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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先寺
奉先寺是龙门石窟规模最大、艺
术最为精湛的一组摩崖型群雕。
这里共有九躯大像，中间主佛为
卢舍那，为释迦牟尼的报身佛。

P2：在龙门石窟的体验
P4：龙门石窟景点分布图
P7：龙门石窟概况

洛阳水席

P9：线路推荐

来自于民间，是洛阳一带特有的传统

P10：欣欣线路推荐

名吃。后被引进皇宫，加入山珍海味，
制成了宫廷宴席，形成特有的风味，
后又从宫廷传回民间，因仿制官府宴

P10：交通攻略（到达龙门石窟）

席的制作方法，又称官场席。

P10：当地交通

不翻汤

P11：景点介绍

洛阳不翻汤，已有 120 多年的历史。

P15：周边景点

洛阳不翻汤创始人刘振生。现已传三
代人，名刘呼栏，年 70 多岁。正宗的
洛阳不翻汤推荐到老城居业园。

P17：住宿推荐
P18：龙门石窟美食攻略

提前早知道

P20：龙门石窟特产

适合人群：景点游览较为休闲，适合所有人前去。

P21：节庆活动

适合天数：2 天

P22：旅游贴士

花费预算：500 元
最佳旅游时间：春季干旱,夏热多雨,秋季温和,冬季寒冷,年均气温
15 度左右。可在每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10 日的洛阳牡丹花会期间兼
赏牡丹而游龙门石窟。对于不凑牡丹热闹的游客,龙门石窟最佳旅
游季节无疑是秋天,秋高气爽,登山而游,实为快事。

本地人忠告
1

如果想看的清楚，可带望远镜去，因为洞内的石窟已经被

围着了，距离较远有时会看不清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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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门石窟的体验
听一听石头的故事
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公元 495 年），嗣

白园感受诗王白居易的气息
白园，位于洛阳龙门风景名胜区东山琵琶峰上，是唐代诗人白
居易的墓园，占地面积 3 万平平米，白园内主要景点有青谷区、乐
天堂、诗廊、墓体区、日本书法廊、道诗书屋等 10 余处。

后历经西魏、东魏、北齐、隋、唐、五代的营造，历时 500 余年，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居住洛阳 18 年。虽尊为少傅，但一生

从而在这里形成了南北长达一公里、具有两千余座窟龛和十万余尊

清贫，喜酒善诗，在龙门修香山寺，开八节滩，对龙门山水十分眷

造像的石窟遗存。故事里的事，史书里的人，尽在龙门石头中。

恋，死后尊嘱葬于此。白园为纪念性园林，园内建筑古朴典雅，三
季有花，四季常青，曲径通幽，是游览的好去处。

去奉先寺探寻武则天的影子
奉先寺是龙门石窟规模最大、艺术最为精湛的一组摩崖型群
雕。这里共有九曲大像，中间主佛为卢舍那，是释迦摩尼的报身佛，
通高 17.14 米，头高 4 米，耳朵长达 1.9 米。
佛像面部丰满圆润，头顶为波状形的发纹。双眉弯如新月，附
着一双秀目，微微凝视着前方。高直的鼻梁，小小的嘴巴，露出祥
和的笑意。相传，卢舍那大佛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塑造的。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hnlytg

走一走香山寺林荫山路
香山寺位于十三朝古都洛阳城南十三公里处的香山西坳，与世
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西山窟区一衣带水，隔河相望，与龙门石窟
东山窟区和白园一脉相连，并肩邻立。
香山寺自创建至今已有 1400 多年了，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内
涵。1936 年香山寺进行重修修建后，为蒋介石庆祝五十寿辰而在
寺内建一幢两层小楼，蒋介石和宋美龄多次在此避暑，这幢小楼位
于香山寺内东南侧，被称为"蒋宋别墅"。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松青

感受舌尖上的洛阳
洛阳水席是洛阳一带特有的传统名吃。有两个含义：一是全部
热菜皆有汤－汤汤水水；二是热菜洛阳水席吃完一道，撤后再上一
道，向流水一样不断地更新。 洛阳水席的特点是有荤有素、选料
广泛、可简可繁、味道多样，酸、辣、甜、咸俱全，舒适可口。洛
阳水席始于唐代，至今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是中国迄今保留下
来的历史最久远的名宴之一。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hnly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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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游龙门，感受穿越千年的史诗
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在原有基础上，于 2011 年 12 月 10 日对龙门石窟景区进行亮化提升。此次亮化提升的重要目的在于改变
原有夜景照明局部简单、区域氛围和功能不符、游客参与性不强等问题。
让广大游客充分领略龙门石窟佛教造像夜间的神奇风采，凭借现代灯光照明技术体验古老艺术销魂摄魄的魅力神韵，进一步提升龙门
石窟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入西山窟区后，依次游览宾阳三洞、摩崖三佛、万佛洞、莲花洞等主要洞窟，但见窟内金碧辉煌，数
万尊佛像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登上龙门石窟最大的像龛奉先寺，更觉别有洞天、光彩夺目。匠心独运的照明设计、如梦如幻的灯光变化，使九尊大像动感十足，八
面威风，使人仿佛恍入天国，聆听佛训，顿觉超凡脱俗之感，突生荡气回肠之意。西山南端步游道上的墙灯如银蛇飞舞，直冲霄汉。夜幕
下的伊河波光鳞鳞，犹如一条人间天河。处在龙门东山半山腰的香山寺，灯火阑干，五彩缤纷，恍如海市蜃楼，玉宇仙阁。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id782

品味九朝古都特色文化
洛阳牡丹，为多年生落叶小灌木，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
丹尤为天下奇。"其栽培始于隋，鼎盛于唐，宋时甲于天下。
它雍容华贵、国色天香、富丽堂皇，寓意吉祥富贵、繁荣
昌盛，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美好幸福的象征。洛阳牡丹花朵
硕大，品种繁多，花色奇绝，有红、白、粉、黄、紫、蓝、绿、
黑及复色 9 大色系、10 种花型、1000 多个品种。
花开时节，洛阳城花海人潮，竞睹牡丹倩姿芳容。每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10 日的洛阳牡丹花会是全国四大名会之一，至
2012 年洛阳牡丹花会成功举办 30 届。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松青

洛阳唐三彩：中国古代陶瓷艺术中的瑰宝，始于南北朝，盛于唐，洛阳为主要产地。
洛阳牡丹石：牡丹石是不可再生的稀有资源，国际石材界公认为世界奇石，被列为世界珍稀品种。牡丹石产地世界唯一，中国·偃师·
寇店·五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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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分布图

龙门石窟游览图

龙门石窟游览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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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导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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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区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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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概况
三大窟之一
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之一（另外两大石窟为：山西云冈石窟、
甘肃敦煌莫高窟），位于洛阳市城南 6 公里的伊阙峡谷，这里香山和龙
门山两山对峙，伊河水从中穿流而过，古称“伊阙隋炀帝迁都洛阳后，
将把皇宫的正门正对伊阙，从此，伊阙便被人们习惯的称为龙门。
龙门自古为险要关隘，交通要冲，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因山清水
秀，环境清幽，气候宜人，被列入洛阳八大景之冠，唐代大诗人白居
易曾说：
“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此处素为文人墨客观游
胜地；又因石质优良，宜于雕刻，故而古人择此而建石窟。这里青山
绿水、万象生辉，伊河两岸东西山崖壁上的窟龛星罗棋布、密如蜂房.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空间旅行者

