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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韶关：山水之城 神奇丹霞

韶关是广东的“北大门”，为古代南北重要通道，素有“五岭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枢纽”之称。浈

江、武江依山绕城南下，在市中心汇成北江，成为珠江一大水系；莲花山、芙蓉山、皇岗山镶坐

在韶城三镇，隔江相望，葱绿生辉，城依山建，水从城过，天然的地理环境使韶关成为国内少有

的山水之城。 

(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来到韶关，你可以看广东第一家世界地质公园；可以拜禅宗“祖庭”，看六祖真身；可以在南岭

体验到什么是“原生态”；可以感受到南国冬韵；可以与南粤最古老的先民对语；可以去“韶石

”山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可以从阳元石的天地造化中得到启迪，懂得美好家庭得益于阴

                                                 3 / 23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693&do=album&picid=60513


�������

韶关：神奇丹霞
阳和谐、天地正气；可以走梅关古道，读《梅岭三章》，树一腔豪气⋯⋯

最佳旅游时间：

韶关夏热冬凉，冬季偶有雪飘（只限在坪石金鸡岭的高处），年平均气温20度左右，全年都很适

宜旅游。但最佳旅游季当属春秋两季。 

京广线上的韶关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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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韶关不过错过的美景

韶关山川秀丽，古迹斑斓，风景名胜甚多，古代韩愈、刘禹锡、苏轼、杨万里、文天祥等著名诗

人曾游迹其间，留下了许多赞美韶关的诗篇。目前，韶关有30多处旅游景点，其中，丹霞山是世

界丹霞地貌命名地，中国首批世界地质公园；南华寺为千年古刹，有“禅宗祖庭”的美称；车八

岭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南岭国家森林公园更是世界同纬度上最大的一

片生态绿地，广东最高峰—石坑崆所在地⋯⋯ 

韶关主要景点分布图

丹霞山

中国红石公园——丹霞山，位于韶关市境内，面积290平方千米，是广东省面积最大的风景区。丹

霞山由680多座顶平、身陡、麓缓的红色沙砾岩石构成。

南华寺

南华寺位于韶关市南，约22公里。这里依山面水，峰峦奇秀，南华寺是中国佛教名寺之一，是禅

宗六祖慧能弘扬“南宗禅法”的发源地，始建于南北朝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寺庙现存大量

珍贵文物，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车八岭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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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始兴县东南部，距离县城46公里，总面积7545公顷。区内保存着大

面积原始森林，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素有“物种宝库，南岭明珠”之称。保护区自然博物馆里

展出的大量珍稀动植物标本，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国内外大批游客。

南岭国家森林公园

位于乳源瑶族自治县与湖南交界处。其主峰石坑崆海拔1902米，是广东省的最高峰，广东第二、

第三高峰均坐落在此，有“广东屋脊”之称。公园内有小黄山、亲水谷、瀑布群等知名景区。南

岭山脉逶迤连绵，保留广东省最完整、最大片的原始森林，保存着最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岭

南天然生态保护屏障。

乳源云门寺

即门山大觉禅寺，公元923年由云门宗始祖六祖慧能九传弟子文偃禅师所建，位于乳源县城北面6

公里的慈云峰下，是我国佛教禅宗五大支派之一云门宗的发祥地，也是全国重点寺庙之一。

乳源大峡谷

位于距乳源县西南68公里的大布镇，地貌与丹霞山的地貌非常相似。大峡谷有黄山之奇：下雨时

山间涌出的云雾，漂流在峦中，就如置身仙境中；有华山之险：千步云梯1386级；有张家界之秀

：谷中幽深，峰峦层叠，翠映生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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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一微风儿轻吹 提供)

曹溪假日温泉

广东最大的温泉别墅度假村，占地50万平方米，有103个富含氡、偏硅酸的养生温泉池，130多栋

豪华别墅，1300多间纯别墅享受的高级客房，7间大型会议室（最大的可容纳700人）；毗邻南华

寺、马坝遗址、丹霞山等风景名胜。

珠玑巷

闻名遐迩的珠玑巷，原名敬宗巷。唐敬宗时，张昌一家人七代同堂，朝廷闻其孝义，生气勃勃，

赐予珠玑绦环，为避敬宗庙谥，就将敬宗巷改名为“珠玑巷”。

九泷十八滩

位于乐昌市坪石镇的一段武江河岸，蜿蜒曲折，水流湍急，总落差达65米。沿河两岸有大瑶山隧

道、十里画廊、龟山、蛙石、庙子角、韩泷祠等多处景点。

马坝人遗址

马坝人遗址就在马坝镇狮子岩，是两座石炭纪石灰岩孤峰，远观如雄狮伏地。山中溶洞纵横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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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相通，底层终年积水，水清且洌。

