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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城 

蒙城县位于安徽省西北部，隶属于亳州市，国土面积 2091 平

方公里，截至 2021 年末，户籍总人口 148.2 万人，辖 14 个乡镇、

3 个街道、294 个行政村（社区）。蒙城是庄子故里、中国楹联之

乡、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国家园林县城、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全国绿化模范县、全国科普示范县、全国创建无邪教示范县、第四

批全国法治县创建活动先进单位、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全省文



明示范县、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县、全省教育强县、全省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蒙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蒙城始建于殷商，是先哲庄子

和孔子“七十二贤”之一陈亢的故里。境内有万佛塔、文庙、庄子

祠、九鼎灵山寺等名胜古迹。被称为“中华原始第一村”的尉迟寺

新石器文化遗址和北宋古塔万佛塔一起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蒙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被誉为中国楹联之乡、中国硬笔

书法之乡、中国曲艺之乡、中国美食之乡和安徽省六洲棋之乡等称

号。 

蒙城物产丰富，自然条件优越。盛产优质小麦、玉米、大豆等

农产品，是全国著名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全县已探明的地下优质煤

储量 10 亿吨，拥有年产 350 万吨的许疃煤矿。产业集聚发展加快，

初步形成了汽车及装备制造、新型建材家居、食品制造及农副产品

加工三大主导产业，拥有“江淮安驰”汽车、“五洲”牛肉、“东

升”食品、宝业建筑工业化等一批知名品牌。 

蒙城交通便捷，区域位置独特。位于皖北六个地级市的中心位

置，距合肥新桥机场、南京禄口机场 2 小时车程，距阜阳机场、亳

州机场（规划中）1 小时车程；距京沪高铁蚌埠南站、宿州东站 1.5

小时车程，距商合杭高铁亳州南站、阜阳西站、凤台南站各 1 小时

车程。规划中“三洋铁路”、“徐阜铁路”、“皖江地区城际铁路”

在蒙城交汇；南洛高速横穿东西，济祁高速贯穿南北。涡河、茨淮

新河经淮河通江达海，长年通航。 



蒙城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势头良好。2021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428.79 亿元，增长 8.7%；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 4.1%；战略性新

兴产业产值增长 38.7%；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7.3%；固定资产

投资 183.1 亿元，增长 6.5%；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510.35 亿元，增

长 11.6%；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540.22 亿元，增长 19.4%；社会消

费品零售额 256.01 亿元，增长 20.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6.49 亿

元，增长 9%；财政支出 67.4 亿元。 

今天的蒙城，在党的十九大及历次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一城一市三中心、

一地一区三集群”的发展战略，围绕开好局、起好步，准确把握新

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全力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奋力走

在亳州振兴前列，朝着建设现代化美好蒙城的目标奋勇前进。 

 

 



 

尉迟寺遗址 

“中国原始第一村”尉迟寺村位于蒙城县许疃镇的东南部，是由

原毕集村和大赵村合并而成，位于毕集村东的尉迟寺新石器时代遗

址为原始社会中晚期遗存，距今 4500 年至 5000 年。主要为大汶口

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在“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中，“尉迟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名列第四，2001 年又被列为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年初，尉迟寺村被认定为安徽省第九批千年

古镇、古村落。 

尉迟寺遗址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聚落遗存，东西长约 370 米，

南北宽约 250 米，总面积约为 10 万平方米。遗址地上曾建有一座

寺庙，相传是纪念唐代开国名将尉迟敬德在此屯兵而建，故称“尉迟



寺”。 尉迟寺聚落遗址在考古学上属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汶

口文化。据考古资料考证，早在 5000 年前，大汶口人由山东迁徙

南下，长途跋涉，当一部分人到达皖北时，由于当地优越的自然气

候和生态环境，尉迟寺一带便住下了第一批东夷客人。从此，大汶

口人带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在此发展了 300～500 年，并创造了具有

明显地方特色的文化——尉迟寺文化。 

从 1989 年到 200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考古学家先后对尉迟

寺遗址进行了十三次发掘。专家说，尉迟寺遗址给中国考古界带来

了许多全新的发现。十余年里，在尘封的泥土下，大型红烧土排房、

围壕、祭祀广场、“七足镂空器”“鸟型神器”以及大批先民使用过的器

物等聚落遗存重见天日。 

 

 



 

 

