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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华：江南邹鲁 婺州古城

金华古称婺州，因其“地处金星与婺女两星争华之处”得名，具有1800多年的历史和灿烂文化。

金华的山水和人文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城内婺江，雅号双溪，李清照留有“闻说双溪春尚好，也

拟泛轻舟”的词句予以赞颂。溪水涟涟，萦绕西去，顿生无限风光。城外南、北两山对峙，气势

雄伟。北山“蜿蜒起伏，势如游龙”，南山“回峦列峰，连屏排乾”，如此山水之间蕴含着极富

特色的自然风光：以双龙洞为代表的溶洞景观竞相争奇，早已蜚声中外；以九峰山为代表的丹霞

地貌山景挺拔绝秀，名扬浙江；以金华北山国家级森林公园为代表的山林景观一派郁郁葱葱，林

木蔽天之间曲径通幽，宛若琅環洞天。 

(图片由网友 @蓉瑾轩 提供)

金华的名胜古迹与秀水奇山交相辉映，众多的古迹遗址如颗颗明珠，点缀于八婺大地，印证了金

华“文物之邦”的美誉。太平天国侍王府、宋代名刹天宁寺、八咏楼、五峰书院等胜迹及诸葛八

卦村、俞源太极村等神秘村落以及东阳卢宅等令游客流连忘返。传统与现代交融、人称东方好莱

坞的横店影视城也已成为广大影视工作者和游客心中的福地。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诗句生动地概括了金华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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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雄伟气势，使得这座千年古城再次焕发新的光彩。 

金华地铁

最佳旅游时间：

金华属丘陵盆地地貌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最佳旅游时间是春秋两季，特别是金秋十月。金华很

多重大的节日都集中在十月内举行，如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中国兰花节、金华国际黄大

仙旅游节等，还有著名的方岩庙会从九月中旬一直持续到十月重阳之时。春季油菜花开，遍地金

野，此时到诸葛八卦村等古村落中去，是最美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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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华景点

金华建置久远，古属越国地，秦人会稽郡。金华山川秀绝，人杰地灵，金华市区的地势是两山夹

一川。即位于北山（金华山）和南山（仙霞岭余脉）中间这块“金衢盆地”中部最富饶的土地上

。金华北山双龙现为国家级风景区，层峦迭嶂，林木参天，岩洞奇特，有水石、风雾和洞天奇观

。尤以“一水穿开岩底石，片槎引入洞中天”的双龙洞、“一瀑垂空下，洞中冰雪飞”的冰壶洞

和“洞落千寻通地脉，光生一线透天门”的朝真洞最为著名。 

(图片由网友 @锦绣中华 提供)

诸葛八卦村旅游区（4A）

诸葛八卦村，位于浙中西部兰溪市境内，村中现居有诸葛亮后裔近4000人，为全国诸葛亮后裔最

大聚居地。据历史记载，诸葛村整体结构是诸葛亮第27代裔孙诸葛大狮按九宫八卦设计布局的，

这种以九宫八卦构思布局的村庄目前在我国的村落中，仅属首例，整个村落以钟池为核心，八条

小巷向外辐射，形成内八卦；更为神奇的是村外八座小山环抱整个村落，构成外八卦；村内以明

、清古建筑为主，现保存完整的明清古民居及厅堂有200多处。

义乌国际商贸城购物旅游区（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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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商品城旅游购物中心座落于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市场西大厅二、三楼，建筑面积10000余平

方米，营业面积5000余平方米。根据打造“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的理念，旅游购物中心集

粹了中国小商品城34个行业1502大类32万种商品中的精品于一堂，实行厂家源头价供应，价廉物

美的品牌保证。

浦江仙华山风景区（4A）

仙华山又名仙姑山，主峰少女峰，海拔720.8米。相传轩辕黄帝少女元修在此修真得道升天而得名

。仙华山以奇秀的山巅峰林为胜，共有24奇峰、14怪石异洞等120处景点。宋濂称“如旌旗，如宝

莲花，如铁马临关”。刘伯温有诗云：“仙华杰出最怪异，望之如云浮太空”。故仙华山又有“

第一仙峰”之称。

金华双龙风景旅游区（4A）

双龙风景名胜区位于金华北山南麓，是一处融自然山水、溶洞群景观、科普探险。康体休闲、避

暑度假、观光朝圣于一体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也是与西湖、普陀、雁荡并称的浙中旅游胜地。

