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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叶挺、廖仲恺等人出生在这里，宋代文豪苏东坡曾生活在这里。西

子湖畔，似乎还能感受到苏轼谪贬后的惆怅情怀；罗浮山下，依然可见昔日香客络绎不绝的景

象；那些隐匿在山野中的古村落，青砖黛瓦中显露出一种颓败的凄美，掉了色的雕花镂空在余晖

下更显落寞，雕刻出历史的印记；海湾在无尽的大海边曲折蜿蜒，毓秀的山水继续着四季轮回的

交替……这里便是惠州，只有用心去仔细体会，你才能发现它的美好。

宁乐熙  雨季的惠州，几乎每天都会下雨，而且下的没什么规律性，突然一阵风吹过，黑云压城，

雨就下下来了。漫步惠州江边，云卷云舒，雨时大时小，花香草香交织一起，只听风声雨声，

不见人声车声。雨大的时候，躲避在石墙下避雨，看江上升起薄雾；雨小时赏花，看花瓣上

晶莹的雨滴，还有偶尔爬过的一只可爱的变色龙。暂时忘却烦恼，只留禅意在心间。

最佳旅游时间 惠州年平均气温 22℃，气候温

和，冬季寒冷时最低气温 13℃，7、8 月份惠州降

雨较多，9、10 月份天气晴朗，是出游的好时机。

消费水平 惠州的消费较低，一般经济型住宿在

200 元左右，午餐消费人均 10-20 元，打车起步价

7 元。

穿衣指南 惠州气候温和，即使在最冷的冬季穿一

件长袖厚外套即可，7-8 月较热，可穿短衣短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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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速览  Introducing  huizhou

特别推荐 Special

邂逅浪漫海岛

惠州有很多风景优美的海湾，某个晴朗的天气，伴着温柔的海风，在柔软的沙滩上玩乐嬉闹，

逐水踏浪，看云卷云舒、潮汐涨落，惬意非常。

探访惠州古村落

在惠州，除了皇思扬，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古村，那些陈旧的建筑隐匿在群山之中，立于原

野之上，无疑是现代文明中的一方净土，街头巷道、古祠古屋都留下了斑驳的历史影迹。

推荐古村：皇思扬、山下村、合口村

惠州西湖赏美景

“东坡到处有西湖”，这里因为苏轼而倍添风采，古代的文人雅士也曾对此地多加赞誉。到

了惠州，怎可不到这里感受一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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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历史上，惠州西湖（见 03 页）曾和杭州西湖、颍州西湖合称为中国的三

大西湖。宋朝诗人杨万里曾有诗曰：“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与罗浮”，

指的便是这三大西湖。惠州西湖还有“海内奇观，称西湖者三，惠州其一也”

和“大中国西湖三十六，唯惠州足并杭州”的史载。

平海古城（见 05 页）被誉为是岭南文化的“活化石”，平海镇的石桥头

村口有一座建于清朝的石桥，迄今已有 230 多年的历史，除河中一个桥

墩部分坍塌外，其余均完好无损的留存下来，这是惠东境内迄今发现的

年代最久远的石桥。

霞涌（见 04 页）清泉寺前有三棵龙眼树，左边一棵终年不开花不结果，

右边一棵一年开一次花结一次果，中间一棵每年开三次花结三次果。这

一神秘的现象，吸引了很多游客慕名前来观看。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苏东坡的《惠州一绝》让罗浮山（见 04 页）名扬天下，这里是有名的道

教名山，每日香客络绎不绝，更有绝美风景令人赏心悦目。

景点 Sights
惠州境内有山、林、海、岛、湖、温泉、瀑布等自然景观丰，古村落、海湾、

海岛分布在惠州境内，除市区内景点外，很多景点多集中在惠东县、龙

门县和博罗县。玉塔微澜、留丹点翠、冲虚古韵、白莲翠影、石洞奇观、

天赐白堤等都是当地著名景点。

市城区

惠州西湖

惠州西湖由“五湖六桥十八景”组成，惠州西湖始建于五代（公元 907-

960 年），相传这里原是古河道，原是横槎、天螺、水帘、榜山等山川

水入江冲刷出来的洼地，后河流改道后遂冲积而形成 5 个相通的湖面，

分别是丰湖、平湖、鳄湖、菱湖和南湖，统称西湖。惠州西湖幽深曲折，

周围青山环绕，亭台水榭遍布其中，景色万千。

五湖：平湖、丰湖、南湖、菱湖、鳄湖

六桥：拱北桥、西新桥、明胜桥、圆通桥、迎仙桥、烟霞桥

十八景：飞鹅览胜、丰山浩气、水帘飞瀑、平湖秋月、玉塔微澜、红棉

春醉、西新避暑、花洲话雨、花港观鱼、芳华秋艳、苏堤玩月、连理红棉、

孤山苏迹、南苑绿絮、烟霞柳浪、留丹点翠、象岭云飞、鹤鹭祥舞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环城西路 2 号

