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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深圳海岸线：都市户外新坐标

(图片由网友 @雄踞五岳  提供)

全中国能有滩长、浪软、沙细的海滩的地方，除了声名在外的三亚，深圳应该是一个会给你大大

惊喜的地方。在深圳，海岸线很长，而沿线很多海滩都可以看到蔚蓝的大海。除了沙滩外，东西

冲一类的徒步路线礁石多也是一大特点，很适合都市白领空闲时释放自己，来一次徒步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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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况

最佳旅游时间

深圳属于亚热带气候，夏季长达6个月，但高于35℃的高温天气年均只有一天，从10月底至第二年

4月中旬秋春相连，没有真正的冬季。游深圳四季皆宜，尤以8月及9月为最佳。降水丰富，冬天时

间很短，且温度不低，所以深圳有“秋春相连”的说法。所以游深圳四季皆宜，尤以冬天和早春

为最佳。

语言

交流以普通话为主，深圳的大部分人对广东话是会听不会说。

安全

深圳治安总体良好，但特区内和特区外（关内关外）差别较大，游客在关外出行需特别留意自身

安全，并避免在夜间外出。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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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图片由网友 @叶落秋风  提供)

红树林是深圳人忙碌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光名字就带着浪漫的色彩。自然保护区位于深圳湾畔，

有70公顷天然红树林，22种红树植物。是我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红树林是以红树科植物为主组成的海洋木本植物群落，因树干呈淡红色而得名。这里自然生长植

物有海漆、木榄、秋茄等珍稀树种。

这里也是国家级的鸟类保护区，是东半球候鸟迁徒的栖息地和中途歇脚点。最多时曾有180种鸟类

，其中的20多种属于国际、国内重点保护的珍稀品种。自然保护区内地势平坦、开阔、有沼泽、

浅水和林木等多种自然景观，在此可观赏到落霞与千鸟齐飞、静水共长天一色的自然美景。每年

约有40万只近200种候鸟来红树林保护区内停歇越冬，以鹭、鸥、雁、鸭等为主，包括白鹳、白皮

鹭、中华秋沙鸭等55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在下沙社区相伴的这片红树林湿地，栖息着一种濒危

鸟类——黑脸琵鹭，去年已达到了创纪录的311只。而据2005年全球同步的“鸟口普查”结果显示

，全球已知黑脸琵鹭数量仅有1475只，深圳占全球总数的21％。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已被“国际保护自然与自然资源联盟”列为国际重要保护组成单位之一，同时

也是我国“人与生物圈”网络组成单位之一。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海大道

交通指南：公交车站: 侨城东 (600 米)   地铁1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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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路线：J1、76、80、K105、K113、K204、229、231、236、305、322、337、339、353、362、36

9、382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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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深圳海滩详述

深圳的海滩可逐一探索的地方包括：大梅沙、小梅沙、溪涌、水头沙、上洞、官湖、沙鱼涌、大

鹿湾、迭福、狮子湾、下沙、水头沙、羊筹湾、鹅公湾、西冲、东冲、大深湾、大水坑湾、杨梅

坑、桔钓沙、龙旗湾、岭澳旧村。廖哥角则处于半开发、未开发状态。

   

1、沙滩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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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梅沙沙滩： 特区内惟一已开发的免费海滨浴场，大梅沙现在人满为患。盛夏季节，有时一天