尉迟寺文化图腾标及志物鸟形神器 

2003 年春季，尉迟寺遗址出土了一件鸟形器物，该器物表面呈

红褐色，伴有灰褐色斑块。整体器形像瓶，可分为上、中、下三部

分，上部为一像鸟形体，颈与头的连接处有一周凹槽，头部后端有

一小孔，并与前端口部相通。通体高 59.5 厘米，中部直径 22 厘米，

底径 14 厘米。尉迟寺是人类的文化遗址，也是国内目前保存最为完

整、规模最大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晚期聚落遗存，鸟形神器的发现更

是提升了它的文化意义。 



 

楹联文化 

蒙城县是“中国楹联之乡”。楹联，是一种对偶文学，起源于桃

符。是写在纸、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言简

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字数相同，结构相同，是中文语言独

特的艺术形式之一。 

近年来，以“人文蒙城”建设为抓手，蒙城县从打造“楹联一条街”

到成功创建“中国楹联之乡”，通过开展楹联文化“进机关、进企业、

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五进活动，采取“种、进、送、创、赛”等

方法，不断把其打造成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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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城非遗 

省级非遗： 

庄子传说、蒙城歌谣 （民间文学） 

锣鼓棚子（传统音乐） 

卢家笙制作技艺、陈氏锡包壶制作技艺、蒙城油酥烧饼制作技艺、

杨氏勒木厨具制作技艺（传统技艺） 

庄子祭祀大典（民俗） 

淮北大鼓、亳州清音（蒙城县）（曲艺） 

六洲棋（六国棋）（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部分省级非遗） 

 

卢家笙制作技艺 

 



 

陈氏锡包壶制作技艺 

 

 

杨氏勒木厨具制作技艺 

 



 

蒙城油酥烧饼制作技艺 

 

 

六洲棋（六国棋） 

 

 



市级非遗： 

刘金定传说、长诗陈三姐、陈亢的传说（民间文学） 

蒙城小车舞（传统舞蹈） 

淮北打鼓、蒙城琴书、蒙城坠子（曲艺） 

亳州心意六合拳、庄子养生功（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火笔画、葫芦雕刻技艺、糖画（传统美术） 

撒汤制作技艺、李氏打铁技艺、北蒙（冡）陈氏油茶、蒙城手工卷

茄技艺、逍遥道芝麻香型酒酿造技艺、庄子酒酿造技艺、蒙城狼山

黑陶传统制作技艺（传统技艺） 

田氏喉科、亳州平衡医学、长七寸内八针诊疗法、中医正骨疗法 

（乌氏骨伤疗法）（传统医药）  

蒙城陆氏唢呐、蒙城歌谣（传统音乐） 

 

（部分市级非遗） 

 

糖画 



 

火笔画 

 

 

李氏打铁技艺 

 



 

蒙城狼山黑陶传统制作技艺 

 

 

葫芦雕刻技艺 

 

 

 

 



 

蒙城琴书 

 

 

 

庄子养生功 

 

 

 

 



蒙城文化旅游资源 

 

 

 

庄子祠 

宋元丰元年 (1078)，知县王竟创建于涡河北岸漆园城，后被黄

河水淹没，明代万历九年(1581)，蒙城知县吴一鸾于今址重建，时

有逍遥堂、梦蝶楼、大门、二门、鱼池桥、观鱼台、道舍等建筑，

布局严谨，规模宏大；崇祯五年(1632)，知县李时芳重修逍遥堂，

增建五花亭并辟池为濠上观鱼园。后历遭兵劫，遂渐颓毁，所存无

几。现寸为 1995 年重建。 

明崇祯五年（1632 年），蒙城知县李时芳重修逍遥堂，增建“五

笑亭“，辟池为”濠上观鱼园“，并亲撰《新修庄子祠记》。 

清代至民国中期，增设景点，以壮观瞻。在通道两侧建碑亭两

座，立碑八块，镌刻前贤题咏和乡贤义行诗文；大门两侧分立碑林，



一字排列，计三十余块。此后，庄子祠旧址寻得苏轼《庄子祠记》

残碑、明宗伯汪镗《新建庄子祠记》碑，今收藏于庄子祠内。 

1995 年 6 月 28 日，重建庄子祠工程破土动工。特请中国科学

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古建筑专家张驭寰教授设计，恢复昔日庄子祠

内“逍遥堂”、“梦蝶楼”、“鱼池桥”、“观鱼台”、“五笑亭”、“道舍”等景

观；增辟“濮池”为庄子隐钓濮水新景点，一座仿汉代建筑风格的庄

子祠又重新屹立在庄周故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84%E5%AD%90?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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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E8%87%AA%E7%84%B6%E7%A7%91%E5%AD%A6%E5%8F%B2%E7%A0%94%E7%A9%B6%E6%89%80/3274041?fromModule=lemma_inlink


