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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山：狮舞岭南 龙腾南海

佛山位于中国广东省中南部，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东倚广州，南邻港澳，地理位置优越。佛山

原名季华乡，“肇迹于晋，得名于唐”，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据考

证，佛山的历史起源于现禅城区澜石街道区域，距今约4500-5500年前，百越先民沿西江、北江来

此繁衍生息，以渔耕和制陶开创原始文明。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因在城内塔坡岗上挖掘出

三尊佛像，认为此地是佛家之地，遂立石榜改季华乡为“佛山”。 

(图片由网友 @背起行囊 提供)

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独具魅力的岭南传统文化。佛山素有陶艺之乡、粤剧之乡、武术之乡、广纱

中心、岭南成药之乡、南方铸造中心、民间艺术之乡等美誉，形成了秋色、“行通济”等佛山独

特的民间风尚习俗。

这里是黄飞鸿、李小龙的故乡，是珠三角的经济重地，一个荣耀千年的商贸名城，用生生不息的

陶都圣火锻造出“敢为人先，崇文务实”的城市。佛山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以及

人造文化游乐景观五彩缤纷、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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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游时间：

佛山一年四季都适合旅游，而4～10月雨量充沛的季节，山清水绿，是最佳旅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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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山景点

佛山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以及人造文化游乐景观五彩缤纷、多姿多彩。始建于北

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的佛山祖庙，是集佛山古代的陶塑、木雕、铸造、建筑艺术于一体的

殿堂，据传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是供奉道教崇信的北方玄天大帝的神庙，名“

北帝庙”。原建筑于元代末年被焚毁，明初洪武五年（1372年）重建。之所以称为祖庙，据载是

因为“历岁久远，且为（佛山）诸庙首”的缘故。清代广东四大名园之二顺德清晖园和佛山梁园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南海西樵山，以及古迹市区孔庙、仁寿寺，南海康有为故居，顺德西山庙，

顺德李小龙纪念馆，三水芦苞胥江祖庙、文塔，高明文昌塔、灵龟塔等，吸引着众多的旅游者。 

(图片由网友 @田园农夫 提供)

 西樵山

珠江三角洲平原上的历史宝卷，南粤山水中的绚丽明珠。樵山莲峰簇瓣，英姿绰约。七十二峰，

造型各异;奇崖叠翠，画屏林立;湖光岫云，风韵独特;泉鸣瀑响，曲水流觞。樵山，是泉的山、花

的山、茶的山、药的山，也是诗的山。

佛山三水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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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世界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荷花品种资源最丰富的“集建筑、雕塑、荷文化展示，吃、住、

娱、购、科研生产于一体”的荷花生态专类园。在景区内可观赏到480个珍希的荷花品种，数十个

睡莲品种。

佛山三水森林公园

森林公园以闻名海外的世界第一大卧佛、汉藏佛文化艺术殿堂，华南地区最大的孔圣园，以鳄鱼

为主题的动物园---鳄鱼湖、集湖光山色于一体的无情谷、鸳鸯湖、宣言广场、情人谷，返朴归真

的重阳古道以及80%的林木覆盖，而成为旅游胜地。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

南海影视城是中央电视台四大影视拍摄基地之一，占地1500亩，集影视拍摄和休闲旅游于一体。

前基地由皇帝宫殿区、江南水乡区、旧港澳街区、节目表演区及项目拓展区等五大部分组成。皇

帝宫殿区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江南水乡区古朴典雅，尽显江南韵味。

佛山顺德长鹿休闲度假农庄

广东最受欢迎的大型休闲度假酒店和旅游景点之一，是休闲、旅游、娱乐、会议、度假的好去处

，更是团队拓展训练、踏青、秋游、素质教育的理想基地。长鹿休闲度假农庄以岭南水乡风情临

水建筑为原型，从返朴归真、回归自然出发，营造出有层次、有情趣、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农庄。

