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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云港：东海第一胜境

连云港：东海第一胜境(图片由网友 @公共马甲 提供)

海港山城连云港，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18000公里海岸线的脐部，因古典名著《西游记

》（花果山）而闻名遐迩。

这里古称海州，素有“淮口巨镇”、“东海明郡”之称。原属山东省，1953年归江苏省，1961年

以港口名称更名为连云港市。后作为中国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是我国华东地区新型的工业、外贸

、旅游、港口城市。

境内依山伴海，漫长、宽阔、幽静的海岸，是避暑、疗养的胜地；海浴、楫舟、散步、垂钓，无

一不宜；更有山色锦绣、美如画屏的山林及丰富的文物古迹，具“海、古、神、幽、奇”等众多

旅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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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地图

最佳旅游时间：

连云港处于暖温带与亚热带过渡地带，气候温暖而湿润，这里的四季分明，阳光充足。年平均气

温14℃。最冷为正月，平均气温－0.2℃；最热为7月，平均气温

26.8℃。每年4月至10月（夏、秋两季），是连云港最佳旅游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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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云港必玩景点

连云港景点(图片由网友 @大王是我快开门 提供)

花果山风景区：

花果山山门建成于1996年7月1日。一到山门口，《西游记》氛围便扑面而来。山门是在传统古城

门 的骨架上，用现代表现手法加以渲染。正门上首为孙悟空的头像，背衬圆形图案，象征功德圆

满。 北侧有唐僧师徒4人西方取经的浮雕，下方有6只圆雕雄狮把门，广场四周有109只石猴迎宾。

连岛风景区：

连云港的海域有一座美丽的海岛，那就是有着海滨旅游度假圣地之称的连岛。连岛是东西分布的

全长9公里，占地面积7.57平方公里，其中森林面积就达到总面积的80%以上。海水是蓝的、连岛

是绿的，好一派风光秀丽的地方。连岛是云台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江苏最好的海滨沙滩，夏

无酷暑、冬无严寒的连岛是人们休闲娱乐的最佳去处。

渔湾风景区：

这里以瀑布、峭壁、怪石叠化而成，自然景观十分美。因其自然纯净，淳朴险峻而被游人称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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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的张家界”。两百多年前，渔湾只是云台山脉延伸到大海中的一个岛，偶有渔船停泊。在

明代《云台山志》中，渔湾龙潭是云台三十六景汲浪的景致，因道路陡险而少人探及。游览渔湾

循三潭、一洞、三汪为主线。

海滨浴场：

连云港一带的海湾有多处海滨浴场，最大的在西连岛，交通方便，位置适宜，设施完备，水清沙

细。其中连岛海滨浴场，是江苏省最大的天然优质海滨浴场，又称苏马湾。主要由大沙湾浴场和

苏马湾浴场两部分组成。海湾集山、海、林、石、滩及人文景观于一体。金滩碧海，风和浪柔，

是连云港沐浴大海、尝海鲜、度假观光的避暑胜地，也是开展水上运动、水上娱乐的绝佳去处。

东海温泉：

东海温泉，1963年被收入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并命名为佛硅复合型医疗热矿水，是中

国难得的返老还童泉。泉水常年自流，日涌量达5000立方米 ，水温82℃，水质透明滑润，富含钙

、钠、钾、锌、氟、氡等3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对治疗皮肤病有显著疗效，对

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有较好效果，温泉水还有扩张血管，对改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美容美体

，改善体质，加速关节机能恢复以及解酒醒神等功能，实属医疗名泉之上品，引得许多国内外运

动员前来泡汤养疗，被国内外温泉康疗专家誉为“华东第一温泉”。

桃花涧风景区：

桃花涧风景区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是云台山风景区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风光优

