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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围起来的生生世世

福建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山区大型夯土民居建筑，创造性的生土建筑艺术杰作。产生于宋元

，成熟于明末、清代和民国时期。

图为永定土楼 (图片由网友 @亚瑟格格 提供)

福建土楼所在的闽西南山区，正是福佬与客家民系的交汇处，地势险峻，人烟稀少，一度野兽出

没，盗匪四起。聚族而居既是根深蒂固的中原儒家传统观念要求，更是聚集力量、共御外敌的现

实需要使然。福建土楼依山就势，布局合理，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规划的“风水”理念，适应聚

族而居的生活和防御的要求，巧妙地利用了山间狭小的平地和当地的生土、木材、鹅卵石等建筑

材料，是一种自成体系，具有节约、坚固、防御性强特点，又极富美感的生土高层建

筑类型。这些独一无二的山区民居建筑，将源远流长的生土夯筑技术推向极致。 厚重的福建土楼

，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发人深省的楹联匾额，与楼共存的私塾学堂，教化育人的壁画彩绘，

无不激荡着历朝历代土楼人 家“修身齐家”的理想和“止于至善”的追求。振成楼有副名联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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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道：振作哪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时须努力；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要

关心。

在众多的土楼形状中，圆土楼是最为神奇和最有魅力的，因为中国的远古时代，人 们认为天是圆

的，地是方的，古人以圆和方代表天和地，崇拜有加。尤其认为圆具有无穷的神力，给人带来万

事和合、子孙团圆。最大的圆土楼是福建南靖的顺裕楼，始建于1927年，历时20年才修建竣工。

其外环外径74米，高4层16米，每层72开间，四层共36间，楼中楼又有房间88间，全楼共有房间368

间，若人在楼内每间房住上一天，一年还住不完。在每家用膳一天，要两个多月的时间，每天认

识土楼里的一个人，要用近两年的时间。其实新的媳妇又娶进来，新的小生命有诞生了，因此你

永远也无法认识全楼的人。

如果遇到外来势力的侵袭和攻击，只要关上大门，守住要口，全楼安然无恙。因为土楼的大门是

用二、三是厘米厚的不易着火的杂木制成的，有些门还钉了铁板，楼门上装有防火水槽。圆楼外

圈一、二层不开窗，所以敌人攻到楼下也无可奈何，甚至围困一年半载，楼内柴米仍不断绝，生

活依旧正常。紧急时楼内居民还可从地下暗道逃出。如今，土楼早已不再是堡垒，但那些完备而

精致的防御设施，仍让人们拍案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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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专家总结，土楼具有六种功能：

１聚族而居；

２教化娱乐；

３防风抗震；

４防火防潮；

５安全防卫；

６冬暖夏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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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楼之最

最早的方楼——湖雷镇下寨的馥馨楼，建于唐大历四年（769），有1200多年的历史。大体保存完

好。

最早的圆楼——高头乡的金山古寨，建于南宋祥兴二年（1279）。

最富丽堂皇的圆楼——湖坑镇的振成楼，建于民国元年（1912）。按八卦图结构建造，卦与卦之

间设有防火墙，内有花园、学堂等，内环还有中心大厅。该楼雕梁画栋，古朴典雅。 

图为永定振成楼(图片由网友 @剁椒船长 提供)

最具有军事色彩的土楼——古竹乡的五实楼，建于清康熙、雍正年间，高4层，外墙与内墙之间有

相隔1米多宽的通道，迂回曲折，如同战壕；第二层起每层向外开有宽0.3米、高1米的狭长小窗，

可当枪眼。还有防火设施，以防火攻。

最高的生土建筑物——高陂镇的西陂天后宫，高7层、40多米。该建筑物有400多年历史，巍然屹

立，端庄秀丽。

最多楼角的土楼——湖坑镇的东成楼，大体呈正方形，实际是一座不等边的八角形土楼，人称“

八角楼”。

周长最短的圆楼——湖坑镇的如升楼，周长只有54.7米，俗称“米升楼”。

最多楼梯的圆楼——下洋镇的集庆楼，从第一层到第四层共有14道楼梯，各层通道用木板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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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单元式圆楼”。

