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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源：珠三角的后花园

河源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江中上游，历史悠久，风景秀美，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素有中国

绿色明珠之称。境内龙川县为广东四大古县之一，紫金县为孙中山由闽入粤始祖的开基地。河源

不仅有秀美的山岳风光，更有着浓郁的客家风情。 

河源风光(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河源秀丽的风光，让很多人为之着迷。这里有流水潺潺、百鸟齐鸣的桂山风景，岭南第一大湖万

绿湖，世界上唯一的恐龙蛋化石、恐龙骨骼化石、恐龙脚印化石“三位一体”的恐龙遗址，“粤

东丹霞”之称的龙川霍山⋯⋯而这里浓郁客家风情的苏家围、南园第一村以及“南越王”赵佗故

居、龙川学宫、孙中山第一代入粤故居等文化古迹却更是让人领略到河源深厚的文化底蕴。苍翠

的山水美景，朴素的民风民俗，让河源处处透露着别样的风姿绰绰。

最佳旅游时间：

河源属南亚热季风气候，秋季天气晴朗、气候宜人，最适合旅游。秋季的河源偶尔也会有大风暴

雨天气，出行前应该注意天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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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源必玩景点

   

1、万绿湖

新丰江水库又称万绿湖，是华南最大的生态旅游名胜，因四季皆绿，处处皆绿而得名。新丰江水

库是一个集灌溉、发电、防洪于一体的水利工程，水库总面积达370平方公里，库容量达139.8亿立

方米，是广东省最大的人工湖，里面有360多个绿岛，森林大部分都是亚热带原始次生常绿阔叶林

，动植物种类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

万绿湖与浙江千岛湖同是以浩瀚的湖水、青翠的群岛构成风景资源的主体，称得上是“姐妹湖”

，生态环境良好。她有高原湖泊的秀丽，但没有高原的交通艰难和气候寒冷，集“四美”于一湖

。

水域壮美：其最大长度占整条河流的84%，达140公里，最宽外12公里，最深外达80余米，平均深

度30米，亲临其境，犹如置身“山中海洋”。

水质纯美：湖水来自青翠的山林，清澈、纯净、无污染，达到国家一类地表水标准，可直接饮用

，水质好，用水做豆腐、酿酒、泡茶都格外清甜。

水性恬美：一年四季湖水的水温几乎都是恒定，在19到23度之间，处于人体正常体温的黄金分割

点，十分适合人们水上游玩。

水色秀美：湖水颜色碧绿，由近到远逐渐转淡：墨绿、深绿、浅绿、淡绿⋯ 远望湖心，仿佛身在

“绿色海洋”之中。更奇妙的是湖水还随着太阳照射角度、光线的不同，在一天时间里产生几种

不同颜色。

地址：河源市新港镇(港中路17号)。

门票：45元

   

2、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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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山是国家AAAA级景区，紧靠河源第一高喷泉，面对华南最大的人工湖万绿湖。风景区依山面

湖，山环水抱，自然风光得天独厚。风景区以森林生态旅游为特色，以山水闲情为主题，风光秀

丽的自然画卷赋予游客回归自然的幽逸感，是人们返朴归真、体验野趣的极乐世界。

桂山风景区树木终年常绿，四季花开果熟，素有：“植物王国、动物乐园、旅游天堂”之称。这

里有北回归线上广东最大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原始次生常绿阔叶林，各类飞禽走兽齐聚，充满野趣

。良好的绿色生态，酿造了负离子含量成倍于都市的清新空气，这里被誉为天然“大氧吧”，是

都市人休闲度假的“世外桃源”。桂山顶峰长有3000亩的野生杜鹃花，每年四、五月间花开斗开

争艳。景区内百果园，近百种佳果，一年四季，尽可尝遍酸甜苦涩。

地址：东源县新港镇港中路17号

门票：30元

   

3、霍山旅游风景区

霍山属丹霞地貌，有“丹霞山第二”之美誉，是广东七大名山之一，省级森林公园，国家AAA级

旅游区，以险峻的丹崖赤壁和奇岩秀石而早已闻名遐迩。霍山是中国南疆的翡翠，是中国大地上

的一颗灿烂的明珠。既有华山之险，又有黄山之秀。进入山中，树绿花红，泉清林翠，犹如人游

画中。

相传，远古时代，这儿没有大山，后因当年的女娲补天时，将剩下的一点沙浆，撒落人间，刚好

落到霍山，故使霍山呈现出悬崖高耸，绝壁万丈，横空屹立，怪石嶙峋、千姿百态，令人叹为观

止的奇特山峰。

地址：龙川县田心镇东江村  

门票：30元

   