云髻山旅游区

主峰海拔1438.8米，是珠江三角洲最高峰。山上奇峰林立、怪石纷呈。狮子峰雄伟峻拔，玉女峰

洒脱秀美，酒壶耳峰惟妙惟肖，五指山直插云霄⋯⋯满山异姿纷呈的象形山石，似人、似兽，或

仰或立、或蹲或倚，千姿百态、美不胜收。

乳源必背瑶寨

这里是乳源民俗风情观光的好去处，你可以欣赏迷人的瑶山风光，观看欢快热闹的瑶族歌舞，领

略古老的民族风俗，品尝独具风味的瑶家美食。

百丈崖峡谷漂流

位于全国著名的大宝山，紧临京珠高速，从沙溪出口到漂流起点15分钟，北依佛教圣地南华寺，

车程也只需10分钟，地理位置极为方便，被誉为“京珠第一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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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韶关行程推荐

广州出发丹霞风光两日游

第一天：从广州乘火车到韶关（三小时）后转乘旅游车到丹霞山（40分钟），下午游山，晚上住

半山或山下旅馆。

第二天：早上起来看丹霞山日出，早餐后到山下乘旅游车回韶关，并转乘旅游车到南华寺，同时

可玩狮子岩（包括马坝人遗址等景点），晚上乘汽车或火车回广州。

广州出发清凉三日游

第一天：从广州出发乘T352次列车中午到坪石，下午游金鸡岭（约两小时），晚餐后可在山城里

闲游体会小镇的安宁，住宿可选择很多，高中低档均有。

第二天：早餐后到码头下水漂流——九泷十八滩，约三小时，从乐昌上岸并坐小火车入城（约40

分钟），随后游古佛岩（约2小时），再到城里乘车去丹霞山住。

第三天：早上起来到丹霞山长老峰看日出，后游玩（约3小时），午饭后乘车去南华寺，参观后回

程。

广州出发韶关精华四日游

第一天：早上6点多从广州出发，10点左右到韶关，在火车站坐专线车到韶关国家森林公园。在这

里，碰上好运气，你可以美美地品尝到一餐罕世的山珍野味。下午2点钟左右回韶关在火车站坐专

线车到南华寺。5点左右在韶关火车站广场乘坐丹霞山旅游专线车，50分钟车程后到达仁化县城（

其中经过丹霞山大门，距县城3公里），可以在酒店或其他招待所住宿。晚上在仁化县城溜达。

第二天：4：50起床，乘车到山脚5：10，登山到长老峰5：55刚好看日出（假如不想看日出，可以

等到天亮再出发）。半山腰用早餐——别传寺——一线天——阴元石——翔龙湖景区——乘船出

到山脚用午餐——稍息——2：30锦江长廊（游江一个多小时）——4：00左右游艇到达阳元山景

区——在乡村旅店安顿好住宿。

第三天：游阳元山景区：阳元石——细米寨（险要）——天生桥——狮子岩——阳元大桥边用午

餐——新山门——古币展览馆——离开（在新大门乘车回韶关）。

第四天：游大峡谷。先从韶关火车站乘3路车到西河汽车站，每天7:00-17:00，平均1小时一趟有大

巴到乳源，车程45分钟。乳源汽车站去大峡谷的班车每天只有一班车，早上07:00发车，单程2.5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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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韶关交通

   

1、铁路

京广铁路大动脉贯穿市境，经韶关市区和乐昌、乳源、曲江三市县。每天都有往返于韶关-深圳和

韶关-广州的特快专列。韶关火车站位于浈江东岸，乘公交1、2、3、4、9、10路都可以到达。

   

2、公路

韶关公路四通八达，105、106、107、323国道贯穿韶关境内，韶关到广州的公路均为二级路面，

全程290公里，由于京珠高速公路韶关段的甘塘至翁城已经通车，从韶关到广州时间已经缩短了1

个小时。从韶关市出发到附近各景点均有旅游车，一般以中巴为多。如果没有直达景点的车，可

先在车站转乘到各市县城，一般车程都在两三个小时左右，到达后再转车去各景点。

韶关主要有两个汽车站，具体情况如下：

汽车站

咨询电话：0751-8883662

车站附近有以下公交车：坝厂路车

西河汽车站

咨询电话：0751-8754176

车站附近有以下公交车：4、5、13、15、16、18、1921、22路

   