最高的方楼——高陂镇的遗经楼。该楼的主楼5层半、17米高。

最大的圆楼——高头乡的承启楼，人称“圆楼王”。该楼建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高4层，

楼4圈，共有402个房间。 

图为承启楼内景(图片由网友 @西北骆驼 提供)

最花工日的土楼——抚市镇的永隆昌。该楼因受地形限制，部分以沙滩为基地，填基工程特别大

，从动工到整修完工，前后整整花去28年。

最省石头的土楼——湖坑镇的源昌楼。该楼没有石基，自上而下全部是土墙，至少有500年的历史

。

周边最长的圆楼——古竹乡的深远楼，周长251.2米。

 

2008年7月福建土楼46处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包括初溪土楼群、田螺坑土楼群、河坑土

楼群、洪坑土楼群、高北土楼群、华安县大地土楼群、衍香楼、振福楼、及怀远楼、和贵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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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土楼博物馆“土楼公主”振福楼(图片由网友 @亚瑟格格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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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福建土楼的分布

风格奇异的土楼民宅散布在闽西的永定、武平、上杭及闽西南的南靖、平和、华安、漳浦等地。

其造型、装饰和建造工艺世所罕见，土楼，俗称“生土楼”。因其大多数为福建客家人所建，故

又称“客家土楼”。土楼高可达四五层，供三代或四代人同楼聚居。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４６座福建土楼由六群四楼组成，包括福建省永定县的初溪土楼群、洪坑土

楼群、南靖县的田螺坑土楼群、河坑土楼群、华安县的大地土楼群等，主要分布在福建西部和南

部崇山峻岭中，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悠久的历史文化著称于世。不单是最常见的圆形土楼，还

包括了方形土楼、交椅形土楼等，覆盖了完整的土楼群建筑样式。 

福建土楼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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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楼的分类

1、按建筑内部结构分类

内通廊式土楼（客家土楼）

土楼内住户拥有从底层到顶层的单元，各从二层以上，各房间门前有环形走马廊，每层有四五部

公用楼梯。内通廊式土楼主要分布在福建省客家人聚居的永定县，又称为客家土楼，以永定县湖

坑镇振成楼为代表。

单元式土楼（闽南土楼）

单元式土楼各层没有连贯各户的走马廊；土楼分割为一套套垂直单元，各单元有独立的门户，有

独立的庭院，有独立上下楼梯[8]。单元式土楼主要分布在福建省西南福佬民系聚居的地区，又称

为闽南土楼，以华安县二宜楼为其代表。

2、按建筑外形分类

土楼若依形状分，约可分为圆楼，方楼，五凤楼。另外还有变形的凹字型，半圆型，与八卦型。

其中，以圆楼与方楼最常见，也常常两形状并存。该长达数千平 方米面积且聚族而居的圆楼与方

楼以简单几何形建筑构筑于山岭狭谷之间，人造建物与周遭翠青自然景观形成强烈对比。1980年

代中国经济开放后，以圆土楼与 方土楼为主的闽南及广东土楼景观引起世界各国旅游业注目。其

中，若以上方俯视，更能显现出来该建筑图样的感动力。

圆楼为圆形的土楼，闽南人称之为圆寨土楼。其用途重于防卫，因此该名称嵌“寨”之名。虽然

该形状的土楼不是最多，但是面积通常最为庞大。面积最 大者甚至可达72开间以上。通常圆楼的

底层为餐室、厨房，第二层为仓库，三层楼以上的所在才为住家卧房。其中每一个小家庭或个人

的房间都是独立的，而以一 圈圈的公用走廊连系各个房间。这些设计，通常也是着重防御功能。

方楼是土楼中最为普及。该建物类型的特征，是先夯筑一正方形或接近正方形的高大围墙，再沿

此墙扩展该楼其他建物。而扩建的制式规格通常是敞开的 天井与天井周围的回廊。这些相同建造

样式的楼层堆积起来，最高甚至可达六层楼。最后使用使用木制地板与木造栋梁，加上瓦片屋顶

，即成为土楼中最普遍的方 楼。

五凤楼又名大夫第、五凤楼、府第式、宫殿式或笔架楼。其名虽同，但有些许差距。以两厢房，

一门楼等细部构造组成的该土楼类型，其特色是从外观看 去通常为三凹两突，彷佛中国古时笔架

。五凤楼主要分布于闽西各县与漳州。其中，移民台湾的漳州客家人，也将其五凤楼建筑风格带

至台湾。

除了圆楼，方楼与五凤楼之外。以形状分类的土楼尚有凹字型，半圆形，与八卦型等种类土楼。

凹字型土楼主要分布于闽南南靖，诏安。半圆形分布于平和与永定，而八卦型的土楼则偶见于永

定、漳浦、华安、诏安、南靖和中国广东东部。其中全中国最大的八卦土楼则为道韵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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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谁是客家人？