东汉时被誉为“江东名山”。唐代杜光庭撰《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称“第三十六洞天金华山”

。双龙卧舟、冰壶观瀑、黄大仙朝圣素享“天下三绝”美誉。

横店影视城（4A）

横店影视城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自1996年以来，横店集团投巨资兴建了横店影视城

，现已建成广州街�香港街、明清宫苑、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梦幻谷（江南水乡、横店老街)、

屏岩洞府、大智禅寺等13个跨越几千年历史时空的影视拍摄基地、也是中国拍摄影视剧最多的影

视拍摄基地。

横店明清民居博览城（4A）

横店明清民居博览城，2001年开始筹建，2008年10月1日正式、全面地对外开放，占地面积900余亩

，是集古建保护 、影视拍摄、旅游观光、艺术展览于一体的综合性影视文化旅游区，也是横店影

视城中历史最长、投资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景区之一，分为“桃花源”和“秦淮河”两大景系

。

横店红色旅游城（4A）

横店红军长征博览城是迄今为止全国规模最大的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主题的特大型综合

性景观，是典型的把影视文化、长征历史以及国

横店红军长征博览城防教育、生产资料知识融为一体的独特性文化景观。

武义寿仙谷景区（3A）

相传为南极寿翁故里的寿仙谷，神仙皆居好山水，可见此处风光奇。古人赞其为“山清水秀之魁

首”。最为迷人的则是九天瀑布，落差120米，上瀑如烟似雾，下瀑如珠似雨，一条白练蜿蜒于绿

谷之中，令游人痴醉。景区内还有漂流，全程约3公里，总体落差70余米，落差位有40余处，全程

漂流需时约60分钟。在这里，您能在忽转忽旋、急驰而下中挑战极限，提升勇气；又能在大浪扑

面、浪遇飞舟中享受刺激，体会激情；还能在潺潺流水、轻舟荡漾中远离喧嚣，享受浪漫。

武义郭洞景区（3A）

郭洞古生态村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民俗文化村。该村人居环境绝佳。村旁还有原始森

林，满山百年大树，展示着古老神奇，蕴藏着秦余古风。被誉为“江南第一风水村”。

磐安十八涡景区（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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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溪风景区位于磐安县东北部，是金华、绍兴、台州三地市的交接处。景区内地形切割强烈，湖

、溪、瀑、潭精彩纷呈。“渡水傍山寻绝壁，白云飞处洞天开”。夹溪两岸峰峦对峙，竹抱松茂

，有高峡平湖、苍松古道、十八涡、“大兴国”遗址、水下空五泄瀑等景点。

磐安花溪风景区（3A）

花溪风景区以“赏亿年火山奇观，涉千米平板长溪”著名，主要景点有廊桥遗风、小村炊烟、斤

丝潭、平板长溪、花溪幽胜、双瀑争潭、石狲岩、紫藤王、火山湖等。花溪之美，美在自然，单

看那平板长溪就会让你叹为观止。

磐安百杖潭景区（3A）

百杖潭与缙云仙都、永康方岩等景区的直线距离均不到30公里。百杖潭旅游区内瀑秀、潭深、石

奇、水清、植被茂密、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百杖潭旅游区以瀑布、潭水、溪流为精华，以山体

、奇石、洞穴为重点，以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以丰富的山林特产资源为点缀，形成了特

色鲜明的旅游形象。

兰溪六洞山风景区（3A）

景区总面积8.5平方公里，以山美、水秀、洞奇、寺幽为特色而享誉海内外。因史载有白云、紫霞

、涌雪、无底、呵呵、漏斗六洞而得名，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古代旅行家徐霞客为此人间美景

所折服，曾两度寻访此洞，并将其记入《浙游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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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华推荐行程

