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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最美乡村
  

一、2011婺源油菜花情通报

(图片由网友 @走走停停 提供)

截止2011年3月25日：

东线最北边的庆源还是一片绿色，预计全面开花要等到清明以后。

江岭油菜花已经初开，可以一观，但盛景还要等到月底清明左右才能看到。

其它东西线各景区油菜花都已全面盛开。

整体来看最好花期，清明节前后各一个星期左右。

旅人提示

：清明前后婺源达到油菜花期峰值，届时婺源游客数量将大增，宾馆交通等预订困难，有意清明

假期前往的网友要提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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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婺源的最棒体验

   

1、春游百花秋看叶，四季美景皆不同

江西婺源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徽州一支，朱熹故里。白墙灰瓦马头墙的徽派建筑，是

最美丽的底色与装点。3月中下旬。一株株粉红的桃花、洁白的梨花点缀在漫山遍野金黄色的油菜

花中，掩映着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很是壮观。秋天的婺源乡村则到处是温暖的颜色：高大的红

枫下是金黄的柴垛，白墙黑瓦的房子顶上晒起火红的辣椒，大山的碧绿深潭里漂着零星的红黄叶

片。随便拣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去看一眼这色彩丰富的乡村美景。冬天到来，繁华零落。清淡的

建筑在冷色调的山水中，淳朴的古村，中国味道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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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走走停停 提供)

春游婺源油菜花田

婺源油菜花最好的观赏季节在3月底四月初，可以在网上查到花期的每日报告。婺源各村和沿路一

到花期遍地油菜，可以说处处都是赏花的好地方。

最佳地点：

月亮湾

：婺源东北方向五分钟车程马路边即可看到。这里往往给许多游客以想像，一座狭长的小岛夹在

两岸之间，形状犹如一弯月亮。有村民自搭的木梯供拍摄，收费5元/人。也可顺路边山坡的石阶

小路爬上山免费俯拍。

江岭：

这里处于婺源北边，地势高，爬到山顶观景台向下俯视，山谷里花田和村落错落地铺成一幅金色

画卷。

秋游婺源赏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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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赏秋期：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和北方的红叶相比，南方的枫树显得有些腼腆。它们先是一小

辍一小辍地变红，然后再向周身慢慢弥漫。等到下霜，它们也不过刚刚变成彩色的树。

(图片由网友 @走走停停 提供)

最佳地点：

婺源赋春镇长溪村。每到深秋，村庄前后有二百多株连片生长几百年的香枫树就会一片火红。绵

延数里，婺源，就是老天赐给摄驴们的一个绝佳去处！秋越浓，婺源的颜色就越红。

婺源古坦乡石城村。石城村在婺源县西北的古坦乡境内，最让人惊叹的就是这里的百来棵枫树，

每棵树高都在35米以上，远远超过村里的高矮屋顶，和巨大而且笔直向上的树冠相比，黑瓦白墙

简直就是玩具屋子。清晨雾气或炊烟中的火红枫树简直就美得不像人间植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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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婺源古村，穿越岁月的容颜

(图片由网友 @似水年华 提供)

徽州婺源粉墙黛瓦的村落散布在群山之下河水之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千年不变的延续着

。行走在这些安宁的村落，仿佛穿越千年的时光，每一块砖头瓦屑似乎都在诉说着自己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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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唱着不老的歌谣⋯⋯

主要古村：

东线：李坑、汪口、晓起

北线：思溪、延村

   

3、婺绿茶香，黛砚墨宝

(图片由网友 @走走停停 提供)

婺源“绿”字有两字解，一是：婺源号茶乡，二是83%的森林覆盖率，绿也就成了婺源的最基本

色调。黑色是厚重的。婺源“黑”字有三解,其一是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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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尾砚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因砚石产于婺源龙尾山而得名，其二是:

婺墨，是徽墨的主要构成部份, 古人用“落纸如漆，万载存真”来形容它的品质。其三是:黛瓦，

它上接蓝天下连粉墙,调和诸色,厚重而又让人安宁。

   

4、听徽剧看傩戏

(图片由网友 @走走停停 提供)

婺源徽剧旧称徽戏、徽调,是我国的古老剧种之一。明清时期，徽商们发达起来后，竞玩声色。许

多富商官绅都蓄养戏班，各地戏班艺人也都纷纷来向富商官绅献艺。于是，在融合南戏诸腔，北

方梆子和徽州本地花腔杂调的基础上，形成了徽剧。婺源徽剧，曾经红火过400多年。既有皖南特

色又有浓郁婺源地方韵味的婺源徽剧，曾盛行一时。组班于清代中叶的“新阳春”、“新鸿春”

、“新长春”等婺源艺班，活跃在大江南北，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婺源傩舞，又称鬼戏，是汉

族最古老的一种祭神跳鬼、驱瘟避疫、表示安庆的娱神舞蹈。婺源傩舞历史悠久，早在明代初叶

就有婺源傩舞外出表演的记载。

旅人提示：婺源徽剧戏班不定期在各乡、村巡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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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婺源行程线路及摄影秘籍

   

1、油菜花摄影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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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天来，当天走的匆匆婺源游

时间太短了，这期间来，只能选择有限的地方看看：

方案一 北线：思溪、延村，长滩，彩虹桥，大鄣山峡谷，严田

这条线内容丰富，有古村落，有山水廊桥风光，有原始自然生态风光，有人文的村庄水口文化。

其中有看油菜比较好的地方长滩（未开发之处，不收门票），思溪，严田；时间安排上是满满当

当的一整天了。适合自驾车的客人或者是包车的客人。如果选择坐当地的交通车，是根本来不及

的了。

方案二 东线：李坑，汪口，晓起，江岭

这个方案是婺源目前最热，开发得最完善的一条线，包括三个古村落，一处自然田园风光。其中

的亮点应当是江岭，这是婺源看油菜花最美，最壮观的地方，而且没有开发，不收门票。交通工

具方面，适合自驾车或者是包车。

2、周五晚上出发，周日返回的周末婺源游

这种情况适合自驾车的客人，或者建议一到婺源立即包车或者搭伴包车游玩。才能在有限的时间

里安排得更好，看到精华部分：

方案一：早晨或者是中午前后到达婺源县城，下午建议去思溪、延村，清华彩虹桥，严田，住宿

清华；第二天：游李坑，晓起，江岭，下午或者是傍晚返回；这个方案中，安排了三个古村落（

思溪、延村，李坑，晓起，这三处古村落中，以思溪看油菜花等田园风光要好一些），一个廊桥

，两处观赏油菜花较好的地方（江岭、严田）此方案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第一天下午安排北线

的理坑或者大鄣山峡谷；第二天放弃李坑或者是晓起直奔庆源、江岭；

方案二：中午前后到达婺源县城，下午建议去李坑，晓起，江岭（看油菜花），住宿晓起；第二

天从晓起出发，游彩虹桥，大鄣山，严田。下午或者是傍晚返回。

这个方案中，与方案一相比，换了个顺序，先走东线，再走北线。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进行

