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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古城



1938 年，一场惨烈的台儿庄大战，将这座古城化为废墟，也使得这个地

方家喻户晓。实际上，台儿庄并非只有“二战”时期的那段历史，它形成

于汉，发展于元，繁荣于明清，曾是古运河岸边最繁华之处，乾隆皇帝曾

赐其“天下第一庄”的殊荣。

当年京杭大运河就在这里离开山东继续南下，台儿庄南北交融，呈现“商

贾迤逦，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的繁荣景象，现在绕台儿庄而

过的三公里水域，也是京杭大运河仅存的真正古河道，被称为“活着的古

运河”。

今天的台儿庄是一座全新的“古城”。从 2008 年开始，当地政府重建并

恢复了这座江北水城的昔日风彩。古城涵盖鲁南民居、山西大院、徽派建

筑、福建建筑、西洋建筑等风格，并将 53 处台儿庄大战遗址融入其中。

你可以漫步古城，在交错的水巷追寻古意；也可以来缅怀“二战”历史，

致敬先烈。高铁和 BRT 公交的便捷，使得古城及周边的旅游发展迅速，

成为周边省市度假休闲的一大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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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体验 

运河文化

台儿庄运河史称泇运河，系晚明时期开凿，万历三十三年

（1605 年）正式通航。泇运河使南北漕运畅通的同时，

成就了台儿庄古城。如今，台儿庄不仅拥有古运河、古码头，

还拥有传承下来的运河文化。2014 年 6 月，京杭大运河

申遗成功，台儿庄（月河段）作为节点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成为我国第 46 项世界遗产。

高启民

大战遗迹

1938 年的台儿庄大战，使台儿庄名扬天下，被誉为“中

国民族威武不屈之地”，台儿庄尚有 53 处战争遗址保存

完好，包括大战遗址纪念园、清真古寺、月河街巷战遗址、

太平巷巷战遗址等，城外还有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和李宗仁

史料馆等，可让你缅怀先烈，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水乡韵致

历史上的台儿庄地势低洼，老百姓筑台而屋，随汪而居。

古城区有十八个大小不一的“汪（水塘）”和 30 华里的

水街水巷，汪渠相连，水巷纵横，是个标准的水乡。你可

以泛舟水上，游遍古城，尤其是夜晚，花灯初上，灯火阑

珊处，别有一番朦胧美妙韵味。

齐鲁美食

台儿庄古城地处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地带，南北交融，美食

也汇聚八方特色，形成独特的鲁南风味。到台儿庄，鲁南

美食不得不尝，枣庄辣子鸡、菜煎饼、羊肉汤、张氏脆皮鸡、

运河青虾、冯家驴肉、张家狗肉都是地道当地菜品，绝对

让你大饱口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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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古城

台儿庄古城位于京杭古运河台儿庄（月河段）北侧，从 2008 年

开始，当地政府将保存下来的大战遗址、古城墙、古码头、古民居、

古街巷、古商埠、古庙宇、古会馆等历史遗迹逐步修复，重新恢

复了历史上的台儿庄。

景点
游客通常会从古城西门或东门购票进入，古城内景点主要集中在

大衙门街沿线、月河街与船型街沿线、丁字街与顺河街沿线、台

湾街与后大街沿线四大片区。

1、大衙门街沿线
大衙门街是台儿庄古城的主街，全长 1000 多米，贯穿古城东西，

是古城最热闹的街道之一，大衙门街两旁景点、商店、餐馆、酒

吧鳞次栉比，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呈现出古城昔日的繁华景象。

大衙门街沿线主要有大战遗址纪念园、参将署、中国运河税史馆、

复兴楼与复兴广场、古城西门等景点，以下分别介绍。

大战遗址纪念园

1938 年的台儿庄大战，中国军队誓死抵抗，与日军血战 16 天，

使这座美丽的运河古城成为一片废墟。如今，台儿庄古城内保存

了 53 处战争遗迹，大战遗址纪念园无疑是最为集中和触目感怀

之地。园内尚存义丰恒商号、仁寿堂药店、和顺糕点店等明末民

居 11 栋，是台儿庄大战中巷战的主要发生地。残存的灰色砖房

外墙还保留着密集的弹孔，展示了当年战争的残酷与激烈。如今，

遗址内部已辟为台儿庄大战遗物陈列馆和故事馆，游览者可在此

了解关于台儿庄大战的故事，读读战士们亲笔写的书信，缅怀为

国捐躯的先烈。

sarah 一直在路上

参将署

俗称“大衙门”，其门前的“大衙门街”也得名于此。参将署最

初建于 1683 年，是清朝正三品参将的行署。参将统领 600 兵马，

负责管辖运河河道的工程防护和漕运治安。1937 年 1 月，国民

政府在此设立山东峄县警察局台儿庄分局，1938 年初，成为第

3 集团军副司令沈鸿烈的军火库，在台儿庄大战中，这批军火发

挥了作用。如今，2008 年重建后的参将署已成为《文化大客厅》， 

设立书法及书画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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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运河税史馆

原址为清末时出任六品税务官的陈扶清住宅，俗称陈家大院，是

清朝末年台儿庄富商陈家的府第。现为中国运河税史馆，馆内展

示了明清古运河的税收文化，可从中了解钞关、纳税、核算、漕

运等古代税务知识。

复兴楼与复兴广场

复兴楼位于台儿庄古城的中央，是古城最气派的建筑之一。楼前

的复兴广场是古城的演艺集中地，常常举办应季活动。

无尾象

古城西门

台儿庄大战期间，西门曾是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的临时指挥部。

台儿庄在汉朝时建立，在明清繁盛，建有六座城门。西门正中牌

匾为“古城旧志”，表明这里是旧城的标志。

广源河上的桥

广源河挨着古城内最繁华的街道大衙门街，是古城内最重要的一

条内河。河上共有六座桥：广源桥，广济桥，广汇桥，至尊桥，

玉涵桥和复兴桥，都是拍摄古城小桥流水风光不错的摄影点。

在摄之戒

步云廊桥

古运河上的景观桥，取“平步青云”之意，曾经历明、清两个朝代，

如今可在桥上观赏古运河的景色。

sarah 一直在路上

“天下第一庄”牌坊 

台儿庄历史悠久，形成于汉，发展于元，繁荣于明清，俗称“天

下第一庄”。

sarah 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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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通衢牌坊

