时 103 天，

它们或踞山头，或倚山坡，或临水面，均能随地貌而灵活布置。
后湖中段两岸，是乾隆帝时摹仿江南河街市肆而修建的“买卖街”

故称“百日维新”。光绪三十四年，光绪帝暴死，终年 38 岁。庙号
德宗，葬于河北易县崇陵。

遗址。后山的建筑除谐趣园和霁清轩于光绪时完整重建之外，其余
都残缺不全，只能凭借断垣颓壁依稀辨认当年的规模。谐趣园原名
惠山园，是摹仿无锡寄畅园而建成的一座园中园。全园以水面为中
心，以水景为主体，环池布置清朴雅洁的厅、堂、楼、榭、亭、轩
等建筑，曲廊连接，间植垂柳修竹。池北岸叠石为假山，从后湖引
来活水经玉琴峡沿山石叠落而下注于池中。流水叮咚，以声入景，
更增加这座小园林的诗情画意。

颐和园相关人物
慈禧太后（1835——1908）
清咸丰帝妃，叶赫那拉氏。满洲正黄旗人。咸丰十一年，其 6
岁子载淳继帝位，与皇后钮祜禄氏并尊为皇太后，徽号慈禧。伙同
恭亲王奕訢发动宫庭政变，垂帘听政。掌实权，重用曾国藩、李鸿
章、左宗堂等汉族地主武装力量，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和少数民
族起义。同治十三年载淳病死，又立其四岁侄载湉为帝，改元光绪，
继续听政。采用李鸿章等“自强求富”的洋务方针，开办军事工业，
训练海军和陆军。光绪十五年（1889 年）撤帘归政，仍操大权。
中日甲午战争时怯战主和。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发动“戊戌
政变”，囚禁志行新政的光绪帝。二十八年与兵临北京的八国联军
签定不平等之《辛丑条约》，推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的外交政策。光绪十二年，授意重修颐和园，驻园时间为清代帝后
中最长者。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孙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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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颐和园
如果说储秀宫寄托了少女慈禧和少妇慈禧的青春梦幻，记录了
她最初的审美追求和权力轨迹的话，那颐和园就应该是慈禧与艰难
国事博弈和妥协的一个载体，而慈禧本人也选择将这座园林作为自

2014 颐和园开放时间及门票价格
开放时间
旺季（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己人生的最后归宿。
大门开放时间：06：30-18：00；
整个园区以昆明湖、万寿山为基础，将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与
意境融合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山水园景，也是现存最完整的一座清代

园中园开放时间：08：30-17：00；静园时间为 20：00；

行宫御苑。颐和园原是清朝帝王的夏日行宫花园，其中佛香阁、长

淡季（11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

廊、石舫、苏州街、十七孔桥、谐趣园、大戏台等都已成为家喻户
晓的代表性建筑。
园中主要景点大致分为三个区域：
以庄重威严的仁寿殿为代表的政治活动区，是清朝末期慈禧与
光绪从事内政、外交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以乐寿堂、玉澜堂、宜
芸馆等庭院为代表的生活区，是慈禧、光绪及后妃居住的地方。
以长廊沿线、后山、西区组成的广大区域，是供帝后们澄怀散
志、休闲娱乐的苑园游览区。万寿山南麓的中轴线上，金碧辉煌的

大门开放时间：07：00-17：00；
园中园放时间：09：00-16：00；静园时间为 19：00

门票价格
淡季票价（每年 11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
20 元，学生票 10 元，联票 50 元
园中园门票（不分淡旺季，购买联票者不用再买票）：佛
香阁 10 元；苏州街 10 元；文昌院 20 元；德和园 5 元。