变通；第一天下午可以直奔江岭，庆源；第二天可以在思溪、延村，理坑，大鄣山峡谷中做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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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在乎时间的三天以上婺源游

这种情况的方案选择很多，内容安排也可以很丰富，开发的景点，未开发的景点，徒步都可以安

排进去。

方案一：

第一天：北线的思溪、延村、彩虹桥，大鄣山峡谷，严田；

第二天：理坑，虹关、岭脚，然后徒步到官坑，再到庆源；

第三天：从庆源出发，游江岭，晓起，李坑，回到县城；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路线安排了，可以少走回头路。其中有一段三小时左右的徒步，适合大多数人

；如果有三天以上的时间，安排可以更丰富一些了，大家可以查找资料或者是咨询，为自己量身

定制一条路线。

方案二：

第一天：北线的樟村，长滩，清华长寿古里洪村，菊径，灵岩风景区；

第二天：从清华徒步月岭到理坑，下午包车到虹关住宿；

第三天：从虹关出发到岭脚，然后徒步到官坑（中午前可以到达），包车游庆源，江岭，最后直

达县城准备返回。

这条线安排的最大亮点是经过的未开发的地方比较多，除了理坑，灵岩要门票，其它地方都是不

要门票的地方。而且理坑和庆源开发得很少，门票也不贵，加起来才35元。这是最经济，最省钱

的一条线了，而且一样可以欣赏到婺源的美，适合背包的驴友或者是户外俱乐部组织的活动。如

果有三天以上的时间，省钱的玩处还有不少：徒步深山长溪村；从严田徒步到桥乡坑头村；从大

鄣山岭脚村徒步金刚岭到沱川的篁村，理坑；到大鄣山顶村登婺源最高峰，欣赏满山的红杜鹃等

。大家可以查找相关资料或者直接咨询一下。

   

2、婺源北线和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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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线的风景与东线相比，内容丰富一些，有古村，廊桥，山水自然风光等，虽然称为北线，但景

点不是一条线上，而是到了清华以后象一棵大树一样分散开来。因此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的

交通不是很方便，要到清华转乘车辆。从县城出发，依次有丛溪飘流、思溪延村、清华镇彩虹桥

；从清华分散开来，其一：浙源、虹关及理坑；其二：大鄣山卧龙谷，黄村百柱宗祠、菊径、灵

岩风景区，石城；其三：长寿古里洪村，严田古樟； 

北线的交通

：从县城到清华的交通极为方便，上午二十分钟即有一趟车，下午约半小时一趟。但要去清华以

远的地方，多数要到清华转车。

婺源东线

       东线由近及远可选的有月亮湾、李坑、汪口、江湾、晓起、江岭、段莘水库，庆源

。这条线多数游客是走李坑，汪口，江湾，晓起，优点是在一条线上，交通方便，但缺点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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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都是古村落为主。 

   

3、秋色路线

石城位于婺源的北部原古坦乡（现合并入大鄣山乡）境内，与浮梁县交界，翻山四十分钟可到浮

梁境内的郑家山村。距离婺源县城紫阳镇五十五公里，距离婺源旅游北线的中心点清华镇33公里

。石城是一座山的称呼，在婺源旅游地图上是叫石城山，山脚下就是婺源旅游集团的4A级景区灵

岩国家森林公园。山上多石灰岩，分布有两个村庄，分别叫程村与戴村。程村三面都有古枫树环

抱，一面是石灰岩小山坡，早晨的晨雾悬挂在树半腰，加上村庄中的炊烟，构成了如梦如幻般的

仙境。戴村与程村隔着一个小山坡，村后有古枫点缀，两个村庄的秋色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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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要点：

1.石城的程村因枫树环抱，晨雾悬挂树腰，红叶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加上早晨村民的炊烟，烧油

茶壳的烟，在这个小山洼里汇聚，就构成了如梦幻般的仙境。一般选择在村庄后面的小山坡上选

好位置，逆光或者是侧逆光拍摄。拍摄戴村可以选择在两个村庄之间的山坡顶上俯拍，从程村过

来的烟雾一阵阵地飘到戴村，拍起来也是如诗如画。

2.一年中石城的最佳拍摄时间是十一月初到十二月初，其中以十一月中旬以后为最佳，从十月底

开始，只要天晴的时候，这里都有晨雾；从一天当中来看，早晨的七点到八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是

最佳拍摄时间。早晨到达的时候，晨雾还没有起来，只有一点点。太阳一般在七点到七点十五分

之间升起来，太阳出来以后，晨雾与炊烟就动起来了，也许就隔一到二分钟，同一个地点，就会

有不同的画面效果。这个时候，你需要的就是选好角度，支上三角架，隔一会儿按动一下快门，

一定会有好照片出来。

3.如果你的时间比较宽裕，可以沿着小山坡向右走，一直绕着村庄后面将近半个圈，光线就会由

逆光变成侧逆光，会有不同的效果。但是注意在高峰期，你可能很难找到一个好的位置，因为好

位置上都站满了人，支起的三角架如同树林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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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木棉花 提供)

长溪村红叶的一直不为人所知，原因就是这里交通不是很方便，极少有游客前来，在婺源旅游火

红的今天，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直到04年11月，在网络上宣传婺源第一人吴老师随同他的同事

到了这个村庄，拍下了秋天的照片，配上文字，发到网上，才开始为外人所知，近几年，不断有

人到这里来寻访秋天的踪迹，每到深秋，村庄前后有二百多株连片生长几百年的香枫树就会一片

火红，高大的红枫与白墙黑瓦马头墙掩映为一体，形成别具特色的红枫林景观。村内还有许多条

意境深远的古巷，村里很安静。大块的青石板铺成的路，引着我们穿梭在徽派建筑的文脉里，随

处可见的古建筑的雕刻也会令你叹为观止。

摄影要点：

1.摄影时间：长溪早，晚都各有特色。早晨长溪的晨雾也许没有石城那么变化多端，但早晨的光

线还是要利用好，这个时候能出不少好照片。过了早晨的黄金时间，只要有心，还是可以拍出不

少好照片的，比如在逆光下拍出的红叶都是一个相当好的作品。

2.摄影角度：因为四周环山，吴老师拍摄过两个角度，长溪村的东北方向和西南方向，早晨的光

线都是侧逆光，枫树一般在镜头的左侧或者是右侧。个人感觉拍枫树能有逆光，把红叶拍透，效

                                               17 / 50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823&do=album&picid=42877