4、苏家围�东江画廊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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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位于东江流域东源县境内，起点于下游的东江画廊风景区县城旅游中心区，终点在苏家围客

家乡村旅游区，全长约18公里，汇集了东江流域最经典的田园诗画、客家文化和红色文化等自然

及人文旅游资源。沿线错落分布了古云舟、红军营、绿竹长廊、大人岭、阮啸仙故居等十多个景

观节点，规模较大。

苏家围客家乡村旅游区是苏东坡后裔聚居地，以“客家文化” 、“苏氏文化” 、“乡村文化”和

“农耕文化”为旅游主题，被誉为“南中国的画里乡村”。东江画廊与苏家围一衣带水，以东江

及两岸自然优美风光、客家风情歌舞和东江客家美食为旅游主题，因景区内青山、碧水、林带宛

如一幅幅山水画而得名，被游客称为“东江上的诗篇，乡村里的画卷”。

旅游景区主题鲜明、观赏游憩价值高、历史文化价值高，具有较高的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

地址：东源县新县城旅游码头

门票：东江画廊门票 20元；苏家围 30元；游江船费 70元

   

5、镜花缘

镜花缘旅游区位于华南最大水库河源万绿湖码头处。清代李汝珍在所著《镜花缘》中讲述百花仙

子被贬凡间的故事，河源与百花仙子有不解之缘，是百花仙子降生之地，而镜花缘景区优美的自

然风光恰恰与书中描写的景致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于是景区取名“镜花缘”，融情入景，再现

“百花仙子之故乡,镜花水月之梦境”，向游人展现出一个如真似幻、美景如画的世外桃源景象。

镜花缘景区以《镜花缘》中描述的仙境美景，奇闻趣事为主线，设置了百花广场、百花路、绿香

亭、入梦岩、凝翠谷、红颜洞、泣红亭、女儿国、高空飞降等景点和项目，是一个融观光旅游、

湖滨度假、森林度假、康体旅游、会议旅游、专项特色刺激型旅游产品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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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东源县新港镇港中路17号(近万绿湖码头)

门票：30元

   

6、河源恐龙博物馆

河源恐龙博物馆位于市区滨江大道旁龟峰公园内。坐西朝东，北靠龟峰山。该馆外观设计新颖独

特，如同苏醒的种子，盘旋于龟峰山麓，与龟峰塔交映相辉，阴阳协调。

馆内分负一层及地上三层，建筑面积8300平方米。负一层为恐龙化石发掘、修复现场场景及临时

展厅。一层展览以恐龙文化为主题，分《恐龙产房》、《恐龙足迹》、《恐龙故乡》三个展厅及

多媒体3D影视厅，分别展出河源市出土的15000多枚各种恐龙蛋化石、9具黄氏河源龙正型标本及

霸王龙、巨龙类标本和在我市发现的恐龙足迹化石，大堂13具恐龙模型栩栩如生，还有长20米、

高8米的大型蜥脚类恐龙，有会活动叫声仿真的霸王龙，还有迎宾、盖章会下蛋的卡通龙。

二层展览以客家古邑文化为主题，分《东江文明之光》、《岭南文明发祥地》、《古邑历代萃珍

》、《古邑客家风华》四个展厅。

地址：源城区滨江大道龟峰塔下

门票：免费（周一闭馆）

   

7、南园古村

南园古村又名南园第一村，位于中国河源仙塘镇红光村，是中国南部现存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

的一个客家风水古村落。

南园民居古建筑共有30多座，有客家围龙屋、雕楼、书院等其中多以府第式结构为主，讲究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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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主次对称、外型堂皇美观，多采用青砖灰瓦，雕梁画栋，工艺精湛，所体现的特色是：取

材便利，楼体坚固牢靠、规模大、结构封闭一体，同时还体现了阴阳思想和儒道治家思想。具有

代表性的就有“大夫第”、“新衙门”、“老衙门”“古炮楼遗址”、“柳溪书院”等。

这里深院老宅，幽深古井，私人炮楼⋯⋯村内山环水绕，人杰地灵。自唐至清，先后走出12位七

品以上的仕官，名流富贾达百人，构成欣欣向荣，富甲一方的官宦家族完整体系，在古建筑群中

回忆客家人2200年历史画卷。

 地址：东源县仙塘镇红光村

门票：30元

   

