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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开满油菜花的白墙黛瓦

婺   源



如果想体验一下婺源山区人们的生活，你可以找一个农家住下，每天清晨起床，在自家的菜

园里摘一篮蔬果，在溪边洗净，顺便和一旁洗衣服的大嫂唠唠家常；午后，你可以陪老奶奶

在巷子口晒晒太阳，一起做一些零碎的手工，比如腌咸菜、绣鞋垫等；晚上，如果你的酒量

够好，可以和男主人一起小酌几杯，品尝一下自酿的果酒，一边听他讲婺源那过去的故事。

被称为“中国最美的乡村”的婺源向你诠释了什么才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家园：被淡淡炊

烟笼罩的马头墙、山间梯田抽象的线条、暮色中骑在牛背上的村童、幽静的孤舟野渡、倒映

在清澈山涧里的火红的枫叶……一切都让人陡然间心静如水，恍若隔世。

紫阳镇：县政府所在地，婺源交通中心，一般游客都会先抵达这里，再向各个村子发散。

李坑村：位于婺源东部，是东线上热门景点之一，各方面都很发达，接待能力强。

回民街：著名的美食街区。

清华镇：位于婺源北部，餐饮和住宿比较成熟，交通也很便利，是北线上的食宿大本营。

赋春镇：位于婺源西部，西线开发得较晚，所以条件会不如其他两条线路。

边城猎人  每年的三四月油菜花开时节，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如同一块块大幅的黄色织锦补缀

在清山绿水间，是摄影爱好者镜头里的天堂，是都市人放飞心情的精神牧场，坐落于红尘而

俨然超脱凡尘，称誉婺源为“最后的香格里拉”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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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游时间   3-4 月：油菜花开的季节，3 月

主要是海拔较低的江湾、李坑、彩虹桥开的旺，4

月以后就主要是海拔较高的江岭、庆源两处正旺了。

预计 2015 年 3 月（3 月 2 日）进入观赏期；3 月（3

月 27 日）进入最佳观赏期，花期为 3 月初 -4 月底。

11-12 月：赏秋拍红叶的季节，色彩眩目得让人心

醉。摄影时间安排在 11 月 10 日—12 月 10 日之

间，这个时间色彩稳定，光影也出效果。

消费指数   婺源消费水平不高，除来回交通费外，

800—1000 元基本就能满足所有需求。

穿衣指南  婺源春天气候温和，穿一件外套即可。

若夏季想留宿农家，一定要做好防蚊措施，特别是

不要穿短裤或裙子。秋天也不是很冷，但早晚温差

大，需注意保暖。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如遇下雨

则需加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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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仔  黑白相间的徽派民宅和大片的油菜花

http://www.mafengwo.cn/i/145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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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景点：博物馆

东线景点：李坑—汪口—江湾—晓起—江岭—庆源—五龙山

北线景点：理坑—卧龙谷—灵岩洞—彩虹桥—洪村—思溪、延村—文公山

西线景点：严田—鸳鸯湖—长溪—石城

门票

1、通票景点

婺源通票 210 元 / 人 /120 小时（5 天）；所有单点票 60 元 / 人 / 景点，

鸳鸯湖需另付 30 元船票 / 人（除免票人员外，单点票一律无优惠）

（通票包含以下景点）：

北线:  大鄣山卧龙谷、灵岩洞、思溪延村、彩虹桥、严田古樟民俗园、石城、

百柱宗祠；

东线 :  李坑、汪口、江湾、晓起、江岭；

西线 :  文公山、鸳鸯湖。

 

2、非通票景点

庆源村：20 元 / 人；理坑：60 元 / 人；洪村：60 元 / 人

2015 年 7 月 1 日 -8 月 31 日婺源门票优惠政策：教师、江西

省居民凭有效证件半价，即 105 元 / 人；高考党凭准考证或大

学录取通知书可享受免票优惠。

好玩人少的地方

东线：官坑，篁岭，晓鳙

如果你选择徒步，官坑是北线到东线徒步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处偏远，有

一段路况也不太好，但风光不错，春天的油菜花也别有意境。篁岭，晓鳙

的路况也不好，这里八月份的“晒秋”( 当地居民将丰收的辣椒一盘盘罗

列于自家的屋顶 ) 挺不错，适合摄影。

my 灿 .0706 长溪村的风景不错，村子不大，不足千人

北线：樟村，王村，长溪，篁村，溪头天门峡谷，查平坦，虹关，岭脚，

菊径

以上列出的地方相对去的游客较少，不至于太拥挤。其中从浙源到虹关、

岭脚一线有许多原生态的村庄，如什堡，双路口村等，这一带有很多油菜

花可供观赏；查平坦是高山上的一个村庄，村中遍种梨花，桃花，油菜花，

十分适合摄影；沱川的篁村离理坑约 3 公里，是理坑村余姓的发源地，这

里保存有完好的祠堂，大夫桥，村庄以文房四宝模式建造；溪头村的天门

峡谷离篁村约 3 公里，与大鄣山卧龙谷的风景相类似。

★春天的婺源是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海，以江岭 ( 见第 6 页 ) 梯田式的油

菜花最为出名。江岭共有四个观景台，其中第二个观景台有一个小栈道，

可以从不同角度拍摄油菜花梯田和古村落。另外，月亮湾 ( 见第 5 页 ) 和

庆源 ( 见第 6 页 ) 也是不错的观赏地。

                                               

★秋天的婺源乡村到处是温暖的颜色，长溪 ( 见第 8 页 ) 和石城 ( 见第 8

页 ) 是红叶的最佳观赏地，长溪的夕阳和石城的朝雾是最迷人的。摄影爱

好者一般会在村庄后面的小山坡上选好位置，逆光或者是侧逆光拍摄。

★ 在思溪延村 ( 见第页），随便一间敞开门的老屋，都有百年历史。其

中思溪村的敬序堂保存得较为完整，87 版《聊斋》曾在此取景，不少游

人慕名前来听吱吱嘎嘎的门响声，感受惊悚的“鬼宅”气氛。

★在没有多少夜生活的婺源乡村里，打一壶本地酿酒，喝到微醺也不失为

一件美事。查记酒坊 ( 见第 13 页 ) 有很多分店，其中李坑的是总店，老

板还被周润发称呼过表哥。尤为推荐的是桂花酒、猕猴桃酒、杨梅酒。竹

筒的包装很可爱，喜欢的话可以买几瓶带走。

★阳光温柔的午后，在光明茶楼 ( 见第 13 页 ) 的露天阳台品着上好的绿

茶，俯瞰李坑全景，感受这千年古村的韵味。光明茶楼也是电视剧《青花》

的摄制场地之一，赵雅芝、斯琴高娃都曾在这里品过茶，体验过小桥流

水人家的魅力。

★如果你的运气够好，赶上徽剧戏班不定期在各乡村的演出，千万别错

过。( 更多详情请查看蚂蜂窝《傩舞》攻略，下载地址：http://www.

mafengwo.cn/gonglve/zt-367.html)

亮点 Highlights

Sights景点

婺源的景点多而分散，以油菜花海、徽派建筑、明清古宅、金秋红叶最为

著名。人们习惯性地把婺源的旅游分为东、北、西三条线。以下为本文的

叙述顺序：

风中双子  江岭，油菜花开的季节

http://www.mafengwo.cn/i/643215.html
http://www.mafengwo.cn/i/1347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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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地拍照请大家爱护庄稼，有对老农夫妇，专盯着下地的人，要

收 1 元钱。李坑村口的游船要价 20 元 ( 两个人 )，游览时间也

就 10 分钟吧，体验一下乘船还是不错的，只是一定要讲价。

西线：游山村，考水，坑头，孔村，豸峰

这一线保持了许多原生态的古村落，交通不便，需要包车前往，适合婺源

深度游，一定要先咨询好行走路线或请当地人做向导。

县城景点

婺源博物馆

被誉为中国县级博物馆中的“第一馆”，藏有商代陶器、西周铜鼎、汉

代陶杯陶权、唐代铜镜、宋代名瓷名砚、盘龙玉带、羊脂玉冠以及明清

字画等珍贵古董。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紫阳镇文公北路 ( 旅游集散中心的北侧 )