费用：丰渚园门票 20 元 / 人

网址：http://www.hzxihu.net/

联系方式：0752-2248116，2121326

到达交通：到西湖东门：可乘 2、5、7、8、10、11、13、15、17、

18、19、21、24、25、301 路平湖门站下；到丰渚园：可乘 29、

369、388、889 路中医院站下。

用时参考：半天

台风 惠州西湖上还有好多小岛，从外面走的时候，就经过百花洲和芳华洲。

芳华洲外面一片湖，湖上栽着好多荷花，可惜还没盛开，但是荷花丛中

一盏小桥也够精致了。

台风 惠州西湖

水东街骑楼

水东街东接惠新西街，与水东南路互交，西接东新桥，全长 730 米，宽

14-18 米，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 (1078-1085)。水东街的骑楼颇具岭南

建筑特色，当年，苏东坡就是从这里踏上惠州的，历史上的水东街一直

是惠州重要的商业街，后来遭到日军的破坏，09 年后，政府将这里进行

了修复和改造，恢复了老街的原有风貌，现在的水东街是集休闲、商铺、

居住于一体的特色街道。

地址：惠州市城区桥东水东街

到达交通：13、38 路公交车至滨江东路站下车，或乘坐 1、3、13、

14、24 路公交车至华侨中学站下车可到

大亚湾

大亚湾位于惠东县、惠阳区和深圳市之间，东靠红海湾，西邻大鹏湾，

濒临南海，湾内有岛屿和岩礁上百个，有“海上小桂林”的美称。大亚

湾有很多景点，如霞涌大亚湾华海游乐场、似马鞭岛、似老虎洲、熊猫

金海岸、清泉寺、岩前万年庵、铁炉峰、螺岭、辣甲岛、三门岛、小桂湾、

五洲岛、笔架山等。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

到达交通：市内乘坐大亚湾 188 路公交车至霞光东路下车

用时参考：1-2 天

大亚湾一带的熊猫金海岸、老虎洲等地旅游开发较为成熟，沙滩

没有想象的干净，建议爱惜环境，保护海滩卫生。

毛线狮子  熊猫沙滩的东西两部分中间有个半岛，可以登岛到礁石上拍照。

大甲岛

大甲岛原来称大六甲，当地人习惯称为辣甲岛或大甲岛，大甲岛是大亚

湾的第二大岛，这里海域宽阔，海水清澈透明，沙滩湿软细滑，是天然

的海滨浴场，在月亮湾沙滩一带，还可以潜伏到海底看珊瑚、鱼类、贝

类等海洋生物，现在岛上已建成多家度假村，是周末休闲、娱乐、度假、

疗养的好地方。

http://www.mafengwo.cn/i/950231.html
http://www.mafengwo.cn/i/9502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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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大亚湾