三水九道谷

素有“绿色明珠”美誉的迳口华侨经济区，山环水绕，风景秀丽。回岐山脉一带，盛产荔枝、黄

皮、龙眼等优质岭南佳果，形成了“十里水果长廊”，面积近万亩，一年四季，果香飘溢，是名

副其实的水果世界。

南丹山原生态风景区

山三水南丹山原生态风景区人文资源丰富，独特的长寿养生文化、休闲文化、中医药文化、佛教

文化、道教文化、武术文化、知青文化、归侨文化使这片宁静的土地有如世外桃源，被人们喻为

广东的香格里拉。

南海观音寺

南海观音寺由天津大学古建筑系设计，北京第一修建工程公司承建。按明、清时期的宫庭式建筑

风格(仿北京故宫宫殿式)画栋雕梁檐廊彩绘、全是清朝保留的艺术。寺分三层、一层比一层高、

远观之气宇恢宏、近视之能工巧匠、极具欣赏。

佛山祖庙

祖庙以其独特的岭南古建风貌和所存的冶铸、漆朴、箔金、雕刻，反映了明清至民国本地高超的

工艺技术水平，融古代佛山经济、文化、宗教、民间艺术于一炉，展现着工商、科举、民俗、粤

剧、武术五大文化主题，凝结成古代佛山的缩影。

梁园

梁园是研究岭南古代文人园林地方特色、构思布局、造园组景、文化内涵等问题不可多得的是典

型范例，其所展现的古代佛山文人在大都会中远离凡嚣、林泉之乐的追求，也体现了“广府文化

”中对花园式宅第和自然的空间环境的向往。

 清晖园

清晖园全园构筑精巧，布局紧凑。建筑艺术颇高，蔚为壮观，建筑物形式轻巧灵活，雅读朴素，

庭园空间主次分明，结构清晰。整个园林以尽显岭南庭院雅致古朴的风格而著称，园中有园，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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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有景，步移景换，并且兼备岭南建筑与江南园林的特色。

陈村花卉世界

广东陈村花卉世界地处花卉栽培历史悠久的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是闻名中外的花卉之乡

。陈村花卉世界规划面积10000亩，已开发面积6000亩。

南风古灶旅游区

佛山市南风古灶旅游区位于著名的南国陶都石湾，以五千年的制陶历史而闻名世界。占地约400亩

，集旅游、观光、生产、习艺、研讨、参与、购物于一体，旅游区内下辖南风古灶、陶塑公园、

绿舟孔雀园三个景区。

皂幕山

在少有伟岸之山的珠三角，位于高明区的皂幕山实属造化对佛山的厚赠。因了它，大佛山之“大

”便获得了美学上的意韵和磅礴之势，更因了它的浑然天成，佛山3900平方公里的沃土便拥有了

一片了无人工斧凿痕迹的山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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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山推荐行程

佛山两日游

D1：驾车前往西樵山，朝拜观音，参观山上景观，特别是黄飞鸿狮艺馆。中午可以在西樵山下的

农家餐馆用餐。下午前往南海仙湖度假村，享受度假村的休闲设施，晚上可入住这里的祈福仙湖

酒店，酒店SPA也值得一试。

D 2：可以前往南国桃园旅游区，这里有南海影视城，有鹭鸟天堂，还可以在高尔夫球场挥杆。在

山间散步，空气也很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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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佛山娱乐 享乐不打烊

佛山文化娱乐事业非常繁荣，全市开辟了公园、体育场、文化中心、海滨泳场、游乐场、风景区

、乡村俱乐部等多种消闲度假的场所。季华六路上的东方一号酒吧以顶级音响著称。顺德长鹿休

闲农庄以顺德农村水乡的传统风貌为特色，是尽享闲适生活的高档会所。

佛山的秋色表演作为佛山独有的民间文化娱乐活动，也是不容错过的娱乐项目。此外，传统的戏

剧曲艺、新潮的现代歌舞、高雅的文艺曲目、通俗的流行歌曲都呈现出佛山文化娱乐的新景象，

不妨领略一下。

佛山酒吧：

蓝心钢琴主题餐厅

地址: 佛山禅城区汾江南路24号2楼

电话: 0757-82231301

海阁俱乐部

地址: 佛山禅城区季华七路大湾南工业区

兰桂坊酒吧

地址: 佛山禅城区园南大街临铺E幢43-46

电话: 0757-83206885

维也纳夜总会

地址: 佛山禅城区汾江西路15号石湾宾馆内

星光大道音乐吧

地址: 佛山禅城区华远东路一号厚辉广场首层

电话: 0757-82112180

佛山茶馆：

茗泉轩

地址: 佛山三水区耀华路19号

电话: 0757-87779988

杯子红茶馆(汾江店)

