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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莞：世界梦工厂

东莞市（官方外文名称为Dongguan，传统粤语外文名称为Tungkun）是中国广东省下辖的一个地

级市，有“世界工厂”之美称，是广东历史文化名城，为“广东四小虎”之一。距今1700多年前

的三国时期建郡，是岭南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和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东莞籍

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人数众多，是我国著名的侨乡。 

东莞风光(图片由网友 @怕瓦落地 提供)

东莞是英雄的土地，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代史第一页，有中外闻名的林则徐销烟池、沙角炮台、

威远炮台等抗英古战场遗址，有鸦片战争博物馆、海战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抗日战争时期这

里是东江人民的根据地，大岭山抗日史实陈列馆和榴花抗日纪念亭，吸引不少游客瞻仰。人文景

观丰富，有金鳌洲塔和榴花塔、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可园、黄旗古庙等。自然风景优美，有仙鹅

湖、石排燕岭、绿色世界、清溪山水天地以及珠江口滨海秀色、稻海蕉林，荔红荷香，旗峰胜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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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在广东的位置

 东莞最佳旅游时间：每年的9、10月是到达东莞游览的最佳旅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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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莞景点推荐

东莞市是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名胜古迹甚多， 旅游资源丰富。

东莞景点(图片由网友 @谈琴不谈情 提供)

沙角炮台

鸦片战争古战场遗址。位于虎门海口沙角山，始建于清嘉庆五年（1801年）。鸦片战争时期，

沙角炮台与大角炮台是虎门海口的第一道防线，被誉为粤海第一重门户。

 海战博物馆

位于虎门海口威远炮台附近，是一座专题性与遗址性相结合的博物馆。占地面积20.4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由陈列大楼、宣誓广场、观海长堤等组成建筑纪念群体。海战博物馆是虎

门炮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国三大禁毒教育基地之一。

 威远炮台

位于虎门镇的威远岛，是鸦片战争古战场遗址之一、虎门海口防务的主要阵地，也是我国保留得

最完整、最有规模的古炮台之一。

 松山湖：松湖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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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平方公里水面的松山湖，四周峰峦环抱，湖面烟波浩渺，湖鸟轻鸣，雨霁虹出时分，云蒸霞蔚。

以“烟雨”命名，突出其清晨及雨霁虹出时分的美丽景色，寓意松山湖的美好未来。

东莞植物园、水濂山森林公园：板岭凝芳

东莞植物园与水濂山森林公园连成一片，位于我市南郊。区内山青水秀、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自然景色十分优美。

鸦片战争博物馆

鸦片战争博物馆是当年鸦片战争的古战场所在地。东依牛背脊山，西对珠江口，是一所收集、陈

列、研究林则徐禁烟及鸦片战争文物史料的专题性博物馆。

绿色世界

绿色世界景区内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自然景色十分优美。这里最有名的是鸟语林，园中园鸟语

林是一个大型的鸟类观赏和鸟艺表演乐园。

可园

东莞可园位于东莞市区西博厦村，为清代广东四大名园之一，也是岭南园林的代表作，前人赞为

“可羡人间福地，园夸天上仙宫”。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隐贤山庄

是明代贤臣李觉斯的故乡。隐贤山位于常平镇丽城开发区内，占地五十多万平方米，是东莞大型

文娱、旅游、度假中心。

同沙生态公园

同沙生态公园地处东莞市东城区南部，与莞长公路接壤，交通便利，风景独特，是东莞市五大森

林公园之一。

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

位于东莞市樟木头镇境内，是国家林业局批准成立的东莞市首家国家级森林公园。园区总面积18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99%以上，是集生态观光、娱乐健身和宗教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景区