费用：免费，但需要登记身份证

联系方式：0793-7351790

开放时间：8:00-11:30，14:30-17:30，周一闭馆

用时参考：1 小时

东线景点

月亮湾

所谓月亮湾，其实就是在去李坑的路上路过的一片月亮形状的小岛，在

月亮湾的旁边可以望到一片小村庄和错落的稻田。观赏月亮湾的最佳角

度在附近的山上，可以从旁边的一条小路上山。山上特意搭建了一个小

的观景台，从观景台望下去，可以看出月亮的月牙完整形状。如果是油

菜花开的旺季的话，整个月亮呈现金黄色的，异常惊艳。月亮湾的游船

10 元 / 人，可以坐上去拍照。

cIncinfu  从上面望下去，就能看出来月亮的形状了

李坑  

是个以李姓聚居为主的古村落，一条小河穿村而过，前有大片油菜花田，

后是徽派民居建筑。两下结合，十分有画派意境。村里有青石板的路，

闪烁着幽微的光泽，撑着伞散步其中，感受着四周静谧的气氛，恍如世外。

但是，李坑是目前公认的商业化比较严重的景区，节假日会有很多旅行

团前往，自助游的需注意避开人群高峰。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秋口镇李坑村

费用：包含在通票里；单独购票 60 元 / 人

联系方式：0793-7243560

开放时间：7:00-17:30

到达交通：在婺源长途汽车站乘婺源至东线的晓容、大坂、港口的汽车，

中途下车后步行 1 公里可达

用时参考：2 小时

tonytanguo  这里可不光是古村落哦！傍山还有古寨子，在茶馆里品杯

茶，歇歇脚，和朋友聊聊天，惬意！

汪口

是一个以俞姓为主聚族而居的徽州古村落，村子里面贯穿两头的长街叫

做官路正街，被称作“千年古街”。从路的一头闲逛到另一头基本上就

算逛完了汪口，这边村民的生活没有被游人过多的打扰，街两边的小商

铺还是以卖杂货供村子里生活所需为主，也有一些小饭馆在经营。有个

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俞氏宗祠值得一看。整个祠堂以细腻的雕刻工艺见长，

凡梁枋、斗拱、脊吻、檐橡、驼峰、雀替等处均巧琢雕饰，被誉为“艺

术殿堂”、“木雕宝库”。

蘑菇张 -NKU  汪口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江湾镇汪口村

费用：包含在通票里；单独购票 60 元 / 人

联系方式：0793-7298002

开放时间：7:00-17:30（随季节有微调）

到达交通：可在婺源长途汽车站乘坐始发的婺源公交专线前往

用时参考：2 小时

空谷寻走   汪口在各个村落中算是比较清净的了，没有满大街的摆摊。主

街临着一条大河，河里可以竹排漂流。俞氏宗祠的全木结构建造，在民

间算是气势恢宏了。

江湾

江泽民的故里。这里既有保存尚好的御史府、中宪第等明清官邸，又有滕

家老屋、培心堂等徽派商宅，还有江永讲学的受经堂，东和、南关、西安、

北钥四座古门亭，岳武穆构筑的岳飞桥，明代剑泉井等。江湾相比于李坑、

汪口等小村子来说，显得更为大气。这里有著名的萧江祠堂，曾被誉为江

南七十座著名宗祠中“最好的一座宗祠”，为婺源古代四大古建之首，规

模庞大、建筑宏伟、雕刻精细、人文丰富、历史悠久，尽显王室气派。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江湾镇

费用：包含在通票里；单独购票 60 元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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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源

又名小桃源，每当菜花、梨花和桃花盛开之际，庆源人家笼罩在一派“金山、

银海、胭脂云”的景象之中。特殊的生态环境小气候使这里的油菜花较

其他地区推迟半个多月，使人大有“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的感叹。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段莘乡庆源村

费用：20 元 / 人

开放时间：全天

到达交通：建议包车，从江岭拼车过去约 15 元 / 人

用时参考：3 小时

pony 在路上  没有旅行社熙熙攘攘的游人，只有三三两两背包客，摄友，

不会打扰它的清净，不会破坏它的情致。世外桃源，是它最贴切的形容。

五龙山

春天的五龙山，金黄的成片油菜花，曲曲的河流，流入如天镜一般的高

山平湖，还可站在山顶俯视山脚的徽州村落。游览五龙山，沿途有记载

着历史的古庵、古墓、有隐居于山半腰的老人住过的石屋，还有神秘传

说中的藏宝图。

在山右半腰处的源头村，是婺源最深度的景点，从未被开发过，只有偶

尔的一些来自上海等地的摄影师痴迷于此。这是一座藏在古樟树里的山

村，途中除了山脊是土路外，上山及下山都是青石板铺成的山岭。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西部

费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到达交通：建议包车；自驾：从婺源沿着 S304 向西行驶即可到达，车

程约 1 小时

用时参考：2-3 小时

前往五龙山需要进行崎岖路况下的长途步行和山地作业，因此旅

游者要考虑自己的体力；垃圾要妥善处理，应采取掩埋、焚毁或

带回等方法处理；不可使用合成的洗涤用品污染水源，野外如厕

远离水源；保护野生动植物，不得捕杀或毁坏，遇大型野生动物

不可惊慌，想法让其离开。

联系方式：0793-7293246

开放时间：7:30-17:30

到达交通：在婺源长途汽车站乘直达江湾的班车可达

用时参考：2 小时

悠悠山水   江湾地处三山环抱的河谷地带，山水交融，给江湾平添了许多

灵气。江湾的建筑布局卓具特色，一街六巷，纵横交错，新旧有序，千年

延展，不乱方阵。且每条巷道各有个性，不见雷同，古朴优雅，自成一景。

晓起  

晓起分为上晓起和下晓起两个村子，被称为“生态家园”，可以说是

婺源风景最美的村庄。多为明清建筑的村屋透出古朴典雅的气质，街

巷曲折宁静，青石铺就的驿道和遮天蔽日的古树舞步让人心醉。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江湾镇晓起村

费用：包含在通票里；单独购票 60 元 / 人

联系方式：0793-7293246

开放时间：全天

到达交通：在婺源长途汽车站乘直达江湾的班车可达

用时参考：1 小时

逝水流云  晓起就是婺源的代表。潺潺清溪，汪汪碧潭，涧涧小河，用一

味的绿意滋养山上的色彩缤纷。下晓起的入世，上晓起的出尘，各有风骨。

江岭  

婺源县东北角的江岭是婺源的王牌景点，一般说的婺源油菜花就在这儿。

那里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呈梯田状，从山顶铺散到山谷下，可以居高临下

看到层层叠叠的油菜花梯田。江岭共有四个观景台，其中第二个观景台

有一个小栈道，可以从不同角度拍摄油菜花梯田和古村落。在江岭的山

脚下可坐面包或摩的上山顶的观景台。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溪头乡江岭村

费用：包含在通票里；单独购票 60 元 / 人

联系方式：0793-7368460

开放时间：全天

到达交通：在婺源长途汽车站乘去往江岭的班车可达

用时参考：4 小时

江岭的道路极不好走，是公认的婺源县各村最堵车的一个。距离

晓起只有 8km 路程，开车却要 40 分钟。一路全是泥土，若赶

上下雨，更是寸步难行 , 只能以车带步。想趁早拍个全景，可住

在村里的农家乐中，或者住在离江岭比较近的庆源村，也很方便

一大早过去。

空谷寻走  漫山遍野的油菜花，视野非常开阔，只是提醒游人在田垅间欣

赏美景的时候，千成不要跑进田间拍照踩踏了油菜苗。我就见一少妇看

游人不顾劝说踩死了她家不少油菜站在田间哭喊，甚是心酸。

                                                          

Elva 未希  江岭观景台望下去，梯田式油菜花

http://www.mafengwo.cn/i/90773.html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7中国系列

洪村

洪村是婺源著名的长寿地，历史上最长寿者活到了 119 岁！即便是现在，

村里还有很多九十多岁的长寿老人。村口那颗千年银杏树相传是洪村的

始祖洪济亲手栽种。不过最神奇的还是它旁边的那棵古樟，主干比银杏

树还粗，虽早年因遭受雷击主干已腐空，现仅有一根侧枝，但依旧历风

雨顶天立地，傲霜雪苍郁不黄。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清华镇洪村

费用：60 元 / 人

联系方式：0559-5553333

开放时间：7:00-19:00

到达交通：在婺源长途汽车站乘班车可达

用时参考：4 小时

Laifu   出名的长寿故里，随处可见七八十岁的老人还在忙农活。想当年，

乾隆皇帝在京城摆下千叟宴，洪村的老人也有幸被邀专程赴宴呢。村口

立有嘉庆年间的石碑，石碑嵌于墙角，游人如不仔细，往往会错过，上

刻五个大字：宪永禁赌博。

彩虹桥  

这座建于南宋的彩虹桥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廊桥，

被众多媒体誉为中国最美廊桥，也是婺源的标志之一。彩虹桥周围景色

优美，青山如黛，碧水澄清，不妨照张彩虹桥倒影。著名电影《闪闪的

红星》也曾在此取景。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清华镇内

费用：包含在通票里；单独购票 60 元 / 人

联系方式：0793-7245518/7368198/7245531

开放时间：7:30-17:30

到达交通：在婺源长途汽车站乘班车可达

用时参考：1 小时

xiaobai  虽然彩虹桥表面上看就是木头简单搭建的，但科技含量还是蛮

高的，请注意看她的桥墩，两边的形状不同，像个船头，前尖后平，能

缓解洪水对桥墩的冲击。利用木头粗糙建成桥的目的，也是为后续的维

修工作提供了简便和廉价。这点类似于瑞士琉森的“教堂桥”。但是就

是这粗糙，也形成了该桥的特点和看点，我觉得她本来就是老百姓家门

口的桥，简单也是一种美嘛。

Will  彩虹桥

北线景点

理坑 

与李坑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村人好读成风，出了不少名仕，是个古风十

足的儒雅之地。理坑妙就妙在没有多少游客前来打扰，可以让你在闲情

散淡中，领略最真实的婺源生活，是个美到让人视觉疲劳的地点。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沱川乡