到达交通：自驾或坐车到澳头口后，在澳头口坐快艇前往（一般来回

300 元，可坐 7 人）

用时参考：1-2 天

酒窝果果  大甲岛是一个尚未完全开发的岛屿，在这里你可以发挥你的所

有玩的能力，带着帐篷露营、垂钓、篝火晚会、潜水、拓展训练、沙滩

排球……岛上居民捕捞的小鱼并晒成鱼干，煎起来吃非常美味

酒窝果果 大甲岛风光

霞涌

霞涌是一个美丽的海湾，区内有许多海域岛屿，清泉玉带、螺岛钟声、

炉峰晴岚、横岭松涛、花洲塔影、蟹湖鲸浪、虎洲月夜、烟墩烽迹是这

里著名的霞涌八景。

清泉玉带：指的是建于清朝的清泉古寺和其周围三棵罕见的龙眼树。

螺岛钟声：螺岛与霞涌只一桥之隔，岛上有一庙，庙中清朝铸造的大钟

和大鼓，每晚 12:00，庙里敲钟 108 响，钟声可至十几里。

炉峰晴岚：铁炉峰由 12 座个山峰组成，远望群山起伏，云雾缭绕，彷如

仙山。

横岭松涛：横岭位于南坑村对面，岭的西侧有一座三对宫庙，岭上长满

松树，登高远眺，可见远处点点渔火，松涛阵阵的美景。

花洲塔影：花洲位于霞涌游乐场对面，离海 1 公里处的岛上有座五层高

的宝塔，建于明朝，阳光下，塔影投入海中，在波光的映衬下，形成一

幅美丽的画面。

蟹湖鲸浪：蟹湖位于浅滩旁边，潮涨时常有鲸鱼出没，鲸鱼出现时的景

像十分壮观。

虎洲月夜：虎洲位于义联大岭村对面，山顶长满绿草、小树，半山以下

是黑色的岩石，周围的海水，在夜晚月光的映射下滚滚窜动，景色十分

壮观。

烟墩烽迹：烟墩又名烽火台，是明朝万历嘉靖年间抗寇名将俞大猷、戚

继光为抗击倭寇而建造的防御设施。霞涌共有烟墩迹四处，分别在沙田

村南面的海边山上，船澳村南面的亚婆角岭上，乌山头岭顶上和盐灶背

村对面的鹤咀天后庙山上。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

到达交通：市内乘坐大亚湾 188 路公交车可到

用时参考：1-2 天

博罗县

罗浮山

古人说“登山不到罗浮巅，举足万里空徒然”。罗浮山又名东樵山，是

中国道教十大名山之一，主峰飞云顶，山势雄浑，风景秀丽，日观、云观、

海观是罗浮山三个著名景观。景区内有大小山峰 432 座，飞瀑名泉 980

多处，洞天奇景 18 处，石室幽岩 72 个，主要有朱明洞、酥醪景区、黄

龙观、华首寺等景点，其中，朱明洞是罗浮山的核心景区，景区内的冲

虚古观有 1600 多年历史，是中国十大古观之一，每年都吸引无数信众

到此祈福。史学家司马迁把罗浮山比作“粤岳”，所以罗浮山素有“岭

南第一山”之美称。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境内

费用：60 元 / 人次（不含上山索道票）

网址：http://www.lfs.gov.cn/

联系方式：0752-6668600

到达交通：惠州汽车总站有到罗浮山的旅游专线巴士，途经惠州西湖、

惠州义务小商品批发城、火车北站、小金、博罗、义和、龙溪、龙华、

长宁、罗浮山。汽车总站到罗浮山首末班车时间为 6:00-18:20；罗浮山

到汽车总站首末班车时间为 8:00-18:00

用时参考：1 天

日观要在早上 5:00 左右才能看到，罗浮山座临大海，太阳从海

上喷薄而出，最后万道霞光冲破云霭，格外璀璨。若看落日则要

待晚上 18:00 左右。

海观则要待雨过天晴时才壮美，每逢大雨过后，必定风起云涌，

白云聚集在山间，露尖的峰顶如大海中的小岛，远望云海茫茫，

极为壮观。

云观主要还是观罗浮山的飞云，罗浮山无论天气阴、晴都有各种

各样的飞云，常出现的莲花云、墨云、彤云、流云、象形云，五

色纷呈美不胜收。

 

Nemo. 都匀 罗浮山脚，依山望水

http://www.mafengwo.cn/i/975680.html
http://www.mafengwo.cn/i/975680.html
http://www.mafengwo.cn/i/10949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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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施塔特小镇

哈施塔特小镇其实是由五矿建设投资的一座极富高档住宅别墅区，小镇

三面环山，内拥原生内湖，其环境优美且极具奥地利浪温风情，吸引了

很多喜欢文艺范、小清新范的人前来观赏，同时也有很多拍摄婚纱的情

侣来此采风。

地址：博罗县罗阳镇鸡麻地八村麦田岭

到达交通：市内坐车到博罗体育馆后在打的或坐三轮车前往

小勤 现在的小镇属于半开放状态，过一段时间进去要收取门票。尖顶的

教堂、彩色的房屋、旖旎的石子路、起伏的草坪，甚至一窗、一灯、一桌、

一椅，都充满浓浓的欧陆风情。

Irisho 哈施塔特小镇

龙门县

南昆山

南昆山原称蓝晖山，主要有川龙瀑布、七仙湖、石河奇观观音潭、一线

天等景观，山中四时之景不同，春季满山的杜鹃花姹紫嫣红，六月初，

山中瀑布飞泻，蔚为壮观；重阳时节登天堂顶，秋景怡人；冬天时因树

木偶有结冰，可看到“树挂”景象。到了南昆山，除了观赏风景，还可

以体验漂流的刺激，品尝当地的美食佳肴，还能喝到正宗的南昆山毛茶。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昆山镇下坪