佛香阁、排云殿建筑群起自湖岸边的云辉玉宇牌楼，经排云门、二
宫门、排云殿、德辉殿、佛香阁，终至山颠的智慧海，重廊复殿，
层叠上升，贯穿青琐，气势磅礴。巍峨高耸的佛香阁八面三层，踞
山面湖，统领全园。
而今这里已经成为北京最富盛名的旅游盛地，每日宾客如织。
而这座御花园的四季各有不同，春梅夏荷，秋叶冬雪，不管什么季
节都有其独到的美色。如果想多了解些历史及各处景点的精彩之
处，可以向服务处租借讲解器。
游览方法：
颐和园公园正体可分为三部分：万寿前山、昆明湖、后山后湖。
前山以佛香阁为中心，周围是巨大的古代建筑群。
昆明湖在万寿山南麓，湖中有一座南湖岛，连接两岸的就是著
名的十七孔桥。
后山后湖主要指万寿山以北的园区，其中西段有苏州街，东段

旺季票价（每年 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
30 元，学生票 15 元，联票 60 元，园中园门票价格同上

优惠政策
免费范围：
1.2 米以下儿童免费、北京市 65 岁以上老人、
残疾人、
（离、
退）休军人、现役军人和武警官兵、离休证者、（省、部）级以上
劳模、导游等凭证件免票，不过不包含园中园门票。

半价范围：外地 70 岁以上老人、大中小学生、外国留学
生（不含成人教育）、社会保障金领取证的人员半价，不含园中园。

特殊节日：
六一儿童节，儿童免收入园门票。集体游园的儿童和小学生，
带队的老师不超过所带儿童 10%的，亦可免费入园。 三八妇女节、
五四青年节，对单位介绍信的，门票半价（不含园中园）
。

有谐趣园等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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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线路

颐和园景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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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经典线路
是我国保存最完整、最大的皇家园林，也是世界上著名的游览胜地之一，属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颐和园的面积达 290 公
顷(4350 亩)，非常的大，而且大部分是用脚来走，逛的脚疼。
为了让游客更好地玩颐和园，公园特别推荐了三大条精品游览路线(东宫门入园 4 条，北宫门入园 3 条，新建宫门入园 2 条)。

东宫门入园路线
线路A：

线路C：

东宫门——仁寿殿——德和园——文昌院——玉澜堂、宜芸

东宫门——仁寿殿——德和园——文昌院——玉澜堂、宜芸

馆——乐寿堂 ——长 廊——排 云 殿——佛 香 阁——石 舫

馆——乐寿堂——长廊——排云殿——佛香阁——苏州街——

——耕 织 图 景 区——如 意门。（约

北宫门。
（约

3 小时行程）

2

小时行程）

线路B：

线路D：

东宫门——仁寿殿——德和园——文昌院——玉澜堂、宜芸

东宫门——仁寿殿——德和园——文昌院——玉澜堂、宜芸

馆——乐寿 堂 ——长 廊——排 云 殿——佛 香 阁——石

馆——乐寿 堂 ——长 廊——排 云 殿——佛 香 阁——苏

舫——乘 船 至 南 湖 岛——十七孔桥——铜牛——新建宫门。

州街 ——澹 宁 堂——谐 趣 园 ——东宫门。
（约 2.5 小时行

（约 2.5 小时行程）

程）

北宫门入园路线
线路A：
线路B：
北宫门——苏州街——四大部洲——佛香阁——排云殿—
北宫门——苏州街——澹宁堂——谐趣园——仁寿殿——

—长廊——石 舫 ——乘 船 至 南 湖 岛 ——十 七 孔 桥 —
—铜 牛 ——昆 明 湖 东 堤 ——文 昌院——玉澜堂、宜芸馆
——乐寿堂——德和园——仁寿殿——东宫门。（行程 3 小时）

德和园——玉澜堂、宜芸馆——文昌院——乐寿堂——长廊——
排云殿——佛香阁——石舫——耕织图景区——如意门。
（花费的
时间约

2.5 小时行程）

线路C：
北宫门——苏州街——石舫——长廊——排云殿——佛香
阁——乐寿堂——德和园——文昌院——仁寿殿——东宫门。
（约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孙家庄

2 小时行程）

返回目录

06

新建宫门入园路线
线路A：
新建宫门——昆明湖东堤——文昌院——仁寿殿——德和园——玉
澜堂、宜芸馆——乐寿堂——长廊——排云殿——佛香阁——苏州街——
北宫门。
（约

