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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乐亭：玩海的好地方

乐亭县位于唐山东南部沿海地区，是红色革命先驱之一李大钊的故乡，素有“冀东粮仓”、“燕

东天府”、“渔米之乡”之称，自（1123年）建县至今已有近900年历史。乐亭沿海地区近几年陆

续开发了海滨、海岛等旅游区，以新戴河（浅水湾浴场）度假区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是华北

地区游客继北戴河、黄金海岸等著名海滨旅游区之后的新选择。 

乐亭美景(图片由网友 @王渐渐 提供)

菩提岛、月坨岛、金沙岛等三岛并称“乐亭三岛”。玩够了海边又时间充裕的话，还有就近登船

海岛游的选择，海滩浴场、芦苇荡、湿地滩涂、寺庵、赶海拾贝、猎鱼⋯⋯“三岛”之旅，无疑

会为你的乐亭之行加分。

最佳旅游时间：

夏秋两季最佳。乐亭县属暖温带滨海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季漫长，冬长于夏，

春秋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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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乐亭必去景点

月坨岛

月坨岛因呈弯月而得名，是天然的浴场和生态旅游度假区。这里沙洁水净，景色更幽、更野、更

原始。

菩提岛

菩提岛原名石臼坨，又名十九坨，2000年更名为“菩提岛”。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顿悟成佛，几

百棵菩提树植于岛上，菩提岛由此得名。菩提岛又名石臼坨，据《乐亭县志》记载：因为形似石

臼，中间凹四周凸起古称石臼坨。“十九坨”，是因为唐王李世民东征时，曾在此驻跸十九日，

故而又名“十九坨”。

金沙岛

金沙岛位于乐亭西南的渤海湾中，与菩提岛隔海相望，因沙细金黄，沙滩板实，洁净而得名。金

沙岛是打网岗岛的一部分，位于打网岗岛最西端，东西长1.5公里。落潮时该岛与打网岗主体部分

连为一体，涨潮时与之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岛。

三岛旅游码头

三岛旅游码头是依托菩提岛、月坨岛、金沙岛的独特资源建立的一个集客运、候船、购物、休闲

于一体的旅游专用码头，拥有餐饮一条街、旅游用品市场、活动广场、主题公园、大型船坞，有

大小20多艘船只组成的船队方便游客上下岛屿。

浅水湾浴场

新戴河——浅水湾浴场位于打网岗岛中部，打网岗岛是中国最大的海洋潮汐冲击而成的金沙宝岛

，该岛海岸线长约26494米，海水能见度3米左右，是优良的天然海滨浴场。

李大钊故居

李大钊故居位于乐亭县大黑坨村。为缅怀李大钊先烈而建。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李大钊故居受

到了严重的破坏。1978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维修。1982年7月23日，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

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李大钊纪念馆

李大钊纪念馆是李大钊同志生平业绩的展览中心、李大钊研究中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胜

地。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青春广场

广场的各种景观呈圆弧形分布，梧桐玉立，塔松巍然，绿草如茵，造型各异的彩灯，如梦如幻，

夜色阑珊，灯火辉煌。四周设置的音响，使散步和游玩的人们处处都能听到美妙的音乐。

古滦河生态公园

古滦河生态公园位于乐亭县城东北部、古滦河生态水系的中间节点，集经典风景、生态功能、湿

地体验、科普教育、康体养生、休闲旅游等多种功能为一体，公园建有乐湖、乐山、园林绿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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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体工程。乐湖是古滦河生态公园的水系景观。水域面积540亩，在景观设计上主要体现水、桥

、亭、驳岸、湖岛的完美结合，分设为游船泊靠区、栈桥听澜区、百荷清韵区、垂钓亲水区、田

园风情区五大景观休闲功能区，是集游憩、观赏和水上活动于一体的水上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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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乐亭行程推荐

海岛休闲两日游：

李大钊故居→月坨岛→菩提岛

乐亭虽然是一座小县城，却拥有诸多优质旅游资源，不妨用两天时间，走访李大钊故居，然后在

美丽的海岛上享受海风，品尝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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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乐亭美食

乐亭是河北第一沿海大县，海岸线长，浅海面积较大，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其孕育了丰盛的海