就有10万市民和游客光临。停车难、冲凉难、入厕难，成为大梅沙面临的最大问题，这在很大程

度上也减少了她的美丽。

人不多的时候，大梅沙其实很漂亮。2000多米长的沙滩，虽然是人造的，但沙质松软适中。 

下沙海滩率先开发免费开放，下沙海滩位于大鹏镇金沙湾的下沙海滩。与其配套的公园、停车场

均已建成，沙滩的沙也已被筛过。首期开放的下沙海滩及其配套公园占地面积达11万平方米，停

车场设有500个停车位。在海边还设置了长550米，高5米的防鲨网。 为给广大市民营造良好的休闲

度假环境，有关部门在绿化时，引进了一些名贵树种，在海滩入口处，种植了四棵加拿利海枣树

，均为进口树种，每棵都在15万元以上，羽毛状的叶片富有典型的热带风情。还有20余棵油棕树

及大片的大王椰林和凤凰树。 在下沙海滩上有一片被海风和海浪侵蚀得形状狰狞的红褐色岩石，

当地人称为称头角，很独特的地貌景观。 按照规划，下沙地区将成为东部滨海地区建设的启动区

域，并带动整个东部滨海地区有序的、渐进的开发。

沙鱼涌沙滩

：找到不易，进入更难。沙鱼涌是很出名的，它曾是血战沙鱼涌的故地，也有东纵北撤的纪念碑

，但却深藏在一个深深的大沟壑里，很难找到、进入。沙鱼涌位于一条小河的入海口。由于河流

走到这里转了个弯，形成一块不大不小的河滩，海河相连，使人一眼看上去，分不清哪里是河滩

，哪里是海滩。沙滩长大约有200米，也并不算宽，沙滩岸边常停泊有小渔船。

        上洞沙滩：感受“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整个沙滩长至少在千米以上，纵深

大概有五六十米。沙呈白色，颗粒略粗。近岸海水水质很好，但尚未开发。站在岸边礁石上，可

感受到什么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远处便是光汇石油码头，海上经常停泊着巨型油轮，

“沙滩”与“石油”同时感受，感觉有些怪怪的；岸上还有边防哨兵站岗巡逻。在这里，沙滩上

搭着一些当地村民搭建的简陋的小棚子，用来冲凉、冷饮、泳圈出租等业务，与优美的景色有些

不相协调。迭福沙滩——在这里可以看到如何造游艇 在沙滩边上，你可以看到的是放在岸上的一

艘近两层楼高的游艇，对面就是香港的平洲岛。这也是迭福沙滩最为独特之处，游艇厂已有十几

年了。厂里的工人告诉记者，工厂每年都生产七八十艘游艇，绝大部分供出口，而迭福海滩就是

游艇试水的地方。迭福沙滩很大，它的大不光体现在其上 千米的长度上，沙滩背后包括游艇厂在

内的腹地纵深也很宽阔。这里的沙质一般，但沙滩、海水、及腹地的植被都丝毫未遭到破坏。岸

边的木麻黄林和远处的青山可以让你感觉到到山海风光，但现在岸边没有丝毫的旅游设施，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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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也并不便利。

