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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肇庆：北回归线上的绿洲

肇庆地处广东西部，它西靠桂东南，背枕北岭，面临西江，下制南海，为粤西的咽喉之地。

肇庆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被称为广东最美的城市，这里的风景别有

一番滋味，以七星岩、鼎湖山组成的星湖风景区是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也是全国首批十大

文明风景旅游示范点之一。肇庆有北回归线横贯其境，珠江主干流—西江穿城而过，地形貌似以

山地丘陵为主，河台金矿年产黄金过万两，素有“北有烟台、南有河台”之称。 

(图片由网友 @水亦清心 提供)

肇庆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交汇处，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肇庆的

端砚被誉为中国“文房四宝”的珍品，为四大名砚之首，肇庆更被称为中国的砚都。

最佳旅游时间：

肇庆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水充沛，阳光充足，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为22.1度，因而冬不见雪

，夏不见属，全年都适合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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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肇庆必玩旅游景点

鼎湖山

天然氧吧—鼎湖山风景区：岭南第一名山鼎湖山是我国第一个国家自然保护区，又是佛教圣地。

庆云寺几百年来香火不断，被誉为岭南四大名刹之一。肇庆鼎湖山生长着2500多种高等植物，走

进这片森林，远离尘世的喧嚣，犹如走进世外桃源。 

肇庆景点(图片由网友 @四季光影 提供)

七星岩

七星岩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湖水面积达530万平方米，七座挺拔的岩峰，状如天上北斗七星。湖

中有山、山中有洞、洞中有河，被誉为“岭南第一奇观”。

龙母祖庙

位于德庆县悦城镇五龙山下，与广州陈家祠、佛山祖庙合称为岭南建筑三瑰宝。

庆云寺

坐落在肇庆市东北18公里的鼎湖山，寺内现存题匾、法座椅、大钢钟、舍利子、佛经等文物，还

有菩提、木樨、古梅、红棉等古树名木。因为身处景区的缘故，商业味道比较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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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湖

据说这里由九条山西汇合而成，景区分为两大部分：九龙湖中心景区和凤凰湿地森林公园。

披云楼

位于肇庆市端州区人民中路，周长2800米，始建于宋代，至今依然保存完整，全国罕见。披云楼

高三层，因常有云雾缭绕而得名。

贞山

位于四会的西南面3公里处，海拔649米，风景区内林木茂盛，山青谷幽；清泉瀑布，云蒸霞蔚，

有如人间仙境。

千层峰

由重重叠叠色彩斑斓的砂页岩和局部钙质页岩构成。群峰耸立，苍翠欲滴，主峰高233米，如倚天

长剑，奇伟险峻。

盘龙峡景区

整个生态旅游区占地3万亩，区内峡谷漫长，罕见的瀑布群共有大大小小100多个，是首个得到广

东省旅游局认可有10级以上瀑布群的旅游区，被誉为亚洲罕见广东第一瀑布群。

七星岩牌坊

肇庆七星岩牌坊正对繁华的天宁北路，后面是宽阔的广场与浩瀚似海的星湖。白天牌坊气宇轩昂

，肃穆庄严；晚上，霓虹灯金光闪闪。

宋代古城墙

肇庆古城墙周长2800米，历史上虽历经沧桑，但现今的城墙和城门的位置并未改变。宋代的城墙

能保存如此完整的，全国也属罕见。

肇庆四塔

在端州区西江河段两岸，巍然耸立着肇庆四塔：北岸有祟禧塔、元魁塔，南岸有文明塔、巽峰塔

。四塔隔江相峙，均建于明代，为楼阁式穿壁绕平座结构的砖石风水塔。

世外桃源

世外桃源是一个十分传奇的古村落，这里四面环山，风景与外界截然不同，成片成片桃花林，牛

羊成群，宛如人间仙境。

北回归线标志塔

北回归线塔身刻有“北回归线位于北纬23.26”，这里是地球热带和温带的分界线。

国恩寺

建筑物占地面积1.6万多平方米，园林用地面积120多亩，古寺依山而筑，规模宏大，布局严谨。

蟠龙洞

属喀斯特洞岩，历经亿万年漫长岁月逐渐形成。洞内钟乳千姿百态，石笋石柱如林。处处有景，

景景皆奇。

雷州古城

距湛江市区70多公里，众多的文物古迹，独特的雷州文化，迷人的半岛风光。构成雷州古城得天

独厚的旅游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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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肇庆行程推荐

