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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梅州：享受休闲慢生活

梅州，粤东北区域性中心城市，北邻赣南，东连闽西，南接潮汕揭，是连结珠三角、海西区的关

键节点，是广东省沿海城市沟通内陆腹地的重要门户。梅州被誉为世界客都。这里历史悠久，有

千年客家的深厚人文积淀，是全球最有代表性的客家人聚居地，既是客家人南迁的最后落脚点，

也是明、清以来客家人衍播四海的主要出发地，是客家人的精神家园。这里崇文重教，素有“文

化之乡、华侨之乡、足球之乡”的美誉，造就了叶剑英、宋湘、丁日昌、丘逢甲、黄遵宪、张弼

士、曾宪梓、田家炳、李惠堂等一大批光耀中华的名人贤士，是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梅州美景(图片由网友 @王渐渐 提供)

梅州是享受慢生活的好地方。勤劳智慧的客家人，亲切悦耳的客家话，优美动听的客家山歌，绿

色健康的客家美食，包容开放的客家围龙屋，令人流连忘返。这里有远近闻名的国家5A级旅游景

区雁南飞，4A级雁鸣湖、灵光寺、客家博物馆、客天下等旅游景区，以及热矿泥山庄等众多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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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地，青山环抱、绿水绕城、环境优美。

最佳旅游时间：

梅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的内陆地区，由于受亚热带季风影响，这里冬暖夏热、雨量充沛，降水多

集中在4-9月份，年平均气温为21℃左右。来梅州旅游因该注意避开雨季，台风等热带风暴容易引

起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出行前应该关注天气变化，多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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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梅州必玩景点

雁南飞茶田景区：

粤东首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坐落于叶剑英元帅的故乡梅县雁洋镇。置身雁南飞，你能深深感受

到源远流长的客家文化、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和生态优美的旅游文化。在这里有荣获中国建筑工程

最高奖项——鲁班奖的围龙大酒店、围龙食府，在这里可欣赏原生态的客家歌舞表演，品尝可口

的客家美食，领略多情的客家山水。

叶剑英纪念园：

叶剑英纪念园位于梅县雁洋镇虎形村，园内分人文秀区、纪念景区、生态林区、旅游休闲服务区

，融客家民居、现代建设于一体，再现了叶剑英元帅伟大光辉和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叶剑英曾