鹅公湾海滩

：山涧飞瀑冲大海，目前要去鹅公湾要么翻山，要么坐船，翻山很艰辛，但可观沿途山水海景；

坐船要花钱（一艘快艇要300元以上），但可凭海临风。从南澳渔港上船后，你就驶进了太平洋，

蔚蓝的大海，起伏的群山不断从你的目光中溜过。广东渔政龙岗大队郑展怀大队长告诉我，这里

是养殖区，网箱为主，海胆也有。时吃的石头螺在海边的怪石上长得密密麻麻。在沙滩上面，有

一条银白色的瀑布，从山涧飞流而下直冲蔚蓝大海。这里的沙滩呈银白色，长约500米，宽约20米

。

大鹿湾沙滩

：怪石林立，沙少石多。去大鹿湾沙滩，也要坐船，从鹅公湾到大鹿湾，大约需要十几分钟。沙

滩长约1000多米，约20米宽，沙滩上怪石林立，沙少石多。奇形怪状的石头很大。沙呈银白色，

保持在自然状态。沙滩后面尽是大山，山上苍翠欲滴，植被呈原始状态。这里的海水很清，在离

沙滩几十米远的地方，都能见到海底。假日常有“驴友”在这里宿营，早晨还可以躺在怪石上看

日出。

羊筹湾

：海水淡绿如玉，去羊筹湾，目前仍是坐船为妙，就在鹅公岭下。沙滩不长，有300多米长，20米

左右宽。背后是遍披植被的高山，即使在充足的阳光照射下也略显幽暗；而沙滩前方的海水远望

过去则淡绿如玉。

东冲沙滩

：细细软软、柔柔绵绵，东冲沙滩的路比较难走，去东冲，若较大的车相遇，必须有一台车要退

到较宽的地方才行。东冲沙滩是一个天然的海滨浴场，与三门岛遥望，沙滩呈银白色，远处便是

原始山林。沙滩长约1200多米，宽近百米，沙细细软软、柔柔绵绵，纵深度很宽，具有良好的开

发条件。目前沙滩还属于半开发状态，有很简易的配套设施——临时冲凉房和洗手间。海边也建

了一些别墅。

西冲海滩

：沙滩恰是一个完整的海湾，去西冲的人都说，西冲是上帝给深圳人的造化。第一感觉是好大，

西冲沙滩长约5公里，沙滩就像一条蜿蜒的银带连接在两山之间。旁边的山上可做观景台，日出、

日落将尽收眼底。现在已吸引不少游客自己开车前来。大家真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将这里塑造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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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精品。

官湖海滩

：沙滩已被“黑”，从沙鱼涌沿着公路走几分钟即到，沙滩有近千米长，腹地开阔，但有一家印

染厂，使沙滩显得非常可惜。工厂排出污水使整个沙滩的颜色略微发黑，显得死气沉沉，游人也

非常少。

大湾

：水清沙粗，从官湖继续走数分钟，在路边的山下就能看到大湾沙滩，长约500米。当地村民在这

里建了一些游泳配套设施，水很清但沙较粗。

桔钓沙海滩

：树掩海滩姿色美，桔钓沙的海滩与树林相接。长有1000多米，宽约50余米，沙质特别好，沙粒

很细。是杨梅坑一带最好的沙滩。沙滩已有良好配套设施，附近还有餐馆。

岭澳旧村海滩

：可见五彩小石和贝壳，岭澳旧村在岭澳核电站动工时村子全部外迁，故称旧村。渔村现在空荡

荡的，留下许多老屋。村路旁的野草已长得很高，香蕉树上也结满了果实。沙滩有数百米长，沙

滩上随处可见五彩小石和贝壳，晚上还可能抓到寄居蟹。 

        龙旗湾海滩

：沙质粗海水混浊，龙旗湾离桔钓沙不远，这里已被建成青少年活动中心，沙滩有1000余米长，

沙质较粗并且有杂质。这里海水较混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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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深圳徒步路线

   

1、梧桐山

梧桐山海拔944米，为深圳第一峰。因其位于市区，是深圳人登高首选。上山线路众多，略列几条

： 

(图片由网友 @雄踞五岳  提供)

1、仙湖：

由仙湖上梧桐是最多人走也最不安全的，抢劫多发生于此。一般只上到660多米的发射站，有正规

山路可走，不辛苦。约需2小时；

或由仙湖公园大门前右行，穿过农田后偏左上山，于半山与公园内上行的路重合。约2小时。

2、梧桐山村：

由梧桐山村211总站沿小溪左侧到梧桐山水库，往左至桃花源后上行至大梧桐。这条路比较陡，不

是太好走，约4小时；也可沿水库右侧大山涧溯溪至山顶，但尽头无路，需穿梭丛林，较辛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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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时。

3、隧道：

可由市区去沙头角的第一个隧道前（市进口汽车修理厂东）或两个隧道之间（一山民居住点）上

去。走的都是原来的废弃公路，很多地方芦苇比人高。上梧桐山以这条路较有乐趣，也比较轻松

。约2小时到正式公路：左至发射台或下山，右去大梧桐。

4、沙头角：

由沙头角医院东上山，沿防火隔离带直上大梧桐。这条路无乐趣可言，长而枯燥，只适合拉练。

约3小时到顶。 总的来说，梧桐山适合锻炼而非游玩。3线稍好，晴天于山腰从山坳上东望沙头角

及航母，视野很好。

   

