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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解读雁荡山

焦点 Focus
寰中绝胜

群峰峥嵘、怪

走进雁荡山

雁荡山歌《对鸟》 神雕侠侣拍摄地

石嶙峋、洞壁幽深、泉瀑雄奇、
梵宇壮观、古木参天，自古就
有“寰中绝胜”之誉 ……

徐霞客

徐霞 客一 生中 重

P3 雁荡山之必体验
灵峰夜景

灵岩飞渡

P3 门票

开放时间

游的地方只有三处，雁荡山就
是其一，所见的奇秀美景全都
记述在他的游记里了……

P4 交通
飞机

雁荡三绝

火车

汽车

自驾车

内部交通

大龙湫、灵

峰 、灵 岩称为 “雁 荡三 绝”。
飞瀑流泉，危峰乱叠，怪石林
立，古木参天，无洞不奇……

P6 景点介绍
灵峰景区

灵岩景区

羊角洞景区
仙桥景区

时机 Timing
一般来说春、夏、秋是旅游雁荡山的最佳季节，冬季雁荡山下雪

大龙湫景区

三折瀑景区

显胜门景区

雁湖景区

P15 行程推荐

的时间不多，但温度低仍会出现雾淞般的景象，也别有风情。

雁荡山徒步路线

看瀑布最好是在雨水丰盛的季节，五六月或八九月雨后晴朗的日

雁荡山三日游

雁荡山周末二日游
神雕侠侣仙游之地

子，200 米落差的大龙湫就像一条巨龙从天而降，十分壮观。

P16 住宿

贴士 Tips
① 游灵岩时要安排好时间，莫错过每天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
的飞渡表演，天气好的话，表演时间在一小时之内。
② 夏时 18:30 左右，冬时 16:30 左右，月光朗照时，是灵峰
夜景的最佳观测时间。
③ 到达雁荡山时，建议先到响岭头村安排好住宿再去游玩。

便利 convenience
特价酒店

度假线路

优惠门票

P17 美食
海鲜

小吃

P18 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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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雁荡山
雁荡山因山顶有湖，芦苇茂密，结草为荡，南归秋雁多宿于此，故名雁荡。以奇
峰怪石、古洞石室、飞瀑流泉称胜，是中国“十大名山”之一，素有“寰中绝胜”
“海上名山”之誉，史称“东南第一山”。
【地理位置】雁荡山位于中国浙江省温州乐清市境内，部分位于永嘉县及温岭市，
距杭州约 300 公里，距温州 68 公里。
【组成】按地理位置不同可分为北雁荡山、中雁荡山、南雁荡山、西雁荡山（温
州泽雅）、东雁荡山（洞头半屏山），通常所说的雁荡山风景区主要是指北雁荡山。
北雁荡山分灵峰、灵岩、大龙湫、三折瀑、雁湖、显胜门、羊角洞、仙桥八大景
区。其中以东南部的灵峰、灵岩、大龙湫瀑布最为有名，并称为“雁荡三绝”，
人称“二灵一龙”，特别是灵峰夜景，灵岩飞渡堪称中国一绝。
【景点特征】雁荡山绵延数百公里，由于处在古火山频繁活动的地带，山体呈现
出独具特色的峰、柱、墩、洞、壁等奇岩怪石，称得上是一个造型地貌博物馆。
以奇峰、瀑布著称的雁荡风光，“日景耐看、夜景消魂”。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闵琦提供）

雁荡山歌《对鸟》
雁荡山麓、群山之间、万木争荣、百鸟和
鸣，儿童们在山林间放牧、砍柴或采野果，
触景生情，不由自主地互猜鸟名，放声对
唱起高亢嘹亮的山歌，《对鸟》由此产生。
这首用方言传唱、旋律优美的江南民歌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
代代相传，自三十年代后，才见诸铅字。
由于它曲调高亢、响亮悠扬，旋律清新爽
朗、优美舒缓，节奏自由舒展在生活中被
广泛传唱，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经久不衰。

神雕侠侣拍摄地
一个是古墓里的出尘女子，一个是心性还未成熟的孩童，相惜
相伴中亦师亦友，最终成为爱人。命运多舛，十六年的分隔后
再次相遇，杨过对小龙女说：
“你一点没变，我却老了。”一个
还是红颜少女，一个已是经历坎坷的白发中年。
好在最终苦尽甘来，一对天人终鸳盟得谐，双双携手隐隐归去，
此后，“终南山下活死人墓，神雕侠侣绝迹江湖。“
《神雕侠侣》（2006 年版）取景地：灵峰、灵岩和福溪水库。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搁浅的左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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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荡山之必体验
灵峰夜景

灵岩飞渡

灵峰夜景，堪称“雁荡一绝”。它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同一

灵岩飞渡，闻名遐迩。主要是在天柱峰和展旗峰的峰顶拉上

景物因观看时间、角度的不同而变幻万千。

一条绳子（过去用麻绳，现在改用钢索）即为表演舞台（高

每逢夜幕初降，白天形似合掌的两峰即变为男女拥抱的轮廓，

达 200 米，宽亦 200 多米），上演翻跟斗、飞翔等动作。

故“合掌峰”又名“夫妻峰”；步到灵峰寺前檐下仰观“夫妻

精彩看点

峰”，已变为巨大的雄鹰正欲凌空而起；侧面观之，则是一个

最引人入胜的是悬空倒挂，表演者两脚紧扣着绳子，在站稳

相思女的形象；转至灵峰寺后仰望，原来的雄鹰形象又变成

后，突然头顶朝下倒栽下来，身子微微地蜷曲着。表现常常

了“双乳峰”。

赢得观众的热烈的欢呼和经久不息的鼓掌

而在渡船岩向里面侧看双笋峰，又像“老僧送客”。在临碧亭

飞渡时间

看，又像老婆婆转首向外；再向前几步看，却变成了须眉老

上午为 10：30 不变。其他时间调整：星期一至星期四下午

公公。皓月东升，犀牛峰又会伸着它的牛脖子，遥望月亮，

15：00 调整到 15：30；星期五至星期日下午 13：30 调整

构成了“犀牛望月”的景观。

到 14：00、下午 15：30 调整到 16：00。

一起游贴士

飞渡详情

夜景开放至 20：00，观景时最好有导游详细讲解且带你从不

即飞崖走壁的杂技表演。一场演出分两小段，动作大同小异。

同角度观看山峰，这样景点特色更逼真、形象。请导游费用

有时安排第二场表演。

可议价，一般一天不超过 100 元

第一段，天柱峰头先打响爆竹，后峰顶人拉着绳子像壁虎似
地沿悬崖边爬下，表演开始。每当垂下一段距离，他就弹跳
来作一次飞跃。并靠着崖壁跳着、飞着，像只山雀在啄食。
碰到可落脚的地方，便停下来喘息一会儿。等滑到一半多的
距离，像突然失手似的双手一松，顺着绳子一溜到底。
第二段，天柱峰顶又响起爆竹，一人倒吊绳上，用四肢攀缘
前进，一会儿坐起来玩单杠似的连翻几个筋斗，然后放鞭炮，
再爬一段，在半空撒下五彩缤纷的纸花，即“天女散花”。接
着是躺下稍息，一会儿又站起来，扬着小旗滑稽地奔跑着，
表演悬空倒挂等高难度动作，并跑上展旗峰顶。表演结束。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海风小舟提供）