�������

婺源：最美乡村
果比较好。长溪应当还有很多角度可选，大家可以观察后选择。

       游玩石城和长溪这两个地方，要与婺源的其它景点相配合，建议这样安排：

 摄影爱好者：

早晨五点半从清华包车出发，六点半到达石城，进行拍摄活动，约八点半过了晨雾以后，进入村

庄走走，在老百姓家里吃一个农家早餐，然后下山，顺路可以看看灵岩国家森林公园（以溶洞为

主）看看菊径村，下午游大鄣山卧龙谷，晚上返回清华；

第二天：早晨五点从清华出发包车去长溪，约六点半到达，选好拍摄地点，约八点半结束拍摄，

进入村庄，用早餐，然后在村中拍摄，然后返回，路过严田，用中餐，返回清华的途中去一下长

寿古里洪村，一个未开发的古村落，然后按各自的计划去婺源的其它地方或者是返程；

一般自助游者：

时间比较紧的，可以包车游玩两地，上午去石城，下午去长溪，顺便把菊径，严田等顺路景点走

了。

 户外驴友们：

从清华出发，顺路游菊径，然后去石城，在这里拍照，游玩以后吃中餐，然后从石城徒步去长溪

，路途中要花三小时左右的时间，约十二公里路。在长溪游玩，住宿农家或者包车返回其它景点

；

从清华出发，乘到景德镇的车，在离岩前村约200米远的地方下车，然后开始徒步到长溪，穿过深

山密林，古驿道，沿途多有高大的枫树。全程约二个半小时，但最好要请向导带路为好。

 自驾游者：

去石城全程柏油路，包括约六公里的盘山公路，安排半天时间，十分方便；去长溪的路有点麻烦

，有十多公里的沙石盘山公路，路况较差，而且目前正在修路，不太适合自驾游者，当然，越野

车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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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徒步路线

理坑→虹关→岭脚→官坑→庆源→江岭→晓起

江西婺源的理坑至晓起的北线段向来为婺源文化旅游的精华部分，其中涵盖了代表徽派建筑特色

的理坑、官坑、庆源、晓起等千年古村落；有历史上徽商为了生存而走南闯北踏出的徽饶古道，

有高山平湖风光的段莘水库；更有代表中国最美丽乡村称谓的婺源代表景点：江岭梯田风光。虽

然这几个景点目前都已通乡村公路，但重装徒步行走在这样美丽的山水间，正是所有户外驴友所

追求的。

第一天行程：理坑→虹关→岭脚→官坑

特别提示：

理坑至虹关，路线较长，山道岔路也很多。建议没有走过的人，一定要请向导。岭脚至官坑可以

不请向导，但唯一的十字路口也是经常有队伍走错的。是一个关键点。理坑至虹关段就是徽饶古

道的部分段。整条理坑至官坑都是石板路，路况不错，路线较长，耗时较多，会有点累，但没有

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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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描述：

理坑→虹关（曲折并且上行下行的山路，没什么强度，就是路程略长）；虹关→岭脚（平坦的盘

山乡村沙土公路）；岭脚→官坑（只需翻过一座800多米高的山，但连续的缓坡上行需借助登山杖

略显累）

风景描述：

理坑→虹关（穿行于徽饶古道，偶尔可以看到山下大片的油菜花梯田和村落，山间的映山红开得

也很好，小沱村盘山公路段有溪流一直在路边，很有情趣）；虹关→岭脚（3星，左侧的梯田和村

落很漂亮）；岭脚→官坑（4.5星，向峰顶上行途中，可回望山下岭脚村和梯田，在官坑侧下山途

中，大面积的油菜花梯田更壮观）

具体行程：

从理坑村后出村，右拐上山（走的就是徽饶古道），缓坡上行穿过一简易观音庙左拐上行（右拐

下山路线即为沱川绕行逃票路线）；一路缓坡沿石板路上山（途中有很多小的土岔路，是砍柴路

或兽路）；翻过一座海拔600米高的山至第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往北是有几户人家的小村落，往南

是往东坑方向，往东南方向走；至一小石屋，也有几条岔路，笔直沿石板路走（不要走土路），

下山看到大片的油菜花梯田就是小沱村，粉墙黛瓦配着开得很旺的梨花很漂亮的。过石板桥下到

小沱村右拐沿边上是一条溪的村间土路往东南方向走至村委会门口左拐走乡村公路（不要右拐过

桥）；沿着盘山的乡村土路一路缓坡上行至白石坑村，不到村子的地方跨过农田及一条小溪右拐

上山（依然是石板路）。一路缓坡上行，翻过此段海拔最高点665米的一座山后下行，途中有两个

休息的小石屋，遇一岔路，往左向山上走（不要下山），再一岔路，笔直上山（不要向左走）。

下山就是浙源乡的外言坑村，穿过就是虹关村。耗时2.5小时，全程15公里左右。

出虹关村沿徽饶古道过石桥，上乡村土路往前直至岭脚村。进村右转水泥路面穿越村子，至村子

里一户门楼上题有“群峰聚秀”的屋子旁右拐沿石板路上山。至官坑的这一段山路比较简单，没

什么岔路，当地人号称“七上八下”就是指上山七里路，下山八里路，一路缓坡上行，略微有点

累，但回望山下岭脚村的油菜花梯田很漂亮的，至岭头。过岭一路下行，到一石亭是此路关键点

，左拐往北是青莲庵堂，右拐向西南折向山上是芦坑岭方向，必须穿过石亭往山下走。漫坡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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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花梯田，拍照会很耗时，过一座当地人称有一八十岁老汉做寿捐款钱修的八十桥后就到了官坑

了。到达官坑，耗时3小时，全程约10公里。

第二天行程：官坑→庆源→江岭

线路描述：

官坑→庆源（盘山的乡村沙土公路，坑坑洼洼的，都是泥浆，没什么强度，就是路程略长）；庆

源→江岭（跟前面一段一样的盘山乡村沙土公路）

风景描述：

官坑（官坑因为地理位置偏远，又是当地林场，目前多户外爱好者作为穿行的落脚点，生态民居

保持都很完好，溪水干净还能抓到20多厘米长的溪鱼。村民友善，是江苏一所高校的摄影班拍摄

基地，自然风光好）；官坑→庆源（盘山公路显得有点长，但因为沿着段莘水库一路沿山走，所

以风景不错）；庆源（保存几座很好的民宅民居，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很好，千年古村值得一去

的）；庆源→江岭（段莘水库在中间变成深切入峡谷的河流看不到了.山景一般,盘山公路显得长）

；江岭（不是吹出来的，有目共睹的震憾之美，田园风光的极致之美）

徒步路线：

6点起床，趁雾色游览拍照官坑之美。08：40出发，一路是乡村级公路，沙土，坑坑洼洼的，中途

左侧的大水库即为段莘水库，有码头可搭渡船到近江岭段的坝口，盘山公路中段过一公路桥有一

岔路，向右是往中村方向，需向左仍旧沿水库边的盘山公路行进；至下一个岔路口，有写着“千

年古村-庆源”路标就可右拐，沿盘山公路往庆源走，但徒步的话，可以注意左首梯田中有一条直

通往山上的石板小道，可缩短一半以上的行程。至庆源11：30分，行程约15公里。

12：40分庆源出发，因当地人说通往江岭的山间小道因无人再走，找不见路了，原路返回至岔路

口继续沿段莘水库盘山公路徒步，路况一样，至14：30分到达江岭地区。站在山坡公路上，能看

到坡下一层一层壮观的油菜花梯田就到江岭地区了。这一段行程约1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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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婺源的门票和景点