美，远古文化深厚，宗教文化源远流长。国家重点文物，被誉为“东方天书”的将军崖岩画是上

古勾芒氏部落的历史遗存，是七千年前东夷先民的朝圣中心、观天测象的原始实录。桃花涧景区

，峰峦挺秀，林壑优美，涧水潺潺，似屏如画。使人恍若置身陶渊明所述世外桃源之中。

连云港港口：

连云港港地处中国沿海中部的海州湾西南岸、江苏省的东北端，位于北纬34°44'，东经119°27'

（主要港区）。港口北倚长6㎞的东西连岛天然屏障，南靠巍峨的云台山，为横贯中国东西的铁路

大动脉——陇海、兰新铁路的东部终点港，被誉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和新丝绸之路东端起点

，是中国中西部地区最便捷、最经济的出海口。

云龙涧景区：

云龙涧原生态风景区位于连云港开发区，景区面积10.5平方公里，海拔326米，素有江苏省“张家

界黄果树”之称。景区内有江苏第一大峡谷白龙峡和苏鲁皖最大瀑布（落差四十余米）以及田横

五百壮士兵营遗址与云中大佛。景区集奇石怪岩、碧水深潭、天泉瀑布、白龙峡谷、古迹神话于

一身，曲折幽邃，绿树浓荫，步移景换，盛夏时节寒气袭人，无风自凉，为一天然旅游避暑胜地

。

海底世界：

江苏连云港的海底世界，汇聚海洋馆观赏神奇景观,有舒展生命的珊瑚，海洋生物展示、珍稀观赏

鱼类等300多种1000多只海洋活体动物，还有海狮海豹表演，精彩的海底世界令游客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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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连云港行程推荐

景点二日游

D1：花果山

D2：东西连岛

连云港休闲三日游

D1：桃花涧→孔望山

D2：渔湾→花果山

D3：东西连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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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连云港娱乐

电影院

连云港金典国际数字影城：

典国际影城位于朝阳西路乐天玛特四楼，是集观影、游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娱乐文化基地。影城交

通便利，配套设施齐全。

金海国际影城（原黄海影剧院）：

影城装修豪华，气势大方，所有设计都充满科学性，体现人性化，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舒适度

需求为终极追求。影城拥有风格各异的放映厅6个，包括顶级VIP贵宾厅、3个数字3D立体“电影

终极体验”厅，2个100座的豪华数字厅，可同时容纳千余人观影，大大缩短了观众等候的时间。

连云港市文化艺术中心龙尚影城：

连云港市文化艺术中心数字电影城将隆重开业，是港城首家星级豪华高清数字电影城。影城拥有4

个放映厅，1489个座位，是连云港市档次最高、设备最先进、环境最优雅、服务最周到的影院。

连云港中环时代国际影城：

拥有在15米超宽银幕、7.1数字全声道音响系统、太空舱式座椅的豪华VIP厅、贵宾级专厅服务等

一系列全新软硬件功能保障下的高品质观影享受的多厅数字全新影城。

灌南金字塔3D影城：

灌南金字塔国际3D影城位于乐天玛特三楼，是集观影、游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娱乐文化基地。

酒吧

相约酒吧娱乐会所

地址：赣榆县青口镇华中路67号

电话：0518－86687888

遇见台北

地址：新浦区新浦区万润商业街108号

阔邸酒吧

地址：新浦区苍梧路22号B座商2号

电话：0518-85838687

银爵Enjoy休闲清吧

地址：东海县市民广场内(世纪缘大酒店东侧)

电话：0518-85221919

德威堡酒庄

地址：新浦区巨龙路59号八佰城市走廊2期A4商铺(近特易购)

电话：0518-8108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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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V

帝豪国际娱乐

电话：灌云县中大街金海湾广场

鼎乐迪KTV

地址：灌云县西苑中路28号(近新世界大酒店)

电话：0518-88882888

名门夜宴KTV

地址：东海县振兴北路2号(东海县第二中学斜对面)