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

国传统文化与域外文明交汇融合的珍贵记录。

无法看透的魏窟
走进龙门魏窟，蜂房般的洞窟里，神秘、凝重、内敛。每个石
窟都像一只眼，一只叫人无法看透的眼。魏窟中的造像，以释迦牟
尼佛，三世佛和交脚弥勒菩萨为主体。
大约在公元六世纪 10—20 年代，佛和菩萨“秀骨清相”的造
像风格在龙门形成。这些造像都有修长的身材、清瘦的面形和含笑
的眉眼。佛像穿着褒衣博带式袈裟，用直平阶梯式刀法刻出密集的
衣纹。其审美情趣，应是拓跋贵族汉化已深的表现。麦积山石窟，
敦煌石窟都受到它的影响。难怪古人常云：
“河洛明月，更照三危”。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zk1598

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是皇

古阳洞，是文武百官为孝文帝所建造的一个洞窟，可惜工程还

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两朝的造像反映

未完成，孝文帝就崩逝了。但古阳洞高树龛释尊佛保存的非常完好，

出迥然不同的时代风格，北魏造像在这里失去了云冈石窟造像粗

连发髻和服饰都纹理清晰。洞中有很多佛龛造像，这些佛龛造像多

犷、威严、雄健的特征，而生活气息逐渐变浓，趋向活泼、清秀、

有题记，记录了当时造像者的姓名，造像年月及缘由。而这些，都

温和。这些北魏造像，脸部瘦长，双肩瘦削，胸部平直，衣纹的雕

是研究北魏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珍贵资料。

刻使用平直刀法，坚劲质朴。
在北魏时期雕凿的众多洞窟中，以古阳洞、宾阳中洞和莲花洞、

宾阳中洞是宾阳洞三窟中的典型代表。此洞前后用了 24 年才
建成，是开凿时间最长的一个洞窟。近观宾阳中洞窟顶的雕饰，是

石窟寺这几个洞窟最有代表价值。其中古阳洞集中了北魏迁都洛阳

以莲花为中心的大宝盖。宝盖的周边，还雕刻着古钱纹、垂鳞纹以

初期的一批皇室贵族和宫廷大臣的造像，典型地反映出北魏王朝举

及三角纹的流苏。

国崇佛的历史情态。这些形制瑰异、琳琅满目的石刻艺术品，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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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成佛的“弥勒净土”
叹为观止的唐窟
隋唐时代，武则天称帝，改洛阳为神都。唐代佛教石窟造像艺
术空前繁荣，上自帝王将相、后妃公主；下至僧尼大众、庶民百姓，
纷纷造像乞求功德。
奉先寺作为“龙门十寺”之一，它的主尊卢舍那佛，是龙门最
宏伟的一尊佛像。只见它方额广颐，面相丰满，在弯如新月的双眉
下，衬着一对灵活而含蓄的大眼。身穿通肩式袈裟，简明的、一圈
圈同心圆状的衣纹，把头像烘托得异常崇高而圣洁。此龛规模之宏
大，气魄之非凡，技艺之高超，体现了大唐帝国盛世之国运和中华
文化之博大，令人叹为观止。“大卢舍那像龛”的鬼斧神工，还曾
让许多专家长期以来也把当成了“奉先寺”。但近年的考古勘察表
明，在唐代，大卢舍那像龛是附属于奉先寺的，正如敬善寺石像是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hnlytg

附属于敬善寺的一样。香山寺，是在唐永隆元年以后，天竺国的三
藏地婆诃罗葬于埋葬在这里而重建的。白居易致仕后，常居香山寺，
自号“香山居士”，并与寺僧如满等人，结为“香山九老社”。万佛
洞除正壁前雕出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等五尊像外，又在
正壁壁面上浮雕出五十二菩萨和二身飞天。
在唐代的寺院中，除了雕刻佛像，人们还喜欢用说唱的形式演

大万五千佛洞正壁前，雕倚坐的弥勒佛及胁侍之二弟子、二菩
萨。四壁及门楣、遍刻千佛，共约 15000 身。穹隆顶的中心，刻有
八瓣大莲花，周围环绕着飞天、吉祥鸟、“不鼓自鸣”的筝、细腰鼓、
琵琶等等，展现了一个雨泽随时、万人成佛、快乐安稳的美好乐土。
缓缓地感受着历史文化，在佛像面前静默心的空灵。

绎佛经，民间成为“俗讲”
。并爱好把经文故事绘成图画，叫做“变
相”。于是乎，龙门东山万佛沟中，就出现了大型浮雕的“西方净

移步换影间，蓦然发现许许多多的药师佛像。原来已经来到药

土变”。在万佛洞南北两边的石壁上，刻满了小佛像，很多佛像只

方洞了。在药方洞内，刻有二十多尊药师的佛像，药师形象站立，

有一寸，或几厘米高，共有 18000 多尊。万佛洞除正壁前雕出阿弥

手里托着药钵或拄着禅杖。因为唐朝人相信，供奉药师佛，就可以

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等五尊像外，还在正壁壁面上浮雕出了

洗荡八苦，振烛六幽。更令人震撼的是，药方洞还刻有 140 个药方，

五十二菩萨和二身飞天。千佛的下部，雕刻八个奏乐者和两个舞蹈。

这些药方都刻洞窟或者石碑上。

雕工之精巧细腻、惟妙惟肖，仿佛眼前就是一副“鼓催残拍腰身软，
汗透罗衣雨点花”的景象。

正因为有了这些药方，古代的医学成就才能顺利的传到后世。
北魏、唐代，那些恢弘的时代乐章一一奏响，沿西山石栈道缓缓而
行，古阳洞、宾阳洞、万佛洞，千象万千；南北朝、唐代造像，风
采各异。而在奉先寺群像和卢舍那石佛面前，我又忍不住在静谧中
发出感叹。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hnly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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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推荐
龙门石窟东山一日游
东山石窟虽然没有西山石窟精彩，但可远眺奉先寺，并可游览白园。

线路：天擂鼓台—>中洞擂鼓台—>北洞—>看经寺—>二莲花洞—>四雁洞—>白园

龙门石窟西山一日游
卢舍那佛就在龙门石窟西山石窟的奉先寺内。

线路：潜溪寺—>宾阳中洞—>宾阳南洞—>万佛—>洞莲花洞

龙门石窟及周边一日游
线路：龙门石窟—>龙门石窟香山寺—>白园—>白马寺
上午：参观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景区（120 元），中国三大佛教艺术宝库之一。西山石窟（潜溪寺，宾阳三洞，万佛洞，莲花洞，奉
先寺），东山石窟，香山寺和纪念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白园（约 2 小时）
。
之后参观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50 元）
，建造于东汉的公元 68 年，已有 1900 多年的历史，被佛教界尊为释源、祖庭。在白马
寺既能参拜到中国的古老寺庙，又有印度风格的异域佛殿（50 分钟）
。
中餐后参观唐三彩制作坊，嘶鸣的马、丝绸之路上的骆驼、盛唐美女……是最能够直观了解盛唐文化生活的艺术（约 30 分钟）。
餐饮：可自费品尝洛阳水席（980 元起），龙门石窟电瓶车全程 10 元每人。