费用：60 元 / 人 ( 不在通票范围内， 需单独购票）

联系方式：0793-7243560

开放时间：7:00-18:30

到达交通：在婺源县乘班车至沱川下车，步行 1 公里左右可达

用时参考：2 小时

风中双子  理坑的风貌，在最善于怀旧的人看来，也是掩饰不住的苍老。

倒是真想不到那么破旧的房子里还住着人，高高的门棂，狭长的门板，

门扉紧闭，暗淡的光从井口般的天顶泻下来，长居于此，会否不知不觉

就恍如隔世？

大鄣山

大鄣山又名鄣公山，可谓是北线的精华所在。山上云蒸雾腾，人行其间，

犹如腾云驾雾入仙境。山中的卧龙谷异常深幽，两岸是陡峭的山崖、石壁，

有众多深潭、彩池，掩藏于原始森林之中。蜂蜂可以选择步行或乘缆车

上山，步行需 1 个多小时，缆车只要 15 分钟，不过从景区门口走到缆

车还要约 20 分钟。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鄣山乡境内

费用：包含在通票里；单独购票 60 元 / 人；缆车来回 100 元 / 人

联系方式：0793-7246688/7249999

开放时间：6:00-18:00

到达交通：在婺源长途汽车站乘班车可达

用时参考：3 小时

西贝  真的很美，和村落不同，主要是看自然景观，天然避暑胜地，开发

了卧龙谷，其实背面还有一个和卧龙谷差不多的景区开发到一半停了，

可以找当地人带进去，人少景美但要注意安全。一般去卧龙谷就够了，

县城过去或者玩完东线包车过去。时间差不多都要一个多小时。这边气

温比较低，空气很清新，几面环山，一路瀑布，大大小小没停过。不过

雨季一定要比较防滑的鞋子，绿色植被覆盖的很多。有缆车索道，体力

好自己爬就好啦，两小时上山！

灵岩洞

有“华夏第一洞天”之称，内分“灵岩洞群”、“石城古树群”、“石

林奇观”三个景区。 灵岩洞群由卿云、莲华、涵虚、凌虚、琼芝、萃灵

等 36 个溶洞组成，洞群间保留有“岳飞游此”、“吴徽朱熹”等唐代以

来的游人题墨 2000 多处。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古坦村西侧

费用：包含在通票里；单独购票 60 元 / 人

联系方式：0793-7241111

开放时间：8:00-17:00

到达交通：在婺源长途汽车站乘班车可达，车程约 1 小时

用时参考：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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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溪延村  

思溪和延村是两个村子，两村相距 0.5 千米。整个村落以明清古建筑为主，

村内以青石板铺地，古建群背靠青山，面临清溪和稻田，村庄与秀水青

山的优雅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因 1987 版《聊斋》曾在这取景而名声大噪。

另外这里也是连续剧《青花》的拍摄地。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思口镇内（381 乡道，距县城紫阳镇 13 公里左右）

费用：包含在通票里；单独购票 60 元 / 人

联系方式：0793-7335888

开放时间：8:00-17:00

到达交通：在婺源长途汽车站乘班车在思溪延村下可达

用时参考：3 小时

到达交通：从紫阳镇乘车到延村约 45 分钟，4 元钱车票。

文公山

文公山中有朱熹祖墓，因其谥号 “文公”而得此名。朱熹祖墓周围有朱

熹亲手栽植的 24 棵杉树，寓意“二十四孝”，但至今只留下 16 棵，最

高的那颗有“江南南杉王群”之誉。山上有十万亩郁郁葱葱的山林，环

境很好。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晓林乡境内

费用：包含在通票里；单独购票 60 元 / 人

开放时间：7:00-17:30

到达交通：在婺源长途汽车站乘班车至晓林，再打摩的可达

用时参考：2 小时

西线景点

严田古樟园  

古樟园最大的亮点就是那颗千年古樟，号称“天下第一樟”，需要 10 个

人环绕才能抱住。这颗古樟虽显得沧桑，但树冠枝繁叶茂，一直被当地

人视为“树神”。婺源的人们怕孩子难养，会到树底来烧香；老夫妻吵

架会到树下烧香希望能白头偕老；年轻的恋人则系上红丝带祈求爱情美

满，让千年古树作为见证人。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晓林乡境内

费用：包含在通票里；单独购票 60 元 / 人

联系方式：0793-7412318

开放时间：7:00-17:30

到达交通：在婺源长途汽车站乘班车至晓林，再打摩的可达

用时参考：2 小时

Laifu  很想提一提那里的用餐环境。有许多包间，以仿古民居的设施摆设，

还有博古陈列架，内有盥洗和卧室，游客可以在此小住。

鸳鸯湖

因周围水环境良好，所以每年都会吸引众多鸳鸯来此过冬，最多可达

2000 对，是亚洲乃最大的野生鸳鸯越冬栖息地。从岸边可以租快艇开到

湖中岛上去观鸳鸯。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西部赋春镇

费用：包含在通票里；单独购票 60 元 / 人；船票 30 元 / 人

联系方式：0793-7393086

开放时间：8:00-17:00

到达交通：在婺源长途汽车站乘至斌春的班车可达

用时参考：2 小时

jwy071118  鸳鸯湖有点千岛湖的味道，也是远远近近的水面上突着好

些个馒头山包，山上长着茂密的树林，远方水天相接处则卧着起伏的群山，

因是落雨的天气，群山成了淡淡的一抹黛色。

长溪村 

每到深秋，村庄前后的二百多株连片生长几百年的香枫树就会一片火红，

高大的红枫与白墙黑瓦马头墙掩映为一体，形成别具特色的红枫林景观。

吸引着无数摄影爱好者前去摄秋。由于交通不便，这里的徽派建筑还保

存得完好，村庄具有典型的徽派建筑特色。长溪村是一个非常偏僻的村庄。

以村为中心，无论你向东南西北哪一个方向走都难以看到人烟。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赋春镇长溪村

费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到达交通：自驾车去长溪应在景婺黄高速的赋春镇高速口下，北行过赋

春镇后转去清华镇的县道。不久就会注意到在公路的左侧有去长溪的指

示牌，顺车进去就好了。从进口到长溪村有 12 公里的山路，比较崎岖且

回头弯较多，注意鸣笛和慢行，正常行驶 20 分钟左右可达长溪村

用时参考：2-3 小时

● 长溪村是婺源高山区，年老体弱者应备好常用药品。山村里没

有路灯，要记得带上一个手电筒，以便晚上走动。手机信号是移

动的基站，联通的不能使用。
● 进村公路是全程 4、5 米宽的水泥路面，山区公路弯多路险，

切记多打喇叭慢行。大巴车禁止通行。

● 户外步行活动的要记得带足路上吃食的物品和用水，徒步山中古

道杂路较多会迷路，一定要先咨询好行走路线或请当地人做向导。

my 灿 .0706  村子的风景不错，村子不大，不足千人，但因为没什么经

济来源，年轻的都到外面打工了，留下的都是些老人和小孩，所以村子

非常的安静，只有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人气才会很旺，有时会住不下，这

时只好让那些游客自己背帐篷住在院子里。旺季人多时会接待近万。

长溪村

石城  

石城是一座山的称呼，也叫石城山，山脚下就是灵岩国家森林公园。山

上分布有两个村庄：程村与戴村。被青石板古驿道贯穿整个村庄的叫戴村，

而那粉墙黛瓦的古民居在烟雾中若隐若现的是程村。两村之间隔着一个

小山坡，村后都有古枫点缀，但又各具特色。程村三面都有古枫树环抱，

一面是石灰岩小山坡，早晨的晨雾悬挂在树半腰，加上村庄中的炊烟，

如梦如幻，很受摄影爱好者的青睐。石城的春天也很有味道，千年玉兰

树开花的时候十分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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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的住宿分为两类，一是在婺源县城住宿，有不少星级酒店，条件好

一些，价格在 100-1500 元之间，旺季可能有 50-100 元的上涨幅度。

二是在村里留宿，村里的住宿又分两种情况，一是专门经营食宿的宾馆

客栈，条件跟县城差不多，价格在 100-300 元之间；另外一种是纯农家

住宿，有的农家可能就一两个床位，洗澡间、电视等是公用的，价格一

般在 30-80 元 / 人。因为婺源的景点多而分散，所以一般会选择在村里

的客栈或农家留宿，感受农家的纯朴、自然、生态、乡土气息。

清明节假期是婺源的旅游高峰，住宿也很紧张，建议出行之前预定好房间。

为确保客源，很多客栈老板都会要求先打款。

县城住宿

婺源县城接待能力最大，条件最好，适合包车、自驾车者固定地点住宿。

旅游黄金时期，县城的宾馆，不管是家庭旅馆，还是星级酒店，价格都偏高，

在一些偏僻地方的家庭旅馆可能会低一些。

小院子国际青年旅舍

是一栋徽派仿古建筑风格，装修得古香古色，也是婺源唯一的一家青年

旅舍。旅舍带有一个小餐厅，家常菜，味道还不错。

地址：婺源县沿江路东门桥下

联系方式：0793-7360798

参考参考价格：床位 60 元 / 人，标间旺季 200 元 / 晚，淡季 100 元 /

晚

曰曰  小院子的老板桂老师很热情，晚上经常邀驴友一起聊天，泡好茶给

大家喝，烧一手好菜，可以搭伙哦，箫也吹的好，关键是，摄影国会的哦，

几十年的摄影功底，拍的照片令人叹为观止，可以向他请教些摄影知识。

查老师家庭客馆

在茶博府公馆斜对面，距李坑 12km，一栋三层小楼，有阳台，干净卫生，

主人热情好客。

地址：婺源县文博路江湾大酒店附近 100 米

联系方式：0793-7365029,15907037064

参考参考价格：标间旺季 200 元左右，淡季 80 元左右

Shawndianp   一个家庭旅馆，老板人特别好，亲自免费下厨给我们做饭，

一行人一顿狼吞虎咽，吃着各种有机菜肴，那种美味至今难忘。

锦州宾馆

宾馆楼下就是县城发往东、北、西三线的班车始发地，每天出行都非常

方便。房间比较干净卫生，可以寄存行李。

地址：婺源县文公北路原汽车客运北站门口

联系方式：0793-7346111

参考参考价格：标间旺季 180 元左右，淡季 70 元左右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大鄣山乡程村