见证了台儿庄往日的辉煌，牌坊所在的街道被称为大衙门街。

sarah 一直在路上

2、月河街与船形街沿线
月河街全长 280 米，是台儿庄最繁荣的古街之一，因为处在月

河北岸，故名月河街。船形街长 110 米，中间宽 60 米，四周环水，

形似扬帆起航的巨船，寓意“大河行舟，一帆风顺”。月河街与

船型街相通，沿线主要有道升酒坊、兰婷书寓、闸官署、天后宫、

中国运河招幌博物馆等景点，以下分别介绍。

道升酒坊（运河酒文化馆）

道升酒坊始建于 1740 年，2010 年在原址基础上规划重建，如

今成为运河酒文化馆，展示了台儿庄悠久的酿酒历史和文化。

历史上的道升酒坊为台儿庄“陈、王、袁、骆”四小家中的袁家所开，

坊内建有酒窖一间、大窖池 3 个、百斤储酒大缸 50 个，日产白

酒 500 斤。建国后，酒坊从原址迁出，并入了当地酒业公司。

重建后的酒坊一楼用场景和道具再现了古酿酒作坊与酿酒流程，

复原了古酒坊遗址。不要错过二楼的运河酒器博览馆，这里展示

了酒器收藏家李福民先生近千件酒器藏品，镇馆之宝是一对景德

镇产的明朝霁蓝釉云龙花卉纹大酒瓶，还有因运河交流而传来的

各地酒器，如石榴瓶、葫芦瓶、船形瓶、鱼形瓶等。

日子的日子

博览馆还展出了与军事相关的各种近现代酒器，坦克、军舰、枪支、

炮弹、军鞋、军帽形状的“限量版”酒瓶也是一大看点。参观完

道升酒坊，可在一楼购买当地产的原浆白酒（50-55度，60元/瓶）

和浓浆白酒（60-65 度，100 元 / 瓶）。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四，8:00-21:00；周五至周日，8:00-21:30

兰婷书寓（青楼文化展馆）

历史上的台儿庄，商业的繁华也促使青楼应运而生。书寓是古代

的高级艺妓，也是高级妓院的代名词。兰婷书寓是一个名叫兰婷

的老年名妓在台儿庄开设的高级妓院，专门接待达官贵人。

复原后的兰婷书寓作为青楼文化展馆，展示了旧时代风月场所的

方方面面。展馆内布置的清幽雅致，有个漂亮的小庭园。一楼是

会客厅，展示了青楼女子的才艺与会客之道，还设有三寸金莲展

厅和青楼文化展厅。二楼是闺房和浴室，展现了青楼女子入浴和

入寝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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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参观，兰婷书寓还常设“青楼文化演艺”，伴随穿着华丽服

饰少女的莺歌燕舞，好像让人回到那个歌舞升平的运河盛世年代。

sarah 一直在路上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四，8:00-21:00；周五至周日，8:00-21:30

青楼文化演艺：8:00-18:00，周一停演，以景区公告为准

闸官署（台儿庄运河奏疏展馆）

闸官署是管理运河船闸的闸官官邸，就在台儿庄古运河旁，始建

于 1606 年，后经过多次修缮与重建，如今的闸官署在 2009 年

重建，被设置为台儿庄运河奏疏展馆。这里不仅展示了历史名人

论述运河与漕运的奏疏，台儿庄运河开凿、维护、管理中的奏疏，

还能了解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等古代官员开凿运河的事迹。

游览者可以通过丰富的史料，了解台儿庄运河的历史。

sarah 一直在路上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四，8:00-21:00；周五至周日，8:00-21:30

保寿堂（中医博物馆）

保寿堂最初建于 1856 年，由地方药学家王仲芳先生开设，以出

售中药为主，同时坐堂接诊。保寿堂原为二进院格局，现仅恢复

了部分院落，目前为中医博物馆。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四，9:00-17:30；周五至周日，9:00-18:00

天后宫

清朝初年，天后宫由福建商行集资兴建，建成后成为当时的福建

会馆。在整个清代，天后宫香火旺盛，但不幸毁于 1938 年战火，

今日重新的天后宫仍带有鲜明的闽南特色，并成为海峡两岸的交

流基地，天后宫里的两座妈祖像也是由台湾友人捐赠的。古城常

规演出“南狮表演”和“乾隆巡游台儿庄”就在天后宫门前，游

览者可“掐点”前来观看。

sarah 一直在路上

中国运河招幌博物馆

所谓招幌，就是中国传统的商业广告，招牌、幌子、吆喝声都成

为招幌文化的一部分。船型街北侧的中国运河招幌博物馆据说是

国内首家以展示“招幌”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它搜集了明清及

民国时期大运河区域的各式招幌，糕点店、药铺、当铺、香油坊、

杂货铺、手工作坊……的招幌各不相同，有的用匾额、有的则是

实物或模型，还有的使用象征物，这些都能成为招揽生意的“招

幌”，也是古代生意人买卖经的一部分。

开放时间：8:00-21:00

蝈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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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型街

船形街紧挨着天后宫，形似扬帆起航的巨船，寓意“大河行舟，

一帆风顺”。街中央的仿古大船是一座古戏台，每天定时上演“柳

琴戏”。除了本身的造型外，这一段并不长的商街还是一条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销街区，东阳的木雕，潍坊的风筝，泸州的油纸伞，

山东的面塑等都在这里有售卖。

蝈蝈小姐

月河街

月河街西起赵家东巷，东接丁字街、顺河街，全长约 300 米。

店铺临街，住宅临水，狭窄的巷子充满江南水乡的味道，清晨和

夜晚都是不错的摄影点。

蝈蝈小姐

3、丁字街与顺河街沿线
丁字街始建于明朝万历末年，东西走向的大衙门街与这条南北街

呈丁字形分布，故名丁字街。丁字街延伸到古运河，与沿古运河

北岸顺河街相通。丁字街与顺河街沿线主要有关帝庙、大夫第、

枣庄古代清官廉吏展馆、谢家镖局等景点，以下分别介绍。

关帝庙

最初建于 1735 年，台儿庄大战中，关帝庙中的将祠是台儿庄守

将，国军第 31 师师长池峰城的前线指挥部，战火中这里大部分

建筑都成了废墟。如今的关帝庙由当地政府在 2010 年重建，为

台儿庄最大的庙宇之一，在每年农历五月十三，都会在此举行关

帝庙会。

开放时间：8:00-21:00

在摄之戒

 探秘热门电影取景地

不少影视剧在台儿庄古城取景拍摄，

如路阳导演，张震主演的《绣春刀2·修

罗战场》，弘扬鲁菜文化的电影《味

之道》等。

在《绣春刀 2》中，你能看到京杭大

运河、复兴楼、参将署、至尊桥、万

家大院等古城景点，电影中古典清冷

的气息烘托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台儿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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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第（贾三近旧居）