地址: 佛山禅城区汾江西路11号首层

福山茶庄

地址: 佛山高明区荷城中山路323号

电话: 0757-88239688

敦煌茶艺馆(顺丰店)

地址: 佛山南海区西樵龙泉路顺丰楼

电话: 0757-8680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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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佛山美食 畅想美味

佛山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是珠三角“美食之乡”。佛山是粤菜发源地之一，素有“食在广东，厨

出凤城”的美誉。一直以来，佛山以其民间食谱丰富、茶楼食肆林立、烹饪技艺精良而蜚声海内

外。 

(图片由网友 @邂逅午夜 提供)

1、佛山小吃

大良嘣砂

大良嘣砂已具有170多年历史的顺德老字号———大良“李禧记”崩砂以其独特的色香味而闻名于

世。

顺德鱼皮角

鱼皮角亦称鱼皮饺，是驰名南粤的小吃，因其外形扁平且呈半圆形角状，故名。此鱼皮并非鱼外

表的那一层皮，而是用鱼肉经加工制成比纸还薄的皮，包上馅料就是鱼皮角了。只要稍加想象，

就知道制作工艺有多难。

大良双皮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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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皮奶是广东著名的甜品，据说当年顺德一位叫何十三的农家子弟，在清晨烹双皮奶图1制早餐的