三次在历史转折关头“四两拨千斤”，扭转乾坤。毛泽东评价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

湖涂”；周恩来赞誉他“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中国客家博物馆：

“一日读懂客家千年”，博物馆位于梅州城区，是国内唯一收藏、研究、展示、传承客家文化的

国家级专题馆，是集客家建筑、客家艺术、客家风俗、客家风情于一处的“客家大观园”。

灵光寺：

国家4A级景区，位于雁洋镇境内的阴那山麓，离梅州城46公里。是广东省四大名寺之一。灵光寺

依山建筑，自古远近闻名，因为灵光寺有"三绝"，第一绝是寺前草坪有两棵柏树一生一死。生者

枝繁叶茂，傲然挺立；死者干大枝壮，枯死而不腐不朽；第二绝是寺里最壮观的主殿大雄宝殿，

经常香烟鼎盛，但不管任何情况下都没有香烟薰人；第三绝是大雄宝殿后面山上绿树繁荫，但大

殿屋顶上却没有一片树叶。有心登上五指峰观看日出美景和山顶风光者，可以头一天到达灵光寺

，第二天一早登上五指峰顶等待日出，幸运者还可能看到“灵光”的出现。

雁鸣湖旅游度假村：

座落在伟人叶剑英元帅的故乡雁洋镇南福村，是梅州山区一颗璀璨的旅游明珠。度假村以“观光

休闲度假、养生健身娱乐、生态环境保护”为主题，建有春晖园、夏晓园、秋实园三大景区。度

假村内酒店、山庄别墅、茶艺馆、滑草场、旅游池、童趣园、娱乐城、绿岛广场、紫烟瀑布、梅

池、银湖庵、网球、羽毛球场、台球馆、玫瑰园、马车驿站、几十处亭台榭阁景点和配套服务设

施一应俱全，是梅州人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客天下景区：

客天下景区位于城区，是广东首家集旅游地产、文化农业等为一体的旅游产业园区，园内百米大

型客家迁徙图石雕、千米客家记忆浮雕、巨型客家墟日图铜雕、亚洲最大千亩杜鹃园、古朴的客

家小镇⋯⋯形同一座客家文化城。

长潭旅游区：

景区号称中国岭南日月潭，位于蕉岭长潭镇，一川绿水，三省名扬，山如巫峡，水似潇湘，景似

漓江，移步换景，别饶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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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石风景名胜区：

五指石景区具雄、险、奇、秀、幽、古之特色，有着“五指美景、人间仙境”的美誉。方圆16.8

平方公里的景区内，有36座形态各异、惟妙惟肖的石山，呈现独特的“奇峰林立，沟壑纵横，赤

壁悬崖”的丹霞地貌特色景观，具有景点众多、山势雄浑，夹缝奇多幽远、岩深洞幽，景致朦胧

变幻、富立体感，自然风光秀丽、景观层次丰富的特色。这些经大自然鬼斧神工雕化而成的神奇

景观，极具游趣，是五指石风景区最为突出的旅游资源特色。

汤湖热矿泥山庄：

中国第一神泥。景区位于五华县转水镇，温泉水温高达83度，温泉浸泡千年的矿泥含有人体所需

的60余种微量元素，是养生保健的胜地。

神光山国家森林公园：

神光普照，鸡鸣报晓。景区位于兴宁市福兴，古木参天，半山有一神光寺，历来香火鼎盛，四季

宜游。

龙鲸河漂流景区：

龙鲸河漂流，位于丰顺县西北部，漂程9.8公里，落差40米。漂流采用无动力充气橡皮艇顺流而下

，在惊涛骇浪中感受"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刺激，激发拼搏进取的豪情，在有惊无险中体验勇

者的乐趣，尽享潇洒。龙鲸河漂流景区分布有国内规模最大、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类型齐全

的冰臼群，是三百多万年前古冰川遗迹。

坪山梯田：

坪山梯田风景区距大埔县城40公里，始建于明中期，完工于清初，距今有400多年的历史，共有12

00多亩，其中主体梯田680多亩，坡度多为25°-65°，沿一座座山坡层层叠叠，蔚为壮观，从山

脚连到山顶，从此山连到彼山，延绵不断，少的数十级，多的有千多级。坪山梯田一年四季景观

各异，每年2月份，金灿灿的油菜花盛开；3、4月份和7、8月份水满田畴 ，如珠链披挂；4、5月份

和8、9月份，禾苗翠绿，如绿锦层叠；6月份和10月份，稻穗成熟，金黄无边。

南口侨乡村：

客家世界第一古村落。侨乡村位于梅县南口镇，有500多年的建村史，村内保存着大量完好的围龙

屋，体现了浓郁客家风情。

三河坝旅游区：

梅江、汀江、梅潭河在此汇成韩江，四江八岸山峰耸翠，如诗如画。韩江东岸，全国重点烈士纪

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纪念园雄踞笔枝山头；西岸，有全国最早的中山纪

念堂、中山公园、“韩江源”石雕、明代古城、明代兵部尚书翁万达墓等景点。此外，景区内还

有明代古城、明代兵部尚书翁万达墓等众多人文景点。

高山围龙：

粤东第一峰铜鼓峰。景区位于丰顺县，海拨1560米，在高山处有一座完整的客家围龙屋，被称为

中国海拨最高的围龙屋。

客家土围楼花萼楼：

花萼楼建于明万历36年，距今有近400年的历史，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整个土楼布局合理、通风