电话：0518-87011111

自由港KTV

地址：苍梧路22号3楼

电话：0518-85817275

欧歌堡量贩KTV

地址：连云区通灌南路1号国安大厦4楼

电话：0518-8558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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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连云港美食 海鲜吃不够

连云港菜肴以淮扬菜和海鲜为主，一年四季都有海鲜名菜，让人百吃不厌。鲜美、奇异的佛手鱼

，长达数尺的银刀鱼，肥硕如盘的“盖柿”，均可令人大快朵颐；东方对虾和羊毛虾，味道也很

鲜美；梭子蟹满壳蟹黄，味香嫩鲜。 

连云港特色美食(图片由网友 @小桥流水人家 提供)

特色美食

凤尾虾：

凤尾虾属金陵菜，在南京文献《白门食谱》中就有它的记载。烹饪好之后虾肉洁白，尾壳鲜红，

形似凤尾，衬以绿色青豆，色彩艳丽，虾味鲜嫩，佐以鸭油烹调，其味更美。

美蓉套蟹：

连云港海蟹极多，美蓉套蟹是以煮熟的蟹肉和蟹黄配以蛋清、鸡汤、料酒等精心制作而成。菜内

包含猪肉、鸡脯肉、鱼茸、火腿、香菇、冬笋、虾仁等时令鲜品，以蟹壳作模具，连蒸三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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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形似芙蓉，故而得名。此菜宜趁热食用，“一热三鲜”是其最大特色。

蟹黄煨鱼肚：

鱼肚是名贵干货原料之一，将其与连云港盛产的海蟹相配，堪称人间美味。做法是用高汤将鱼肚

煨两遍，用猪油加葱、姜块炝锅，放入蟹黄、鱼肚一起翻炒即成。这道菜看着蟹黄味鲜，色黄亮

；吃起来鱼肚软滑，汤汁浓郁。

奶汤鱼皮：

奶汤鱼皮要选用连云港特产的海口白河鱼皮，配以火腿、冬菇、虾仁、兰笋等料，加鸡汤烧制而

成，虾仁盖在汤面。此菜汤浓肉嫩，十分可口。

凤鹅：

风鹅是孙悟空老家花果山地区的特产，已有三千多年历史，相传为中华美食鼻祖--商朝宰相伊尹

隐居花果山下所密制。

铜蟹：

铜蟹又名梭子蟹，和对虾齐名，一只蟹重一斤以上，满壳蟹黄，味香嫩鲜。春季最肥，夏季少而

瘦，秋季稍转肥，但和春季相比仍很逊色。铜蟹以雌蟹为最肥，雄蟹相差很远。雄性脐尖而光滑

，螯长大，壳面带青色；雌性脐圆有绒毛，壳面呈赭色，或有斑点。梭子蟹肉肥味美，有较高的

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且适宜于海水暂养增肥。

紫菜：

紫菜，为连云港市主要出口创汇产品之一。北宋年间的《太平寰宇记》就有“紫菜产在郡(指海州

)东北七十五里海畔石上，旧贡也”的记载。可见，连云港沿海礁石上生长紫菜，历史较为悠久。

美食聚集地

陇海路步行街：

你可以在海味小吃知名的陇海饭店，在常年供应时鲜海味的连云饭店、新港饭店，以及在以专设

海味馆常年供应各种海鲜名菜遐迩闻名的黄海饭店等处，品尝到连云港当地的美味佳肴。

海鲜一条街：

海鲜一条街分布在在连云区的火车站前、西墅、海鲜公园海鲜城、海棠路等不同地方，都可以吃

到风味十足的“海鲜大排档”。你可以在市内味芳楼品尝到皮薄馅嫩的美味馄饨；在美味斋面食

馆，领略到苏北风味的水饺，苏南风味的面食、糕点、汤团、小笼包、麻油馄饨、灌汤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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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晶之乡连云港购物