2.5 小时行程）

线路B：
新建宫门——南湖岛——十七孔桥——铜牛——乘船至石舫——耕
织图 景 区 ——苏 州 街——佛 香 阁——排 云 殿——长 廊 ——乐
寿 堂——德 和园——玉澜堂、宜芸馆——文昌院——仁寿殿——东宫
门。
（约

3

小时行程）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树熊

欣欣推荐线路

北京奥运一日游
218 元起

立即预订

北京故宫一日游|含价值 80 元慈禧水道
238 元起

立即预订

北京精品 2 日游
280 元起

立即预订

北京纯玩五日游-全程无购物
750 元起

立即预订

北京纯玩 3 日游_特色景点十大赠送
550 元起

立即预订

八达岭长城、十三陵陵墓精华 1 日游
100 元起

立即预订

>>更多颐和园及北京线路推荐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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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交通和园交通
交通注意事项：

公交：
到颐和园东宫门（也称正门）：332 路、332 路专线、330 路、
346 路、394 路、718 路、801 路、808 路、运通 106 线、717
路、333 路 、817 路；
到颐和园北宫门：303、330、331、346、375、384、393、
634、716、718、696、683、801、808、817、834、特 5；
到颐和园新建宫门：374、437、704、992、481、952；
到颐和园西门：469

公交贴士：
编号在 600 路以下的公共汽车，单一票价，1 元/人，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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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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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部分
空调车是 2 元起价，价格累进方式也是前 12 公里是起价，每增
加 5 公里票价增加 1 元

自驾
1.驾车从西北四环香山方向出口出去，行至中坞路口，一直向

地铁贴士：

北（玉泉山方向）直行，大约５００米（北坞村）见红绿灯右转，

1）北京轨道交通（不包括机场线）采用单一票制，票价 2 元。可

一直向东行驶即到颐和园西门。颐和园收费停车场不大，但可以将

使用单程票/福利票和一卡通储值卡。

车辆停在路边（不收费）。
2.从东四环向西行驶至火器营桥出口出去，沿辅路穿过火器营

2）首都机场客运专线采用单一票制，票价 25 元。可使用机场快
轨单程票和一卡通储值卡。

桥，下桥后右边有一条小路（汽车检测场东墙外）
，沿小路一直向
北直行，行驶大约１５００米即到颐和园西门。这条路车辆很少，
但路面较窄。游完后可原路返回。

出租车贴士：
白天（早 5：00—晚 22：59）
起步价 10 元（三公里以内），超出（含）三公里至十五公里以内

地铁

的公里数每公里按 2 元计费。超出（含）十五公里以外的公里数（每
乘地铁四号线，北宫门下车即到（北宫门）。也可在西苑下车，
经由同庆街西行 500 米到达颐和园东宫门（正门）。

公里加收 50%空驶费）按 3 元计费。乘距超过基价公里（3 公里）
后，收取燃油附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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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懒猴

叫车成功后需付 3 元服务费

返回目录

08

景点介绍
颐和园由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主体框架，面积 300 多万平方米，水面约占四分之三。
颐和园继承了中国历代皇家园林的传统，又汲取了江南私家园林的造园艺术菁华，兼具北方山川雄浑宏阔的气势和江南水乡婉约清丽
的风韵，并蓄帝王宫室的富丽堂皇和民间宅居的精巧别致。

万寿山
万寿山，属燕山馀脉，高５８.５９米。建筑群依山而筑，万寿
山前山，以八面三层四重檐的佛香阁为中心，组成巨大的主体建筑
群。从山脚的“云辉玉宇”牌楼，经排云门、二宫门、排云殿、德
辉殿、佛香阁，直至山顶的智慧海，形成了一条层层上升的中轴线。
东侧有“转轮藏”和“万寿山昆明湖”石碑。西侧有五方阁和铜铸
的宝云阁。后山有宏丽的西藏佛教建筑和屹立于绿树丛中的五彩琉
璃多宝塔。山上还有景福阁、重翠亭、写秋轩、画中游等楼台亭阁，
登临可俯瞰昆明湖上的景色。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孙家庄