采光、冬暖夏凉，现楼内还住着十多户林姓人家。花萼楼设计精巧、结构独特，显示了客家人圆

满、团结、平均、平等的生活理念，是目前广东土围楼中规模最大、设计最精美、保存最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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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古建筑，是世界民居建筑的一大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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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梅州行程推荐

梅县精品一日游：

叶剑英纪念园→雁南飞茶田景区→桥溪古韵→灵光寺旅游区→雁鸣湖旅游度假村

梅州二日游：

D1：中国客家博物馆→黄遵宪故居→东山书院→亲水公园→客家围龙屋

D2：叶剑英纪念园→雁南飞茶田景区→雁鸣湖旅游度假村→灵光寺

客家探秘线：

D1：汤湖热矿泥山庄→亚洲球王李惠堂故居→黄遵宪故居→中国客家博物馆→一江两岸夜景，观

看《客家意象》

D2：叶剑英故园→雁南飞茶田景区→灵光寺→客家民居围龙屋→温公祠

大埔名人名居游：

高陂李光耀祖居、田家炳祖居→泰安楼→西河张弼士故居→百侯肇庆堂、通议大夫第→花萼楼

生态养生游：

万福寺→西湖公园、梅河公园→西岩茶乡度假村→坪山千亩梯田→丰溪森林旅游度假区（森林浴

）

蕉岭长寿养生之旅：

蕉城镇→长潭旅游区→十里画廊→石窟河

“一河两岸”→镇山国家森林公园→逢甲村客家村落→龙潭村→石寨古村→蕉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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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梅州娱乐

梅州市内迪吧、KTV、健身房等娱乐场所众多，分布在市区内各地，是人们放松娱乐的好去处，

而在梅江两岸的文化长廊、罗马式长廊、文化广场、滨江公园、酒吧一条街风格各异，适合不同

人们的休闲需要。

KTV

家乐迪KTV

地址：梅州市梅江区梅江二路83号(市农行总行隔壁)

电话：0753-8667888

麦堂

地址：梅江区月梅太兴数码广场3楼

电话：0753-2367899

哆唻咪KTV

地址：梅江区金利来大街南门商业广场

电话：0753-2225555

城市风尚量贩式KTV

地址：梅江区江边路望江楼

电话：0753-2237777

角点城KTV

地址：梅江区江边路

电话：13924474539

嘉乐迪

地址：华侨城广场

电话：0753-8670888

古典KTV

地址：梅县沿江海岸大道沿江半岛B栋3座

电话：0753-2118318

乐富豪KTV

地址：梅江区火车站批发市场侧

电话：0753-2929338

咖啡厅：

私享独立咖啡馆

地址：梅江区梅江一路顺梅步行街2楼B201

电话：0753-227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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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咖啡

地址：梅江区梅水路水榭云台18号店铺

电话：0753-2282215

上岛咖啡

地址：梅江区梅江四路柏丽商业广场C栋北起1-8号

电话：0753-2285568

90度炭烧咖啡小站

地址：梅江区华侨城宪梓北路27-8号

电话：0753-2681820

翼栈咖啡

地址：梅江区鸿都花园美食街

电话：0753-2262215

爱琴海咖啡

地址：梅江区江南丽都中路丽映尚城1楼

电话：0753-2333337

欧典咖啡

地址：梅江区彬芳大道中29号

电话：0753-2393866

酒吧：

铁巢音乐会所

地址：梅江区江南顺梅步行街2楼C239商铺

电话：18933613898

半岛名殿吧

地址：梅江区沿江海岸大道沿江半岛104-106室

电话：13823859110

磨时光地中海主题休闲屋

地址：梅江区梅松路115-2号

电话：0753-236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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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食在梅州

