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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惠州：半城山色半城湖

惠州：岭南名郡(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惠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南部，南临南海大亚湾，与深圳、香港毗邻，是中国大陆除深圳外距离香港

最近的城市，也是著名侨乡，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惠州是广东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古代

即有“岭南名郡”、“粤东门户”、“半城山色半城湖”之称。

惠州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非常丰富，集山、江、湖、海、泉、瀑、林、涧、岛为一体，融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身，其中被列入国家级、省级风景名胜及自然保护区有6处。

最佳旅游时间：

北回归线横贯惠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阳光充足、气候温和、四季常青。冬季寒

冷之日也不过13度，年平均温度22度。7、8月份惠州降雨较多，9、10月份天气晴朗是为出游的好

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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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惠州在广东省所处地理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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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惠州必玩景点

惠州景点(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惠城区：半城山色半城湖

惠州西湖：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广东省第一批省级风景名胜区之一。位于惠州市

区内，历史上曾与杭州西湖，颖州西湖齐名。景点分为丰湖景区，平湖景区，菱湖景区，鳄湖景

区，南湖景区，高榜山－红花湖景区和金山湖景区，苏东坡给西湖留下胜迹，胜迹因东坡而倍添

风采。

惠州博物馆：

惠州是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惠州市博物馆坐落在风光秀丽的西湖丰湖半岛上，这里是创建于

南宋宝祐二年（1254）的丰湖书院故址，馆藏文物达8万余件。其中有国家一、二、三级文物360

余件。文物种类繁多。

丰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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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渚园位于惠州西湖平湖湖区西北角，三面环水，北隔36米宽鳄湖路与菱湖相望，是广东具有岭

南建筑特色的园区。丰渚园通过对西湖历史文化、人文景观的挖掘，营造富有文化内涵、充满诗

情画意的岭南古典式园林。

合江楼：

合江楼在惠州府的东北部，东江和西枝江的合流处，为广东六大名楼之一，与广州镇海楼、肇庆

阅江楼等齐名。苏东坡抵惠后，前后在这里住了一年又一个多月，写下了《寓居合江楼》等脍炙

人口的诗篇。

朝京门：

朝京门被称为“惠州天堑”，史上曾因拥有7座坚固城门楼而被兵家誉为东江要塞的惠州古城，由

于战乱等原因于80多年前所有城门楼悉数被毁。2006年7月3日，按照明代惠州北城门原样恢复重

建的朝京门城楼重新屹立在东江边，展现在市民面前。

东江民俗文物馆：

东江民俗文物馆是惠州市唯一一所专题性民俗文物馆，馆内共展示文物2万余件，图片百余幅，通

过民俗文物实物的展示，使人们得以认识民俗的发生、发展、性质、功用等，体会到淳朴、淳厚

的民风民俗，体会到几千年来一脉相承、延绵不绝的东江文化。

丰湖书院：

位于惠州西湖境内，其匾联石刻为嘉庆（1801年）清代名士宋湘撰写。匾额“丰湖书院”，楹联

“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书法庄重灵秀，浑厚超逸。

惠东：碧海银滩 滨海明珠

巽寮湾：

巽寮湾位于南海大亚湾东部，依山傍海，山海相嵌，海天交融，是粤东数百公里中海水最洁净的

海湾之一。巽寮湾的山、海滩、海岛巨石遍布，海面分布大大小小数十个洲，海岛泉水清澈，沙

质柔软，峰奇石怪。

惠东港口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惠东港口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国际濒危、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海龟，及其产卵繁殖栖息地为主

要保护对象，是我国大陆18000公里海岸线上海龟最后的产床，于2002年被列入《国际重地湿地名

录》，是我国首批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

御景峰国家森林公园：

座落于惠州市东北部的惠东县、惠城区和河源市紫金县的交界处，集山峻、林茂、水秀、石奇、

峡幽、树茂、气爽等众多特点为一体，其峰险峻，其林茂密，其水晶莹，其树繁茂，其石嶙峋，

其谷幽深，构成了一幅幅迷人的天然画卷。

皇思扬古围村：

“皇思扬”又名黄沙洋，处于西支江畔，皇思扬古围村的古建筑群按“设治防御”需求所建，施

工技术巧妙绝伦，具有居家生态和世俗传统文化的东方气派，装饰华丽，工艺精巧，堪称岭南民

间建筑装饰之精华，也隐含了古围村的古代文化基业的内涵。

海滨温泉度假区：

惠州海滨温泉旅游度假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集温泉养生、风格客房、美食餐饮、休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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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会议于一体，拥有亚热带海岛的绮丽景致。西接大亚湾和巽寮湾，南临南门海湾和双月湾，