2、七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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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竹骨风铃  提供)

七娘山位于深圳东部南澳镇新大村，海拔869米，是深圳第二峰。

七娘山植被茂盛、风景秀美，尤其山顶四望海景无敌，而上山道路陡峭崎岖，是游玩、拉练皆宜

的好去处，也是每一个深圳登山爱好者必到之所。

由市区前往，可乘银湖——南澳的360路大巴（早班6：30；晚班18：30，夏天19：30）到南澳镇，

再搭摩托经新大村种鸡场至山底桔园（车资6元）。

上山传统路线为桔园出发正面上行：桔园上为宽阔的防火隔离带，沿带右上行至隔离带水平横向

处，有左右两条小路（树枝上有红色布条标志）上山。一般选择右路，两路前行数百米即会合。

直到山顶都是这条正规山路，偶有岔路也有路标指引。上山路程不长但陡峭，有三四处需手脚并

用攀爬而上，要注意安全。山顶有巨石，上书“七娘山”。该线上山需时约2个半钟。下山原路返

回。

其他线路可由南面铁扇关门水库沿山脊方向或北面杨梅坑上山，但不太适合初登山者。

        七娘山附近还有山峰数座，以大雁顶（796米）最有名。由七娘山顶——大雁顶

是一条很好的拉练线路：一直沿山脊东行，过磨朗钩（791米）、黄豆田、正坑尾至大雁顶，约需

5小时。大雁顶可东南向沿山脊经尖峰丫、羊公秃、牛湖坳、背夫坳下行至耕棚，再往东北可到深

圳最东端——海柴角。

   

3、 小梅沙——马峦山

小梅沙因沙滩、海景著名，马峦山以瀑布、梅花见称。小梅沙——马峦山的路线或许是深圳野外

最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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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滩徒步

(图片由网友 @竹骨风铃  提供)

由市区前往可乘425、443、103、360、364、365等至小梅沙站下车，往北下穿盐坝高速立交可见“

叠翠湖”水库，线路由此开始。上到水库大坝后从右边小路沿库边行

走，直至水库尽头小路与一山涧汇合：小路左行、小溪右上。一路溯溪，约2小时即可见马峦山赏

梅亭。溪谷中山空雀鸣，水流潺潺，很是清幽。

旅人提示：

1、沿溪上行很快有支流，应走右侧山涧；

2、之后不久即由二线巡逻路下桥洞出关，此处不宜久留；

3、途中会遇一高约7、8米小瀑布，下有小潭可戏水。男生至此可由瀑布右侧石壁上攀，女士最好

后退20米由右侧小路前行，上到瀑布顶后左下即回到溪中。此处有一选择：若不再走溪谷，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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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可见正规山径，向左可直达马峦村；

