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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潮州简介

潮州，又称“凤城”，是一个既有历史文化名城风貌，又具现代化气息的城市。这座名城位于广

东省最东端，素有“海滨邹鲁”、“岭海名邦”之称。古城由三山环抱，一江潆绕。潮州市内有

古城墙、古寺、古桥、古塔、古祠、古牌坊、古民居等文物胜迹700多处。深宅幽巷之间，充盈着

久远历史的气息。

以潮州话、潮剧、潮州工夫茶、潮州陶瓷、潮州菜系为代表的潮州文化，既保留了中原文化精粹

，又闪烁着海洋文化和周边地方文化光华。所以自古就有“到广不到潮，白白走一遭”的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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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游时间：

9月-10月最佳。潮州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7、8月份气温相对较高，全年雨量充沛，终年

常绿。

                                                 4 / 16



�������

潮州：岭东首邑
  

二、潮州必去的景点

广济桥：

广济桥，俗称湘子桥，位于潮州古城东门外，横跨韩江，联结东西两岸，为古代闽粤的交通要津

。与赵州桥、洛阳桥、芦沟桥并称中国著名古桥。该桥集梁桥、浮桥、拱桥于一体，为中国桥梁

史上的孤例，是独特的文物旅游观光胜地。

古城石碑坊：

古城石牌坊是一块块活化石，记载下潮州历史上的辉煌，既是石雕艺术的荟萃，也是书法艺术的

宝库。潮州的石碑坊以石雕凿成歇山顶、柱、梁及各小件，架上三叠牌楼，匾额两旁，有的加配

石刻缕雕之“双龙戏珠”或“祥凤卷草”之类装饰。

韩文公祠：

潮州韩文公祠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远、保存最完好的纪念

唐代文学家韩愈的祠宇，距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道韵楼：

潮州市的饶平山区拥有众多的土楼著称，在饶平县的六百多座土楼中，三饶的道韵楼名声最著。

道韵楼的八角造型是仿八卦的形状而建的。

从熙公祠：

从熙公祠为马来西亚侨领陈旭年所建，琳琅满目的建筑装饰，使整座建筑物显得更加富丽堂皇。

祠堂座东向西，为二进院落布局，前厅与后厅之间是天井，两侧有廊轩，后厅有抱厦，形成四厅

相向的格局。

凤凰山： 

广东省潮州市一处独特的旅游景观，位于潮州市北30多公里处，境内群峰竞秀，万壑争流。主峰

凤凰髻海拔1497米，是粤东第一高峰。以峭拔雄伟的山色，绚烂多彩的畲寨风情和奇香卓绝的凤

凰茶传名于世。

淡浮收藏院：

位于广东省潮州市红山砚峰公园内，距离市区中心约5公里，面积约一平方公里，集文物收藏、展

览、书院于一体，是一处文化、休闲、生态的旅游景区。

开元寺：

位于潮州市区中心。前身为荔峰寺，以地方宽敞、殿阁壮观、圣像庄严、文物众多、香火鼎盛而

名闻遐迩，为粤东地区第一古刹，有“百万人家福地，三千世界丛林”之美誉。

滨江长廊：

该景点建于2001年，与旁边的古城墙交相辉映，似于一场幻梦之后一洗千年的风尘，淡淡敛起沧

桑，于是，人们心中跳动着的那段融汇凤台时雨、西湖鱼筏、湘桥春涨⋯⋯的旋律，又多了这么

一个音符。

绿岛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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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新八景，占地面积约7000亩，林地覆盖率达95%，万树，千竹，百果，湖泊湿地山环水绕，

一处生机怏然的原生态景区，犹如一颗镶嵌在粤东大地上的绿色明珠。

潮州西湖：

西湖公园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潮州的西北隅，面积450余亩，这里也是潮州八景中“西湖渔筏”

