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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能不做的几件事

孤悬于厦门西海中的鼓浪屿，只有区区1.87平方公里，却几乎能找到你想要的一切美好事物。

宛如袅娜的大家闺秀，鼓浪屿散发着高贵典雅、优美浪漫、生动多情的迷人气质。

无论你对植物、建筑感兴趣，还是狂迷音乐、文学，甚至仅仅是爱美爱生活，来鼓浪屿呆一会儿

。

你肩膀上那个脑袋也许会划过一道念头：索性不走了吧，和鼓浪屿上所有不爱打听时间的猫猫狗

狗花花草草相伴，大方地浪费掉下半辈子吧。

那就留下来，浪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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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滇池海鸥 提供)

   

1、漫步街头听琴

鼓浪屿街头的艺人只要你漫步在鼓浪屿的洋楼古厝（cuò，福建沿海及台湾人对家或屋子的称呼

）中，就会不时听到悦耳的钢琴声，悠扬的小提琴声，轻快的吉他声，优美动人的歌声，加以涛

声的节拍。不管听琴是不是本意，到鼓浪屿，琴声必定要被你听到，不如索性虚心地接受音乐的

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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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屿：懒得艳遇
小小的鼓浪屿是大大的“钢琴之岛”、“音乐家摇篮”，岛上就有钢琴600多台，有自己的音乐学

校、音乐厅、交响乐团、钢琴博物馆及风琴博物馆。其中的音乐厅掩映在高大的百年老榕树、老

樟树中，满园红花绿叶相拥，环境和氛围一流，是鼓浪屿的高雅音乐艺术殿堂。

对鼓浪屿的音乐氛围追根溯源，我们就会发现，它的音乐传统犹如欧洲中世纪音乐来源于宗教音

乐的创作一样，也多源于教会的赞美诗。从19世纪中叶起，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西方音乐开始

涌进鼓浪屿，与鼓浪屿优雅的人居环境相融合，造就了鼓浪屿今日的音乐传统，培养出一大批杰

出的音乐家。蜚声乐坛的钢琴家殷承宗、许斐星、许斐平、许兴艾就是这里的土产。中国第一位

女声乐家、指挥家周淑安，声乐家、歌唱家林俊卿，男低音歌唱家吴天球，著名指挥陈佐湟，还

有李嘉禄、卓一龙等，璀璨的群星从这里升起。

每逢节假日，鼓浪屿上还常有家庭音乐会举行，一家三代同台演出的事时常有，天籁之声四处飘

扬，将鼓浪屿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通幽曲径及小巷人家，都缀满跳动的音符与节奏。

钢琴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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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屿：懒得艳遇

(图片由网友 @海边的咖啡屋 提供)

钢琴博物馆就在菽庄花园的“听涛轩”，造型模拟钢琴的琴键，馆内洋溢着轻柔的钢琴曲，两层

博物馆分为一馆、二馆，分别陈列了100多架钢琴，其中有爱国华侨胡友义收藏的40多架古钢琴，

有稀世名贵的镏金钢琴，有世界最早的四角钢琴和最早最大的立式钢琴，有古老的手摇钢琴、有

产自一百年前的脚踏自动演奏钢琴和八个脚踏的古钢琴等，让你看完更能体会到鼓浪屿这个音乐

之岛的浪漫氛围。

馆内提供讲解服务，一馆讲解时间：09：00、10：00、11：00、13：30、14：30、15：30、16：30

，每场欣赏现场钢琴演奏；二馆讲解时间：09：30、10：30、11：30、14：00、15：00、16：00、

17：00，每场欣赏现场钢琴演奏。

注意：馆内不允许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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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屿：懒得艳遇
门票：不收门票，但需有菽庄花园门票才能进入。馆内讲解与表演均为免费。

开放时间：07：30-19：30

地址：菽庄花园内

鼓浪屿音乐厅 

(图片由网友 @海边的咖啡屋 提供)

从繁华的商业街龙头路直接步行即可到达鼓浪屿音乐厅。音乐厅掩映在古老的樟树及榕树下，一

年中常常不定期地举办一些室内乐、古典音乐演奏会等，常常有一些知名音乐家或者专业团体前

来献艺，也是众多音乐爱好者们交流的天地。

门票：免费

演出时间：每晚7点半

地址： 思明区鼓浪屿晃岩路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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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592-2066730

   

2、放任乱走，迷失鼓浪屿

 (图片由网友 @闲鹤之人 提供)

鼓浪屿岛很小，环岛走一周不过三四小时，小到即使迷路也不会产生恐慌，反而感到欣喜。

迷失在岛上再也不要走出去，迷失到一个没有旅游团，游客稀少的幽静巷子里或老洋房中，很可

能是众多到过鼓浪屿的人心里的小九九。

不是吗？漫步于鼓浪屿，信口闲聊，或左瞧右望，也是远离城市喧嚣的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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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恰好这天小雨飘飞，被雨水刷得透亮的小岛更加娇妖，晶晶的水滴垂在屋檐、叶尖、花瓣下

，欲滴不滴；空气中弥漫着植物的芬芳，那更能让你有幸看到鼓浪屿婉约的雨中之美。

 好喜欢的一条路，充分体现鼓浪屿道路的汹涌起伏。岛上的小路虽然错综复杂，但居民多为老

人，路标清晰，所以，如果你并不想迷路，只要嘴巴勤快点，或买张地图，就可以避免。

“我的手绘地图，从来都无法指引我正确的方向，于是，每次带着一个目的去寻找一样东西的时

候，都会因为迷路而找到另一样东西。从上岛的第一天，到今天离开鼓 浪屿，三天的时间，在岛

上迷路了一次一次又一次，于是干脆不再看地图好了。在老房子和花草中走来晃去，看到熟悉的

门牌笑笑，拐个弯，继续走。 有时候，漫无目的的行走，就可以邂逅有意思的东西。 ”——何平

《鼓浪屿乱走2 海风夜的胡语》 

   

3、看百年建筑

使鼓浪屿美丽的不仅是海岛风光，更多的是历久弥香的万国建筑。建筑展现着鼓浪屿的历史和故

事，又是构成鼓浪屿美的一部分，它们散发着神秘的味道和生活的气息，令人遥想当年。

看建筑，只要你所感兴趣的老房子的门开着，善意地和房子主人打个招呼，能经允许的都可以看

看。

 圆角矩形标注: 何平 鼓浪屿乱走2 海风夜的胡语 这样的宅子，你见它的顶，精美的雕刻，显见

当年拥有它的人的繁荣。如今也不知道住的是哪户寻常人家。只好笑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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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闲鹤之人 提供)