昆明湖

长廊

昆明湖背山面城，北宽南窄，向南延长，形状像人的心脏。湖
周长约 15 公里，面积纣为 2.2 平方公里。在北京郊区密云水库等
建成之前,昆明湖是北京城内外的最大湖泊．它湖面广阔，水色清
碧，平均深度 1.5 米，最深处约 3 米。湖面部有一座长堤，是仿杭
州西湖而建．纵贯南北的西堤和另一小堤把湖面分为三部分:西堤
以东是南沏,水面最广,偎山带景,是现在的游览中心区；西堤以西,
北部称西湖,南部为调节水流的养水湖。

在颐和园众多的廊中，万寿山下横贯东西的彩画长廊是中国园
林中最精彩的廊的代表。它像一条美丽的飘带，将分布在湖山之间
的楼、台、亭、阁、轩、馆、舫、榭有机地联缀成为整体。从乐寿
堂西的邀月门开始，至西面的石丈亭为止，长廊共有 273 间，全
长 728 米，廊宽 2.28 米，柱高 2.52 米，柱间 2.49 米。廊的中间
建有象征春、夏、秋、冬的留佳、寄澜、秋水、清遥四座八角重檐
亭。东西两段又各有短廊伸向湖岸，衔接着对鸥舫和鱼藻轩两座水

昆明湖著名的十七孔桥横跨在南湖岛和东岸之间．桥长 150

榭。西北部连着山色湖光一楼。

米,像一条长虹架在粼粼碧波之上．它系仿著名的卢沟桥之作,桥上
每个石拦住顶部都雕有形态各异的石狮,显得精致、雄伟和美观．十
七孔桥东头湖岸上矗立着一座全国最大的八角亭,附近蹲卧着一座
如真牛一样大小的铸造精美的铜牛,昂首竖耳,若有所闻而回首惊顾
的神态,非常优美生动,原取神牛镇水之意,现为珍贵文物。

长廊的每根廊枋上都绘有大小不同的苏式彩画，其 14000 余
幅。内容有西湖风景、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等，许多画面是乾隆皇
帝南巡时临摹沿途的景色。人物画大多出自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
楼梦》
、《西游记》
、《水浒传》
、《三国演义》
、《聊斋》
、《封神演义》
中的故事，因此长廊又是一条艺术的画廊。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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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宫门区
在颐和园最东边。这一带原是清朝皇帝从事政治活动和生活起
居的地方，包括朝见大臣的仁寿殿和南北朝房、寝宫、大戏台、庭
院等。东宫门现在是颐和园的正门，它坐西朝东，门楣檐下全部用
油彩描绘着绚丽的图案。六扇朱红色大门上嵌着整齐的黄色门钉，
中间檐下挂着九龙金字大匾，上书“颐和园”三个大字，为光绪皇
帝御笔亲题。门前御道丹陛上的云龙石雕刻着二龙戏珠，为乾隆年

佛香阁
位于在万寿山前山中央部位的山腰，建筑在一个高 21 米的方
形台基上，是一座八面三层四重檐的建筑；阁高 41 米，阁内有 8
根巨大铁梨木擎天柱，结构复杂，为古典建筑精品。原阁咸丰十年
（1860 年）被英法联军烧毁后，光绪十七年（1891 年）花了 78
万两银子重建，光绪二十年（1894 年）竣工，是颐和园里最大的
工程。阁内供奉着“接引佛”
，供皇室在此烧香。

代所刻，是从圆明园废墟（安佑宫）上移来的，它是皇帝尊严的象
征。东宫门当年只供清朝帝后出入。

玉澜堂

排云殿
在万寿山前建筑的中心部位，原是乾隆为他母亲 60 寿辰而建
的大报恩延寿寺，慈禧重建时改为排云殿，是慈禧在园内居住和过
生日时接受朝拜的地方。
“排云”二字取自郭璞诗神仙排云山，但
见金银台”
，比喻似在云雾缭绕的仙山琼阁中，神仙即将露面。从
远处望去，排云殿与牌楼、排云门、金水桥、二宫门连成了层层升
高的一条直线。排云殿这组建筑是颐和园最为壮观的建筑群体。