费用：30 元

网址：http://www.nankunshan.com/

联系方式：0752-7690769，7691650

到达交通：1、自驾车走惠州——龙门县——铁岗——马铃村——南昆山；

2、在惠州汽车总站（鹅岭北路 11 号，0752—2383336）坐惠州——

南昆山的班车前往；3、坐车至龙门县城后在龙门县汽车客运站（西林路

29 号，0752—7780393）乘坐龙门县城——南昆山的班车前往。

用时参考：1 天

香溪堡

香溪堡被誉为华南第一古堡，以“神秘的古堡风情，秀丽的田园风光”

为主题，有竹筏漂流、古堡探幽、竹林乐园等旅游景观和娱乐项目。古

码头、五宅古围、正街和廖氏宗祠等古建筑群分布于古堡中，极具岭南

建筑风情，堡内的竹筏漂流可观赏两岸美景，竹林乐园里设有竹林别墅、

沙滩泳场、附近区域可垂钓、竹车兜风、烘烤露营等，适合假日朋友聚

会娱乐。

地址：惠州市龙门县沙迳镇

费用：80 元 / 人

开放时间：8:30-17:00

联系方式：0752-7553222

到达交通：惠州长途客运站乘座前往龙门县的大巴，下车后包车前往。

用时参考：1 天

惠东县

巽寮湾

巽寮湾处北回归线以南，南海大亚湾的东部，依山傍海，山海相嵌，海

天交融。乾隆年间，一群难民来到这荒僻之地，搭茅“寮”定居。“巽”

是八卦中表示平安吉利之意。巽寮湾的山、海滩、海岛巨石遍布，海湾

一带有摩崖石刻 30 多处，总长 20 多公里的海岸线内，有八个海湾，海

面隐隐约约分布着大大小小数十个洲。巽寮湾后三角岛是由三座相连的

小山组成小岛，岛上泉水清澈，沙质柔软，峰奇石怪。

到达交通：深圳出发至惠东巽寮湾：梅林关 → 梅观高速 → 机荷高速 （20 

元）→ 惠盐高速，汕头方向 → 深汕高速 → 稔山、白云出口下，出收费

站 （30 元） 后左转，沿国道往稔山 （汕头 ) 方向走 → 7km 稔山镇，

直走 6Km 左右至大埔屯，可见右边有巽寮湾宣传牌，右转 200 米有一

岔路 ( 直走 13 多 km 海边公路即可到达巽寮）。

用时参考：1-2 天

晴天丫丫  海天一色

平海古城

平海古城建于明朝洪武 18 年（公元 l385 年），迄今已有 600 多年历

史，历史上，这里曾是海防军事重镇和惠州南部地区海运进出口的咽喉。

古镇内现保存有四座古城门、部分城墙、古井、古桥、完整的十字古街、

古民居和古寺庙等。在古城观光，可以看到众多的历史古迹。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城平山东南

到达交通：在惠东客运总站坐到港口的专线车，到了平海镇后可坐摩的

前往古城

用时参考：1 天

皇思扬古围村

皇思扬围村距今已 500 多年历史，先后有黄沙洋、皇思扬、黄狮 3 个村名，

村内主要生活着萧、杨、许、郑四大姓氏的人。皇思扬围村是岭南建筑

的精华，村中随处可见精美的镏金匾额和楹联，小城堡、武魁楼、翰林第、

牌坊、卵石路、书室、学院、学堂、三眼井等古建筑形成了村中的建筑群，

http://www.mafengwo.cn/i/1258234.html
http://www.mafengwo.cn/i/1258234.html
http://www.mafengwo.cn/i/2836486.html
http://www.mafengwo.cn/i/28364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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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物四周以房屋为屏，屋连屋、墙连墙，其建筑设计上讲究房系、