 

 

万佛塔 

蒙城万佛塔，又名插花塔、兴化寺塔、慈氏寺塔（因为此处宋

代有兴化寺，元代有慈氏寺），俗称“蒙城砖塔”，位于安徽省亳州

市蒙城县城关镇宝塔中路。整座塔为八角十三层楼阁式砖塔，高

42.2 米，塔底周长 24 米，直径 8 米，因塔体内外镶嵌佛像八千余

尊而得名万佛塔。  



蒙城万佛塔始建于宋崇宁元年（1102 年）。蒙城万佛塔体型不

很大，但造型秀丽，结构富于变化，保存亦较完整，是中国南北方

造塔技术融合的作品。万佛塔造型优美、纹饰瑰丽，独具一格，既

具有标志性，又蕴涵祈祷性和象征性，具有鲜明的建筑特色。 

1961 年，蒙城万佛塔被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被载入《中国名胜词典》。2006 年 5 月 25 日，蒙城万佛塔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蒙城万佛塔由地宫、塔身和塔刹三部分构成。地宫四壁遍镶石

雕，内存北魏时期石碑一块。蒙城万佛塔塔共 13 层，高 38.6 米，

底周 24.3 米，每层有 8 门，4 真和 4 假，1 至 7 层以下门窗立位相

同，8 层以上逐层转换，上下错置，每层飞檐下装饰有各种花纹的

图案，塔顶装有铁制铃，每角飞檐悬铃。塔刹为铁制塔刹，装有复

钵一个，相轮五重，宝盖、宝瓶各一。塔身为水磨青砖砌造，内体

外镶嵌有赭、黄、绿三色琉璃砖 1300 余块，每块砖雕有佛像 3 尊，

中为释迦牟尼、左为迦叶、右为阿难，也有很少几块只刻有一个佛

象，总计 6000 余尊。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AC%E5%85%AD%E6%89%B9%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13679791?fromModule=lemma_inlink


 

 

文庙 

蒙城文庙，是封建时代祭孔、演礼和办学的地方。位于安徽省，

文庙始建于元至元 21 年，明洪武四年依旧址重建。，是安徽省省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庙始元至元 21 年，《蒙城县志卷七.学宫篇》

载：文庙元末毁于兵火，明洪武四年依旧址重建。历经永乐、万历、

顺治、康熙等年间多次维修扩建，逐渐形成清代风格。 

文庙自前而后依次为灵星门、泮池、泮桥（以上待建），大成

门和大成殿，灵星门正对青去街，取其“平步青云”之意。灵星门的

西南侧有一井，名圣井“圣井甘泉”为蒙城八景之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99%E5%9F%8E%E5%85%AB%E6%99%AF?fromModule=lemma_inlink


 

 

 

 

 

嵇康亭 

嵇康亭，是蒙城人为纪念嵇康而修建的古亭，现为蒙城县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魏晋时“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曾在魏任中散大夫，在司马昭篡

位后，不愿与司马氏同流合污，辞官归隐故里，因仰慕庄子，便来

到距故里仅百里之遥的蒙城，隐居此处，读书抚琴，锻铁修道。蒙

城民间至今还有“嵇康镰”的流传。后人为纪念这位刚直不阿的嵇康，

将其隐居之山，命名为“嵇山”。清乾隆 31 年，蒙城知县淡如水在此

修建一亭，名“嵇康亭”，嘉庆年间重修，后因战乱，毁于炮火。新

中国成立后又重建。 

昔日嵇山，四面环水，垂柳倒影，鸟鸣鱼跃，明月当空，习习

凉风，景色宜人，成为“蒙城八景”之一。如今嵇康亭立于湖光山色

之中，笑迎八方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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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境内博物馆。蒙城博物馆位置在城南新区

