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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汕头：美食之乡 海滨邹鲁

汕头是中国唯一市区有内海的城市，由于被江海分割成岛，又名鮀岛，以美丽的乔木凤凰树开的

金凤花和幽香高雅的兰花并列为市花，是一座标准的亚热带滨海城市。汕头的旅游资源以海洋文

化景观为主，自然景观的特色是：海阔、石奇、洞幽、风光秀丽。其中南澳岛不仅景色秀美，还

保存了众多的史迹。位于市区的礐石风景区、潮阳的莲花峰、澄海的塔山等，都是优良的度假胜

地。 

(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汕头既有海洋文化特异的习俗风采，又保留着中原古文化遗风，如被誉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潮剧

，驰名中外，以海鲜为主的潮菜，以及独特的古代寺庙、民居建筑、工夫茶、多神崇拜等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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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人感到古老又神奇。

最佳旅游时间：

汕头全年适宜旅游，但4、5月和9、10月是最佳旅游时间。汕头位于北回归线上，属南亚热带季风

海洋性气候，全年温和湿润，阳光充沛。全年平均气温在22℃左右，7月中旬至8月初是全年最热

的时节，气温大约在35℃左右，冬季最冷的时候一般也在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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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必玩景点

南澳岛：

南澳岛位于广东省和福建省交界的洋面上，由大小23个海岛组成，人称“潮汕屏障，闽粤咽喉”

。岛上除了留有长山尾炮台、总兵府、雄镇关等古迹，还建有黄花山国家森林公园、青澳湾旅游

区。

礐石风景名胜区：

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区内景点有：孔雀园、七层洞、飘然亭、情人谷、海狗石等。可游玩项目

有：水上游艇、碰碰车、双索吊览车、单索空中飞人、索道冲锋滑车等。孔雀园可观赏飞禽走兽

、民族表演等。 

汕头部分景点分布图

莲花峰：

位于海门海滨距潮阳县城10公里的地方。山上的石头开裂如莲花，因而得名。主要景点有古莲花

峰、万人冢、终南石、忠贤祠、莲峰古寺、古炮台、观海长廊、奇泉井、文天祥塑像、望夫石等

，还有许多名人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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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高尔夫海滨度假村：

依山而建，极富浓郁的亚热带风情，是中国首个完全采用美国原产老鹰草作为果岭草的18洞72杆

国际标准球场。高尔夫球场毗邻酒店，其专属度假沙滩——龙虎滩，濒临南太平洋，海天一色，

蔚为美观。

妈屿岛：

在汕头港出海口处，面积一平方公里。岛上有海滨浴场和食宿设施，因为面向外海，海水洁净，

是市民消夏胜地。

陈慈黉故居：

建筑风格中西合璧，总格局以传统的“驷马拖车”糅合西式洋楼，点缀亭台楼阁，通廊天桥，萦

迴曲折，进之如入迷宫，乐而忘返。

青澳湾：

被海内外游客誉为“东方夏威夷”。位于南澳岛的东端，西距县城11公里，有环岛公路通达，林

木繁茂，海生凉气，气候宜人，是粤东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那里的天然海水浴场，更是得天独

厚。

塔山：

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城北5公里，是以塔山寺为中心的山水兼具的游览区，可进行划船、骑马、

游艺、野炊等活动。

中山公园：

汕头有历史最久的一个公园。园内景点有：游乐场、文化广场、九曲桥、游泳池、假山区、花园

馆、博物馆、动物园等。可游玩项目有：海盗船、碰碰车、空中脚踏车、激流涌进、旋风骑士、

动物表演、文艺杂技表演等。

石炮台公园：

风景优美的公园，抗洋战争纪念公园。门口两架假炮台，园内则有四架货真价实的炮台。节日的

时候则有各种表演。游乐项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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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程推荐