时候，不小心在水牛奶里翻了个花样，不久有个识货的老朋友买去了配方，开了间食档，这顺德

双皮奶便吃成了传统，而双皮奶也便由清末流传至今。

石湾鱼腐

石湾鱼腐是佛山石湾的一项传统名菜。鱼腐是以鲮鱼肉、鲜蛋做原料，经过油炸而成。既可扒菜

，亦可放汤，鱼腐入口干香，滑嫩爽口，风味独特，老少皆宜。

 佛山九层糕

九层糕是一种甜米糕，做工讲究。民间用白米浸透，用石磨磨成水粉，搅拌成浆，加入糖水，用

铜盘放一层薄水粉，加热蒸熟，然后逐层加粉至九层。蒸熟的九层糕层次分明，软滑可口。

 马蹄糕

马蹄糕以广州市泮溪酒家的为最有名。因其所处的泮圹是盛产马蹄的地方。所产的马蹄粉，粉质

细腻，结晶体大，味道香甜，可以做成多种点心、小吃，四季皆宜。

伦教糕

伦教糕是用大米浆经发酵蒸制而成。其糕体晶莹雪白，表层油润光洁；内层小眼横竖相连，均匀

有序；质爽软而润滑，味甜冽而清香。

西樵大饼

西樵大饼最早出品是官山圩的天园饼家，特点是松软、香甜，入口松化。这是用西樵山清泉才能

制成此饼，其它地方仿制，不及此味，所以被称为西樵大饼。

高明濑粉

品种以传统为主，用手工做的濑粉，加入猪骨汤，配料一般用葱、姜、蒜、花生、头菜丝、鸡蛋

丝，再配以肉丝或煎香的鱼饼丝。相比烧鹅濑，卖相普通，但朴实有内涵。

2、佛山宵夜推荐地

宵夜是广东人的一种生活习俗，邀三五知己到街边大排档食肆的夜市中，饮几杯啤酒，谈天说地

，别有一番风味。以下是佛山网友搜罗的佛山禅城区宵夜地图，仅供参考！

金澜北路：一方美食、聚友

华远东路：

同心园、星韵阁、松风美食、聚龙阁、合兴隆全牛火锅、南沅湘菜馆、牵手、祥麟美食渔家庄

华远街：天天美食、蜀源阁、粤川菜馆、好顺楼、西北面庄

华远西路：河南人饭庄、绿园甜品、华兴美食、政烈刀削面、老班长飘香园

影荫路：江记集北粥、洪记、大家发美食、天天食为先

 绿景一路：多彩宝、食为先、唐桂林煲仔饭、旺角

绿景二路：泽记美食、禄境大排档、鸿兴水蛇粥

江湾路：红利来、南国海鲜酒楼

市东下路：风味店、日日鲜美食、永兴美食店、品味饭店、金满盘、新信昌美食

文华北路：

胡须荣茶餐厅、顺德人家、海龙阁、忠迎渔村、和记潮州沙煲粥、顺意坊食府、天龙轩美食、慧

华面制品总店、才记大排档、洪馨苑沙锅粥、和记大排档、肥波美食店

同济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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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肚佛美食、标记蚝坊、东南亚大排档、东平坊美食店、胜记美食、集北水蛇粥、海皇美食、华

香大排档

高基街：高基口美食、佛胜酒店

南善街：忍味串牛杂店、开心美食甜品店

 汾江路：客家王、猫狗羊兔锅、东江海鲜酒家万豪分店

庆兴路：大快乐美食、紫天椒川菜、煲仔皇、洪利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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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佛山购物

佛山特产：

南海刺绣

南海刺绣(粤绣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据闻旧时南海人嫁女，是以剌绣的优劣来确定礼金多少的，相

信现在给一千万礼金也没几人绣得出好的剌绣来。

灯色扎作艺术品

彩灯，佛山民间称作灯色。扎作，是以人物、动植物、亭台楼阁等为对象进行立体造型制作，佛

山民间艺术研究社设计制作的灯色是中国传统灯色艺术的一支主要流派，具有江南彩灯精巧秀丽

的特色，传统上称“佛山灯色”，明清时期的史志早有详细记载。

石湾陶艺

由于佛山历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造就了不少能工巧匠，所以这里工艺品很多也很出名。如石

湾美术陶瓷。石湾陶器享有“石湾瓦、甲天下”之称。石湾陶塑历史久远，代代艺人承先启后，

佳作不绝、形神兼备、栩栩如生。

西樵云雾茶

此茶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又名“苦登茶”，其叶比普通茶叶大，颜色乌黑发亮，一经开水 冲泡，

全叶张开，色淡青，清香袭人心肺，入口涩味，但回味清适。多在日出之前采摘，因而得名。游

西樵山，用无叶井水泡茶，更添风韵。

 佛山盲公饼

由于它是由一盲人创制。因而得名——盲公饼。盲公饼的制作，与一般饼食不同，有其独特之处

，市场上出售的饼食，大都以面粉配制，而盲公饼则全用糯米配以食糖、花生、芝麻、猪肉、生

油等上乘原料巧制而成。

顺德香云纱

香云纱又名薯莨纱，是一种20世纪四、五十年代流行于岭南的独特的夏季服装面料，由于该面料

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色深耐脏、不沾皮肤、轻薄而不易折皱、柔软而富有身骨的特点，特

别受到沿海地区渔民的青睐。

九江双蒸酒

九江双蒸酒——香港的广告唱到街知巷闻，是酒类中的万宝路。具有“玉洁冰清、豉香纯正、醇

滑绵甜、余味甘爽”的独特风格。

购物地推荐：

佛山东方广场

东方广场地处历史悠久的 “大佛山”禅城区升平商业中心，位于佛山与南海交汇处，东接市东上

路、南临锦华路、西倚永安路，北靠庆宁路，周边为高密度住宅区和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梁园。

保利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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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水城购物中心地处广佛经济圈核心佛山南海千灯湖畔，同佛山首家超五星级酒店保利洲际酒