鼎湖山一日游

线路设计：

车道→观砚亭→宝鼎园→蝴蝶谷→响水潭→飞水潭→飞水潭→庆云寺

线路特点：

鼎湖山分成三大景区，其中云溪景区就是以前的老鼎，现在不让进去了。另外的天溪景区跟天湖

景区是连在一块的，路线很简单，就是一个环路。

肇庆市经典两日游

线路设计：

七星岩景区→鼎湖山庆云寺→七星岩中心湖→牌坊广场→七星岩环湖→古代宋城墙→阅江楼→崇

禧塔

线路特点：七星岩与鼎湖山合称为星湖风景名胜区，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在这里游客可以领

略到岭南山水画之美，这也是肇庆秀丽风光的精华所在。

行程安排：

D1：上午：七星岩中心区（水月宫、石室岩、铁索桥，石龙亭）、东方禅林。下午：鼎湖山庆云

寺。晚上：夜游七星岩中心湖。

D2：上午：牌坊广场，七星岩环湖游。下午：市区内的古代宋城墙、崇禧塔、阅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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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肇庆娱乐

电影院：

肇庆大地数字影院

大地数字影院均采用从比利时巴可公司进口的数字电影放映机和符合国际DCI标准的GDC电影服

务器(可同步放映MPEG2 或JPEG2000电影格式)，该放映设备已成功在大地电影院线所属的十几家

影院实现从好莱坞进口的国际影片《蜘蛛侠3》、《哈利波特与凤凰社》和《虎胆龙威4.0》的首

轮放映，并获得了观众的高度好评。

电话：0758-2209036

地址：肇庆市天宁北路20号

肇庆大地数字影院端州国际广场店

电话：0758-2897751

地址：肇庆市康乐北路9号国际广场五楼（由北门电梯可直达影院）

肇庆金逸肇庆星湖店

本影城由金逸影视集团投资2000万打造的全国连锁五星级电影城，拥有6个五星级标准豪华影厅和

1个超五星贵宾厅，3个3D电影播放专厅近700个3D座位，总座位数可容纳1300人同时观影。时尚

装修、高端设备以及贴心服务，令观众体验不一样的电影魅力。

电话：0758-2213776 2213778

地址：肇庆市端州四路10号星湖国际广场4楼（牌坊东侧）

营业时间：10:00-24:00

肇庆市工人影剧院

  肇庆市工人影剧院位于肇庆市天宁北路，是市行政、商业、居住、文化、娱乐之中心路段，主

要经营项目有：电影城、商场和宾馆。影城经过全面升级改造，高清双机3D，金属巨幕为顾客打

造高品质视听体验，影城拥有五个影厅，开设日场、夜场、每天节目丰富多彩。

电话：0758-2233930

地址：肇庆市天宁北路76号

营业时间：09:00-23:50

咖啡厅：

名典商旅酒店咖啡厅

电话：0758-2293333

地址：肇庆市端州区端州四路建安大厦中座12楼

上岛咖啡肇庆总店

电话：0758-2811048

地址：肇庆市端州区端州四路2号老干部活动中心A栋1-2楼

帕帕罗蒂咖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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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8-2213158

地址：肇庆市端州区端州四路8号嘉信茂广场01层36A号

KTV

肇庆金色钱柜KTV

电话：0758-2222108

地址：肇庆市端州区建设三路46层商业大厦2楼

肇庆好乐迪量贩式KTV

电话：0758-2311000

地址：肇庆市端州区玑东路车城西区1号楼(近皇马会)

肇庆金库量贩KTV

电话：0758-2861999

地址：肇庆市端州区风华23号车城B2座8-12卡

酒吧

肇庆新力索酒吧

地址：肇庆市端州区风华路23号肇庆车城内

肇庆教士餐吧

电话：0758-2805766

地址：肇庆市端州区星湖西路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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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舌尖上的肇庆

肇庆菜属潮州菜系，以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油而不腻的独特岭南文化特色，可谓是

人间的美食天堂。这里的菜注重一“鲜”字，山乃鲤和麦溪鲤是肇庆最为出名的两种鲤鱼，烹制

成菜肴更是鲜嫩爽口。还有很多特色的小吃，光是想象都会令人胃口大开。 

肇庆的美食(图片由网友 @水亦清心 提供)