汕头经典三日游：

D1：观海长廊→海门莲花峰→礐石风景区

D2：南澳岛

D3：南澳岛→老城

汕头一日游：

A线：礐石风景区→中信高尔夫海滨度假村→小公园→汕头大学→北回归线标志塔→沟南许地→

石炮台公园

B线：南澳宋井→青澳湾→海上渔村→总兵府→招兵树→古时闽粤界→南山寺→风力发电游览区

C线：小公园→中山公园→汕头大学→北回归线标志塔→澄海陈慈黉故居→塔山风景区

D线：海滨长廊→礐石风景区→中信高尔夫海滨度假村→潮阳莲花峰→钱澳炮台

潮汕美食二天游

D1：早上乘专车赴汕头，中午抵达后，享受潮州打冷风味餐，游览4A级旅游风景名胜区、汕头八

景之飘然亭、垂虹洞，后游龙泉岩、翁万达书院，途观由李嘉诚先生捐建的汕头大学、参观茶艺

馆，品潮汕功夫茶，晚餐享受牛肉丸自助火锅，晚餐后夜游市区林百欣会展中心、海滨长廊、步

行街。

D2：早乘车往古城潮州，途经潮州的瓷都枫溪镇，抵后游览中国四大古桥--湘子桥，参观粤东古

刹潮州开元寺，开元寺始建于唐朝，具有大唐时代的建筑风格，同时又兼具有宋元明清各代的装

饰手法，是全国现存三座唐代开元寺之一。随后游潮州八景之韩文公祠，瞻仰一代文豪，著名的

大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韩愈大学士。游广济城门、滨江文化长廊品味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后参观潮州文化大观园，了解潮汕民俗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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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汕头茶娱乐

作为我国较早的对外开放城市，汕头的现代娱乐设施与环境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形态，影剧院、茶

馆、舞厅、酒吧、网吧等等当街林立，显示出都市的现代风韵；同时，汕头由于受潮州文化的影

响，潮剧、潮州音乐、工夫茶也是汕头常见的民间娱乐内容。不过即便是汕头的长平路、华山路

的酒吧和咖啡店里也都有地道的工夫茶秀，这也算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茶艺酒吧

衡山林茶艺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衡山路中段

升平区潮茶艺馆 地址：汕头市大学路中段乐业园B6

郊区明茵餐室 地址：明茵路

雅龙咖啡馆 地址：龙湖工业区

艺宛酒廊 地址：中平街

汕特兰桂芳咖啡厅 地址：衡山路

龙湖乐园商场酒吧 地址：金珠园

东厦OK啤酒屋 地址：汕樟路

影剧院

艺都大剧 地址：金砂中路

鸵岛影剧院 地址：新兴路3号

群众电影院 地址：镇平路75号

大光明电影院 地址：至平路9号

KTV

好地方量贩式KTV 地址：长平路华银数码广场左侧(即林百欣会展中心右侧)

金煌量贩式KTV 地址：迎宾路免税商场

欢唱量贩式KTV 地址：金砂路友谊大厦(君华大酒店对面)

欢乐迪量贩式KTV 地址：金砂路与华山路交界处

宝龙量贩式KTV 地址：长平路黄金大厦

金皇城KTV 地址：金新路与**路交界处

华星量贩式KTV 地址：榕江路与华山路交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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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汕头美食：潮州风味

汕头所在的潮汕地区盛行潮州菜，它是广东三大菜系之一（其余两种为粤菜和客家菜）。潮州菜

以烹制海鲜见长，从选料到酱碟佐料，都要求新鲜美味、清而不淡、鲜而不腥、郁而不腻。鸳鸯

膏蟹、蚝烙、清汤蟹丸等是潮菜海鲜类的代表名作。

潮州菜的另一特点是善于烹制素菜，粗料细做，清淡鲜美，比较有名的有护国菜、马蹄泥、厚茹

芥菜、糖烧地瓜等。 潮州菜的调味配酱也是一流的，不同的菜式都有专门的酱碟，咸甜酸辣，各

有讲究。潮州特产的酱料有南姜、梅膏、鱼露、红豉油、三渗酱等，都很有风味，配上一些，能

使菜肴更加鲜香。

特色小吃：

汕头比较有名的当地小吃有：老妈宫粽球、西天巷蚝烙、福合埕牛肉丸、新兴炒糕、飘香小食店

的虾米笋等，还有南澳岛上的多种海产风味。

老妈宫粽球：

汕头老妈宫粽球是一种很特别的粽子，它借助妈祖信仰的灵光，由一种普通节食，变成一种适宜

四时享用的不普通食物。

西天巷蚝烙：

蚝烙为潮汕传统食品，市场炒卖或家庭膳食均极普遍．1930年前后，杨二首先在升平路西天巷口

营业，后来又有胡锦兴，姚老四等人相继在附近继续专卖．为了生意竟争，他们各自设法提高烹

制技术和质量，形成了驰名海内外的西天巷蚝烙。

福合埕牛肉丸：

福合埕，原来是老市区的一个地名，在20世纪60年代，这里以煤铺脚陈氏的牛肉丸店为代表的”

福合埕牛肉丸”就已远近闻名

新兴街炒糕稞：

早在20世纪40年代，炒糕稞烹制行家徐春松便在汕头市新兴街茂成号专营闻名，号称老徐炒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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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汕头购物