的所在地。

北阁佛灯：

北阁佛灯位于潮州城北，背依金山，面临韩江。北阁原是金山东面山下的一组楼阁的总称，以楼

阁之前的佛灯远照四方而得名，为潮洲八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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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潮州旅游行程推荐

潮州名胜一日游

 线路设计：

广济桥→广济门城楼→古城石碑坊→西马路

 行程特色：

潮州作为潮州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别具风味的潮州菜是一定要尝的、另外这里历史悠久，用一天

的时间看一些名胜古迹能学到很多东西。

行程安排：

早上首先到位于潮州城东门外的广济桥上看一看，它横卧在滚滚的韩江之上，东临笔架山，西接

东门闹市，南眺凤凰洲，北仰金城山，景色壮丽迷人。看完广济桥步行来到不远处的广济门城楼

上游览。它是潮州古城七门中最巍峨壮观的一座，这样一座宫殿式三层歇山顶阁楼，外城门原有

“东为万春”门额。建议登上城楼张目四望，长桥卧波，远山如黛，别有一番景致。

从城门上下来已时近中午，这时不妨在景区附近找一家潮州风味的餐厅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

吃完午饭向西南方向步行，便可到达著名的古城石碑坊。这些石碑坊就如同一块块活化石，记载

下潮州历史上的辉煌，既是石雕艺术的荟萃，也是书法艺术的宝库。

看完石碑坊可步行去今天最后一站西马路，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到地道的潮州小吃，说不定还会

遇到吟唱着潮州戏曲的老伯呢。推荐西马路附近的胡荣泉餐厅，推荐这里的春卷和鸭母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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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潮州娱乐

在潮州游玩一天后，一定感到非常劳累了，大家可以去电影院看场电影、去茶馆喝杯茶轴功夫茶

或是去剧场看一场潮州戏剧，当然潮州晚上的夜生活又怎能少了那好吃可口的小吃夜宵呢。

天一娱乐KTV：

在潮州目前KTV行业中，价格最实惠。拥有完备的KTV配套设施，舒适的座椅，先进的音响设备

、点歌系统，顶级液晶电视，歌曲齐全。大房、中房、小房，满足各种聚会需求，还有各式小吃

酒类，尽善尽美的服务只为了让顾客拥有一个愉快的聚会！环境朴素而典雅，舒心而又不失时尚

，置身其中，自有一份自在在心间。

地址：潮州市湘桥区潮洲市春榕路兰花街1号

潮州欢唱KTV

欢唱集团于1998年在福建省福州市成立旗下第一家欢唱KTV福州东街店，之后又陆续在厦门、泉

州、龙岩、汕头、沈阳等地创立了20家分店，形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娱乐连锁事业。

电话：0768-2303333

地址：潮州市湘桥区潮州市卜蜂莲花

瑶台茶馆：

潮汕工夫茶真的很有名，来到潮州一定要找机会品尝一下这里的功夫茶。瑶台茶馆价格不便宜，

一个包间大概需要200-250元的最低消费，但作为一种体验也是值得的。

地址：潮州市瑶台茶馆

时空影城：

影城占地2500平方，共拥有4个影厅(都说是3D影厅)，共647个座位，全采用巴可进口放映机，专

业JBL音响，全方位金属屏幕，给顾客带来非一般的视觉、听觉享受。

营业时间：10:00-24:00

电话：0768-5891222

地址：潮州市潮安县安北路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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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舌尖上的潮州

潮州菜源于潮州，已有数千年的历史，驰名海内外。其突出的特点是：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

而不生，肥而不腻。

潮州菜作为潮汕文化的一个部分，它的特点的形成，同样是离不开潮人赖以生存的地理自然环境

、人文风俗、及悠久的传统历史文化。潮州菜到底有多流行有多受欢迎，广东省任何一座城市都

满是潮州菜的大排挡就可见一斑。潮州菜最常见的菜有海鲜粥、潮州卤味等。

        推荐餐厅：

老牌镇记牛杂店

这家牛杂店很有名，牛杂没有丝毫的怪味，很有特色，很多当地人来这里吃，价格也不是很便宜

。小份是15元，中份20元，大份30元。

地址：潮州市湘桥区环城西路(近西湖公园)