门票 开放时间
景区

票价

同程价

开放时间

南雁荡山东西洞景区

25 元

25 元（返 2 元）

08:00—17:00

>>立即预订

雁荡山净名谷景区

25 元

15 元

08:00—17:00

>>立即预订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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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机场到景区

汽车

温州永强机场—雁荡山

从温州出发

雁荡山地处温州市所辖的乐清市，乘坐航班一般取道温州。

1、温州火车站对面的新汽车南站，每天从 7：30 起，每 30

雁荡山南距温州市龙湾区的永强机场 80 公里（一级公路），

分钟就有一部发往雁荡山的旅游专线车，经全国最长的温州

车程不到 2 小时，包车前往约需 300-400 元。也可打车到市

大桥去雁荡山风景区中心镇—响岭头镇。

区后，在温州新汽车南站或安澜亭码头转车。

>>预定温州特价机票

一起游贴士

乘坐旅游专线车一小时就可到达雁荡山，在等

车的时候，显示器上写着的是“大荆”，初次搭车的应注意。
2、温州安澜亭码头（温州火车站可乘 33 路公交车），可轮渡

台州黄岩机场—雁荡山
从黄岩飞往各地的票价比温州要便宜一些。台州市路桥区黄

到瓯北直接乘往大荆、台州方向的中巴，约 2 小时可达雁荡
山风景区所在的雁荡镇（白溪），再转乘雁荡山景区公交车，
前往景区中心响岭头，约 10 分钟可达。

岩机场距雁荡山仅 60 公里（高速公路），车程不到一小时，
包车前往约 150~200 元。

3、温州市内其他汽车站均可转乘公交汽车至雁荡山汽车站，
再由雁荡山汽车站乘坐中巴或出租车到雁荡山景区。

火车

从台州出发

甬台温高速铁路经过雁荡山，在雁荡山设站。有开往宁波、

车南站（乘 303、305 路公交车可到）有发往雁荡山的班车，

杭州、上海、南京、徐州、福州、厦门方向的动车，来往雁

车程一小时。

荡山非常方便。乘动车在雁荡山站下车，仅十多分钟就可以
到达雁荡山旅游集散地响岭头。

>>查 看 详 细列 车 时 刻

台州市黄岩机场也可以先打的到路桥汽车南站转车。路桥汽

从宁波出发
宁波汽车北站和汽车南站（火车站西侧）均有班车发往雁荡
山，约需 4 个小时。在 104 国道上的雁荡镇（白溪）下车，
再转乘雁荡山景区公交车前往景区中心响岭头，约 10 分钟可
达，车资 2 元。

从杭州出发
雁荡山旅游汽车站位于 104 国道旁，每天 7 点、14 点雁荡山
旅游汽车站和杭州汽车东站之间有直达高速巴士对开，全程
350 公里，基本上走高速公路，车程 4 小时，票价 120 元。

从上海出发
上海到雁荡山，除乘火车到温州中转外，还可以直接乘长途
汽车前往。上海芷新客运站有直达雁荡山的北方大巴，14 点
发车，7 个多小时可达（杭州湾跨海大桥开通后，上海至雁
荡山的车程缩短至 5 小时），雁荡山返沪的车在雁荡山高速出
口旁车站上车，17：10 开，票价淡季 130 元，旺季 150 元。
另有一班上海发往乐清的卧铺大巴，22：30 由汉中路地铁站
旁的民立路 233 号长途客运站发车，走高速，第二天凌晨到
雁荡山镇（白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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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车
从上海出发

市区—沪杭高速—杭州湾跨海大桥高速—宁波绕

城高速—甬台温高速—雁荡山出口下
从杭州出发

杭州环城北路—杭甬高速—上三高速—甬台温高

速—雁荡山出口下
从宁波出发

城市连接线—杭甬高速—甬台温高速—雁荡山出

口下
从温州出发

温州市区——甬台温高速——G104—朝雁荡方向

行驶约 10 公里抵达雁荡山风景区
从金华出发

杭金线—金华—兰溪线—杭金衢高速—金丽温高

速—南白象出入口转走甬台温高速公路—雁荡山出
从丽水出发

丽水市区—金丽温高速—S049/S333—甬台温高

速—G104—朝雁荡方向行驶约 10 公里抵达雁荡山风景区
从福州出发

市区—罗昌高速—罗宁高速—同三高速—甬台温

高速—雁荡山出—到达景区
从南京出发

上海市区—沪昆高速/G60—沪杭高速—跨海大桥

北接线—宁波绕城高速—甬台温高速—G104—朝雁荡方向行驶
约 10 公里抵达雁荡山风景区
从合肥出发

合肥市区—合肥绕城高速—芜合高速—杭宁高速

—经杭州绕城公路—杭甬高速—上三高速—甬台温高速—G104
—朝雁荡方向行驶约 10 公里抵达雁荡山风景区
从南昌出发

南昌市区—福银高速—沪昆高速—金丽温高速—

台金高速—G104—朝雁荡方向行驶约 10 公里到雁荡山风景区

内部交通
公交车
和城市旅游不同，当地额绿色小巴是雁荡山旅游的公共交通
工具，即“景区公交车”，景区所在的雁荡镇和景区中心响头
岭均可乘坐。
旺季时到景区内各主要景点（“二灵一龙”）都有绿色小巴可
达，满 10 人即开，价格便宜。
雁荡山八大景区现已基本通车，除了仙桥景区通车不很方便
外，其他景区都有公路直接通到。小巴起步费 1 元，每到一
站按价格表计算。

出租车
如果在淡季，游人稀少，景区里的公交车一般不按“票价表”
的规定收费，公交车演变成了出租车，游客可以包车，80~100

更多自驾路线可查看：雁荡山风景旅游管理局-自驾游指南

元就能包上一下午的车（一个人可砍至 60 元），包一整天最

http://www.wzyds.com/lyfw/zjyzn.aspx

少要 200 元。只要稍抓紧一点时间，一下午也足够畅游“二
灵一龙”了。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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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峰景区
灵峰是雁荡山的东大门,雁荡山最华美的乐章之一。沿鸣玉溪而上，山腋两壁，危峰乱叠，溪涧潺潺。每当夜幕降临，诸峰剪出
片片倩影，“雄鹰敛翅”、
“犀牛望月”、“夫妻峰”、“相思女”……一一显灵，形神兼备，令人神思飞翔，浮想联翩。

观音洞
初名灵峰洞，又名罗汉洞。藏于合掌峰之中，朝东，依岩构
筑九层楼阁，为雁荡山第一洞天。进入山门即见天王殿，殿
内供奉高大庄严的护法神四大金刚。从山脚要经 403 级逶迤
石磴才达顶层大殿。正殿中央，供奉娴静庄严的观音菩萨坐