建造土楼的客家人并不是少数民族。

福建土楼的形成与历史上中原汉人几次著名大迁徙相关。西晋永嘉年间即公元４世纪，北方战祸

频仍，天灾肆虐，当地民众大举南迁，拉开了千百年来中原汉人不断举族迁徙入闽的序幕。进入

闽南的中原移民与当地居民相互融合，形成了以闽南话为特征的福佬民系；辗转迁徙后经江西赣

州进入闽西山区 的中原汉人则构成福建另一支重要民系——以客家话为特征的客家民系。

客家南迁史，实际上也是一部汉族南迁史。主要有五次南迁高潮：第一次 (317—879年)，起于西

晋永嘉年间，不过这一时期移民到闽西南山区，为数尚少；第二次(880-1126年)，起于唐末黄巢事

变，这一时期大量中原 家族涌入闽赣边界，以宁化石壁为中心的山地，为中原移民提供了一个相

对安宁的环境，石壁成为客家的祖地；第三次(1127—1644年)，起于北宋末期金 人入侵，后又有

蒙古族入主中原，闽赣边区的客家人口猛增，其中部分迁入广东和闽南的漳泉等地；第四次(1645

-1867年)，起于明未清兵南进，客家早 期开发地区人口膨胀，不断向四周迁徙；第五次

(1867-民国初年)，太平天国失败后，广东客家向雷州半岛、海南岛迁移，或远徙海外。

  中原汉族南迁主要以家族血缘群体为单位，整个过程是持续不断的，迁移地域渐次推移，客家

文化正是在这迁移之中和定居之后，逐渐酝酿、形成和发展起来。作为客家文化的结晶，土楼并

非横空出世，它的出现首先必须具备几个条件：强大的家族凝聚力、相对安宁的生活环境、较为

雄厚的物质基础。

  从烽火连天的中原南迁定居之后，客家先民拥有了一片宁静的天空。经过几代人的繁衍和拓展

，客家人口迅猛增长，也积累了不少财物。只有在这时候，他们才有可能考虑，如何以血缘聚居

的模式建造一座巨宅。

  客家来自中原。客家土楼的造型艺术和夯土技术，无疑也是来源于中原。在西安半坡村和临潼

姜家寨等原始氏族社会的遗址上，可以发现土楼造型艺术的原始形式，在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父

系氏族公社时期的遗址上，也有大量的圆形与方形的建筑。随着私有制的形成和家族的壮大，开

始形成一种“制 如明堂”的建筑，明堂是中国传统民居“四架三间”造型的源头，而五凤楼的基

本构成，正是“四架三间”。夯土技术何时在中国出现，尚难定论，但是在距今五六千年的古文

化遗址，已经可以看到夯土台实物。商朝的夯土技术相当发达，奴隶主的宫室、陵墓和城墙，台

基都是夯土而成的，历代的筑城、筑堤坝和建房，都广泛使用夯土。到了北宋，夯土技术又有了

进一步的提高，在当时最权威的建筑工程技术专著《营造法式》和《筑城法式》里，都对夯土技

术做了记述。自明朝以来，夯土而成的民居，在全国各地普遍出现，土楼只不过是其中把夯土技

术推向登峰造极的一种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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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土楼的造型艺术和夯土技术在传承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这也是每一种文化传播必然遇

到的正常现象，人类学家认为，“文化的变异是一种适应性变化，并且是通过世袭遗传的基础进

行的”。客家人在闽西南山区建造土楼，正是适应了当地的自然地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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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楼详述

   

1、 圆楼部分

(图片由网友 @亚瑟格格 提供)