胡荣泉(太平路店)

潮州有名的餐厅，一条街上竟然有三家店。这里最有名的要数鸭母捻，其实就是汤圆糖水，里面

有两个汤圆，比较爽口。

电话：0768-82234656

地址：潮州市桥区太平路362号

 明记肠粉

肠粉是广东人每天必吃的东西之一，所以在这里开的肠粉店都很有水准。明记肠粉里吃饭的大多

是当地人，一碗及第粥加一盘牛肉肠粉便可以体味下当地人的生活。

地址：湘桥区新安街中段(近潮州保健院)

 府城小食馆

在潮州算是历史比较悠久的早茶餐馆了，一壶茶一些包子，当地人可以坐上一天。

电话：0768-2383888

地址：湘桥区环城南路35-37号金龙大酒店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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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挑选潮州特产

潮州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物华天宝，拥有众多特产，其中潮州柑和凤凰茶久负盛名，还有潮绣、

抽纱、陶瓷、木雕等著名工艺品。

凤凰单丛

产于潮州市潮安县凤凰镇乌岽山。其成品条索紧结重实，茶汤金黄明澈，具有独特的天然花香，

口感香醇，喉底回味甘鲜，且颇耐冲泡；饮毕闻杯，余香留底，大有“绕鼻三日不绝”之势，堪

称“天、地、人”具备之佳茗。

岭头单丛 

产于潮州市饶平县北部山岳，系采用二十年以上高山单丛茶精细制作而成。外形条索紧结、挺直

，香气独特，滋味浓醇，“蜜韵重”，回甘力强，汤色金黄透亮。

石鼓坪乌龙

石鼓坪是潮州市潮安县凤凰镇著名畲族乡，所产乌龙茶最负盛名。

蓬莱茗

产于潮州市潮安县赤凤镇。揉合绿茶与乌龙茶制和工艺研制而成之新品种，兼有绿茶的青汤绿叶

、清醇回甘和乌龙茶的天然花香特点。

枫溪陶瓷

潮州生产陶瓷始于新石器时代；到了两晋、南北朝，逐步趋向瓷化；唐代，古城北郊已有瓷窑；

北宋，古城东郊的笔架山，出现了百窑村瓷制品除日用瓷、卫生瓷，以及工艺瓷等6000多样花色

品种。潮州陶瓷的装饰，有潮彩、粉彩、釉下彩、贴花、印花、装饰土等。生产量已经占全国百

分之五十。

抽纱

潮州抽纱是传统的潮州刺绣与欧洲抽纱相结合的产物，有着百年的历史，以其技艺精巧、轻盈淡

雅见长，被誉为“南国名花”。潮州抽纱的特点是按一定图案抽出布料中的某些经纬线，以针线

缝锁抽口，再加花纹刺绣。潮州抽纱通过400多种巧妙的针法工艺和繁复精致的设计布局，变化出

千姿百态的图案。潮州抽纱的主要品种有手巾、台布、绣衣、床罩、被枕套、靠垫、餐套等，产

品远销美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不少产品多次作为国礼品赠送外宾。

金漆木雕

潮州木雕萌芽于唐宋时期。潮州金漆木雕是在木雕作品上聚漆贴金，使其具有金碧辉煌的艺术效

果。潮州木雕作品款式多样，有厅堂用的门窗、屏风、柜橱、几案床榻、横披条幅，有迎神赛会

用的香炉、神龛、烛台、馔盒，还有人物、花鸟等各式各样的艺术品。木雕雕刻技巧有浮雕、沉

雕、锯通雕、通雕、圆雕等。玲珑剔透的木雕作品，聚漆贴金以后，显得更加华贵。潮州金漆木

雕远销德国、加拿大、美国、法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玉雕

明代潮州已有生产玉器的作坊。潮州玉雕以南方碧玉为主要原料，近年兼用辽宁岫玉、河南独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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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拿大碧玉。产品古朴典雅，主要品种有首饰、人物、盆景、炉瓶、茶酒具、碗类等。潮州的