金华东阳义乌自助二日游

D1：双龙洞→ 冰壶洞→桃源洞→金华观→卢宅建筑群

D2：中国横店影视城→义乌国际商贸城

义乌购物一日游

篁园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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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华娱乐 畅享不停

话说金华也是浙江的一大著名城市，所以娱乐活动自然十分丰富，当下流行的各式娱乐场所，从

传统的KTV，到火爆的慢摇吧，从宁静的语茶咖啡，到热闹的游乐场所，基本都有涵盖。孩子的

欢笑、年轻人的兴奋以及老人的闲适都囊括在了这里。 

(图片由网友 @剁椒船长 提供)

影院、ktv

隆天之堂量贩KTV

地址：金华市婺城区宾虹路777号

电话：0579-82065751

金华大剧院

地址：金华市婺城区新华街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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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79-82324986

泡泡量贩KTV大世界店

地址：金华市婺城区西市街大世界7楼

电话：0579-82339968

 永康万福新时代影城

地址：永康市华丰西路60号华丰国际大厦四楼

电话：0579-87321888

永康星空钱柜自助KTV

地址：永康市步行街三期北三楼星空钱柜自助KTV

宝丽金ktv

地址：金华市婺城区李渔路577号(时新鞋城4-5层)

电话：0579-83932666

金华市人民影城

地址：金华市婺城区文化路26号

电话：0579-82317682

酒吧、茶楼

蓝堡酒吧

地址：金华市婺城区人民东路120号

电话：0579-83292128

皇冠茶楼

地址：金华市婺城区宾虹路642号(兰桂坊女子百货隔壁)

电话：0579-82068393

金华爵色酒吧

地址：金华市婺城区溪下街28号(银泰百货/沃尔码超市后面)

电话：0579-82337318

阿伦故事酒吧（东阳）

地址：东阳市溪下街28号

电话：0579-82428488

布拉格酒馆

地址：金华市婺城区兰溪街1056号

电话：13958481989

枫丹白露酒吧

地址：金华市婺城区飘萍路585号

电话：0579-82318307

公主道酒吧

地址：金华市婺城区八一南街146号(亚峰路口麒麟阁对面)

电话：0579-8239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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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华美食 饕餮体验

金华菜是全国8大菜系之一浙菜的重要组成部分。烹调方法以烧、蒸、炖、煨、炸为主。金华菜以

火腿菜为核心，在外地颇有名气。仅火腿菜品种就达300多道，讲究保持火腿独特色香味。 

 (图片由网友 @滇池海鸥 提供)

1、金华美食推荐：

武义拔丝宣莲

宣莲以色白芬芳、颗大粒圆、肉厚易酥、营养丰富而畅销国内外市场。将莲子倒入糖油锅中，使

糖汁包住莲子。

金华汤包

金华汤包历史悠久，素有“金华第一点”的美誉，也是我国南方小吃汤包中的佼佼者。

东阳沃面

早期在东阳民间，人们习惯把吃剩下的菜、汤用来煮面条，然后加入番薯淀粉制成糊面，易消化

吸收，又营养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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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麦饼