这里是台儿庄古城内难得的保存较好的院落，也是一栋徽派风格

的住宅，其主人贾三近是明代隆庆年间的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

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相传贾三近为《金瓶梅》的作者，

院内有一室收集了很多《金瓶梅》相关书籍。宅院内各处的木雕

较为精美，是一大看点。

开放时间：9:00-17:00

日子的日子

枣庄古代清官廉吏展馆

展出了枣庄地区历代清官滕文公、荀子、疏广、疏受、匡衡、王良、

张守蒙、贾三近、刘东星、刘镛、张玉树、王鼎铭 12 位枣庄籍

和在枣庄为官的古代清官廉吏从政经历和清廉事迹。

开放时间：9:00-17:00

谢家镖局（运河漕帮镖局博物馆）

原为台儿庄回民武术宗师谢玉田开办的镖局，现为运河漕帮镖局

博物馆，馆内展出了运河漕帮有关是史料。

开放时间：9:00-17:00

大清邮政官局

顺河街看古运河

沿着顺河街漫步，可以看看古运河和古码头，北段的王公桥是拍

摄运河风光不错的地方。

民国风丁字街

丁字街不长，重建后充满民国风情，夜晚在民国风情客栈前还有

萨克斯演奏。

无尾象

月老河

月老河呈现小桥流水的江南风光，玉带桥和小花桥都是不错的摄

影点。

sarah 一直在路上

1898 年，德国人在台

儿庄的顺河街王公桥建

设了客邮代办所，开始

办理邮政业务。1899

年，大清台儿庄邮局正

式开办，隶属镇江邮区

管辖。如今，重建后的

大清邮政官局管局仍然

为古城内的邮政所，也

有清代邮品的展出。

 蝈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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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湾街与后大街沿线
台湾街与后大街相连，在大衙门街北侧，与之平行。台湾街与后

大街沿线主要有菩提寺、清真寺、天齐庙等景点，以下分别介绍。

清真寺

清真寺始建于明朝初年，1938 年台儿庄大战期间，先后成为中

国守城部队和入城日军的指挥所旧址，在战火中遭受重创。幸存

的只有门楼、沐浴室、北讲堂和西小讲堂等建筑。进入清真寺，

还能看到西小讲堂的墙壁上弹痕累累，其中有一块被粉笔圈出来

的地方，是弹痕最密集的 80 厘米砖墙，现在被陈列在中国革命

历史博物馆里。除此之外，进门就能看到的两棵有弹痕苍柏，一

枯一荣的矗立至今。

在摄之戒

泰山行宫

天齐庙

天齐庙又称“东岳庙”，始建年代待考，清代重修，后毁于

1938 年台儿庄大战战火。2011 年按清代中期建筑风格原址恢

复了天齐殿、淑明宫、阎罗殿、三星殿等建筑。

菩提寺

菩提寺是台儿庄古城最大的一座庙宇，也是唯一一座唐代风格建

筑。菩提寺里重建的准提阁，是台儿庄古城内有史可考的最古老

的一栋建筑，始建于唐朝末年，元末明初被战火摧毁。

龟汪

基督教堂前的水域形态如乌龟，长寿桥、长福桥与水巷、水汪相

映成趣。

sarah 一直在路上

泰山行宫俗称“泰山庙”，始

建于宋代，1938 年在台儿庄

大战中损毁，2011 年在原址

上重建。重建时按照明代建筑

风格原址恢复了碧霞宫、观音

殿、财神殿等主要建筑，按民

国建筑风格原址恢复了山门。 在摄之戒

 游览小贴士

● 出古城游玩记得带上身份证，再进入古城时需要验证。

● 穿一双舒适的鞋子游览古城比较好，女生不要穿高跟鞋。

● 如果携带行李较多，又不在古城住宿，古城西门的游客中心

提供行李寄存服务，可先寄存行李后，轻装游览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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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

大衙门街沿线

鲁南皮影戏

鲁南山花皮影发源与枣庄市山亭区，2006 年被列入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如今，第四代传人陈守科先生的戏班在此表演鲁

南皮影，演出剧目有《是谁还给了往日的辉煌——乾隆皇帝又来

了》、《封神榜》、《西游记》、《杨家将》等。

蝈蝈小姐

演出地点：大衙门街西段台庄驿东侧

演出时间：每日 10:00、11:00、11:45、14:30、15:40、6:40、

17:40、19:30、20:20、21:10，以景区公告为准。

运河大鼓

运河大鼓是大鼓演奏的一种形式，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发展历史。

在明末清初，台儿庄古城运河两岸渔鼓艺人的演奏基础上，经过

加工润色，演变为今天的运河大鼓，流传于今山东省枣庄市附近。

2007 年，运河大鼓入选山东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资文化遗产。

演出地点：大战遗址公园

演出时间：11:30、15:00、16:20、17:20，周四停演。

威风锣鼓

威风锣鼓本是山西的民间艺术，因台儿庄是南北交汇之地，常有

山西商人在此定居，也将这种民间表现形式引入了台儿庄，威风

锣鼓表演的时候，鼓点节奏快，几十人前后进退，左右开合，面

极其威风闹。

 sarah 一直在路上

演出地点：复兴广场

演出时间：以景区公告为准

露天老电影《血战台儿庄》

1986年，由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制，杨光远和翟俊杰联合导演的《血

战台儿庄》是国内经典抗战片之一，曾荣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每天傍晚，台儿庄古城都会在大衙门街旁露天放映这部经典电影，

带你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sarah 一直在路上

演出地点：大衙门街西段台庄驿对面

演出时间：每日 19:30-21:00，特殊天气停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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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宫与船型街

乾隆巡游台儿庄

“乾隆巡游台儿庄”为大型实景剧，以乾隆三十年，乾隆皇帝第

四次下江南时路过并巡游台儿庄为历史依据制作而成，全长 30

分钟，由三组画面构成，先后为大运河巡游、天后宫登岸题字和

衙门街巡游。剧中涉及人物 40 余个，主要人物有乾隆皇帝、刘

墉等人。在龙船巡游过程中，陪同官员向乾隆皇帝介绍了台儿庄

的历史由来和沿途的特色建筑，尤其是道出了台儿庄融汇南北的

运河文化特质。在天后宫，峄县知县像乾隆皇帝概括了台儿庄的

繁华景象，乾隆皇帝御笔亲题了“天下第一庄”。

在摄之戒

演出路线：西门—天后宫—大衙门街—西门

演出时间：每天 9:40 一场，周二停演，特殊天气停演

南狮表演

来自广东佛山的舞狮表演。

在摄之戒

演出地点：天后宫庙前广场

演出时间：每天 11:00 、15:00、16:00，周二停演，以景区公

告为准

柳琴戏

“柳琴戏”俗称拉魂腔，又有拉呼腔、拉后腔等名称，1953 年

正式定名为柳琴戏。它形成于清代中叶以后，主要分布在江苏、

山东、安徽、河南四省接壤地区。柳琴戏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

说是以鲁南民间小调为基础，受当地柳子戏的影响发展起来的；

一说是由江苏海州传播而来。

sarah 一直在路上

演出地点：船型街小戏台

演出时间：8:00-18:00，周一停演，以景区公告为准

丁字街沿线

萨克斯演奏

演出地点：丁字街

演出时间：每晚 17:00-21:00，以景区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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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街与后大街沿线