仁寿殿
仁寿殿在颐和园大门东宫门内。 是慈禧、光绪坐朝听政的大
殿，接受恭贺和接见外国使节的地方，是颐和园听政区的主要建筑，
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变法维新运动的策划地之一。仁寿殿内吸引人的
是一只蹲在石须弥座上的铜铸异兽 ，龙头、狮尾、鹿角、牛蹄、
遍体鳞甲，造型离奇怪异，是传说中的瑞兽麒麟。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树熊

玉澜堂在昆明湖畔。是光绪皇帝的寝宫，是一座三合院式的建
筑，正殿玉澜堂坐北朝南，东配殿霞芬室，西配殿藕香榭。三个殿
堂原先均有后门，东殿可到仁寿殿，西殿可到湖畔码头，正殿后门
直对宜芸馆。该组建筑初建于乾隆十五年，1860 年被烧，1892
年重建。"戊戌变法"失败后，曾于此处囚禁光绪。当时为防止光绪
与外界接触，曾砌了多道墙壁，今虽大部分拆除，但仍能见到痕迹。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孙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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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园

十七孔桥

在仁寿殿之西北，是慈禧 1891 年耗费白银 71 万两所建供自

十七孔桥坐落在昆明湖上，飞跨于东堤和南湖岛之间，用以连

己听戏的场所。当年，这里与紫禁城里的畅音阁、承德避暑山庄的

接堤岛，为园中最大石桥。石桥宽 8 米，长 150 米，由 17 个桥洞

清音阁并称清宫三大戏台。德和园大戏楼有三层，高达 21 米。底

组成。石桥两边栏杆上雕有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石狮 500 多只。

层的戏台宽 17 米，戏台的顶板有天井，台底设地井，可以按照剧
情需要，演员由天井下降，或由地井钻出。戏台二层设有绞车架，

铜牛在昆明湖东岸，十七孔桥东桥头北侧。1755 年用铜铸造，
称为“金牛”。铜牛是为镇压水患而设。

准备机关布景使用。戏台下面有水井，演出需要时，台上可喷出水
泉。
大戏楼上层匾额为“庆演昌辰”，意思是良辰吉日为祝寿而演
出。中层匾额是“承平豫泰”。意为太平盛世之际，以音乐歌颂功
德。下层匾额是：“欢胪荣曝”
，意为欢乐的演出、光荣的献艺。是
一组专为慈禧看戏修建的大型建筑群，由大戏楼和与之相连的两层
扮戏楼、颐乐殿、看戏廊等组成。

文昌院园藏文物展览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懒猴

文昌院，位于颐和园内文昌阁之东，是中国古典园林中规模最
大、品级最高的文物陈列馆。
馆内设有六个专题展厅，陈展了上自商周、下迄晚清数以千计
的颐和园精品文物，品类涉及铜器、玉器、瓷器、金银器、竹木牙

后山后湖
后山后湖位于颐和园最北部，建筑较少一组西藏建筑和江南水
乡特色的苏州街，布局紧凑。日台，象征着日月环绕佛身。

角器、漆器、家具、书画、古籍、珐琅、钟表、杂项等，涵盖了中
国传世文物的诸多门类。由于颐和园特定的皇家环境，这些艺术品
代表了当时最好的工艺水平，许多珍品在当时即为国之重器；馆中
还陈展了部分清代宫廷生活用品，它们与帝后生活密切相关，具有
突出的历史价值，是中国皇家文化最具真实性的物证。

智慧海

苏州街
苏州街，地处我国至今保存最完整的大型皇家园林——颐和园
的后湖，是一个仿江南水镇而建的买卖街。清漪园时期岸上有各式
店铺，如玉器古玩店、绸缎店、点心铺、茶楼、金颐和园苏州街银
首饰楼等。店铺中的店员都是太监、宫女妆扮。皇帝游幸时开始“营
业”
。后湖岸边的数十处店铺 1860 年被列强焚毁。

