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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浮：六祖故里 云石之都

云浮，又被称为广东大西关，是连接广东珠三角和大西南的枢纽，系著名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名

城，也是全国有名的“石材王国”，素有“硫都”和“石都”之称，此外还兼有“沙糖桔之乡”

的称誉，更是我国佛教最著名的高僧六祖惠能的故里。云浮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优美的自然景观

与丰富的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游览佳境不胜枚举。蟠龙洞、西江金鱼沙、国恩寺、龙山温泉等是

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由蟠龙洞省级风景名胜区、新兴龙山温泉省级旅游度假区，以及龙山、国

恩寺和罗定聚龙洞、龙龛岩等景点构成了云浮“龙之旅”旅游热线。“城中有山，山中有水，绿

树花香，山水相映”正是云浮的特色。 

云浮美景(图片由网友 @福娃 提供)

云浮的特定地理条件也孕育了石文化旅游业。云浮的蟠龙洞、罗定的聚龙洞、云安的凌宵岩等洞

穴里的石柱、石笋、石钟乳千姿百态、无奇不有。特别是位于蟠龙洞晶莹洁白、玲珑剔透的“宝

石花”更是全国罕见，世界稀有。除了无数的石洞外，云城的九星岩、狮子山群山风景区、云安

的杜鹃山群山风景区、罗定的苹塘群山风景区等石山群如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更加充实和丰富

                                                 3 / 14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179&do=album&picid=63741


�������

云浮：云石之都
了云浮石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最佳旅游时间：

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云浮可谓四季皆可游，其中10月至次年3月是最佳旅游时间，不仅可以避

开酷暑还能品尝美味的沙糖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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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浮必游景点

国恩寺

国恩寺始建于唐代高宗弘道元年[683年]。它与六祖祝发道场广州光孝寺，毕生弘法道场曲江曹溪

南华寺鼎足而立，并称六祖三大祖庭。国恩寺既是六祖肉身菩萨的故居，又是六祖弘法、示寂以

及辑录六祖"法宝坛经"的圣地而名扬海内外。

翁氏节烈坊

牌坊为四柱三间三楼砖石砌筑，楼为庑殿顶。正中灰塑金童玉女捧月，两端塑彩凤一对，垂脊翘

起，下塑两个托梁力士，上塑四个彩凤。次楼依半个明楼模样各塑三个彩凤，但形态各异。整座

牌坊上共塑12个飞凤，栩栩如生。

蔡廷锴将军故居

该大屋为"富"字形布局，砖瓦木结构，青砖包泥砖的粤西风格农家大屋，占地面积7000多平方米

。后座两角置有炮楼，屋前为池塘，屋后有菜园、果园，四周砌围墙，附屋设有猪舍、牛栏、厕

所等。通巷设水井，是粤西典型农户大屋，略带客家大屋风貌。

罗定文峰塔

塔为砖石砌筑的三层楼阁式塔，总高18.14米。该塔独具匠心地将塔分为基座和塔身两大部分。塔

座造型独特，石砌，略呈船形。塔身平面为六角形，砖砌，上层塔门有腰栏，可在塔内倚栏观景

。

罗定学宫

俗称文庙，是清代罗定直隶州的学宫，由清代康熙至光绪年间历经修缮扩建而成，占地面积8300

平方米，是目前西江流域仅存的清代学宫建筑群，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人民广场

"人民广场"吸取了这方面的教训，做到了多功能、园林式，春夏秋冬均可前往玩赏。广场的南面

以绿地为主，占地4万多平方米，有水叠台阶、有喷泉、有巨石雕成且顺水转动的地球仪。每到夜

晚，华灯初上，市民和游客便三三两两，相约而至。或散步、或谈心、或品茶、或欣赏音乐，好

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

邓发故居

邓发故居位于广东云浮市云城街道办城西榃石塘村，村东50米处公路旁，建有"邓发烈士故居"牌

坊。

龙珠岛

龙珠岛也可称为"百花岛"，一年四季鸟语花香，是一个难得的梯级形的绿化情人岛和观赏花香岛

。置身龙珠岛，如同投入天湖怀抱，坐拥天湖美丽风光。

蟠龙洞

蟠龙洞属喀斯特溶岩，经历亿万年漫长岁月逐渐形成。洞内游程528米，分三层，上层天堂通天洞

，下层龙泉地下河，中层九龙长廊，层层相连，曲折迷人。洞内钟乳千姿百态，石笋石柱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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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有景，景景皆奇。