8、龙源温泉

龙源温泉位于源城区高埔岗，距市区13公里，占地面积2000多亩。温泉水资源十分丰富，共有12

个泉眼，日流量9000立方米，平均水温68℃，勘测日流量近万吨，含有多种有益身体的微量元素

，是广东省内唯一同时富含游离二氧化碳和氡的矿疗温泉。

它以世界沐浴文化为主题，有热带风景区、中国浴区、日本浴区、别墅区等，规划中还有东南亚

浴区、欧洲浴区等，集世界沐浴文化为一体，是一处综合性的休闲度假旅游区。

地址：源城区高埔岗

   

9、野趣沟

野趣沟旅游区位于风光秀丽的万绿湖畔，距市区约6公里。旅游区依山傍水，面临万绿湖，旅游资

源得天独厚，是国内首创野趣旅游景区。以沟幽、水秀、树奇、石怪，“野而有趣”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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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在自然，“趣”在参于，“野漂”就是其野趣之一。

野漂——在峻野中奔飞，在绿树浓阴中蜿蜒，鸟语花香中穿梭，怪石奇岩中跃进、奔放。旅游区

漂流河全长约2公里，落差150米，漂流全程约60分钟，共有四段不同区域。分别为野鸭湖启航区

、激流勇士漂、林阴逍遥漂、百米岩洞神秘漂。

地址：大桂山旅游大道中段，距市区约10公里。

   

10、万绿谷生态度假旅游区

万绿谷生态度假旅游区，简称万绿谷，是万绿湖环湖公路上第一个原生态自然渔村，拥有尘封了

半个世纪旷世胜景与完好的原生态社会风貌。万绿谷生态度假旅游区分为湖边渔家度假区和原生

态体验区。湖边渔家度假区设立在万绿湖罕有的广阔湖滩平地和天然草地上，背枕大南山，面临

万绿湖；原生态体验区隐逸于茫茫天子山脉中，连绵3.5公里，集俏、隐、幽、奇、险、古、拙于

一体。游览区内奇峰怪石，美潭跌水、原始森林、古树奇花等塑造了千姿百态、异趣横生的的自

然形态，显示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地址：东源东星村万绿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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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程推荐

逛野趣、泡温泉慢享假期一日游

线路设计：

野趣沟——龙源温泉

线路特色：欣赏野在自然，趣在参于充满野趣风情的野趣沟。在天下闻名的河源龙源温泉中，滋

养身心，放松心神，感受自然。

行程安排：早上9点到达有“广东九寨沟”之称的野趣沟风景区

，在鸟语花香、处处皆野、步步皆景的野趣沟尽享欢乐。在野趣无穷的狐狸坳木径野嬉步、看千

年不解之迷的“天书石”、参与惊险刺激的野外漂流、呼吸充满负离子的新鲜空气，放松心神。

用完午餐之后前往以“世界浴文化”为主题的龙源温泉

，在设计新颖独特，布局造型精巧的温泉池中，感受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结合。

游河源美景、享客家风情经典两日游

线路设计：

D1：万绿湖风景区——亚洲第一高喷泉

D2：苏家围——东江画廊

行程特色：在华南第一大大生态旅游名胜中观赏秀美的湖光山色，在充满浓郁客家风情的苏家围

、东江画廊感受最经典的田园诗画与客家文化。

行程安排：

D1：早上8:00从河源市乘坐汽车前往碧波浩瀚的万绿湖风景区

，大约11点半左右到达景区，可在景区附近找一家渔庄，品尝下万绿湖有名的河鲜。之后前往景

区，乘船登万绿湖吉祥之岛龙凤岭欣赏岛上优美风景，还可参与到水上高乐夫、丛林野战营、快

乐草地竹竿舞等娱乐活动之中。后抵镜花岭，可漫步松林、曲径探幽，接连的美景一定会让你大

饱眼福。最后可以去水月湾，在万绿湖水上娱乐中心中畅游青山碧水，泛舟湖上，静心垂钩，看

刺激的水上杂技表演，每一项活动都会让你无比振奋。大约下午5点半结束一天的游玩，可选择在

万绿湖或回市区就餐，晚上还可以去集声、光、水、色于一体的亚洲第一高喷泉

看蔚然壮观的喷泉表演。

D2：早上从河源市出发至苏东坡后裔的聚居地苏家围

客家乡村，看溪水、民居、翠竹、古榕构成的南国画里乡村。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苏氏宗族800年的