   

1、肇庆特色美食

肇庆裹蒸

肇庆裹蒸，是粽子的一种，用糯米、绿豆、肥猪肉，再加入适量的精盐、曲酒、花生油、白芝麻

、五香粉等配料精工制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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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湖上素

鼎湖上素是肇庆鼎湖山庆云寺特有的名菜，色、香、味、形俱全，始创于明朝永历初年（1647—1

650年）。

鼎湖上素的泡制，先是选取上好的冬菇、草菇、蘑菇（以上为三菇）、雪耳、木耳、榆耳、云耳

、砂耳、桂花耳（以上为六耳），以及发菜、笋干、虾米、腐竹、粉丝、黄花菜等，然后用清水

将其浸发、洗净，逐一煨制，再加上配料，用猛火共炆之，泡制时，要边炆边加入大量的清水，

而鼎湖山之水纯属清泉水，甘冽清甜，所以庆云寺的鼎湖上素是其它寺庙之素菜所无法比拟的。

封开杏花鸡

封开杏花鸡，产于肇庆市封开县杏花、渔涝一带。杏花鸡肌肉丰满，脂肪分布均匀，无论是白切

或清蒸，都一样嫩滑鲜甜，尤以白切最佳，因为杏花白切鸡，是将鸡宰好洗干净后，置于摄氏90

度微沸的开水中浸熟的，所以皮呈金黄色，油光闪亮，吃起来有清、鲜、甜、爽、骨香之感。

麦溪鲤

麦溪鲤，产于高要大湾的麦溪和麦塘两口塘，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已负盛名。麦溪鲤

烹调独特，清蒸尤佳，如欲保持原汁原味，切忌放姜葱和酱油，只需放入少许食盐、生油和陈皮

丝即可，有肉质嫩滑、清甜、甘香而无腥味之感。

文庆鲤

文庆鲤产于肇庆市鼎湖区沙浦镇文朗，它有别于一般鲤鱼，最大的特点是：粗看，圆头圆脑，浑

身滚圆。清蒸之文庆鲤，吃起来，骨骼酥香、鱼鳞柔软，有肥嫩、甘香、鲜甜、肉滑之感。文庆

鲤产量极少，目前以销往港澳和东南亚各国为主。

   

2、肇庆小吃

四会濑粉

四会濑粉俗称份仔，源自请唐民间。先以粘米粉用适量清水搅拌成糊，然后用特制的濑粉碗乘上

。食用时，起猛火起锅，下适量上汤，再放濑粉，以酱油、胡椒粉等做作料。

茶油鸡

是四会最有名的菜。贞山附近是吃茶油鸡最好的地方，六祖祠有很多家店，都可以吃。茶油鸡味

道非常香，营养价值也很高。

                                               10 / 23



�������

肇庆：中国砚都
鼎湖山水豆腐花

鼎湖山水豆腐花，是当地最有名的特色小吃，其特点是：鲜，嫩，滑。每个游客品尝后的感觉，

一个字就是“爽”。

白沙竹笋

白沙竹笋，是四会市清塘镇白沙村的特产，村民利用绥江河畔特有的沙绵土壤培育鲜笋，夏季收

获，笋体大肉多，鲜嫩爽脆。作菜肴或佐料都符合，切成薄片，与鸭肉、猪肉片焖制，爽口清香

，有开胃的作用。

   

3、美食街推荐

北岭美食一条街

这个美食街位于北岭山七星岩旅游度假区内，街上有多家装修各有特色的餐厅。主要售卖一些山

珍，如莲都山羊、鼎湖山泥煨鸡等山珍。

地址：北岭山七星岩旅游度假区内

交通：1路公交车至党校路口站下车，走路到七星街

珍宝美食街

位于天宁北路。主要是地方特色的风味小吃，有裹蒸粽等。

地址：天宁北路

交通：1、3、5、7、10、12、15、19路公交车至天宁北路站下车

文明路美食街

这里有很多海鲜大排档，价格低，材料足。

地址：端州区文明路上

交通：1、8路至牌坊东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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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肇庆购物

肇庆的地方特产十分丰富，端砚、巴戟、德庆何首乌、燕窝等；草席、檀香扇是南粤风物中的上

品。此外，广绿玉、花席、裹蒸粽（品牌有“鼎湖山”、“裹香王”、“皇中皇”）等土特产也

是馈赠佳品。 

肇庆购物(图片由网友 @四季光影 提供)