龙门石窟及周边两日游
第一天：龙门石窟—>龙门石窟香山寺—>白园
用中餐后，下午参观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景区，中国三大佛教艺术宝库之一。西山石窟（潜溪寺，宾阳三洞，万佛洞，莲花洞，奉
先寺），东山石窟，香山寺和纪念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白园（约 2 小时）
。
后参观唐三彩制作坊，嘶鸣的马、丝绸之路上的骆驼、盛唐美女……是最能够直观了解盛唐文化生活的艺术（约 30 分钟）。

第二天：白马寺
早餐后乘车参观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50/45），建造于东汉的公元 68 年，已有 1900 多年的历史，被佛教界尊为释源、祖庭。
在白马寺既能参拜到中国的古老寺庙，又有印度风格的异域佛殿（50 分钟）
。品尝洛阳牡丹饼（或地矿博物馆）。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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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线路推荐

郑州出发：
【特别推荐】少林寺、龙门石

郑州出发：洛阳到龙门石窟、少林寺、牡

郑州出发：洛阳牡丹花会两日游 少林寺、

窟一日精华游

丹园一日游（花会天天发）

龙门石窟、白马寺、牡丹园二日游

门市价：430 元

门市价：400 元

门市价：650 元

欣欣价：350 元

>>立即预定

欣欣价：370 元

>>立即预定

欣欣价：500 元

>>立即预定

>>更多线路推荐
位于洛阳火车站广场西侧，主要是发往周边郊县及旅游景点的

交通攻略

班车。

到达龙门

到龙门石窟要先到洛阳，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是河南省第二
大城市，华中区域性中心城市。地处亚欧大陆桥东段，横跨黄河中
游南北两岸，
“居天下之中”
，素有“九州之腹地”之称。 去洛阳，
可以选择飞机、火车或客车，根据您的行程随机安排。

>>更多公交信息查询

公交

龙门石窟景区位于洛阳市南郊伊河。从火车站有发往龙门景区
的直达公交车 81 路，还有由谷水西到龙门景区的 60 路，由西关发

飞机

>>更多打折机票信息

洛阳机场位于市区西北 10 千米处，有洛阳至广州、成都、大
连等多条国内航线，非常方便。往返市区可打的，约 20 元。也可
坐 83 路或 27 路，1 元，直达市区。

火车

>>更多火车时刻信息

往龙门的 53 路。游览完龙门景区到其它景点都有公交车。

出租车
洛阳的出租车有夏利、桑塔纳等，因为市区面积不大，景点比
较分散，所以结伴出行的游客打车也比较划算。

景区交通

洛阳有两个火车站：洛阳站和洛阳龙门站，可根据车次与出行
情况安排。

1

分两条线路运行，按站收费 2 元／站，全程 10 元。线路一：停车

客车
【洛阳客运总站】

电瓶车 景区内有电瓶车营运，营运线路由 9 个站点组成，

场——中心广场——售票处——终点站；线路二：礼佛台——香

>>更多汽车时刻信息

位于洛阳火车站以东 20 米，这里有发往白云山的旅游专线车。

山寺——白园——大桥西——终点站。
2

游船 龙门景区伊河段可坐游船，在奉先寺上船，直达白

园，可观赏到东、西山，龙门桥等全景。票价：20 元/人

【锦远汽车站】
返回目录

10

西山石窟

景点介绍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郊，主要开凿于北魏至北宋的四百
余年间，至今仍存有窟龛 2100 多个，造像 10 万余尊，碑刻题记
3600 余品。数量之多位于中国各大石窟之首，龙门石窟的造像艺
术在中国四大佛窟中代表佛教塑像艺术自西方传来，由犍驼罗艺术
向中华本土艺术转变的集大成之地，是盛唐塑像艺术的集中表现，
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最高水平。
另外，龙门石窟的“龙门二十品”是书法魏碑精华，唐代著名
书法家褚遂良所书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初唐楷书艺术的典范。
龙门石窟是同时被誉为世界最伟大的古典艺术宝库之一，与甘肃敦
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
大石窟。

潜溪寺
潜溪寺是龙门西山北端第一个大窟。它高、宽各九米多，进深
近七米，大约建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代初期。窟顶藻井为一朵浅
刻大莲花。主佛阿弥陀佛端坐在须弥台上，面颐丰满，胸部隆起，
衣纹斜垂座前，身体各部比例匀称，神情睿智，整个姿态给人以静
穆慈祥之感。主佛左侧为大弟子迦叶，右侧为小弟子阿难。两弟子
旁边分别为观世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
特别是南壁的大势至菩萨，造型丰满敦厚，仪态文静，在故宫
博物院有 1：1 的复制品陈列。阿弥陀佛与两侧的两位菩萨共称为
西方三圣，即掌管西方极乐世界的三位圣人，是佛教净土宗信仰的
对象。

地址：中国河南省洛阳市南郊 12 公里处的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和香

宾阳中洞

山崖壁上
门票：白天：全价 120 元/人 半价 60 元/人
夜游：全价 120 元/人

半价 60 元/人

欣欣小贴士：
开放时间：
1

2 月 1 日-3 月 31 日 售票 8:00-17:00 闭馆

4 月 1 日-10 月 7 日 售票 7:30-21:00 闭馆

22:00
3

帝做功德而建。它开工于公元 500 年，历时 24 年完成。
宾阳中洞内为马蹄形平面，穹窿顶，莲洞内为三世佛题材，即
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主佛为释迦牟尼。他是佛教的创始人，
原名叫乔达摩·悉达多，原是古印度净饭王的儿子。他和我国的孔

经过六年，悟道成佛，创立了佛教。由于北魏时期崇尚以瘦为美，
所以主佛释迦牟尼面颊清瘦，脖颈细长，体态修长。衣纹密集，雕
刻手法采用的是北魏的平直刀法。由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

10 月 8 日-10 月 31 日 售票 7:30-17:00 闭

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所以洞中主佛的服饰一改云冈石窟佛像那种
偏袒右肩式袈裟，而身着宽袍大袖袈裟。

馆 18:00
4

太阳。宾阳三洞开凿于北魏时期，是北魏的宣武帝为他的父亲孝文

子生活在一个朝代，比孔子要年长 12 岁，在 29 岁的时候出家修行，

18:00
2

宾阳中洞是北魏时期代表性的洞窟。“宾阳”意为迎接出生的

11 月 1 日-1 月 31 日 售票 8:00-16:00 闭

馆 17:30
夜游开放时间：
4 月 1 日-10 月 7 日 售票 17:30-21:00（21:10 停
止入内）
开灯 18:30-19:30 闭馆 22:00
注：景区清场时间为闭馆后一个小时。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hnly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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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阳南洞
精品，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国内外书法爱好者的青睐。
宾阳南洞的洞窟为北魏时期开凿，但洞中几尊主要的佛像都是
在初唐完成的。洞中主佛为阿弥陀佛，面相饱满，双肩宽厚，体态