玉雕制品，深受港澳同胞和东南亚侨胞的喜爱，在国内旅游市场也很畅销。

金银首饰

潮州金银首饰工艺始于晚清。潮州金银首饰品种繁多，有手镯、手链、戒指、胸花、项链、耳环

、头结、发夹、钗牌、坠等1000多个花色品种；造型除部分采用几何图形外，大多以象征吉祥、

平安、友爱为题材，构思独特，美观新颖，富丽华贵。潮州金银饰品畅销欧洲、东南亚、中东、

香港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部分内销旅游市场。

香包

香包是潮州民间独特的传统工艺品。其制作方法是在绸缎或布料上绣制各种花卉鸟兽，内包香料

。香包外观精巧，气味芬芳。传统香包有香囊、粽球、针包、瓜子鸡、纽绒、结带等，造型美观

，品种多样。香包主要用于佩带或作为吊坠饰物。

麦杆画

潮州麦杆画是一种洋溢着浓郁乡士气息的民间艺术，其制作方法是用刀具裁剪麦秆片贴成各种画

面。潮州麦杆画的创作始于本世纪40年代，品种有挂屏、日历板、书签、贺片、仿古小画片和仿

邮票小彩片等欣赏品，也有立体造型的首饰盒、茶叶盒、镜框、文房四宝等衫品的装饰。麦杆画

利用麦杆的反光作用，产生特殊的艺术意境。麦杆画内空丰富，构图独特，生动传神，多彩多姿

。

竹制品

潮州东北部山区盛产竹子，有毛竹、绿竹、厘竹、桂竹，为生产竹制品提供丰富原料。潮州生产

的竹制品除桌、椅、几、谷答、畚箕、竹篓、扁担、箩、筐等家具和家具外，还有窗帘、门帘、

灯罩、扇子、吊篮、花篮、凉席等日用品和工艺品。潮州竹制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法国、挪威

、意大利、德国、芬兰、荷兰、瑞典、比利时、日本、东南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茶叶

潮州茶的种植和制作历史长、品种多。目前潮州茶的品种，主要有凤凰水仙、福建水仙、乌龙、

石古乌龙、梅占、名花、奇兰、黄旦、铁观音、本山、大红、黄金香、肉桂等10多个。其中凤凰

水仙最多，为潮州的当家茶。据林业部门统计，全市现有茶园85000多亩，拥有中小型初、精制茶

叶加工厂120家。潮州茶叶以其品质优良饮誉海内外，远销欧美和东南亚，是本市的重要创汇商品

。

潮州柑

潮州柑是柑中最有名的世界良种，春末夏初开白花，秋季结果，冬季收获。

潮州柑有碰桶柑、蕉柑、雪柑3个品种，碰桶柑果硕大，朱黄色，皮松脆而浮凸，不紧黏其瓣，故

最易除皮。瓣肥汁多而少核，味甜如蜜，有“蜜柑”之美誉。蕉柑形状略小，皮较厚硬，与瓣贴

实，这种柑稍逊碰桶柑，蜜饯的柑饼多用它制成，雪柑有点近似新会橙，汁多，但稍酸，适宜切

开吮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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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潮州住宿