永定县振成楼（俗称：土楼王子）

振成楼所在位置是洪坑民俗文化村，是目前已经开发的唯一的成片的成熟的土楼旅游景区。振成

楼，建于1912年，分内外两圈，土楼中间有一座像舞台般的祖堂，堂前竖立的四根石柱高7米，有

点罗马建筑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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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左为庆云楼，右为振成楼(图片由网友 @剁椒船长 提供)

门票：联票50元/人，包括振成楼、奎聚楼、福裕楼、如升楼等核心景点。

交通：位于龙岩市永定县湖坑镇洪坑村。永定车站可买去湖坑土楼文化村的车票，15元/人，40分

钟左右一趟车，一小时左右到。如从厦门湖滨南路车站坐往下洋的长途车，在湖坑站下车，景区

售票处即在路边，购票后步行五六百米即可见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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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为振成楼楼主林日耕(图片由网友 @亚瑟格格 提供)

早晨6点前进村可以省去门票。

永定县承启楼（俗称：土楼之王）

承启楼是高北土楼村的代表，有四环四层，圆中圆、圈中圈，历经沧桑三百多年，就坐落在路边

，因上过邮票和讲求风水而闻名，承启楼附近的五云楼因年代久远而著称，墙壁倾斜，看来迟早

要倒塌，据传有个八十老叟独守该楼，倒是进门处贴满老式祖国壮丽山河宣传画，看得出老叟云

游四方之未竟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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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土楼王”承启楼

门票：高北村土楼群门票为30元/人，包括承启楼、世泽楼与五云楼等代表建筑。

交通：位于永定县高头镇高北村。从永定县汽车站坐“金丰线”，永定—高头（土楼），7:25、8:

20、10:30、11:40、13:00、14:20、15:15、16:30，途经列市、岐岭、大溪、湖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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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右为承启楼楼主(图片由网友 @亚瑟格格 提供)

南靖县顺裕楼（全县最大的圆土楼）

顺裕楼外围直径达74米，总面积四千多平方米，相当于10个篮球场的大小。这座楼一共有372个房

间，如果一天住一间房，一整年下来也住不完楼里所有的房间。

门票：无

交通：位于南靖县书洋镇石桥村。河坑土楼群再往南3公里即到，可包车前往。

 

 华安县二宜楼（保存最完整的大型园土楼）

二宜楼距今近230年，特点是规模宏大、设计科学、布局合理、雕刻精湛、保存最完好。“二宜”

二字寓有宜山宜水、宜家宜室、宜内宜外之意。

开放时间：8: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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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30元

交通：位于华安县仙都镇大地村。2008年7月8日，华安县城关至二宜楼旅游公交专线正式投入运

营。从此，往来华安城关至大地土楼群的游客，每人只需花4元，在30分钟内就能够抵达目的地。

 

   

2、方楼部分

南靖县和贵楼（建在沼泽地上的方楼）

和贵楼是花了几千根松木做基建造在沼泽地上的，由于松木木质的特殊性，和贵楼经历过数次地

震仍然不倒，院子中的空地，踩上去软绵绵的，竹竿插进泥土会出水。两口水井一清一浊。

有关浊井的来历，据说是当年打井时，一个坐月子的妇女打开了本不应该看的井盖造成的。

门票：通票60元，包含和贵楼、云水谣古道和怀远楼。

交通：位于南靖县梅林镇璞山村。没有直达景区的公交车,游客可乘坐当地出租车或包车前往景区

。

和贵楼往前不到二公里处就是怀远楼，形制严谨，室内画梁雕柱，装饰精美，天井中间的“斯是

室”既是祖堂也是私塾，书香味较浓的一座土楼，值得一看。

 

永定县遗经楼（最大方楼）

如果说奎聚楼是宫殿似的民居，遗经楼则是乡民的宫殿。你先想象它有多大：天刚蒙蒙亮，你从

一楼走到五楼，把房间、厅堂的门窗打开，然后又从五楼到一楼，把打开的门窗全部关上，这时

，天黑了。

门票：无

交通：位于永定县高陂镇上洋村。永定--湖坑(30千米)，随时有中巴往两地。到湖坑后，可乘坐摩

托车前往各个土楼参观，去一个土楼一般收2-3元.