        4、沿小溪继续前行，至谷中再无溪石，前望可见梅亭时即需右转，与溪流方向

垂直走几分钟遇正规山路。左行约1小时经桔园、马峦村（有赖氏、罗氏宗祠、路旁大片姜花、东

江纵队临时司令部、中山先生强华学校可参观，村中有村民自采蜂蜜可买）即到马峦大瀑布。

        到马峦不可不登赏梅亭。离开小溪行山路过桔园约30分钟，土路变为水泥乡村公

路，此路向左上山行40分钟即是梅亭。也可先至马峦山庄后乘车上山。梅亭建于山顶，视野开阔

：南眺小梅沙无敌海景，神怡心旷；东远望七娘山，西近看梅沙尖；西北山坡上有关山月先生手

书“梅林”二字。若赶巧梅花盛开，野梅烂漫 、夺人明眸。立在亭中、飘于风里，恍如玉树。

在马峦山庄可观深圳最大的天然瀑布——马峦瀑布，也可畅游清澈的红花岭水库。

马峦山——坪山，有多种方式：

1、步出，约2小时；

2、行40分钟至青山石场搭乘石车。石场车辆调度员是四川人，很好讲话；

3、搭马峦村民摩托，每车约10元；

4、包乘马峦山庄面包车，50元可先上梅亭观景再送至坪山。山庄经理姓罗，也好讲，但车就不一

定在。前台电话：8823999；

5、搭出坪山之顺路车或朋友开车前来迎接。

到坪山后于路旁坪山中学站（此处有一极大路牌指明“马峦山庄”）即有361返深圳。但最好是在

龙岗镇下车用餐：平南路平冈中学左侧（面对学校）约300米有一“隆顺野味湘菜酒楼”，其湘菜

正宗，好于“湘情”。

        这条线路四季皆宜行走，只是夏季雨水较多，谷中水可及腰，行走稍难也别有乐

趣。最好的时节却是一月：届时梅林一带漫山的梅花，有红有白，煞是好看。

   

4、 三洲田（梅沙尖）

三洲田的名声已经有些响亮了，但也算名能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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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竹骨风铃  提供)

三洲田景区包括三洲田村、三洲茶场、三洲田水库、梅沙尖、市农科中心高山兰养植基地、大小

三洲塘、红花坜、骡马峰水库等。此处有梅沙尖（753米）可攀登，有水库可垂钓，有茶场可品茗

、看茶叶摘选、揉制，村中更有野味可食。游人尚不太多，有些清静，是休闲、徒步的好去处。

 去三洲田有两种方式：驾车或徒步。

驾车：有两条线路。

一是由盐田往梅沙方向不远，左侧一岔路有路牌指示三洲田。但因是耕作口，守关武警视心情予

放行——称是财政局员工，去该局培训中心或较有把握。出关后公路曲曲折折缓缓上行，约二十

分钟可达三洲田村。

二是由横岗188工业区处右拐上至坪山的横坪公路，由碧岭（到收费站前右转）上山。此路也蜿蜒

，途中可见各式“红军不怕远征难”之类标语（因水库旁有一培训童子军的“雏鹏基地”）。见

水库后顺时针绕行即达三洲田村。

上山则由三洲田村口益力矿泉水厂处一较窄公路。一路树茂草盛、雀鸟欢腾，徒步最好。过大王

坳、小三洲塘水库后路右是农科中心高山兰园，若软语相商，可获入园参观各色兰花。自兰园前

行数百米，左侧一土质废弃公路可上梅沙尖。此路不能行车，登山须将车泊于兰园或路边。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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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近山顶，最上一段少人走动早已荒草丛生，高过2米，不过总算有路可寻，不难。上至尖顶约需

1小时30分。

再沿公路南行，路左有一较大水库，名红花坜。之下有岔路：左往大三洲塘，右去骡马峰，皆为

死路。到骡马峰可望梧桐雄姿，并有一入水库的山涧可溯溪；往大三洲塘能览盐田秀色，俯瞰港

区与海景。

        徒步：由盐田街道办事处（盐田至横岗和梅沙的岔路口北行200米左右）南二线

边防网起步，此处需攀越铁丝网或由盐田水厂员工通道（有锁挂于门上但不锁）出关。沿水厂输

水管道上行，约40分钟可到山顶大三洲塘。沿水库右侧公路前行，经红花坜、兰园、小三洲塘，

下达三洲田村。逆时针绕水库经雏鹏基地、水库管理处、坪山自来水公司三水厂下山至碧岭。此

后（到横坪公路后左向）可搭顺风车或偶遇之摩的或行路至横岗，返深。

        该线路徒步距离较长，从盐田至横岗（不含登梅沙尖）约需8小时，应作充分准

备。但除盐田上山一段，皆是水泥路面，倒不难走。

因季节关系，冬春水库蓄水较少，风景略逊夏日。

   

5、求雨坛——凤凰山

成都有著名的四姑娘，深圳有无名的四茅草。这四根茅草属于宝安区福永镇凤凰山系。

凤凰山位于宝安区福永镇凤凰村，以凤凰寺和摩岩石刻有名。求雨坛山在其南稍偏东，宝安区广

播电视台座落于上。该条徒步线路自求雨坛始、至凤凰寺终，约需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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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叶落秋风  提供)