姓氏划分、以及天文、地理、人和的因素造型建筑。

地址：惠州市惠东县多祝圩镇

到达交通： 惠东新车站搭乘平山至多祝的班车，快到多祝镇时公路左边

即可看到（距多祝镇 1 公里）。自驾车走广汕公路 324 国道至惠东县城

多祝路口，左转平多公路直去，大约 20 多公里可到。

用时参考：1 天

a_guang  屋子很平凡，灰砖黛瓦，带着破旧，跟其它房子一样。

古田自然保护区

古田自然保护区有着 3 万多亩的原始森林，还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物，

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洲”，保护区内可看到神奇的古树大板根现象

和水帘下瀑布、沉水河等自然景观，还能欣赏到罕见的成片红皮糙果茶

纯林，让人感觉一种拙朴、雄壮的原始之美。到古田的山路上，还有一

种长在大石旁边名叫“过岗龙”的藤，藤的头部直径有 70 多厘米，三支

分藤匍匐攀沿于两座山头，总长达 400 多米，十分神奇。

地址：广东省惠东县城东北

到达交通：自驾车前往

用时参考：1 天

亚婆角

亚婆角的风景很美，一边是莽莽青山，一边是茫茫大海，这里开放较晚，

还保留着较为淳朴和原始的海边风情，风景迷人。海湾内几座别墅和度

假村散落其间，夏秋两季是这里最热闹的时节，游泳、钓鱼、登山观海、

吃海鲜、烧烤露营是这里永恒的主题。

地址：惠州市惠东县稔山镇

到达交通：惠东汽车客运总站转乘惠东 13 路 ( 坐 9 站 ) 到亚婆角旅游区

总站下

用时参考：1 天

住宿 Sleep

惠州市的酒店、宾馆很多，价格也有所不同，由低档到高档，价格由

100 元到上千元不等，惠州酒店分布较均匀，惠城区、惠阳区惠东县、

博罗县、龙门县和大亚湾都有不少酒店可以选择。

惠州富力万丽酒店

酒店位于惠城区中心地带，位置优越，出行便利。酒店可直观东江和西

湖美景，环境优美。

地址：惠城区江北东江二路 2 号（近东江公园）

联系方式：0752-7399999 

参考价格：637-3136 元 / 间

如家酒店（惠州世贸中心店）

酒店位于惠州繁华的麦地商圈，紧靠海雅百货，临近西湖美畔、数码商

业街、港惠新天地、天虹商场、丽日银座，周边购物、餐饮、娱乐设施

齐备。

地址：惠城区河南岸斑樟湖东鑫大厦（美丽大世界）3-4 层（斑樟湖路与

麦地路交叉口） 

联系方式：0752-5313388

参考价格：104-142 元 / 间

莫泰 168（惠州麦地路店）

酒店环境也很好，交通便利。

地址：惠州市麦地路 46 号（麦地路与麦兴路交叉口）

联系方式：0752-5811999

参考价格：99-151 元 / 间

餐饮 Eat

惠州的饮食文化历史悠久，东江菜以惠州菜为代表，它与潮菜、粤菜并

称为广东三大菜系。东江菜选料讲究本地家养粗种，烹调方法多采用煮、

煲、蒸、烩和炖等。传统的东江菜偏重于“肥、咸、熟、香”，下油重，

口味偏咸，一般用生葱熟蒜、香菜调味，极少添加过重过浓的佐料，注

意突出主菜的原汁原味。

特色美食

客家盐焗鸡

“盐焗鸡”是广东的一款名菜。它首创于广东东江一带。客家盐焗鸡是

一款美味菜品，主要原料有客家嫩鸡等，这道菜皮软肉嫩，香浓美味，

并有温补功能。  

梅菜扣肉

梅菜是惠州传统特产，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清甜爽口，不寒不燥不湿不热，

被传为“正气”菜，而久负盛名，据说它与盐焗鸡、酿豆腐同时被称为“惠

州三件宝”。梅菜扣肉的特点是颜色酱红油亮，汤汁黏稠鲜美，扣肉滑

溜醇香，肥而不腻，食之软烂醇香。

客家酿豆腐

客家酿豆腐久负盛名，是客家三大名菜之一。，但凡有宴席必有此道菜。

“酿”是一个客家话动词，表示“植入馅料”的意思，“酿豆腐”即“有

肉馅的豆腐”之意。酿豆腐鲜嫩滑香、营养丰富，是客家人过年的保留菜式。

http://www.mafengwo.cn/i/703046.html
http://www.mafengwo.cn/i/7030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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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糕板