3、内部交通

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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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营运时间为每天早上6:00至晚上9:00，大部分是无人售票，全程都为1元，而且还有两趟环

城公交，如果想游览韶关市区，可坐这两趟观光公交车——12路和13路。

买票方式：部分车为投币；

交通卡：普通卡打九折；

办理方式：请携带相关证件，并交20元押金；

退卡方式：

凭押金小票，卡面完好、卡体无损、性能完好且无卡面涂画、粘贴、破损、卡体折断、分层、弯

曲、打孔，否则押金不予退还。

出租车

起步价不分白天、晚上统一为6.00元/2公里；公里运价2-10公里白天2.20元/公里，晚上2.50元/公里

；10-20公里不分白天、晚上统一为3.00元/公里；20公里以上，由乘客与司机协商确定。

   

4、韶关至香港直通巴士

为方便韶关客人往来香港，由香港创艺旅游有限公司开通了韶关至香港直通巴士，全程高速，每

日两班，方便快捷！

票价：

韶关至香港：单程：160元/张

                      来回：300元/套

开车时间及地点/途径站：

上午韶关往香港：08:15汽车东站

上午香港往佛冈/韶关：07:00旺角维景酒店侧

                                     

08:30中山公园（太子中旅社门口）

                                     

08:50马坝车站

                                     

07:40分粉岭火车站出口，终点站：粉岭、太子（名都商场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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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韶关往香港：14:00汽车东站

下午香港往佛冈/韶关：15:15旺角维景酒店侧

                                      

14:15中山公园（太子中旅社门口）

                                      

14:35马坝车站

                                      

15:50粉岭火车站出口，终点站：太子（名都商场对面）

韶关咨询处：韶关市粤泰旅行社

地址：韶关市风采楼104号消防队侧

香港公司：创艺旅游有限公司

地址：九龙弥敦道760号东海大厦10/Ｆ25室

韶关代售点：韶关汽车客运东站

香港代售点：香港中国旅行社各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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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韶关娱乐 享受慢生活

广东人一向注重生活享受，娱乐活动十分丰富，粤北山城韶关也不例外，从早到晚，从工作日到

节假日，时刻都能腾出时间娱乐的时间，各种不同的娱乐场遍布韶关全城。到了晚上，卡拉OK、

歌舞厅等特别热闹。

KTV：

聚雅轩KTV

地址：解放路126号新展鹏大厦内（近风度名城）

电话：0751-8189333，0751-8189321

映日城KTV

地址：浈江区仁爱路和平大厦（近下后街）

电话：0751-8898023，0751-8898380

咖啡厅：

休闲7天

地址：浈江区风度中路35号2楼

电话：0751-8884977

名典咖啡语茶

地址：复兴路西河桥头志诚大厦2楼(西堤南路口)

电话：0751-8918222

本咖啡

地址：浈江区园前东路14号鸿兴大厦5号铺(近中山公园)

电话：0751-8885003

3号店

地址：惠民北路群立街前山1号(近国税局)

恬度咖啡屋

地址：浈江区风采路风采广场上后街之1-148号铺

酒吧：

精英娱乐俱乐部

地址：启明北路万通大厦2楼（近莱斯大酒店）

电话：0751-8318888

天上人间

地址：沙洲路31号

电话：0751-8388881

韶关爱丁堡欧式酒馆

地址：浈江区西堤中路19号(近西桥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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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1-8889882

星光恺撒

地址：浈江区复兴路6号2楼(原红旗电影院对面)

电话：0751-8886699

七号会所

地址：浈江区南郊

电话：0751-828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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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韶关特产带回家

韶关地处山区，当地的一些土特产、水果之类的东西，建议到过之后带回一些。但是要注意辨别

好坏，最好到大商场而不是在景点附近购物。 

(图片由网友 @王渐渐 提供)

韶关各地区主要有以下特产：

仁化：土纸、毛竹、松香、山茶子油、木耳、冬菇、白毛茶、沙田柚

曲江：马坝油粘米、南华李

乐昌：宁麻、花生、白毛茶、冬菇、马蹄、猕猴桃、西洋参、黄连、升麻等名贵中药材

南雄：黄烟、腊鸭

新丰：香菇、草菇、木耳

翁源：三华李、缩骨鲫鱼

始兴：竹木及其加工品

特产介绍：

乐昌马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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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昌马蹄以其个头大、皮薄肉嫩、水分充足、清甜无渣、爽脆可口而著称。它具有清热消渴、治