东有红海湾，四周美景如绕。

龙门：山水绿洲 农民画乡

南昆山国家森林公园：

北回归线穿山而过，南昆山因此得名“北回归线上的绿洲”。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出南昆山的

奇峰秀石，呈现出数之不尽的奇特壮丽景点，有“南国避暑天堂”之誉，是名副其实的“南粤大

氧吧”。

龙门天然温泉度假村：

龙门天然温泉度假村位于龙田镇赖屋村，以建设生态休闲、养生运动为主题；以客家乡村文化为

特色；是一个集浴疗、养生、度假、美食、娱乐、运动、会议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大都市近郊温泉

度假小镇，让度假生活时刻享受贵宾般待遇。

南昆山温泉大观园：

南昆山温泉大观园四面环山，空气清新，与“北回归线上的绿洲”南昆山相连成一条“日游南昆

，夜沐温泉”的生态旅游黄金线路。度假区有田园风情，又具有现代气息；有乡村情调，又有皇

家尊贵奢华，百般风情，一并囊括。

南昆山十字水度假村：

度假村位于南昆山国家森林公园内，是中国首家顶级生态度假村。来到十字水，叹的不只是青山

、秀水，还要泡一杯南昆山特有的可可茶，听流水在脚下潺潺流过，任山风携着竹叶的清香从耳

边轻轻拂过，在与万物交流中寻得心灵的平静。

龙门铁泉：

有“亚洲第一泉”之称的龙门铁泉旅游度假区座落于美丽的龙门天堂山西麓，建有目前亚洲最大

的温泉康乐中心，被称为“亚洲第一泉”。温泉区95个大小不一，功能各异的温泉池，演绎美丽

、快乐的心情。

博罗：神奇的仙山

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广东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惠州市北部，博罗县境内，紧贴北回归线，是北回归线上一片

难得的绿洲，属森林生态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野生动植物

。同时也是东江重要水源涵养林。

惠州东江纵队纪念馆：

东江纵队纪念馆坐落在罗浮山朱明洞区内，环境优雅，景色宜人。于2003年12月1日东江纵队成立

60周年时落成，记录了东江纵队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记录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东

江地区军民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

罗浮山：

罗浮山又名东樵山，是中国十大道教名山之一，汉朝史学家司马迁曾把罗浮山比作为“粤岳”，

被誉为“岭南第一山”。北宋苏东坡曾在这里作下“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日啖荔

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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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罗响水河漂流：

广东省最好的天然漂流河道之一，全程河道由距今3百多万年前、第四世纪大冰期形成的冰川遗存

原始奇观——冰臼群构成，四周竹木青翠碧绿，河道两岸树木参天，峡谷遮天，怪石嶙峋，犹如

鬼斧神工之作。

惠阳、大亚湾：名人故里 石化新城

叶挺故居、纪念馆：叶挺纪念馆再现了一代名将叶挺将军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和他的高风亮节。展

馆正门上是叶剑英元帅题写的“叶挺纪念馆”五个刚劲有力金光闪闪的大字，江泽民题词“北伐

名将，抗日英雄，铁骨铮铮，浩气长存”，李鹏题词“学习和缅怀叶挺将军的革命斗志和历史功

勋”。

大亚湾南海度假村：惠州大亚湾南海度假村位于美丽的大亚湾霞涌镇，毗邻石化工业城，度假村

在白沙之上碧海之滨，具有浓郁的亚热带海滨风情，下榻于此，既可领略碧海蓝天，又可欣赏辉

煌璀璨的石化夜景。

大甲岛：大甲岛位于大亚湾，是大亚湾海上百岛之一，大亚湾第二大岛，远离陆地，是一个风景

优美的生态岛。这里水质清澈，月亮湾沙滩两端离岸一两米水深处，可以看到各种珊瑚、鱼类及

贝类等水中生物，海水清澈得令人心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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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惠州行程推荐