云霁山

云霁山俗称三叉山。位于罗定市南部，属云开大山主要山峰之一。东望八排顶，西接龙须顶，背

靠信宜市，泷江的一条支流发源于此。

天池庵

天池庵位于东崖西麓，与太白书堂近邻，省级重点寺院。因院内有泉出石罅，下凿石池，名"天池

"，故以此名庵。天池呈方口形，边宽1.5米，深1.4米。久旱不涸，久雨不盈，天池水请冽，甘甜

可口，为优质矿泉水。

龙山温泉

温泉水采自地岩深处的隙缝，是一种具有特殊功效的天然地下高温泉水，郁郁葱葱的山林景色，

赏心悦目的田园风光，构成了度假区的独特风韵。被人誉为是旅游观光、朝拜圣贤、度假疗养、

商务会议的最佳场所。

罗定聚龙洞风景区

景区群山环抱，林木葱葱，奇山秀水，绿草平铺，仰视群峰峻，游观万景雄，山河面貌改，聚龙

更峥嵘。

龙龛岩摩崖石刻

龙龛岩摩崖石刻是广东现存年代早的摩崖石刻，也是岭南最早的有绝对年代的石刻。石刻的研究

价值，涉及隋唐史、宗教史、文学史以及盛唐时期罗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俗和地方

志诸多方面。

金水台温泉

度假村建有加勒比海风格别墅70多套，每套别墅更配有私家温泉池及独立车房。酒店有豪华客房4

00多间， 房内设有露天阳台，让您可以尽览温泉池区的美景。

六祖故居

广东新兴县是我国佛教最著名的高僧六祖惠能的故里，而其诞生与成长的圣地：新兴县六祖镇夏

卢村则是圣地中的圣地。

藏佛坑

位于广东新兴县集成镇寺田村东侧，距国恩寺3公里。坑内有一道瀑布从峭壁上飞泻而下，数米以

下是一个大深潭，潭边有一个岩洞，是六祖惠能圆寂之处。

罗定仙境茶园

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四面群山起伏、碧湖相映、山清水秀、空气清新。仙境茶园是国家农业部

南亚热带作物良种苗木—高香型茶叶繁育基地及省农业厅“三高”农业示范基地之一。

郁南连滩古民居

连滩的西坝、思和等村保存了有若干处古民居、祠堂等古建筑。连滩位于郁南东南部，北接南江

口，是郁南地区商贸、文化中心。保留完整的建筑有光二大屋，规模不大但具有不解之谜的天池

庵，为纪念明代万历年间广东总兵张元勋的张公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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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程推荐

云佛经典一日游

人民广场→云浮蟠龙洞→新兴国恩寺→金水台温泉

云佛新兴一日游

凉果一条街→六祖故居→金水台温泉度假区

云浮休闲二日游

A线：

D1：蟠龙洞→人民广场→石材工艺品一条街→龙山温泉

D2：龙山温泉→国恩寺→藏佛坑→六祖故居→新兴凉果一条街

B线：

D1：蟠龙洞→人民广场→石材工艺品一条街→龙龛岩→聚龙洞→文塔

D2：罗定仙境茶园→郁南连滩古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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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云浮娱乐

咖啡馆：

风雅老树

地址:新兴县广兴大道嘉润大厦2楼21号铺

电话:0766-2968338

t1t亚米拉饮品店

地址:云城区闻莺一路聚雅花园1楼1号铺

电话:0766-8606121

左岸咖啡馆

地址:新兴县新城镇翔一路东升花园南面商铺24-25铺

电话:0766-2931606

雅致咖啡馆

地址:云城区南山路103号

电话:0766-8922215

ktv

天语

地址:云城区云城区迎宾路

电话:0766-8933148

翔顺ktv

地址:翔顺花园酒店

电话:0766-2933018

豪都ktv

地址:新兴县新城镇东升路

电话:0766-2933000

电影院

大地数字影院

地址:郁南县都城镇工业大道45号阳光广场6楼

电话:0766-7383366

经典影院

地址:云城区兴云西路70号兴业广场5楼

电话:0766-882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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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云浮美食

新兴裹蒸粽—岭南一绝

新兴裹蒸粽，以软、香、滑取胜，尤其是味道，在广东裹蒸粽中无出其右者！其炮制方法灵活多

样，不拘一格，但主流是大同小异。新兴裹蒸粽用当地冬叶包裹糯米、绿豆、猪肉、腊味等配料

，精工包制后，置大锅中用猛火、高温煮8小时左右而成。

天堂狗肉

新兴人对狗 肉是情有独钟的。有谚云：“狗肉滚三滚，神仙企（站）唔（不）稳”，“夏至狗，

无处走。”这不是浪漫主义的夸大，而是说明新兴人何等的喜欢狗肉。

勒竹田螺

勒竹田螺是力竹镇“好好餐厅”的一道名茶，其选料上乘，味道鲜美，配料独特，驰名县内外。

力竹田螺的原料田螺来料来自于力竹沙涌纯粹的无污染的本地产螺类。螺体螺纹清晰，螺壳满而

透明，螺肉肉质肥美。

炒田螺

每逢夏秋季节，是新兴人炒吃田螺之时。因新兴各镇均有河流、河涌和水田，田螺既多又十分肥

嫩，在稻田里、水渠中，一个农民半天就可以获数十斤，因此，每逢夏秋季节，在新兴的每个菜

市里就有大量出售。

六祖素斋之罗汉斋

由冬茹片，冬笋片、面筋块、口蘑片、腐竹段等制成,爽滑软料，多香融合。

酿豆腐

郁南各地普通百姓人家逢年过节或贵宾来临都习惯酿豆腐，连滩的水豆腐以嫩、滑、白、可口驰

名西江及海外。

猪肚包鸡

又名凤凰投胎，汤里浓中带清，有浓郁的药材味和胡椒香气。

大湾簕鼓鸡

簕鼓鸡是郁南县大湾镇的四大美味小食之一。

罗定豆豉鸡

必须用家养的罗定三黄鸡制作，这种鸡肉嫩皮滑，味道鲜美，肥而不腻，所用的罗定豆豉，是豆

豉中的上品，松香酥化，适口开胃，营养丰富，加上充足的火候，使其香气四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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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云浮购物