庄子大道以西、陈牛路以东、仁和路以南、永兴路以北的块地，占

地面积 12000 平方米。蒙城博物馆造型取自青铜礼器方樽和汉阙，

建筑面积 12000 平方，分地下一层，地上四层，建筑高度 23.6 米。

蒙城博物馆于 2014 年建成并对外开放，2017 年被评为国家 AAAA

级景区。以知识性、科普性、教育性、休闲娱乐性为一体的展现模

式，反映蒙城历史、沿革变迁以及地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文化博物

馆，蒙城博物馆是为了宣传蒙城县历史文化，丰富蒙城文化生活，

丰富了蒙城城市文化功能。 

博物馆主要分为《“原始第一村”——尉迟寺遗址》、《古蒙神

韵》、《楹联之乡》三大展览版块。二楼尉迟寺展馆，通过对先民

安居、原始聚落、墓葬祭祀和发掘记事四个单元进行大篇幅、多角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2%E9%93%9C%E7%A4%BC%E5%99%A8/237844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99%E5%9F%8E/493616?fromModule=lemma_inlink


度全面展示，将考古发掘的一系列成果以陈列的语言进行演绎。三

楼展厅以古蒙溯源、古邑遗珍、历史名胜、名人荟萃、民风民俗、

非遗传承六个单元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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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公府 

马公府坐落在蒙城县马集镇政府西南，系清末抗日爱国将领马

玉昆府邸。是皖北地区规模较大，保存较为完整的古民居。马公府

座北朝南，两进三个院落，房屋呈“品”字形分布，取“一品当朝”之意。

横向三排房屋面阔十间，均有前廊，檐下雕花斜撑，木柱下以石鼓

作础石。 第一进院东西厢房各四间。第二进院除东西各四间厢房外，

中轴线上纵列一排四间厢房，将后院分成东西两个庭落。岗楼下过

道可通马车和太平车。大门门楼在第一排房屋中央，门额悬两块金

字匾；上匾横书“一品当朝”，下匾竖书“将军第”。大门两旁各立一尊

青石狮子。两根二十余米高的擎天旗杆分立东西。除东厢房于 1986

年拆除改建外，其余四十二间房屋均为原貌。马公府建筑风格古朴

典雅，砖木椎架结构，房梁一般为三层垛梁，在屋檐、房梁之上，

存有大量砖雕、木雕，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是皖北地区难得的

古民居遗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99%E5%9F%8E%E5%8E%BF?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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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公府是蒙城县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存有大量砖雕、木雕，

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蒙城县将把马公府建设成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通过对其内部进行精心布展，大力充实文化内涵，

全面展示中国近代史及马玉昆抵御外辱系列事迹，大力弘扬中华民

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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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将军府 

陆将军府又名陆瓦房，位于蒙城县东南 24 公里处，是蒙城人陆

建章任陕西督军时建造的府第，现为蒙城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府

第面阔七间，东西长 27.3 米，南北长 60 米。中厅、东、西厢房及

后马房于 1938 年被日军焚毁，现仅存前房和后厅共 14 间，均为砖

木结构。大门两旁各立一块上马石，石的前面和内侧精雕花鸟鱼虫。

门楼高于左右耳房一米作，气势威严。后厅房高大宽敞，前有走廊，

小瓦覆顶。 

 

 

 

 



 

 

雪枫公园 

雪枫公园位于蒙城县板桥集镇，以著名抗日将领、新四军四

军师长彭雪枫的名字命名。1940 年 11 月 17 日拂晓至 18 日下午，

新四军四师五旅由师长彭雪枫、旅长滕海清指挥，在板桥集战斗两

天一夜，击毙日伪军 400 余人，击毁敌人坦克、汽车 19 辆，击落

日寇飞机一架，谱写了新四军战史光辉的一页。公园面积 60 万平米，

园区杨柳青青，碧波荡漾，鱼跃荷香，小鸟依依；白玉桥隔开两湖，

东湖有岛，岛上有山；西湖有亭，亭壁雕仙；跨过九曲桥，有石桌、

石登、石棋盘，可供游客小憩。板桥集战斗纪念馆是为了纪念板桥

集战斗而建，在雪枫公园里面。纪念馆占地 13200 平方米，建筑面

积 980 平方米，馆内设两个展厅和一个多媒体放映厅，展示 100 多

幅珍贵图片和部分实物，同时收藏了 120 名将军的题字。板桥集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99%E5%9F%8E%E5%8E%BF/834305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BF%E6%A1%A5%E9%9B%86%E9%95%87/703604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D%AD%E9%9B%AA%E6%9E%AB/283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B%95%E6%B5%B7%E6%B8%8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BF%E6%A1%A5%E9%9B%86%E6%88%98%E6%96%97/846673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BF%E6%A1%A5%E9%9B%86%E6%88%98%E6%96%97/8466733?fromModule=lemma_inlink