智慧海是万寿山顶最高处一座宗教建筑，是一座完全由砖石砌
成的无梁佛殿，由纵横相间的拱券结构组成。建筑外层全部用精美
的黄、绿两色琉璃瓦装饰，上部用少量紫色、蓝色的琉璃瓦盖顶，
整座建筑显得色彩鲜艳，富丽堂皇。尤以嵌于殿外壁面的千余尊琉
璃佛更富特色。“智慧海”一词为佛教用语，本意是赞扬佛的智慧
如海，佛法无边。该建筑虽极像木结构，但实际上没有一根木料，
全部用石砖发券砌成的，没有枋檩承重，所以称为“无梁殿”。又
因殿内供奉了无量寿佛，所以也称它为“无量殿”。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树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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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住宿
香山公园地处北京西郊，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其住宿种类繁多，选择非常丰富，各档次的都有，有各种别墅、星级酒店，还有很多富
有老北京特色的四合院酒店、青年旅舍等，能够满足不能消费层次人群的住宿需求。
挑选酒店，主要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再依据酒店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情况来选择，因为北京的交通很拥堵，靠近交通方便的地方会比
较有保障。

颐和园附近最受欢迎的酒店：
简介：北京邮电会议中心地处清华、北大及

顾客点评：房间非常舒服,也比较干净,淋浴房

中关村高科技园区；近邻颐和园.圆明园独有

虽不是特别大但可以了,非常好.如果能价格

的院落式建筑，风景秀丽；汇集全国近千家

低一点就更好了.送餐服务赞一个.

出版物的“图书城”举步可到。

顾客点评：相对于价格而言，房间有点小。
服务很周到，还有个大院子，颇有景致，带

欣欣价：378 元起

>>立即预定

孩子玩可消磨点时间。设施有些旧。离北大
西门走路即可。满意。…更多

北京邮电会议中心
简介：北京世纪华天大酒店座落于风景秀丽

顾客点评：卫生服务都非常好，很安静，早

的颐和园南侧，毗邻中关村高科技园区、金

餐也很好。

源时代购物中心，西四环四海桥尽在咫尺，
交通极为便利。
欣欣价：578 元起

顾客点评：好的地方是，酒店比较干净卫生，
住宿舒适。价格适中，地理位置偏僻，不好

>>立即预定

找。 …更多

北京世纪华天大酒店
简介：北京锡华商务酒店是集客房、会议、

顾客点评：酒店较高档，交通方便，门口是

餐饮、娱乐、健身于一体的多功能商务酒店。 食街，值得推荐，房间卫生、干净。服务不
坐守中关村西大门与北京大学一路相望，交
通极为便利。
欣欣价：428 元起

错，特别是清洁工阿姨对人热情，态度很好。
顾客点评：好的地方是，还算卫生干净 很安

>>立即预定

静（跟没窗户有一定关系） 位置较好，出门
就是小吃街、对面北大，到颐和园就三站地
交通便利，距离海淀图书大厦也不远，总体

北京锡华商务酒店

还算可以吧。 …更多

>>更多酒店预订信息
>>更多酒店预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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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美食
园内美食

周边美食

颐和园内共有三个快餐亭，分别位于知春亭、排云殿东九间和石

颐和园外餐馆很多，国营民营、均有，规模大小、饭菜价格不等。北

丈亭处，主要经营有饭菜、面食类，例如听鹂馆饭庄、知春亭餐

宫门外还有麦当劳分店一处。

厅、如意饭庄、清华轩餐厅等餐厅。
不过在颐和园内，最有名的属于北京的宫廷菜肴，主要的宫廷菜
馆是仿膳饭庄和听鹂馆饭庄。而听鹂馆饭庄，原为清代皇族看戏

欣欣小贴士：
颐和园园内餐厅在中午的时间，客人很多，有时候还会出现排小队的
情况，建议可以在里面的方便食品门市部买或者直接出去到外面吃。

场所，其最著名的菜点是用取自颐和园昆明湖中的鱼烹制的“全
鱼席”。

北京菜

听鹂馆饭庄

北京菜是由具北京风味的山东菜、民族清真菜和宫廷三种风味的
菜肴组合而成。其形成的历史并不久远，但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均有广泛的影响，并享有盛誉。