辉煌与中国农村50年的沧桑，这里独特的客家文化展出更是将俏皮可爱的客家文化表达的淋漓尽

致。午餐后可前往河源山水风光画卷东江画廊欣赏多情东江两岸秀美景色及沿途乡村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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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河源交通

河源市是广东省的东北门户，交通便利，通讯设施完善。贯通我国南北的第二条交通大动脉京九

铁路和斜穿广东的广梅汕铁路，均在河源市境内通过并接轨；205国道、105国道贯通河源市，并

且现已开通惠河高速、粤赣高速等多条高速公路；东江水运上至龙川，下通惠州、东莞、广州。

   

1、铁路

河源火车站

河源火车站位于市区西北部，这里有通往北京、郑州、合肥、武昌、广州、九江、衡阳、岳阳等

地的旅客列车，乘坐安全便捷。

问询电话：0762-3360540

   

2、公路

河源的公路交通十分便利，四通八达的快速公路交通网络，极大的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汽车大巴

河源汽车总站

河源汽车总站位于河源市源城大桥路，有开往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省内各地的豪华客车。

问询电话：0762-3332106

河源公用汽车站

河源市公用汽车站位于河源大道北，除了开往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省内各地的客车外，还

有开往苏家围、桂山、万绿湖等景点的旅游专线车。

问询电话：0762-3366751

自驾

广州—河源

广惠高速——惠河高速（小金口转）—埔前出口/城南出口/市区出口/东源出口/灯塔出口，全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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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河源

惠盐高速——惠河高速（小金口转）—埔前出口/城南出口/市区出口/东源出口/灯塔出口，全程约

176.1公里。

市内交通

公交车

河源市市区内有8条公交线路，运行时间都是早6点到晚10点，公交站点遍布市内各地和附近旅游

景点，乘坐十分方便。

其它交通

河源市内除乘坐公交外，可搭乘出租车、营运摩托，起步价分别为5元和2元。在乘坐之前，可先

于司机商量好价钱再出发，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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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在河源

河源和其它旅游城市一样，从经济旅店到星级宾馆都很齐备，基本满足游客需求。源城区是酒店

集中的地方，四星、五星的酒店较多，设施完善，环境不错，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相应价格的酒

店。

推荐酒店：

紫霞山庄

山庄内的特色乡村度假屋临水而建，房内装饰风格淳朴自然，简单雅致。每间客房都可以观赏到

越王山独特的丹霞地貌美景，舒适惬意。此外，在越王湖上的中餐厅还能吃到各种当地特色美食

。

地址：紫金县古竹镇越王山旅游风景区内。

河源迈豪国际酒店（原河源万豪国际酒店）

它是河源市首家五星级标准商务旅游酒店，集住宿、饮食、休闲娱乐、商务会议于一体，位于商

业及文化中心区，邻近两江交汇的文化广场，体育馆及亚洲第一高音乐喷泉。火车站及汽车站近

在咫尺，交通便利。到万绿湖、苏家围，桂山等风景区，也很方便。布置高雅亮丽，气派非凡，

适合商旅人士。

地址：源城区沿江东路8号(近文化广场)

如家快捷酒店（河源火车站店）

2012年6月新开业的快捷酒店，地处河源火车站商业区，位置优越，闹中取静，可步行至火车站，

旅游交通十分便利。简约时尚，舒适温馨的酒店装修，可以满足不同客人的需求，适合商务旅行

、家庭度假的经济人群。

地址：源城区河源大道北201号（河源大道北与建设大道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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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河源购物

河源环境优美，物产也很丰富。河源能买到的特产有很多，可选择余地大且大多都是成品，携带

便利。由于没有重工业，所以这里的特产以天然绿色产品为代表。绿湖春绿茶、龙川天然矿泉水

很是有名，全国畅销。久煮不烂的“霸王花”米排粉，又脆又爽的酸萝卜干，已有三百余年历史

的老隆牛筋糕，每一样都会让你味蕾大动。此外，河源的五指毛桃、鸡骨草、茶仙菇、灵芝、万

绿宝、火蒜、东江干鱼、春甜桔、板栗、三黄鸡、万绿湖河鲜等也十分有名，颇受赞誉。

河源市区的购物场所众多，店铺林立。河源市百货公司、东江商场、东方购物中心都是大型综合

性的购物场所，货品比较齐全，购物便利；买土特产的话，可以去河源大道上的松山特产店，它

是河源市规模最大的土特产专营店，品种全、品质也不错。

特产推荐：

绿湖春绿茶

绿湖春绿茶选用绿色无污染的优质嫩叶加工而成，加工时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融入传统工艺中，