斗纪念碑占地 81 平方米，寓意八一建军节，碑高为 11.17 米，寓意

1940 年 11 月 17 日板桥集战斗打响，碑文由腾海清中将亲笔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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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书院 

2020 年初，安徽省庄子研究会开始谋划成立庄子书院。2021

年 3 月，安徽省庄子研究会向县委县政府报告后，把庄子书院建设

纳入编制计划。同年 5 月 31 日，举行庄子书院揭牌仪式，县委书记

孔祥永，亳州市二级巡视员、安徽省庄子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人文

蒙城建设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郭飚共同为庄子书院揭牌。 

庄子书院高站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导庄学研究，坚定文化自信，按照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庄学研究的学习力、影响力、竞争力。

高起点，系统规划设计推进庄子书院各项工作。高质量，为建设现

代化美好蒙城贡献庄学智慧。庄学研究要为新时代、新发展服务，

庄子书院要围绕全县“一市一城三中心，一地一区三集群”的奋斗目



标，继续坚持“政治引领、学术导向、成果转化、品牌带动、业态支

撑、惠及百姓”的发展理念，深入推进庄学研究及其成果转化。同时，

要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让

人民群众更加爱党、爱国、爱家乡，出凝聚力、出号召力、出生产

力。 

 

 

 

 

 

 

 

 

 

 

 

 

 

 

 

 

 

 



蒙城各乡镇 

17 个乡镇及街道介绍： 

 

1、小辛集乡 

小辛集乡，隶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地处蒙城县城西部，

东与庄周街道相邻，东南与乐土镇毗邻，南与三义镇相接，西与利

辛县交界，北靠涡河，东北与城关镇相连，行政区域面积 127.67 平

方千米。小辛集乡辖 2 个社区、16 个行政村，乡人民政府驻辛集社

区。 

小辛集乡，1952 年 8 月，小辛集乡境域设辛集区。1992 年 3

月，改为蒙城县小辛集乡。该乡兴农绿巨人智慧农业科技产业园，

盛产五彩椒、西红柿、圣女果、茄子等高品质类蔬菜。 

 

小辛集乡兴农绿巨人智慧农业科技产业园  

 



2、王集乡 

王集乡，隶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地处蒙城县东部，东与

蚌埠市怀远县相邻，南与双涧镇接壤，西南临涡河，西与漆园街道

相接，北与板桥集镇毗连，行政区域面积 138 平方千米。王集乡辖

1 个社区、15 个行政村，乡人民政府驻王集村。境内有千年银杏树

一棵较为出名。该乡潘王村、白果村盛产西兰花，产品直供上海、

南京、苏州等长三角地区。 

 

 

王集乡白果村西兰花基地 

 

 

 

 



3、篱笆镇 

篱笆镇，隶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地处蒙城县西南部，东

与楚村镇为邻，南临茨淮新河，西与利辛县阚疃镇接壤，北接三义

镇，行政区域面积 103 平方千米。篱笆镇辖 2 个社区、15 个行政村，

镇人民政府驻篱笆集。该镇盛产黄花梨，为安徽省亳州市特产，中

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篱笆镇黄花梨 

 

 

 

 

 



 

4、三义镇 

三义镇，隶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地处蒙城县西南部，东

面与楚村镇接壤，南与篱笆镇毗邻，西接亳州市利辛县，北与小辛

集乡相连，行政区域面积 117.53 平方千米。三义镇辖 1 个社区、

13 个行政村，镇人民政府驻三义社区，特色农产品为羊肚菌。 

 

三义镇羊肚菌 

 

 



5、乐土镇 

乐土镇，隶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地处蒙县城南 15 千米处，东

邻蚌埠市怀远县，南与楚村镇、立仓镇相连，西靠小辛集乡，北与

双涧镇毗邻，行政区域面积 183.25 平方千米。乐土镇辖 3 个社区、

18 个行政村，乐土镇镇人民政府驻乐土社区。1958 年，乐土镇境

域设立乐土公社。1992 年 3 月，撤区设蒙城县乐土镇。境内柳林社

区盛产黄桃。 

 

乐土黄桃园 

 

 

 

 

 

 

 



 