  英、美、德、日、西班牙、荷兰、奥地利、挪威、瑞典、菲律宾等国都曾在岛上设立领事馆，

创办教堂、学校、医院、洋行，最大量建造的还是别墅、公馆等居住建筑。留存下来的领事馆有

英、美、日、荷、西班牙等；而三一堂、安献堂、福音堂、西班牙天主堂、协和堂等教堂建筑大

部分还在使用中。

这些建筑多为低层庭院式建筑，房屋一般选用当地石材或红砖，采用圆拱回廊、清水红砖、红瓦

坡折屋面，并用柚木楼板、花砖铺地，用栏板铺以奇异别致的琉璃瓶花格。各个立面常有精雕细

刻的罗马式大圆柱和结构造型迥然不同的多坡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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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量早期出国谋生而衣锦还乡的华侨，选择上等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兴建离宫别馆。在

众多中西合壁式风格的包围之中，这些住宅也以模仿洋房为荣，平面布局则基本上是本土的，外

观常采用折衷风格。如林语堂故居、大夫第、四落大厝、金瓜楼、时钟楼、番婆楼、林文庆别墅

、亦足山庄、观彩楼、杨家园，成为鼓浪屿上有意义、有标志性的建筑。

三一堂 

(图片由网友 @滇池海鸥 提供)

1934年由中国人设计、建造的西式基督教堂。三一堂的建筑独具一格，呈十字立体式的罕见造型

，四方八面排水的黄瓦屋顶上，居中矗立着八角钟楼，顶尖的十字架高耸云天。红墙装饰着流畅

的三角形线条，四面敞开十二道大门、十六扇窗户极为宽大，具有通风、采光、疏散的实用特点

。

堂内长宽同等的十三米跨度墙体上，巧用无柱钢梁拱券的屋架，加上天花木板吊顶，显得高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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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屿：懒得艳遇
皇又带来极其科学理想的音响效果，成为三一堂建筑最具特色的一绝。

地址：安海路71号  

门票：无

注

：如果遇到星期天，三一堂里还会传出鼓浪屿最具特色的唱诗班用闽南语唱的赞美诗，信徒们朗

诵闽南语版本的《圣经》，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所没有的。

金瓜楼 

(图片由网友 @滇池海鸥 提供)

建于1922年的金瓜楼，其“金瓜”屋顶造型属拜占庭风格，是鼓浪屿建筑的特色。外部采用中国

传统装饰工艺，内部中西结合，有中国传统的厢房、中厅和西洋壁炉、宽廊等。它的建筑门楼最

为精巧独特，分为两层，运用中国歇山顶手法，重檐翘角，打扮得像城门一样，门穹蓝天高悬，

足具气派，是鼓浪屿建筑中独具风采的门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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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屿：懒得艳遇

地址：泉州路99号   

门票：无

“海风夜的胡语 黄容远堂，有许多年轻人在这里拍婚纱照。

偷拍一对正在拍婚纱照的新人，很佩服这样热的天，还能故作甜蜜。”

——何平 《鼓浪屿乱走2 》

   

4、过一个静夜凉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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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滇池海鸥 提供)

鼓浪屿最迷人的是它的夜和晨。鼓浪屿小，一般的游客都会一日或半日游完即离岛。记得去前请

教厦门朋友鼓浪屿日程安排，得到的回答是：鼓浪屿就巴掌大块地，逛两三小时足够了。但是，

鼓浪屿不是用来计算徒步时间的，而是用来感受它那迷死人的静夜凉晨的。

感谢那些一日或半日游的人们，使鼓浪屿的夜尚可以去除旅游小岛的闹躁外质，保持它的清丽和

静谧。

清晨慵懒的狗狗清晨早起，小岛上沉淀下去的一切尚未醒来，富有韵律的涛声更似无声，商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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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屿：懒得艳遇
没开门，街巷里老人们拎着菜篮子，穿着运动鞋悠闲信步，菜市场里摊主们正在铺展开待卖的新

鲜蔬果肉。这，才是真正的鼓浪屿。

   

5、看夕阳�游海泳

看夕阳的心情总是放松的、散慢的、愉悦的、可有可无的，太阳自然会消磨个把小时才慢慢掉进

海里。美华沙滩或湾仔后海滩就是这么个看夕阳的好地方，随便朝哪个方向望去，都是一幅美图

。湾仔后海滩还可以坐在小船上，随着浪花漂啊漂，坐看夕阳无限美。划船35元/人，不限时。

 (图片由网友 @滇池海鸥 提供)

当然如果你会游泳，那就更可以海阔凭你跃了，只是海里不是随时都适合游泳的，只有涨潮前2小

时，和后1小时适合游泳，因为涨潮时海水从外海流入大陆，水质最干净。而退潮时海水很脏，容

易发生人被潮水卷进海里难游回来的事故，因此游泳前一定要问清潮涨潮落情况，可看当日报纸

的潮汐预报，或拨打当地114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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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大德记海滨浴场，皓月园附近的一个幽静小湾，眼前是干净的沙滩、灰绿的海水，左边皓月

园的树林郁郁葱葱，右边的狮子山造型逼真，边上散落着一些干净的礁石。由于树多，这里过了

下午一点钟，沙滩上就有很多阴凉的地方，是夏日游泳的最佳海滨。

大德记不需门票，海边有提供冲浴的场所，价格在5－10元。注意的是今年大德记的救生员已撤掉

，游泳需更注意安全。

注意：带泳衣，防晒。

   

6、品尝南国缤纷水果

 (图片由网友 @海边的咖啡屋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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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方旅游，水果算美食的一种，并且可以当之无愧地贯之以“健康美食”称号。鼓浪屿岛上的

水果随处可见，除了长在各种树上，还出现在菜市场以及众多挑担叫卖的路边摊上。

岛上售卖的水果名目差不多可以开南方水果展览：莲雾，番石榴，番荔枝，凤梨释迦，雪莲果，

火龙果，杨桃，木瓜，金姑娘，西梅，龙眼，等等等等等等。

不同季节丰收不同的水果，在北方买这些水果是奢侈的事，在鼓浪屿买却是价廉物美的家常事。

因此，到鼓浪屿干点家常事很有必要，尤其是MM们。

路边小贩挑着担子，一筐青枣，一筐莲雾，洗得干干净净，红的绿的，滚着水珠。各买一点拎在

手里，边走边看着周围的美景，脆生生咬开一枚，清汁满口，唉，为什么是坐在电脑前说这个，

而不是在岛上吃这个。

注意

：路边摊要价不一，不懂砍价的游客买起来就得有点斗智斗勇的劲儿才行，否则还是到菜市场买

吧，秤足价也适宜。

本地莲雾提示

：出门可带把迷你军刀，表面可用于防身，实际上主要可用于削水果。坐在天风海涛的岸边吃水

果，应该会是件很爽的事吧？

价格：莲雾2-3元/串，龙眼4元/斤等。

   