惠州风俗，小孩出生“做半月”，外婆必定要做沙糕板，分发邻里众亲庆贺。

沙糕板以三成粘米粉、七成糯米粉混合，加白糖过筛，蒸熟切成两寸见

方的块，松软可口，是当地儿童特别喜欢的零食，旧时卖沙糕板的小贩

往往习惯将蒸糕的板隔顶在头上沿街叫卖，为古城风情一景。

八宝窝全鸭

八宝窝全鸭与盐焗鸡堪称东江菜中的“双绝”。用糯米、香菇、莲子、虾米、

鱿鱼、肉粒、咸蛋等各种原料作馅，填入鸭腔内，经过氽、煲、蒸的工

续制成，浓郁芳香，软滑可口。  

发糕

发糕因其制作的成品往往混有花红粉，故又被称作大红发糕。大红发糕

取其“发”字，普遍用于人生各种礼仪的喜事当中，可视作是喜事专用

食品。在惠州，寿诞、出生，婚嫁诸俗中对之颇有讲究。一般是将大发

糕切成小块、或作为贺客诸亲的回礼，或分发邻里乡亲，今城中居民在

近郊农民仍甚讲究。 制作发糕一般使用纯粘米，加糖、发粉或糕种，用

大盛器蒸成巨大规模，蒸好的糕点如发得很大，尤令主人欣慰。 

发糕亦是专用食品，在惠州十分风行，但平时也是不上市的，所

以平时并不常见。

敛糕

敛糕，惠州话读作“敛校”，是一种在传统风俗礼仪中的专用食品。惠州

风俗，喜事要蒸红敛糕，丧事蒸白敛糕；出生满月，外婆要蒸红敛祝贺；

新婚回门，外家要蒸红敛糕作为回礼。此外年节的“观音做会”，也要蒸

敛糕。敛糕一般用四分糯米，六分粘米，混合后用水调匀，加上糕种，而

后制成饼状蒸熟。红敛糕是米粉用水调匀时另加了花红粉，使敛糕呈红色。

推荐餐厅

新美味餐厅 - 白云二路店

当地很出名的餐厅，有多家分店，客家菜味道很宗，推荐客家酿豆腐、

焖排骨。

地址：惠州市惠阳区白云二路 ( 近淡水客运站 )

联系方式： 0752-3377969

人均消费：50 元

阿具客家土菜

客家菜的味道很正宗，盐焗鸡不错。

地址：惠州市惠城区东湖西路永旺购物广场 3 楼美食广场

联系方式：0752-2380228

人均消费：60 元

淼鑫猪肚鸡 - 大富贵店

粤菜的味道很不错，推荐猪肚鸡、煲仔饭、吉祥四宝、猪肉丸、猪肚煲鸡、

腊味饭等。

地址：惠城区麦地东二路大富贵假日宾馆 1-2 楼

联系方式：0752-2088828

人均消费：55 元

购物 Shopping
惠州物产丰富，博罗酥糖、博罗凉果、惠州梅菜、罗浮山百草油、东江

糯米酒等都是当地特有的土特产品，很适合做礼物带给亲友。

惠州梅菜

惠州梅菜是用新鲜的梅菜经凉晒、精选、飘盐等多道工序制成，色泽金黄、

香气扑鼻，清甜爽口，不仅可独成一味菜，又可作配料制成梅菜蒸猪肉、

梅菜蒸牛肉、梅菜蒸鲜鱼等菜肴，因此，很受岭南、港澳、东南亚一带

的人青睐。人们购买梅菜，除自己吃外，还经常作为礼品送给亲朋好友。

梅州分咸梅菜和甜梅菜，个人推荐你买甜梅菜。看成色就知道了，

咸梅菜颜色比较深，上面有很多白白的盐；甜梅菜颜色比较浅，

感觉比较干净。

梅菜较咸，需要后要泡上一段时间才好食用。

罗浮山酥醪莱

罗浮山酥醪菜产于博罗境内的罗浮山酥醪村，又名仙人菜。由于酥醪村

土质肥沃、气候独特、水源无污染，加上酥醪村人制作手法独特，所以

酥醪菜具有味美、纤维质少、用量少等特点，是煲汤的上等材料，且具

有清热、润肺的作用。

罗浮山百草油

罗浮山百草油是用生长在罗浮山脚的百余种草药，采用古法提炼配制成

的一种药油。其药性平和，气味芬芳，药效显著，内服外用均可。 

博罗凉果

惠州四时佳果品种繁多，主要有陈皮梅、甘草梅、话梅姜、应子、蛇胆

陈皮等百种。这些凉果，93 年曾获马来西亚食品博览会金虎奖，95 年

又获中国优质食品奖，远销全国各地、港澳及东南亚，极受游客的青睐。  

东江糯米酒

东江糯米酒所选用的糯米纯正，配方独特，形成了不含人工色素的红色，

不含人工调味料的甜蜜，芬芳浓郁，含有丰富的葡萄糖，是宴客送礼的

佳品。

龙门米粉

龙门米粉选用优质的黄粘米作原料，用优质的山泉水和合加工精制而成，

粉丝透明，幼滑、爽口，不易断，用沸水泡片刻，加入调味品即可食用。

米粉可作主食、早餐，干吃或配汤均可。  

商业街区

惠州商业步行街

惠州商业步行街是由市区老街改造而成，包括中山西路、五四路和国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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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长 1040 米，中山西路、五四路和国庆路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在的

步行街商铺、食肆林立，是当地最繁华热闹的购物、美食街区。

地址：惠州市惠城区

到达交通：2、5、7、8、10、11、13、15、17、18、19、21、

24、25、41、209 路公交车至“平湖门站”下车东走 200 米左右

 