店、保利千灯湖一号公馆、佛山保利花园连为一体，与千灯湖公园、虫雷岗公园比邻而居，千灯

湖景观运河穿流而过，将项目区隔为东广场和西街两个商业集群，形成东城西街的特色布局。

百花广场

百花广场座落在佛山市区祖庙路与建新路、城门头交汇处的百花广场，楼高54层，拥有大型购物

商场、甲级写字楼、豪华型公寓、美食娱乐城、摩天观光球、大型地下停车场、直升飞机坪、亚

洲最高观光梯、银行、工商管理、电讯网络。

南海广场

南海广场占地面积25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楼高十层，集购物、饮食、娱乐、文化

、休闲于一体，是南海标志性建筑。满足消费者一站式服务的综合广场。

佛山“流行前线”主题商场

这是佛山第一家以潮流时尚为主题的大型商场，新颖的概念准确把握了年轻人的消费主张，并用

主题和个性，去满足年轻人的生活理想和"实现自我"的心理要求，是流行前线主题商场始终的经

营宗旨。

嘉信城市广场

城市广场是一个四层现代化综合商城，场内有8部自动扶梯和一个中心音乐喷泉。全商城面积超4

万平方米，先期营业的仅是1／4左右，将以大型超市、综合百货为主业，号称是目前全区规模最

大、功能最齐全的大商城。

顺联广场

顺联广场是一家集购物、饮食、娱乐于一体的大型商场。一楼是百货、鞋帽皮具、休闲名店城、

金饰、华润万家超市、屈臣氏等；二楼是服饰、运动用品、精品等；三楼是童服、床上用品、家

饰、国美电器等；四楼是京华美食城、天星电影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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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佛山住宿

佛山有许多家酒店和旅馆，其中星级酒店有几十家，佛山酒店的最大特色就是环境优美，价格适

中，这里的酒训服务先进，客房舒适，让游客住得舒心而且放心。这些地方不仅风景好，服务周

到，去景点也都很方便，有公交车通达，打车也是几十元钱。 

(图片由网友 @追风少年 提供)

部分酒店推荐：

佛山顺德新世界酒店

地址：大良镇清晖路150号 所属城区：顺德区

电话： 0757-22218333

佛山金城大酒店

地址：汾江中路125号 所属城区：禅城区

电话： 0757-83288888

碧桂园顺德度假村

地址：北滘镇碧江大桥侧 所属城区：顺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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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757-26332228

佛山祈福仙湖酒店

地址：丹灶镇仙湖度假区 所属城区：南海区

电话： 0757-85449988

佛山佳宁娜大酒店

地址：祖庙路14号 所属城区：禅城区

电话： 0757-82223828

佛山南海名都大酒店

地址：大沥盐步广佛路平地路段168号 所属城区：南海区

电话： 0757-85788888

佛山财神酒店

地址：乐从镇乐从大道东82号 所属城区：顺德区

电话： 0757-28838888

佛山华夏新中源大酒店

地址：南庄陶博大道8号 所属城区：禅城区

电话： 0757-85318888

佛山南海枫丹白鹭酒店

地址：南国桃园枫丹路 所属城区：南海区

电话： 0757-85232288

佛山南海新湖大酒店

地址：桂城佛平二路158号 所属城区：南海区

电话： 0757-81212888

佛山碧桂花城大酒店

地址：佛陈大桥侧 所属城区：顺德区

电话： 0757-23321828

顺德喜来登酒店

地址：大良新城区德胜中路11号 所属城区：顺德区

电话： 0757-28888888

佛山顺德哥顿酒店

地址：容桂大道中38号 所属城区：顺德区

电话： 0757-28386888

佛山恒安瑞士大酒店

地址：城门头西路1号 所属城区：禅城区

电话： 0757-82362888

佛山中恒国际酒店

地址：狮山开发区桂丹路 所属城区：南海区

电话： 0757-86689999

佛山保利洲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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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灯湖东路20号 所属城区：

电话： 0757-86268888

佛山皇冠假日酒店

地址：汾江中路118号 所属城区：禅城区

电话： 0757-8236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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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佛山交通

佛山的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已形成一个公路、铁道、航空和河运齐备、辐射力强的现代化交通网