脾热、温中益气、开胃下食、消肿解毒等功能。

猕猴桃

韶关是猕猴桃的主要产地之一。除鲜吃外，还可以加工罐头、果酱、果酒、保健饮料等。

北江香菇

韶关各县均有北江香菇生产，而始兴的香菇是“北菇”的代表，具有柄短、肉厚、香嫩、爽滑的

特点，是传统的出口产品。

龙脑

龙脑又名梅片，是名贵的香料和中药。其中右旋龙脑是许多贵重的中成药如“云南白药”、“六

神丸”、“喉风散”的重要成分。粤北山区有许多能出产天然右旋龙脑的梅片树。

三华李

三华李产于翁源县三华乡，品种很多，以鸡麻李和蜜李风味最佳。三华李在芒种、夏至成熟，是

城市的淡季水果。它的特点是果大、肉厚、无渣、核小、清甜爽口、有香味。

粤北奇石

蜡石，广泛分布于粤北各地，其中以仁化产的蜡石较为名贵。青花石，主产于乐昌，黑白原色对

比度大，图纹奇特，石质油润细密，堪称名石。青石，石色泛青，图纹显现，反差大，主产于曲

江境内。墨石，主产于始兴，石形和图纹都有奇特之处。彩石，主产于乳源，打磨后图案精美漂

亮。英石，历史悠久，著名的园林石，主产于英德境内。缕金石，广泛分布于粤北境内。

白毛茶

白毛茶是中国特种名茶之一。韶关的乐昌、仁化等县的白毛茶以其特有的清香和甘醇闻名遐迩。

马坝油粘米

马坝油粘米是曲江县传统的优质水稻品种，以其米粒细小、质地硬韧、晶莹透明、油脂量高而著

称，它的米粒细长，晶莹洁白，香滑软熟，饭后齿颊留香。一直是中国出口大米中的主要品种之

一。马坝油粘米是曲江县的名优特产，在封建社会曾作为“贡米”。

甘木通

甘木通是生长在粤北山区的一种野生药用植物。乐昌、乳源的大瑶山已开始种植甘木通。

韶关城区主要购物广场：

沃尔玛购物广场

地址：武江区新华南路16号世纪新城2-3楼

建泰购物广场

地址：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

明乐购物广场

地址：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

韶关城区主要超市：

特百惠（火车站）、大润发（风度名城，解放路车站对面）、明乐生活超市、永安南城（南郊）

、益华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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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食在韶关

韶关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除汉族外还有瑶、壮、回、满、蒙、苗、白、侗、土家等三十多个少

数民族。这里的菜肴也风味各异，博采众家之长。用料庞杂，善于变化，鲜而不俗，嫩而不生，

油而不腻。夏秋力求清淡，冬春偏重浓郁，擅长小炒。菜肴首推南雄和翁源。 

(图片由网友 @首钢锅炉工 提供)

韶关小吃

爆炒山坑螺

到韶关一定要吃爆炒坑螺。山坑螺呈圆锥形，如小手指大小，每年秋天是吃山坑螺的最佳时节。

韶关地区爆炒山坑螺的方法很精细，先将螺放入清水浸净后再放入冷鸡汤中浸泡喂养，以增加其

鲜甜。爆炒时要配齐青椒、紫须、姜、葱等佐料，炒好以后的山坑螺香鲜无比。在街边小店和夜

宵排档上都能吃到。

龙归冷水肚

龙归冷水肚是曲江龙归镇的特色菜，其实就是猪肚做的，但鲜香酥嫩，韶关人非常爱吃，常常会

专程去龙归吃。这道菜采用猛火煮、冷水浸（而且是用当地冰凉的井水浸）的方法，将猪肚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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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透，加上好的佐料，烧成后香郁肉甜，风味独特。这道菜的具体烹制方法是保秘的，所以只有