浦江麦饼是浦江特色小吃之一，历史悠久，用料简单，家喻户晓。浦江人经常用麦饼来招待客人

。

兰溪鸡子馃

鸡子馃也叫鸡蛋饼，金华各地均有摊店制作出售，而以兰溪鸡子馃最为著名。

火踵蹄膀

也称"金银蹄"，是以优质金腿踵和新鲜猪肘合炖而成，具有鲜咸适口，肉质酥糯，汤汁稠浓的特

点，是冬夏皆宜的传统美食。

薄片火腿

选择皮色黄亮、肉红似火，香气浓郁、咸淡相宜、形似竹叶，色、香、味、形"四绝"的正宗金华

火腿为原料，取其精华而制成。

拔丝金腿

以正宗金华火腿为原料制成甜菜的"拔丝金腿"，可谓别具一格。当食客用筷子拣起一块金黄发亮

的拔丝小腿。

八宝香肚

以猪肚子瓤入火腿、鸡肫、冬笋、香菇、虾米、鸡肉等八种原料用独特工艺蒸制而成。

火踵神仙鸭

嫩鸭与正宗金华火腿脚踵放在土砂锅内，加调料用微火焖炖而成。火踵红艳浓香，鸭肉鲜嫩油润

、汤汁浮白似奶⋯⋯

火腿荷化爪

运用正宗金华火腿与新鲜的猪前爪，采用独特工艺烧制，其色泽红白艳丽、咸淡适中入味，老幼

咸宜。

兰溪凤凰蛋

凤凰蛋在兰溪人的心目中占有一定地位，据说凤凰蛋营养好，还是治头痛的偏方，因此，爱吃这

一口的人不在少数。

兰溪豆腐汤圆

兰溪豆腐汤圆，取用盐卤豆腐一块，捣碎，瘦肉剁成肉泥，加料酒、生抽以及姜米拌匀做成汤圆

馅。

2、美食地推荐：

咖啡茶楼

四叶草餐厅、飞石咖啡、森客空间时尚餐、天依茶餐厅、迪欧咖啡江北店、两岸咖啡、雷欧咖啡

馆、拉芳舍

异域风味

千叶铁板烧、豪尚豪牛排馆江、汉江坊韩国料理、斗牛士牛排馆、豪客来牛排馆

农家菜、家常菜

寻味餐厅、金华外婆家、0579印象餐厅、真卿会所、阳光绿洲生态园、金悦轩、新麒麟阁酒店、

咱家厨房、名流酒家、卧龙湖度假村、滋味源双岘路店、俏如意餐厅、郭洞山水人家饭、天香阁

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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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锅、煲庄

九品汇餐厅、海王世家、盛武肥牛、阿郁煲、永康好德火锅、东阳鼎尚捞餐厅、澳门豆捞火锅、

重庆谭英雄鱼头、重庆小天鹅火锅

海鲜大厅

金华阿昌海鲜、长岛海鲜楼、丽都海鲜城、香蟹园、山山海鲜城、澳门豆捞、绿圣豆捞、炭烧生

蚝�古方、港兴海鲜火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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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金华购物

金华传统名优特产有金华火腿、金华酥饼、东阳木雕、义乌南枣、金丝蜜枣、金华佛手、宣平莲

子等。它们有的曾被列为贡品，有的多次在国内外博览会上获奖。

   

1、特产推荐

兰溪马涧杨梅

兰溪马涧杨梅是浙江中西部唯一的杨梅产区，该杨梅基地位于青山秀水的兰溪市马涧镇前于村。

品种有黑炭梅，东槐杨梅。共有400余颗，每年到6月份的时候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杨梅客户前来

品尝和采摘。

兰溪毛峰

兰溪毛峰产于富春江上游的浙江省兰溪县。城北下陈区的下陈、新宅、山门等乡和城西朱家区的

蟠山、高坦、野猪坦乡等处，是盛产兰溪毛峰之地。该茶品质特征是，外形肥壮成条，银毫遍布

全身，色泽黄绿隐翠，叶底嫩绿呈黄，香气清高幽远，滋味甘醇清爽。

金丝琥珀蜜枣

金丝琥珀蜜枣为兰溪传统名产，选兰溪本地所产优质颗大的青枣，枣身用刀细切丝缕，用桂花白

糖或蜂蜜熬煎，烘焙而成。所产蜜枣色泽金黄，镂纹如丝，形似琥珀，质地糯软，味道甜美，色

、香、味、形全优。

武义香菇

武义香菇始种于清朝中期。民国18年（1929）5月，宣平花菇、冬菇曾参加杭州西湖博览会展览；

民国21年（1932）12月1日至7日，省建设厅举办农产品展览会，武义人韩宝恒的花菇、冬菇曾获

甲等奖。

葫芦盛器

葫芦是以果实为制作材料。俞源村有历代生产使用葫芦盛器的传统，这种盛器盛装的食品或草药

，利于保持食品或草药天然的品质。古时一般用作盛茶、盛酒和盛草药的器皿，也供玩赏。

萤石雕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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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义是“萤石之乡”，有高品位和贮量丰富的萤石资源，其品质晶莹绚丽、玲珑剔透，有玉石之