产品。除此之外，乐亭的缸炉烧饼、刘美烧鸡、乐亭虾油等当地特色小吃也值得品尝。

乐亭虾油

乐亭出产的虾油风味独特，已有百余年历史，具有特殊的鲜美味道。

缸炉烧饼

缸炉烧饼的制作在乐亭已有百余年历史，用缸制作食品是一种很独特的方法，它利用了“缸”的

光滑、耐火和厚度，烧出的烧饼不糊、面光，吃起来香、酥、脆。这种烧饼的制法在火候上极讲

究，因缸里呈凹形，凉或热烧饼都要滑下来。缸炉烧饼形圆，上有花檐，大小同现在的芝麻烧饼

差不多。缸炉烧饼色焦黄、味鲜美，香酥可口，别有风味，是外地游人极喜爱的食品。

刘美烧鸡

刘美烧鸡选料为家常鸡，肉质优良，富含蛋白质及多种微量元素，无药物残留，食用价值高。在

加工过程中精选了数十种名贵香辛料，并通过反复摸索实践，严格控制调料配比与时间、火候，

极大程度地避免了营养成分的流失。

海参扒肘子

香醇浓厚，质感糯软，造型美观。

酱汁瓦块鱼

河北风味包括三大流派，冀中南派、宫延塞外派、京东沿海派。京东派以唐山为主，以烹制鲜活

海产原料见长。特点是原料丰富，刀工细腻，口味清鲜，讲究清油抱芡，菜品配以精美的唐山瓷

盛器，别具风格。

芦花鸡

芦花鸡是唐山市的一道传统名菜，它选用每年秋末冬初、芦花纷飞的季节刚刚养肥的母鸡鸡腿为

主料，将之洗净去毛，以料酒、味精、葱姜丝浸腌，再入油炸至枣红色捞出装盘，另将龙芽菜心

洗净，修削整齐，以火腿、葱姜末与之同炒，拼入盘中。此菜色泽鲜艳，美观大方，肉质脆嫩，

鲜美醇厚，风味独特。

乐亭新戴河、祥云湾等旅游区内都有宾馆为游客提供用餐服务，如果用餐游客少的话，还可以单

点或按人头计算用餐标准（分别有15、25、35元/人等几种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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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乐亭购物

乐亭地处海滨地带，当地特产自然少不了海产品。同时，乐亭还是河北省农业大县，盛产品种多

样的水果和蔬菜，游客到此游玩不妨购买一些回家享用。

金钩海米

乐亭的“小金钩儿”海米，它是海米“家族”中的珍品，鲜美异常。它主要产于乐亭沿海，至今

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每到八九月份，渤海湾中有回游白虾出没，渔民将其打捞上来，加盐立

灶，水焯后晒干，将晒干后的白虾装入袋子中攥住袋子口朝地下用力摔打，这就称做“摔海米”

。筛簸好的海米，色味俱佳、鲜食尤美。

白苗笤帚

扎制白苗笤帚是乐亭农家的主要家庭副业，历史悠久。白苗笤帚采用北方种植的一种粘高梁也叫

散头高梁穗的“筋骨”，就是脱粒去壳后的粘高梁穗作为原料，在这里称做“苗子”，然后扎制

而成的笤帚。种类有大笤帚扫地用、小笤帚扫炕用的、炊帚刷锅盆用的三种。扫地用的形大把长

，扫炕、床用的形小把短。这种白苗笤帚，具有扎工结实耐用，柔韧适度，清扫干净，外形工艺

精细美观的特点，常被人们作为馈送亲友的礼品，在国内外市场上久负盛名，为乐亭一绝。

虾油虾酱

乐亭出产的虾油、虾酱风味独特，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俗称卤虾油和卤虾，是乐亭沿海渔民用散

碎毛虾加食盐后，经过发酵制成的一种调味用小食品。它具有特殊的鲜美味道，用以腌青辣椒、

泡芹菜，吃起来又脆又嫩。乐亭的卤虾炖豆腐，在地方小吃中堪称一绝。至于涮羊肉，缺这种佐

料，就无地道风味。

罗锅香油

罗锅香油三代祖传，历史悠久，采用东北纯天然芝麻做原料，在传统工艺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

精制而成，色正味纯，较同类产品色泽红润，开瓶后香味始终如一，食后余香持久。

瓦盆陶器

乐亭县古河乡吴家兰坨村瓦盆烧制历史修久，明、清以来，便成为民间普用之生活用具。在乐亭

的农家院里，无论贫富，所用的饭盆、菜盆、洗脸盆、水罐等无不是瓦盆。随着科学的进步，搪

瓷用具的盛行导致陶器逐渐被淘汰，但陶制花盆仍可装点现代人的生活。

苇编柳编

乐亭紧靠滦河和渤海，水域地带繁多，盛产芦苇。用芦苇编织的苇箔（用不去叶皮的芦苇编织成

毯状的笆片）、苇席（即是用劈开压平后的芦苇编织的炕席。）、苇帘（原来建房老百姓所必须

的用品）等已经延续了千百年的历史。乐亭人就把滦河岸边盛产的杞柳条作为原料，编成生产蒌

筐、粪箕子、簸箕等，这些称大柳编。小柳编，即系用春天抽出的细柳条去皮晾干、用时闷湿，

编织成精巧的小花篮、小笼筐、小花盘等。

                                                 8 / 14



�������

乐亭：燕东天府
  

六、乐亭住宿

乐亭虽然是县城，但由于其拥有优美的海岛旅游资源，因此当地宾馆酒店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