来到客家人最多的聚居地——梅州，你一定会被风味万千的客家菜所深深吸引。不少阔别家乡多

年的海外游子，一回到故土就醉心于品尝留在童年记忆里的客家美食。在客都梅州，常见的客家

美食可分为客家菜肴和客家小吃两大类，客家菜与潮菜、广州菜并称广东三大菜系。客家菜肴风

味的形成跟客家民系的形成是分不开的，就像客家话保留着中州古韵一样，梅州客家菜也同样保

留着中州传统的生活习俗特色。

在梅州，可以吃到有很多客家美食，如：客家酿豆腐、梅菜扣肉、客家红焖肉、客家烧鲤、客家

娘酒鸡、客家娘酒、梅州腌面、梅州盐焗鸡爪、客家盐锔鸡、客家猪肚包鸡、客家鱼丸、客家牛

肉丸、五华长乐烧酒、梅县麦芽糖、平远慈橙、青榄、梅干菜、米粄、黄粄、鸡颈板、珍珠红酒

、菊花糕、三及第汤、客家盐卤鸭掌、大田果合柿饼、棉洋桃驳李、大埔豆腐干、百侯芒果、大

田果合柿饼等等。

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有：盐焗鸡、酿豆腐和梅菜扣肉，被称为传统的客家三大菜肴。

客家酿豆腐

火柴盒大小的水豆腐炸成金黄色，把猪肉鱼肉做成的馅“酿”入其中，放进葱花，香油，盛在鸡

汤瓦煲内焖着，直到香气四溢。据说客家酿豆腐，是由五华长乐镇（现华城镇）的一对兄妹首创

，故客家酿豆腐原名也叫做“长乐酿豆腐”。

盐焗鸡

用嫩鸡作原料，将鸡宰杀，除去内脏，洗净、晾干、不切碎。然后把整只鸡用竹制草纸包好，放

在炒过的热盐中用炆火焖熟。盐焗鸡的特点是肉嫩、味香、清润滋补。

梅菜扣肉

梅菜扣肉采用肥瘦平均的五花腩与农家制作菜干的梅菜拌上适量的蒜仁、姜丝、酱油、味精、盐

用文火蒸制而成。特色是甜咸适中，香而不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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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梅州购物

梅州山珍野味独特、传统手工艺发达，以金柚为代表的土特产早已名扬四海。梅州的客家娘酒、

白渡牛肉干、大埔苦丁茶、平远梅菜干都具有独有的美味。

梅州的购物中心集中在梅江区的嘉应路和梅江路，那里汇集了梅州的各大商场、超市，可以买到

客家特产。云凤客家土特产总汇、客缘土特产自选超市、永兴客家土特产经营部等特色商店的客

家特产更加正宗，是梅州客家旅游购物的首选之地。

客家娘酒

宁化酒酿也叫客家娘酒，是一种糯米酒。主要原料是大米或玉米，以天然微生物纯酒曲发酵而成

，不加酒精和任何添加剂，是纯天然绿色饮品，可以直接饮用，也可与鸡等一起煲。

白渡牛肉干

白渡牛肉干是驰誉中外的富有客家风味传统名牌食品，清末由白渡堡乡民开始制作，至今已有一

百多年的历史。选用壮健的黄牛肉，用手工切成薄片，加上胡椒粉、香料调味，晒制，炕熟而成

，具有清脆、鲜甜，微辣的独特风味。

大埔苦丁茶

“苦丁”似茶却非茶，而是我国民间对类似代茶产品的一个统称，初饮者多觉其苦，回味乃甘。

苦丁茶味甘、苦、性大寒，能够茶药两用。苦丁茶可以单独冲泡，又可与其他茶叶、药材混合冲

泡。

平远梅菜干

梅菜干为客家人的传统名菜，选取环境优雅的山村定点种植，采用鲜嫩大菜为主要原料，经传统

工艺精制而成。可作梅菜扣肉、梅菜蒸排骨、梅菜煲例汤及其他肉类佐料之用。平远梅菜干久负

盛名产品畅销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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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梅州住宿

梅州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市内酒店、宾馆林立，游客到此旅游可以很便捷地找到许多价格公道