万家小姐抛绣球

曲苑杂坛

演出地点：台湾街东首市楼

演出时间：9:30、10:30， 

周四停演，以景区公告为准

古城魔术

演出地点：明德广场

演出时间：8:00-18:00， 周二停演，以景区公告为准

夜游古城
夜晚，古城放下了历史的沉重，显现出运河交融的繁华。华灯初上，

整座古城被装点的明亮瑰丽，桥拱里、阁楼上、老建筑的屋脊线、

楼亭的飞檐翘角……都被灯光勾勒出曼妙的曲线，街角、客栈、

酒吧前的灯笼闪耀，此时漫游古城，吃小吃、逛小店、听歌、坐船、

看表演、玩游戏……古城的夜生活丰富多彩，夜游已经成为越来

越受欢迎的游览项目。

1、逛——大衙门街、月河街

夜晚，古城内的大衙门街和月河街相当热闹，大衙门街可逛街购

物，沿街还有很多游乐体验；月河街的兰婷书寓、道升酒坊等都

开放到晚上 21:00，在夜色中游览，别有一番风味。

在摄之戒

2、摄——船型街、丁字街、古城西门、龟汪

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夜晚的古城星光灿烂，非常上镜，船型街、

丁字街、古城西门和龟汪等区域都是欣赏和拍摄古城夜色的好地

方。

 

丁字街 By 在摄之戒

 

古城西门 By 无尾象 

3、听——大衙门街酒吧、枕河风情酒吧街、乘船夜游

傍晚，古城的酒吧陆续开放，朋友们可点上一杯饮品听歌畅聊，

度过一个悠闲的夜晚。不去酒吧的话，乘船夜游也是不错的选择，

伴随船妹子的歌声，看古城的灯火阑珊，也很有意境。

  

乘船夜游 By 无尾象

演出地点：台湾街东首市楼

演出路线：西门—台湾街—

市楼—西门

演出时间：每天 16:00， 周

二停演，以景区公告为准 无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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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游览
如果觉得走路太累，你还可以泛舟水上，在摇船少女的歌声和故

事里欣赏这座水城。古城游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古城内河摇橹

船，另一种是古运河画舫。

1、内河摇橹船

行驶路线 1：参将署码头——复兴广场码头——王公桥码头

行驶路线 2：兰祺码头——龟汪码头——清真寺码头

开放时间：8:00-22:00

票价：日场单程60元，往返100元；夜场单程60元，往返100元。

电话：0632-6679025、13589626174

sarah 一直在路上

2、古运河画舫（城外）

行驶路线：游客服务中心（大桥停车场）——西门码头

开放时间：8:00-21:00，每 20 分钟一班或坐满既发

 sarah 一直在路上

3、古运河画舫（城内）

乘坐画舫在台儿庄古城中的内河巡游，夜晚，内河上还开设了河

边主题休闲吧，可以边夜游古城，边小酌休闲。

古城内外河观光船乘坐地点 : 五行码头 

单程（40 元 / 位）: 五行码头 -- 郁家码头

往返（60 元 / 位）: 五行码头 -- 郁家码头 -- 五行码头郁家码头   

单程（40 元 / 位）: 郁家码头 -- 五行码头

往返（60 元 / 位）: 郁家码头 -- 五行码头 -- 郁家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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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辣子鸡

枣庄辣子鸡选用当地散养公鸡

为食材，鸡块用薄皮辣椒和米

醋爆炒，配土豆片，色艳味重，

口味咸香带辣，十分下饭。

运河鲤鱼

台儿庄古城汪塘遍布，美食自

然少不了鱼，运河鲤鱼色白汁

浓，鲜嫩爽滑，营养丰富，相

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品尝后赞

不绝口。

糁汤

糁汤是台儿庄的特色早餐，

“糁”的名字与乾隆皇帝有关。

相传乾隆下江南时品尝后，随

口问了一句：“这是啥（糁）？”

地方官员忙点头：“这是啥

（糁），这是啥（糁）。”而

被传为佳话。

张氏脆皮鸡

张氏脆皮鸡采用本地土鸡作原

料，加入多味中草药入汤锅慢

煮，又经蒸笼、挂凉等九道工

序精制而成，吃起来皮脆肉嫩、

爽口清香的特点。

运河青虾

运河青虾是在古运河天然水域

中生长的淡水虾，虾壳薄、肉

嫩、味鲜美，新捞上来的青虾

炸着吃，酥脆可口。

美食

“要拉馋，辣椒盐”的枣庄美食

枣庄属于鲁南地区，鲁菜也是八大菜系之一，口味以辣和咸为主。

枣庄美食以辣子鸡、菜煎饼、羊肉汤最为出名，当地有句口头禅

说道：“要拉馋，辣椒盐”，“拉馋”就是解馋的意思，“辣椒盐”

可见当地菜以咸辣口味为主。古城内有不少家常菜馆，主打菜式

都是当地特色菜，饭点选择人多兴旺的菜馆就餐即可。

羊肉汤

选用枣庄当地的长腿白公山羊

制作的羊肉汤，号称“鲁南第

一汤”，汤汁发白，肥而不腻，

无膻味。

枣庄辣豆腐

不同于四川的麻婆豆腐，枣庄

辣豆腐的豆腐切块经过大火烧

汤熬煮，再添加辣椒及各种香

料，辣的够味。

菜煎饼

鲁南地区的特色美食，将摊好

的杂粮煎饼，放入各种青菜馅，

折叠后切块，刚出锅的菜煎饼

外酥内软、馅鲜饼香。

煎饼卷大葱

煎饼卷大葱是山东传统名吃。

食用方法是将大葱洗净蘸上甜

酱，用刚烙好的煎饼卷着吃，

辛香辣伴着甜酱的味道，很有

嚼头。

运河石头大饼

运河石头大饼始于北宋初年，

为鲁南、苏北运河两岸的传统

地方名吃。运河石头大饼外酥

里嫩、油香饶舌、香脆可口，

有甜、五香、牛肉等不同风味。

黄花牛肉面

黄花牛肉面主要原料有黄花

菜，黄牛肉和面条。相传北方

人爱吃牛肉但不产黄花，南方

人爱吃黄花但不爱牛肉，这道

面食融合了南北特点。

冯家驴肉

冯家驴肉起源于清光绪年间，

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驴肉

呈酱红色，吃起来很香，有补

气血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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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餐厅

兰祺酒店

兰祺国际会议中心坐落于有“江北水乡、运河古城”之称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台儿庄古城，是集会议，展览，餐饮，会所