连云港在土特产以及工艺品上都有自己的独具特色的产品，而且具有一定知名度。连云港东海县

是我国水晶的重要产区，素有“水晶之乡”之称。连云港市内以海产品丰富，东方对虾、羊毛虾

、梭子蟹最具当地特色。其他新鲜海产均四季供应，价格合理。 

连云港特产(图片由网友 @我是好吃的螃蟹 提供)

特产

水晶工艺：

连云港市东海县是中国的“水晶之乡”。这里制成的水晶雕、水晶项链、戒指、饰件、眼镜、水

晶球等工艺品、实用品，已成为连云港旅游购物之首选。

汤沟酒：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这是古人对汤沟酒的赞誉。汤沟大曲成名于明朝末年，无色透明

、容香浓郁、酵甜甘冽、回味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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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产品：

东方对虾和羊毛虾，是连云港市著名特产，味道极其鲜美，炒菜、包饺子、烧汤均佳。鲜海产主

要有带鱼、比目鱼、鳍鱼、鲍鱼、鲸鱼、鲤鱼、马故鱼，另外还有虾、鲍鱼、章鱼等；干海产主

要有虾米、虾皮、籽乌、乌干、海参、海蜇、紫菜、海带、贝类等，四季皆有供应。

草编工艺品：

连云港的草编工艺品——麦秸团扇，早在百年前因其构思奇巧而就被世人认可，成为连云港的一

大特色。而今草编的各种生活用品及工艺品，编织精致，畅销海内外。

汪氏滴醋：

汪恕有滴醋为清朝醋师汪恕有所创，始产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该醋香味浓醇．风味独佳，一

问世即声名远扬，300多年来盛誉不衰。它以红高粱为主原料，在配方和制作上十分考究。醋的色

泽鲜明，无浑浊，酸度浓醇，酸而不厌，食之让人健脾开胃，增强食欲，帮助消化。海州知州曾

以汪恕有滴醋供奉乾隆皇帝，留下了“乾隆帝尝滴醋，袁才子写名著，汪恕有招牌竖”的佳话。

葛藤粉：

连云港葛藤粉是山民采云台山野生葛藤根，洗净捣碎之后制成的。葛藤粉洁白细腻、金星闪烁，

温水调匀，开水冲熟，粘稠，呈半透明状，令人望而生津。它具有解热和降低血糖、化痰生津功

能，冲服可治烦热、口渴、喉痹等症。

云雾茶：

连云港云台山的云雾茶，以其色、香、味、形俱佳而跻身于太湖碧螺春、南京雨花等名茶之列。

它具有味醇、色秀、香馨、液清等特点，清朝海州知州唐仲冕也把它当作茶王“龙团风饼”。古

时候悟正庵的僧人每年精心采制，只得二、三斤，秘不示人，视作珍茗，招待贵宾。

购物场所

解放中路：

连云港市商业集中区在新浦区解放中路一带。那里汇集了众多服饰、金饰等连锁店铺，另有连云

港百货大楼等综合性购物商城，交通便利，商业气息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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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连云港交通

   

1、飞机

连云港白塔埠机场目前已开通了北京、上海、青岛、合肥、广州、深圳、武汉等大部分城市航班

。

1、地址：位于连云港市西东海县境内，距市区（新浦区）约30公里，并和徐连、宁连等高速公路

连接，交通便捷。

2、机场交通

（1）机场大巴到市区

机场大巴直达市区，行程约一小时，票价为每位20元。

市区民航售票处设于新浦区海连路（明珠酒店东50米）、和朝阳西路48号。

班车时间：首发车时间为第一个航班抵达后，末班车时间为最末航班抵达后，平时随航班动态发

车。

经停站点：机场、民航售票处、华联、苏欣快客站

（2）公交车到市区

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从机场到市区，票价3元。

首末时间为6：00－17：30，每10分钟一班。

   

2、铁路

连云港市区有连云港、连云港东、墟沟站三个主要火车站。

1、连云港站

位于市中心人民东路附近，距离市长途汽车总站仅500米，电话：0518-85067540。

途径公交车主要有4路、8路、9路外环、11路、12路、19路、21路、22路、23路、27路、28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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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连云港东站