费用：包含在通票里；单独购票 60 元 / 人

联系方式：

开放时间：7:00-17:30

用时参考：2-3 小时

一般可在村庄后面的小山坡上选好位置，逆光或者是侧逆光拍摄。

拍摄戴村可以选择在两个村庄之间的山坡顶上俯拍。

光影瞬间  石城村头成排排列的古枫树，树冠粗大，每棵树高都在 35 米

以上，是很好的村落拍摄点缀素材。此处南、北各有山体可居高临下拍摄。

其中南面山体有石壁，岩如城磊，有山路较易攀登；而北面山体无路且

峭壁难攀，但视野极佳。

                                            

蜂蜂贴士 ( 本贴士由蜂蜂“lzg”提供 )

● 如果想要步行穿越山路来往于长溪和石城，一般建议先乘车去

石城，再步行到长溪。这样是下山的路，体力消耗少些。

● 自驾车去石城的话，应从高速的婺源北出口下高速，然后沿着

去清华镇的方向开，过了清华再往大鄣山方向行驶不到一小时左

右就到石城村了。过清华往大鄣山方向会路过菊径村，可以停留

半小时，爬上小山拍菊径全景（中国最圆村庄）。随后前行到达

岔路口，往左是石城，往右是灵岩洞。最后的不到 10KM 也是

像去长溪那样的山路，一定要注意缓行，勤鸣笛。自助游的话，

建议坐婺源到灵岩洞的车在岔路口下车，再坐当地的小面的或者

摩托车到石城。

● 石城无论是戴村还是程村均有农家可供住宿。高峰期去长溪和

石城住宿最好都要提前预定：一般去过的人都知道，到长溪找戴

向阳 ( 长溪客栈 13755377598) 到石城找戴村戴春兴 ( 石城人

家 13879349236)。

lzg  长溪的夕阳和石城的朝雾是最迷人的，也是出佳作的好时候

Sleep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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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东线

李坑

有很多条件不一的家庭客栈及农家住宿，条件好的类似于宾馆的双标间，

旺季一般在 200 元以上，淡季在 100 元左右。条件差一点的，或是纯

农家住宿，旺季价格在 50-80 元 / 人，淡季在 30-50 元 / 人，具体价格

可以和主人商议。

忘景楼 ( 远方来客栈 )

忘景楼给人最大的感觉是楼阁无处不在，取名为“忘景楼”有两个含义：

一是“忘”通“望”，在这些楼阁上可以看到村庄的风景，小桥流水人

家的特色一览无余。二是主人懂村庄的历史，与主人聊天，会使你忘记

窗外的美景。

联系方式：0793-7370888,13979373771

参考参考价格：旺季标间 200 元 / 晚，淡季 80 元 / 晚

难却  客栈的主人叶进宝熟悉村庄的历史，可以从李坑建村的历史说起，

他对村庄中的每一座桥，每一个街巷的来龙去脉都一清二楚，确实是一

个不简单的人物。另外，主人还有一手酿酒的好技术，每年他家自酿的

米酒，香飘十里。

双龙客栈

门外小桥流水，算是李坑最热闹的地方了。客栈小楼是新的，但装饰古朴，

只是不像徽州古建筑的式样，外面看起来又挺有味道。

联系方式：0793-7370045

参考价格：旺季标间 200 元起 / 晚，淡季带空调 100 元 / 晚，无空调

80 元 / 晚

不无惊喜  客栈的大门就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亭阁，走进大门，一个古色古

香的柜台，四周墙上挂着一些剧照，因为 2004 年电视连续剧《青花》曾

经在这里拍摄过一些镜头，墙上的剧照其中就有著名的斯琴高娃、赵雅芝。

                                                

frand  早餐可以选择野艾果 ( 清明果 )、汽糕或糯米子糕，这些都是婺源

特有的早点。

江湾

江湾的住宿点也不是特别多，但是也还有几家不错的宾馆。

江湾宾馆

宾馆位于江湾主干道，滨临江湾河，交通便捷，距晓起和汪口俞氏宗祠

都只有 6-7km。

地址：婺源县江湾镇云湾路

联系方式：0793-7292478

参考价格：淡季标间 120 元 / 晚，旺季翻倍

疯牛涕淌  占地不大，环境简单但干净舒适。

晓起

是东线上的热门住宿区，有许多条件规模不一的家庭宾馆、农家住宿，

价格情况类似于李坑。晓起村的住宿多集中在下晓起村内。

汪元亨老师古井驿站

古井驿站位于晓起著名的唐代“双井印月”旁的巷子里，闹中取静，是

典型的徽派民居，这里有热情健谈的汪老师，有贤惠好客的汪师母，他

们吃自己种的蔬菜，喝天然的井水，所有的饭菜都是师母亲手做的，清

爽可口，暖胃暖心。

地址：婺源县江湾镇晓起村 ( 双井印月 )17 号

联系方式：13576399398

参考价格：标间 70 元 / 晚

并不想说话   老板汪老师很热情，会帮你计划你的路线啊安排啊行程什么

的，也会和你天南海北的狂侃。雕花大床睡着超级舒服。

聚缘人家

客栈有新盖的现代客房，更有传统的徽州风格的木板房。客栈有一个徽

州大院，可以在院子的桂花树下品茶、用餐、休闲娱乐。

地址：婺源县上晓起村右边第二家

联系方式：15079395222

参考价格：旺季标间 180 元 / 晚，淡季价格带空调 80 元 / 晚，无空调 60

元 / 晚

jiaguo26   聚缘人家的洪爷爷和洪奶奶，对我们就像家人一样。入住第

一晚，在进村的路上，听说我们中午没吃午饭，洪爷爷就提前让洪奶奶

在家把晚饭做好了。我们一到家，就吃上了热腾腾的可口饭菜。

江岭

这里是观赏油菜花的最佳地点，也是每个人到婺源的必游之处，因此江

岭的住宿条件也是比较成熟的，除了有很多客栈和宾馆外，还有很多农

家都可以住宿。

江岭农家客栈

客栈主人胡新发是一个退役的军人，严谨的作风习惯使得客栈常年都保

持着洁净卫生的环境。客栈还有一辆福田农用车，很适合在江岭庆源等

地行驶。客栈的楼顶有一个大阳台，可以看到满眼的油菜花，夏天晚上

可以乘凉看星星，听取蛙声一片，还可以在此露营。

地址：婺源县江岭村天上人间

联系方式：0793-7252399

参考价格：旺季标间 200 元起 / 晚，淡季价格 80 元 / 晚

难却  在阳台就可以看见一片一片的油菜花梯田，住宿条件还算干净，可

以洗澡，吃的这里也有，墙上还有老板和周润发的合影。

jyxmv 囡囡 双龙客栈拍过不少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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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田客栈