7、领略植物的万种风情

鼓浪屿天生丽质，一年四季都是碧波绿树鲜花，岛上的每座山都是个植物公园。有点名气的植物

被引种园加以保护起来，几十种珍贵品种的果树包括美洲薄壳核桃、印度林那果、油梨、菠萝蜜

、文叮果、牛心果等；最令人自豪的是国内仅有的大果红心木和国内最粗的印度紫檀树。此外，

还有国内最大的面包树、西印度樱桃等稀有树木。

至于鼓浪屿家常的植物，那是根本数不过来：三角梅、樱桃、扶桑花、枙子花、黄草蒲、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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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花、茑萝等在门廊、石缝、墙根和路旁爬高跃低，古榕树、凤凰树、木棉树树影婆娑，任游

人在树下歇把脚；开花时，娇艳了半边天；龙眼、木瓜、香蕉树在秋天争相以硕果压枝。 

 (图片由网友 @仙鹤之人 提供)

岛虽小，但植物品种却超过1000种，你若像个植物专家那样一一辨识出它们，那真是个向同行朋

友炫耀的好机会。即便不识，在绿树红花中胡乱拍照，他日再忆起，是花草美了你，还是你美了

花草，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留下了关于青春和美的重要记忆。

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

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东倚日光岩，四季如春、鸟语花香，奇花异果争相斗艳，有原产于地

中海粉花红萼、翠叶金脉的仙客来，原产于非洲的紫花黄蕊、叶暗黑的紫罗兰，原产于欧洲的阔

叶披针、花形如柳的郁金香，原产于东南亚袅娜芬香的蝴蝶兰等。

在热带植物标本园里，有世界名树，桃花心木，铁力和柚木，有含油量高达20%的油梨，有贵重

的工业原料紫胶的寄生树——苏门答腊合欢等。在热带果树中，有金星果、蛋黄果、蛇皮果、文

丁果、费约果、无籽番石榴、各种番荔枝。热带药用植物有泰国大凤子、阿拉伯胶、檀香、猫须

草等。热带香料和饮料植物有香子兰、依兰、咖啡、可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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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花走在园内小路上，两旁有华盛顿棕和皇后葵列队恭迎，棕榈亭、荷花池点缀园区等，令人

感到这里不仅是科普基地，还是赏心悦目的旅游胜地。

门票：无   

营业时间：09：00—21：00

地址：鼓声路4号   

电话：0592-2063336

   

8、感受海峡两岸情

 (图片由网友 @海边的咖啡屋 提供)

台湾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来到鼓浪屿就不能不提台湾。因为它离我们实在太近了。如果

祖国是严父慈母，那台湾就像游子，两岸人民都在深切盼望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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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浪屿，你更容易感受海峡两岸骨肉情，坐在海边，遥望离我们最近的金门，听一曲《鼓浪屿

之波》：“鼓浪屿四周海茫茫，海水鼓起波浪，鼓浪屿遥对台湾岛，台湾是我家乡⋯⋯”歌里有

鼓浪屿、日光岩、郑成功，唱出了厦门的美，还有浓浓的海峡情和民族自豪感。

据说当年该歌曲创作者钟立民先生为参加“歌唱海峡两岸骨肉情怀”活动，四处采风未果。当他

来到鼓浪屿散步，听着浪涛一轮轮拍打着岩石的声音，仿佛就像一首乐曲，给他带来无尽的音乐

灵感。在鼓浪屿的10天里，钟立民先生一气呵成了包括《鼓浪屿之波》在内的六七首歌，其中四

首还获得了“首届海峡之声音乐会”演唱机会。

出发前可以往MP3里装下不同版本的《鼓浪屿之波》：李光羲，郑绪岚，张暴默，殷秀梅版等，

各有千秋，其中味道各自体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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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鼓浪屿景点

   

1、日光岩

 (图片由网友 @滇池海鸥 提供)

“不登日光岩不算到厦门”，可见日光岩的老大气派。景区葱葱郁郁，富有亚热带浪漫气息，其

顶峰有一直径40多米的巨石凌空耸立，成为厦门的象征。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曾屯兵于

此，留下许多传说。景区包括日光岩和琴园两部分，有“一片瓦”、“鹭江龙窟”、“古避暑洞

”、“龙头山寨”、“水操台”、“百米高台”等胜景，还有历代文人石刻题咏。顶峰看似高，

其实三步并两步就能到达。日光岩的美更多地在于可以站在最高处，吹着海风俯瞰整个鼓浪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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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台湾的金门。唯一的不足就是人潮总是那么汹涌不息。

琴园有旋律广场、琴思广场、怡韵楼、流音园、余悠门、听涛崖等，处处紧扣“岛之音乐”旋律

，令人有无处不乐声之感。百鸟园、影像馆、艺术画廊和英雄颂园是百鸟园的附属景点群。

百鸟园很有动物味道，里面有25分钟左右的鸟艺表演，表演时间为上午：9：30、10：30、11：30

；下午：2：00、3：00、4：00。

电影院定点放映音乐风光片《天风海涛鼓浪屿》，很有意境的片子，尤其看见电影里出现自己刚

看过的景点，那虚荣心就能立刻得到满足。每天放映时间为：9：00、10：00、11：00、12：00、1

3：00、14：00、15：30、16：50、17：40。

路线

：爬上顶峰（百米高台）-郑成功纪念馆-日光岩寺-坐缆车到对面的山头-琴园-百鸟园-电影院-英

雄石-坐缆车回来。

门票： 60元/人。07：30之前和18：00以后半价，不过半价意味着不能坐缆车，不能坐缆车意味着

到不了对面的山头。

地址：鼓浪屿中部偏南方向  

开放时间：07：00—20：30

旅人网提示：

1、日光岩适合看日出，清晨来此，空气清新，人潮尚未扑来，最关键是在制高点上，可以面朝东

边尽赏日出。

2、建议不穿花哨衣服进百鸟园，曾有朋友穿花花裙子在百鸟园被数只鹦鹉穷追200米，这种有趣

经历你想试试吗？

3、戴帽子。百鸟园中的鸟在空中拉屎是家常便，因此路经百鸟园时，建议戴顶帽子，防止五颜六

色的排泄物掉到您尊贵的头上。

   