清代康有为在对龙门二十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认为

丰腴，体现了唐朝以胖为美的风格。宾阳南洞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

它有十美：“魄力雄强、气势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

四子魏王李泰在北魏废弃的基础上又续凿而成，为其生母长孙皇后

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予

做功德而建，属于过渡时期的作品。

以极高的评价。

万佛洞

莲花洞

万佛洞因洞内南北两侧雕有整齐排列的一万五千尊仅 4 厘米
高的小佛而得名。洞窟呈前后室结构，前室造二力士、二狮子，后
室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是龙门石窟造像组合最完整的洞
窟。整个洞窟金碧辉煌，向人们展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理想国土，
烘托出一种热烈欢快、万众成佛的气氛。
洞口南侧还有一尊菩萨像，通高 85 厘米，头部向右倾斜，身
体成“S”形的曲线，整个姿态显得非常优美端庄。我国著名戏剧

莲花洞因窟顶雕有一朵高浮雕的大莲花而得名，大约开凿于北
魏年间。洞内正壁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像为释迦牟尼立像，著
褒衣博带式袈裟，衣褶简洁明快。这是释迦牟尼的游说像，即释迦
牟尼外出讲经说法时的形象。二弟子是浅浮雕，左侧弟子迦叶深目
高鼻，胸部筋骨突兀，手持锡杖，似一西域苦行僧，可惜其头部早
年被盗，现存法国吉美博物馆。
龙门石窟中最小的佛像，仅有 2 厘米高，这些高不盈寸的小千
佛位于莲花洞南壁上方，生动细致，栩栩如生。

大师梅兰芳早年参观龙门时，被她那优美的形象所吸引并大加赞
赏，此后经过艺术加工，成功地运用到他的表演中。

奉先寺
据《造像铭》记载，奉先寺兴建时，武则天曾“助脂粉钱两万
贯”，同时亲自参加了卢舍那佛的开光仪式，后人常打趣奉先寺是
“武则天拿私房钱修的”。坊间传闻，一千三百多年前负责建造奉
先寺的唐朝石雕匠师，在构思如何雕凿卢舍那佛容颜时，曾经大伤
脑筋，后来灵光一闪，偷偷地以武则天做为模特儿，所以现在大家
所看到卢舍那佛含蓄优雅的笑容，正是武则天的微笑。传闻真假，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hnlytg

已不可考。

药方洞
古阳洞
药方洞因窟门刻有诸多唐代药方而得名。它始建于北魏晚期，
古阳洞在龙门山的南段，开凿于公元 493 年，是龙门石窟造像

经东魏和北齐，到唐初还有雕刻。洞中五尊佛像，身躯硬直少曲线，

群中开凿最早、佛教内容最丰富、书法艺术最高的一个洞窟。它规

脖子短粗，身体硕壮，菩萨头冠两旁的带子很长，下垂到胳膊上部。

模宏伟、气势壮观。洞中北壁刻有楷体“古阳洞”三个字，到了清

这都是北齐造像的特征。洞门两侧刻有药方 150 多种，所用药物多

末光绪年间，道教徒将主像释迦牟尼涂改成太上老君的形象，讹传

是植物、动物和矿物药。药方涉及内科、外科、小儿科、五官科等，

老子曾在这儿练丹，所以古阳洞又叫老君洞。

所涉及药材在农村都能找到。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老百姓。

古阳洞内碑刻题记近千品，是中国石窟保存造像铭最多的一座
石窟，闻名宇内的魏碑作品“龙门二十品”有十九品出于古阳洞，
字形端正大方，气势刚健质朴，结体、用笔在隶楷之间，堪称魏碑

这些药方不仅可以治疗常见的疾病，而且还能治疗疑难杂症，
如：疗噎方可以治疗食道癌。其中有 95 方在公元 10 世纪被一位日
本学者收录在《医心方》中，足见它的价值和影响。药方洞的药方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对研究中国医药学起重要的作用。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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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石窟
擂鼓台中洞
看完西山石窟群，过漫水桥来到东山石窟。在东山脚下的公路
未开通以前，巨石上方原是一片平台。传说当年奉先寺竣工时，武
则天亲自率百官驾临龙门，主持这次规模盛大的开光仪式，庞大的
乐队便在这平台上擂鼓助兴，于是后人便把这里叫做擂鼓台。
擂鼓台中洞又名大万伍佛洞，是一座武周禅宗窟，中国佛教的
禅宗是以专修禅定为主的教派。“禅定”就是安定而止息杀虑的意
思。洞顶作穹隆形，并有装饰华丽的莲花藻井，造像是一佛二菩萨，
主佛为双膝下垂而坐的弥勒佛，壁基有二十五尊高浮雕罗汉群像，
从南壁西起到北壁西止。
罗汉群像构成一个半环形装饰带，罗汉群像均罗汉身旁都刻有
一段从《付法藏因缘传》里摘录的经文介绍该罗汉的身世及特点。

看经寺
看经寺为武则天时期所雕刻，双室结构，前室崖壁有数十个小
龛造像，主室进深 1170 厘米，宽 1116 厘米，高 825 厘米，平顶，
方形平面，四壁垂直，三壁下部雕出高均 180 厘米的传法罗汉二十
九祖（正壁 11 身，两壁个 9 身）
，为我国唐代最精美的罗汉群像，
是据隋代费长房《历代法宝记》刊刻的。
这种不雕佛像仅雕罗汉的大窟，似是一大型禅堂，可能是禅宗
所主持开凿的。看经寺是龙门东山最大的一个洞窟，29 尊传法罗
汉保存完好。

二莲花洞
二莲花洞在四雁洞南面，是一组双窟，模式相同，所以称为二
莲花洞。二莲花洞约凿于武周至唐玄宗时期。二洞的造像雕饰与布
局都是一样的。窟内顶部的藻井都覆莲图案。洞内造一佛、二弟子、
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中间主佛为阿弥陀佛，手施降魔印。

擂鼓台北洞

香山寺
擂鼓台北洞是龙门石窟中开凿较早，规模最大的密宗造像石
窟，密宗属于中国佛教的派别之一，它源于印度产生于公元七世纪
以后，佛教的密教是佛教中的最后一个派别。
擂鼓台北洞为穹隆顶，马蹄形平面，高 4 米，宽 4.9 米，窟顶
为莲花藻井，周围环绕四身飞天。其因风化剥蚀已不清。据说，北
洞的主像，中洞的三尊佛像以及南洞的一尊佛像，都是民国时期从
别处搬移进去的。洞内三尊大坐佛中，东壁的主佛为毗卢遮那佛，
意为日，即除暗遍明之意，因此又称“大日如来”。在北洞的前壁
南侧，雕有八臂观音一尊，像高 1.83 米，赤足坐于圆形台坐上，
在前壁的北侧还雕有四臂十一面观音，像高 1.9 米，赤脚立在圆形
台坐上。

四雁洞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hnlytg

香山寺位于十三朝古都洛阳城南 13 公里处的香山西坳，与龙
门石窟西山窟区一衣带水，隔河相望，与龙门石窟东山窟区和白园

四雁洞是一个盛唐时期的中型洞窟。该洞窟的窟顶是一个莲花
藻井，莲花藻井的四周有四个飞天的四飞雁环绕，奇特的是这四只

一脉相连，并肩邻立。因盛产香葛而得名。自创建至今已有 1400
多年，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雁的腿都十分细长，和鹤腿相似，四雁洞之名即来源于此。佛经中
曾以五百雁来双喻五百罗汉的故事。这里雕刻四雁可能是用寓意的