6、楚村镇 

楚村镇，古名锁阳关, 又名楚村铺。“四十五里上天梯”、神仙

渡林英、陈抟卧矶、八仙岛、陈仙桥、凤凰桥等美丽的传说，脍炙

人口，让人们津津乐道。隶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地处蒙城县

最南部，东与立仓镇搭界，南与淮南市凤台县大兴乡隔河相望，西

与篱笆镇、三义镇毗邻，北与乐土镇接壤，行政区域面积 172 平方

千米。楚村镇辖 3 个社区、23 个行政村，镇人民政府驻楚村社区凤

凰路。楚村素有“粉丝之乡”的美誉。 

 

 

楚村粉丝 

 

 



7、立仓镇 

立仓镇，隶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地处蒙城县境东南部，

东与蚌埠市怀远县接壤，南靠淮南市潘集区，西连楚村镇，北邻乐

土镇，行政区域面积 202.01 平方千米。立仓镇辖 2 个社区、20 个

行政村，镇人民政府驻老街社区。境内盛产龙虾、莲藕、芡实等农

产品。 

 

 

立仓虾稻共作基地 



8、岳坊镇 

岳坊镇，隶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地处蒙城县西部，东邻

漆园街道、城关街道，南靠庄周街道、小辛集乡，西与马集镇为邻，

北隔涡河与小涧镇相望，行政区域面积 99 平方千米。岳坊镇辖 2 个

社区、10 个行政村，镇人民政府驻岳东社区。岳坊镇曾是民族英雄

岳飞抗金取胜的古战场，为纪念爱国英雄岳飞而建的岳坊寺，一直

延用至今。镇内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千年银杏树”，有泗州戏作曲

家、黄梅戏作曲家、黄梅戏音乐创作泰斗、“戏曲音乐终身成就奖”

第一人时白林及“时白林艺术馆”。 

 

岳坊镇特色农产品莲藕 

 

岳坊镇千年银杏树 



9、马集镇 

马集镇，隶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地处蒙城县西北部，东

靠岳坊镇，东南与小辛集乡相接，南、西与利辛县旧城镇、望疃镇

相接，北连涡阳县西阳镇，行政区域面积 92.85 平方千米。马集镇

辖 2 个社区、11 个行政村，镇人民政府驻马集村。辖区内有马公府

被列入蒙城县重点保护文化单位，该建筑布局整齐，结构严谨，雕

梁画栋。百年的风蚀尘掩也遮不住其精美豪华，更遮不住其主人风

云变幻的一生。马集镇依托黄花菜、红薯等特色农业产业优势，聚

力打造集采摘、休闲等为一体的特色旅游基地，力促两产融合。

 

马集镇马公府 

 

 

 



10、板桥镇 

板桥镇，隶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地处蒙城县东北部，东

与蚌埠市怀远县为邻，南与王集乡相接，西与漆园街道毗连，北接

淮北市濉溪县陈集乡、许疃镇，行政区域面积 95.96 平方千米。板

桥镇辖 3 个社区、13 个行政村。镇人民政府驻板桥社区。板桥镇是

淮北地区历史文化悠久、经济发展强劲、地方特色浓郁的大镇，素

有“北淝名珠”的美誉。东有唐王庙，西有茂公祠，南有简文帝古城

遗址。北有我国原始第一村—尉迟寺，中有名震中原的板桥镇抗日

纪念地雪枫公园，在这里，新四军首次用机枪打落日寇飞机一架。 

该镇特产 “板桥牌”无籽西瓜已注册，产品远销江苏、浙江、上海

等地，产品销路广。 

 

板桥镇西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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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许疃镇 

许疃镇，隶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地处蒙城县东北部，东

与淮北市濉溪县双堆镇相连，南临板桥集镇，西与坛城镇、范集工

业园区连接，北与淮北市濉溪县相邻，行政区域面积 127.97 平方千

米。许疃镇辖 2 个社区、12 个行政村，镇人民政府驻许疃社区。文

化底蕴深厚，承传人类文明。许疃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总面积十万平方米的中国原始第一村——尉迟寺遗址是中国迄今为

止发现的最完整、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存，1994 年被评

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1 年被国家正式批准为国家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该镇矿产资源丰富，发展势头强劲。境内已探明煤炭储量达 20

亿吨，许疃煤矿是省 861 重点项目中的国家级大型煤矿，年产优质

煤 300 万吨，产值 12 个亿。 

 