，被誉为“南天圣地、百粤秘境”。

黄旗山公园

位于东莞大道和东城中路交汇处，占地面积243公顷，园内有黄旗山顶灯笼、黄旗古庙等景点古迹

，及新建旗峰公园广场、门楼、旗峰湖景点。黄旗山海拔189米，形似展旗，是东莞的象征，其中

“黄旗岭顶挂灯笼”是东莞民间传说东莞八景的第一景。

石龙金沙湾：金沙漾月

美丽的东江流经石龙金沙湾，形成一河三埠的自然景观。这里江面开阔，水势浩荡，是龙舟竞渡

好场所。入夜，两岸灯光灿烂，夜色迷人。月色、灯色与波光水色交融，动静结合，别具韵味。

长安莲花山风景区：莲峰赏鹭

长安莲花山风景区连绵十余公里，其主峰海拔513米，三峰列峙，如莲花半开。山上林木苍翠，风

景优美，景点四十余处。其中“鹭鸟天堂”有鹭鸟上万只，是广东省目前最大的鹭鸟群，傍晚时

分，群鹭齐飞，与山色、水色、天色、草色融为一体，景观独特。

虎英郊野公园：虎英叠翠

虎英郊野公园与御景湾酒店、峰景高尔夫球场连成一片。这里湖光山色，绿意盎然，风景优美。

以“叠翠”命名，寓意拥山抱水、景中有景、景外有景、层层叠叠、苍翠欲滴、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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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门大桥：古塞飞虹

虎门大桥是目前广东规模最大的桥梁。这里曾经是鸦片战争的古战场，清道光年间，林则徐带领

虎门军民筑起了百丈铁链横锁大江，凭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金锁铜关抵御来犯之敌。而今，

硝烟不再，天青海阔，波澜不惊，天堑变了通途，泛舟珠江，只见大桥飞架，横空出世如长虹卧

波；信步桥头，则气象万千，云樯帆影，尽收眼底。

 市中心广场：广场挹萃

市中心广场位于新城市中心区，南北长约1400米，东西宽约250米，玉兰大剧院、市展览馆、图书

馆等多项新建高标准文化设施坐落其中，集功能性、休闲性、娱乐性、欣赏性于一体，富时代气

息、现代气派、文化内涵。

东莞大道：大道朝晖

东莞大道长9.94公里，最宽达189米，北起旗峰门前，南至石鼓高速公路入口，是广深高速公路进

入东莞市区的门户。驾车行驶于大道之上，有“车在画中行，画在车前展”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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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莞旅游线路

 东莞经典两日游

线路亮点：将东莞特色风光一览无余。

线路设计：

D1：可园→绿色世界

D2：鸦片战争博物馆

详细行程：

第一天：在莞城汽车总站有很多公交车可以去可园，可园始建于清朝道光三十年（1850年），特

点是面积小，设计精巧，山水桥榭，厅堂轩院，一应俱全。加上摆设清新文雅，占水栽花，极富

南方特色，是广东园林的珍品。吃过午餐后，乘坐专线巴士前往绿色世界，景区内绿树成荫，鸟

语花香，自然景色十分优美。

第二天：早餐后参观鸦片战争博物馆，国家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销烟池、虎门炮台旧址、林

则徐铜像等。威远炮台介于番禺和东莞两市之间，成为珠江口江防要塞。与威远炮台遥相呼应的

虎门大桥是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特大型悬索桥，被誉为“世界第一跨”，是广东省东莞

标志性的旅游景点。虎门石洞森林公园位于东莞市南部，公园内有九座水库，面积较大的有中部

的怀德水库和大溪水库，东部的大沥水库。森林公园内群山起伏，峰峦叠嶂，有奇特象形山石等

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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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莞娱乐活动

东莞市经济发达，各式娱乐设施齐全，各类酒吧歌厅、康体俱乐部、游泳馆、跑马场、射击场、

卡丁车赛场、高尔夫球场应有尽有，能满足游客的多种需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东莞俨然也有了娱乐天堂的样貌，尤其是东莞的夜间娱乐，更是一派繁荣。 

东莞城区的夜间娱乐场所主要集中在华园新村附近。那里晚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可以到晚上3