灵峰之游有“日景”和“夜景”之分。日景侧重于倒灵峰和
合掌峰（即灵峰）中的观音洞及古洞、北斗洞等景点；而夜
景侧重于山峰变幻多姿的“剪影”。日景 30 元，夜景 30 元。

白云庵

像。旁立十八罗汉雕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岩壁上新增

位于倚天嶂下，是雁荡规模最大的庵堂。入眼的是“阿弥陀

了三百应真（罗汉），更显出一派佛门气象。

佛”，后为“回头是岸”，道出了佛和佛学的真理。

洞顶有泉水三束，名洗心、漱玉、石釜。洗心泉从洞顶左侧
石罅滴入洗心池中，水质极清。漱玉泉在天王殿后，泉从洞
顶洒下，似珠如玉，在阳光照射下，五彩缤纷。石釜泉在漱
玉泉的后面，水从釜形洞顶石缝中流下，似一幅悬挂的珠帘。
仰望洞顶，中开一小罅，有一线天光泻下，名叫一线天。第

一楼供奉释迦牟尼，二楼清凉世界内供千手千眼观音，并做
藏经阁。前方是大雄宝殿，内供奉“西方三圣”，中为西方极
乐世界教主，净土宗的主要信仰对象，是接引念佛的人前往
西方净土的接引佛，他双手叠在足上，掌中有一金叶，表示
接引众生之意，阿弥陀佛的左右两边是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
萨，共同助佛接引众生。大殿背供奉的是地藏王菩萨。

七层原为斋堂，现改为摄影部和小卖部。在这一层朝外面的
岩壁观看，左手面可见“一指观音”，当中可见“侧面观音像”，
右手面可见“地藏王像”。再往洞外观望，可见奇景林立。

果盒三景
鸣玉溪中的凝碧潭与跨越其上的果盒桥及果盒岩（连亭）合
称“果盒三景”。
凝碧潭位于果盒岩与渡船岩之间，潭水清澈澄碧，似一块镶
嵌在灵峰景区领口上的碧绿翡翠，晶莹透剔，惹人喜爱。
果盒桥横跨凝碧潭上，紧靠果盒岩。漫步桥上，仰观奇峰，
俯视碧水，令人心旷神情。果盒岩，在凝碧潭畔，形状扁圆
平整，中间有一条环痕，俨似果盒，又像磨盘，俗称“麦磨
岩”。岩上有六角石亭叫果盒亭，是游客休息和赏景的好地方。

北斗洞
原名伏虎洞，因洞口正对伏虎峰而得名。后因道家礼拜北斗
元君，而改为“北斗洞”。位于观音洞左侧，朝南。洞口高大
宽敞，洞内光线充足，冬暖夏凉，为雁荡山诸景所不及。
洞顶偏左，在赭黑色的岩石中嵌着一条虬曲的青色岩石，好
像龙腹部的鳞片，因称“青石卧龙”。洞内还有“金乌玉兔”、
“倒挂青蛙”等景致。洞左下方有石髓泉，俗名“龙井”。泉
水从石罅中渗出，晶莹清澈，水质甘冽，常年不枯。
洞前奇峰环峙，新建的茶室、厨房、餐厅淡雅清新，并兴修
了山门和围墙及山脚至洞口的石级。古洞新貌，气象庄严，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猪事如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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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岩景区
门票 30 元。雁荡三绝（灵峰、灵岩、大龙湫），灵岩正当其中，人视为雁荡山的“明庭”。元代文学家李孝光云：“峭刻瑰丽，
莫若灵峰；雄壮浑庞，莫若灵岩。”正道出了“二灵”审美风格上的区别。以灵岩古刹为中心，后有灿若云锦的屏霞嶂，左右天
柱、展旗二崖对峙，壁立千仞。因“浑庞”而生肃穆，人处其中，顿觉万虑俱息。

灵岩寺

卧龙谷

背依灵岩，寺以岩名，是雁荡十八古刹之一。四周群峰环列，

卧龙谷在小龙湫背上，那龙大约就卧在谷底吧，称为“卧龙

雄壮浑庞；古木参天，环境幽绝。
“左展旗，右天柱，后屏霞，

谷”倒也合适。谷内高爽清幽，奇景罗列，飞尘不到，恍若

数千切，神工鬼斧，灵岩胜景叹无双。”

桃源。在独秀峰旁建造了一座电梯，坐上电梯 1 分钟不到就
可上去。谷中有一条依嶂壁修造的栈道，长 74 米，人过桥上，

灵岩寺始建于 979 年（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寺有殿宇、禅房

下临深谷绝壁，往下俯视，会叫人心惊肉跳，但不必担惊受

百余间，号称“东南首刹”
，因环境山水灵秀名闻京师。宋太

怕，桥宽 1.40 米，并有栏杆卫护，大胆过去就是了。

宗赐御书经书，真宗赐额“灵岩禅寺”，仁宗赐金字藏经。明
清时重建，规模缩小。20 世纪 80 年代修茸宝殿、僧舍，重

过桥，前面即龙口湖，湖深约 5 米，湖水清冽碧绿。沿山路

塑三宝、观音，整座寺宇焕然一新。

上去，谷的左面崖壁上有一个大洞，这就是九龙洞。远看洞
内像是画着九条五颜六色盘曲缠绕的巨龙；走近一看，原来
是塑造的。洞下是石船神水，船右侧下岩上，有一个成人的
脚印，是永远擦拭不去的，颇有点神秘色彩。
再往上走，在谷的右侧，有一个新开辟的藏宝洞，洞口朝东
北，洞深、宽各约 15 米。洞顶的岩纹，色彩斑烂，如飘曳的
浮云。稍向里走几步，即到茶室，这是一座木结构的三开间
仿古建筑，颇为洁净典雅。茶室下面的谷底空地上建有卧龙
居，这幢凹字形的新颖别致的居室，是为那些想在谷中欣赏
夜景而留下过夜的游客提供方便的。在谷底还有卧龙潭，潭
旁有怪洞。谷内还有许多来不及命名的奇峰怪石，好在“会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赛螃蟹提供）