许疃煤矿 



12、坛城镇 

坛城镇，隶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地处蒙城县北部，东与

范集工业园区接壤，南与漆园街道为邻，西接亳州市涡阳县曹市镇，

北邻淮北市濉溪县五沟镇，行政区域面积 131 平方千米。坛城镇辖

3 个社区、17 个行政村，镇人民政府驻坛城南路 159 号。相传南朝

宋将领檀道济“唱筹量沙”智退敌兵，使当时的山桑县（今坛城）免

遭一场战祸，后人为纪念檀道济，将山桑县改名“檀公城”，后衍化

为坛城。坛城镇有汤都古城、北冢山、量沙台、王常墓、饮马泉、

庄子故居、卧龙岗、捻军领袖鲁王任化邦故居、龙山文化遗址等文

物古迹。 

 

坛城镇北冢山 

 



13、小涧镇 

小涧镇，隶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东临坛城， 南接漆园，

西面隔涡河与岳坊、田桥两镇相望，北靠涡阳曹市、单集林场。面

积 117 平方公里。小涧镇下辖 14 个村和社区，178 个自然庄，272

个村民小组。 

小涧镇，于唐贞观三年（公元 629 年）已形成集市，较蒙城置

县建城（唐天宝元年 742 年）早 113 年，在本县乡镇驻地中，历史

悠久仅次于坛城。宋元以来，此名未有改变。明嘉靖年间，改名为

惠安乡。清朝中叶为西北路乡，清光绪元年(1875)恢复小涧之名，

首设小涧镇。民国十三年(1924)改为小涧区。新中国成立后，先后

设小涧区、小涧乡、小涧公社。1979 年，恢复小涧区，新置小涧镇

(属小涧区)。1992 年，撤小涧区和小涧镇，建置副县级小涧镇。该

镇特色农产品为沙滩萝卜、秋黄瓜。 

      

小涧镇沙滩萝卜                    小涧镇特产秋黄瓜 

 

 

 



14、双涧镇 

双涧镇，隶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地处蒙城县东部，东与

白杨林场接壤，南接乐土镇，西与庄周街道毗邻，北接王集乡，行

政区域面积 138.65 平方千米。双涧镇辖 2 个社区、21 个行政村，

镇人民政府驻双涧镇双涧村蒙埠路 320 号。该镇特色农产品为豌豆。 

 

 

       双涧镇豌豆基地 

 

 

 

 

 

 

 

 



15.城关街道 

城关街道，隶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地处蒙城县中部偏北，

东、南与庄周街道相连，西与小辛集乡连接，北与漆园街道隔涡河

相望，行政区域面积 15.4 平方千米，截至 2011 年末，城关街道总

人口为 109000 人。 

南朝梁大通二年（528 年），迁城至涡河南岸以来，一直为州、

郡、县治所。2007 年，撤镇设蒙城县城关街道街道。截至 2020 年

6 月，城关街道辖 15 个社区，城关街道办事处驻嵇康北路 45 号。

蒙城著名古迹万佛塔便坐落于该街道。 

 

 

万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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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漆园街道 

漆园街道，隶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地处蒙城县城北部，

东与王集乡为邻，南靠涡河，西邻小涧镇，北接坛城镇，漆园街道

办事处距蒙城县城 2.5 千米，行政区域面积 118 平方千米。 

1975 年，漆园街道境域设涡北区。2006 年 9 月，撤镇设蒙城县

漆园街道。 截至 2020 年 6 月，漆园街道辖 2 个社区、13 个行政村；

漆园街道办事处驻北城社区。漆园街道因境内有漆园故址而得名，

庄子祠便坐落于该街道。葡萄、桑葚为该街道特色农产品。 

 

漆园桑葚种植园 

 

漆园葡萄种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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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庄周街道 

庄周街道，隶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地处蒙城县城南部，东

与双涧镇接壤，南接乐土镇，西与小辛集乡为邻，北靠城关镇，庄

周街道办事处距县城 2.6 千米，行政区域面积 82 平方千米，  截至

2011 年末，庄周街道总人口为 59000 人。 

1956 年 7 月，庄周街道境域前属城郊区。2006 年，改为蒙城县

庄周街道。 截至 2020 年 6 月，庄周街道辖 21 个行政村；庄周街道

办事处驻城南新区仁和路。庄周街道因是庄子故里得名。蒙城县博

物馆、庄子书院、蒙城县文化馆、梦蝶湖均坐落于该街道。 

 

 

梦蝶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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