客栈处在去往江岭、庆源、五龙源激流必经之地，只需站在窗口，便可

将江岭美景尽收眼底。客栈配备有宽带互联网络。

地址：江岭的山脚 ( 岩前村头 )，距晓起约 5 公里

联系方式：13576305477

参考价格：旺季标间 200 元左右 / 晚，淡季标间 80 元 / 晚

olivia  在一个安静的小村落，一个一草一木都有自家院子的感觉，还有

热情好客的主人，手艺不错，食物美味。

江岭客栈

客栈位于江岭梯田风光的中心位置，是观赏、拍摄油菜花的最佳景点。

交通也很便利，是上山主路的第一家客栈，视野很好，边上的小路直接

可以到高山平湖。

地址：婺源县溪头乡江岭梯田风光中心

联系方式：13576317376

参考价格：旺季周一到周五 160 元 / 晚，周六日 190 元 / 晚；淡季 80

元 / 晚

独自等待   虽然屋子布局简单，公共设施较缺乏。但入乡随俗嘛，在

山里就要过像山里人的生活。这样才有归属感。真的融入之后，你会

发现它的美好。这里的屋主一家三口都很质朴很热情，还有阿姨有一

手好厨艺哦。

庆源：有不少农家住宿，条件基本相差不大，价格也差不多。

古宅客栈

客栈有两栋徽式建筑的宅子，一栋是有二百多年的老宅，最大特色是二

楼有两间小姐房，窗户正对楼下厅堂，十分有趣。院子里有停车场，适

合自驾的朋友。

联系方式：0793-7256037,13979392232

参考价格：淡季老宅的标间 100-120 元 / 晚，新楼标间 160 元 / 晚，

旺季价格翻倍

山石   这家客栈是个 200 多年的老宅子，住着超有感觉，还维持了当年的

房屋布局和风格。不过房主人在新加的平台处加了淋浴间，很方便。比

较推荐的是它的小姐房。

詹云生老师家

新农居两层楼，门庭有一张雕花大床。平时詹老师去学校不在家，一直

是詹师母操持。许多新老客人很信任他们，住着跟自己家一样随心。

地址：婺源县段莘乡庆源村 152 号

联系方式：0793-7256152

参考价格：淡季标间 80-100 元 / 晚，旺季价格翻倍

小鹿森林  在詹老师家看到了电脑，竟然还装了红警和连连看，看来孤陋

寡闻的应该是我了，这里比我想象得要现代。

驿路梨花客栈

客栈是古宅改建的，木头房间，布置得非常温馨，一进门便可欣赏到精

湛的徽州三雕。

地址：婺源县段莘乡庆源村 189 号

联系方式：0793-7256067

参考价格：淡季标间价格 80 元 / 晚，旺季 150 元起 / 晚

宋大布  房间是木头的，不潮，床铺很舒服，垫的盖的都很厚，虽然庆源

这个地方地势高，晚上很冷，但在被窝里一点都不冷，舒服！缺点是，

卫生间是在二楼的露台上，没在房间里，去洗澡的往返途中比较冷。

婺源北线

清华镇

接待能力最大、辐射能力最强，这里从条件好些的宾馆到普通的家庭宾馆，

农家住宿都有，从几十元到几百元的房间都有。

吴老师驴友驿站

吴老师在当地很有名，是他用网络第一次把婺源的美丽传播出去，亲手

总结的婺源特色线路在网络上被频繁转载。婺源驴友驿站有两栋楼，分

别是徽式建筑的乡村宾馆和家庭式青年客栈。

地址：婺源县清华镇东源村 42 号

联系方式：0793-7242510,13607030692

参考价格：淡季 30 元 / 床位， 80 元 / 两人间，100 元 / 三人间；旺季

价格翻倍

kevinli1001   驿站并不在大马路上，需要注意路边的指示牌！ 100 元一

间房，条件还是很艰苦的。

                                                     

奥特曼  古宅客栈院子挺好的，挺古朴，房间有古屋也有标间

Kevinli1001  大名鼎鼎的驴友驿站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12中国系列

小西湖客栈

客栈的每一层楼都配有阳台，在阳台上即可直观彩虹桥、小西湖、鸳鸯

树及唐代老街全景。不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蜿蜒的河流、田野风光清

晰可见，是绘画、摄影、旅游爱好者的理想驿站。客栈旁边有一个小餐馆，

可以点一些土菜吃，味道不错，推荐他家的南瓜糊。

地址：婺源县清华镇新街上街彩虹桥小西湖边

联系方式：13576333189

参考价格：淡季标间 80 元 / 晚（含空调）；旺季 100 元起 / 晚

cincinfu   住的地方很干净，正对着彩虹桥前面的小西湖，远处可以眺望

彩虹桥，我想花费 60 元上桥一走，也不如就在这里远眺一下吧。小西湖

客栈的老板娘江老师很热情，不管是旺季还是淡季，价格都是一样，不

带空调 80 元，带空调 100 元。

思溪、延村

有少量的农家住宿，条件比较简陋。另外思口镇上有几家家庭宾馆，条

件还过得去。

客悦楼

就在村子东面，有着农家的“八仙桌、终 ( 钟 ) 生平 ( 瓶 ) 静 ( 镜 )”的徽

州摆式。青砖黛瓦呈现在眼前。吃上几口地道的农家菜和大锅饭，别有

一番风味。支持无线上网。

地址：婺源县思口镇思溪村 36 号

联系方式：13870330206

参考价格：淡季普标 78 元，两人间 88 元，三人间 108 元，旺季翻倍

微波炉   门前的篱笆，让你感到乡村的气息。还有一块菜地，让你有机会

一试农活。

大鄣山景区

住宿点很少，景区自己建了少量的接待点，另外附近的村子里也有一些

农家可以住宿。

卧龙谷云溪别墅

别墅型酒店，有四栋楼，每栋楼里两个房间，全是别墅级的，没有普通标间，

是大鄣山景区条件最好的住宿。 

地址：婺源县大鄣山卧龙谷风景区山脚下

联系方式：0793-7246479

参考价格：旺季 1480 元 / 栋；淡季 1280 元 / 栋

小蜜蜂   酒店旁边是小溪，被山水环绕，环境非常的好。

理坑

村庄里的农家住宿很多，价格也低，条件简陋，价格应当在 30 元以内，

另外理坑还有几家小小规模的客栈。

理坑云溪别墅

理坑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古建筑，院落很大，院里有桂花树，房间里有雕

花大床。但说是别墅，其实不过是一庭一院简单陈旧的木质房舍而已，

不要期望太高。

联系方式：0793-7244223，13576399321

参考价格：60-150 元 / 晚

猫了个咪的   老板娘做的糊糊鸡很好吃。还有一只名叫邦德的狗，很热情，

能送客人出门回家。

虹关   有几家农家旅馆，条件简陋，价格在几十元左右。

詹大有饭店

老板詹国睦。很大的老宅，有三层客房和县内唯一雕花月亮门。有雕花

老床房两间，旺季要预订，里面还摆设着古对联，近代洋式台灯花瓶，

红窗帘红沙床罩，和合二仙的帐挂。气氛很好，适合小夫妻情侣入住。

地址：婺源县浙源乡虹关村大樟树门口

联系方式：0793-7240053

参考价格：淡季标间 60 元 / 晚，旺季价格翻倍

夏宇帆   在一楼的客房有一套很艳的闺房，不晓得是谁的，简直和电视上

的一样啊，不敢进去，只拍下留念。

婺源西线

赋春镇

有不少家庭旅馆与宾馆，因为这条线上游客相对不多，住宿的价格会略

低一些。建议住在严田古樟景区的鱼塘人家。

鱼塘人家

有 8 个房间 6 个院子。这里曾是明末清初一个兵部尚书的豪宅，主人有

六个姨太，每位姨太的房间里都有鱼池，里面有大大的红鲤鱼，只是现

在已经没了鱼塘。据说这里还是周润发的私人旅行住宅。

联系方式：15079315448，0793-7498046

参考价格：旺季标间 680 元 / 晚，淡季 340 元 / 晚

虹关   有几家农家旅馆，条件简陋，价格在几十元左右。

婺源的饮食以本土菜系粉蒸、清蒸和糊菜为专长，主要名菜有：粉蒸肉、

糊豆腐、清蒸荷包红鱼、糖醋鹅颈，当然，土鸡、腊肉等乡野风味也是

不容错过的。此外婺源民间小吃还有清明果、气糕、糯米子糕等特色。

在婺源吃东西很方便，如果住在当地人家里的话，每人每餐多加 10-20

元钱，就可以让主人包饭了。婺源当地人喜好吃辣，如果不吃辣的朋友

可要记得预先告知。

特色菜肴

荷包红鲤鱼

必吃特产，肉质细腻鲜美，千万不可错过，一般清蒸，也可红烧。

Eating餐饮

越林帆  荷包红鲤鱼

http://www.mafengwo.cn/i/8628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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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豆腐

豆腐做的，味道鲜而且清，是当地代表菜。

酒糟鱼

用鸳鸯湖中的淡水活鱼为主要原料腌制而成，其中以“老妪”牌的最为

有名。

粉蒸肉

菜肉烂香醇，肥而不腻，即使不爱吃肥肉的女生也可以尝试下。

蒸汽糕

以米粉加发粉在类似锅盖的圆面板上抹成薄薄的一层，再撒上香菇沫、

虾米、豆芽沫、干笋、干豆角、辣椒、葱、豆腐干沫，蒸熟起锅，约 1

厘米厚，在上面撒上葱花，浇上熟油，再用刀划成棱形，蘸上辣酱。

木心果 

用籼米、糯米混合，无馅，掺红、白糖，用木板刻的果印模印成。

灰汁果

用籼米磨浆加上碱汁揉成圆筒，再用线拉成片或用板模印成。在新谷登

场或农历七月半盛行。

清明果

外面是用糯米粉和青菜汁 ( 或艾叶汁 ) 做的，里面包着青菜肉豆腐干等，

油很重，外形圆圆扁扁的，看起来跟青团比较像，下面用一片棕叶托着。

据说只有清明节时才会家家户户都做，刚蒸好的比较好吃。

米酒 / 果酒

本地人自酿的酒类，如野生猕猴桃酒、土蜂蜜酿酒、血糯米酒、桂花酒等。

查记酒坊是当地有名的一家老字号，可以免费尝酒。

查记酒坊各分店店址：彩虹桥店 ( 景区出口点 )、李坑店 ( 光明茶楼 )、大

障山店 ( 山下停车场边 )、庆源店 ( 庆源村内 )、晓起店 ( 下晓起村内 )

光明茶楼

名为茶楼，却也可以吃饭和住宿。茶楼开在村子的腰上，二层楼占了制

高点，可以俯瞰李坑全貌，成片的徽派建筑的屋顶尽在眼前。地道的农

家菜，价格实惠，还可以住宿。

地址：走进理坑，沿着小溪经过大夫弟，申明亭，再缘溪而上即可到达

联系方式：0793-7370999

参考价格：品茶：10 元，20 元，30 元 ( 一茶一座 )。

住宿：淡季标间 80 元，旺季 180 元起

蘑菇张 -NKU 清明果

才子帅哥   在这个茶楼，可以更加感受阳光午后的品茶惬意，心情瞬间充

满阳光，或许叫阳光茶楼更好呢。

婺源味府

老字号，在婺源与村里村外齐名，也是旅行团常到之处。

地址：婺源县东升路 ( 原汽车北站对面 )

联系方式：0793—7210777

烟辉   慕名去尝了尝，也确实觉得还可以。糊类是婺源的特色，点了个糊

青菜和糊豆腐，不错；黄金窝窝头夹菜和一个裹了油条炸的菜，也很好吃。

村里村外大碗菜

农家风味的餐馆，在当地颇有名气，网友也很推荐。装修很古朴，服务

员都很热情。

地址：婺源县文公北路 162 号

联系方式：0793-7367977( 餐饮 )；0793-7367988( 住宿 )