潮州经济较为发到，去潮州游玩可以选择住在潮州市区，这里各种档次的宾馆应有尽有，而且设

施比较齐全，价格也比较合理。

潮州宾馆

潮州宾馆位于潮州市中心主要干道繁华路段—潮枫路与永护路交界处，邻近市政府行政办公楼、

汽车总站、潮州西湖、开元寺、繁华的新桥路商业中心步行街，地点优越，交通便利。宾馆建筑

面积19000平方米，楼群豪华气派、富丽的大堂、现代化的大门，带给人深刻的印象。宾馆拥有22

1间高级客房、商务客房、豪华套房及美轮美奂的行政套房，装修精细，设施齐全。

电话：0768-2137803

地址：潮州市潮枫路1号（潮枫路和永护路交汇处）

潮州天天客栈

潮州天天客栈位于新洋路和新桥路交汇处，与潮州体育馆隔街相望，步行可达人民广场。是一家

专为验厂验货、洽谈业务、背包驴友、出差业务员等商旅人士量身订制的经济型快捷客栈。

电话：0768-3903999

地址：潮州市湘桥区体育馆新桥西路口

潮州柏嘉商务酒店

潮州柏嘉商务酒店地处市中心，位于潮枫路与宫前路交叉口，中国银行和卜蜂莲花之间，邻近人

民广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酒店拥有各类客房，房间装修休闲、雅致，物品配套齐全。

电话：0768-2307777

地址：潮州市潮枫路云梯山前灰路下一巷二号（潮枫路与宫前路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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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潮州交通

飞机

潮州目前没有机场，如果想乘坐飞机到潮州可以先搭乘飞机到汕头机场，然后在汕头换成长途汽

车去潮州。

铁路

潮州有广梅汕铁路通过，已将潮州纳入粤东铁路线路网，在这里可以轻松乘坐列车到达广州、深

圳、武昌、九江等城市；广州每天都有都有多班列车开至潮州。

地址：位于市内新风路

咨询电话：0768-6853708

交通信息：乘坐2路公交车可以到达

公路

潮州有汕汾高速公路、324国道、广梅汕铁路通过，汕汾高速公路、国道324线等公路，公路交通

相当发达。潮州有发往广东大部分城市的长途交通线路，可以轻松到达这些城市。

汽车总站

汽车总站发往汕头总站的长途汽车，每隔10分钟一班，行程50分钟即到；发往广州的长途汽车整

点发车，行程6小时；发往深圳罗湖汽车站，行程4个半小时。

地址：潮州市潮枫路潮州宾馆对面

电话：0768-2202552、0768-6885050

交通信息：附近公交车有1路、3路、8路、12路等。

西门车站

西门车站也是潮州的长途客运站，主要发往广州、深圳、珠海等省内的长途汽车，约每小时1－2

班。

地址：中心医院斜对面

电话：0768-2262450、0768-2285938。

交通信息：乘坐公交车1路、5路、7路、8路、9路、12路到中心医院站，下车后步行即到。

内部交通：

公交：

潮州市区共有九条公交线路分布，票价2元，自动投币不设找赎，早班车时间为6:40，末班车为18

：30。

另外，开设了郊区线路。

出租车：

潮州市区内的出租车按每公里起步价3至5元打表计费，同时每车次加收１元燃油附加费。

                                               13 / 16



�������

潮州：岭东首邑
  

九、潮州旅游节庆活动

游神：

时间：

每年农历正月初九

介绍：

游神是人们在喜庆节日里（如元宵，诸神圣诞）到神庙里将神像抬出来游街，认为只有让神出来

游街，与民同乐，神才保佑四方百姓。每年的正月初九，乡民便将庙中的“大王爷”等六尊木雕

偶像抬出来，初十全乡，焚香烧元宝。十一日，便将神像送回庙中。

在潮州一带，游神活动最隆重的莫过于游“安济圣王”：掷杯茭选择吉日，日期一般在元月二十

三或二十四日。“洗安路”的队伍前头是马头锣，后面是“肃静”、“回避”仪仗，沿着未来要

出游的路线行进，敲锣宣布出游日期。经过紧张准备，到了游神这一天，便到青龙庙门前鸣放礼

炮。鸣放礼炮后，将安济王爷及“大夫人”、“二夫人”的神像请进銮轿，然后举行“拜起马”

仪式。仪式完成后，由几名大汉抬神轿游行。神轿经过路段，各家各户都在门口设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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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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