汕头是我国的五个经济特区之一，有着悠久的对外商贸历史。市区内的购物场所林立，大型的购

物中心、超级市场、专卖店、专业市场以及时尚小店等临街遍布，所购之物一应俱全。

来到汕头不能不去“一路一街一广场”，所谓的“一路一街”就是位于市中心的“金新北路”和

附近的“新厦街”，“金新北路”是汕头专卖店汇集的地方，有FORNARI、U2、G2000、DANN

A、FREE BIRD、菲杰、BOSSINI等等，价格比较大众化，这些衣服适合运动、散步或者闲居在家

。“新厦街”集中了上百家流行服饰店，服饰的主要来源是韩国、深圳、虎门等地，款式很多，

可以感受到无穷的淘衣乐趣。“一广场”指的是位于衡山路的明珠广场,这里汇集了几十家国内国

际服装专卖店，有来自加拿大的PORTS、还有香港的THEME、VEEKO、马狮龙等等，在明珠广

场附近还有环境很幽雅的咖啡店。

三大购物街：

华侨乌桥村步行购物一条街（简称：步行街）。

地址：金新路（金砂公园后面）

交通：9路、21路、26路、32路（金砂公园站）、12路、24路、28路（长平路西站下车往金新路走

）

广厦商业广场（原名：品牌购物一条街，简称：品牌街）。

地址：金园路

交通：9路、21路、26路、32路（技工学校站或汕头日报社站下车都可）30路、101路（东厦中学

站）

龙湖购物一条街（简称：龙湖街）

地址：华山路龙湖村

交通：24路（华山路站）、9路（瑞诚商场站）

特产：

潮绣：

粤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合称中国四大名绣。而潮绣属粤绣一大派系，以构图严谨，疏密有致、

针法多变、色彩丰富而闻名。

潮汕抽纱：

以亚麻布、苎麻布、玻璃纱、化纤织物和彩色绣线为原料，采用抽绣，钩织、刺绣等工艺，制成

精美的装饰性日用品，品种繁多。潮汕抽纱有服装、台布、枕套、被套、床罩、手帕、窗帘、盘

垫等，图案以花卉为主，清新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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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汕头住宿

汕头的宾馆酒店业十分发达，各种档次的住宿场所遍布全市各地。相对南方的其他几座城市而言

，汕头的宾馆房价还是比较便宜的，高档一些的宾馆双标房价格从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而一些

大众化的旅馆就更便宜了，花几十元就可以住到，条件也还不错。

最佳住宿地：

市中心区域：

地处汕头城市中心区，北至金湖路、长江路一线，南至海滨路，西至汕樟路，东至天山南路，涵

盖整个汕头老城区，是汕头市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和科技基地，区内的林伯欣国际会展

中心常年举办各种会展。

推荐酒店：金海湾大酒店、君华大酒店

高新科技开发区：

汕头高新技术开发区是汕头市经济特区的发祥地，也是汕头市经济布局的中心区；北至东厦北路

，南至长江路，西至金环路沿线，东至嵩山北路。

推荐酒店：华侨大厦

火车站地区：

本区域位于汕头龙湖区的东部，北至长江路，南至中山东路，西至天山南路，东至火车站及泰山

南路沿线。

推荐酒店：民航大酒店、帝豪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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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汕头交通

航空：

汕头外沙机场位于汕头市区东北方向13公里处。机场开设有至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等

地的多条航线，能够抵达国内各大、中城市，同时机场还开设有至曼谷的国际航班，方便快捷。

在汕头机场，打车去市区，一般30元左右，如果坐机场中巴到市中心，每位10元（价格仅供参考

，请以实际为准）。

铁路：

广梅汕头铁路的重点就是汕头，同时北与京九铁路干线在龙川交汇，与全国铁路相连通，连接了

汕头，辐射到全国，十分便利。汕头火车站位于汕头市区东端，是广梅汕铁路的重要枢纽。公交2

路、4路、6路、8路、11路、12路的终点站都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火车站专门开设有汕头至广州