石楼

手法，以雁来比喻罗汉。这在龙门石窟中也仅此一处。
在 1300 多年前的唐朝，武则天在洛阳称帝，非常钟情于伊阙
山水，也很喜欢位于其中的清幽雅致的香山寺，她经常在香山寺中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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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宋别墅
石楼坐朝（据〈大唐传载〉记述）并在石楼留下了千年为人们所传
颂的典故“香山赋诗夺锦袍”，在一次春游香山寺时，武则天别出

1936 年，为蒋介石庆祝五十寿辰，地方政府选择香山寺南侧

心裁，主持了一次“龙门诗会”，历史上有名的“香山赋诗夺锦袍”

建了一幢两层小楼，被称为蒋宋别墅，当时蒋介石于 1936 年 10

即由此而来。

月 29 日从西安乘火车到达洛阳（东站）来到洛阳是以“避寿”为
名，实则布暑“西北剿共”计划，12 月初离洛到西安，在洛阳共

唐代诗风很盛，武则天对胜出者“赐以锦袍”，首先成诗的是

呆了 36 天，基本都住在香山寺蒋宋别墅。

左史东方虬：“春雪满空来，触处如花开，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
梅”，武则天觉得东方虬文思敏捷，又才华出众，立即把锦袍赐给

1936 年的“豪华别墅”，在三十年后一度成为杨成武将军的“牢

了他，而此时，多数大臣也相继成诗，经当众诵读，一致认为宋之

狱”。1968 年的 3 月底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因受林彪集团

问的七言诗更在东方虬之上，武则天遂决定把锦袍赐给宋之问，
“香

迫害，被秘密关押在香山寺。将军和家人在这幢小楼内度过了失去

山赋诗夺锦袍”也成了诗坛上的一段佳话。而这段典故所发生的地

自由的几个春秋。直到 1971 年 1 月离开，杨成武将军被羁押于此

点—石楼就位于香山寺内。

两年多，没有下过一次楼，监牢之苦在尽尝之中。

九老堂

白园

“停宫致仕”后，白居易放情于山水，赏玩泉石风月。因慕恋
香山寺清幽，白居易常住寺内，自号“香山居士”并把这里作为了
自己最终的归宿，在他七十四岁时，和遗老胡杲，吉皎，郑据，刘
真，卢贞，张浑等 6 人先是结成了“尚齿七老人会”，后来，又有
百岁之人李元爽，95 岁的禅师如满加入，号称“香山九老”
，终日
吟咏于香山寺的堂上林下，写下了许多歌咏龙门山水及香山寺的诗
篇。
“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年往复还，家酿满瓶书满架，半
移生计入香山”《香山寺二绝》这里所描绘的，正是白居易晚年生
活的写照。为保存诗稿，白居易又把自己从大和三年（公元 829 年）
到开成五年（公元 840 年）所作的诗，共 800 首，合成 12 卷，取
名《白氏洛中集》收藏在香山寺藏经堂内。会昌六年（公元 846 年）
白居易在洛阳履道里私第去世，家人遵嘱将其葬于香山寺附近如满
法师塔之侧。

乾隆御碑亭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ancle328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居住洛阳 18 年。虽尊为“少傅”，但一
生清贫，喜酒善诗，在龙门修香山寺，开八节滩，对龙门山水十分
眷恋，死后遵嘱葬于此。
白园内主要景点有青谷区、乐天堂、诗廊、墓体区、日本书法

清乾隆十五年（公元 1750 年）九月，清高宗弘历到中岳封禅，
至洛阳巡游龙门香山寺，感怀赋诗《香山寺二首》开篇第一句即为
称颂香山寺“龙门凡十寺，第一数香山”，这首诗被人们当时镌刻
在石碑之上，并建御碑亭，该御碑亭位于香山寺内东南侧。
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这首诗称颂了香山寺及美丽的伊阙风

廊、道诗书屋等 10 余处。青谷区位于两山之间，有白池、听伊亭、
石板桥、松竹和白莲。进入青谷区瀑布飞泻，池水荡漾，竹林清风，
白莲飘香，使人心旷神怡；乐天堂依山傍水，面对青谷，是诗人作
诗会友之处，室内自然山石裸露，汉白玉塑像潇洒自然，静座山石
之上，给人以深思明世之感。
站在乐天堂前，可深切回味诗人原作“门前常流水，墙上多高

貌，并且在最后一句流露出对白居易的敬佩之情“虑输白少傅，已

树，竹径绕荷池，回百余步”的内涵；诗廊立石 38 块，由国内名

著祖生鞭”展现了一代君主谦逊的品格。乾隆碑上这首诗除了让我

家书写，行、草、篆、隶齐全，既可以欣赏白居易的名作，又可以

们欣赏到行、草的书法艺术，更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代帝王的谦虚

领略书法艺术之美。

品质，也是对我们后人的鞭策。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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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景点

白马寺
在十三朝古都洛阳市东郊一片郁郁葱葱的长林古木之中，有一
座被称为“中国第一古刹”的白马寺。这座一千九百多年前建造在

关林

邙山、洛水之间的寺院，以它那巍峨的殿阁和高峭的宝塔，吸引着

关林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清乾隆时加以扩建，如今已占地百亩，

一批又一批的游人。

拥有殿宇廊庑 150 余间，古碑刻 70 余方，石坊 4 座，大小狮子 110
多个，古柏 800 余株。

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营造的第一座寺院。它的营建
与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紧密相连。相传汉明帝刘庄夜

分立于大门两侧的明代石狮，赳赳而踞，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
威严。极富封建意味的大门镶嵌着 81 颗金色门钉，体现了关林的
崇高地位和关羽的身后荣耀；立于仪门左右重达 3000 余斤的铁狮，
是明代善男信女敬奉关公的遗物，虽历 400 余载风风雨雨，依然肃
穆含威；仪门“威扬六合”匾额为慈禧太后御笔，端庄厚重，弥足珍

寝南宫，梦金神头放白光，飞绕殿庭。次日得知梦为佛，遂遣使臣
蔡愔、秦景等前往西域拜求佛法。蔡、秦等人在月氏（今阿富汗一
带）遇上了在该地游化宣教的天竺（古印度）高僧迦什摩腾、竺法
兰。蔡、秦等于是邀请佛僧到中国宣讲佛法，并用白马驮载佛经、
佛像，跋山涉水，于永平十年（67）来到京城洛阳。

贵；连接仪门和拜殿的石狮御道为海内外关庙所独有，甬柱顶雕石
狮 104 尊，百狮百态，圆润生动，毫无石刻的生硬之感，代表了乾
隆时期中原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
关林相传为埋葬三国时蜀将关羽首级的地方，前为祠庙，后为
墓冢。明万历年间始建庙、植松。清乾隆时又加以扩建，形成现今
的规模。关林总面积约百亩左右，古柏苍郁，殿宇堂皇，隆冢巨碑，
气象幽然，为洛阳市著名的古建筑及游览胜地。

汉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遂将
寺院取名“白马寺”。从白马寺始，我国僧院便泛称为寺，白马寺
也因此被认为是我国佛教的发源地。历代高僧甚至外国名僧亦来此
览经求法，所以白马寺又被尊为“祖庭”和“释源”。白马寺建寺
以来，其间几度兴废、几度重修，尤以武则天时代兴建规模最大。
白马寺为长方院落，坐北朝南，寺内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佛殿、
大雄殿、接引殿、毗卢阁、齐云塔等。游览白马寺，不但可以瞻仰
那些宏伟、庄严的殿阁和生动传神的佛像，而且可以领略几处包含
有生动历史故事的景物。