娱乐 Enterta inment 
惠州泡温泉的地方很多，也是当地人最常见的娱乐休闲方式之一，当地

的温泉以区域划分，主要分为惠东县、龙门县和市城区 3 个地区。

 

惠东县温泉

惠州海滨温泉

中国唯一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温泉风情度假地。

地址：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海滨温泉旅游度假区

费用：温泉门票 168 元 / 张

网址：http://www.hbwq.com.cn/

联系方式：0752-8578888

 

龙门温泉

龙门铁泉

龙门铁泉因含铁元素丰富而被称为罕有的“黄金泉”，因为池区广阔、

水温较高而被誉为“亚洲第一泉”。

地址：惠州市龙门县龙田镇田美热水锅村

费用：温泉门票 240 元 / 张

网址：http://www.7888222.com/

联系方式：0752-7888222

南昆山温泉大观园

青山簇拥，绿树扶疏，碧澄的溪流穿园而过。度假区内或大气或精致，

有田园风情，又具有现代气息；有小桥流水，乡村情调，又有昔日皇家

尊贵奢华。

地址：惠州市龙门县油田村南昆山大观园

网址：http://www.nkshs.com.cn/

联系方式：0752-8888888

龙门天然温泉

度假村以客家乡村文化为特色，是集浴疗、养生、度假、美食、娱乐、运动、

会议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温泉度假小镇。

地址：惠州市龙门县龙田镇赖屋村

费用：158 元

开放时间：8:00-24:00

网址：http://www.lmtrwq.com/

联系方式：400-0791-225

线路推荐 Tours
在惠州旅行，如果只游览市区景点，一般 1-2 天即可，如果想到周边的

海岛或古村落游览，则会需要更多的时间。

惠州二日游

线路安排

D1：南昆山国家森林公园——川龙峡漂流基地

D2：南昆山——龙门天然温泉

线路详情

D1：早餐后坐车前往有广东黄山之称的南昆山游玩，南昆山自然景色优

美，有“古代桃源今代存”之美誉。之后前往川龙峡漂流基地进行漂流，

漂流的同时可欣赏两岸的原始风光。

D2：早餐后继续游览南昆山，景区中有观音 潭、川龙瀑布、石河奇观等

景点。午餐后可以去泡龙门温泉。下午返程。

惠州一日游

线路安排

九龙峰——巽寮湾

线路详情

上午爬九龙峰看风景，九龙峰山上绿荫成林，山中有文昌宫、谭公庙、

石戏台等景观，古戏台里还有化妆室，庙会或是节日的时候这里可以派

上用场，进行表演。登上九龙峰山顶，周边风景一览无遗。下午坐车前

往巽寮湾，巽寮湾依山傍海、沙滩柔白，是天然的海水浴场。

惠州红色主题游

线路安排

叶挺纪念馆——中洞红色教育基地

线路详情

上午前往叶挺纪念馆，纪念馆里有 400 多件珍贵的文献、文物、图片，

展现了叶挺将军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下午去有”广东井冈山”之称的中洞。

中洞村是东江革命的摇篮，革命时期，东江特委和东江革命委员会、红

二师师部等机关均设在中洞办公，并在这里建立了历史上最早的兵工厂、

被服厂、印刷厂和红军医院等。

Jennifer 惠州二日游

相关游记：惠州 哈施塔特小镇 • 双月湾 • 巽寮湾 自驾

D1：广州——惠州博罗哈施塔特小镇——万科双月湾

liaoyingya 南昆山温泉大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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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双月湾日出——双月湾观景台——巽寮湾三角洲岛——回程