等功能为一体，现为鲁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善、配套设施

最齐全的综合性国际会议中心。

兰祺会堂设计源于运河沿岸城市民俗风情，提供中餐、西餐、中

西自助餐服务和轻松优雅就餐环境。餐厅定位于最具古朴的古运

河风情和独具个性的美食头等舱，处处都能诠释千年大运河的饮

食文化。菜品根据“不时不食”原则，精心打造运河河鲜、地方

名吃、时令特色美食，给您提供绿色、营养、健康的美食体验。

地址：台儿庄古城西门内（兰祺国际会议中心）

台城谣 （菜煎饼）

本地口味为主的菜馆，主打当地

小吃，菜煎饼做的很地道。

地址：台儿庄古城内（泰山行宫

对过）

台城谣 （餐厅）

本地口味为主的菜馆，品尝台儿

庄小吃美食的同时，还能了解当

地的风土民情。

地址：台儿庄古城东门广场

张家狗肉

当地有句老话“没有狗肉不成

席”, 张家狗肉是枣庄地区的

老字号，味道鲜美，香而不腻，

烂而不散。

老台庄鱼馆

本地特色菜馆，特色菜有油淋桂鱼、鲤鱼、本地土鸡、运河青虾等。

地址：美食街中段

运河鱼馆

经营辣子鸡、张氏脆皮鸡、冯家驴肉、张家狗肉、运河野鲤鱼、

运河青虾等家常菜，经济实惠，口味地道。

地址：箭道街

台庄驿

以驿站文化为主题的当地餐馆。

地址：大衙门街 22 号驿站广场对面

电话：0632-6858666

回味从前农家菜馆

本地口味为主的鲁菜馆，特色菜有运河蒜爆鲤鱼、农家辣子鸡、

运河青虾、古城三宝等。

地址：大衙门街西段大茶壶斜对过

电话：13863294557

八大碗

传统地方特色小吃。

地址：大衙门街 90 号

电话：1351111186

推荐茶馆

谢裕大茶壶

雍正十年，谢裕大茶行由浙江茶商沈绮建造，名为苏杭茶楼。茶

行整体为木雕结构。咸丰七年，徽州茶商谢正安收购了苏杭茶楼，

改名谢裕大茶行。原建筑毁于 1938 年的战火，2008 年，谢裕

茶行在原址基础上进行复建，在这里不仅可以品茶小憩，还能购

买全国各地的知名茶叶。

By 蝈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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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颜观色

它名【茶颜】字【观色】是天生不一样的现代茶馆，是性感迷人

的新中式鲜茶馆，茶颜观色超爱潮范中国风不盲从，敢不同，茶

品是原创自设计，是天生不一样的现代茶馆是来到台儿庄不得不

体验的新中式鲜茶馆。

地址：景区西门内（台湾街西首）及东门游客服务中心

推荐酒吧

千里走单骑

因影视剧走红的《千里走单骑》除了在丽江有一家店外，在台儿

庄古城也开了一家分店，就在了古城大衙门街中段，屋内镭射灯

光下吉他手的电音伴随窗外的小桥流水，很有情调。

地址：大衙门街中段船型街东侧

雕刻时光

雕刻时光位于大衙门街上的“日昇昌记”内，这里也被称为票号

文化酒吧。老板阿见和他的蜗牛乐队在此献唱。

地址：大衙门街西段翠屏学馆对面

西风瘦马

西风瘦马也是一家“古城连锁”酒吧，其分店覆盖西塘、深圳、凤凰、

丽江、无锡等地，在台儿庄也开设一家。

地址：大衙门街中段

致青春酒吧

致青春酒吧不在繁华的大衙门街上，而在沿河酒吧街洗手，每晚

献唱的乐队女歌手嗓音沙哑，擅长欢快的民谣，她的歌声吸引了

很多回头客。

地址：古城酒吧街西首

枣庄特产

“泇运河”系列酒：展现当地传统酿造工艺及地道口感，选用

52度当地存粮酿造，四瓶一组，酒瓶上分别为：“上台（庄）”、“走

运（河）”、“坐庄（家）”、“咧起”，蕴含了地方文化特色。

大战酒：大战酒的外包装为子弹、手雷、炮弹造型，是纪念“台

儿庄大战”的特色纪念品之一，酒瓶爱好者不要错过。

咸鸭蛋：又称“青皮”，采用运河麻鸭放养鸭蛋，蛋心为红色，

营养丰富。

台儿庄大枣：枣庄大枣，个大、皮薄、核小，香甜可口肉质细腻。

运河三宝：台儿庄古城周边有大面积的运河湿地，盛产藕、莲

子和荷叶，运河三宝就是指藕粉、莲子与荷叶茶，在古城内可购

买礼盒套装。

香酥煎饼 : 在传统煎饼制作工艺、口感、口味等多种因素上的改

进与提升。是体现一方饮食特色的美食。

推荐店铺

咱家米酒馆

售卖各种口味的自酿米酒。

地址：大衙门街中段

祥和庄园有机奶

祥和乳业为枣庄乳制品知名品牌，这家古城专卖店可买到古城周

边的祥和庄园生产的当地有机乳制品，包括牛奶、酸奶、冰激凌等。

地址：大衙门街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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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记姜糖

手工姜糖以白砂糖、生姜、芝麻、葡萄糖浆、食用醋等原料制成，

具有独特的香、辣、脆、酥的风味，并具有预防感冒、止咳化痰、

暖胃驱寒之功效。

地址：台湾街西首

老朱家牛肉作坊

现做现卖的牛肉干、牛肉酱、筋头巴脑、香辣爆肚等。

地址：大衙门街西段

购物
台儿庄古城中店铺林立，在古城街上，各种土特产及工艺品琳琅满目，

让人目不暇接。这里的鲁绣、蜡染、香包、泥塑、面塑、沙陶、柳编、

木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工独特，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古城购物

主要集中在大衙门街、月河街、女人街、船型街和后大街，聚集了

很多有当地特色的小店和各种民俗手工艺品商店。

台儿庄特色纪念品
古城内售卖质量不错的周边纪念品，有手绘地图、明信片、书签、

盖章本、纪念邮册、冰箱贴、小人书等，值得购买留念。

台城印象

地址：大衙门街大战遗址纪念园对面

阿喵的月河湾

地址：月河街中段

传统手工艺品

伏里土陶

除了售卖各种陶艺制品，还可以自己动手作陶艺。

地址：古玩字画街

齐村陶坊（江北第一陶）

枣庄齐村砂陶大作坊设在古城的砂陶器店，店主李金荣是山东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地址：箭道街中段

山东面塑

山东面塑（菏泽面人）2008 年被文化部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地址：船型街

台儿庄老布鞋

台儿庄老布鞋采用纯手工制作，使用传统的针锥、顶针、鞋楦子

等原始工具和纯天然粗布、麻绳等材料制作而成。

地址：台儿庄古城月河街东首路南（郁家码头旁边）

兰·品良裁旗袍馆·（溯帛）- 旗袍馆

行走在芳菲的流年里 , 身着旗袍的女子 , 永远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

台城的五月天烟雨迷蒙 , 撑着油伞的婀娜女子 , 着一袭素色旗袍 ,

恍然若有所思 , 说旗袍是诗一点也不过分 , 它以其流动的旋律和 ,

浓郁的诗情表现了 , 女子的贤淑 典雅和温柔 , 它是中国女人的一

种情结 , 一种梦幻。

地址：台儿庄古城西门内台湾街西首（兰祺码头旁）

石湾陶 -（民族服饰）

独有特色的汉服服饰服饰， 独特的民族服饰展示，服饰的文化内

涵丰富，包括制作原料、纺织工艺、印染工艺、刺绣工艺、图案纹样、

色彩表现、饰品工艺，来到这里尽可体验各种民族服饰。

地址：台儿庄古城台湾街后大桥（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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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台儿庄古城内的住宿资源非常丰富，有不同风格的客栈和酒店供