   

1、门票

婺源实行一卡通的票制，票价为180元/人，在120小时（5天）内可以畅游婺源集团通票内各旅游

景点。进景区时要进行指纹录入。通票内景区每单点票价：60元/人。

通票所含景区

：卧龙谷、江湾、灵岩洞、文公山、李坑、彩虹桥、晓起、思溪延村、汪口、百柱宗祠、江岭、

石城、严田古樟民俗园、鸳鸯湖。（注：鸳鸯湖的船票不在门票之内，船票30元/人。）

其它非通票范围内景点门票价格：丛溪漂流60元、理坑60元、清风洞30元、洪村20元、五龙源漂

流168元。

婺源的景点的特点是多而散，但分布起来只有三条旅游线路即：东线、北线、西线。

东线上购票景点有：李坑、汪口、江湾、晓起、江岭、五龙源漂流。

北线上购票景点有：丛溪漂流、思溪延村、彩虹桥、卧龙谷、灵岩洞、理坑。

西线上购票景点有：文公山、鸳鸯湖、还有与北线相连的严田、清风洞、洪村。

   

2、婺源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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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木棉花 提供)

许多来婺源的游客到县城后想先休息下，利用这半天的时间可以在婺源县城里逛逛。

A：喜欢人文历史的你可以去的地方

婺源博物馆肯定是首选，离文公北路宾馆一条街只有一公里左右，可以打车或徙步前往。

婺源博物馆号称全国县级第一馆，有近万件馆藏文物，其中不泛一、二级珍贵文物。古人说：“

天下十宝，徽商聚其三矣”，可见参观婺源博物馆就能了解婺源以及婺源风土人情的一个重要窗

口。一楼展览厅主要介绍对婺源的历史、环境、人物等，二楼展示馆藏文物（以商代青铜器、明

清名人字画，内有郑板桥、唐伯虎等人真迹）、婺源绿茶、婺源歙砚（龙尾砚）等，另在上二楼

的楼梯上可以看到左窗外朱熹祖墓。（开放时间：8：00—16:30,周一不开放，凭身份证领免费门

票参观）

B：喜欢社会人文的你可以去的地方

可以去老城区逛逛小巷，在那里你可以体会到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冲突，以及在这种冲突背景下婺

源人是如何祥和安定的生活。从东门大桥方向往老城区，建设银行后面有条古街，朱熹家祖屋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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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还在（虽只能从门逢里观看）；或从步行街中段有个亭子处（对面有个派拉朦超市）进入，可

以游逛婺源老巷，从西湖荡出来，出来地方是面对新城区的环城北路，这条路可以说是铺在老婺

源城墙上的，这条路依星江河而行，树荫下的步行路肩上还可以感受岁月的流离（那里有婺源遗

留下来最好的城门——保安门，保安门下去有用来洗衣服的老码头）。

C：喜欢购物的你可以去的地方

婺源特产主打是各类山货（干菜类）、砚台、茶叶、酒糟鱼、甲路纸伞等，除了甲路纸伞直销店

是位于百草堂大药店边上，其它的特产都可以在文公北路找得到（那条街上除了宾馆就是特产店

），记得货比三家就好了。

   

3、东线景点：李坑、汪口、江湾、晓起、江岭、五龙源

(图片由网友 @似水年华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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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坑

李坑村为南宋乾道三年武状元李知诚故里。村内的260多户人家大多居住在溪的两岸，故形成小桥

流水人家的画卷，村内有古建、古桥、古亭、古树等景观，村内那清澈的小溪映照着浣衣女美丽

的身影，倒映着粉墙黛瓦的古民居。

交通：乘婺源至江湾、晓起、溪头，大畈、段莘的交通汽车，中途在李坑下车即可，这是离县城

最近的一个景点，因此游人众多，旅游设施开发得比较完善。

门票：包含在180元通票内

点评：是婺源开发和保持的比较好的景区，在油菜花的季节和五一的时候肯定是人山人海的，对

于时间短的朋友，是首选去游玩的地方，如果你是要来婺源度假休闲，不推荐去；如果你是赶时

间，向领略婺源乡村田园的风光，可以去走走的。

 汪口俞氏宗祠 

李坑再往江湾方向走八公里左右就到了汪口，这里最有名的就是俞氏宗祠，占地面积一千多平方

米。建筑为清代中轴歇山式，宗祠内凡木质构件均巧琢雕饰，有大中小的各种形体和各种图案一

百多组。

交通：乘婺源至江湾、晓起、溪头，大畈、段莘的交通汽车，中途下车即可。

门票：包含在180元通票内

点评：基本上汪口是和李坑类似，都是团队客人都要去的景区之一。游客比较多，由于景区比较

大，所以在河边静静的走，不会感觉有人来骚扰，河边特适合摄影的创作。在这里游玩一般要花1

个半小时。

 江湾

江湾建村于唐朝初年，滕、叶、鲍、戴等姓人家在江湾的河弯处聚居，逐步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

的村落。自唐以来，江湾便是婺源通往皖浙赣三省的水陆交通要塞，成为婺源东大门。不过，这

里的出名，是因为国家领导人的到来和认祖归宗，成了伟人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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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向：乘婺源至江湾、晓起、溪头，大畈、段莘的交通汽车，即可到达。

门票：包含在180元通票内

点评：很多的旅行社团队还是喜欢来这里的，毕竟这的牌坊很有气势，萧江宗祠建设得也很气派

。

(图片由网友 @木棉花 提供)

江岭 

上晓起往上行九公里到达江岭，可见田园风光，这里在三、四月份油菜花开的时候是很漂亮的。

从村里爬到山顶观景台可看到山谷里村落和梯田的鸟瞰美景。

交通指向：乘到段莘，庆源等地的车中途下，不过，多是农用车，中巴很少。

门票：包含在180元通票内

点评：三、四月份赏油菜花，五一的时候便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梯田的绿色世界，微风吹过，层

峦起伏，粉墙黛瓦突现在田间地头。

上下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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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湾再往北走七公里就到了晓起村，有上、下晓起之分。是清代两淮盐务使江人镜故里，村屋