门票：50 元
开放时间：周一 - 周日 (07:30 - 17:30)
地址： 河南省洛阳洛龙区洛白路 6 号
电话： 0379-63789090
交通：从西关乘 56 路公交车可直达。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洛阳旅游大白

门票：40 元
开放时间：8:00-17:00
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关林镇
电话： 0379-65951746
交通：从白马寺坐 58 路公交直达。
从火车站可坐 81、55 路公交车直达。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ancle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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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博物馆

王城公园

洛阳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中国地方性的综合历史博
物馆。是洛阳唯一的一座综合性历史博物馆。1958 年 5 月 1 日在
洛阳城南的关林建立。1973 年迁至新市区中州路。陈列大楼是一
座琉璃瓦装嵌的民族形式建筑，1974 年 5 月 1 日正式开馆。

博物馆位于古都洛阳市中心繁华地段，西临王城公园，是中国
优秀地市级博物馆和河南省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洛阳博物馆新
馆位于洛阳市洛龙区聂泰路，与隋唐城遗址植物园毗邻。

洛阳博物馆始终坚持收藏保管、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相结合,
充分发挥藏品优势，经营筹办形式多样的综合或专题性

洛阳博物

馆的文物展览，展示古都洛阳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新推出的《永

王城公园大门楼为仿古建筑，红墙碧瓦，古朴凝重。迎门石壁
前设一王权重器巨鼎，是洛阳市金村出土周鼎复制模型。

恒的文明洛阳文物精品陈列》由史前时期、夏商时期、两周时期、
汉魏时期和隋唐时期五大部分组成，展示文物珍品近千件。

园内东中部为牡丹亭，牡丹园、人工湖、滑冰场、动物园和儿
童游乐场，及大片草坪、假山、树木；园内西部，辟为历史文化游

其中在展品方面重点突出了五万年前的大象化石、新石器时代

览区，有竹林曲径、“河图洛书碑”
、韶乐台、翠环廊、纪成亭、德

的彩陶器、夏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汉魏时期的彩绘陶器及百戏俑、

胜门、纪胜柱碑群、天成阙、风湖、靓思斋茶室等，整个建筑再现

隋唐时期的彩绘乐舞俑和釉色鲜艳、形态各异的唐三彩等。其中的

了周风、汉风、唐风的余辉。

夏代青铜爵、战国时期的错金银铜鼎、北魏时期陶塑、唐代的三彩
灯、三彩马堪称国之瑰宝。同时，结合运用多种现代表现手法，赋

牡丹观赏区主要由“洛阳牡丹园、紫斑牡丹园、精品 牡丹园”

予展品以新的生命力，使展览具有雄浑大方、精巧典雅的气势和风

三大园组成，国色牡丹，万花一晶，园内共有牡丹品种 840 多个，

格，再现了千年古都特殊的历史地位。并荣获国家文物局“1999

10 万余株。

年度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圆内中心地段，共分 6 个观赏点，即牡丹仙子坛、武后赏花坛、
门票：免费

牡丹阁、紫斑牡丹园、珍品牡丹、珍品牡丹园及桥北牡丹园，共计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9:00-17:00

占地 50000 平方米，拥有牡丹 5 万余株，680 个品种.王城公园牡丹

地址： 洛阳市洛龙区聂泰路

观赏区汇集了中外牡丹的名优品种，有黑、粉、红、紫、白、蓝、

交通：从火车站乘 101 路、102 路、103 路、40 路均可到达，77 路

绿、复色，各色牡丹争奇斗艳。著名品种如姚黄、魏紫、豆绿、烟

直达。

绒紫、二乔、洛阳红、赵粉、葛巾紫等，是洛阳市历届牡丹花会的
主会场和赏花中心。

门票：50 元（初花期 40 元、盛花期 50 元、败花期 25 元）
开放时间：8:00-18:00
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中州中路 312 号
交通：公交 101、102、103、9、11、15、19、40、50、59 等多条
公交线路均可到达，交通极其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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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推荐
简介：

洛阳拙耕园宾馆地处洛南新区市

顾客点评：前台服务还好，位置也还行，门

政府商业区，位于洛宜公路与龙门大道交

口公交都不远，设施有点小陈旧。反正洛阳

汇处，地理位置优越，闹中取静，环境舒
适，旅游交通十分便利。宾馆装修简约时
尚，舒适温馨。

景点分散 住哪都差不多。
顾客点评：酒店综合感觉非常好,卫生服务很
好,设施完善比较全,舒适度也非常好,性价比

欣欣价：128 元起

>>立即预定

非常高。
>>>更多

洛阳拙耕园宾馆
简介：洛阳大为玖朝酒店是由洛阳大为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投资并管理，是集酒香、
茶香、墨香、菜香为一体的超豪华酒店。
酒店坐落在美丽的牡丹之乡——洛阳，地
处城市政治、商业中心的洛龙新区，东临
音乐彭荃，南临大型商圈、西临王城大道、
北临洛阳市政府，交通极为便利，地理位

顾客点评：距石窟很近，挺方便的，出车不
太好打，环境挺好，设施很新颖。
顾客点评：酒店装修不错，我喜欢这种温馨
的色调，不像住酒店，跟家一样。
>>>更多

置优越。
洛阳大为玖朝酒店

欣欣价：363 元起

>>立即预定

简介： 洛阳中和国际商务酒店集住宿、餐

顾客点评：环境不错，挺安静的，里面也挺

饮、洗浴、休闲、娱乐及商务活动为一体

干净，离托福考试的地儿也不远，周围吃饭

的三星级酒店，总面积达三万余平方米。

的地方也挺多， 挺方便。

座落于古都洛阳的新区洛南经济开发区，
靠近洛阳学府之地洛阳理工学院，人文和

顾客点评：服务态度很好，环境不错，早餐

地理环境十分优越，建筑风格端庄典雅，

种类也很丰富。

既蕴涵富贵华丽的韵律，又洋溢着二十一
世纪的现代气息。
洛阳中和国际商务酒店

欣欣价：180 元起

>>>更多

>>立即预定

简介：洛阳金凯悦大酒店地处洛南新区政
府商业区，位于望春们街与展览路交汇处
的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侧，地理位置优
越，闹中取静，环境舒适，交通出行十分
便利。酒店装修温馨舒适，安逸时尚。

顾客点评：酒店在南区比较方便的位置，房
间大，吃饭方便，交通便利，服务好，最喜
欢的是酒店安静。
顾客点评：酒店服务上还是比较花心思。前
台柜台外有引导员给倒茶什么的，办理入住

欣欣价：238 元起
洛阳金凯悦大酒店

>>立即预定

及退房手续时就不会太无聊。
>>>更多

>>更多酒店预订信息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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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攻略
龙门石窟最具特色的是洛阳水席，主菜以汤菜为主，吃一道换一道，如流水一样，因此得名，曾传入皇宫，是洛阳请客首选。可到老
城的耀耀、真不同、宾湖、洛阳酒家品尝。还有“不翻汤”，已有百年历史，遍及景区及洛阳大街小巷。
以后改称“燕菜”，流传至今。