到连云港港口需要在连云港东站下车，位于连云港连云区。

途径的公交车主要有久和北站（33路、37路、39路内环、39路外环），以及久和南站（33路、37

路）。

3、墟沟站

如果直接到墟沟镇可选择小站“墟沟站”下车，但经过此站的列车甚少。

途径墟沟站的公交车主要有31路、34路，公交车站是连云运管所站。

   

3、公路

连云港市中心的新浦区共有连云港市长途汽车总站、新浦快客站两个长途汽车站。

1、长途汽车总站

途径汽车总站的公交车车次有9路、9路外环、21路、23路、27路、28路、102路。

2、新浦快客站

地址：新浦区解放东路138号

附近有两个公交车站，分别是新浦客运东站（途经公交车：102路），以及捷安快客站（途经公交

车：7路）。

另外，各区均设有区汽车站，可从车站乘至其他县、区，交通非常方便。

   

4、当地交通

公交

连云港市内公交发达，市区景点及周边景区一般都可乘公交直达。票价在1、1.5、2（空调车）、

3元（空调且路程较远）不等。

市内常用的公交车次

1、公交1路

到长途汽车总站、人民公园、国际商城、火车站。票价1元；首末时间6：00－18：30；班次间隔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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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交4路

到机场，票价3元；首末时间6：00－17：30；班次间隔：10分钟。

3、公交22路

穿行于火车站与快客站之间，票价1元。

4、公交26路

可到市内昌旺购物中心、市步行街，票价1元。

5、公交3路

可到龙河广场、批发市场，首末时间：5：40——19：00 班次间隔：5分钟。

主要景区公交

1、公交33路到东西连岛，票价2元；

2、公交10、5路到花果山风景区；

3、公交31路到高公岛，票价2元；

4、公交32路到西墅，票价1元；

5、公交34、35路到宿城，票价：2元；

6、公交35路到保驾山，票价：3元。

公交IC卡

1、分类

目前公交IC卡分为四类，即老年卡、学生卡、优抚卡和普通消费卡，根据不同的群体实行免费乘

车或优惠乘车。

2、办理

消费卡、学生卡首次办理需要缴纳卡费24元，充值最低限额为30元。

老龄卡办理时除了缴纳卡费外，还要缴纳12元的意外伤害保险。

办理优抚卡只需要缴纳卡费。

3、办卡地点

目前有解放路小学东边的海通集团服务大厅，以及苍梧小区农业支行、解放路农业支行、海州农

业支行4个网点。

4、优惠政策

持IC卡的成人票价执行8.5折优惠，学生卡执行5折优惠，70岁以上老人、现役军人、残疾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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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眷持免票卡乘车。

出租车

起步价两公里5元，外加一元/次的燃油费 ，超过两公里以后是1.8元/公里。

快速公交系统（BRT）

连云港快速公交系统由快速公交主线B1、环线H1和H2及配套支线（B11、B12、B13、B15）组成。

整个系统长136.9公里。

具体运行情况

1、环线2（H2）

首站：西城公交总站，末站：西城公交总站

线路走向为：西城公交总站经海连路、瀛洲路、朝阳路、幸福路、海连路至西城公交总站

日发班次：160班，时间间隔：5～10分钟

2、支线1（B11）

首站：新浦火车站，末站：花果山景区

线路走向：新浦火车站经人民路、解放东路、310国道、港城大道、霞辉路、花果山大道、圣湖路

至花果山景区。

日发班次：118班，时间间隔：6～10分钟

3、支线2（B12）

首站：海州客运站，末站：东部公交总站

线路走向：海州客运站经幸福路、秦东门大街、盐河南路、海宁大道、瀛洲路、朝阳路、学院路

、花果山大道、港城大道、前进路、朝阳大道、港城大道、黄河路、昆仑山路、港城大道、五羊

路、汇泉路至东部公交总站。

日发班次：118班，时间间隔：6～10分钟，运营时间：5:50～19:40

4、支线3（B13）

首站：连云港港口，末站：东部公交总站

线路走向：连云港港口经中山路、港城大道、新光路、云和路、五羊路、汇泉路至东部公交总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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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班次：172班，时间间隔：6～10分钟，运营时间：5:45～19:40