点多，有些场所甚至通宵营业。品尝夜宵就是主要活动之一，晚上所有的酒楼都开有夜茶，价格

如同早茶一样，自然是夜夜升平。 

东莞另一夜间娱乐集中地区是厚街镇。此地晚间霓虹闪烁、变幻多姿，充分体现出现代都市的快

节奏生活。由于厚街镇外商云集的商业镇，此处西餐特色餐厅数不胜数，还有大批的夜总会、歌

舞厅、酒吧等等，晚间也很是热闹。 

东莞的保龄球馆比比皆是——体育中心保龄球馆、白马山保龄球馆，均是设备一流；同时东莞还

有南中国地区最大的夜间高尔夫球场，其服务周到殷勤，是举家同乐的好去处。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的民间艺术可以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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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东莞美食：味美鲜香

东莞菜属岭南菜系，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分山乡风味菜系、水乡风味菜系等，各有代表菜式，

如山乡风味里有樟木头客家咸鸡、大朗榄酱炒饭、清溪茅根黄豆坑螺汤等，水乡风味有沙田莲藕

煲龙骨汤、洪梅芋合干拗蚬肉、虎门蜜汁烤鳗鱼等。 

东莞美食(图片由网友 @谈琴不谈情 提供)

东莞临江面海，水产丰富，海鲜也是特色之一，除了出名的膏蟹、重壳蟹、濑尿虾、石斑鱼等等

，还以出产基围虾著名。吃海鲜最著名的地方是虎门的新湾镇，十多家大排档在海边一字排开，

置身其中，听涛品海鲜，妙不可言。

东莞最著名的风味小吃首推“三禾宴”和厚街烧鹅濑。“三禾”指的是禾虫、禾花雀（现已禁捕

食）、禾花鲤，营养丰富，口味极佳，道滘水乡是品尝禾虫、禾花鲤的好去处；厚街烧鹅濑是用

整只鹅、大块肉、大块骨，加许多特种药材和香料熬制而成的濑粉，美味诱人，有不少广州、深

圳甚至香港游客都专门到东莞享用这一美食。其他的风味小吃有厚街腊肠和东莞米粉，道滘的裹

蒸棕和肉丸粥，石龙的麦芽糖和糖柚皮、沙田的莲藕、石碣的芙蓉肉和芋杆子，高埗的冼沙鱼丸

，长安的乌头鱼等。

此外，东莞还云集了大江南北的各式佳肴，雍华庭的湘菜馆、厚街的珊瑚路（台湾街）、东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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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东北菜、南城区的素食连锁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东莞美食街区推荐：

花园新村食街：位于东城区堑头的花园大街一带，是莞城市区一处十分出名的饮食场所。有海鲜

酒楼、西餐厅、酒巴、粥城、茶餐厅、快餐店、面包屋、果汁店、茶庄、客家菜馆、糖水铺等。

虎门新湾食街：位于虎门镇新湾渔村。一条以竹棚搭成的食街，延绵近百米，绝对新鲜的海鲜，

简易的竹台竹椅，颇有特色。

长安新民食街：位于长安镇新民村，伸出海边的一个个凉棚，用杉木杉皮搭就，捞上当地出产的

麻虾、乌头鱼、膏蟹，即时加工，别有风味。

石排食街：位于石排镇中坑村，这里的食肆以精心泡制塘鱼著称，尤以东莞四大家鱼（鳙鱼、鲩

鱼、鳊鱼、鲮鱼）的烹制最为出色。

大岭山蛇宴食肆：大岭山镇烹制蛇宴十分讲究，炖蛇汤用硕大的陶缸作容器，以燃烧中的木糠柴

火“焖”成，味道浓郁，食客连喝十碗八碗不腻。

清溪客家菜食肆：东莞清溪镇一带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这里许多食肆烹制的客家菜很正宗，尤

其是客家狗肉、酿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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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东莞购物

东莞的土特产品及旅游纪念品有：大朗荔枝、荔枝干、厚街腊肠、虎门膏蟹、莞香（沉香木）、

虎门销烟模型、鸦片战争纪念匙扣、虎门服装等。

在东莞购物极为方便，目前，全市拥有大小商场2万多个，还有一批在建的特大超市和主题购物公

园，沃尔玛、家乐福、吉之岛、百佳等大型购物中心，东城、南城等商业步行街都是休闲消费、

购买旅游纪念品的好去处。

近年来，东莞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东莞地区形成了几大购物区域。一系列购物专业市场：虎门服