润、水晶之丽，因其天然多色，被宝石界称为“软水紫晶”、“软水绿晶”等。从萤石小颗粒到

最大块石，均能因材施技，雕成精妙的工艺品。

武义宣莲

宣莲以色白芳香、颗大粒圆、肉厚饱满、质酥不糊、食而无渣、味道甘美、营养丰富、药用价值

高等的优良品质而取胜。“乡雨宣莲”、“汤记宣莲”等品牌深受游客喜爱。

武义有机茶

武义1995年开始开发有机茶，2001年武义县被中国特产之乡推荐暨宣传活动组委会命名为当时唯

一的“中国有机茶之乡”。

金华酥饼

金华酥饼是一种以酥香取胜的点心小吃，由来久远。早在1989年，金华酥饼就荣获了“省优产品

”称号。如今，金华酥饼店在金华市区遍地开花，香飘四方，为各地来金客人增添了口福。

东阳木雕

东阳木雕是中国四大木雕之一。东阳木雕的雕刻技法，有浮雕、圆雕、透空双面雕、彩木镶嵌雕

等10多种，以多层次高浮雕见长，神态逼真，构图饱满、疏密有致，佳作迭出。

孔明锁

孔明锁为一种智力玩具，创意始于三国演义的木牛流马，由六块木块组装而成，有上百种结构，

利用开锁方式的不同又可以把数十个孔明锁连在一起，有的形似宝塔；有的誉为十阁型、八阁型

，观赏价值高。

金华火腿

采用著名良种猪金华“两头乌”的后腿腌制而成。这种腿具有皮薄骨细，腿心饱满，肉质鲜嫩，

精多肥少等特点。用这种腿腌制成的火腿皮色光亮，肉色红润，香气浓郁，咸淡适合。用火腿作

配料的菜肴不仅滋味鲜美，香气扑鼻，并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2、购物地推荐

金华一百江南店

金华第一百货是中国商业名牌企业，公司位于金华市商业核心地段，地处商业步行街———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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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是一家集购物、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商场。

金珠火腿行

金珠火腿行是一家专业批发金华火腿，香肠，腊肉，特产的特色商店。本店自2000年开业以来，

本着诚信经营，厂价直销的销售模式，各类产品销售到各超市，商场，酒店，均赢得良好的口碑

。

金华银泰百货

华银泰百货福华店位于金华市人民广场西南侧,总营业面积5万平方米，共1-5层，自2006年9月30日

开张起，就成为人民广场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了金华商业的新格局。

金华大世界

金华大世界，地处金华市中心地段——西市街上，现有员工500余人，营业面积1.2万平方米，经

营三万余种商品，是浙中西部集购物、娱乐、餐饮为一体的现代大型购物中心。

恒大百货商场

金华市恒大百货商场是一家集休闲、娱乐、购物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商场，内有各品牌服饰、鞋

类、箱包，商场一楼为美食城，二楼设有交谊舞厅，四楼为人民影城，各个楼层均有服饰专卖，

地下室为人防百货。

义乌小商品城

义乌是一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自1982年在全国率先创办小商品市场以来，经过五易其址、十次

扩建，义乌已形成以中国小商品城为核心。

福泰隆现代购物广场

该广场总营业面积1.3万平方米，集购物、娱乐、休闲于一体。福泰隆购物广场所在区域人口相对

密集，已成为成熟社区，为此新推出大型社区购物广场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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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金华住宿

(图片由网友 @自在飞扬 提供)