节庆 Festivals 

舞龙舞狮

舞龙、舞狮在惠州已有很长的历史，长长的龙队、狮班穿街过巷，热闹

非凡，颇有惠州的地方特色。惠州传统的舞龙、舞狮活动由民间自发组成，

多为一街一龙，武班、乡村舞狮。舞的龙和狮都由自己扎造，狮扎好后，

要先到元妙观“开眼”，并进行“抢青”活动。新春的第一天清晨，各

路狮队由师爷携匣领路，狮子、锣鼓镲钹、手持各种冷兵器的武术队伍

依序表演，所到之处，店家、住户鞭炮相迎，并封红包，热热闹闹，一

直延续到正月十五才告一段落。

举办时间：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

赛龙舟

“五月节，扒龙船，龙鼓响，大江边”。端午前后，惠州大小河流水涨满，

惠州人把这叫作“龙舟水”，赛龙舟在惠州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节日当天，

参赛龙舟先是顺水而下，而后逆水而上，最后冲刺决出输赢。奖品多为“花

江”（用竹串吊的整幅布），得奖者把花江插在船头，沿江而上，以为荣耀。

举办时间：农历五月初一至五月初六，

举办地点：东江河畔

实用信息 Practical information

语言

客家话是惠州的主要方言，与普通话差别很大，但当地人也可以讲普通话，

虽然有些人说的不标准，但沟通基本上没有问题。

 >> 下载旅行翻译官

银行

惠州市内有多家银行和 ATM 自动提款机，大型超市或购物商城、餐厅等

可刷卡。

邮局

惠州邮编 516000，市内有中国邮政、顺丰、圆通、申通等快递公司，

寄送东西非常方便。

电话

火警：119

匪警：110

急救中心：120

交通事故：122

天气预报：12121

旅游投诉：0752-2238354

网络

惠州大部分酒店、咖啡厅可提供 wifi 服务。另外，市内也有多家网吧可

以上网，但人员比较复杂，环境也不是特别好。

 医院

惠州市内有市中心人民医院，是当地的三甲医院，地址在广东省惠州市

鹅岭北路 41 号，电话 0752-2288288；另外，24 小时的便民药店也

有很多，就医买药等都很方便。

旅行安全

惠州市治安很好，不过出门旅游，在人多的地方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背包

和物品，小心被偷。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惠州外部交通发达，全国各地可乘坐飞机、火车或汽车前往。

飞机

惠州机场原名平潭机场，现已开通北京、成都、苏州、无锡、杭州、徐州、

鞍山、济南等城市航线。

惠州机场信息

地址：惠州市惠阳区平潭镇

到达交通：打车前往

火车

惠州有惠州站（惠州北站）、惠州西站 2 个客运站，其中，惠州站是当

地的主要客运站。

中国铁路网上购票：http://www.12306.cn/mormhweb/

订票电话：0874-95105105

客服电话：0874-12306

惠州站

当地主要客运站，有发往广州、上海、北京、成都等国内主要城市的旅

客列车。

地址：惠州市惠州大道小金口段 57

电话：0752-5823020

到达交通：市内乘坐 5、6、11、13、25、34、41、201、202、

208、209、k1、k2 路公交车可到

长途汽车

到惠州可以乘长途汽车，广州的天河客运站有直达惠州市区的长途汽车，

价格 80 元左右，另外，深圳、东莞、茂名等地的客运站都有班车前往惠州。

24 小时班车信息实时咨询：114 ，160（人工），16861333（声讯自动）

惠州汽车总站

有发往湖南、湖北、河南、四川、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

云南等省内外城市的长途汽车。

官网：http://www.hzkeyun.com/

电话：0752-2383336，2383891

旅游租车：0752-2383338 

投诉电话：0752-2383830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鹅岭北路 11 号

http://www.mafengwo.cn/app/intro/fanyi.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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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南线客运站

有发往湖南、湖北、四川、重庆、贵州、江西、江苏、广西、云南、福建、

浙江、河南、陕西、海南等跨省（市、区）的长途班线。

官网：http://www.hznxkyz.com/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鹅岭南路 110 号

电话：0752-2281222，2260555

到达交通：市内乘坐 17、20、44、201、203 路公交车可直达

惠州市河南岸汽车站

有发往巽寮湾等地的班车。

地址：惠州市河南岸惠淡公路苏屋墩街（三环路口货运站旁边沃尔玛红

绿灯）

电话：0752-2518983，2163868，2580953

到达交通： 15、28、34、41 路等公交车可到

惠东汽车客运总站

车站主要为惠东县居民提供中长途服务，以发往西、南、西南方向的跨

地区、跨省班线运输为主。

官网：http://www.hdqiyun.com/

电话：0752-8822324，8813324

地址：平山街道泰园广汕路与环城路交叉口

Getting  around内部交通
惠州市内交通较为方便，到达市区的一些景点，可乘坐市内公交车或打

车前往。

出租车

惠州市内出租车起步价为 7 元 /2 公里，超过 2 公里后加收 2.4 元 / 公

里费用，不另收燃油附加费。

公交车

惠州市内公交车实行一票制，无人售票空调车 2 元 / 人次，非空调车票

价保持 1 元 / 人次，持 IC 卡乘空调车享受优惠政策；有人售票空调车起

步价为 1.5 元，可乘坐 3 段（每段约 3 公里），乘坐 3 段后每多乘一段

增加 0.5 元，依此类推。

旅行路上 Travel on the road

推荐音乐

《在这里开始》是爆竹乐队 Teambravo 为自己家乡惠州创作的一首歌

曲，此次单曲的发行除包含一首歌曲轨道外，还包括一个由爆竹亲自操刀、

煞费苦心拍摄的 MV，想必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定能有所体会。

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