装、厚街的家具专业市场、大朗的毛织品专业市场、常平的东莞京九国际玩具礼品商贸城、黄江

汽配市场等等。

东莞市内拥有多个特色鲜明的购物街：西正路名品金饰街、振华路传统岭南商业街、迈豪女人街

等等，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集购物、休闲、娱乐、旅游于一体的超大型主题购物公园——华南MAL

L，它汇聚好又多、麦德龙、OBI超市、名店坊、精品店、书吧、音乐吧、麦当劳、肯德基等名牌

，成为了目前东莞旅新近旅游购物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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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东莞住宿推荐

东莞星级酒店的拥有量多达100多家在全国排行第三，仅次于北京、上海。所以来东莞住宿设备完

善，全年不用为酒店发愁。东莞酒店、东莞宾馆、遍布大街小巷，高中低档全有，可选择余地很

多。 

东莞住宿(图片由网友 @怕瓦落地 提供)

东莞酒店推荐：

东莞帝豪花园酒店

星级：五星

地址：大朗镇美景中路769号（美景中路与松佛路交汇口）

电话：0769-83122222

东莞嘉华大酒店

星级：五星

地址：东莞市厚街镇家具大道1号（家具大道与莞太路交汇口）

电话：0769-85928888

东莞虎门东方索菲特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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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东莞市虎门镇虎门大道黄河商业城（华润万家旁）

电话：0769-82888888

东莞宾馆

星级：4星

地址：莞城区东正路11号（人民公园旁）

电话：0769-22222222

东莞汇华花园酒店

地址：东莞市塘厦镇润塘东街13号（塘厦镇政府旁）

电话：0769-82328888

东莞市汇都酒店

地址：东莞市红荔路１０８号花园商贸广场（花园新村吉之岛）

酒店电话0769-22622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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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东莞交通指南

   

1、铁路

东莞是广九铁路、广深准高速铁路、广梅汕铁路与大京九铁路的交汇点，北京、上海至香港九龙

直通旅客列车的出入境检查检验手续在这里办理，往来港九、北京以及上海、华东等地区极为便

利。

东莞火车站，东莞火车东站都位于常平镇。离东莞市区还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东莞火车站主要是广深线上的短途车，隶属于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东莞火车东站是发往京九

线的长途车站，隶属于广梅汕铁路有限公司。有发往郑州、成都、南京、汕头、西安、厦门、南

昌、福州等地的车。

   

2、航空

东莞虽然没有自建机场，但周边有多外机场可供利用。沿广珠高速公路，五十公路内北有广州白

云机场，南有深圳机场；一百公路左右有珠海机场、佛山机场以及香港新机场。市内设有多个民

航代办处和40多个业务点，办理各航线客货运输业务甚为便捷。

   

3、公路

东莞地区交通发达，公路密度居全国前列，经过东莞的主要干道有：广深公路（107国道，广州—

—深圳）、莞惠省道（莞城——惠州）、莞龙省道（莞城——石龙）、广深珠高速公路、莞深高

速公路等。

东莞汽车总站在万江区曲海大桥旁（电话22785190），主要负责跨省的长途交通。东莞市区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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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拥有6个长途汽车客运站，分别为：东莞市汽车客运总站、高埗汽车客运站、南城汽车客运站、

莞长汽车客运站、榴花汽车客运站以及汽车客运东站。

除此之外，东莞市区周边的城镇还有4所长途汽车站，分别为东莞市常平客运站、东莞市长安汽车

站、太平装运客运站以及樟木头汽车站。

   

4、港口

东莞位于珠江出海口，虎门历来就是我国南方的重要门户，溯珠江而上，可分别通达粤东、粤北

、粤西乃至广西等地。

虎门港澳客运码头，每天都有客货轮直达香港机场和中港城（电话：85190888）。

   