络。 广珠、广湛、广肇公路和广佛、佛开、广三高速公路穿越佛山市，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达34

79.4公里，其中高速公路84.3公里，公路密度达91.7公里 百平方公里，居全国前列。 广湛铁路通过

本市与全国铁路网联结，佛山机场已开通北京、桂林、杭州、南京、济南、昆明等20多个大中城

市的航班

   

1、铁路

广湛铁路通过佛山与全国铁路网联结，佛山主要的客运火车站在禅城区站前路30号（电话：82232

940，82838220），车站交通便捷，四条旅游专线均可到达，市区内大多数公交线路也都经停这里

。

   

2、公路

佛山的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已形成一个公路、铁道、河运齐备、辐射力强的现代化交通网。广珠

、广湛、广肇公路和广佛、佛开、厂三高速公路穿越本市，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达3479.4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84.3公里，公路密度达91.7 公里／百平方公里，居全国前列。佛山汽车站位于

繁华热闹的汾江中路5号，是佛山地区公路客运的主要枢纽站，营运线路 120

多条。形成辐射湖南、四川、江西、福建、广西、浙江等省近 100 个市（县）的长途客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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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铁

佛山地铁1号线（小涌～广州沥滘），现时又称“广佛线”佛山段，全称“珠江三角洲城际快速轨

道交通广州—佛山段”，简称为“广佛地铁”。广佛线是指小涌～广州沥滘，广佛线佛山段（含

南延线）长度19.2km；途经桂澜路、南桂东路、兆祥路、城门头路、汾江路，联系佛山中心组团

与广州市区。 

                                               20 / 26



�������

佛山：岭南天地

                                               21 / 26



�������

佛山：岭南天地

   

4、市内交通

公交车：

佛山公交非常发达，几十条运营线路基本覆盖了市区内的旅游景点。大多数公交开行时间在早6点

到晚10点之间，票价2元。佛山城巴汽车站（15路公交可到）还有开往高明，顺德，三水的专线巴

士，票价6-10元，15分钟一班。

另外， 佛山有五条旅游专线，每天早六点至晚七点之间开行。票价10元。分别是：

一号线：佛山火车站-西岸

二号线：石湾南风古灶-南海影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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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线：石湾南风古灶－三水荷花世界

四号线：佛山火车站-清晖园

五号线：石湾忠信路口（南风古灶）-广佛路口

出租车：

禅城、南海、顺德起标价8元/2公里，超出每公里2.5元；高明、三水起标价5元/2公里，超出每公

里2元（三水的士拟提高运费至起标价8元/2公里，超出每公里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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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佛山节庆

年宵花市

“行花街”是珠江三角洲人民群众相沿已久的民间习俗。花市于春节前三日举行，除夕晚是花市

的高潮，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游人买到鲜花，寓示大吉大利、大展鸿图。

行通济

每年的正月十六，佛山人都有一个风俗习惯“行通济”。却说佛山城南今南蒲公园附近以前有一

条河通济河，河上有一条桥叫“通济桥”。佛山人认为“行通济，冇弊矣”(佛山方言，意即行通

济无忧愁)。河现在没了，桥还在，每年这一天，人们都到这里走过桥，烧香、抛生菜和转风车，

人流络绎不绝，非常热闹。

赛龙舟

每年的端午节期间，佛山各地有民间举办的龙舟赛，各乡各村派出阵容鼎盛的龙舟队参与竞渡。

漂亮醒目的龙舟在水乡的河网上力争上游，两岸站满观众，锣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

秋色

秋色又名“秋宵”、“秋景”，是佛山独有的大型民间文化娱乐活动。

过去秋色多在秋收时节的晚上举行，表现形式上分为灯色、车色、马色、

地色、水色、飘色、景色七大类。明永乐年间发展起来，各种精美的工艺品，通过游行 的形式来

展出，并表演舞龙、舞狮、十番、锣鼓柜等助兴，让群众观赏评议。年复一年，技艺越来越高超

，规模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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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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