云浮特产

豉油膏

驰名省港澳的云浮特产豉油膏，已有二百多年生产历史，它严格选用纯正本地黄豆、黑豆作原料

，经特殊工艺发酵取其精华，配以优质矿泉水、食盐等天然佐料精制而成。

新兴香荔

新兴香荔系岭南十大佳果之一，其历史悠久，已有千年之种植史。五十年代，新兴香荔作为中苏

友好象征，曾远销到莫斯科；七十年代展示在法国巴黎博览会上，知名更系远播海外。新兴香荔

系著名的传统特产之一。

新兴话梅

新兴境内各山区镇都植有青梅树，但以共成镇所产的梅子最佳，以其果肉丰厚，梅核小，人口爽

脆而闻名，且含有极丰富之维生素C，以其研制的话梅，粒大肉厚，其味酸中带甜，人口香郁持

久生津，盛夏时节泡以开水冲饮，更系有解暑润喉开胃之功用。新兴话梅系著名传统特产之一。

郁南宝珠庞寨荔枝

庞寨黑叶荔枝是郁南县的名特产，其历史悠久，驰名省港，具有色泽鲜艳，果肉洁白如玉，去壳

后纸包过夜不湿，结实如冻膏，人口爽脆，清甜可口，果大核细，皮薄肉厚的特点，是西江一带

久负盛名的佳果，在市场上十分畅销，其产品己形成规模。

郁南蜜枣

郁南境内多枣树，每年春节花开遍野，是年七月果实收摘。鲜枣以蔗精为主等多种配料调制，经

特殊工艺处理，炼成别具地方特色之都城密枣。

“麦记”花生

云浮“麦记”南乳花生远近闻名。是酒宴上乘小吃及送札佳品。其最大特点是粒饱美味，挑选本

地优质花生仁，用传统工艺浸泡去除涩味，再用猪骨汤，配以五香粉、八角、南乳、大蒜、葱等

香料进行泡制。

云石

云浮以盛产云石和硫铁矿而闻名天下，黛白相间及云石之特有石色也，石纹清晰可掬，纹彩如云

海、飞瀑、群峰、千姿百态、宛如一幅天然山水图画。云石可界成石片作建材之用，亦可雕刻成

云石工艺品供人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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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云浮住宿

云浮作为连接广东珠三角和大西南的枢纽和著名旅游风景名城，旅游住宿设施可以说是相当完善

，不论是星级酒店，经济连锁还是家庭旅馆均有，可满足不同需求的旅行者。而且整体价格比较

低廉，即使在旅游旺季也比其他城市便宜一些。

部分酒店推荐：

四星酒店：云浮碧桂园凤凰酒店、云浮翔顺花园酒店、云浮金鹏大酒店、云浮新兴县金水台温泉

度假村等

三星酒店：云浮金鹏大酒店、云浮恒晖皇城酒店、云浮天露山禅龙峡湖景酒店等

经济型酒店：名典商旅酒店、罗定假日宾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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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云浮交通

水运

西江黄金水道贯穿全境，云浮新港位于珠江水系“黄金水道”的西江中游南岸云安县六都镇河段

，上距广西梧州108公里，下距肇庆65公里，距广州210公里，距香港177海里。云浮新港是珠江水

系规划中的地区重要港口，是珠江水系最具发展潜力和竞争能力的口岸，同时也是地方经济发展

的龙头项目。云浮新港是广东内河第一大港。

铁路

沪南线：上海-宁波-台州-温州-福鼎-宁德-福州-莆田-泉州-厦门（同安）-漳州南-云宵-汕头-汕尾-

惠州-广州-肇庆-云浮-郁南-梧州-桂平东-贵港-南宁。全线按以上节点只设23个停车站,站点之间直

连。

三茂铁路：途经云城区腰古站，新兴车岗站，另有云硫支线。

罗阳铁路和罗岑铁路也途径云浮。

公交

云城：开通城西—夏洞，总站—茶洞，城西—都杨，城西—杨柳，总站—六都，城西—腰古，城

西—罗平，总站—石城，总站—大降平，城西—思劳，总站—高村，三水围—迳口，迳口—牧羊

公交等。

罗定：总站—金鸡、龙湾、加益、太平、罗镜、朗塘、等地

罗定龙华车站—连州镇等地（其他乡镇均有公交车到罗定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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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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