乘银湖——凤凰村的301、310或其他往机场方向大巴，过西乡、深圳航空城、鹤洲立交后在黄金

灯饰厂下车。往北下穿广深高速公路，面前即是325米的求雨坛山。上山可沿土质公路，也可正对

山顶直接攀登：几乎都是在荔枝树间穿行，只最上接近山顶一段较陡，不太难走。约40分钟到顶

，绕电视台围墙或翻墙进入 (内有大、小狗5只，小心)，再沿大院东面正门公路北行。十多分钟后

公路左转下山，左前下方可见东方英文书院。此时需向右前方向上到山脊，一路沿山脊向北行走

。道路开阔易行，起伏也不利害，经大茅山（376米）、二茅山、四茅山（不经过三茅山）约2小

时到凤凰山公园。在大茅山山顶有标志铁架、巡山人小屋，并可遥望公园观景亭。

到凤凰山顶可环览四围景色，下山观看山壁石刻后山腰的凤凰寺不能错过。据说此庙许愿很灵，

这个我不懂，但香火确是极旺。

凤凰庙前有区内小巴约10分钟至凤凰村公交总站，之后搭301即可返回市内。

        这条线路路程不远、时间较短、行走容易，游玩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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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东西冲穿越

 

(图片由网友 @叶落秋风  提供)

东冲和西冲位于南澳镇东南部，两个都是天然的海滩，因为交通原因，没有经过所谓人工的后天

美化，所以能展示出最自然的风情魅力。西冲和东冲都处在大鹏半岛的边缘，海岸连成一线，海

水蓝而透明，海浪一排接着一排，气势十足。脚踩的沙尤其细腻，风一吹，人的整个身体都会落

下一层，轻拍一下，细沙又随着大队伍飘远。最让人眼馋的是沙滩上满是贝壳，相信这是在深圳

沿海线上独一无二的，拣贝壳不用担心别人跟你抢，因为太多了，所以要记得带上塑料袋装贝壳

。更有探险精神的朋友，可以沿岸行走，来一场激情穿越。岩石上的窜跳，躲避遍山的带刺野菠

萝，蜿蜒小路，挑战自我，绝对是一个美妙旅程。更要提醒您，东冲是见到深圳第一缕阳光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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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西冲——东路是最经典的户外海岸线穿越线路。进出交通方便，既有海岸线，

又有少量山路行走，海天一色的风景也相当不错。可以很休闲地边走边看风景，加上拍照，5个小

时应该可以走完全程，快的话也得3个多小时。东冲沙滩，水清沙幼，“美自天然”。沙滩地势平

缓。不涨潮的时候，从沙滩向海中直走100米，水深也不过只有1米。穿越难度并不大，但是为了

保持队伍行进的速度和统一，人数最好控制在10个人左右最宜。阴天走最舒服，晴天最辛苦，因

为沿路都没有遮阳的地方。东冲的海滩比西冲干净，而且从全程线路来说，从西往东走是比较合

适的，而且十分适合周末进行穿越。

         “西冲—东冲（全程）海岸线穿越”从西往东走，可以避免太阳西晒的酷热，

并可从摄影角度得到“顺光”的最佳摄影效果。

         传统“东西冲海岸线穿越”是从东往西走，其中一半路程走的是山路，另一半

路程走的才是海岸线，穿越约需要4个多小时，比较适合初次行走的旅游者。

        

        交 通：在市内乘坐360路、364路至南澳下车，换乘摩托车或小四轮或租车。

        从广州出发经广深高速，在过了深圳机场后拐上机荷高速，在白泥坑路口下，然

后往沙湾方向直去，会看到一个立交，绕过第一个环岛直走（穿过桥底），到第二个环岛后绕270

度拐上桥往龙岗惠州方向走，过了横岗立交的下一个灯口右拐（留意路牌，有指示往惠东坪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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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走过一段两车道的山路到尽头会进入一个六车道的公路，这个就是坪南公路了，右拐上