2、菽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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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滇池海鸥 提供)

菽庄花园位于鼓浪屿东南海滨，建于1913年。原为台湾富商林尔嘉私人花园。一九五六年园主亲

人将此园献给国家。

菽庄花园背倚晃岩，面临大海，东邻观海园，西眺港仔后。全园分为藏海园、补山园两大部分，

各造五景。藏海五景为眉寿堂、壬秋阁、真率亭、四十四桥、招凉亭；补山五景为顽石山房、十

二洞天，亦爱吾庐、听潮楼、小兰亭。马未都先生私人所建的观复博物馆也在里面。

菽庄花园将海景与园林完美的融合，别有一番风味，尤其往深处去，渐渐听到由小而大的海涛拍

岸声，转过钢琴博物馆，海豁然开朗地呈现眼前，你就发现了菽庄花园最大的特点——“藏景”

，园主人的独特匠心一展眼前。

其中四十四桥大有玄机，桥下的闸门把海水引入园内，形成大海、外池、内池三处。桥上的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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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是菽庄观海赏景的最佳点。补山园中十二洞天的每个洞顶上有一个生肖石刻，迷宫般的设计

让你很难找全这十二生肖。

门票：30元/人。

开放时间：07：00—18：30，19：30后免费进去，到晚上21：30关门。

地址：港仔后路7号 

电话：0592-2063744 2063722

   

3、皓月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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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闲鹤之人 提供)

皓月园看似庭园，实际更像是郑成功纪念园。它位于鼓浪屿东部的覆鼎岩海滨，由海滨沙滩、岩

石、绿树、亭阁组成。

园内有一座郑成功及其部将巨型铜雕像，然而更突出的是威武地矗立在覆鼎岩上的郑成功巨型花

岗岩雕像，高15.7米，重1617吨，由泉州白花岗岩精雕而成，泉州盛产石料，“泉州白”就是其中

的佼佼者。

皓月园没有菽庄花园那种高雅，但却颇有一种壮丽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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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10元，18：30以后免费     开放时间：07：30-19：30

地址：鼓浪屿东部覆鼎岩海滨，轮渡码头向左走五分钟。

电话：0592-2063401，2063930

   

4、国际刻字艺术馆

 (图片由网友 @闲鹤之人 提供)

国际刻字艺术馆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家大规模、高档次的国际刻字艺术展览馆。位于菽庄花园的

正对面，面积近600平方米，共三层楼，一二楼是展馆，包括中国展馆和国际展馆，分5个展厅陈

列，珍藏有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五个国家的400余件作品，大多为2004年第五届

全国刻字艺术展和第八届国际刻字艺术展的入选作品，代表了国际国内最高的刻字艺术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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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刻字艺术也不要紧，要紧的是你是否心怀好奇，否则进去一瞥只会感到了无生趣。

门票：10元    开放时间：08：30-20：00

地址：菽庄花园大门正对面 电话：0592-2068251

   

5、海天堂构

(图片由网友 @闲鹤之人 提供)

位于福建路的仿古风格浓郁的海天堂构，建造于1920年，是鼓浪屿最大的别墅群，包含5幢中西合

璧的老别墅，迄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这在洋派风格比比皆是的鼓浪屿，是不多见的。门楼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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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国传统式样，重檐斗拱、飞檐翘角。前后两侧的楼宇，普遍采用古希腊柱式，窗饰大都为西

洋风格，但墙面与转角又是中国雕饰。中楼是一幢仿古的大屋顶宫殿式建筑，采用重檐歇山顶，

四角高高翘起。

景点内的讲解是免费的。看完建筑还可以听幽雅的闽南古乐南音，观赏木偶戏表演，每个节目20

分钟左右，表演时间安排是每半小时滚动一次，场次很充裕，全部参观完用时需两小时。尔后可

以到海天堂构的咖啡厅里放松心情。

门票：60元（有点贵）   

电话：0592-2570510

地址：福建路39号（英国领事馆后面）

   

6、毓园

毓园是为了纪念林巧稚大夫所建立的纪念馆。林巧治是我国现代妇产科医学的奠基人，一生培养

和造就了大批医学人才，亲自接生了5万多名婴儿，治疗无数妇科病人，而自己却孑然一生，为妇

女及儿童健康及为培育医学人才倾注毕生精力。

毓园的建筑布局自然，园中立着林巧稚大夫的汉白玉雕像，建有“林巧稚大夫生平事迹展览室”

，邓颖超同志亲手在园中种植的两株南洋杉，象征着林大夫秀逸高洁的品格。

门票：无

地址：复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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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边景点

   

1、笔山公园后废弃的游乐场

旅人网点评：白天，这里是个废弃的儿童游乐场；夜晚，这里还真有点阴森和灵异。

这个废弃多年的儿童游乐场，它小得是那么不起眼，冷清孤寂，被郁郁葱葱的大榕树和竹林所密

封。公园里原来鲜艳的游乐设施现在刻满斑驳的黯淡，风稍大一些，残破的玩具们就“依依呀呀

”起来，可是这以前是多少鼓浪屿小孩的乐园，藏着多少美好的回忆。

即使你是个过客，看着这些孩提时代熟悉的东东：荡起来凉嗖嗖的秋千、肚子里面还可以走人的

鱼型滑梯、长颈鹿滑梯，生着锈但座椅锃亮的熊猫跷跷板，写了小伙伴坏话的彩色石头积木⋯⋯

那褪色的童年便慢慢变得鲜活起来，记起那一年的夏天我们曾经一起疯玩。也许稍嫌偏僻，现在

的小朋友已经不怎么眷顾此地。

笔山公园的夜晚因为当地流传开来的零零落落的灵异事件而显得格外神秘，至于故事详情，还是

由公园的守望者大叔负责任地跟你绘声绘色讲述比较合适。想追求刺激的朋友可在伸手不见五爪

的月黑风高时分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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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闲鹤之人 提供)

笔山公园地址：笔山洞旁边阶梯走上去不远就到。

   