洛阳水席
为华夏十八种菜系中豫菜内一大名菜，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
史，因为以汤见长，故名“水席”。
“水席”中的菜肴有素，素菜荤
做，有冷有热，咸甜酸辣，口味各异。水席共有二十四道菜，先上
八个饮酒凉菜(四荤四素)，接着上十六个热菜，热菜由大小不同的
青花海碗盛放。

浆面条
它是洛阳人普遍喜食的一种风味小吃。浆面条的原料豆浆，是
制作粉丝的绿豆浆。将做绿豆粉时渗除的豆浆置于一定温度下，使
之发酵变酸，再加温到八十度左右，使液面产生一种蘑菇状浆沫，
加入少量香油，反复搅拌，待滚沸时，把面条下入，拌面糊使之成

除四个压桌菜外，其它十二个菜，每三个味道近似的为一组，
每组各有道大菜领头，并带两个小菜，叫“带子上朝”作为配菜或

糊状，最后放入经调制的芹菜、韭菜、辣椒油、葱花、大绿豆以及
盐，吃起来味道极佳，增进食欲。

调味菜。吃完一道，再上另一道，如行云流水。“水席”中的第一
道菜由萝卜丝做成，因类似燕窝风味叫“燕菜”
。在上第四道菜时，
应上甜菜或甜汤，在上主食时，接着上四个压桌菜，即汤菜，最后
一道压桌菜是酸辣鸡蛋汤叫“送客场”表明菜已全部上完。今人又
发现唐时袁天罡看出武则天将称帝，因天机不可泄漏，就发明这二
十四道菜，预示武氏一生， 初名武后宴，宋后改为洛阳宴席，老
百姓称官场儿。旅游业发展以来，人们称其为“洛阳水席”。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ancle328

烫面角
传统风味小吃新安烫面角，创制于民国三年(1914)，已有 80
多年历史。时有开封人任老大与本县人王金斗，于新安县火车站开
设餐馆，出售“老任烫面角”。由于配方科学，制作讲究，所制烫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ancle328

洛阳燕菜

面角软皮紧，晶莹欲滴，状如新月，色如琼玉，鲜香不腻，味美可
口，时有“名扬陇海三千里，味压河洛第一家”的美誉。
任老大故世后，王金斗改字号为“老王烫面角”，其子王德法

系用白萝卜切成细丝，配以种种佐料，经过数道工序加工而成，

承袭父业，使这一风味小吃得以发展。1980 年，王德法曾应邀赴

清爽可口，为古今洛阳一大名菜。传说唐代武则天时，洛阳东关长

郑州传艺。至今，洛阳、郑州等地都有专营“新安县烫面角”餐馆。

一特大萝卜，长约三尺，重达几十斤，农民视为奇物，进贡宫廷，

近年，新安“方记烫面角”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又有创新，风味更

御厨经多道加工，并配以山珍海味，制成汤羹，武则天食后赞不绝

佳，1986 年以来，多次被评为“ 洛阳市名小吃”，并于 1993 年应

口，因感激当年在长安感业寺食萝卜救命之恩，即赐名“义菜”，宋

邀参加北京迎“亚运”美食节，受到广泛赞誉。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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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汤面铰

洛阳不翻汤

新安烫面饺，已有 70 多年的历史，在千里陇海线上闻名。新
安烫面饺，用精白粉作皮，猪前胛后臀肉作主馅，配适量大葱、韭
黄、白菜心、生姜、佐以白糖、料酒、小磨油、食盐、味精等。
把面烫好，擀成薄皮，包成如新月型的面饺，上笼清蒸，十分
钟即可。特点：皮薄如纸，色泽如玉，五味具全，鲜香不腻。

阎家羊肉汤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ancle328

阎家羊肉汤，已传四代人，至今已有 1500 年的历史。第二代

洛阳不翻汤，已有 120 多年的历史。创始人刘振生。现已传三

人阎顺生，对羊肉汤进行了创新，使调料配置适当，汤味更加鲜美，

代人，名刘呼栏，年 70 多岁。配料“绿豆粉、胡椒、味精、酱油、

从此，阎家羊肉汤闻名豫西城乡。

醋、木耳、粉丝、海带、虾皮、紫菜、韭菜、锦珍、食盐。特点：

阎家羊肉汤的特点是：用鲜羊肉，当天用肉，当天宰羊;香料
齐全、量大。用胡椒粉而不用辣椒，咸淡适口，汤味鲜美。

张家混沌

味道纯正、酸辣利口、油而不腻，别具特色。

美食地推荐
真不同饭店

张家馄饨，又称“马蹄街馄饨”
。创始人为张须，至今已有 150
洛阳水席”，如雷贯耳。从冷菜到热菜到主食，道道都是“汤

年的历史。

汤水水”，
“吃一道撤一道”，
“行云流水”一般。口味以“酸辣”为
1920 年，张家馄饨第二代传人张坤对配料和品种加以创新和

主，胡椒用了不少，有人喜欢有人不习惯。不过牡丹燕菜一定要尝

改进，以白面鸡肉、鸡血、薄鸡蛋饼、吓仁、水粉丝、榨菜等为主

尝，只见一朵鲜黄色的牡丹花盛在碗里，煞是好”。虽说价钱不怎

料;而以大油、胡椒、酱油、鸡汤、猪肉汤、陈醋等为辅料，冬天

么实惠，但顶着 “中华老字号”的名头，外地人来了总得去见见

配韭黄、大葱，春天配嫩韭、香椿。

世面，吃个新鲜、热闹。
地址：中州东路 369 号
电话：0379-63952609 63952338

潘金和烧鸡

百碗羊汤

潘金和烧鸡在洛阳久享盛名。创始人潘根生，1941 年其子潘

洛阳本土商业化最好的汤店，把普通的羊汤提升了一个品味档

金和开始营业，以其风味独特，经营灵活，故生意兴隆，远近驰名。

次。环境和服务都较好，在洛阳很普遍大众化的汤，在百碗羊汤喝

如今经营潘金和烧鸡的是金和之子栓柱。配料：丁香、草果、卜拨、

却是一种享受。汤味很好，羊肉很大片，用料好，干净放心。
地址：西工区解放路 56 号新都汇广场 3 楼 C 号

豆蔻、大回、小回、花椒等。

电话：(0379)63106886
逍遥镇胡辣汤

特点：制作精细，味道纯正、皮色黄中透红。肉质外焦里嫩，
食后满口余香，远销省内外。有诗为证：“佳肴名声噪，顾客千里
至。”

店小绝活是辣汤配油饼，胡辣汤和油饼，味道还不错是洛阳特
色。
地址：涧西区上海市场步行街(近西苑路)
电话：0379-6566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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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当地特产
洛阳的工艺品和土特产琳琅满目,购物场所比较多且集中，所
以非常方便。著名的唐三彩，在洛阳已有百年的历史。洛绣是洛阳
传统的工艺品，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还有牡丹、梅花玉、黄河
鲤鱼等。
到龙门石窟旅游，我们可以在龙门石窟景区附近的小摊上购

现代购物
洛阳现代一点的购物中心当属地标性质的新都汇，位于洛阳市
西工区中心中州中路与解放路交汇处，邻近王城公园及洛阳火车
站，从这两个地方打的过来都只需一个起步价 6 元。它有四层三部
分组成：
国际名店街：家乐福超市、各种品牌服饰专卖店。