曰曰   超推荐的饭店，到了晚上经常排队。东西好吃，量还多，第 2 次了，

点了 4 个菜 ( 农家粉丝、农家小炒肉、婺源糊豆腐、手撕包菜 )3 个人吃不完，

才 65 元。

婺源第一楼

按古典建筑风格进行装饰，既华丽又不失典雅，以婺源特色菜及徽菜为主。

地址：婺源县文公北路 ( 方汇小区大门对面 )

联系方式：0793-7256789

肥崬   到婺源第一天吃的馆子，和最后走之前吃的馆子，挺不错的，很符

合我的口味

婺源的四色特产非常有名，所谓四色，就是指红、绿、黑、白四种颜色，

分别指代婺源特有的荷包鲤鱼、绿茶、龙尾砚、雪梨。另外，还有清华婺酒、

猕猴桃、香菇、珍珠液酒、野菜、梅干菜等特产也值得一买，记得都要还价。

红色——荷包红鲤鱼

其色彩红艳，头小尾短，背高腹圆，型似荷包，故名。荷包红鲤鱼营养丰富、

肉嫩汤鲜。婺源各个景点及农家都可以买到，然后现杀现吃，一般 10 元

左右 / 斤。

Shopping购物

蘑菇张 -NKU 查记酒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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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s线路推荐

人们习惯性地把婺源的旅游分为东、北、西三条线。其中东线的旅游开

发最早，基本上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景点，可能商业气息也浓厚一些，但

是交通自然也方便一些。如果你想体验原汁原味的乡野生活，并且时间

也足够的话，不妨到更深入的乡村去走一走，感受一下没有经过商业氛

围浸染的真正的世外桃源。婺源的景点多而分散，如果只是游览下精华

景点，至少需要3天，如果想主要的村子都走一遍的话，则需要7到10天。

婺源经典路线

婺源东线

东线由近及远可选的有月亮湾、李坑、汪口、江湾、晓起、江岭、段莘水库、

庆源。这条线是最常规的线路，多数游客选择李坑，汪口，江湾，晓起。

优点：在一条线上，交通方便。

缺点：内容单一，都是古村落为主。

婺源北线    

从县城出发，依次有丛溪飘流、思溪延村、清华镇彩虹桥；从清华分散开来，

其一：浙源、虹关及理坑；其二：大鄣山卧龙谷，黄村百柱宗祠、菊径、

灵岩风景区，石城；其三：长寿古里洪村，严田古樟等。

优点：北线的风景与东线相比，内容丰富一些，有古村、廊桥、山水自

然风光等。

缺点：虽然称为北线，但景点不是一条线上，而是到了清华镇以后像一棵

大树一样分散开来。因此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的交通不是很方便，要

到清华转乘车辆。

婺源西线

西线有赋春“鸳鸯湖”、翀山 ( 赋春当地人称“太平窝”)、有江泽民到

达婺源访祖的第一站“林生生态茶园”，还有秋天赏枫胜地赋春长溪、石

城山、镇头的“凤游山”、中云镇的龙山坑头古民居、甲路的民俗风情园等。

优点：西线在三条线中算是比较冷的，去的人相对较少，可以避开拥堵的

旅行团，寻找一个安静的原汁原味的婺源。

缺点：多数景点尚未完全开发，交通、住宿、餐饮等配套设施跟不上。

婺源经典三日游

D1：李坑—汪口—江岭—庆源

从县城去江岭，经过小桥流水人家李坑、俞氏宗祠汪口、江湾、生态自然

村晓起。高山平湖是一个水库，因是源头水，水很清，湖边有草地、河滩，

可以露营。也可留宿庆源。

D2：庆源—虹关—理坑

从庆源到官坑，可坐车前往。从官坑到浙源岭脚是一条经典的徒步线路，

沿途风光无限。到达虹关，可以联系车子去理坑，一般是农用车。

D3：思溪延村—洪村—大鄣山

上午出发前往离清华较近的思溪、延村。从清华去洪村，可以骑自行车前

往，来回约 16 公里。中午回清华，坐 1 点左右的车直达大鄣山，欣赏大

峡谷的风光。傍晚返回清华镇。

婺源春季摄影路线  

D1：漳村 —查平坦—浙源龙天塔 — 长滩 

住县城， 6:00出发前往，游摄漳村(晨雾里江南最美板凳长桥)，查平坦(被

梨花、油菜花、萝卜花层层叠叠环抱的古山村 )；可以在理坑用中餐，之

后游长滩 ( 村落依山傍水美如画 )，浙源龙天塔 ( 登临古塔，体山水如龙

的气势与古村的雅致 )。然后返回县城住宿。

D2：月亮湾——李坑— 远拍汪口—晓起 —江岭

住县城， 6:00 出发前往，游摄月亮湾 ( 沙洲如宁静在春水里的一弯新月，

加上渔舟的点缀 , 更有一番江南的风味 )，李坑 ( 优雅里透着粗犷的小桥

流水人家 )；可以在晓起用中餐，之后游晓起 ( 以画里乡村见称；特别是

去上晓起的石板路上拍摄花海里的村落 )，江岭 ( 暮色中花海无边，淡淡

的炊烟让人不能释怀 )。然后在江岭留宿。

D3：江岭—高山平湖—汪槎—庆源

住江岭，6:00 前起床，游摄江岭 ( 拍摄层层叠叠花海与云雾相逐，古老

的村落与您的相机共争春色 )，高山平湖 ( 静泊在山湾里的一汪碧水 )；

在庆源用中餐，之后游汪槎 ( 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却有着与江岭不一样的

油菜花海 )，庆源 ( 被梨花，桃花，油菜花包围的世外桃源 )；住庆源，

拍完晨景，然后返回。

绿色──婺源绿茶

婺源茗眉是婺源绿茶中的上品，它的外形弯曲似眉，味道鲜爽甘醇。紫

阳镇的星江路、文公路到处都有，乡里买便宜点，10-50 元 / 斤，县城

店里价格为乡里的 2-3 倍 。

黑色──龙尾砚

中国四大名砚之一，有 1200 多年的历史，被誉为“砚国名珠”、“文

房瑰宝”。龙尾砚以取龙尾山的石料制作而得名。紫阳镇的星江路、天佑路、

文公路到处都有，20 元以上，中等品 120-160 元 / 个。

白色——江湾雪梨

产地江湾，果白如雪而得名，有西降坞、六月雪、白梨、苏梨等品种，尤以 “西

降坞”为最。江湾、晓起可购，4-5 元 / 斤。

丛溪漂流

因拍了电影《闪闪的红星》而出名的丛溪现在也是漂流的好地方。漂流

入口在婺源县的秋口镇，远远地就能看到标志。全程 4.5 公里，时间约

1.5 小时。从溪水流不算湍急，漂流途中，你会经过梅花灿烂的梅花滩、

满山遍野的杜鹃滩、鸳鸯戏水的鸳鸯潭、白鹭游弋的白鹭滩、形似牛角

的牛角湾等，可谓是娱乐赏景两不误。建议漂流的时候不要带太多东西，

有兴趣的还可以买一些水枪玩耍。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秋口镇丛溪村

联系方式：18970337667

参考价格：60 元 / 人

Entertainment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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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秋季摄影路线

适合对象：这个路线适合利用周末来婺源的人，目的比较单一，只为拍照。

不用购买旅游集团的通票，有选择地去几个秋季摄影的重点地方。

D1：清华镇 —石城—菊径村 —清华镇—浙源—察关—虹关—岭脚 

早晨 5:40 左右从清华包车出发，6:30 之前可以到达石城，找好位置，

等待光线，进行拍摄活动，约 8:30 过了晨雾以后，进入村庄走走，在老

百姓家里吃一个农家早餐，然后下山，顺路可以看看菊径村，返回清华

吃中饭，午间休息 1-2 小时，下午出发去浙源、察关、虹关、岭脚，拍

摄古村落等人文内容。晚上返回清华。

D2：清华镇 ——长溪 ——严田—— 洪村—— 清华镇

早晨 5:40 左右从清华出发包车去长溪，约 6:30 前到达，选好拍摄地点，

约 8:30 结束拍摄，进入村庄，用早餐，在村中拍摄，然后返回，路过严

田，长寿古里洪村，在清华用中餐，然后按各自的计划去婺源的其它地

方或者是返程。

>> 更 多 详 情 可 见《 婺 源 摄 影 攻 略》， 下 载 地 址：http://www.