 

   

3、 土楼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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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靖县田螺坑土楼群（俗称：四菜一汤）

田螺坑土楼群是游土楼必到的景点，坑内5个土楼，四圆一方，俗称“四菜一汤“。保存完整，虽

然有轻度开发的迹象，但是当地民风淳朴，多数还保留着以往生活习俗，村民对陌生人显得有点

腼腆。

门票：通票60元，包括田螺坑土楼群、裕昌楼和塔下村。

交通：位于南靖县书洋镇田螺坑村。距南靖县城60公里，塔下村10公里。可与洪坑土楼一起游览

，喊摩的前往，7元左右。从塔下村喊摩的10元左右。

田螺坑的鸡鸭全是野外放养，味道极佳，建议游客现买现杀，白斩、煮汤，均是城市里享受不到

的美味，另外蕨菜、笋干、茶树菇等等，以及各种野生蘑菇，也是不可多得的上等佳肴。

 

南靖县河坑土楼群（俗称：北斗七星）

比较壮观的土楼群，世遗申报点之一，需要爬上观景台俯瞰。凤凰卫视的《寻找失去的家园》曾

经在这里取景拍摄过。青山绿水之间壮丽而和谐，好像土楼就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一样，浑然一

体。从狮子地岽往下俯瞰，晓春楼、东升楼、永庆楼、阳春楼、春贵楼、裕昌楼、裕兴楼七座圆

楼像是天上的北斗七星，令人遐想无穷。

门票：20元

交通：位于南靖县书洋镇曲江村。可在南靖县乘坐前往曲江村的客车，到了曲江再包摩托前往。

或者到书洋镇再包车前往。

盛产乌龙茶，很多农家都自制茶叶，烘焙茶叶的清香和山村自然淳朴的味道混合让人更觉悠然。

 

永定县南溪土楼群（风景最优美的土楼群）

湖坑南溪土楼群绵延十几里，是永定土楼的代表之一，沿途建有衍香楼、实佳、南溪三个土楼观

景台，从高处望下，涓涓南溪，穿过悠长峡谷。峡谷间100多座形态各异的土楼，似带状蜿蜒铺就

，起伏连绵，南溪由此博得“土楼沟”美誉。

门票：门票40元/人，包括振福楼、衍香楼、环极楼

交通：位于永定县湖坑镇新南村、南中村、南江村、实佳村。

 

永定县初溪土楼群（方圆相间的最美土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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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美国卫星曾经把它当作导弹发射基地，资料存放在白宫，直到尼克松总统访华时，才知道那

不过是被叫作“土楼”的一种民居建筑。初溪土楼依山形和地形势而建，高低方圆，错落有致，

有三百至六百年历史。

门票：门票50元/人，包括集庆楼、绳庆楼、善庆楼、庚庆楼、共庆楼、博物馆。

交通：位于永定县下洋镇初溪村。

博物馆展出的都是一切关于土楼的历史和习俗物品，很值得一看，对其它土楼的了解能起到一定

铺垫作用。

   

4、 其他

南靖书洋镇塔下村

从河坑往东行4公里，是塔下村，也是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在塔下土楼群里，最具特色的是裕德楼，前半楼高四层，每层10个房间，一个楼厅，两部楼梯，

跟一般土楼没什么不同，奇怪的是后半楼，有三层楼那么高，却只有一堵半月形的夯墙，上面盖

着护墙瓦，什么也没有了，人们形象地把它叫作“围裙楼”。塔下还有一处奇观，这就是张氏祖

祠的德远堂，面前一口池塘边耸立着二十根石旗杆，如一片石林，这是表彰科举登科的族人，文

科顶端是笔，武科顶端便是刀戟。如此密集的石旗杆，在闽西南土楼乡村首推塔下，由此可见塔

下人杰地灵。

爬上附近一座小山丘，可以俯瞰塔下村的全景。

 

南靖土楼博物馆 

全国最大型的客家土楼民俗博物馆

南靖裕昌楼（俗称：东歪西斜楼）

整座土楼内找不到一根水平的粱和垂直的柱，而楼板却一直保持水平状态，就这样风雨不动地屹

立了600多年仍没有出现一宗事故；因此闻名中外。

门票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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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中川古村落