多为清建筑，风格各具特色，村中小巷均铺青石，曲曲折折，回环如棋局。一些村屋门前设有瓜

棚豆架，好一派田园景象。主要景点有古樟、双井印月、濯台焕影等。

交通：乘江湾镇到晓起的三轮摩托车，或者到溪头，段莘的交通车在晓起下。

门票：包含在180元通票内

点评：下晓起大多是旅游变成旅游纪念品摊点（这里自古就是商贸集中的地方），上晓起相对安

静一些，建筑布局也更好看。

五龙源

婺源五龙源漂流是一个以峡谷激流为主题、以生态漂流为亮点的生态型峡谷旅游区。漂流河道全

程3.8公里，首尾总落差110米。拥有S型回旋弯道,分上、中、下三段，其中中段水道长，相对平缓

；上、下两段水道急迫，落差相对集中，急转曲折，起伏跌荡⋯⋯。

门票：1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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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自驾车路线：南昌→昌九高速（艾城下）→虬津→105国道过云山垦殖场场部→进入燕山到婺

源五龙源漂流景区，大约100公里。

漂流乘车路线：可乘婺源到中村的中巴车前往（一级站下车）五龙源峡谷漂流。A乘车时间：上

午8：40 乘车地址：婺源北站。B乘车时间：下午14：00

乘车地址：婺源水果市场（全程１小时左右）

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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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源又名小桃源，简称小源，位于婺源县东北部的段莘乡，建村于唐开元年间。这里峡谷深幽，

宽如太行之盘谷，美如武陵之桃源。地处万山之巅，阻外而溢中，是始祖几经选择的避乱胜地。

交通：由于庆源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欲去者最好是自己有交通工具（或租，或包），因为路况

较差，自驾车者要有心理准备。

门票：无

点评：一个世外桃源，却由于近2年的旅游开发，原本不受外界干扰的山中村落，现如今变得有些

世故了。很多的游客都很推崇在庆源游玩，住宿的。但是也有不少游客在这里受到了很多的窝囊

气。

   

4、北线：丛溪漂流、思溪延村、彩虹桥、卧龙谷、灵岩洞、理坑

(图片由网友 @似水年华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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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溪漂流

丛溪漂流位于婺源县境内的秋口镇丛溪村，距离县城5公里，漂流全程4.5公里，时间约1.5小时，

是电影《闪闪的红星》拍摄地之一。这里山环水绕，九曲十弯，云雾缭绕，清凉怡人。漂流直下

，将经过梅花灿烂的梅花滩、满山遍野的杜鹃滩、鸳鸯戏水的鸳鸯潭、白鹭游弋的白鹭滩、形似

牛角的牛角湾等。

丛溪漂流门票：60元

交通：丛溪漂流位于婺源县境内的秋口镇丛溪村。

思溪延村

思溪为古建筑风景的集中地，现存30余幢明末清初的古建筑，其中“敬序堂”大屋客馆的建筑雕

刻精细完美，尤以分别镌刻在十二扇扇门的中间，由96个不同的“寿”字组成的“百寿图”堪称

“精品”。

延村最具有特色的当数56幢清朝民居及其“商”字形大门，此外以木雕、砖雕、石雕为代表的“

三雕”艺术也同样值得前往鉴赏。

交通指向：在婺源大型停车场（汽车北站）乘开往思口的班车，每半小时一趟，票价4元。然后在

路边下车，步行5分钟即到。

门票：包含在180元通票内

点评：与思溪现纳入了一个景区中，游览时间2小时。这里旅行团相对较少，很安静。

 

清华镇彩虹桥

这是婺源的一座最具有特色的廊桥代表作，位于清华镇，桥墩上都有廊亭，很适合小憩。

门票：包含在180元通票内

点评：彩虹桥是婺源最吸引影视人的地方。她拍过电影《闪闪的红星》、《魂牵柳桥镇》、《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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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女教师》、《丁香》《我心永恒》、《星火》、《来的都是客》⋯⋯上海《风调雨顺中国》，

于文华的《你的生命如此美丽》两部mdv主拍摄地。彩虹桥是座漫浪的古桥，是您怡梦的地方，

和你的情侣牵手漫步感受浪漫的最好去处，留下一段难忘的故事。

卧龙谷

卧龙谷是一处神秘且保持原始风貌的高山峡谷景区，号称“江南第一奇谷”。谷长仅3公里，天然

落差达730米，急流汹涌，震耳发聩，峡谷切割度500-1000米，最大坡度达80多度。

门票：包含在180元通票里。

交通：从清华到卧龙谷的车早上7:20有一班。到达目的地直接返回。中午11点左右有一班。下午

三点返回。票价大约8元。大约40分钟的路程。包车一般要200—300一天。

灵岩洞

灵岩洞国家森林公园主要分为灵岩洞群景区、石城古树名木景区、生态茶园景区。由卿云、莲华

、涵虚、凌虚、琼芝、萃灵等36个溶洞组成 《方舆胜览》有记 洞体大者雄浑奇伟，小者玲珑秀丽

内泉流澄清皎洁，水石相映成趣，石笋、石花、石柱、石幔琳琅满目，千姿百态。

门票：包含在180元通票里。

交通：包车前往。

理坑村 

是婺源文化底蕴最厚重的一个村庄，历史上文风鼎盛，有"山中邹鲁，理学渊源"之称，现为全国

历史文化名村，进入了中国申请世遗预备名单，村中有诸多明清官邸，建村于南宁初年，村落嵌

于锦峰秀岭之中，苍松翠竹与黛瓦粉墙互衬倩影，古道石梁湍湍流水相映生辉。

交通指向：在婺源大型停车场（汽车北站）乘发往坨川的中巴，票价7元，从坨川到理坑步行可达

。

门票：60元

点评：在这里如果自己玩耍，可能会觉得地方好小，没有什么值得玩的，建议是找个本地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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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您讲解讲解，才可以很好的感受到书乡的深厚底蕴。饮食和接待能力不错。 

   

5、西线：鸳鸯湖

(图片由网友 @似水年华 提供)

鸳鸯湖位于婺源县西部的赋春镇，离婺源县城有44公里，距景德镇41公里。鸳鸯湖是全国最大的

野生鸳鸯栖息地，水质清洌，湖畔青山环绕。因为湖畔阔叶林的果实是鸳鸯最好的食物，每年有

大约2000对的鸳鸯来此过冬。湖面上鸳鸯多的时候，一片红嘴翠羽，如鲜花盛开，场面十分壮观

。娇媚的湖光山色更是令人神往。

交通：鸳鸯湖位于婺源县西部的赋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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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包含在180元通票内。

旅人提示：从岸边可以租快艇开到湖中岛上去观鸳鸯，每只船租金大约在50元左右。

   

6、其他：严田、洪村

(图片由网友 @似水年华 提供)

严田

地处著名景点鸳鸯湖和彩虹桥之间，交通十分便捷。景区内生长着一棵举世罕见，被村民拜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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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千古樟王、该樟树历经1500多年沧桑、树胸围近14米、树冠幅达3亩，堪称天下第一樟。