公路直去就可以在葵冲段接上南澳快速路；走到尽头就是南澳，过了南澳接着走两车道的山路，

到一个岔路口可见指示往东冲方向，直走就是西冲。

       

东西冲最佳的徒步线路：东冲———岸崖秃———贵仔角———穿鼻岩———西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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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徒步后的美食大赏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也是一座美食城。这里汇集了天南地北的珍馐百味：无论是声名近播的中

国美食，还是欧美的西式大餐；无论式享誉中外的中国八大菜系，还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四大风味

；无论是登大雅之堂的大餐正席，还是不上台面的农家土菜，都可以在深圳一一品尝。此外，在

深圳除了传统的酒店、酒楼，各种休闲主题餐厅如咖啡馆、茶馆、茶餐厅也颇受欢迎。

  深圳著名的食街有：盐田海鲜街，蛇口食街，南园路食街，华强北食街，火车站食街，向西村

食街，凤凰路食街，乐园路食街，南澳水头海鲜，八卦路食街，华侨城食街和东门食街。 

推荐特色菜

名称： 龙岗三黄鸡

介绍： 龙岗所产的鸡，样貌特别，“三黄一须”即嘴黄、毛黄、脚黄并有胡须；其体型较大于其

他品种的肉鸡，肉质丰厚、嫩滑，更容易进味。

名称： 观澜狗肉  

介绍： 观澜狗肉店四季生易火暴，多为客家人经营。观澜狗肉有热菜和冷盘之分。热菜以狗肉为

主料，辅以近20种佐料烹调而成，主要有生狗肉、原煲狗肉、清蒸狗肉、红烧狗肉、爆炒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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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肉九子，狗肉羹等；冷盘主要有狗杂、白切狗肉等。 

名称： 南澳鲍鱼  

介绍： 鲍鱼主要产于南澳海湾的海崖险要处，尤以东冲的鹿咀为最多。鲍鱼肉很发达，肉质滑爽

脆嫩，营养特别丰富，自古被视为“鲍、参、翅、肚”四海味珍品之首。

名称： 公明烧鹅

介绍： 公明烧鹅，因公明镇烧制的鹅色、香、味都最佳而得名。它选用本地草鹅，鹅肥肉细，约

要养100天才好。以沙糖、盐、酒、南乳、蒜头、豆豉、八角、生抽王作配料，以蜜糖擦皮，用陶

土造的烧烤炉，以中火烧烤约40分钟便成，烧出的鹅金黄色，皮脆，香味浓郁，肥而不腻，昔日

最出名的师傅是公明镇陈水德父子。

名称： 沙井鲜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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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蚝是深圳最著名的特产，以沙井蚝最著称于世。沙井鲜蚝富含很高的蛋白质，干淀粉等营

养成分，被人们誉为“海底牛奶”。用它来佐餐、清蒸、酥炸，都十分鲜美可口。

名称： 松岗腊鸭

介绍： 圳松岗镇地处水乡，有大规模养群鸭的历史传统。鸭肉性温补，细嫩可口，营养丰富，是

上等滋补佳品。松岗人的腊鸭远近闻名。每年立冬前后，选用“梧州”、“士媚”和“本地”等

品种鸭，用糙米喂肥，使之肉质细嫩。

名称： 光明乳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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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光明农场四大美食之一，以润、滑、甜、嫩为特点，滋味浓鲜。烹制的“光明乳鸽”，因

皮脆肉滑、鲜嫩味美受到市民喜爱，成为深圳特色食品。 

推荐餐馆

巴蜀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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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最火爆的川菜馆，推荐牛杆菌炒双椒、大漠风沙牛肉、泡椒鱼头褒，主食里的西红柿鸡蛋面