全村人口不足三千，海外华侨却两万有余，这是一个被誉为“文武世家”的侨乡古村落。门票3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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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土楼是怎样建成的

 
(图片由网友 @西北骆驼 提供)

“一碗猪肉换一碗三合土”。 这句客家谚语的真实性不必深究，但土楼外墙用土的配方却实在繁

复、考究。首先，它的主要建筑材料必须是没有杂质的细净红土，再按一定的比例掺以细河沙、

水田底层的淤泥和年代久远的老墙泥。充分搅拌均匀后，加水用锄头反复翻整发酵。这道工序对

土楼的建造至关重要，混合泥发酵的充分与否将直接影响土楼建成后的使用寿命。土楼的外墙泥

如发酵不到位，就会使墙体在温度和湿度变化时产生开裂现象，威胁到土楼内住户的安全。

这样按比例配合而成的泥土被称之为三合土，但这还不是最终的建筑用土，还必须在里面加入上

好的红糖、打散起泡的鸡蛋清、不见米粒的糯米汤。这样讲究的配方，“一碗土换一碗猪肉“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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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实不为过。夯建土墙时，还要在泥里加入一些木片、竹片或是大块的山石以加固墙体。这样夯

成的土楼外墙将不惧水浸，坚如磐石。在没有钢筋水泥的年代，聪慧的客家人就是用这种看起来

近乎原始的建筑方式，建成了神秘而庞大的土楼，成就了建筑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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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住宿

南靖、永定两县的县城住宿条件都不错，有各种档次的宾馆，现在很多景区里的土楼人家都开了

家庭旅馆，条件有好有坏，塔下村总体情况不错，地理位置在土楼中心地带，去周围其他土楼都

很方便，是自助游者喜欢入住的地方。

推荐些土楼住宿供大家参考：

 

福建土楼萬和客栈

地址：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书洋镇塔下村大坝15号

价格：土楼标间 80元/间；大床房 100元/间

联系：0596-7771848  13850585808

推荐理由：地处塔下村景观区，属土楼各个景点的中心地带，目前客栈有三个区域。有原生态的

土楼住宿，让人完全融入土楼生活，体验客家风情。也有标准的现代住宿，密林深处还有一个休

闲区，非常贴心的服务。

 

福建土楼云水谣德风楼客栈

地址：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书洋云水谣古镇中心德风楼

价格：豪华单间 80元/间；双人标间 120元/间

联系：0596-7825535  13799700669

推荐理由：客栈是福建土楼云水谣写生基地、闽台影视基地和旅游接待站，经常有剧组下榻客栈

。住宿房间均在土楼的二楼三楼，房间都设有独立卫浴、空调、宽带。在圆圆的土楼里，既可以

体验原汁原味的土楼民俗风情，还可以享受到现代化设施带来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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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当地美食

在民俗文化村内有个体小饭馆，供应当地的客家饭，米酒、菜干烧肉、芋包等值得一尝。 

上下左右依次为：泡鸭爪泡牛皮、芋儿包、牛丸

土楼的特色名菜：梅菜扣肉、姜酒土鸡（土鸭）汤、笋干烧肉、酿豆腐、撒尿牛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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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左右依次为：炖土鸡、萝卜炖鸭、客家炒粉、蕨菜

推荐一家饭店，承启楼旁江云南的农家饭店，价格公道。

当地特色小吃：客家自制姜糖；麦芽糖，推荐一家，承启楼西门，祖传三代以制作麦芽糖为生；

柿饼；地瓜干，红薯块，糖水梨子等也较为出名。

当地特产：桔子茶、大红袍、米酒、老虎草、梅干菜、客家卷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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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梅干菜；图右：桔子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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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大红袍；图右：客家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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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为客家茶艺展示，图右为客家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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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右上为老虎草，右下为万年豆制作的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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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交通

客家土楼多分布在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龙岩市永定县境内。广东、上海都有到漳州和龙岩的火

车。319、205国道横穿龙岩。324、319国道可达漳州，路况不错，自驾车的朋友建议走高速，可

节约不少时间。南靖、永定两县各乡镇的道路多数是柏油路面，一般家用车辆都没什么问题。

 

龙岩方向进土楼

 