门票: 30元

自驾线路：婺源县城--清华--严田古樟风景区，或景德镇--赋春--早路--严田。

乘车路线：

1、婺源县内的中巴车一般是很早就从各乡镇出发(一般约六点半到七点半之间)去县城，然后中午

前后返回出发地。所以在婺源，从县城去一些偏远景点，如去理坑、虹关、庆源、段莘、大鄣山

等地。坐车比较合适的时间是上午9:00至下午2:00之间，早了没有车，晚了也没有车。时间最集中

的是10:00至下午 1:00之间。过了这时间后只能去一些辐射能力较强的镇转农用车去了。

2、二轮摩托车(摩的)--婺源县城内最方便、最多的交通工具，招手即停载客。县城内费用1－2元/

人；如果要全天包车，80元左右/天，包中饭，跟您走。戴上头盔注意安全，找资质高的司机同行

。如果不是特殊原因(如：只有1人，赶时间，包车不划算；或者是专门为了兜风，看风景)不推荐

选择摩的。选择了摩的，特别需要注意安全。在婺源下车后，注意拉客的摩的，不要受他们左右

。距清华镇约十五公里，从清华方向乘清华到景德镇的车二十分钟左右在下严田下车。在县城可

以乘直达甲路的车，在甲路下车后到下严田。在赋春可以乘到甲路的车后到下严田，也可以乘景

德镇到清华的车直达下严田。

洪村

洪村位于婺源县清华镇西偏南6公里处，是洪姓聚居的村落。按《村谱》记载，洪村始建于北宋初

，最早迁居这里的人，名字叫洪济。洪村是婺源著名的长寿地。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可历

史上洪村最长寿者达119岁，就是现在，村里长寿老人不仅有七、八十岁的，还有很多九十多岁的

。村口有一距今已1000多年的银杏树，相传是洪村的始祖洪济亲手栽种。银杏叶能释放微量的氰

化氢，氰化氢是一种剧毒化学品，而这种极微量的氰化氢恰恰具有抗癌效应。洪村能成为“长寿

古里”，大概与此不无关系。银杏树旁边还有一棵古樟树，比银杏树还粗，虽早年遭受雷击，主

干已腐空，今仅有一根侧枝，但仍历风雨顶天立地，傲霜雪苍郁不黄，生机盎然。

交通：从清华镇打车或摩托三轮前往，3分钟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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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婺源长途汽车站或者汽车北站，乘坐前往以下地方(清华，大鄣山，古坦，沱川，浙源)的中巴

车均可到达清华，建议乘坐直达清华中巴，因为等候时间较短。上车后大概30分钟抵达清华，告

诉司机或售票员在清华交警中队或派出所门口下车，对面即可看到归田园居。从县城到达清华全

程23公里左右，票价7-9元，打车的话，费用在5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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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婺源交通

   

1、自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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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从衢州、黄山（屯溪）、景德镇、上饶进入婺源

1、衢州到婺源，建议上海、浙江的游客走沪杭、杭金衢高速，在常山下高速，从常山到华埠为20

5国道，然后到浙江的下庄是省道，从下庄到婺源是景白公路，全程约100公里，除了快到婺源的

一段（约2到3公里）因修高速，路况较差，其余路段路况很好。

2、黄山（屯溪）到婺源，建议江苏、安徽方向的游客从这进入婺源，以及游了皖南，黄山的自驾

车游客可以由此进出婺源。从黄山到婺源为二级柏油路省道，全程约120公里。注意很多地方是经

过山区，盘山弯道较多，而且安徽省境内有些地段路比较窄。

3、景德镇到婺源，从湖北、南昌方向的可以由此进入婺源，从九江到景德镇是高速公路，约一百

四十公里，从景德镇经赋春到婺源为83公里的二级柏油路省道，出景德镇不多远，有一段因修高

速路况较差，其它路况很好。景德镇到赋春再到清华，全程78公里，赋春到清华段新铺的柏油路

，路况很好。

4、上饶方向到婺源，从福建、广东方向的游客可以由此进入婺源，为二级柏油路省道。一般是从

鹰潭方向过来的，走梨温高速，在弋阳下高速（不用到上饶去），然后到弋阳的漆工镇，到德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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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再到婺源。大家参照交通地图看看就明白了。

这段公路因修建的时间比较长，一些路面因年久，不是很平坦。

5、游了三清山到婺源的自驾车朋友，有三条路线可走：一是回到玉山，然后走梨温高速，接上浙

江的杭金衢高速，在常山下，然后从常山到婺源；二是从玉山到上饶，从上饶到婺源；三是从玉

山不经过上饶，经过玉山临湖，翻越华坛山到德兴的绕二乡，然后到婺源，但这条路路况不太好

，路程要近一些。

B.从上海自驾到婺源详细说明

从上海自驾到达婺源大概需要6个多小时的路程，总里程500多公里，以往，上海及浙江方向的游

客基本都通过杭金衢高速常山出口下走国道进入婺源，不过随着杭徽高速的贯通，现在已经可以

直接通过安徽黄山到达婺源了，不仅节约路上花费的时间，过路费也要便宜一些，更值得一提的

是，杭徽高速两边的景色也是相当不错的。

由于弯道多，景色怡人，因此杭徽高速的限速是比较低的，直道100弯道80，切忌超速。

C.从北京自驾到婺源详细说明

从北京出发直奔江西婺源，要途经河北、河南、湖北、江苏等地，行程大概1600多公里。

从北京出发，沿着京沪高速，一路疾驶到南京，从南京绕城公路上宁马高速经江宁至马鞍山，之

后转205国道，经当涂至芜湖，行程110公里。走宣芜高速到宣城西，行程72公里。再转318国道至

南陵，行程43公里。在南陵走205国道，经径县-浙溪-蔡家桥-汤口，行程149公里。

从宏村出发走218省道经黟县至渔亭，行程33公里。之后转326省道：经齐云山到休宁，行程30公

里。再转220省道(江西境内S307)，休宁县城右转-五城-岭南-江湾-汪口-婺源-紫阳镇，行程110公

里。宏村-婺源总行程173公里。

   

2、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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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北京方向火车到婺源

需要先到九江或景德镇，再转长途车到婺源。

火车到九江转汽车比较合理，要节约时间，北京到景德镇要22个小时, 到九江只要11个小时，Z67

晚上20：30从北京西始发，第二天早上6：42到九江，火车上睡一晚就到了。其他车次查看

九江到婺源有直达车，不过班次不多，可以考虑到景德镇转车，这样两程的汽车班次都比较多。

B.上海方向火车到婺源

需要先到衢州、上饶或景德镇，再转汽车到婺源。

建议乘火车到上饶，上海——上饶 时间为7-9小时不等 。上饶位于浙赣线上，是个大站，车次很

多，而且婺源属上饶市管辖。景德镇位于皖赣线，单线铁路，车次有限。

上饶－婺源汽车 最早的车6:20，最后一趟车16:10，一天14趟，平均不到一小时一趟。车票35元，

车程三个半小时左右。乘车地点在上饶的带湖路车站。

可选择1213次列车，早上7:04从上海南站发出，下午14:03到上饶，然后当天就可转汽车到婺源。

时间安排合理，一路还能欣赏美景。其他车次可查询旅人列车时刻表  huoche.lvren.cn 

   