2、废弃的铁路

旅人网点评：铁路两侧花香满溢，走到铁路的尽头，可以看见海对面的鼓浪屿。无限延伸的，除

了枯草边废弃的铁轨，还有无尽的思绪。

这段铁路不在鼓浪屿，而在厦门市区，因前几年修马拉松跑道而废弃，现在部分铁轨还在，中间

断断续续地埋于新修水泥路下。

当地人走这段铁路大多只为抄近路，极少有人专程这么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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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为将军祠到环海路，以大生里到环海路段最佳。铁路两旁杂草丛生，与喧嚣的城市矛盾地和

谐着。置身于这样的光景，怀旧、拍文艺片、早恋、抢劫及被抢，都非常适宜。沿途可见老人们

摇着蒲扇，玩麻将、下棋，小孩嬉戏，一些没有历史记载的老厝和背后的现代高层建筑矛盾地和

谐着。

从大生里到环海路是风景最美的一段，白色栀子、红色三角梅和黄色不知名的花儿扑满路的两边

，清凉的微风阵阵袭来，花瓣缓缓飘下，小雨欲滴，不会造成“湿身”威胁。

不知不觉，你就走到了铁路的尽头：海，以及海不远处蓊郁的鼓浪屿。

全程线路：将军祠-烈士纪念碑-植物园-大生里-演武大桥-海。

门票：没有门，哪来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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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滇池海鸥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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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荐行程

目前鼓浪屿的门票有联票和单个景点门票之分。联票包含日光岩，菽庄花园，皓月园，风琴博物

馆（八卦楼）、国际刻字艺术馆五个景点。这五个景点基本上是鼓浪屿的龙头景点，买张联票还

是非常值得的。大部分游客特别是旅行团只玩这些地方，因此可以随时蹭听导游讲解。联票有效

期是一天。不过各景区检票员似乎看得并不太紧，如果你没来得及一天看完，可抱着侥幸的心理

次日再试试。联票票价80元。 

   

1、行程线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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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在鼓浪屿计划的时间长短，最重要的还是希望你不要像一般旅游那么赶景点赶路。因为这

里没有车，处处都美，景点也不一定非去不可。

如果只有一天的时间，买张联票玩一玩，往人少的地方四处走走，吹吹海风听听涛，闻闻花香，

看看竞放的花儿，顺路吃点街边小吃。

要更深地感受鼓浪屿，可以呆上两天一夜，一个白天用于游景点，晚上感受鼓浪屿的静谧，另一

个白天用来四处悠闲地走走，看看建筑、花草、当地居民的生活，海里游泳划船。

再慵懒一点，先预订岛上的旅馆，早起去海边散步或游泳，倦了有沙滩椅和果汁；白天随便闲逛

，到处有让人浮想联翩的古旧别墅；夕阳西下时，二三好友围坐，泡壶功夫茶，看潮进潮退；入

夜，大啖排挡海鲜⋯⋯

下为景点蹓跶线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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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门票

目前鼓浪屿的门票有联票和单个景点门票之分。联票包含日光岩，菽庄花园，皓月园，风琴博物

馆（八卦楼）、国际刻字艺术馆五个景点。这五个景点基本上是鼓浪屿的龙头景点，买张联票还

是非常值得的。大部分游客特别是旅行团只玩这些地方，因此可以随时蹭听导游讲解。联票有效

期是一天。不过各景区检票员似乎看得并不太紧，如果你没来得及一天看完，可抱着侥幸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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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再试试。联票票价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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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宿

   

1、鼓浪屿南京军区疗养院

在菽庄花园边的海滨浴场旁，是80年代的老房子，房间比较简单，但是安静，风景好，推开窗就

是海，再远处就是厦门岛了，非常舒服，价格很便宜，80元就可

以住。新楼条件很好，也是露台面海，价格二三百元。

地址：鼓浪屿港后路32号

院总机：0592-2060201，2063036

接待科：0592-2060183，206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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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家庄

李家庄为欧式风格老洋楼，环境非常优雅，也很安静。是鼓浪屿的一个知名大户人家——爱国华

侨李清泉先生买下修缮后改名“李家庄”，成为家庭旅馆。老洋房的

改造花了很大的力气，总体质量在岛上出类拔萃。

李家庄很有韵味，独立的院落，繁茂的植物，悠远的故事，对比方式的装饰——红砖楼、券拱对

应着玻璃房，使客房和咖啡馆呈现出一种对立的和谐，处处显出精

致。午后四五点开始会放淡淡的jazz或其它慢音乐，在庭院或门廊看书、消磨时光，是个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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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200-800多不等（仅供参考）

地址：漳州路38-40号（人民体育场附近）

电话：0592-2565008

   

3、画廊旅馆

一个画家开的具有艺术特色的家庭旅馆，主要特色是以艺术为主题，意在寻找失去的一种感觉，

回归大自然，每个房间都以特定的画家为主题，比如达利、塞尚、 托马斯等，走廊及过道上悬挂

着各种风格的画，营造着艺术的氛围。旅馆内常有长发的驻场歌手自弹自唱，还有小乐队。最酷

的是电视能收到世界各地的收费电视 台。

                                               41 / 64



�������

鼓浪屿：懒得艳遇
新开馆内厝沃店是田园主题的，据说还有个菜园。总之非常适合艺术爱好者入住。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鼓浪屿复兴路67号

Email/MSN：wang.degang@gmail.com  QQ：378490480(旧馆)、870442350（新馆）

预订热线：0592-2086767（旧馆）0592-2085353（新馆）

服务电话：0592-5765750；13959263657 联系人：王先生

价格：特价房167元，毕加索套房388元等。

   

4、皓月园休闲度假俱乐部

位于皓月园景区内，是临海悬崖上的别墅群，十分峻美，感觉非常好。“凭栏远眺，金门诸岛在

海天一色处；俯瞰崖下，大德记海滨浴场就在近邻，泳装少女在海中 尽情嬉戏。 入夜，无比宁静

，可枕着崖下的波涛入梦。”且里面都是独立的木房子，有单层的标房，也有双层的家庭房，一

共只有19张床位，安静是可想而知的了。 价格：

单层大床房364元，双床房406元，双层家庭房490元（仅供参考） 地址：漳州路3号

电话：0592-2069730

   

5、湾景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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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码头走路两分钟，因为是新旅馆，环境比老旅馆要干净、舒适、清爽很多，客房25间，可选性

比一般的旅馆多，旅馆里还有条可爱的拉布拉多狗狗诺诺。

清晨会听到轮渡的声音，有的房间临街，可能会有点吵。

价格：四人间40元/床，三人房150元，内景房228元，海景房460（仅供参考）

地址：福建厦门鼓浪屿龙头路17号

Tel：(0592)2060466，2060468

   