龙门铁泉、南昆山生态休闲二日游：

D1：龙门铁泉旅游度假区，尽情享受温泉泡浴文化；

D2：游览避暑胜地，素有“北回归线上的绿洲”之美誉的南昆山国家森林公园。

巽寮湾休闲度假、出海捕鱼、惠州西湖二日游：

D1：前往巽寮湾，出海捕鱼，游览沙滩；

D2：游览惠州西湖。

巽寮湾、叶挺故居二日游：

D1：前往有“东方夏威夷”之称的巽寮湾风景区，品尝海鲜风味，出海撒网捕鱼，亲身感受渔民

的乐趣；

D2：前往惠阳淡水镇，参观叶挺将军故居，领略叶挺将军的一生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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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惠州娱乐

咖啡厅

星巴克（天虹店）

地址：惠城区麦地路60号天虹商场1楼1019号

乐享咖啡馆

地址：惠城区东湖中路东湖花园三区1楼8号铺（中国银行旁）

电话：0752-2153778

罗拉咖啡西餐厅

地址：惠城区白云大道工商银行2楼（近金伯爵）

电话：0752-3262123

风雅老树咖啡

地址：惠城区桥东金典KTV旁

电话：0752-2250538

酒吧

派对929酒吧

地址：惠东县平山镇惠东大道1号金河湾花园内

电话：0752-8888892

现场音乐酒吧

地址：惠城区下埔路3号广发证卷大厦1楼

电话：0752-2101278

夜间飞行酒吧

地址：惠城区下埔源东商场旁

电话：0752-2514888

相约70年代Bar

地址：惠城区下埔西堤路29号瑞祥大厦B1楼

电话：0752-2111120

挪威森林酒吧

地址：惠城区江北三新北路路口南坛南苑公园内

电话：0752-2226888

KTV

家乐迪

地址：惠阳区淡水长安南路16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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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2-3268888

欢乐迪量贩KTV

地址：惠城区陈江镇甲子路天地和商场4楼

电话：0752-5312888

时代氧吧量贩KTV

地址：惠城区江北文明一路3号中信城市时代裙楼3楼

电话：0752-2875999

曼哈顿量贩KTV

地址：惠城区演达大道2号曼哈顿广场4楼

电话：0752-7821222

盛世演唱汇

地址：惠城区下铺南三街6-9号

电话：0752-2111866

电影院

万达电影院

地址：惠城区河南岸演达一路港惠新天地4楼

电话：0752-2585609

嘉和国际影城

地址：惠城区陈江镇甲子路天地和商场4楼

电话：0752-3183889

橙天嘉禾华贸影城

地址：惠城区江北文昌一路9号华贸天地5楼

电话：0752-719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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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惠州美食：客家的味道

在广东，东江菜又称为广东客家菜，是粤菜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另两类菜系为广州菜、潮州菜

）。 

惠州美食(图片由网友 @二十六楼的蔷薇 提供)

传统的东江菜偏重于“肥、咸、熟、香”，具有下油重，口味偏咸，用的酱料较为简单，一般用

生葱熟蒜、香菜调味，极少添加甚至不加过重过浓的佐料。但东江菜主料突出，喜用三鸟，很少

用菜蔬，河鲜海产也不多用。

惠州美食有三件宝：东江盐焗鸡、酿豆腐、梅菜扣肉。尤其是梅菜扣肉在海内外颇具盛名。其实

，这是东江客家人在饮食文化方面的杰作，东江菜是广东菜系三大分支之一。东江菜形成一种“

兼容并蓄、风姿独异”的特征。选料讲究本地家养粗种，烹调方法多采用煮、煲、蒸、烩和炖等

。

东江盐焗鸡：

鸡有多种多样的烹饪方法，而盐焗鸡可以说是最富有特色的一种。东江盐焗鸡是东江菜肴传统特

                                               12 / 2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282&do=album&picid=60839


�������

惠州：岭南名郡
色的一大名菜，传说它来源于东江惠阳盐场，特点是：皮脆、肉滑、骨香、味浓。

酿豆腐：

东江酿豆腐源于中原时包饺子的习惯，因迁徙到岭南无麦可包饺子，逢年过节，东江人便想出了

酿豆腐的吃法，是东江人喜庆日子必备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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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江龙蚬：

东江水质清纯，水流平缓，因而盛产河蚬，船工常下河捞蚬，腌后食用，后来东江船工配以青绿

蒜薹，发明了清炒河蚬的吃法，成为东江菜系最知名的小鲜。

西湖听韵：

苏东坡被贬惠州后，妻妾大多散去，惟侍妾王朝云紧紧相随。王朝云善歌舞、音乐，常在惠州西

湖泗洲塔下为东坡奏琵琶，读乐填诗。东坡常感怀于此，遂以虾为原料，自创了这道“琵琶虾”