得看山不问名”，无名的景致，同样可以欣赏。

天窗洞
又名天聪洞，在展旗峰北胁壁间，洞口朝西南，面对天柱峰，
沿屏霞轩右侧石级而上可到。
“洞外有二孔如目，又一孔如口，
故曰天聪。”这如目的二孔，一孔朝北，一孔朝西北；这如口
的一孔，即洞口。洞深不可测，但光自底生，洞内通明。投
石于洞内，声如转鸣瓮中，境界幽异，徐霞客誉之为“峰左
第一奇”。
古时，上天窗洞很不容易。后人鉴于攀登之难，开筑天窗洞
岭。后又增铺条石路面。如今，欲登览幽异的天窗胜景，已
不成难事。可惜不少游人行色匆匆，把这个奇洞给忽略了。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赛螃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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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湫
又名小瀑布，在灵岩寺右侧后面的龙隐嶂底，是灵岩的主要
景观之一。悬崖环峙，岩腹有如珊瑚、玛瑙的颜色。瀑飞崖
上，触石腾空如雾团结旋；而流转飞洒，水珠溅人。瀑水捣
潭，因光作色，形态万千。潭水从乱石间流出，汇合成卧龙
溪，再蜿蜒地向南流入碧玉溪，溪里有一种不常见的黑背红
肚子的小动物叫蝾螈，很是逗人喜爱。
在小龙湫左侧山上，有猴子捧仙桃一景，卧龙溪中有鸭子戏
水等景致，都值得一看。此外，潭前那一块长方形的大石头
很像一方砚台，砚台石旁边还靠着一块扁长形的小石条，样
子像一块松烟墨。在这个景区里，有笔（卓笔峰）有纸（卷
图峰），还有砚台、松墨，生得也巧，留意观赏一下，倒是别
有意味。

龙鼻洞
又名龙鼻龛，位于灵岩寺右侧的插龙峰下，可从寺后或寺旁
的石蹬小路盘旋而上。洞口朝南，正对玉女峰，深宽各约 10
米，高约 100 米。紫黑色的两壁顶端接合处，中嵌一条青铜
色横石，鳞甲宛然，酷肖一条巨龙婉蜒下绕，将至洞底，一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闵琦提供）

灵岩飞渡

爪据地，好像是保护颔中之珠。过去，有水从鼻孔中滴下，
贮于石盂中。传说此水可以明目。

在游览间隙或是游历了南天门内的风景之后，可以观赏一下
悬崖飞渡表演。在天柱峰和展旗峰的峰顶拉上一条绳子（过
去用麻绳，现在改用钢索），这就是表演舞台。这个空中舞台，
高达 200 多米，宽亦 200 多米，可谓世界罕见。
高空舞台上，人在绳子上表演翻跟斗、飞翔等动作，堪称一
绝。一边主持人在解说飞渡的历史，一边播放着乐清民歌《对
鸟》等乐曲，飞渡人员根据配音再做相应的动作，使得整场
表演更加微妙惟肖，更具观赏性。另外飞渡人员与游客之间
增加了一个互动项目，飞渡人员在 270 米的高空抛下绣球，
如果哪位游客接到绣球，可以亲身体验飞渡的感觉。
悬崖飞渡始于本世纪 30 年代。在旧社会，村民们为了采吊兰
（学名石斛）卖钱养家，常身系绳索，沿崖壁悬空采撷，在
漫长的岁月中，他们练出了一身飞崖走壁的本领。上有歧石
数枝，参差如指。”由于观赏方向的更新，站在西面看过来，
此岩象一只石蛤螺，今取名蛤螺岩。如站到方洞往下看，此
岩又象一只上山狐狸。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赛螃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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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龙湫景区
门票 30 元。大龙湫景区位于马鞍岭与东岭之间，古称西内谷。谷中有水名锦溪，源于大龙湫，注经行峡沿筋竹涧入清江而归海。
被誉为“天下第一潭”的大龙湫，高耸天际的芙蓉峰，变幻无穷的剪刀峰，云雨漠漠的经行峡，谷幽潭深的经竹涧，皆为胜境。
据说谢灵运当年探幽筋竹涧，终未能上溯入山，错过了和大龙湫邂逅的机会，不然雁荡开山祖师未必轮得到洋和尚诺巨那来当。

大龙湫

球泡流纹岩

大龙湫位于谷底连云嶂，水从卷壁中凌空腾飞而下，落差 197

这里的石球曾引起许多人的关注，有说是恐龙蛋，有说是这

米，为中国瀑布之最，有“天下第一瀑”之誉，瀑布四周的

些石球里面有宝石……这些石球其实是空心的，在地质学上称

崖壁上布满了历代文人墨客的题词。大龙湫在空中、潭底幻

为球泡构造。是含有气体的岩浆，溢出地表后，熔岩在流动

成两条龙，腾飞翻卷，仪态万千，变化无穷。

的过程中气体局部聚集，形成有空腔的球泡。要想使这种深
奥的原理简单化可以用熬粥的道理来解释，这样您就可以更

大龙湫最奇绝之处有两点：①在阳光照射下瀑布常呈现出色

加明白在亿年这一带的火山喷溢的情景。球泡周围岩石纹理

彩绚丽的五色长虹的奇观；②水量大，气势雄壮、粗犷，像

为熔岩流动的遗迹，称为流动构造。

一条发怒的银龙，从半空中猛扑下来，直捣潭心，如轰雷喷
雪。最好在八九月间挑个雨后晴朗的日子，水量大且可观五
色长虹，一举两得。

经行峡
经行峡是指雁渡堤（在能仁寺前东南水口中）至东龙门的一

燕尾瀑

段山峡，取名于唐贯休“雁荡经行云漠漠”赞语中的“经行”

一名飞泉，俗称开裆瀑，在火焰山西，能仁寺东北。锦溪之

山坡平地上有座化身亭，顶上有个通天孔，亭左侧各有一大

水绕经西龙门触石分流而下，状如燕尾。瀑下一潭，名叫霞

一小的透气孔。这是宋代建筑，为僧人园寂后火化用的亭子。

二字。两旁峰峦险拔，岩壁陡削，境极清幽。在峡内右手面

映潭，潭水碧绿，大一亩余，潭中有巨石，形状像大铁锅，
侧倚水底，隐然可见。每当晚霞照映时，潭面鲜丽可爱，潭
因之得名。因潭水下游的筋竹涧内有东龙潭，故又称此潭为

筋竹涧

西龙潭。近年在潭旁建造了水泥平台，台上有遮荫伞，可供

上连经行峡，下到清江，两岸峰峦险峻，岩石错落，树木茂

游人跳水和憩息之需。潭中有小船数只，在潭中划船，别有

密，水流清澈，十分清幽。涧中有悬瀑飞泉，又有初月、峡

一番幽趣。

门、葫芦、淑玉、下培、菊英、连环等十八个潭，潭之间有
浅滩、夹谷、陡崖。涧水经过陡峻的夹谷时奔腾急湍，浪花

芙蓉峰

翻飞。即使在今天，游人也极难穿涧而过。1500 多年以前的
永嘉太守谢灵运望涧兴叹，只能“越岭”而弃“溪行”。

位于西内谷和西外谷交界处的东岭北面，因此峰高耸云霄，
故特别引人注目，可算是雁荡山的标志。也正因此峰高大凌
空，人们在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它，不同的角度还都能看到它