mafengwo.cn/gonglve/zt-304.html

婺源徒步路线

越来越多的驴友走进婺源，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婺源的每一寸土地。走

走停停拍拍，成为驴友们品味婺源的最好方式。但是在婺源徒步一定要

提前做好准备，了解沿途的村子情况，计划好路线，准备好装备。以下

是婺源的吴老师 ( 见第 10 页 ) 制作的一些经典徒步路线：

岭脚到官坑

这条路线贯穿了东线和北线，全长 10 公里，是明、清时期徽州至饶州古

驿道的一部分。全路用青石板铺砌，仅千年以上南方红豆杉就有数十棵，

大大小小的瀑布溪流、古桥古亭更是星罗棋布。是明、清时期徽州至饶

州古驿道的一部分。很受广大驴友欢迎，全程需要三个小时。

制图人：婺源吴老师 

理坑到虹关

这条徒步路线需要花四个小时，路上有很多岔道，最好是能找个向导。

制图人：婺源吴老师 

注：从理坑徒步去虹关，全程 15 公里左右。时间 4 小时左右。路上岔

路较多，最好在理坑找一名向导。路上有几处泉水，水质极好，可饮用。

鄣山到理坑

这段路上的风景很不错，全程需三小时。

制图人：婺源吴老师 

注：从洪源上村到篁村徒步 3 个小时左右，全程 10 公里青石板路，没

有岔路。从篁村到埋坑 3 公里路程。

亭子改成的牛棚
岭脚村

虹关村 清华方向

安
徽
方
向

吴楚分源 上坳亭

石亭

青莲庵堂

下坳亭

芦坑岭

朱
尔
亭

八
十
桥

管
坑

0.5KM

1.5KM

2KM

1KM

1KM

2KM

0.6KM

0.4KM

冷
水
亭

理坑

沱川乡
海拔：330M

海拔：355M

去沱川的路

去东坑的路

小沱林场

小沱村

饮水点

陈官坑

察关村

去周家山的路

白石坑村

去安徽的路

最高点：海拔 665 米

最高点：海拔 600 米

凉亭

海拔：
580M

凉亭
海拔：645M

饮水点

去安徽

去官坑的路

岭脚
海拔：290M

虹关
海拔：270M

去段莘乡的路

婺源徒步线路图，理坑——虹关

浙源

沱口

徒步路线：
沙石路：

去甲路的路

去古坦乡的路 大鄣山乡

洪源上村
海拔：275M

岭脚村
海拔：275M

大鄣山景区 第一个凉亭
海拔：570M 最高点

海拔：705M

金刚岭村
海拔：40M

清华水库

三望远水库

彩虹桥
双河桥

清华镇 

婺源徒步路线图：鄣山——埋坑

沱口

河西村

河东村

第三个凉亭 海拔：535

第二个凉亭 海拔：590

海拔：340M
篁村

沱川乡

海拔：330M

埋坑
海拔：355M

曰曰   学生们下课绕着田间蜿蜒的小路回家

http://www.mafengwo.cn/gonglve/zt-304.html
http://www.mafengwo.cn/gonglve/zt-3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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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坑到清华

这一路上的风景也很不错，全程大概也需三小时。

制图人：婺源吴老师 

婺源骑行路线

骑车可以让行程慢下来，体会被城市躁动抹煞的细节。婺源现在的道路

都修建得很好，加上景点多而分散，很适合骑行。( 具体租车信息见交通

部分 ) 

                                                           
清华镇周边：彩虹桥、双河村，老街

清华镇是一个千年古镇，现在值得去的除了著名的宋代廊桥——彩虹桥

外，还有唐代老街，这条老街过去曾有五里路长，现存的还有三里路长，

岳飞到婺源曾作诗：“上下街连五里遥，青帘酒肆接花桥”。骑上自行车，

沿着街上的青石板路前行，两侧的古建，古店铺一一而过，有如走入一

段历史。清华的双河村，过去通过另一座廊桥 ( 文革期间拆毁 ) 与老街连

在一起。这里保持了与老街相同的格局，但保持得比较好，村口右侧还

保留了一座木板桥通到对面的村庄。

清华到长寿古里洪村、严田古樟

清华到长寿古里洪村约 12.5km，现全都是柏油路。骑自行车往返洪村，

可以安排半天的时间；从清华到洪村的沿途柏油路上坡稍多，最后二公

里的山路，一面是盘山上坡，另一侧是盘山下坡，注意安全。如果体力

好的，可以沿着柏油路继续前行到严田水口古樟，从洪村的路口再前行

约六公里，经过一个很大的上坡，再下一个很大的坡 ( 下坡注意安全 )，

很快就可到了，沿途除了严田，还会经过一些小村庄，如：巡检司、上

严田、下严田 ( 严田古樟所在地 )，这些小村庄是完全未开发的，保持了

原汁原味的乡村特色。洪村和严田骑自行车去可以安排将近一天的时间。

从清华到思溪、延村以及沿途风光

从清华到思溪单程有 13km，沿途会经过长滩、漳村，延村，全程柏油路，

可以安排半天时间到一天的时间来游玩。沿途会有不少的上坡和下坡，注

意骑行安全。另外，在金竹大桥头，左转三公里往王村去看大樟树，石拱

桥也是很漂亮的，现在都是水泥路，很好走了。

清华到大鄣山卧龙谷一日游

从清华到大鄣山单程 18km，往返就是 36km，全程柏油路。沿途会经过

清华水库风光、江村，这一线主要是自然山水风光，沿途风景很美。因为

要骑行 36km，还要在峡谷中行走 4km，体力消耗比较大，要有心理准备。

从清华到理坑一日行

从清华到理坑 24km，这一条线全程柏油路，特别推荐这一线，主要是因

为到理坑的后一段十多公里的路程，沿途风光很美，公路在峡谷中穿行，

有“小九寨”之称。往返全程有 48km，这是一个挑战。到了沱川以后，

可以考虑去篁村，溪头峡谷等地。

 Practical information实用信息

银行

婺源的银行大多分布在镇政府所在地紫阳镇省，目前只有建设银行、中国

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主要银行营业时间为 7:30-

18:00，大多数银行集中在天佑路和文公南路一带。其他热门景点只有江

湾有相应的银行分布，另外一定要注意，婺源的住宿除了紫阳镇上少部分

星级酒店支持刷卡，其他景区周边的农家乐均需要现金结算。出行一定要

带足现金。

其他婺源热门景点银行分布：

江湾镇：镇上有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邮局

婺源县城紫阳镇的邮政营业厅，可以邮寄明信片，有邮政储蓄服务，在

五一路、李桑路和潋溪路交汇处。营业时间为 8:00-17:30。

电话

婺源县旅游局联系方式：0793 － 7354349

旅游局旅游接待部联系方式：0793 － 7350841

旅游局服务中心联系方式：0793 － 7360331

旅游投诉联系方式：0793 － 7362531

长途客运联系方式：0793 － 7351662

医院

在环城南路有中医院；在文公路与茶乡路的交汇处有人民医院。

出行

1. 当地人很淳朴，也不拒绝拍摄，如答应给他们寄照片，事后一定要兑现。

2. 要在婺源玩好，下面这首《婺源行走歌诀》是要牢记的：看山走东不走西，

看水走北不走南。投宿城外不住内，乘车赶早不宜迟。

3. 如果有住宿农家的准备，最好自备睡袋。

清华镇

十亩段村

横坑段村

横坑口村

月岭脚村

岭上白云亭

南坑村
一座小石桥，过桥后直
走，不要转弯

一座石拱桥，过桥后不
要上山，应当右转弯

篁村

白石坞村

去沱川，浙源方
向的公路

往浙源乡，虹关
方向去的公路

上山，去原小沱
林场场部

沱川乡政府所在地

理坑村

河东村

河西村

曰曰  骑行在乡间小路上

http://www.nipic.com/show/3/83/6202736kf52b3d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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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曰  油菜花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婺源位于皖、浙、赣三省交界处，由于婺源无机场与铁路，外省游客一

般需要先找一个中转站。进出婺源有四个方向：

东部 : 浙江衢州市到婺源 150km。( 可乘飞机 )

南部 : 江西上饶市到婺源 150km。( 可乘火车 )

西部 : 江西景德镇市到婺源 80km。( 可乘飞机、火车 )

北部 : 安徽黄山市到婺源 120km。( 可乘飞机、火车 )

飞机

婺源没有飞机场，但是周边城市景德镇、黄山、衢州、南昌等都有机场，

其相邻最近的是景德镇罗家机场。

罗家机场有直飞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成都的航线。

机场交通

从景德镇机场到婺源，没有直达的班车。到达景德镇机场后，要从机场

坐车到景德镇市里的里村车站，然后转乘直达婺源的班车。景德镇机场

有大巴直接发往原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大院门口，也可乘坐出租车前往市

区，白天起步价为 6 元，晚上天起步价为 7 元，两公里后按每公里 1.2

元打表计价。

火车

婺源只有一个高铁站，自从有“中国最美高铁”之称的合福高铁开通后，

坐火车去婺源就成了最为方便的交通方式，每天有几十趟列车直达或经

过这里。

婺源火车站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蚺城街道

到达交通：乘 1、2、3 路公交车在婺源火车站下车可达；乘出租车 10

分钟可到达县城，车费 10 元

汽车

景德镇、南昌、黄山、上海等多地都有前往婺源的汽车，蜂蜂可根据自

己行程选择合适的班车。

婺源汽车站

地址：婺源县文公南路

联系方式：0793-7348565

景德镇 -- 婺源

景德镇西站每天有 4 趟班车发往婺源，发车时间分别为 7:30、7:50、

13:40、14:00，票价 35 元，车程 1 个多小时。

南昌 -- 婺源

南昌的青山客运站、长安车站有去婺源的班车，每天班车不太一样，建

议提前电话咨询。

青山客运站

地址：南昌市东湖区青山南路 19 号

联系方式：0791-88650421

到达交通：乘坐 1、8 路空调、18 内线、18 外线、223、223 短班、

237、240 短班、240 长班、303、705 路空调等公交车在青山南路口

下车可达

长安车站

地址：南昌市西湖区二七南路火车站对面

联系方式：0791-86102540

到达交通：乘 2 内环、2 区间、2 外环、9、10、18 内线、18 外线、

22、27、29、89、219 长 班 空 调、221、232、302、305、307、

机场公交 1 线等公交车在火车站下车可达

黄山 -- 婺源

黄山长运客站每天有两趟班车发往婺源汽车站，发车时间为 8:10 和

12:30，票价 38 元 / 人，车程约 2.5 小时。婺源发往黄山班车的发车时

间则为 8:20 和 12:40。

上海 -- 婺源

上海长途客运南站每天有两班车发往婺源，9:05 和 18:05 各一班，票价

210 元，车程约 6.5 个小时，全程高速。

http://www.mafengwo.cn/i/6797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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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长途客运南站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石龙路 666 号