，以示知音、佳肴、美景与雅乐同韵。

东江酥丸：

苏东坡将杭州酥肉改良为肉丸，取名为“不合时宜”，后人称为“东江酥丸”，也称作“东江苏

丸”。

东坡西湖莲：

苏东坡携王朝云来惠州时已是年近花甲，朝云也已憔悴不堪，苏东坡希望王朝云美貌常驻，于是

用芦荟、西湖莲子等颇有养颜功效的原料，独创成了这道名菜，常亲自下橱烹与朝云享。

西湖醋鱼：

与杭州的“西湖醋鱼”来历不同，相传苏东坡有意改良东江菜的“肥、咸、热、香”，下厨烹鱼

时，特意滴了几滴惠州陈醋，以解油腻，成就了这道与杭州“西湖醋鱼”齐名的佳肴。

八宝窝全鸭：

与盐焗鸡堪称东江菜中的“双绝”，以上汤佐食，浓郁芬香，软滑可口，尤受日本客人欢迎。

冬季狗肉煲：

狗肉吃法很多，在惠州以“开煲狗肉”最受欢迎。俗话说：“狗肉滚三滚，神仙都企不稳（站不

稳）”，惠州人称狗肉为“香肉”，有“吃狗肉当棉被”之说。

炒东坡：

即炒猪大肠，是一道苏东坡喜爱的客家菜，相传苏东坡在贬滴途中经江西赣州初尝此菜时就被其

独特的风味倾倒。寓惠州后念念不忘此菜那特有的韵味，每饮必以炒大肠佐酒，百姓见其如此如

痴如醉，常用炒大肠换取其墨宝，有的干脆就称此菜为“炒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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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惠州购物：特产买不够

惠州地处亚热带，依山傍水，物产丰饶，蔬果鲜美，其中有不少是惠州所独有的土特产品。惠州

梅菜、罗浮山酥醪莱、罗浮山百草油、罗浮山甜茶、东江糯米酒、南昆山观音菜、龙门竹笋、龙

门竹牙签、龙门米粉、博罗酥糖、博罗凉果、荔枝、龙眼、芒果、柑桔等。 

惠州特产(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惠州特产

罗浮山甜茶：

是居住在罗浮山的制茶人采集罗浮山野生的独有茶种，以独特的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的特产，味道

甘甜可口，具有清凉解热、止渴生津、开胃消滞的作用。

博罗凉果：

博罗凉果有陈皮梅、甘草梅、话梅姜、应子、蛇胆陈皮等一百多种，在港澳和东南亚享有很高的

声誉。

惠州梅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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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独有的传统特产，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清甜爽口，不寒、不燥、不湿、不热，被民间传为