选择。中高档的特色客栈、酒店多达 50 家，客房的价格也是从

一百多元到上千元不等，一般选择 200 多元的就很不错，住在

古城里，可以更好的感受古城夜景“商贾迤逦，一河渔火，歌声

十里，夜不罢市”的繁荣景象。

平日和淡季来到古城，可以根据喜好现找住宿，但到了旺季、周

末或节假日，最好还是提前预定。如果你自驾前来，可选择住在

古城东门附近；如果是背包自由行，那么住在西门附近比较方便；

如果想要清幽，可往古城里走走，住在顺河街、月河街沿线。

古城景区的自营酒店【复兴酒店】分布在古城景区内的黄金地段，

经营中高档客房，分为：台城客栈、1938客栈、住宿岛、情侣客栈、

民国风情客栈、枕河客栈等多种特色的酒店。除了自营酒店，景

区还有上海风情的“惟扬坊”、大战主题的“爱与和平”、荷花

主题的“爱莲居”、观景式的“观邸豪景”、园林风格的“马可

波罗”；高档标准的有王府式京派建筑风格的“正昇园”、高级

会所“风雅颂”、晋派建筑“崇华楼”、台庄公馆、万府酒店等等。 

预订电话：0632-6857800

推荐住宿

台庄公馆 （高档）

台庄公馆就在古运河畔，非常幽静，是一处高档精致的古城客栈，

内部将京派建筑狮子楼、徽派大院、水街庭院融为一体，住宿为

二层小楼，中间天井中充满绿植，回廊里还有古色古香的雕刻，

设计的很有意境。除了住宿，还集餐饮、会议、SPA 养生等多功

能于一体。

地址：顺河街，王公桥附近

枣庄正昇园酒店 （高档）

客栈建筑雕梁画栋，庭院整洁古朴，位置属于闹中取静。他们在

古城东门有接站服务，你可以驾车至东门，联系酒店提供的免费

电瓶车来到酒店。其自营的餐厅老味枣庄，味道很赞。

地址：箭道路北金光路西

花筑兰邸客栈（特色民宿）

酒店以四合院文化为基调，环境幽静，是一处高档精致的古城客

栈，内部将京派建筑狮子楼、徽派大院、水街庭院融为一体，中

间天井中充满绿植，回廊里还有古色古香的雕刻，设计的很有意

境。十余个院落各有特色，青石依依，轩窗绕绕，流水潺潺，古

色古香。同时打造 9 号院婚庆主题院落，1 号院亲子主题院落  7

号院咖啡吧，兰咖啡。除了住宿，还集休闲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

推荐路线：酒店距离西门约 500 米，进入古城景区西门后，沿

着左手边非遗博览精品街直走约 300 米，下桥左手边即是前台。

地址：位于台儿庄古城风景区内台湾街 12 号，

电话：0632-6801111、6722300

荷田客栈（特色民宿）

荷田客栈是古城自营的院落式客栈，设有 7 个精品主题院落，每

个院落均为不同特色，瓷艺、蜡染、丝绣、木作、石刻、水墨、剪纸， 

酒店共设客房 208 间，有亲子家庭房和家庭套房可供选择。

除了荷田客栈，其他同属景区自营客栈还有花筑兰邸客栈、枕河

客栈、台城客栈、1938 军营客栈、爱河客栈、民国风情客栈等。

地址：台湾街和箭道街交汇处

电话：0632-822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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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捷酒店（经济）

这家酒店就在东门附近，进出古城非常方便，前台临街，客房在

后院临河，比较幽静，驿捷是连锁品牌，除了东门附近这家，在

古城内还有另外七家其连锁或加盟的客栈。

地址：大衙门街东段

电话：0632-6665551

除了景区内，景区外还有一些商务酒店和快捷酒店，房价也很实

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住在古城外酒店的游客不能二日入园，

只有住在古城景区内酒店的游客，凭卡在出口处办理二次登记后，

才可以多次出入古城景区。

古城游览路线

常规游览
台儿庄古城景区导览图标注的路线即为古城常规游览路线，也是

游览古城精华景点的最优路线。

游览路线：古城西门——台湾街——箭道街——船型街——月河

街——丁字街——顺河街——车大路——大衙门街东段——古城

东门——后大街——古玩字画街——箭道街——大衙门街中段和

西段——古城西门

专题游览
大战文化之旅

亮点：看“二战”遗址，回味 1938 年台儿庄大战

游览路线：西门——大战遗骸区——安澜门粮包防御工事——参

将署——久和客栈战地照片——“国民政府宣布重建台儿庄”战

地照片——万家大院（运河浮桥战地照片）——四十万码头——

万家东巷——驿前广场——至尊桥（颜省吴捂肠杀敌处）——船

型街——“被战火摧毁的保寿堂”战地照片——月河街巷战旧

址——月河街防御工事——胡家大院——运河酒文化馆——丁字

街（中和堂药店遗址）——顺河街——关帝庙（池峰城指挥部）——

大战遗址公园（大战遗物陈列馆、大战故事馆、弹孔墙）——大

衙门街——台湾精品街——清真寺（二战遗址）——东门

 如何获得古城导览图

● 进入古城之前，别忘了在游客中心拿一份免费的“台儿庄古

城景区游览图”，也可免费领用电子导览器。里面有详细的步

行路线和各类信息，非常实用！如果没有拿到地图或导览器，

你也不用担心，古城内的路标设施非常完善，各个景点前都有

地图可供参考。

古岸寻踪之旅

亮点：看最后一段活着的古运河，已被列为世界文化

遗产

游览路线：西门——步云廊桥——参将署——万家大院（四十万

码头）——赵家大院——天后宫——船形街——月河街——闸官

署（古船闸、闫家码头）——兰婷书寓（彭家码头）——运河酒

文化馆——郁家码头（双巷码头、古驳岸）——台庄公馆——大

夫第（谢家码头）——枣庄古代清官廉吏展馆

运河文化之旅

亮点：运河文化和中国民居建筑相结合

游览路线：西门——参将署——久和客栈——万家大院（扶风

堂）——台庄驿——翠屏学馆——日昇昌记——船形街——天后

宫——闸官署——兰婷书寓（青楼文化展馆）——保寿堂（中药

展馆）——道昇酒馆（运河酒文化馆）——台庄公馆——大夫

第——关帝庙——运河漕帮镖局展馆——运河粮仓展馆——武科

举展馆——清真寺——华兴寺——东门

寻梦古城之旅

亮点：随摇桨船游遍古城

游览路线：西门——步云桥——参将署——水陆通衢牌坊——万

家大院——台庄驿——日升昌记——翠屏学馆——至尊桥——

中国运河招幌博物馆——天后宫——船形街——运河奏疏展

馆——青楼文化展馆——运河酒文化馆 -——月河街——郁家码

头——中和堂——丁字街——复兴广场——大战遗址公园——大

衙门街——车大路——郁家桥——清真寺——牛市大桥——中正

街 -——华兴寺——东门

实用信息
地址

山东枣庄市台儿庄区华兴路东段

门票

台儿庄全域旅游一票通 200 元 / 人，包含台儿庄古城、运河湿

地公园、祥和庄园、双龙湖观鸟园、李宗仁史料馆、台儿庄大战

纪念馆（免票）、贺敬之柯岩文学馆（免票）七大景区，可 3 日

内无限次进出台儿庄古城，其它景区 3 日内单次有效。

台儿庄古城门票（含客服中心至古城西门的往返大巴车票）160

元 / 人，3 日内可无限次进出。

 微信快速购票

● 扫一扫各景区门口指示牌的二维码，可免排队快速购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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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票地点