的多趟快速列车，拉近了汕头与广州、深圳的距离，同时也方便了人们出行。汕头火车站咨询电

话：0754-6338814。

公路：

通过汕头的公路数量繁多，能将汕头充分地纳入广东的交通体系网。主要有：国道主干线同三线

（同江—三亚）的深汕高速公路东段、汕汾高速公路，国道326线和206线及9条省道等等。

汕头市内目前有6大长途汽车客运站，分别为市汽车客运总站、南翔汽车客运站、西堤汽车客运站

、中旅汽车客运站、东厦汽车客运站、市金砂东客运站。

市汽车客运总站位于汕头市潮汕路7号，主要运营汕头周边城市以及广西、江西、湖南等省外城市

的长途汽车。咨询电话：0754-8222705。

南翔汽车客运站位于汕头市潮汕路19号，咨询电话：0754-8224943。

中旅汽车客运站位于汕头市汕樟路41号，主要是发往省内城市以及福建的长途汽车。咨询电话：0

754-8629888转31245。

东厦汽车客运站位于汕头市东厦路70号，咨询电话：0754-8626130。

市金砂东客运站位于汕头市金砂东路环碧庄，主要是发往省内各大城市的长途汽车。咨询电话：0

754-8265854。

汕头--广州（高速直达，约5小时30分）

汽车总站发车时间：7:35-1:00 每小时一班。

市金砂东客运站发车时间：8:05-1:15 每小时一班。

汕头-深圳

汽车总站发车时间：6:10-21:00 每小时一至二班。

市金砂东客运站发车时间：6:40-21:30 每小时两至三班。

水运：

汕头有四个码头客运站：

汕头港客运站，售票处在利安路尾，到达港口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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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轮渡站，售票处在渡口，到达港口为南澳长山尾。

西堤轮渡站，售票处在西堤路，到达港口为妈屿岛。

西堤港客运站，售票处在西堤路6号，到达港口为揭阳、达濠、西胪、蜈田。

公交车：

汕头的公共汽车票价市区内的基本是1元/人，路途较远的是2元/人（如27路），跨区的是分段收费

（如102路），市区内使用IC卡打9折。

出租车：

出租车的收费有几种，起步价分为三等，一级的起步价9元（2.5公里），二级的起步价8元，三级

的起步价7元。从市区打车去南澳岛渡轮码头一般在4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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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民俗风情

在广东潮汕地区（以现在广东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为中心）。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潮汕人，是汉

民族中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的一个支系。我们把潮汕人所创造的文化名为“潮汕文化”。

潮汕方言：即潮汕话，又称潮州话，属汉语方言八大语系之一的闽南语系。它的词汇丰富，幽默

生动，富有极强的表现力，并保存着很多古汉语的成份，因而为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所重视。

戏剧音乐：潮剧又名潮州戏、潮音戏、潮调、白字戏，主要流行于潮州方言区，是用潮州方言演

唱的一个已有四百三十多年历史的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潮州音乐源远流长，优美动听，驰名中

外，它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浓郁的地方色彩。其门类有：以三弦为领奏乐器，伴以弹拨、弦索

乐器的弦乐；以琵琶、三弦、筝组奏的细乐；以佛场主要法器，伴以唢呐、横笛领奏的庙堂音乐

；以笙、箫、管、笛为主要乐器的笛套音乐；以潮州大锣鼓伴以唢呐领奏的潮州锣鼓乐等。

潮汕英歌：所谓北有秧歌，南有英歌。流行于潮汕一带的英歌是汉族具有代表性的民间广场情绪

舞蹈。据说它起源于明代中期，是以梁山108好汉为原型。表演形式分有“前棚”和“后棚”之分

，现已大多简化只有前棚表演，表演时画着梁山好汉脸谱的演员手持双棒或圆鼓起舞，气势粗犷

雄壮。

潮汕工艺：潮汕木雕是工艺美术的佼佼者。其形式有圆雕、沉雕、浮雕、多层次的镂空雕，而外

形色彩上，可分为黑漆装金、五彩装金、本色素雕三类。潮绣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粤绣的一大支

系，讲究构图均称，色彩浓烈，富丽堂皇，其品种大致可分为日用品、欣赏品和剧服三种，形式

有绒绣、纱绣、金银线绣、珠绣四大类。

潮汕建筑：潮汕民居以传统的三合院、四合院为基本布局，最基本形式称“下山虎”和“四点金

”。规模较小的城镇平民居屋有布局狭长的“竹竿厝”。推荐景点：陈慈黉故居

潮汕人文：潮汕善堂是最具潮汕人文色彩的代表，它是一种带有民间信仰性质的慈善机构。在这

种善堂文化的熏陶下，潮人多乐于做慈善事业。

潮汕民俗：潮汕民俗繁多，且保留着很多中原传统文化，这也是潮汕人一直骄傲的地方。除了传

统的节日外，他们还保留着盂兰节，中秋烧塔，新年烧龙等等中原已消失的习俗。另外较有特色

的还有“人节”食七样羹，澄海赛大猪，盐灶拖神等等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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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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