金华的景区分散在各个县、市内，包括武义、东阳、义乌、兰溪、永康等。无论是在金华市区，

还是各个景区内，住宿服务业都十分发达，无论是白领商务之旅还是背包族的自助游，都能找到

适合自己的满意归宿。金华的酒店以中低档为主，目前最高的为四星级。在各村镇景点，郭洞、

俞源、诸葛八卦村等，都有少量客栈可住。横店影视城拥有十多家各档次宾馆酒店，也有百来元

的小饭店可供选择。

五/四星级宾馆/豪华酒店：

金华国贸景澜大饭店、金华世贸大饭店、金华市天悦五星大酒店、金华豪森假日花园大酒店、金

华市婺城区香格里拉酒店、金华市申华商务酒店有限公司、金华市嘉恒�澜庭大酒店、金华市锦

华园度假村

三星级宾馆/高档酒店：

金华宾馆、金华国际大酒店、金华市嘉恒宾馆、浙江金华望江饭店有限公司

旅行经济酒店推荐：

金华市华景商务宾馆、万通商务酒店、金华莫泰阳光路酒店、金华海纳商务酒店、金华假日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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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金华市泰元商务大酒店、金华市凯迪亚大酒店有限公司、金华市婺城区俏江南酒店、天宁

楼宾馆、汇金门商务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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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金华交通

金华地处浙江省中部，交通便捷，浙赣、金千和金温铁路在金华交汇，杭金衢、金丽温、甬金、

台金、诸永高速公路已经开通，义乌机场现已开通10多条航线。金华已成为浙江和华东地区重要

的交通枢纽。

   

1、飞机

周边有义乌、杭州、上海、宁波国际机场。距杭州、宁波国际机场约1个半小时车程，距上海国际

机场约3小时车程，距义乌机场仅30分钟车程。

金华至义乌机场路线：

公交：金华汽车东站至义乌南方联；义乌南方联至义乌机场出租车费用在20-30元间。

自驾：1、杭金衢义乌（东阳）出口处下，按指示标志行驶。

2、经03省道至义乌，入城有明确指示牌。

金华至杭州萧山机场路线：

公交：金华汽车南站至萧山机场有两班往返班车

金华发车时间：7:00 14:00

机场发车时间：10:40 17:40

票价：每位72元

问讯电话：0571-86662539（08:00-23:00）

0579-83211739（08:00-17:00）

自驾：杭金衢高速萧山机场出口处下。

   

2、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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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西站

咨询电话：0579-84974232

简介：位于金华市婺城区后丰路，承担金千、金温两线客运列车的编组作业，以及两线旅客转乘

浙赣线列车的中转换乘业务。有通往金华站（货运）、金华东站及东孝站的联络线。

【途径火车西站公交车：K15路、K19路、K37路、5路、11路、24路、16路、38路、304路、310路

、317路、330路、339路、350路】

火车南站

咨询电话：0579-82150127

简介：位于金华市金东区东孝乡麻车塘村，是金华与温州的铁路运输线上的主要站点，通往火车

南站有16路公交车。

火车售票网点

火车站售票大厅 电话：0579-84974232

江南金发广场 电话：0579-84972361

江北第一百货 电话：0579-82320342 地址：西市街159号

浙师大骆家塘 电话：0579-84974420 地址：骆家塘中国银行斜对面

   

3、公路

金华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杭金衢、金丽温、甬金高速，330国道、03省道贯穿而过，规划有

八条高速公路在婺城交汇。

汽车南站

途径汽车南站公交车：K12路、K24路、K27路、11路、19路、127路、322路、330路

地址：市八一南街1777号    电话：0579-83211788

汽车南站时刻表查询：http://www.zjjhqy.com/xianlu.asp

汽车西站

位于金华市环城西路2289号，是金华跨省、跨市交通运输班车的主要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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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西站公交车：K15路、K19路、K37路、5路、11路、24路、16路、38路、304路、310路、317路

、330路、339路、350路

电话：0579-83203030

汽车西站时刻表查询：http://www.zjjhqy.com/xianlu.asp

汽车东站

位于金华市环城北路100号，承担发往义乌、东阳、浦江、磐安的跨境班车及金东区的各个镇、村

班车的短途业务。

电话：0579-83217788

汽车东站时刻表查询：http://www.zjjhqy.com/xianlu.asp

   

4、市内交通

公交公司、市内公交线路

电话：0579-82390030 地址：双溪西路638号 公交投诉电话：0579-82393333

公交公司网站：www.jhgongjiao.com

出租车

收费标准：起步2.5公里，起步价6元；超过起步公里每公里2元；另收燃油附加费2元。

出租车管理处

地址：迪耳路218号 电话：0579-82341059 监督电话：96520

 三轮车

收费标准：起步价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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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金华节庆