怀集燕窝

怀集燕窝产自怀集县桥头镇燕岩。燕岩是喀斯特溶洞的一种，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燕子飞来繁

衍后代。它们结窝于悬崖、繁衍后代，燕窝富含丰富的营养物质，是大养肺阴，化痰止咳，大补

的圣品。

肇庆檀香扇

肇庆檀香扇创于60年代初期，距今已有四十年的历史了。这种香扇采用天然贡香制作，制作精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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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留香，香气沁人心脾，还有驱邪避秽之用。

端砚

端砚和安徽歙州的歙砚、甘肃临洮的洮砚、山西的澄泥砚被称为中国四大名砚，端砚为四大名砚

之首，可谓是我国文房四宝中的宝中珍宝。石质细腻、坚硬、滋润、发墨不损毫、书写流畅生辉

，精雕细琢，为历代皇帝所钟爱的贡品，文人墨客青睐的收藏珍品。

肇庆七星剑花

剑花是肇庆驰名中外的特产之一，因该地盛产七星岩，故此得名七星剑花。七星剑花有去痰火和

止咳的作用，民间多用于煲汤，味道清香，汤甜滑。

鼎湖紫背天葵

紫背天葵生长在鼎湖的峭壁上，晒干后泡茶，其色淡红，其味带酸，清香可口，有消暑除热，助

消化健脾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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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肇庆住宿

肇庆各种档次的酒店都有，不管是星级宾馆还是青年旅舍，在肇庆都可以找到需要的住宿。肇庆

的住宿一般可选在天宁北路和七星牌坊附近。住在这两个地方出来游玩购物饮食都很方便。

肇庆酒店(图片由网友 @日月林卡 提供)

星级宾馆：

肇庆国际大酒店

肇庆国际大酒店是一家集食、住、玩、游、购于一体的高端商务酒店，免费光纤高速上网，免费

拨打国内长途电话。酒店毗邻国际广场商业中心、沃尔玛购物中心、汽车站、火车站、牌坊广场

、风景名胜景区—七星岩、鼎湖山，交通十分便利。

电话：0758-2833228

地址：肇庆市端州区康乐北路9号（芙蓉公园东侧）

肇庆金鹏巴顿酒店

肇庆首家按歌德式建筑风格设计的五星级标准江景酒店。酒店全期工程建筑面积约60000平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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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分别由3栋呈阶梯型的28层-16层-6层金色玻璃建筑构成，总投资约3亿5千万人民币。共有客房多

达700间，3层立体车库停车位500多个。

电话：0758-2788888

地址：肇庆市端州区西江南路1号（与滨江四路交汇处）

肇庆碧桂园凤凰酒店

该酒店背倚象山，面向西江，酒店结合地势半山而建，视野开阔，一江两岸美景尽收眼底，与著

名的风景区七星岩隔江相望，紧靠肇庆和高要市区。

电话：0758-8383888-8

地址：肇庆市高要南岸湖西一路18号（肇庆碧桂园内）

奥威斯酒店

奥威斯酒店酒店绝大部分客房可游览星岩湖景，部分房间更没有观景浴室，将如画的湖景与豪华

客房完全融合。

电话：0758-2888888

地址：肇庆市端州区星湖大道

交通：1、10路公交车至东湖居站下车

星湖明珠大酒店

这里以前叫星湖大酒店，整个酒店采用无可比拟的现代化设计，结合了浓郁的欧陆风情，释放出

高贵华丽，气派典雅的气息。

电话：0758-2211888

地址：肇庆市端州区端州四路37号

经济宾馆：

7天连锁酒店七星牌坊店

位于星湖广场牌坊附近，去往景点十分方便。想去星湖广场牌坊游玩的朋友在这里住是不错的选

择。

电话：0758-2258777

地址：肇庆市端州区端州四路45号（天宁北路与端州四路的交汇处）

参考价：127元

高要广新国际青年旅馆

致力于鼓励青年热爱旅游、热爱自然、广交朋友、实践环保，从而达到促进文化交流和推广自助

而健康的环保旅游的目的。大约400个床位，每间房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及洗浴设施，24小时提供