听鹂馆饭庄，原为清代皇族看戏场所，最著名的菜点是用取自颐和园
昆明湖中的鱼烹制的“全鱼席”。
另外，听鹂馆饭庄还是一个中国药膳名店，药膳集中药与食物有机结

北京菜的基本特点是：选料讲究，刀工精湛，调味多变，火候严

合烹饪为一体的膳食，不仅给人以口腹的享受，而且通过膳食中的药

谨，讲究时令，注重佐膳。北京菜的烹调方法全面众多，以爆、

物成份自然消化吸收，达到保健强身，防病去病，滋补之效。

烤、涮、炝、溜、炸、烧、炒、扒、煨、焖、酱、拔丝、白煮、
瓤等技法见长。北京菜的“爆”法，变化多样，具体可分为油爆、
酱爆、葱爆、水爆、汤爆等。口味讲究酥脆鲜嫩，清鲜爽口，保
持原味，并且要求做到色、香、味、形、器五方面俱佳。

欣欣小贴士：听鹂馆饭庄通常由不得食客随性发挥。代表作多是
成套的宴席，宴席、包桌菜都有固定菜单，不支持零点。惟一方便食
客的是在包桌之外，人数少的客人到听鹂馆饭庄可以选择搭配好的个
人套餐。由于在颐和园公园内，晚餐需要提前预约订餐。

宴宫廷菜肴

宫廷菜肴制作精细、软嫩清鲜，具有色、香、味、形、器五美俱全的
特点。为了迎台皇帝、后妃们的爱好，宫廷菜多以“龙”、“凤”或
喜庆字眼命名。如“龙凤呈祥”、“凤凰[图库]卧雪”、“洪福万年”
等。有些是由不同的四个菜组成一个喜庆词，如“迎喜多福”、“万
年如意”等。最为著名的满汉全席是在典礼上吃的，其规模之盛大，
场面之豪华，餐具之奢侈，礼节之繁缛，烹任技术之高超，都达到前
所未有的程度，据说要吃三天六顿才算结束。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宝贝猪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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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产
颐和园园内特色商品店共有三处。分别是：东宫门附近的仁寿门南殿工艺品店、仁寿门外南九卿西三间房工艺品店和排云殿门口的排
云殿工艺品店。
另外，景区内的特产较贵，可以到景区外购买特色的商品，如北京的工艺品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工艺之精华。北京特色工艺品
包括景泰蓝、玉器、雕漆、内画壶等，还有极具“老北京”民俗风味的面人、宫灯、风筝、剪纸等民间工艺品，此外还有传统国画书法、
雕刻印章等，无不体现着北京乃至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北京特产
可带回来的特产小吃
北京烤鸭
烤鸭是北京独特的名菜，誉满中外。吃烤鸭是有讲究的：先把
一张薄饼放在手上，夹上几片烤鸭，蘸上甜面酱，再加上几根葱白，
然后把薄饼卷起来吃，油而不腻，酥脆爽口。

可带回来的工艺品类
景泰蓝
北京还有个特产就是中学课本里的景泰蓝，现在好象不怎么受
人追捧了，但是毕竟还算一传统工艺品，对于喜欢收藏的朋友来说
还是蛮喜欢的，所以买来送人也不错。旧时的景泰蓝艺术品专供皇
宫贵族享用，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注意下其一般价格二三十元，