也是不错的。

地址：燕南路和振兴路的交界处。

潮泰潮州牛肉店

经营的牛肉经特殊处理后，入口滑而不腻，味道极佳，口感一流，且服务周到，口碑很好。

天天渔港

最能体现物美价廉的海鲜吃处。推荐菠萝包，里面的馅真的有菠萝。

海上皇

是吃早茶、下午茶和晚茶的绝佳去处。推荐牛仔、皮蛋瘦肉粥、白灼菜心、点心拼盘。

地址：振中路和华发北路交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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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歇脚地儿

深圳的住宿地方高低档次比较分明。星级酒店宾馆，富丽堂皇，设施齐全，服务完备，尤其是位

于市中心的酒店宾馆，放假十分昂贵。一、二星级的酒店标准间每晚约200－260元。另有数百家

招待所，大部分环境优雅，居室整洁，服务周到，一般还有都设有游客专用食堂，住宿方便且安

全，收费也比较低廉，是自助旅行者住宿的理想之处。

 推荐住宿

 深圳欢乐谷国际青年旅馆 

价格：双人间180元，55元/床位（男女分房，6－8人间）价格仅供参考

地址：南山区华侨城欢乐谷公园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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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罗湖火车站有专线车直达

电话：26949443

市住宅局招待所

价格：标准间258元，可打8折至207元（价格仅供参考）

地址：福田区红荔西路莲花大厦。

电话：83209790

 

市妇联招待所

价钱：标准间160元  （价格仅供参考）

地址：罗湖区桂园路红围街3号

电话：25576095

 

绿苑酒店

价格：标准间395元  （价格仅供参考）

电话：25948388

 

海景酒店  

                                               30 / 34



�������

深圳：海滩徒步

环境好，在欢乐谷旁，可以代买门票。

价格：828元  （价格仅供参考）

地址：华侨城游览区

公共交通：可乘坐209、223、301路直达。

电话：26602222

                                               31 / 34



�������

深圳：海滩徒步
  

八、深圳口岸

游客在深圳从陆路往返香港主要以下几个途径：

罗湖口岸（开放时间：06：30 - 24：00 ）：

香港最主要而且最大的陆路口岸来的，由于可处理大量出入境旅客的关系，也是最多人使用的口

岸来的，因为出了深圳关口可直接步行到香港关口（大约一分钟），而且过关后更可直接接驳（

港铁东铁线）进入香港，而且它设有特大的（访港旅客大堂），专为出入境旅客办理手续，在旅

游旺季期间十分繁忙，但一般等候过关时间较短。

 

皇岗口岸（开放时间：全天）

是深圳最繁忙的汽车陆路口岸，但一般等候过关时间比较长，而且在旅游旺季，大假期以及周末

过关人数会更多，但这是唯一24小时无休的口岸，过了深圳皇岗关口之后，需乘坐大巴继续前往

目的地。

 

文锦渡口岸（开放时间：07：00 - 22：00 ）

过关形式跟皇岗口岸差不多，但由于开放时间较短，而且口岸规模比较小的关系，以致出入境轮

候时间较短，但因此接驳交通选择相对也较少，就只有文锦渡快线往返。

 

沙头角口岸 （开放时间：07：00 - 20：00 ）

由于路程最远，而且开放时间最短，加上口岸规模比较小的关系，出入境轮候时间较短，但因此

接驳交通选择相对较少，就只有沙头角快线接驳交通往返。

 

福田口岸（开放时间：6：30-22：30)

福田口岸是旅客出入境的陆路口岸，位于福田区裕亨路（福田保税区东侧）。是连接深圳地铁4号

线和“港铁东铁线落马洲支线”的口岸枢纽。旅客主要乘座深圳地铁4号线和港铁东铁线。

福田口岸只开放到晚上10：30点，港铁东铁线往落马洲（紧邻福田口岸的香港口岸）的最后一班

过境列车从尖东站的发车时间是9：40分左右。

在深圳从水路往返香港，主要有蛇口和福永两个港口，每天都有开往香港机场和九龙的客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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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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