6、悠庭小筑家庭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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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不错，出门游玩不会耽误太多走路时间。小楼一共有4层，红砖楼，满庭院的花花草草，

很有南国情调。庭院以及每层楼的露台是亮点，无论是看书、上 网、聊天，还是晒太阳，喝茶品

酒，或仅是纳凉，都惬意无比，很符合店家追求的悠然自得的感觉。

价格：60元/床，单人间188元，双人房388元等

地址：鼓浪屿泉州路66号

电话：0592-2196971 2196973

   

7、娜雅自助家庭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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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小资风格的装饰，蓝色的外墙，满院的花草，还有时常出没的猫，留言本上也是不同的人与

故事。庭院里秋千架，金鱼缸，木制桌椅。可带电脑到一楼咖啡厅自

助无线上网。可以自购食材在厨房烹饪，10/人，自助洗衣，10元/次。

缺点是旅馆经营较久，环境、卫生不如新旅馆，加之名气太大，人来人往较显吵闹。

地址：鼓浪屿鹿礁路12号

电话：0592-2063588

价格：非节日单双标180元/间、个性房110元-380元不等；节假日为平时的1.7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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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美食

   

1、叶氏麻糍

据说是岛上唯一特许占道经营的小摊。 糯米先用冷水浸泡，再蒸熟晾干，倒进石臼里杵成米糍。

然后在板上反复揉成糍团，再搓成小团。另将白糖加水煮干起锅凝成软糕并研成糖沙，与熟花生

末搅拌馅料。

售卖时，摊主拉出摊车下面的抽屉，取出非常Q的糯米糍粑团，用钝刀将小糍团割一个口子，填

入花生碎、黑白芝麻碎和糖粉混合成的馅料，再滚满炒香的黑芝麻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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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一份“麻糍”就做好了。光是欣赏摊主熟练的动作经值一半的价钱了。

味道甜而不腻，糯而不粘，食用时，喝一杯福建的乌龙热茶更有滋味。麻糍适合现做现吃，不宜

久存，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在肚子里带走。要注意的吃完麻糍后，

别在你哈哈大笑时被路人看见你牙缝里满是或黑或白的芝麻。

营业时间：据说摊主多年来每天只卖1000个，卖完就收摊。

地址：龙头路新华书店附近三岔路口的一个小摊车，基本不用找，在最热闹的路口

电话：0592-2620687    价格：黑麻糍1元/个，白麻糍1.5元/个

   

2、汪记馅饼

                                               47 / 64



�������

鼓浪屿：懒得艳遇

鼓浪屿上的手工馅饼店比比皆是，如果你仅出于尊重味蕾而不是吃环境什么的，最值得一提的当

为老字号“汪记”。据当地朋友说，最早的馅饼是鼓浪屿食品厂出 产，该厂技术最强的师傅转到

汪记馅饼店，成就了“汪记”品牌，获得过“中国名点”称号。而师傅手下的学徒则开了BBC馅

饼店，包装精美但口感不如汪记。

汪记馅饼分两种：甜饼以绿豆沙为馅，加猪油、白糖烘得，咸饼以肉丁为馅，加猪油、白糖所制

。馅的迷人之处在于饼皮酥馅靓，外观小巧玲珑，色泽金黄，味香皮 酥，馅甜适口，并具有爽喉

之冰凉感。有肉馅的、绿豆馅的，外皮子酥软，馅软糯而不腻，用料很足。馅饼有散装的、盒装

的，可现吃也可作送礼佳品，美中不足的 是保质期只有7天。

地址： 龙头路168号  电话：0592-2069528

价格：2-2.5元/个，据说可以侃价的喔，看你的水平了。

   

3、龙头鱼丸&林记鱼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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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鱼丸，最早最正宗的要数龙头鱼丸店和林记鱼丸店这两个老店（现网上炒得很热的原巷口鱼

丸店为外地人抢注商标）。龙头鱼丸店是鼓浪屿开的第一家鱼丸店，

现在由原老板的儿子掌门，老板的女儿则开了林记鱼丸店。

龙头鱼丸店老板很酷，比较低调，至今沿用最地道的新鲜鲨鱼肉做馅、熬汤，论斤买价格也比较

高。这家店环境比较简朴，给人大排档感觉。

地址：龙头路183号

价格：大碗10元，小碗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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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记鱼丸店环境较好，位于老别墅的院子里，有森森的梧桐树和清凉的井水，旁边摆着桌子。林

记鲨鱼丸的馅现在有时也会用淡水鱼，且用骨头熬汤，和过去的传统

有所改变，就看你的喜好了。

地址：泉州路54号

价格：5元/碗，20元/斤

   

4、黄金香（黄胜记）肉松、肉干

“黄胜记肉松”创始于1842年，是鼓浪屿非常有名的老字号。黄金香是最早的店名，后来注册了

“黄胜记”这个品牌。现在分店众多，新华书店斜对面的那家最老。

老板和伙计相当大方，都会自信地给你大块大块地尝——因为你尝后一定会觉得味道好极了而狂

买一通。肉松、金黄色，香喷喷，条条肉丝，团团簇簇，送到嘴里， 无需多咀嚼，立马柔软散化

，满口香甜。肉脯遇水则化，因此，人们往往用它们来给幼儿下稀饭。肉丁、肉干耐咬耐嚼耐品

味，是下酒的上等酒配。

店里的价格也厚道，买多了还送旅行袋方便拎走。如此周到的小店，难怪每天人都多到爆。忙昏

头的老板有时拿着一片剪好的肉脯四周发问：“谁的肉？你的肉，还是你的肉？”引来众人大笑

着摆手否认。

地址：思明区鼓浪屿龙头路95号（叶氏麻糍对面一个很小的店面）。

电话：0592-2069217

价格：14元/包，50元4包送1个旅行袋，100元8包送2个旅行袋。

   

5、寿记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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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门面的家庭作坊，就一小桌子，有碗糕、龟糕、糯米糕等。

蒸好的碗仔糕，细腻多孔，口感清甜绵软，还带着点酒酿的滋味。碗仔糕后面是圆圆的糯米饼，

外皮很糯，花生馅很香，比伏苓糕更香、更软，一口咬下去就自然而

然地生出一种舍不得再咬一口的感觉。开店的夫妻俩每天卖完就关门休息，想吃的可得赶早咯。

地址：海坛路31号

价格：龟糕2元/2个，碗糕8元/个

   

6、北仔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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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葱油香饼和甜味两种，有点类似于北方的缸炉烧饼。