(图片由网友 @蓝色畅想 提供)

“金西之春”金华油菜花节

3月下旬举办，节日期间有多种多样的精彩文艺节目，畲族民俗风情表演，开展以“游青山绿水，

品农耕文化，尝农家菜肴，购生态特产”为主题的各项活动。

庙会

农历“三月三”，是大佛寺的朝拜圣日，从各地前来朝拜的香客许愿还愿，青年男女求佛求姻缘

，络绎不绝，寺内香火鼎盛。

中国婺城茶花节

3月举办，茶花节期间将演出精彩文艺节目，举办优质茶花评比大赛。最佳观赏地点为国际山茶物

种园、下张家村、后溪河村、婺城区行政中心等。

汤溪城隍庙摆胜、祭祀

农历四月十六，乡民从各地赶来把自家准备好的祭品摆上八仙桌，祭奠城隍“老爷”，祈福国泰

民安。 “摆胜”当日，童猪、童羊高高地摆放在两廊，展示当地百姓手艺和生活品质的蔬菜果品

、手工艺品、民间古董、三牲飞禽等物品摆满八仙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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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八卦村祭祖

每年农历四月十四和八月廿八是诸葛亮的生日和祭日，诸葛后裔们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祖大典。祭

祖队伍多达两三千人，蔚为壮观。诸葛亮的后裔们身着节日服装，举旗幡，放火铳，穿村巡游，

隆重纪念一代贤相诸葛亮的忌辰。祭祖活动实行每年一小祭，三年一大祭的家族传统。

兰溪杨梅节

每年6月上旬举办，兰溪是浙江中西部的杨梅主产区，全市4万余亩杨梅分布在北乡的马涧、柏社

、香溪、云山等地，尤以马涧最为集中，沿兰浦公路有“五十里杨梅长廊”之称。品种有早梅、

荸荠、木叶、东魁、黑炭等。节日期间举行采摘杨梅、品尝、杨梅评比等主题活动。

源东白桃节

6月举办，源东白桃是当前国内外早熟桃中果大质优的优良品种，果型大，果实外观漂亮，白中透

红，果味浓甜芳香，节日期间将举行开幕式、歌舞表演、摄影比赛、桃王评选、采摘白桃等活动

。

义乌莲藕节

每年6月举办，义乌莲藕色白、节多、茎粗，食味甜、口感脆，用田藕制做的煎藕饼、挂霜藕夹、

避风塘藕片、美容莲藕包等美味小吃，已成为深受大众喜爱的绿色食品，莲藕节三大看点：赏田

藕，品水果，看新貌。

“双龙之夏”文化旅游节

“双龙之夏”文化旅游节从7月一直持续到9月，开展弘扬霞客精神文化活动、双龙红色之旅、浪

漫七夕双龙情侣文化、双龙清凉嘉年华等4大主题活动，展示双龙风景区黄大仙文化、霞客文化、

红色文化、同船渡文化。

金华山黄大仙文化节

农历10月举办，节日期间举办巨幅玉石镶嵌《黄大仙》展览、黄大仙文化节开幕式、黄大仙高峰

论坛等一系列活动。

永康方岩文化庙会

每年农历八月初至九月重阳节前后，浙西南各县民众，上方岩祭拜的人数每天少则数千，多则二

万余，持续一个多月之久。庙会声势之大，持续时间之长，称浙中之最。

中国武义温泉节

节日时间为十月至十一月，武义温泉节全面展示武义纯正温泉、神奇秀美的山水、绚丽多彩的民

俗和光辉灿烂的文化。节日期间将举办泡温泉、观赛事、品名茶、游山水等多种多样的精彩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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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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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vren.cn/feedback/
http://d.lvren.cn/gonglue/lijiang
http://d.lvren.cn/gonglue/emeishan
http://d.lvren.cn/gonglue/hangzhou
http://d.lvren.cn/gonglue/beijing
http://d.lvren.cn/gonglue/xiangganggouwu
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http://d.lvren.cn/gonglue/niboer
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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