5、支线4（B15）

首站：连云区区政府，末站：华盖山居

线路走向：连云区政府经西墅路、北固山大道、海棠路、大港路、院前路、中华路、云和路、五

羊路、港城大道、昆仑山路至华盖山居。

日发班次：118班，时间间隔：6～10分钟，运营时间：6:00～19:20

票价

主线B1、环线H1. H2、支线B11.B12.B13.B15，票价实行一票制，全程2元，同台同向免费换乘。

刷普通卡8折，学生卡5折，老年优惠卡5折，优抚卡、老年卡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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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连云港住宿

连云港酒店(图片由网友 @孙长老你好 提供)

连云港市的宾馆酒店业发展迅速，在繁华的市中心随处可找到合意的高、中、低档次宾馆。追求

实惠的游客在市区各大街小巷也能找到中小型旅馆或招待所，一般消费在50-150元不等。服务较

好的招待所分别位于长途汽车站对面和新浦火车站对面的两家市招待所，比较舒适，而且卫生设

备齐全。

五星酒店：云台宾馆

四星酒店：

连云港明珠香榭尔国际酒店、连云港九龙国际大酒店、连云港神州宾馆、连云港蔚蓝海岸国际大

酒店

三星酒店：

连云港明珠万豪国际酒店、连云港淮盐大酒店、连云港东方大酒店、连云港杰瑞大厦、连云港凯

悦花园酒店、连云港瑞泰酒店、连云港天然居宾馆、连云港桃园宾馆、连云港华裕宾馆、连云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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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台大酒店、连云港天晴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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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当地节庆活动

连云港之春

“连云港之春”旅游节庆活动旨在依托古海州深厚的文化底蕴，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丰富的民

间文化内涵，独特的山水风 光，弘扬民族文化，唱响海州旅游品牌，拉开全市春季旅游序幕。活

动采用诗歌、舞蹈、戏曲、体育、摄影、书画、旅游商品等多种表现形式反映海州的旅游文化特

色；在活动内容上古今结合，充分体现海州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创新办节模式，不断打造这一

旅游品牌，不断扩大海州的知名度。

豆丹美食文化节

豆丹是被誉为“国内少有，苏北仅有，灌云特有”的美味珍品，是“中国豆丹美食之乡”、“中

国名厨之乡”灌云最具代表性的餐饮名品。近年来，灌云以中国�灌云豆丹美食文化节为载体，

以神山、美食、名厨等特色品牌的打造为重要突破口，将灌云餐饮美食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有机

融合，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升了“中国豆丹美食之乡”知名度，促进了全县旅游产业快速发

展。

连云港之夏

1997年7月26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旅游盛会“连云港之夏”在连岛海滨浴场拉开帷幕，3万多

嘉宾、游客云集连岛海滨浴场，共同期待着这一时刻。首届“连云港之夏”开幕式文体表演活动

在海、陆、空同时举行，开幕式上东海县大鼓队和赣榆舞龙队的表演雄健，富有地方特色；一百

多名小学生表演的《金猴迎嘉宾》，表达了孙大圣的故乡人对远道而来的宾朋的欢迎之情；二十

多名演员和四百多名学生身着泳装，手持蓝色长绸跳起了团体舞，表现了大海的魅力。

空中跳伞是文体表演的重头戏，首次来我市进行空中表演的国家跳伞队由十六名队员组成，他们

在国家重大比赛中都取得了好成绩，运动员在空中释放鲜艳夺目的烟幕，好似朵朵盛开的鲜花，

把蔚蓝的天空妆点得更加美丽。

在海上，由连岛渔民和青岛航海学校表演的快艇和帆板在海面上飞翔，带着港城人民的美好心愿

和祝福，驶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从这一天开始，以“海”为灵魂的旅游品牌“连云港之夏”逐步为世人所识，也正是利用“连云