咸饼有股咖哩味道，甜饼主料是花生碎和白糖。

地址：龙头路302号（近菜市场）。

价格：1.5元/个

   

7、牛肉香餐室

老牌的卤牛肉，1980年开店至今，每天熬50斤牛肉，整锅汤的熬法二十几年都没换过，牛肉酥而

不烂，很入味。

店里的沙茶面也很不错。鸭血和豆干都是从清晨一早就开始泡在沙茶汤里熬的，沙茶味道都渗进

了内里，一口咬下，滚烫的汤汁流溢在口齿间，实在是非常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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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龙头路175号

价格

：当归牛肉面12元/碗，当归牛肉汤10元/碗，沙茶面，10元可加3样东西（如鸭血、大肠、虾仁等

）

   

8、花时间咖啡

 (图片由网友 @海边的咖啡屋 提供)

时间是用来浪费的，这是花时间咖啡扬名在外的名言，这句经典的话还记录在餐牌上，有多少人

是为了这简单的一句话，长途跋涉，千里迢迢到岛上来，寻找可以名 正言顺浪费的时间？

花时间咖啡的店址在鼓浪屿岛上的安海路36号，是一橦有年头的历史建筑，叫番婆楼，对于此橦

别墅的传说，我特意上网查了资料，尽管资料很多，但是大多都相 仿：是菲里宾晋江籍华侨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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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先生为母亲修的，当年许先生在南洋致富后，接母亲去供养贻养天年，可其母无法习惯那里的

生活。于是许先生到鼓浪屿买地建楼供 母居住。因为他妈妈天天穿着子女孝敬的金银和各种新衣

，邻居都称其母'番婆'，所以此楼叫'番婆楼'。

地址：安海路36号番婆楼2楼  0592-2064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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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通

去鼓浪屿必须先到厦门的轮渡码头，再坐船过去。从轮渡坐船到鼓浪屿免费，回来时才需买票，

船票8元/人（环鼓船15元），每年4.1-10.31晚上9-10点4元，10点后免费；11.1-3.31晚上8点-10点4元

，10点后免费，节日除外。船上2楼需多交1元，但是不会那么拥挤，也有位置坐，还可以拍到更

多好照片。

   

1、航空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就在市区边上，有多路公交1元直达市区，直航城市75个，其中国内58个，国际

及地区17个。航线遍及内地及港澳地区、东南亚、韩国、日本、美国和欧洲。厦从厦门机场到轮

渡有四种交通工具：

出租车：

目前厦门起步价是8元3公里，后每公里2元。超过8公里，每公里加收50%的空返费。8元以内加收1

元燃油费，8元以上加收2元燃油费。从机场到轮渡的出租车路线目前有2种：1、疏港路，多快好

省，15分钟，35元左右；2、金尚路-云顶隧道-环岛路，60-70元左右，远，但美。在机场坐出租车

很难，需排队轮车，车主也不太愿意接市区的客人，因为远途客人能挣更多钱。

机场大巴：

大厅门口就有机场大巴，乘坐机场大巴6元到市区终点站后，再转乘公交车或打车到达轮渡。

BRT快速公交：

出机场大门往左，坐蓝色的BRT链接线，然后再坐BRT到第一码头，可以待链接线到轮渡下（就

两站）或走路（出BRT站往左）7分钟左右。链接线5毛，BRT1块多。

   

2、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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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厦门火车站到轮渡，打车约20元左右。公交车到对面梧村汽车站乘19、532、534路等到轮渡，

票价1元，也可以出站往右手边走，到火车站小广场乘1、21路坐到厦大。

   

3、公路

厦门坊湖客运站到轮渡：118路等到轮渡，打车20元左右。

厦门集美客运站到轮渡：厦50、厦56、625、66、201、534路等，轮渡或轮渡邮局站下。

厦门湖滨长途客运站到轮渡：5，10、23、厦30、99路等，轮渡下，打车15元左右。

   

4、航运

厦门旅游客运码头就在轮渡边上，走路过去即可。

船票信息：

航线    票价（元）

厦门至鼓浪屿    8

三丘田至厦门    8

厦门至三丘田（夜航）    5

环鼓游览（时间07:40-17:30每30分钟一班）    15

注：三丘田码头距离鼓浪屿码头1000米。

环鼓过渡，开往鼓浪屿旅游区，集环鼓游览过渡于一体。沿途可饱览鹭江两岸风光，观赏海上花

园鼓浪屿的全景，遥望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令人赞叹自然美景之时，发盼祖国早日统一

情思。航程35分钟，于鼓浪屿码头上岸。登船地点：轮渡西北侧小巴码头。联系电话：0592-20234

93、2104896

厦门轮渡码头航班时刻表

厦门站    鼓浪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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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航班05：45    首航班05：30  06：00

对开航班

07：00----19：00    每十分钟一班

夜间航班

21：10  21：20   21：40

22：00   22：20   22：40

23：00   23：20   23：40

00：30    21：10   21：30    21：50

22：10   22：30    22：50

23：10   23：40    00：20

注：节假日或特殊情况不定时开航。

厦门至三丘田航班时刻表

厦门小巴码头    三丘田码头

早高峰  07：15   07：35

17：45  18：00  18：20   18：40

19：00  19：20  19：40   20：00

20：20  20：40  21：00   21：20

21：40

厦门站

22：10  22：45  23：10   23：50

01：00  02：00  03：00   04：00

05：00  05：10    早高峰    07：05    07：25

08：10    08：30    09：00    09：30

10：00    10：30    11：00    11：30

12：00

   

5、内部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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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屿是一个没有机动车的小岛，再尊贵的客人只能动用两条腿，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平等；实在

不行只能坐岛上的电瓶车环岛，20元，只在几个重要景区门口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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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旅人建议

   

1、老洋房别墅区拍婚纱

鼓浪屿的老洋房别墅别具一格，如果你拍婚纱照追求知性、高贵的感觉，在鼓浪屿别墅群拍婚纱

照是不错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自带摄影师，也可以选择专业婚纱摄影店。鼓浪屿上的福建路是婚纱摄影一条街，大

大小小的婚纱摄影店有20多家，目前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海上花” 和e世情缘婚纱摄影。

   