、环境不错的宾馆。

五星级酒店：客天下深航国际酒店、金沙湾圣延苑酒店、金叶国际大酒店

四星级酒店：金雁富源大酒店、华美达酒店、大埔瑞锦酒店、千江温泉酒店

三星级酒店：

友谊宾馆、客都大酒店、风度大酒店、金帆大酒店、田园大酒店、长潭旅游度假村、逢源温泉酒

店、平远迎宾馆、吉祥天客舍

                                               13 / 18



�������

梅州：世界客都
  

八、梅州交通

梅州立体交通网络基本形成，区内交通四通八达。公路通车总里程和公路密度均居全省山区市前

列，融入了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快车道，由梅州至深圳只需3个多小时，至广州只需4个多小时。

   

1、飞机

梅县机场

梅县机场已经开通了每天往返广州和定期开往香港的客运航班。

地址：位于距离市中心4公里左右的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

交通：17路（梅县机场-雁南飞茶田）的终点站，也可乘坐1路或出租车前往

   

2、铁路

梅州火车站

地址：梅州市彬芳大道南段

电话：0753-6136132

交通：在火车站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6路、12路、14路到达市区各个地方

   

3、客车

梅州有两个汽车站，分别是梅州汽车站和梅州粤运江南汽车站。

梅州汽车客运站

地址：梅州市梅石路2号

电话：0753-222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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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乘坐公交车5路、6路、8路可以到达

梅州粤运江南汽车站

地址：梅州市彬芳大道

电话：0753-2269568

交通：乘坐公交车4路、6路、7路、8路、11路、14路到达江南车站下车即是

   

4、市内交通

公交

梅州城区共有15条线路，近170辆公共汽车，全部启用IC卡智能收费系统，同时保留原有无人售票

方式。票价从0.5元到2元不等。

出租车

起步价为5元/2公里，2.2元/公里，不过高峰时段要求打表的人通常打不到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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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客家文化

作为汉族支系的客家人，保持了中原汉族传统的民俗习惯，秧歌、赛龙舟、踩船灯、舞龙、舞狮

等活动都是常见的客家传统娱乐节目。而客家人在当地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采茶舞、山

歌、小曲等民间曲艺舞姿优美、曲调悠扬，拥有浓郁的地方气息，体现了客家人热爱自然、奋发

向上的精神。

世界客都

梅州是客家人最主要的集散中心，这里曾经举办过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和世界客家联谊会，被称为

世界“客都”，具有浓郁的客家风情。

古汉语活化石

客家方言是以梅县话为中心的一支方言，西晋末年客家人由中原南迁，在移居过程中，曾在湖南

湖北停留了近四百年时间，至唐、宋时期入粤，因此客家方言较接近两湖方言。在广东的几种方

言中，客家话与普通话的差异最小。

客家方言之所以被称为“古汉语活化石”是因为客家话中保留了古汉语中的很多音韵，在今天的

汉语普通话中已经消失的“入”声在客家方言中仍有大量遗存。

客家围屋

客家人的“围屋”为中国民间五大传统住宅建筑形式之一，是由一座弧形或方形的辅助建筑将主

体房屋包围在当中的住宅形式。整个围屋靠山坡而建，前低后高，呈现阶梯形，外层的围墙筑得

很高，窗子开得很小，这样有利于抵御外来的袭击。围屋的筑墙由三合土夯成，抗压强度很高。

每座房子的檐梁雕塑和内外装饰以及绘画，均有很高的艺术性。

烧火龙

丰顺县的埔寨火龙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娱活动，始于清乾隆年间，一直延续至今天。在每年

的元宵节夜晚，当地民众一般都会举行舞火龙亦称“烧火龙”表演。用稻草、竹篾扎成金龙形状

，长达30多米分成13节，装上烟花炮竹燃烧，由40多位壮汉赤膊高举上阵，摇头摆尾，绕场漫游

向观众致意。金龙口中不时吐出五颜六色的明珠，龙的金身迸发出五彩缤纷的火花，火龙变成白

金龙、黄金龙，在火海中不断欢腾飞舞，构成一幅绚丽多彩的“金龙闹海图”，以示金龙降临，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太平盛世，百姓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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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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