3、飞机

Ａ、北京方向飞机到婺源

从北京可直接飞到景德镇、黄山或衢州，然后换长途汽车。但景德镇离婺源最近，所以建议乘KN

2293航班，近2个小时后到达景德镇，再坐两个多小时的汽车就到婺源。

B、上海方向飞机到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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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最美乡村
ZH9722次航班，虹桥机场08:25起飞，09:25到景德镇机场，然后换乘长途汽车到婺源。

   

4、周边城市到婺源的汽车

从外地到婺源主要从这些地方进入：景德镇、上饶、衢州、鹰潭、九江、黄山市。

1、景德镇到婺源：最早的车6:30；最后一趟车16:20。一天有十几趟，平均不到一小时一趟。乘车

地点：景德镇里村车站，路程约85公里，行车时间二小时左右。（路面为泊油路）

2、景德镇到婺源清华：上午8:10、10:50、13:40，乘车地点同上。路程约78公里，行车时间二个小

时左右。（全新泊油柏路）

3、上饶到婺源：最早的车6:20，最后一趟车16:10，一天14趟，平均不到一小时一趟。乘车地点：

上饶带湖路车站。路程约180公里，行车时间三个半小时左右。

4、衢州到婺源：上午6:40、11:40、13:50，乘车地点：衢州汽车站。路程约150公里，行车时间二

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

5、黄山市（屯溪）到婺源：7:30、12:30，乘车地点：黄山市汽车站。路程约110公里，行车时间

二个半小时到三个半小时。

6、鹰潭到婺源：7:30、8:20，中午12点多还有一趟（具体时间不明），乘车地点：鹰潭汽车站。

路程约200多公里，行车时间四个小时左右。

7、九江到婺源：9:45。乘车地点：九江汽车站。路程240公里，行车时间四个小时左右。

8、上海到婺源：6:00，乘车地点：上海中山南二路，万体馆附近。上海办事处的电话：021

64682142，办事处。路程约500多公里，行车时间十小时左右。

9、杭州到婺源：14:20，乘车地点：杭州西站。路程300多公里，行车时间六小时左右。

10、南昌到婺源：7:20、14:30、16::25，乘车地点：南昌长途汽车站，路程约380公里，行车时间约

五个半小时到六小时。

   

5、从婺源客运站到各景区的车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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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车查询：

http://www.wylyw.cn/lyzn01.asp

       乘车路线 可到风景区

婺源-->秋口 李坑

婺源-->江湾 李坑 俞氏宗祠

婺源-->大畈 李坑 俞氏宗祠

婺源-->晓容 李坑 俞氏宗祠

婺源-->中云 古城 金山生态茶业观光园

婺源-->赋春 鸳鸯湖 翀山

婺源-->许村 许村古建群

婺源-->镇头 游山 凤游山

婺源-->晓林 文公山

婺源-->龙山 坑头 豸峰

（以上 6：30-17：00都有中巴车，一般每隔半小时有一班车）

乘车路线 可到风景区

婺源-->思口 06：30-17：00 清代庄园 聊斋影视村

婺源-->清华 06：30-17：00 彩虹桥 洪村

婺源-->浙源 09：00-13：00 虹关 龙天塔

婺源-->沱川 08：00-13：00 理坑

婺源-->鄣山 08：30-15：30 大鄣山

婺源-->古坦 09：00 13：00 石城 灵岩洞

婺源-->溪头 07：00 14：00 李坑 俞氏宗祠 晓起

婺源-->段莘 07：30-14：00 李坑 俞氏宗祠 晓起 江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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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最美乡村
注意：

 1、在县城乘车往返各景点（各乡镇）

婺源县内的中巴车一般是很早就从各乡镇出发（一般约六点半到七点半之间）去县城，然后中午

前后返回出发地。所以在婺源，从县城去一些偏远景点，如去理坑、虹关、庆源、段莘、大鄣山

等地。坐车比较合适的时间是上午9:00至下午2:00之间，早了没有车，晚了也没有车。时间最集中

的是10:00至下午1:00之间。过了这时间后只能去一些辐射能力较强的镇转农用车去了。

如果从各景点（乡镇）去县城，就一定要赶早了，也许你七点半起床，八点钟去找车，就没有去

县城的中巴车了，（一般指较偏远的景点）。这样你就得先到一些大的乡镇去转车了。

所以有一篇攻略里说：“赶车宜早不宜迟”是正确的。这样一来，如果想以县城为中心，每天坐

当地交通中巴去各景点然后返回，基本是不现实的了。 

2、一些中心乡镇至偏远的景点

中心乡镇在县城与偏远景点之间起了一个沟通的桥梁作用。每天县城往返这些乡镇的车很多，而

这些乡镇往偏远景点的农用车也较多。所以在县城找不到车，不妨到这些地方转车。这些乡镇是

：北线的中心清华，每天早晨六点半到下午五点四十，二十分钟一趟往返县城。可辐射大鄣山、

古坦灵岩洞、沱川理坑、浙源虹关等地。

东线的江湾：与县城间的交通十分方便，可接东线的晓起，溪头、大畈、段莘。

西线的赋春：与县城交通便利，可接西线的许村、镇头、甲路。

   

6、婺源包车

１、二轮摩托车（摩的）--婺源县城内最方便、最多的交通工具，招手即停载客。县城内费用1－

2元/人；如果要全天包车，80元左右/天，包中饭，跟您走。戴上头盔注意安全，找资质高的司机

同行。如果不是特殊原因（如：只有1人，赶时间，包车不划算；或者是专门为了兜风，看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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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推荐选择摩的。选择了摩的，特别需要注意安全。在婺源下车后，注意拉客的摩的，不要受他