正气菜。梅菜可以独成一菜，又可以作配料制成梅菜蒸猪肉、梅菜蒸牛肉、梅菜蒸鲜鱼等菜肴。

博罗酥糖：

选用当地产的黑白芝麻，以麦芽糖、白沙糖、面粉等作配料，酥松可口、甜而不腻，是只有博罗

才有生产的地道特产。

罗浮山酥醪菜：

又名仙人菜，是地处罗浮山北峰的酥醪村特产的干菜，味美而纤维质少，是煲汤的上乘配料，且

有清热、润肺的作用。

罗浮山百草油：

汇集百余种产于罗浮山的草药，药性平和，气味芬芳，药效显著，内服外用均可，在东南亚一带

是居家必备的常用药。

东江糯米酒：

所选糯米纯正，配方独特，形成了不含任何人工色素的红色，不含任何人工调味料的甜蜜，芬芳

浓郁，含有丰富的葡萄糖，是宴客送礼的佳品。

南昆山观音菜：

外型似兰花叶，碧绿而无污染，入口先感有韭菜味，再嚼依次会感有大蒜、大葱、微苦、甘甜的

味道，具有清湿排瘀的功效。

龙门竹笋：

龙门盛产苗竹。每到竹笋收获的季节，竹农便到竹林挖取可加工的笋，经挑选后再加工。龙门笋

干色泽金黄，香甜爽滑，其味特佳，可用作各种肉类的配料。

龙门竹牙签：

龙门竹牙签选料上乘，品种齐全，到了龙门，总要带一些龙门牙签，既可家用，又可送友，其实

用价值远超出了牙签本身的内涵。

龙门米粉：

龙门米粉选用优质的黄粘米作原料，粉丝透明，幼滑、爽口，不易断，作主食老少皆宜，作早餐

更是干吃或配上上汤均可，是不可多得的特产。

惠州荔枝：

惠州荔枝果形别致，颜色鲜红悦目，果肉状如凝脂，清甜浓香，每年农历三月，惠州荔枝便有荔

枝陆续上市，五、六月是荔枝的盛产期。

龙眼：

每年八月份左右，有大量的鲜龙眼上市，供人们尝鲜，用龙眼加工制成的龙眼肉是滋补佳品。惠

州产的龙眼品种繁多，主产区在惠阳、惠东、博罗和惠城区。

芒果：惠州产的芒果品种繁多，主产区在惠东、惠阳、博罗、惠城区。

柑桔：

惠州产的柑、桔品种齐全，全市各县区均有种植，是惠州的主产水果之一。其副产品主要有桔饼

、鲜橙汁等。

                                               15 / 21



�������

惠州：岭南名郡
  

七、惠州住宿

惠州住宿十分方便，可选择酒店众多，从星级酒店到度假村应有尽有。 

惠州酒店(图片由网友 @敬酒不吃吃喜酒 提供)

五星及准五星级酒店：

碧桂园十里银滩酒店、地派温泉度假酒店、长沙湾海景酒店、洲际度假酒店、惠州海滨温泉旅游

度假村、康帝国际酒店、喜来登酒店、天悦（嘉柏）大酒店、涛景高尔夫酒店、金海湾度假村

四星及准四星级酒店：

金色沙滩度假酒店、巽寮滨海度假村、惠州金銮酒店、海滨温泉度假村、凤池岛酒店公寓、隆泰

金都酒店、西湖金泽酒店、龙门铁泉酒店

三星及准三星级酒店：

巽寮湾琪达商务酒店、德泽园假日酒店、海湖大酒店、金叶大酒店、天外天大酒店、珍珠场度假

村、上田苑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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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惠州交通

   

1、铁路

惠州火车站是广梅汕铁路和京九路必经地。因地域原因分设有惠州站（俗称西站）和惠州北站，

目前主要的客运都集中在西站。

惠州火车站一共有64趟列车经过，其中普快15辆，空调快速49辆，从惠州火车站始发的火车有1趟

，主要开往武昌等地，经过惠州火车站的火车有63趟，主要往来于深圳西、深圳、广州东等地，

惠州火车站不是任何列车的终点站。

   

2、公路

惠州开通了邻近省市的班车，广州、深圳等地的专线车、起点上客、定时发车，终点下客。往深

圳、东莞方向的交通车，集中在市区南面的南线汽营运中心；往惠阳、惠东方向去的交通车，则

集中在花边岭广场一带。每天都有10多班次往返香港-惠州的直通大巴士，价格便宜、座位舒适。

惠州市汽车客运总站目前有约160条省内、省际线路，辐射全国10多个省份，是全市最大汽车客运

站。

惠州市汽车客运总站车票市区代售点：

白云国际机场惠州候机楼、陈江汽车站、市河南岸汽车站（惠州市河南岸三环路

0752-2518983）、横沥汽车站、信达代售点（惠州市鹅岭南路8号）。

惠州市汽车客运总站车票县区代售点：龙门汽车站、惠东汽车站、博罗汽车站、博罗汽车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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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总站地址：惠州市惠城区鹅岭北路11号

订票电话：0752-2383336

投诉电话：0752-2383830

网址：www.hzkeyun.com

   

3、水运

惠州海岸线长223公里，水深港湾多，具有建设年吞吐量一亿吨以上大港口和国际港口城市的条件

。惠州港首期工程两个万吨码头已于1993年投产，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运输往来，每年有

近千艘次国际船舶进出惠州港，航线可直达世界各地区主要港口。二期工程5万吨集装箱码头等大

型泊位正在建设中。随着96年底京九铁路的全线开通，惠州港的腹地将延伸到京九铁路沿线地区

，成为我国南方通向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的进出口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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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惠州节庆活动

舞龙舞狮

从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龙队、狮班一队接一队，大街小巷锣鼓喧天。舞龙时，前面由日月牌、

匾额、宫灯、狮等引路，最后才是活灵活现的龙。舞狮多由武班表演，并进行“抢青”活动。

赛龙舟

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一至初六，惠州都举行传统的赛龙舟活动，历经千年，常盛不衰。在东江河畔

，龙船队沿江分批举行龙舟赛。先是顺水而下，而后逆水而上，最后冲刺决胜负。胜者把奖品花

江插在船头，沿江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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