景区的主入口在台儿庄古城大桥停车场东北侧的“台儿庄古城游

客服务中心”（也叫大桥新客服中心），购买正规景区门票请到

这里办理；购门票时请记得购买小交通票，选择乘坐观光车（10

元 / 人往返 ) 或画舫船 (20 元 / 人往返）直接将你载入古城景区

内参观浏览（观光车在客服二楼乘坐 / 画舫在客服一楼乘坐）。

网络购票

来古城之前，你可以选择在各大旅游购票网站提前预订台儿庄古

城的景区门票，享受网络优惠价，网络票需要提前至少一天预订。

古城直营的网络购票渠道有：淘宝天猫【台儿庄古城旅游旗舰店】、

关注微信公众号【台儿庄古城预订服务平台】也可以微信支付快

速购票。

讲解

在古城西门、东门游客服务中心可联系讲解服务，散客 160 元 /

场次，团队 100 元 / 场次，讲解时间 1.5 小时。

联系电话：18866379701

官网

http://www.tezgc.com/

官方微博

台儿庄古城官方

官方微信公众号

台儿庄古城

常用电话

咨询电话：0632-6679038、400-6325800

古城售票处：0632-6725008

游客投诉电话：0632-6679095

商铺投诉电话：0632-6679219

内部救援：0632-6679016

讲解服务电话：18866379701

售票时间

7:30 - 22:00

外部交通

全国来台儿庄古城主要分为三种交通方式：公路到达、民航到达

和铁路到达。

A. 公路到达：

1、京福高速转 S38 临沂方向，峄城南台儿庄出口；

2、京沪高速转 S38 - G3 方向，峄城南台儿庄出口；

3、连霍高速（邳州、徐州）出口。

B. 民航到达：

1、临沂机场（90 公里）至枣庄市台儿庄区；

2、徐州观音机场（110 公里）至枣庄市台儿庄区。

C. 铁路到达：

枣庄火车站（含高铁、动车，50 公里）至枣庄市台儿庄区。从

枣庄高铁站到台儿庄古城，可乘坐 BRT 公交（6:00-20:00，5

元 / 人，1.5 小时），下车就是古城游客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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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内交通

台儿庄古城游客中心到古城西门有两种交通方式：

1、观光大巴

门票含游客中心到古城西门往返大巴车票。

运营时间：8:00-21:30，每 20 分钟一班或满座既发

行驶路线：游客服务中心（大桥停车场）——贺敬之文学馆——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古城西门

注：返程时可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下车

2、乘坐古运河上的画舫船，20 元 / 人（推荐，详见“水上游览

章节”）。

古城与周边景点交通

台儿庄古城提供至周边的祥和庄园、双龙湖观鸟园和运河湿地的

班车，可在古城西门大巴停车场乘坐。

A. 台儿庄西门——祥和庄园：自驾

距离台儿庄古城 18 公里，约 20 分钟车程。

B. 台儿庄西门——双龙湖观鸟园：往返 10 元 / 人。

运营时间：每天 8:00 - 18:00，每十五分钟一班，人满即发车。

C. 台儿庄西门——运河湿地：往返 10 元 / 人。

运营时间：每天 8:00 - 18:30 ，每十五分钟一班，人满即发车。

 乘坐黄包车游览古城

● 可选择乘坐黄包车游览古城，车夫兼导游，沿途讲解台儿庄

古城的历史和故事。这种方式非常适合年龄大、腿脚不方便

的老年游客。可在东门或西门联系黄包车，或拨打咨询电话

0632-695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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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周边
台儿庄古城周边的运河湿地公园、祥和庄园、双龙湖观鸟园和三

大博物馆都离的不太远，可以一并游览。

祥和庄园
亮点：赏花、采摘，了解奶牛养殖与乳品生产全过程。

台儿庄古城西北 18 公里的祥和庄园是距离古城最近的休闲观光

采摘园，建有奶牛养殖基地、采摘园、生态餐厅、小型动物园等，

适合家庭休闲度假。

花海：祥和庄园种植着向日葵、薰衣草等花卉，春天到夏末前来，

可看到大片鲜花盛开的“花海”景象，适合春夏秋三季来休闲、

摄影。

凤凰岛：位于祥和庄园的东侧的人工湖泊之中，岛中央有荷兰风

车，还有木屋可供住宿，旁边有小型的亲亲动物园和儿童游乐园，

动物园内有马、羊驼、孔雀等小动物散养，适合夏季前来度假。

采摘园：可四季循环采摘各类果蔬，如草莓、黄瓜、茄子、青菜等。

祥和农场：祥和庄园西侧为祥和乳业的荷斯坦奶牛养殖基地，现

存栏奶牛 8700 头，游客可参观并了解牛奶从挤奶到生产的全过

程。

地址：枣庄市台儿庄区韩线

门票：台儿庄全域旅游一票通含门票，单独购买 35 元 / 人。租

用脚踏车两座 30 元 / 小时，四座 50 元 / 小时；景区内游览观

光车 20 元 / 人，可绕整个祥和庄园观光区一圈。

开放时间：旺季 8:00-19:00；淡季 8:00-18:00

电话：0632-6692006

自驾：距离台儿庄古城 18 公里，约 20 分钟车程。

祥和庄园景区生态餐厅

祥和庄园的自营餐厅，在一座漂亮的充满绿植的玻璃建筑中，特

色菜有香辣运河野鲤鱼、庄园小公鸡、传统糟桂鱼、台儿庄狗肉、

乡村老鹅、祥和一绝、生态有机时蔬等，机可单点，也可吃套餐。

订餐电话：0632-6692007

 参观奶牛产奶的最佳时间

● 参 观 奶 牛 养 殖 基 地 的 最 佳 时 间 是 早 7:00-10:00 及 晚

19:00-22:00，这个时候奶牛们排着队被送到挤奶车间，你可

以看到用机器挤奶的全过程，每次每只奶牛产奶约 2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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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运河湿地公园
亮点：赏荷、采莲，漫步湿地