既保留了茶叶原有的丰富微量元素，又使得味道更加醇香。

五指毛桃

五指毛桃因叶子形似五指、成熟后的果实像毛桃而得名，它香味浓郁，是煲汤、炖肉的上好调料

。

河源火蒜

“河源火蒜”瓣多而饱满、色泽金黄、味道辛辣清香，为烹调上乘佐料，在港、澳、东南亚一带

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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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河源美食

河源是一个不缺美食的地方，在这里除了能吃到风味独特的客家菜之外，还能吃到川、湘、鲁、

粤等各个菜系的美食以及口味纯正的西餐。

做为客家人聚居之地的河源，客家菜在这里是最正宗的，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盐焗鸡、梅菜扣

肉等客家名菜名扬天下，是客家美食的代表。颇具地域特色的水蒸鸡、五指毛桃汤等光是听名字

就让人无限垂涎；万绿湖风景区内的野生鱼类肉质鲜美、蒸煮皆宜，在万绿湖码头新港镇的各家

饭店均可尝到湖鲜。景区景点附近及旅游大道两边,有很多茶楼饭庄都可以品尝到这样的菜品，方

便游人。

河源美食集中地在大同路美食街上，当地美食、小吃多集中于此，这里不仅有客家风味餐馆、湘

菜馆、川菜馆等，还有穆斯林餐馆，一定可以满足你的味蕾。

菜品推荐：

五指毛桃汤

五指毛桃汤是客家传统靓汤中最常见，以东江流域山中野生特产五指毛桃为原料，取猪排骨或鸡

块与五指毛桃根一起熬制而成，有平肝明目、滋阴降火之功效。

东江酿豆腐

客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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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出了酿豆腐的吃法。

上汤桂花鱼

选用万绿湖特产桂花鱼精心制作，刀工精细，鱼色乳白，口感鲜美，清甜嫩滑。

清煲草鱼

选用本地优质水源饲养的草鱼，配以多种佐料烹煲，肉质滑嫩，鱼味鲜美。

咸香鸭

选用本地特产土鸭精心制作，色泽金黄，香味浓郁，是一味独特的下酒好菜。

推荐餐厅：

年辉渔村

年辉渔村是万绿年辉水产直销点，以经营客家特色菜、无污染农家菜为特色。在这儿不仅可以吃

到以国家一级水质的万绿湖湖鲜为主的特色菜，还能吃到东江酿豆腐、五指毛桃汤等客家名菜。

龙津海鲜舫

临江而建的岸边大画舫美食餐厅，主营客家菜和江鲜河鲜，味道不错。最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位

置一级棒，就在江边，走几步便能看到亚洲第一高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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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河源娱乐

河源和多数城市相同，各种娱乐服务设施齐备，且多集中于市区。消闲活动较集中的地区是河源

大道、兴源路附近，这里有很多休闲中心、歌舞厅、酒吧等消闲设施，是人们紧张忙碌了一天之

后休闲放松的好去处；东江、新丰江绕城而过，迷人的江岸夜色与亚洲第一喷泉交相辉映，装点

出河源最美的夜晚；河源各地的民间活动异彩纷呈，和平龙舟赛、龙川杂技、客家山歌等各具特

色，每一项活动都充满浓郁的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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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特色节庆

忠信花灯节

"忠信花灯”始于明末清初。忠信花灯造型美观、制作精致，是民间绘画、剪纸、书法、对联等方

面的综合。“忠信花灯节”以“文化搭桥、经贸唱戏”的形式，展示客家传统民间工艺美术和客

家民俗风情。每年正月，粤北九连山重镇连平县忠信镇人潮如海，彩灯争艳，蔚为壮观。

活动地点：河源市忠信县

活动时间：正月初九

客家文化旅游节

以客家文化为主线，形成高埔岗世界浴文化温泉度假村试业、国际恐龙学术研讨会、东江区域旅

游与交流合作研讨会、“欢乐中国行。河源印象”大型文艺晚会四大亮点，突出河源市一流的生

态环境和悠久的恐龙历史文化资源，促进河源市大旅游的发展。

活动地点: 河源市

节庆日期: 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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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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