马鞍岭

的不同形状，在东岭和石门一带，也时而可以看到它的各异

一名石城岭，岭背呈“凹”字形，状如马鞍，是从灵岩进入

的丰姿。最理想的观察点在马鞍岭上，可见一峰特立，峰顶

大龙湫的通道。登岭眺望，满目丹峰翠绿，极为壮观。这个

翠石参差不齐，如新叶初发。在连霄岭回望，此峰如观音朝

地方有一条隧道，接通灵岩至大龙湫的车路。

北跌坐，前有二岩似童子和净瓶，因此又名观音岩。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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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刀峰
剪刀峰屹立在涧水之中，属于火山喷溢的流纹岩。此峰在雁
荡山 102 峰中以秀、奇见长，秀在有水相伴，奇在移步易景。
从大龙湫谷口直到瀑前，一路上剪刀峰不同的造型不少于八
种，古人云“百二奇峰各不同，此峰变化更无穷。”
在售票亭外，仰望此峰拔地而起，壮如鳄鱼，形态逼真。前
行至竹桥旁，就是观望剪刀峰的最佳位置。遥望峰顶，中有
裂隙，很像园丁剪枝用的剪刀，所以称“剪刀峰”。前行几步，
剪刀峰裂缝的右侧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位少女的模样。她脸
朝右前方，眉毛、睫毛依稀可辨，身着披风，此景为“昭君
出塞”。继续往前走，还会看到含苞欲放的玉兰花，栩栩如生
的啄木鸟，以及憨态可掬的熊岩。假如苏轼到雁荡山一游的
话，那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不能不用
于此了。来到快活林，刚才剪刀峰的裂缝已全然不觉，只见
挺拔、秀美的桅杆峰已矗立在眼前。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寰宇周天提供）

羊角洞景区
门票 10 元。羊角洞景区是雁荡山斜逸旁出的一个支脉。在归宗雁荡以前，它以自己的名字——“方山”久为世人所知，且有自
己的开山祖师，那位祖师是一个羽士，因而它的一系列洞文化教育和其他建筑充满了道教和巫风的气息，是雁荡山八大景区中最
具中国民间宗教文化色彩的地方。

羊角洞

定海峰

又名一洞，地处方岩之南，历来为道家养性修真之地。方岩

原名剑岩，位于羊角洞西南山巅，突兀高耸，状如石碑，从

主峰高 450 米，广约 3 平方公里，系雁荡山支脉。在唐代天

远处就可遥见此峰，它已成为羊角洞景区的一个标志。走近

宝六年（747）改名王城山，俗称方岩。至宋代始有方岩羊角

方岩反而看不见它的真容，登上羊角洞左前侧的玉兔岩前，

洞天之称。它的得名有三种说法，一说因洞口形似羊角，二

朝西南方向看，才能看清此峰如一把宝剑悬插在山岗上。传

说因洞内右侧有羊角井，三说因洞外左前侧有羊角岩，不论

说，古时附近海面，常有野蛟出没，兴风作浪，使出海的渔

哪一种说法，反正都和羊角形状相关。洞内建有玉蟾宫，香

民葬身大海。紫阳大仙见此情景，拔出这把宝剑直插下去，

火甚旺，香客游人络绎不绝。

刺杀了野蛟，从此风平浪静，渔民们欢天喜地。剑岩之改名
定海峰，显然是由这个传说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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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折瀑景区
门票 10 元。三折瀑是造物主玩弄的一个迷藏，，它居然瞒过了徐霞客的眼睛，直到本世纪才向人展露真容。名山如名著，就这
般能予人以不断发现的惊喜。在雁荡山众多瀑布中三折瀑最为奇异，其中尤以中折瀑为极致——有人甚至称它为“雁山第一胜
景”。据说包藏中折瀑的是冷却了的火山口，火与水如此相克又相生。

烈士墓
位于学土路一侧，背依伏牛峰，前临碧玉溪。墓门上有粟裕将
军所书“雁荡烈士墓”金色大字。陵墓依山层叠建筑，气势雄
伟，庄严肃穆，是为纪念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殉难的烈士
而建的，墓前有高大的墓碑、墓塔耸立着，极为壮观。
陵墓西侧有老猴峰，老猴头朝东北墓坛，躬着身，捧着脸，似
在悲哭的样子，因此又叫“哀猴峰”或“老猴哭灵”。仰望陵墓
左侧山上有将军抱印和少女含羞诸景。陵墓西侧的翠薇嶂顶还
有卧蚕峰。陵园内松柏葱翠，环境幽美。

下折瀑
从烈士墓左侧拾级而上行 200 米即到。潭上有民国二十四年
（1935）镌刻的“下折瀑”三个大字。瀑朝南，高约 50 米，
仰望天空，呈葫芦状，人称“葫芦天”。左侧有一个朝西同穴，
叫作“龙游洞”，洞深七、八米，相传古时有游龙过此。

中折瀑
从下折瀑折回原来的叉路口，上行到一处有二个石钉山涧，步
石钉过涧，约 15 分钟就可到达。瀑高 120 余米，瀑位朝东。
飞瀑从半圆形洞顶凌空而下，纷纷扬扬地似万斛银珠洒人潭中，
潭面发出阵阵叮叮步阵的天籁之音，恰似一曲悦耳动听美妙的
乐章。
最为引人入胜的是在晴日上午 9 时许，阳光透过岩隙映照飞瀑，
形成七彩飞虹，绚丽多姿，令人叫绝。有人甚至誉此瀑为“雁
山第一胜景。”郭沫若对此瀑十分欣赏，曾在诗中写道：“我爱
中折瀑，珠帘掩翠楼。”

上折瀑
从中折瀑沿岭而上，山谷间林木葱笼，飞鸟成群，别有天地。
不久就到了上折瀑，瀑位朝南，高 100 余米。瀑从剖瓮形洞顶
撒入潭中，沙沙作响，卷起朵朵水花，颇为绮丽可人。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醉湘西提供）

梅花桩
在水帘洞右侧，有一块紫黑色片石兀然斜立，亦曲亦奇，
石间有大小不等的洞孔，体态酷似千年老梅之桩，玲珑俊
透，生趣盎然。

铁城嶂
从灵鹫峰下的路上稍进，即可见净名坑内左侧一嶂“势若
长城，色若铁黑，故名铁城。”铁城嶂（指左嶂）下部有水
帘洞（亦称水帘谷），洞口有一大潭，半在洞内，半在洞外，
洞檐泉水，散垂如帘。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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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胜门景区
门票 10 元。景区位于雁荡山的北部，东起砩头溪汇合处，西至锯板岭头，南起湖南潭，北至百将岩，号称“雁荡山的后花园”。
其中以显胜门最富盛名，向有“天下第一门”之称。会仙峰、仙岩、仙杖峰、仙游洞、仙岩洞、仙人脚印等景致都冠一个“仙”
字，颇具玄妙神秘的色彩。具有明代建筑风格的南阁牌楼群，古朴雄伟，是不可多得的人文景观。

显胜门

含羞瀑

显胜门，又名仙圣门，从仙人坦村进南入 2 公里，即见前方

三折三态瀑布深藏岩褶里面，犹如古时大家闺秀藏于房中，

两壁陡立，直上云霄，气势十分雄伟峭拔的两座山峰对峙如

而不愿会客，故名含羞瀑，又名飞湫。瀑布随深谷山涧逶迤

门。显胜门高达数百丈，约 200 米，两门相隔仅十余米。沿

下山，水声潺潺，或激越，或舒缓，好似一曲大自然演奏的

着弯曲的石路走到门内，抬头仰望，壁顶复合，仅留一线，
“非

优美乐章，悦耳动听。在礼佛坛往右侧有一个洞洞相连的奇

中午夜分不见明”，再进去数百步，则绝壁四合，森然环峙，

观，从底部第一洞至最后一洞共有十八洞，据当地农民说此

脚下涧水潺潺，境极幽邃。雁荡山由嶂壁对峙而形成“门”