北京酥糖
北京酥糖是中国三大名糖（上海奶糖、广州水果糖和北京酥糖）

不要被“宰”了。

玉雕

之一，其中尤以红虾酥糖为上乘佳品。
中国人一直把玉器看成礼器和装饰品，于是北京就成为中国的

茯苓饼

玉器中心。北京玉器按大小可分作两类，一类是玉炉、玉瓶、茶具、

茯苓饼是北京的一种滋补性传统名点，以茯苓霜和精白面粉做

人物、鸟兽等大件玉器，另一类是戒指、项链、印章、烟斗等小型

成薄饼，中间夹有用蜂蜜、砂糖熬溶拌匀的蜜饯松果碎仁，其形如
满月，薄如纸，白如雪，珍美甘香。

京八件

玉器。

漆器
北京漆器主要有两种。一是雕漆，历史相当悠久，以铜为胎并

“京八件”就是八种形状、口味不同的京味糕点，如今的“京

烧衬珐琅里，口边还有镀金；另一种是金漆镶嵌，金漆镶嵌为彩漆

八件”制作上在继承老北京民间糕点的基础上，又融合了西式糕点

勾金、螺钿镶嵌、金银平脱等。两种漆器都有珠光宝气，古朴沉稳

的制作工艺，选用了玫瑰豆沙、桂花山楂、奶油栗蓉、椒盐芝麻、

的特色，不失皇家的大气，是带有浓厚的北京味儿的工艺精品。

核桃枣泥、红莲伍仁、枸杞豆蓉、杏仁香蓉等八种馅料。

蜜饯果脯
北京的果脯蜜饯制作来源于皇宫御膳房。为了保证皇帝一年四
季都能吃上新鲜果品，厨师们就将各季节所产的水果，分类泡在蜂
蜜里，好让皇帝随时食用。后来，这种制作方法从皇宫里传出来，

内画壶
内画壶一般用半透明料器制造的鼻烟壶，也有高级的用水晶、
玛瑙、翡翠等制作的，该物品需要非常高超的技艺，以前西方人根
本不相信是直接画的，直到工艺公开，制作场所可以参观。

面人

北京就有了专门生产果脯的作坊。
也称面塑，是一种制作简单但艺术性很高的民间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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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贴士

游船租用服务
颐和园游船码头共有八个，如下：

游览注意事项
去颐和园最好是阳光明媚的时刻，可看风吹浮云、湖面光影变
幻。站在佛香阁上可以眺望北京市容。注意，很多建筑上的彩绘很
精美。
去颐和园要穿便于长时间步行的鞋。昆明湖可划船。

导游讲解服务

八方亭--手划船

玉澜堂--脚踏船

文昌阁--电瓶船 脚踏船
排云殿--电瓶船大船环湖游览
石丈亭--龙船摆渡至铜牛
铜

牛--龙船摆渡至石丈亭

石

舫--大船摆渡至南湖岛

颐和园讲解服务包括电子语音导游讲解和导游员讲解两种。

南湖岛--大船摆渡至石舫

电子导游讲解分布在东宫门、文昌院门、北宫门、北如意门、

具体租用票价为：

新建宫门、南如意门（只能退机），讲解语种为 19 种语言。

脚踏船：
（4 客位）40 元/小时

导游讲解接待站分布在东宫门、游客服务中心等区域，讲解语

（6 客位）60 元/小时

种有中、英、日、法、手语等 8 个语种。导游员讲解路线如下：
从东宫门入园：

电瓶船：
（4 客位）60 元/小时

路线二(2 小时)：东宫门——仁寿殿——乐寿堂——长廊—
—排云门——石舫——中御路——苏州街桥
路线三（2.5 小时）：东宫门——仁寿殿——玉澜堂——宜芸

押金 300 元
押金 400 元

（6 客位）100 元/小时 押金 400 元

路线一（1.5 小时）
：东宫门——仁寿殿——玉澜堂——宜芸
馆——乐寿堂——长廊——排云门

押金 300 元

手划船：40 元/小时 押金 300 元限乘 4 人
运营时间：8：00-16：00
注： 初春时节昆明湖水面气温仍然较低，建议游客租用
游船时间以 1-2 小时为宜。老人、儿童注意上下船只安全。

馆——乐寿堂——长廊——排云殿——佛香阁——苏州街桥

北京旅游常用电话
停车场
颐和园各主要门区都有社会停车场，具体如下：
东宫门停车场 1500 平方米，约 100 个车位
新建宫门停车场 5500 平方米，约 470 个车位
北宫门停车场 3000 平方米，约 123 个车位
西门停车场 1200 平方米，约 70 个车位

交通事故报警

122

医疗急救台：120
旅游咨询： 81191011
旅游投诉： 81191168
工商投诉： 12315
物价投诉： 1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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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制作者
本攻略由欣欣旅游网打造，并将定期更新，最新版本请关注欣欣旅游网颐和园攻略！如有批评建议，
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周边攻略推荐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欣欣旅游网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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