。游客可以选择在县城内入住，那里的宾馆价格比较低廉，环境也不错。如果希望近距离接触海

滨，则可以选择在月坨岛或者菩提岛上的酒店入住，自然价格也相对较高。

乐亭县城和新戴河、祥云湾度假区都有宾馆、度假村可供游客住宿、用餐，乐亭县城内的宾馆目

前标准间客房价格普遍在200元以内；新戴河、祥云湾度假区内的宾馆有一二星和农家旅馆近20家

，可基本满足不同档次的住宿需求，宾馆标准间价格多在240元至380元之间。

推荐住宿：

馨园快捷宾馆

地址：乐亭县新汽车站腾飞街25号（唐港线与平大路交汇处）

远大国际酒店

地址：乐亭新区健康路

昌盛国际酒店

地址：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港福街1号

宏翔宾馆

地址：唐山市乐亭县新戴河浅水湾浴场内

阔源大酒店

地址：乐亭大钊路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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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乐亭交通

乐亭县位于唐山市东南部，环抱京唐港，毗邻曹妃甸。距北京230公里、天津150公里、唐山70

公里、秦皇岛118公里。境内水路、陆路交通基础设施齐全，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集港口、铁路、

公路为一体的现代化交通运输格局。

   

1、铁路

乐亭县城内虽然有火车站，但途径的列车车次极少。游客如果选择乘坐火车前往乐亭游玩，建议

到距离最近的唐山站下车。

出火车站后往北走，步行约200米即是长途客运西站，在那里乘坐开往乐亭的客车，从7:15到17:30

都有班次，大约80分钟到达。

   

2、公路

唐港高速公路与京沈、唐津等高速公路相连；秦唐沧沿海公路与沧州、山东、东北直接相通，唐

港、青乐、平青乐三线贯穿全境。

乐亭境内有县级公路5条，乡道188条，总里程达772公里，交通便利，四通八达。

汽车客运站

地址：乐亭南新街

电话：0315-4615203

   

3、自驾

行车路线：

北京→京沈高速→津唐高速→唐山东出口→京唐港出口→唐港高速（或直行至高速终点亦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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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唐港）→乐亭出口→乐亭县城→唐港开发区→京唐港→新戴河（浅水湾浴场）

详细路书：

北京出发上京沈高速（限速120千米/小时），156公里处右转唐山东出口（滦南、乐亭、京唐港出

口）上津唐高速。约行20公里后，京唐港出口（“开平区、京唐港”字样）上唐港高速（限速110

千米/小时）乐亭出口下（或至高速终点下）。后进乐亭县城，走大钊路往东南直行到唐港开发区

，京唐港西南行约8公里到达乐亭新戴河（浅水湾）度假区。

行车提示：

返程回北京时，由唐港高速转到津唐高速之后，一定要在唐山西出口出去驶上唐山外环，不然的

话就只能绕行天津回北京了。

   

4、乐亭本地交通

公交

乐亭县城内共有10条左右公交线路，城区内票价1元，城区外根据远近不同从2元至5元不等。

出租车

乐亭运营的出租车与唐山市内大致相同，根据车型不同，价格也不同。

1、普通车型：捷达、桑塔纳3000、现代伊兰特、红旗等，起步价3公里内8元，3公里以后每公里1.

6元；

2、高档车型：丰田凯美瑞、帕萨特、本田雅阁等，起步价3公里内10元，3公里以后每公里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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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乐亭习俗

乐亭人天赋性格开朗，城乡村镇有演唱皮影、大鼓、莲花落、办秧歌、高跷、狮子、旱船、龙灯

等习俗。除节庆外平时庙会、集日也有地摊演出杂技马戏（俗称耍大棚的）、拉洋片、傀儡戏（

俗称猴戏）等娱乐活动。

乐亭庙会

乐亭庙会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庙会最初主要是一种祭祀活动，由祭祀活动

发展成为多种形式的民俗文化活动。在庙会上，你可以看到当地人民载歌载舞，说书、唱影、唱

莲花落，丰富多彩，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时间：一年四季

地点：乐亭县城内

乐亭大鼓

乐亭大鼓是北方较有代表性的曲艺鼓书暨鼓曲形式，广泛流传于冀东、京、津及东北的辽宁、吉

林、黑龙江等地。演出时由一人自击鼓板站立说唱，另有人分持三弦等乐器伴奏。乐亭大鼓相传1

850年前后由温荣创立于河北乐亭县，曾与评戏、唐山皮影并称"冀东民间艺术的三朵花"。

时间：一年四季

地点：乐亭县剧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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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亭：燕东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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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