洞可到达显胜门顶。

景的有好几处，其中以显胜门最为雄伟峭拔，为世所罕见，
故有“天下第一门”之称。

会仙峰

抬头仰望，壁顶复合，仅留一线。这种近距离的耸峙产生的

又名仙人岩，离南阁村 6 公里，在仙人坦村东北。自南阁村

效果至为强烈，令人头晕目眩，不能久待。一张还须一弛，

沿公路西去，至右手向（北面）折入一个山谷，此峰赢在山

一刚还须一柔，秀丽多姿的砩头溪和松坡溪正好充当了“弛”

巅上。山巅的方形大岩前有二峰，俨然两个巨人向东并立，

和“柔”的角色，恰如虞姬舞于项王之前，两相映衬，便成

从南面侧视又像数人聚会。因传说此地曾有仙人的行踪，于

无限风光。

是就把它叫做会仙峰。

南阁牌楼群
位于浙江省乐清市仙溪镇南阁村的中直街上。牌楼群原有七
座，现存五座，皆坐南朝北。一进村子，沿一条乱石铺就的
南阁村主街道上，矗立着五座牌楼，高高的大红匾上，分别
写着斗大的金字楷书：
“世进士”、
“恩光”、
“方伯”、
“尚书”、
“会魁”。
南阁牌楼群规模宏大，形制完整，是明代牌楼少见实例。木
石混合结构，单开间三楼悬山式，进深分心用六柱，既保持
了一些官式做法，又有浓厚的浙南地方风格。构造上中柱深
埋以稳定整体建筑，空间透露以减轻负荷，具有较高的科学
价值。五座牌楼建造时间相隔百年，细部的变化反映了地方
风格的演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如果你爱某个电影爱到真的发烧，一定会渴望亲临其境。近
年，因影视而名声噪起的不计其数，而温州雁荡在课本中出
现过无数次，一直没机会目睹她的秀美。如今，她在眼前，
而且带着《神雕侠侣》神秘的色彩。
——@搁浅的左岸：《温州雁荡山 探神雕侠侣拍摄地》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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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桥景区
雁荡山最北端的仙桥景区，东起老鼠咀，西至双坑，南起百将岩，北至六坪山，传说是仙人王子晋骑鹤飞临之地。此间许多景点
都跟这位飞仙有关：仙桥、仙亭、仙人洞（北石梁洞），吹箫峰，仙亭山，丹灶岩，石棋枰……
一百平方公里的景区内，山山水水间无不氤氲着清彻骨髓的仙气。其中国最著名的，有横跨在仙亭山山脊的气度险绝超凡的仙桥，
有“雁荡山第二大洞”之称的仙人洞（即北石梁洞），还有洞形奇特、堪称雁荡山洞府之最的仙姑洞。

仙姑洞
位于龙湖的北面，离水库大坝约 3 公里，是一个曲尺型的奇
洞，有东、南两个洞口。东洞口下临绝壁，南洞口也极险峻。
洞顶似穹窿，洞内幽深而明亮，故称穹明洞。洞内有三层砖
木石结构的建筑，主要用于从事道教活动。二楼设有三块石
碑，皆为清代所刻。左右为风景碑，中间的刻有大清光绪二
十二年的一道圣旨，题为“钦旌贞烈 李姑碑记”，封李玉莲
为贞洁烈女。因年月久远，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三楼香烟
袅袅，中供三清祖师，右侧塑仙姑像。 仙姑洞内翠壁丹崖别
开化境，外则层峦叠嶂峭壁万仞。洞下不远处有仙姑墓。

仙桥
站在龙虎门朝北仰望，可见仙亭山上有一座石桥横空，直达
云天，空灵险绝。过龙虎门折右，上仙亭山，经仙人洞口向
东行 1 公里，可到桥下。桥长 38 米，宽约７米，高 10 余米。
想登桥一览，可从山北的小路上去。登桥下瞰，脚下壁立万
仞，行云流水，恍若“凭虚御空”，令人顿生飘飘欲仙之感。
这座仙桥，相传因王子晋吹萧其上而得名。王子晋，是周灵
王姬泄心的太子，姓姬名晋。这位王子因直言敢谏，被他的
老子取消了继承王位的资格，废为庶人。此后，他遨游伊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13816iyudpf 提供）

学道成仙，骑白鹤，吹笙萧，仙游三山五岳，曾来过雁荡山
的仙桥一带赏景修道。

仙人洞
北石梁洞是一天然洞穴，又名“仙人洞”。洞顶有龙岩、狮子
岩、鲤鱼岩、玉兔望月等景致，还有一泉水飞落而下，泉清
味甘。洞内建有木构的大殿三间和住房，厨房数间。殿内供

由于仙桥景区目前还属于雁荡
山冷门景区，因此鲜有客栈，
游客可到附近的大荆镇居住。

送子观音、如来佛祖、财神和文曲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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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湖景区
门票 10 元。雁湖景区，东起东岭，西至碧落峰，南起本觉寺坑，北至雁湖岗，面积约 59 平方公里，景点 42 个。此景区，位于
雁荡山西部，旧称“西外谷”，以湖、瀑、峰、谷等取胜。雁湖是雁荡山一名的出处，徐霞客称之为“鸿雁之家”，登岗可览云海、
日出奇观。烟雨飘散的梅雨瀑，似绸带下垂的罗带瀑，瀑形幽奇的西大瀑和状物象形的含珠峰、石表峰、玉兔峰以及奇险幽迭的
梯云谷，皆为胜景。