物，这里也有很多龙门石窟的特色产品。当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我们可以前往洛阳市区。
洛阳市区有很多的工艺品，十分精美。这里的购物场所，很是

购物商圈

集中，所以很方便，丽景门是传统的购买唐三彩的地方。越过丽景
门，便是洛阳的老街，整条街都很是古朴，让人留恋。这里还有很

洛阳新都会购物广场

多的特色小吃，很是美味。
洛阳新都会购物广场的规模比较大，商品的种类比较全，能够
洛阳比较现代的购物场所有新都汇，这里位于洛阳市西工区中
心中州中路与解放路的汇合处，靠近火车站，交通很是便利。这里
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购物、娱乐、休闲的好去处。

传统购物
丽景门在“真不同”中州店后面，城门里有家三彩艺是专营现代

满足大多数人的不同需求，也比较符合现代人的购物需求。在这一
个地方几乎就可以买全你想要的东西。服务质量也可以，环境也不
错，不过价格就不便宜了！
地址：唐宫路与解放路交叉口
交通：乘 22 路或 55 路在唐宫中路玻璃厂路下车

唐三彩的店家，里面品种繁多，式样别致，买唐三彩的首选地。过
了丽景门往后走就是洛阳的老街了，整条街道风格古朴，还能吃到
各种各样的小吃。

唐三彩

洛阳王府井百货
洛阳王府井百货是以百货零售业经营为主的综合性上市公司。
是比较高档的消费场所。地下有超市，最高层有美食城。人非常多，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上繁荣兴盛，文化艺术

导致在付款上要花费的时间也很长。

上群芳争艳，三彩釉陶始于南北朝盛于唐，它以造型生动逼真、色
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因为常用三种基本色，又在唐代形

地址：中州中路 188 号(近纱厂路)

成特点，所以被后人称为“唐三彩”。
交通：乘坐 101 路、34 路、41 路、48 路等公交到王城广场东下车，
步行 156 米即可到达。

纪念品
洛阳以龙门石窟为主题的旅游纪念品名目繁多，如以龙门石窟
风景区奉先寺诸佛为主题的洛阳印象冰箱贴、工艺笔、CD 盒、便
携式烟灰缸、便签本，以及以龙门石窟卡通形象为原型的钥匙链、
扑克牌等小型旅游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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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活动

迹，自然人文景点多达 60 余处，是我国北方少有的山水景观，完
全可以和长江三峡媲美。

牡丹花会
河洛文化节
每年四月是牡丹盛开的时节，牡丹繁盛之地洛阳以牡丹为依托
开展的一系列文化活动。牡丹花会是中国四大名会之一。
自隋唐以来，城都或乡间的赏花活动，逐渐形成了一种集中观
赏形式——牡丹花会。如唐代的长安；北宋时的洛阳；南宋的天彭、
余杭、成都；明代的亳州、曹州；清朝的北京等地，相续是中国牡
丹的栽培中心，一年一度的“牡丹花会”或“花展”驰名天下 。
现如今，国内规模较大的牡丹花会举办地有三处：一是洛阳牡
丹花会（4 月 15——25 日）；二是菏泽牡丹花会；三是彭州牡丹花

河图洛书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作为中华先民最古老的生
息繁衍地之一，蕴育了灿烂的华夏古代文明，作为华夏文化代表的
河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
为了更好地弘扬河洛文化精髓，构建和谐洛阳，也为了展示博
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和绚丽多姿的河洛山水，进一步实施“旅游强市”
战略，洛阳市委、市政府决定每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28 日举办河
洛文化旅游节。

会。

关林国际朝圣大典
洛阳关林是我国惟一的“冢庙林”三祀合一的古建筑遗存，自
古就是人们朝拜关羽的胜地。
关林朝圣活动开始与河洛文化节进行了有机的融合，成为洛阳
继牡丹花会之后又一个文化旅游盛会。

夜游龙门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松青

小浪底观瀑节

游人可夜游龙门，感受别致的光影石窟魅力和佛教文化内。龙
门石窟在通过独特的照明设计、如梦如幻的灯光变化，使奉先寺卢
舍那大佛动感十足，八面威风，让人仿佛恍入天国，聆听佛训，顿

每年 6 月中旬都会举办小浪底观瀑节。河三峡是小浪底与王屋
山所孕育的精华，位于小浪底水库大坝上游 20 公里处，总面积 40
平方公里， 是小浪底风景区的精华所在。
八里胡同位于黄河中下游最窄处，两岸断壁如削，中间河水奔
涌，三条峡谷各具风采：孤山峡鬼斧神工，千切壁立；龙凤峡盘龙
走蛇，曲折迂回；大峪峡开阔舒展，气象万千。特别是九蹬莲花栈，
九蹬九级，次第升高，望之若莲花盛开，似出水芙蓉，号称“鲧山
禹斧”。

觉超凡脱俗之感，突生荡气回肠之意。
另外，游客在亲水平台上既可烧香拜佛许愿，又可亲手点燃二
十至三十厘米的小莲花灯，放置河中，令其随波逐流，把美好的祝
福带向远方。
除了这些令人赏心悦目的视觉感受外，龙门石窟景区夜游项目
还有武皇礼佛、琵琶演奏、古筝表演等活动，使游客的夜游之行浪
漫绚丽，丰富多彩，心驰神往。

而且还有隋唐古栈道、陈谢大军黄河渡等多处丰富的文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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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贴士
出行提示：
1

龙门石窟一年四季都适合旅游，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风景，特别是每年四月洛阳牡丹花会，洛阳市政府举办各种庆典活动，各景

区也有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那时是洛阳旅游的黄金时期。
2

在景区停车场下车后会有附件的摊贩拉你上他们的车去龙门石窟的门口，千万不要听信，会被带到其他的地方。

3

如果住私营旅馆，记得提前了解大概房价，别说自己是外地的，就说来住过很多次了，一直都是这个价钱，不然可能会挨宰。

4

洛阳市区真不同饭店的洛阳水席久负盛名，很有特色，可以试试。

5

景点线路比较长，有点累人。参观龙门石窟时，最好从前门进，不要坐三轮车从后门进，这样从后门出来，一来可以到河对面观

石窟全貌，二来过一个桥就是东山的石窟了。
6

如果是夏天黄金周去的，游人比较多，基本没有遮阳的地方，要注意防晒。其次台阶比较多，最好穿上舒服的鞋子。

7

北魏开凿的石窟全部集中在西山，唐代开凿的石窟则分散在西山和东山。参观龙门石窟时，最好从前门进，不要坐三轮车从后门

进，这样从后门出来，一来可以到河对面观石窟全貌，二来过一个桥就是东山的石窟了。
8

提供电子智能导游，花 5 元钱租上一个耳机和一张方位图，就可以在里面自由行走，到一个景点只要按图所示号码，一按耳机数

字键就会有一段详尽的解说录音。
9

河畔有一个卖纪念品的市场，有大量的仿唐三彩出售。

10

龙门石窟北 500 米处山崖建有广化寺，为北魏时的龙门八寺之一。

常用电话：
联系电话：4006900005（龙门石窟景区服务热线）
投诉电话：0379-65997645（龙门石窟景区管理局质检办）

攻略制作者

0379-64310882 （洛阳市旅游局投诉电话）

周边攻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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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攻略！如有批评
建议，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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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