台儿庄运河湿地公园，主要由涛沟河下游段、峄城大沙河分洪道

下游段以及两河口之间的京杭运河段等河流湿地组成，将台儿庄

城区包围其中，属于典型的河流湿地。夏季是游览湿地公园的最

佳时间，到处荷花盛开，公园门口还有新鲜莲蓬出售。

无尾象：清晨乘坐古运河的船，泛舟这千年的运河上，采莲子的时候，

顺带捕一场大鱼。

高启民

最佳游览路线（见下图）：进入运河湿地，先乘船至公园最西端

的上岸点，然后沿湿地中央的木栈道步行回到公园门口，全程约

3 小时。

地址：枣庄市台儿庄区大桥客服中心往西 200 米

门票：台儿庄全域旅游一票通含门票，若单独购买 30 元 / 人。

游船票 40 元 / 人，可绕着整个观光古运河湿地水上转一圈，约

30 分钟。

开放时间：8:00-17:30

电话：0632-6716777

交通：可乘坐景区班车，从台儿庄西门到运河湿地往返 10 元 / 人，

运营时间每天 8:00 - 17:30 ，每十五分钟一班，人满即发车。

双龙湖观鸟园
亮点：观鸟、喂天鹅，看运河日落

双龙湖观鸟园处在京杭运河主道与复线船闸的环抱之中，为一东

西走向的船形岛屿，是夏日赏荷，与天鹅亲密接触的好去处。在

双龙湖，你可以近距离喂食白天鹅、黑天鹅、鸳鸯和各种鱼类，

还能看到羊驼、孔雀、大雁等动物，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双龙

湖中间的水云阁也是观赏运河日落的好地方。

无尾象：满湖的水葫芦与荷叶、荷花。鱼儿、天鹅真是数不过来，

夏日闲庭信步在这里很凉爽，正直傍晚，夕阳无限好。

 蝈蝈小姐

游览路线（见下图）：进入双龙湖观鸟园，你可以选择步行走栈

道穿过湖中小岛，别忘了先购买喂鱼和天鹅的饲料（3 元一杯，

5 元两杯），边散步边体会喂食的乐趣。若全家游览，可租赁景

区提供的两座或四座的脚踏车，沿湖骑行。

地址：枣庄市台儿庄区老大桥两侧

门票：台儿庄全域旅游一票通含门票，若单独购买 60 元 / 人。

园内观光车20元/人，满5人发车；租用脚踏车两座30元/小时，

四座 60 元 / 小时。

开放时间：8:00-18:00

电话：0632-6679020

交通：可乘坐景区班车，从台儿庄西门到双龙湖观鸟园往返 10

元 / 人。运营时间：每天 8:00 - 18:00，每十五分钟一班，人满

即发车。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台儿庄大战是中国军队在正面抗日战场上，取得的一场重大胜利。

如果要全面了台儿庄大战的具体情况，首选当然是台儿庄大战纪

念馆。

纪念馆建在古城外，靠近游客中心，可从古城西门步行前往。在

馆内可以让人接受一场深刻的爱国教育。

馆前三十八级台阶意味着一九三八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日台儿

庄大战；二十四根立柱支撑着白色天棚，象征着中华民族顶天立

地，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纪念馆馆名由著名书法家启功先

生题写；主体建筑物前方矗立着台儿庄大战纪念碑，碑名由原国

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题写，碑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

远撰文、著名书法家权希军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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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摄之戒

纪念馆由三个展室构成，除此之外还有书画馆、影视馆和全景画

馆。

第 1 展室主要介绍“大战前的态势”和“光辉的序幕战”，包括

英勇顽强的淮河阻击战、艰苦卓绝的临沂反击战、悲壮惨烈的滕

县保卫战；第 2 展室介绍的是“辉煌的台儿庄歼灭战”；第 3 展

室介绍的是“同仇敌忾，共御外侮”和“日军暴行”以及“台儿

庄大捷的巨大影响”。

从展览馆出来，在影视馆中，你可以看到珍贵的记录片《血战台

儿庄》。全景画馆童话现代声光技术，立体再现了台儿庄大战的

激烈战况。

在摄之戒

地址：枣庄市台儿庄区沿河南路 6 号

门票：凭身份证免费进入，讲解 100 元 / 次。

开放时间：8:30-16:30

电话：0632-6612711

李宗仁史料馆
李宗仁史料馆与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有一河之隔，建在台儿庄老火

车站的旧址上。展馆的主要展品为李宗仁先生的第三任妻子胡友

松捐献，胡夫人现在也是史料馆的名誉馆长。

史料馆由四个展室和一个影视厅组成， 藏有李宗仁先生的各个历

史时期的照片 200 余幅，文史资料 1000 余份，遗物和文物 60

余件，珍贵录相带一盘。全面介绍了李宗仁先生的一生，特别是

挥师抗战大败日寇和回归祖国前后的爱国壮举。

第一展室展出李宗仁的故乡家世，以及其参加两次北伐战争的故

事；第二展室为台儿庄大捷，及李宗仁竞选中华民国副总统（1948

年）的故事；第三展室展出了李宗仁回归祖国以及国家领导人对

其的接见、宴请的历史资料；第四展室展出李宗仁的晚年的生活。

参观完展厅，别忘了去展馆后面转一下。台儿庄老火车站虽然已

经不复存在，但是留下了一台蒸汽机车和李宗仁将军留影的站牌。

 sarah 一直在路上

地址：枣庄市台儿庄区康宁南路 8 号

门票：门票 10 元 / 人

开放时间：8:30-16:30

电话：0632-6612711

贺敬之柯岩文学馆
贺敬之柯岩文学馆就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旁边，文学馆全面介绍

了贺敬之及夫人柯岩的人生历程和文学成就，再现了一代诗人、

剧作家的风范。

贺敬之是现代著名诗人和剧作家，1924年生，山东枣庄市峄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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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法推荐
台儿庄古城及周边的六大景点比较集中，非常适合山东、江苏、

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等地的人们度周末或小长假。

两日玩法
Day1：游览古城主要景点，晚上夜游古城；

Day2：上午参观三大展馆、下午去运河湿地公园或双龙湖观鸟

园后返回。

亲子两日玩法
Day1：上午游览古城主要景点，下午去双龙湖观鸟园或运河湿

地公园，晚上夜游古城；

Day2：一早前往祥和庄园，下午回到古城继续游览后返回。

小长假三日游（夏季推荐）
Day1：游览古城主要景点，晚上夜游古城；

Day2：早上前往运河湿地公园，下午可参观三大展馆，晚上继

续夜游古城；

Day3：早上前往祥和庄园，下午去双龙湖观鸟园后返回。

代表作品有歌剧剧本《白毛女》、抒情诗《回延安》、《桂林山水》、 

《三门峡——梳妆台》等。

柯岩（1929 年 -2011 年），当代著名作家，女诗人，也是贺敬

之的妻子。代表作有长诗《周总理，你在哪里》、电视连续剧《寻

找回来的世界》等。

地址：枣庄市台儿庄区古运路 

门票：凭身份证免费进入

开放时间：8:30-16:30

电话：0632-6620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