去龙归才有吃到最正宗的。

韶关特色菜

银杏五彩丁

南雄素有“中国银杏之乡”的美誉，南雄银杏以无心、粒匀、晶莹剔透享誉中外。该菜香滑可口

，是降脂降压的绿色食品。

南雄红烧嫩猪肉

将乳猪浸死，不放血，致血暗黑色，再加调料红烧，甚不雅观，但吃起来另有一种口感，风味独

特，唇齿留香，唯独南雄有吃。

南雄酸笋鸭

酸笋炆鸭，到处皆有，唯独南雄出名，原因是该地农家腌制的酸笋味道独特，爽脆无水渍味，酸

味醇而不呛喉，与无腥味的水鸭炆之，闻而不腥，酸而不腻，使您口胃大增。

糯米酿豆腐

此菜出自穷山村，民家中之特色菜，六十年代的农村，农民原本买不起肉类，只好用糯米酿豆腐

，岂知其味极佳，而留传至今为乡间一美食。

白果玉盏

南雄白果名誉东南亚，用白果配菜，口咸酥烂香甜，清鲜淡雅，还有开胃健脾，营养丰富。民间

制作的白果玉盏，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偿还了健体的心愿。

瑶山烟肉

必背瑶寨地处乳源县城东北54公里的崇山峻岭中，瑶族同胞居于深山老林，远离集市，食肉甚为

不便，故自养家猪，宰杀置于炉灶烟窗悬挂凭烟熏干，全年享用，保鲜时间甚长，有的甚至五年

之久，取之而食，味更非凡！游客至此，必食为先，而今食的人多了，此菜名气也大了。

家乡炒辣菜

春节前后，农家菜园中生长最为茂盛的是芥菜，大多数农家食不完则腌制辣菜储食，其味爽脆触

鼻，似日本芥辣，乃农家特色美食。

梅香虾米

虾米蒸虾酱，梅香伴家常，这是水乡人家一种美味家常菜，锦江河虾米，以色泽鲜红连壳可食流

传于民间。

乳源君达菜包

乐昌芋头以北乡闻名，君达菜，本少人食用，但配炆香芋，却使食客情不自禁地伸长脖子，深深

地吸入这股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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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韶关住宿

想在韶关找个满意的住处非常方便，从普通的招待所到高中档的星级酒店都有。而且在景区内也

可以住宿，不过价格稍贵些，如果方便的话可以住在市区，往返景区之间的交通很方便。 

(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五星级酒店：

莱斯大酒店、碧桂园凤凰酒店、中衍�1号公馆、乐昌碧桂园凤凰酒店、丽宫国际旅游度假区、风

度华美达广场酒店

四星级酒店

：枫逸财富酒店、南华祈福温泉大酒店、西河流花宾馆、友好温泉商务酒店、凯悦酒店、羽田酒

店、悦轩大酒店、昇桦时代酒店、江畔丽都宾馆、山水商务酒店、澳城花园酒店、丹霞温泉假日

山庄、金德易酒店、乳源县宁泰商务酒店、金源酒店、幸福商务酒店、市荷花园（粤海）酒店

三星级酒店：

诺庭连锁酒店、诺庭连锁酒店（韶关风采路店）、小岛饭店、乳源县茗华居商务酒店、泉景酒店

、南雄市雄州大酒店、濠景酒店、新丰交通大酒店、丹霞山雅洁宾馆、丹霞山霞峰宾馆、南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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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大酒店、风度酒店

经济型：

诺庭连锁酒店（沙洲尾店）、丹霞山雯锋宾馆、乳源白云天园林宾馆、怡馨酒店、丹霞山在路上

客栈、丹霞山天然居客栈、丹霞山回驿青年旅舍、7天连锁酒店(韶关火车站店)、丹霞山景逸苑宾

馆、丹霞山红豆兰庭客栈、丹霞印象客栈、丹霞山客家宾馆、韶关市中核金田商务酒店、丹霞山

相悦客栈、丹霞山聚福轩饭店

韶关市区招待所：车站对面的林业局招待所、县政府的招待所、县委党校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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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韶关节庆活动

韶关市民除了一般的常规性节日外，由于这里是广东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所以各地还有独具

特色的民族节日。

长鼓舞

每逢节日喜庆，嘉宾来访，瑶族必跳长鼓舞欢迎。相传很久以前，盘古王的女儿莎十三妹与人间

的一个小伙子结为夫妻。一个恶人想害死年轻人而霸占十三妹为妻。盘古王得知此事，把莎十三

妹召回天庭。莎十三妹告诉丈夫，只要到南山上砍棵琴树做长鼓，等到盘古王婆诞那天击鼓跳上3

60圈，就可上天庭与她团圆了。从此后人每逢盘古王婆诞那天就要跳长鼓舞。

开唱节

瑶家风俗规定，从农历二月初二起一直到七月初七，是不准唱歌和谈情说爱的，否则会受到社会

舆论的谴责。七月初七，传说是瑶族的祖先——盘古王的诞辰。盘古王开天辟地，在劳动中编造

了歌，所以粤北连山一带的过山瑶把这一天定为“开唱节”。

瑶族婚趣

瑶胞婚俗铙有风趣，至今还保留着“男嫁女”，“儿女从母亲”的习俗。新婚之日，新郎步行到

女家，男女双方的亲友到女家参加婚礼。

韶关的民间艺术种类也极其丰富，主要有：粤北采茶戏、花鼓戏、花灯戏、山歌剧、山歌、说书

、快板、粤曲、狮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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