5、公交车

东莞有城区、万江、大岭山、黄江、中巴等几家主要的公交公司，拥有冷气大中巴士、普通大巴

士、双层巴士等各类营运车辆，43条营运线路，服务遍及全市32个镇区，全市镇区都通公共汽车

。

目前东莞开设有5条旅游专线，能够到达虎门、林则徐公园、沃尔玛购物广场、樟木头林场等旅游

景点与购物娱乐中心。

其中，1号线（东莞至虎门）全程票价10元；2号线（东莞至常平隐贤山庄）全程票价11元；3号线

（东莞至樟木头观山公园）全程票价12元；4号线（东莞至石龙金沙公园）全程票价6元；5号线（

莞城至绿色世界）按上车每票2元统一收费。

除此之外，东莞还开设有1条旅游观光线路，票价10元，观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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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出租车

东莞的出租车起步价为8元/2公里，另加1元燃油附加费。乘客也可自行议价。东莞的出租车有300

0多辆，遍布全市32个镇区，以捷达、夏利等车型为主。

出租车有三个档次，分别为：起步价5元，1.8元/公里；起步价6元，2.0元/公里；起步价7元，2.4

元/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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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东莞节庆活动

 卖身节（泼水节）

时间：农历二月初二

地点：东坑镇

介绍：每逢二月初二，数以万计的群众都聚集到东莞市东坑镇，游走十里长街，争相淋泼“仙水

”，购物寻仙，观赏花车，场面盛大热闹，是当今东莞的第一大节。

据史料记载，卖身节源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一卢姓大户在二月初二时张榜招工，为其他所效仿

，逢二月二都张榜雇工，远近青壮年也都来东坑找雇主，这天逐渐成为“卖身节”。东坑有“小

澳门”之称，数百年来粤港澳三地民风相融，商贸相集，每年“卖身节”期间，港澳和周边成千

上万的人都要赶来参加，使集市贸易、雇工订约与万民同乐成为“卖身节”的三个主要内容，延

续几百年。后来衍生出许多卖身节遇仙降福的民间传说，如“卖身必寻物”、“购物必遇仙”、

“买物必好运”等。

现在的卖身节已经不存在买卖雇工，但集市美食、仙人降水，购物遇仙的民风依然盛行，同时融

入了花车巡游、万支水枪淋射仙水以及维寨、苗寨、侗寨、彝寨、傣寨、藏寨等中国民族风情舞

表演等活动。

 “石龙杯”龙舟竞赛（端午赛龙舟）

时间：农历五月初五

地点：石龙镇

介绍：每年端午节期间，在东莞市石龙镇金沙湾都要举行为期2天的“石龙杯”龙舟竞赛，除有多

支传统龙队和国际标准龙队参赛外，还举行大型文艺晚会、焰火表演、极限运动表演、书画大赛

、明清家具及古玩展等一系列活动。

 横沥红荔风情节

时间：每年6月末

地点：横沥镇

介绍：每年6月末荔枝上市时，东莞市横沥镇都要举办为期一周的红荔风情节，开展龙舟巡游、“

荔枝红”民族舞表演、“横沥风情”摄影大赛、体育嘉年华、大型文艺晚会、烟花汇演、生态果

园品荔游、风情节电影周等精彩活动。

香港人旅游节

时间：7月17日～8月14日

地点：樟木头镇

介绍：樟木头镇地处东莞市东南部山区，当地人口不足3万，却聚居了约15万香港人，素有“小香

港”之称，每年7月到8月中旬，这里都要举行香港人旅游节，以文化广场、观音山、滨河公园、

汽博中心为主会场，举办大型文艺晚会、汽车展销会、花车彩灯大巡游、万人登山、泼水节、啤

酒节等文艺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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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七风情节

时间：农历七月初七

地点：望牛墩镇

介绍：农历七月初七，东莞人称之为“七姐诞”，又称“拜七姐”。其意即思念敬仰牛郎（董永

）、织女（七姐）坚贞的爱情，通过虔诚祭拜、花车巡游等活动祈祷平安，寄福未来。主要活动

场地在东莞市望牛墩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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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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