雁湖

西石梁大瀑

一名平湖，从石门或石柱门北上约 2 小时可到。雁荡山一般

紧挨西石梁洞右侧，从洞口下山沿溪边走几分钟就到。在瀑

是岩多于土，惟雁湖泥涂数丈，深秋芦花映带，无异江渚，

前的一块巨石的西面刻有“西石梁大瀑”五个大字。北面的

令人叹为奇观。雁湖的气象是苍茫阔大的，时变景迁，雁潮

高山有一条状如半个竹筒的圆卷的直沟，从上而下，瀑布贴

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干涸，仅留下数处浅水塘，昔日泱泱

着峭壁从高约 160 米的高崖上飞湍直泻，在半腰处触石飞溅，

碧波，变成了一片黑色香灰土。湖上建有茶场，湖上土壤肥

小珠状若万斛珠矾闪烁，水声哗哗。有时瀑水“犹如累大石

沃，又终年云雾缭绕，宜于种茶，所产茶叶为雁茗上品，因

连坠潭中”，气势十分雄壮。

此又有“雁茗之乡”的美誉。

瀑高仅次于大龙湫，为雁荡山第二大瀑布。徐霞客曾有“非

雁湖冈的湖虽已随岁月而变迁，而“雁湖日出”和“雁湖云

岩山第二流也”的赞语。瀑布直坠的圆形深潭叫“上潭”，又

海”的奇观是永存的。在明朗的黎明，登岗顶石遥望，旭日

名“大瀑潭”。当瀑布直冲潭面时，除了发出震耳欲聋的大声

从水天一色、茫无边际的东海冉冉升起，海面泛金流赤，绚

外，还可见浪花翻滚沸腾的美景。

丽多彩，蔚为奇观。在烟笼雾锁的时刻，山下一望无际、白
茫茫的云雾，随风升腾翻涌，似海浪滚滚，气壮山河。故向
有雁湖与山东泰山、天台华顶山同为观日出的胜地之说。

梯云谷
位于长檄村西面半公里的山中，从西石梁大瀑去约半个小时。

梅雨瀑
在雁荡山石柱门左侧，岩削立 100 余米，环而成壑，壑口两
崖如门，瀑从壑中北崖悬空下注，冲击在半崖横突出来的崖
石上，如飞珠碎玉般密空飘洒，因风作态，烟雨蒙蒙，状若
梅雨，令人叫绝。

石门

在谷口的东南方，一峰拔地而起，高约 100 米，体圆色白，
似古代宫殿前的华表，因名“石表峰”。
沿石表峰峰脚向西走数百步，就可到达梯云谷口，谷口巨石
垒垒，游人只能从二米多宽的洞中进入谷内。梯云谷深约 300
米，谷内景致清幽。内铺有一条 100 多级的石阶，看上去像
一张云梯。谷底左侧嶂顶有个缺口，瀑水悬泻，因谷得名为
“梯云瀑”。瀑下潭广二三亩，潭水清澈碧透，倒影如画。

走完东岭，不到半小时，就可在右手面看见两岩东西隔溪相
对如门，因称“石门”。进入门内，如行甬道之中。门上有玉
兔峰诸景，峰北有路可上螺旋谷、靛厂、雁湖。

含珠峰
在石柱门右侧，一峰插天，高约 100 米，自峰腰至峰顶中间
有一裂隙，内含有一颗珠形圆石，颇为奇特，因而称为“含
珠峰”。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搁浅的左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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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雁荡山徒步路线

雁荡山周末二日游

1. 灵峰→真济→大岭→南阁牌楼（约 2 小时，路况优难度低）

D1 早餐后游览大龙湫景区（剪刀峰、昭君出塞、高空飞

2. 灵峰→紫竹庵→雪洞→长春洞→观音洞顶峰(约２小时，登顶无

车表演、龙湫瀑布等），晚观灵峰夜景（夫妻峰、雄鹰敛翅、

路须攀爬，高难度，较危险)

犀牛望月等）

3. 灵峰→谢公岭→东石梁洞→接客僧→白箬岭→白溪（路况优难度

D2 早餐后游览灵峰日景（果盒三景、合掌峰、观音洞、

低，约 2 小时）

朝阳洞等）

4. 灵峰→万象峰→朝阳洞背→朝阳洞（约 1.5 小时，路况优难度低）
5. 三折瀑→烈士墓后峰→森林公园（水帘洞）
（约 2 小时，路况优，
难度低）

雁荡山三日游
D1 早餐后游览大龙湫景区（剪刀峰、昭君出塞、高空飞

6. 三折瀑→烈士墓后峰→森林公园→莲花洞→小龙湫（约 3 小时，

车表演、龙湫瀑布等），晚观灵峰夜景（夫妻峰、雄鹰敛翅、

路况优，强度中）

犀牛望月等）

7. 三折瀑→烈士墓后峰→森林公园→莲花洞→小龙湫→方洞铁索

D2 早餐后游览显胜门景区（天下第一门、含羞瀑、石佛

桥(约 4 小时，路况优，强度高）

洞等），下午游览灵峰景区日景（果盒三景、合掌峰、观音

8. 大龙湫→龙湫背石→雁湖岗→西石梁洞（瀑）→雁芙（约 5 小时,
中途部份路况差,强度中）
9. 跨越百岗尖(乐清和雁荡山的最高峰):东加岙→百岗尖→龙湫顶
→大龙湫停车场（约 7 小时，路况一般，强度高）
10.大龙湫→东岭→西石梁洞（瀑）→雁湖岗（约 4 小时路况优，强
度中）
11.穿越筋竹涧:104 国道(高速雁荡出口)→小岙村→小芙蓉→筋竹

洞、中央领导人题刻、朝阳洞等）、三折瀑景区（兰花亭、
将军抱印、少女含羞等）
或者
D2 早餐后游览灵峰景区日景、三折瀑景区、方洞景区（金
龟迎客、悬崖栈道、铁索桥等）或藏龙神谷（梅花桩、水
帘洞、民族歌舞表演等）
D3 早餐后游览灵岩景区（灵岩寺、小龙湫、卧龙谷、高
空飞渡表演等），中餐后返回温州，结束旅程。

涧→大龙湫（约 3 小时，路况优，强度低）
12.104 国道→环山村→飞泉寺→能仁寺（燕尾瀑）→大龙湫，也可
在飞泉寺下山至灵岩（约 2.5 小时，路况优，强度低）
13.双峰叶家洋→石佛洞→仙姑洞→福溪水库 （约３小时，路况优，
强度中）

神雕侠侣仙游之地
D1 游览灵岩景区《神雕侠侣》场景（断肠崖、活死人墓
出口、终南山绝顶、万兽山庄庄口，原始景点高空飞渡表
演等），大龙湫景区《神雕侠侣》场景（断肠崖下面的水潭

14.雁荡→芙蓉→岭底→花坦岩→头楠溪江（骑自行车或驾车）

涯底，原始景点大龙湫瀑布、昭君出塞等）；晚观灵峰梦幻

15.雁荡→石桅岩→鹤盛→岩头→楠溪江（骑自行车或驾车）

夜景（犀牛望月、情侣峰、雄鹰敛翅等），住雁荡山。

16.跨越雁湖岗:庄屋（散水瀑岩）→砩头→长岭头→湖南岗→雁湖
岗→雁湖景区（约 5 小时，路况优，强度高）

D2 早餐后游览灵峰日景《神雕侠侣》场景（外景回廊、
合掌峰、内景重阳宫大殿九层、七层，原始景点观音洞、

☆☆以上路线道路都比较完好，大多为古代驿道，且一路风

中央领导人题刻），三折瀑景区《神雕侠侣》场景（洞天福

景优美无比，最长路线步行时间不超过 7 小时，有些路线可

地、山洞内外、原始景点兰花亭、将军抱印等）；下午游览

串联并行，时间安排少则半天，多则两天，附注时间仅为徒

显胜门景区《神雕侠侣》场景（绝情谷客栈、山洞、绝情

步所需最低时间，不计游玩时间。

谷口、原始景点南阁明代古代牌坊群、石佛洞、含羞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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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温州雁荡山车站附近酒店