龙岩航空

福建龙岩冠豸山机场位于龙岩市连城县莲峰镇江坊村，原为空军连城机场。机场北距连城县城区3

.9公里，南距龙岩市区106公里。现已开通了开往深圳、厦门、福州、上海的直达航班，其他城市

的游客可以在这几个城市转机飞往龙岩。

因距离市区较远，可以坐民航大巴和出租车，冠豸山机场现推出免费巴士服务。在城区可乘坐从

“城区---文亨”的公交车到达龙岩冠豸山机场。

 

龙岩铁路

龙岩境内有两个火车客运站，其中龙岩火车站位于新罗区的东北部，在登高东路附近。乘坐公交4

、9、21路可到达，也可选择三轮车、摩托车等，交通非常方便。从龙岩火车站出发，可以到达：

北京、聊城、荷泽、商丘、亳州、阜阳、南昌、九江、赣州、瑞金、厦门、广州、漳州、福州、

三明、深圳、东莞、佛山、南宁、昆明、成都、遵义、贵阳、湘潭、泉州、赣州，其中直达车有

龙岩--福州，龙岩--北京西。

漳平火车站是龙岩另外一个重要的客运中转站，从漳平火车站出发，可以到达：上海、厦门、西

安、北京、南昌、重庆、泉州、蚌埠、景德镇、南京、三明、武夷山、昆明、广州、汉口等大中

城市，其中直达车有漳平--泉州。

 

龙岩公路

龙岩地区有漳龙高速公路通过，同时还有205国道和319国道贯穿。龙岩汽车站位于龙岩市新罗区

西安南路和侨民路交界的地方。

闽西快运发车时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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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推荐行程

永定

D1  高北土楼群（承启楼、世泽楼、五云楼和侨福楼）---永定洪坑客家土楼民俗文化村（振成

楼、福裕楼、奎聚楼、如升楼、民俗博物馆、天后宫） D2  南溪土楼（振福楼、衍香楼、环极

楼）---初溪土楼群（集庆楼、绳庆楼、善庆楼、庚庆楼、共庆楼、博物馆）

D3  虎豹别墅与古中川村落---龙湖景区(地下厂房及乘船游览龙湖)

 

南靖

A：第一天：厦门—南靖—书洋—田螺坑土楼群—下板东倒西歪楼—塔下村—“土楼人家客栈”

住宿

第二天：塔下村—河坑、石桥顺裕楼、怀远楼、和贵楼—永定承启楼—洪坑民俗文化村、振成楼

—初溪土楼群—返回厦门或到永定或上龙岩

B： 第一天：永定或龙岩—歧岭—初溪土楼群—洪坑民俗文化村、振成楼—承启楼—塔下村—“

土楼人家客栈”住宿

第二天：塔下村—河坑土楼群—怀远楼、和贵楼、书洋—田螺坑—下板东倒西歪楼—土楼博物馆

—返回厦门（如果要回永定可由下板—塔下—永定或龙岩）

吃：咸水鸭、猫仔粥、五香卷、润饼、蚝仔煎、土笋冻

住：福建土楼旅游接待中心、南靖万佳旅行社、南靖大酒店、东南海度假村

华安

 一日游：

A：仙字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摩崖天书)—二宜楼以及福建土楼博物馆—南阳楼、东阳楼、

五凤楼等大地土楼群—华仙茶都—贡鸭山国家森林公园

B：仙字潭—大地土楼群—华仙茶都—奇石博物馆

C：仙字潭—大地土楼群—华仙茶都—风情竹种园（全国竹类属种最全、竹种最多）

两日游：

A：第一天：仙字潭—大地土楼群—华仙茶都—风情竹种园。第二天：贡鸭山国家森林公园—华

安玉一条街及华安玉奇石博物馆

B：第一天：贡鸭山国家森林公园—风情竹种园—华安玉地质公园—华安玉一条街及华安玉奇石

博物馆。第二天：大地土楼群—华仙茶都—仙字潭

吃：坪山柚、苦菜、蕨菜、玉笋、红菇等绿色食品，以及咸水鸭、江鱼等

住：农家旅社，每人30元

购：华安玉（四大名玉之一），以及铁观音、肉桂、黄金桂、本山等名茶

    娱：高山族风情表演（大陆高山族同胞聚居最多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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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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