港之夏”、“西游记文化节”这些优秀的旅游品牌，连云港迅速成为国内旅游市场上最具吸引力

的旅游热土。

海州元宵灯会

海州元宵灯会历史悠久，活动期间在仿古公园朐园内，可观赏海州民间各式彩灯艺术品，民间文

娱演出，花卉展等。

时间：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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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连云港市海州区仿古公园

中国赣榆徐福节

为纪念徐福远赴日本传授农耕，由此发展两国先民们建立跨海虹桥的这一历史壮举，连云港市每

年在徐福故里举办徐福节，活动主要有祭祀大会、仿古乐舞表演、彩车游行、徐福研讨会、经贸

洽谈等等。

徐福，秦代的一位方士，受秦始皇派遣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下海求仙丹，他们历经险难，漂洋过海

，到达日本，以“五谷”和“百工”帮助日本先民们实现了农耕生活，并传授了养蚕、缫丝等先

进的科学技术，因而被日本人奉为“农耕之神”。

时间：每年11月24日至26日

地点：赣榆县徐福村

连云港玉兰花会

连云港东磊有四株古白玉兰树，其中两株有千年树龄，称为“玉兰花王”。故每年在此举办花会

。早春时节，玉兰花不待新叶吐绿，便抢先绽放了。千杆万花，交相辉映，缕缕清香，沁人心脾

。花会以玉兰为题，进行诗词、书画、摄影等艺术交流。

时间：每年4月10日－14日

地点：东磊景区

东海水晶节

东海是我国水晶的重要产区，占全国产量的一半，有“水晶之乡”之称。现在有水晶加工企业300

多家，有“水晶制品一条街”之称。自1991年以来，东海就开始成功举办“中国�东海水晶节”

，水晶节期间有各种民俗文娱表演，将举办书画、儿童版画展览，还有水晶研讨会，以及农副产

品展销会等活动。

时间：每年5月上旬

地点：东海县（东海水晶城）

《西游记》文化节

花果山具有鲜明的“西游”文化特色和良好的生态环境。2001年开始，这里成功举办《西游记》

文化节，现已成为省内知名的节庆品牌。节庆活动每年各不相同，主要有开幕式大型文艺晚会、

“西游人物”的创作表演电视大赛、相约花果山诗词朗诵演唱会、花果山摄影作品展、《西游记

》文化研究成果展、古今西游图录展”等。

时间：每年9下旬

地点：花果山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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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提示

1）由于是海边城市，所以尽量避免在潮湿季节前往，过于闷热的气候会大大影响旅游的心情。

2）注意防晒，尤其是在海滨游玩，如果不注意防晒的话会很伤害皮肤。

3）在海湾住宾馆时一定要狠狠地杀价，可以找一家风景好的，早上可以在阳台上看日出。

4）建议在雨天去花果山，蒙蒙细雨中别有一番情趣。

5）东海的水晶又多又便宜，推荐游客一定要购买，绝对不会吃亏。

6）海鲜产品很便宜，不过如果肠胃不太好的话要注意不要吃些生的海鲜，可能不太适应。另外，

不要在岛上吃海鲜，价格会比较贵。

                                               23 / 25



�������

连云港：东海明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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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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vren.cn/feedback/
http://d.lvren.cn/gonglue/lijiang
http://d.lvren.cn/gonglue/emeishan
http://d.lvren.cn/gonglue/hangzhou
http://d.lvren.cn/gonglue/beijing
http://d.lvren.cn/gonglue/xiangganggouwu
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http://d.lvren.cn/gonglue/niboer
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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