2、和鼓浪屿晒太阳的猫一起犯懒

你见过一个岛到处都是猫么？鼓浪屿的人说猫咪很吉祥，你不觉得么？是不是吉祥不说，但鼓浪

屿上的猫是最慵懒的。谁说慵懒不是一种高贵的生活态度。所以，在

鼓浪屿，就是要这样慵懒的。

当你在冬日暖暖下游走在鼓浪屿之上时，你总会在古老的巷中不期遇见和你一样游走的猫。它们

的脚步，不见得会比你这个游客快，甚至你走过它身边的时候，它也 不曾惊恐。

岛上最有名的猫当属张三疯了吧。摘录NAYA上对张三疯的介绍：张三疯，生于2005年底，出生

后即因故遭遗弃，于厦门前浦某小区垃圾桶险些提前圆寂，被 爱猫人士嫣萍小姐发现并救助，并

生活在厦门中信大厦外企写字楼一段时间，和写字楼里的另数只洋猫生活学习（其中有芬达的老

爸——伊朗虎头波斯 猫），2006年3-7月和芬达一同生活在禾祥西路经典大第高层，同时学会在十

几层高楼外墙飞檐走壁，2006年7月来到鼓浪屿娜雅旅馆，并学习针对付啮 齿动物的反恐战争，不

料从此没有学猫叫过，平均每周都爬上娜雅门前十多米高大树捉麻雀下来娱乐，经数次体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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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娜雅院子里金鱼缸为乐至今。

   

3、注意防蚊

穿长衣长裤出游，此忠告可算是爱拍臭美纪念照者的噩耗，所幸只受用于善招蚊惹虫者。

鼓浪屿上有种小黑蚊，春夏秋三季都出现，尤其7月为最高峰，多藏在阴暗潮湿尤其是青苔滋生的

地方。如小黑蚊对人类进行了攻击，我们的皮肤将红肿痒痛难忍， 一个美好的行程毁之大半。一

般说来，较胖者、婴儿和化妆的人较易招蚊，因此有效的预防方式是减肥、长大、少化妆，出门

前喷涂防蚊液，或穿长衣长裤。一旦中 招，可以镇定而及时地到附近医院就诊。

   

4、最适合去的时间

鼓浪屿平均气温18℃，最高温度32℃；夏季炎热，冬季温暖。7、8月份一般都在30℃以上；冬季

温度则经常低于10℃；全年平均气温为21℃。日照时间长，太阳光充沛，所以厦门一年四季花木

繁盛。

５～８月为雨季。除了8月份台风季节，海边的船只全部停开，不能欣赏到优美的海景，其他时间

去厦门旅游都很好。秋冬季节一件薄毛衣加一件外套足够，如果到海边，风比较大，可以适当多

加一件衣服。

前往鼓浪屿的最佳季节为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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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鼓浪屿人文

   

1、鼓浪屿历史

鼓浪屿原是个渺无人烟的绿洲，又称“园沙洲”或“园仔洲”。元末始有人迹，逐步形成半渔半

耕的村落。岛的西南端有一个海蚀溶洞的礁石，每当海涛冲击，发声如擂鼓，礁因名“鼓浪石”

。留传至今成为胜景，岛也因之得名“鼓浪屿”，并在明代得以正名。

明代鼓浪屿得以开发，1573年日光岩上出现了全岛最早的石刻“鼓浪洞天”。1586年在日光岩创

建了莲花庵。1650年郑成功在日光岩安营扎寨，操练水师，留下了“寨门”、“水操台”、“拂

净泉”等遗址。明末，陈示京随鲁王由海入岛，协助郑成功起义抗清，其墓葬于鸡母山。

1841年8月英政府舰队攻战鼓浪屿，设炮台于山顶控制厦门。1842年8月，清政府和英国签定不平

等的《南京条约》，厦门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尔后英、美、西班牙三国相继在鼓浪屿设领事

，其他国家则以商人、洋行经理等兼任领事在鼓浪屿活动，1902年中国政府被迫同日、美、德等

签定了《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章程》，鼓浪屿被列强正式明确为公共租界。英、美、德、日、西

班牙、荷兰、奥地利、挪威、瑞典、菲律宾等国都曾在岛上设立领事馆，创办教堂、学校、医院

、洋行。这段时期，很多传教士来到鼓浪屿，他们建立的学校对中国现代教育有重大影响，例如

：1898年，英国牧师韦玉振与夫人韦爱莉到鼓浪屿传教时创办的“怀德幼稚园”是中国第一所幼

儿园（现已更名为日光幼儿园）。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独占鼓浪屿。1945年8月15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鼓浪屿回到厦门人民手中，从此结束了100多年的被奴役的历史。

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余年鼓浪屿发展的独特历史，使鼓浪屿形成了具有浓厚人文景观、复杂历史

情趣、诸多国家风格、中西合璧的“万国建筑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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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阅读鼓浪屿

舒婷《真水无香》

舒婷是世居鼓浪屿的诗人和散文大家。不过，看完这本书后，你也许会感叹，她最让人动心的，

不是诗，是散文，比如《真水无香》。在这本书中，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感性描绘小岛上的几

十年平常生活，把花草猫狗甚至沙滩上摆放着的一家人的鞋子生生写活，清新、温暖至极；她的

亲人以及鼓浪屿一些名人的故事，在舒婷笔下透露着坚韧、伟大、无奈和幸福，生动刻画的人生

百态常令我我泪湿眼眶。一气呵成地读完《真水无香》之余，除了进入鼓浪屿特有的氛围之外，

还会有莫名感伤。啊，这就是鼓浪屿。

此书有两种版本，32开老版本经典小巧，16开新版本适于书柜收藏。

Air夫妇《迷失鼓浪屿》

避居鼓浪屿的Air夫妇，透过镜头和细腻的文字带领读者徜徉在鼓浪屿的小巷、街口；细读鼓浪屿

的万国建筑；游弋在琴声悠扬的海滩；探寻古老院落的边边角角。《迷失�鼓浪屿》书中的照片

由Air拍摄，文字则是有其夫人撰写，二人在鼓浪屿生活多年他们的图文搭配和谐，相得益彰。

龚洁先生《到鼓浪屿看老别墅》

建筑是鼓浪屿的特质元素之一，行前研究岛上建筑种种，不失为深入了解鼓浪屿的一种乐趣。鼓

浪屿建筑书籍颇多，但我强烈推荐龚洁先生的书。龚洁先生1984年开始专门研究鼓浪屿建筑，以

及厦门地方文史旅游和建筑，相继出版几部相关书籍。《到鼓浪屿看老别墅》一书教我们欣赏鼓

浪屿不能错过的诸多建筑之美。怀抱此书漫游鼓浪屿建筑，你会发现它一点不比优秀的导游逊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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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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