热水,前台的小商店备有各式生活用品，旅舍附近有公共交通可到达七星岩和鼎湖等著名景区。

地址：肇庆市高要市白土镇绿荫大道

电话：0758-8162228

网址：www.gxaeg.com.cn/main.html

如家快捷天宁北路站

酒店位于肇庆市商业区中心地带，到肇庆牌坊、音乐喷泉、星湖步行只需三分钟，出行便捷。

电话：0758-2298318

地址：肇庆市端州区天宁北路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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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1、7、12、19路公交车至天宁北路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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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肇庆交通

   

1、铁路

肇庆火车站位于市区北部的火车站路，就在七星岩景区对面。肇庆和广州之间每天有多趟列车经

过，也有直达列车，非常方便。肇庆火车站还专门开有直达香港九龙的1223/1222次列车。

肇庆火车站订票电话：0758-6161562

肇庆咨询电话：0758-2835114

如何到达：在市内乘坐1、7路公交即可到达

与周边城市火车时刻表：

肇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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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路

肇庆市内共有5个长途汽车客运站，这些客运站担负起肇庆市往来周边市县的任务。

肇庆市汽车客运站

主要有发往汕头、珠海、江门、中山、广州等地的长途汽车。

电话：0758-226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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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肇庆市端州区端州四路

肇庆城东粤运汽车总站

这里主要是发往衡阳、梧州、封开、德庆、怀集、广宁方向的长途班车。

电话：0758-2235173

地址：肇庆市端州四路17号

肇庆鼎湖区桂城客运站

电话：0758-2694312

地址：肇庆市鼎湖区

肇庆市桥西客运站

这里主要是发往罗定、中山、顺德、佛山、广州、深圳、汕头、珠海、云浮方向的班车。

电话：0758-2835873

地址：肇庆市端州七路

肇庆城西客运站

电话：0758-2870676

地址：肇庆市端州区

   

3、市内公交

肇庆市内有公交线路30多条，一般的公交车1.5元，到肇庆郊区的公交车为3-4.5元。

市内主要公交线路：

1路：火车站—站前东路—七星岩北门—肇庆学院—中原名都—仙女湖—东湖路—天宁北路—新街

码头—肇庆女子医院—火车站

6路：二塔—市二医院—中心市场—市一医院—白沙公园—白沙龙母庙

23路：鼎湖坑口—鼎湖区政府—氧吧明轩—桂香元—山田村—田心村—肇庆新港

10路：裕宝家居中心—桥西东站—桥北路—体育中心南门—康乐广场—市车站—东湖路—仙女湖

—中源名都—肇庆学院

                                               19 / 23



�������

肇庆：中国砚都
   

4、水路

肇庆港口客运站位于滨江西路，有客船直通广州、中山、江门、梧州、封开、郁南等地；滨江

中路上的肇庆港客运站有快线直通香港，快船大约4个小时可到香港。

从市内可以乘坐18、19路公交车到达港口，而且肇庆周边各地每天还有专线车开往港口。市内开

设有多个船票代售点。

肇庆口岸售票处电话：0758-2225736

肇庆港口客运站咨询电话：0758-226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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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肇庆的节庆活动

龙母诞

时间：农历地点：悦城龙母祖庙

介绍：五月初八正诞那天，鞭炮不断，鼓乐齐鸣，信女为龙母圣像梳洗沐浴，以举行更衣仪式，

各地信徒赶来上香参拜。

圩日

时间：农历五月十三和六月初二

地点：德庆乡村

介绍：此为金林和回龙戴洞圩日，德庆乡村附近的村民小贩带上自制的木器制品来到集市上卖，

还有“上刀山”、“下油锅”等精彩的民间杂耍表演。

燕子节

时间：六月初六

地点：燕岩

介绍：怀集县桥头镇的燕岩一带开办“燕子节”，游人可以一睹采燕窝人飞崖走壁掏取燕窝的惊

险场面，还可游览风光并赶庙会，观赏对唱山歌，贵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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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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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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肇庆：中国砚都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23 / 23

http://www.tcpdf.org

	封面
	目录
	一、肇庆：北回归线上的绿洲
	二、肇庆必玩旅游景点
	三、肇庆行程推荐
	四、肇庆娱乐
	五、舌尖上的肇庆
	1、肇庆特色美食
	2、肇庆小吃
	3、美食街推荐

	六、肇庆购物
	七、肇庆住宿
	八、肇庆交通
	1、铁路
	2、公路
	3、市内公交
	4、水路

	九、肇庆的节庆活动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