乐清柳市青年阳光宾馆
房型

同程价

[362649221_78a2f7] 酒店环境还不错，服务也

阳光房

218 元

好，只是交通不是很方便

时尚房

238 元

[13397wqhdwz] 由于当地房价很高，该宾馆性

→ 预订此酒店

价比还算较高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 查看附近更多特价酒店

温州瑞都酒店连锁（柳市店）
房型

同程价

[13222putdac] 房型还不错，交通便利，性价比

标A

258 元

也很高。

单A

258 元

[13311nmfwzk] 酒店交 通方便，闹 中处静， 干

→ 预订此酒店

净卫生，房间宽敞明亮。

→ 查看附近更多特价酒店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乐清沪川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普标

288 元

行政单人房

34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附近更多特价酒店

[冰桔茶] 外观看上去很气派，服务你也很好。
[共同旅程] 在当地的酒店中可以说是比较好的。
客房设施较完善，服务十分到位。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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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海鲜

小吃

雁荡山特色佳肴以食用海鲜为主，并有著名的八大名菜：
鸡末香鱼 香鱼为雁荡山的“五珍”之一，色泽艳丽，鲜嫩香
醇，是美味滋补的上乘菜肴。

游雁荡山，“观山景、尝小吃、品海鲜“，而其中尤以小吃极
具当地特色。雁荡风味小吃讲究色、香、味，只要观其色、
闻其香，顿时胃口大开。

蛤蜊豆腐汤 鲜蛤蜊、豆腐、生姜、葱，这道汤菜，特别鲜美，
有“雁荡第一鲜”之称。
蟠龙戏珠 以雁荡山的溪鳗为主料，另配土豆、红、白萝卜。
色调美观，盆中蟠龙栩栩如生，别有风味。
美丽黄鱼 黄鱼为主料，加以青豆、黄瓜、绿樱桃和红萝卜，
淋上鸡汤。肉味疏松滑嫩，色彩艳丽，鲜美爽口。
碧绿虾仁 虾仁、菠菜为主料，加入少量葱、味精、湿生粉。
这道菜，菠菜碧绿，虾仁雪白，鲜美可口。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温州超人提供）

清蒸海蟹 海蟹肉味鲜美，香气四溢，营养丰富，是一道具有

香螺 一般放在水里煮熟就可以吃了。它的吃法和田螺不同，

独特风味的名菜佳肴。

不能用嘴去吮，只能用一根牙签，揭开上面的一层紫色薄盖，

雁荡石蛙 石蛙肉质细嫩，厚汁原味，清得鲜美，是夏秋两季

然后把牙签插进肉里连肉带膏一起挑出来，再放在调料里浸

难得的佳肴。

一下，便可以吃了。

土豆野味煲 野兔与土豆为主料，这道菜用文火焖出，色泽酱

番薯粉丝汤 先将番薯加工成番薯粉丝，再把晒干的番薯粉丝

红，香味浓郁，有壮阳益气等功效。

与猪脚或肉骨头同煮。食时碗中加入蛋丝、芹菜、炊虾、紫

游客在雁荡镇、响头岭的各酒店、饭店、排档都可尝到雁荡
的各种特色美味。讲究经济实惠的话，最好选择镇上排档即
可，同样的海鲜，排档价格一般会比饭店便宜三分之一，且
味道不比饭店差。

菜、蛎肉、米醋、酱油、味精等配料，吃起来软滑爽口。喜
辣的加入少许辣酱，则另有一番滋味。雁荡人宴请宾客、婚
嫁丧聚摆酒席都少不了炒番薯粉丝这道菜。
雁荡烙饼 在雁荡街道两旁，摆设着许多小摊子，而且清一色
是一个火炉，一个平底锅，它们是用来制作烙饼的。雁荡烙

此外，在灵峰、灵岩或其他景区也可也可选择景区家庭饭馆

饼最讲究的是里面的调料，一般是用上等的咸菜，和着豆腐

品尝海鲜的各种农家烧法，如红烧香鱼、大盘鲤鱼汤，味道

干、虾皮、肥猪肉、蛋皮一起揉进面粉团里，然后用手捏成

都不错，价格上有时还会比镇上合算。

薄薄的、圆圆的一片，放在平底锅上烤，三五分钟过后，一
张色香味俱全的烙饼便告成功了。
米粉丝面 雁荡小吃中还有一种当地人称之为“细面”的米粉
丝，同样用大米作的粉丝，却细如松针。细而不碎，黄而不
焦，松而不结，滑而不腻，加上牡蛎、蛏子肉、蛋皮丝，确
会令人嘴馋。
茴香五味豆腐干 茴香五味豆腐干采用精制小方块豆腐干、新
鲜猪脚、桂皮、茴香、蒜根、精盐同锅煮，煮的时间越长其
味越好，直煮得豆腐干内成蜂窝状。食时加少许辣酱，味道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温州超人提供）

更佳。轻咬一口，香气四溢，入口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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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灵秀雁荡山
2012-03-29 作者：醉湘西
沿着石阶攀援而上，这登山的石阶很是陡峭，像深入云端的天梯。如是在冬天，白雪飘零的
季节，岂不正应了“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的意境。扶着栏杆站定了，回首我
们来时的路，只见深沟高壑，羊肠小径，山路奇险，不禁一阵头晕目眩……[查看全文]

温州雁荡山 探神雕侠侣拍摄基地
2012-06-20 作者：搁浅的左岸
其实好的电影导演首先一定是发掘美景的天才，那些人迹罕至默默无名的地点一旦被他们摄
入镜头，就仿佛泥土中的宝石放出迷人的光亮。作为大众文化经典的电影就是把梦想的痕迹
不动声色地烙印于它的拍摄地，能够让我们以梦境中的迷狂去感受…… [查看全文]

小龙幽谷，曲径朝阳
2011-10-21 作者：寰宇周天
以灵岩古刹为中心，后有灿若云锦的屏霞嶂，左右天柱、展旗二崖对峙，壁立千仞。因“浑
庞”而生肃穆，人处其中，顿觉万虑俱息。灵峰使人情思飞动，灵岩则使人心境沉静。但人
又怕沉静太过，于是就有“灵岩飞渡”的准杂技表演……[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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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网友
本攻略感谢一起游网友寰 宇周天、闵琦、 搁浅的左岸、海 风小舟、猪事如意 、赛螃蟹、醉湘西、温州 超
人、灵魂需要、丹枫烂漫 的支持。

版权信息
如有批评建议，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本攻略将不定期更新，下载最新攻略请至一起游雁荡山旅游攻略。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一起游旅游攻略。

版权声明
本攻略 PDF 版已得到 Adobe Acrobat 官方认证，本攻略最终解释权归一起游所有。

加入我们

一起游微信

我们会在微信中为您推荐
最新鲜的旅游资讯

同程旅游客户端

同程旅游客户端将为您提供
手机预订产品服务，同时您
可在手机上查看旅游攻略

一起游微博

一起游旅游攻略

+ 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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