网址：http://www.ctnz.net/

联系方式：021 － 962168

到达交通：乘坐 144、164、315、南川线、南南线、上奉专线、上嘉线、

上朱线等公交车在上海南站 ( 南广场 ) 站下车可达

婺源前往各处时刻请登录：http://www.jxcy.com.cn/

自驾

由于婺源的景点相对较散开，来这里游玩的话，建议自驾，或者在当地

包车。这里的公交 / 中巴没有固定的时间，自驾和包车可避免浪费时间

在等车上。一般旺季包车价格在 200-300 元 / 天，司机还可兼职导游。

从北京自驾到婺源详细说明

从北京出发直奔江西婺源，要途经河北、河南、湖北、江苏等地，行程

大概 1600 多公里。从北京出发，沿着京沪高速，一路疾驶到南京，从

南京绕城公路上宁马高速经江宁至马鞍山，之后转 205 国道，经当涂

至芜湖，行程 110km。走宣芜高速到宣城西，行程 72km。再转 318

国道至南陵，行程 43km。在南陵走 205 国道，经径县 - 浙溪 - 蔡家

桥 - 汤口，行程 149km。从宏村出发走 218 省道经黟县至渔亭，行程

33km。之后转 326 省道：经齐云山到休宁，行程 30km。再转 220 省

道(江西境内S307)，休宁县城右转—五城—岭南—江湾—汪口—紫阳镇，

行程 110km。宏村 - 婺源总行程 173km。

从衢州、黄山 ( 屯溪 )、景德镇、上饶进入婺源

衢州到婺源，建议上海、浙江的游客走沪杭、杭金衢高速，在常山下高速，

从常山到华埠为 205 国道，然后到浙江的下庄是省道，从下庄到婺源是

景白公路，全程约 100km。

黄山 ( 屯溪 ) 到婺源，建议江苏、安徽方向的游客从这进入婺源，以及游

了皖南，黄山的自驾车游客可以由此进出婺源。从黄山到婺源为二级柏

油路省道，全程约 120km。注意很多地方是经过山区，盘山弯道较多，

而且安徽省境内有些地段路比较窄。 

景德镇到婺源，从湖北、南昌方向的可以由此进入婺源，从九江到景德

镇是高速公路，约 140km，从景德镇经赋春到婺源为 83km 的二级柏

油路省道，出景德镇不多远，有一段因修高速路况较差，其它路况很好。

景德镇到赋春再到清华，全程 78km，赋春到清华段新铺的柏油路，路

况很好。

上饶方向到婺源，从福建、广东方向的游客可以由此进入婺源，为二级

柏油路省道。一般是从鹰潭方向过来的，走梨温高速，在弋阳下高速 ( 不

用到上饶去 )，然后到弋阳的漆工镇，到德兴市，再到婺源，可参照交通

地图。这段公路因修建的时间比较长，一些路面不是很平坦。

游了三清山到婺源的自驾车朋友，最佳路线是：沿三清山旅游公路行驶

50km左右，进入S308行驶2km，再进入德婺高速至婺源出口下就到了。

2 小时路程。路况非常好。过路费 15 元。

婺源的北站、西站已经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婺源新汽车站 ( 位于

景德镇方向进入婺源的进城入口位置，婺源本地叫七里亭 ) 在婺

源开发区 ( 茶乡西路 )，婺源高速公路出口进婺源的地方。

从上海自驾到婺源详细说明

从上海自驾到达婺源大概需要 6 个多小时的路程，总里程 500 多公里，

以往，上海及浙江方向的游客基本都通过杭金衢高速常山出口下走国道

进入婺源。不过随着杭徽高速的贯通，现在已经可以直接通过安徽黄山

到达婺源了，不仅节约路上花费的时间，过路费也要便宜一些，更值得

一提的是，杭徽高速两边的景色也是相当不错的。由于弯道多，景色怡人，

因此杭徽高速的限速是比较低的，直道 100 弯道 80，切忌超速。

婺源乘车注意事项

赶车宜早不宜迟。在婺源县城坐车去各景点（乡镇），比较合适的时间

是上午 9:00-14:00 之间，时间最集中的是 10:00-13:00。过了这时间

后只能去一些辐射能力较强的镇上转农用车去了。 如果从各景点（乡镇）

去县城，就更要赶早了，也许你七点半起床，八点钟去找车，就没有去

县城的中巴车了，（一般指较偏远的景点）。这样你就得先到一些大的

乡镇去转车了。 

Linda  一出婺源汽车站就会有无数摩托车司机把你团团围住，当然他们

大部分善良忠厚。可以记下你看得顺眼的司机电话，找好住处后让他再

接你去玩。单人摩托车 35 元一天，大摩托车（可载三人或四人）80 元一

天。摩托车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主要就是不够安全。

公交车

婺源县城内有不少公交车，出行比较方便。普通车型 1 元 / 人，空调车

2 元 / 人。

出租车

出租车起步价 4.5 元，不过一般不打表，最好跟司机先商讨好价格再乘坐。

中巴

婺源景点较多，比较分散，各景点之间可坐中巴前往，一般 6 元左右，

最远的不过 10 元左右。有些景点没有中巴，需要搭顺风车，山间民风淳

朴，一般搭车是不收钱的，就是收也不多。

婺源县内的中巴车一般是在 6:30-7:30 之间从各乡镇出发去县城，然后

中午前后返回出发地。所以在婺源从县城去一些偏远景点，如理坑、虹

关、庆源、大鄣山等地，坐车比较合适的时间是上午 9:00-14:00 之间，

时间最集中的是 10:00-13:00 之间。

附：婺源县城到各景区车次

乘车路线 可到风景区

婺源 --> 秋口 李坑

婺源 --> 江湾 李坑 俞氏宗祠

婺源 --> 大畈 李坑 俞氏宗祠

婺源 --> 晓容 李坑 俞氏宗祠

婺源 --> 中云 古城 金山生态茶业观光园

婺源 --> 赋春 鸳鸯湖 翀山

婺源 --> 许村 许村古建群

婺源 --> 镇头 游山 凤游山 

婺源 --> 晓林 文公山

婺源 --> 龙山 坑头 豸峰

（以上 6：30-17：00 都有中巴车，一般每隔半小时有一班车）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http://www.jxc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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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路线 可到风景区

婺源 --> 思口 6:30-17:00 清代庄园 聊斋影视村

婺源 --> 清华 6:30-17:00 彩虹桥 洪村

婺源 --> 浙源 9:00-13:00 虹关 龙天塔

婺源 --> 沱川 8:00-13:00 理坑

婺源 --> 鄣山 8:30-15:30 大鄣山

婺源 --> 古坦 9:00 13：00 石城 灵岩洞

婺源 --> 溪头 7:00 14:00 李坑 俞氏宗祠 晓起 

婺源 --> 段莘 7:30-14:00  李坑 俞氏宗祠 晓起 江岭

农用车

中心乡镇在县城与偏远景点之间起了一个沟通作用。每天县城往返这些

乡镇的车很多，而这些乡镇往偏远景点的农用车也较多。所以在县城找

不到车，不妨到这些地方转车。

北线的清华：每天早晨 6:30-17:40，20 分钟一趟往返县城。可辐射大

鄣山、古坦的灵岩洞、沱川的理坑、浙源的虹关等地。

东线的江湾：与县城间的交通十分方便，可接东线的晓起，溪头、大畈、

段莘。

西线的赋春：与县城交通便利，可接西线的许村、镇头、甲路。 

包车

一般包车都为面的，适合多人出行。黄金周期间的包车比较紧张，车价

也会上涨 30%-50%，而且不一定包得到。价格一般都会在 200 元以上，

记得砍价。

摩的

有不少游客在婺源包摩的游，感觉十分不错。适合 1-2 人、因人少不方

便包面的的游客。也方便旅途中随时观赏游玩，但要注意以下几点： 

1、安全：坐摩的一定要叮嘱司机注意行车安全，特别是在好路上，反而

容易出事。

2、卫生：婺源有许多沙土公路，一天下来大多满身尘土，要有心理准备。

3、体力：坐一天摩的下来是很辛苦的，要有一定的体力与精力。 

4、价格：包摩的一般 60-80 元 / 天，黄金周期间 80-100 元左右，砍

价时尽量控制在 100 元。

5、其他：如路上车子出问题的修车费、午餐费等，一定要事先说好，以

免纠纷。 

自行车

婺源的风景并不全是在景区，而是在沿途各处，因此，骑自行车出游，

相比其它方式，更能融入风景中，显得自由方便。婺源骑行者自行车俱

乐部（婺源县文公北路浅水湾临街 12 栋 B17-B18，15970367183）

以及清华镇的驴友驿站（联系方式见住宿页）等都可以提供自行车出租

服务。根据不同的车型，价格在 10-20 元 / 每小时。只是婺源多山路，

骑行起来可能比较费力，要视自己的体能而定。

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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