们左右。

2、县城的士：联信出租车公司的羚羊轿车，起步价2元（1.5公里），超过公里数为1.2元一公里，

可以乘坐四人，适合县内乘坐，如果要包全天，费用可能会比较高，但不管怎么样，这是婺源正

式的出租车公司的车子。

3、面的：可以坐六人，这是来婺源包车旅游的主力车型，多为私人经营。包车价格约是200元左

右/天，视去的路程远近和路况而定，特别是路况不好的地方司机可能要价比较高，甚至不愿意去

。

4、轿车：包车200~300元左右/天（桑塔纳轿车为主）

农用小卡车：偏远景点的主力交通车，只要有路的地方，都有这种车。驾驶室可以乘坐六人，有

时可以乘坐十余人，多出的人坐在后面的露天车厢里，体验一下站在车厢上看风景的感觉。包车

费用一般同面的，如果有十人左右，包这种车很经济，实惠。

5、金杯车：11~15座，包车400-500元左右/天。

6、自行车：出租价格为10-20元左右/ 天。这应当是游婺源最休闲，最随意的一种方式了，可以直

接体会到"婺源的风景都在路途中"，从而更能融入风景之中，婺源是山区，上下坡比较多，骑行

时注意安全。

7、中巴车：一般是500元左右/天

推荐包车司机：

包车咨询电话：15270369699      0793-7242510

胡来俊 桑塔纳2000 有大客驾照，二十多年的驾龄 13870330678

婺源汪师傅 金杯11座面包车 13507930919

刘国新 五菱阳光六座面的 13979353548

江凌云（女） 六座五菱之光 1387937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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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住在婺源

婺源县城

婺源小院子国际青年旅舍

旅舍位于婺源县城中心,美丽的星江河畔.是一栋徽派仿古建筑风格。婺源县沿江路东门桥下

距婺源新汽车站4.5公里。乘坐3路公交至东门桥头下。也可乘坐的士。的士起步价3元。费用6

-8元左右。 提供自助洗衣，10块一桶。小院子青旅的一特色就是可以随便在墙上涂鸦，记录，写

写你的感慨和兴奋以及旅途中的箴言。可以免费查资料20分钟，如果要上网，3元每小时

地址：婺源县城东门桥头

电话：0793-7360798

房价：宿舍床位50元/人。标间200元，观景房300元。

江湾大酒店

婺源的星级酒店，依山傍水，环境幽雅，古朴的徽派建筑风格与现代设计完美结合，距婺源客运

汽车总站 1.5公里

地址：上饶市婺源县文博路西侧

电话：(0793)734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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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豪华标间 门市价：760元

清华镇

婺源吴老师驴友驿站

凡是去婺源的驴子都知道，吴老师，是他用网络第一次把这个村子介绍给驴子。他亲手总结的婺

源特色线路在网络上被频繁转载，他的驿站不仅有价格实惠的家庭式青年客栈，还有一个徽式建

筑的乡村宾馆，能为各种人群提供方便。

地址：江西省婺源县清华镇东园村42号

价格：普通间 25元/床；标间 80-100元/天

联系：0793-7242510 13607030692

华归田园居客栈

客栈系婺源典型徽派建筑，与现有建设中的生活区浑然一体，距离闹市镇中心800米，前门即是清

华派出所，安全环境自是得天独厚。

淡季及非周末：标准间-120元每间；三人间-150元每间；

旺季周末（三四月的周五、周六）、黄金周：标准间-160元每间；三人间180元每间。

联系人：吴先生

电话：13818360523  13870378452

邮件：qinghuahotel2010@gmail.com

QQ：18570091

MSN：sheepherd2006@hotmail.com

地址：婺源县清华镇东园村（清华派出所或清华交警中队对面）

清华影友驿栈

影友驿栈是典型的农家乐、家庭旅馆。免费提供网络接口，24小时热水，有电脑可供游客免费上

网使用。一楼的照相馆可提供文件打印，传照片和刻录光盘，同进还经营摄影器材，相机配件等

。

        大 床 房：100元/间（空调、电脑、独卫、彩电、网线，24小时热水）

二人标间：80元/间（空调、独卫、彩电、网线，24小时热水）

三人标间：100元/间（空调、独卫、彩电、网线，24小时热水）

普 通 间：25元/人（卫生间在门口、彩电、24小时热水）

        联系人：施小慧/余长江

电话：0793-7242326

传真：0793-7242326

手机：13879301289   13979392192

QQ：354907156@qq.com 

详细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清华镇新街农业银行正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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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坑

忘景楼客栈

忘景楼又名远方来客栈。沿着小溪走进李坑 村，沿途经过大夫第，申明亭，就是忘景楼（远方来

客栈）了。这栋房屋给人最大的感觉是楼阁多，好象楼阁无处不在。另外，主人还有一手酿酒的

好技术，每年他家自酿的米酒，香飘十里。

价格：标间：60元

叶进宝 0793-7262888 13694800298

晓起 

古井客栈

客栈住宿区域清静，适合睡觉，被吵醒的原因大部分缘于鸟鸣，住宿区内外均有美景，实在睡不

着可以开展赏月、看星星，或者散步等活动。活动区域适合日光浴，庭院花香鸟语。整个客栈均

有无线网络覆盖。到晓起后直接往"双井映月"这个景点走去，到了景点就到客栈了。

标准间60元/间

联系电话: 汪园芬  13767323102 

地址：江西婺源县晓起风景区  

思口 

思溪敬序堂

徽派古宅，房间有点小，但是绝对正宗的老宅子。《聊斋》首部电视剧就在此屋开机拍摄。

地址：思溪村107号

电话：俞苗英 0793-7334351 13879349931

理坑 

理源山庄

溪水在屋后流趟，青石板道延着历史轨迹远走。院后的景，有晨雾更是别有一翻风云。这就是位

于深山进士村的理坑理源山庄特有的风光了，走进理源山庄，简洁的正厅中堂依然是婺源典型朴

素摆设：八仙桌，八仙案。案几上摆放着一瓶一镜，意味着平静的待人处世态度。橱房特制腊肉

，不免得垂延秀“黑”色可餐。主人烧得一手好菜，古朴简洁的餐桌，瞬间几道菜，虽没有佳肴

，却是满目色香。

地址：婺源沱乡理坑村77号

理源山庄联系电话：葛海英 15079331229，余春华13879313713  0793-724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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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婺源本地吃食

婺源的饮食继承了古徽州的传统，菜以粉蒸、清蒸和糊菜主要特色，味道大多带有辣味，主食多

为米饭，当地产的米酒、白酒值得一尝。婺源不靠海，没有海味，但婺源有的是山珍。香菇、木

耳、竹笋之类，自是平常。而马兰头，山蕨和水蕨，水仙叶等野菜更是随吃随摘，就一个鲜字啊

。需要说明的是,一些婺源比较出名的地方菜,只有在一些小店或者农家才能够吃到正宗的。点菜的

时候别忘了向主妇要她家自制的酶豆腐(类似于宁波的毛豆腐)、酸辣椒、腌柚子皮，爽口、解酒

、下饭，这三样下饭小菜是免费赠送的，酸豆角也是好的配菜。

在婺源县城及各村的农家院、街边都可以吃到特色小吃，价格都很便宜。

鱼：婺源山高，水冷，水质好，无污染，所以鱼的味道特别鲜美，当地流行吃的红鲤

蒸汽糕

：以米粉加发粉在类似锅盖的圆面板上抹成薄薄的一层，再撒上香菇沫、虾米、豆芽沫、干笋、

干豆角、辣椒、葱、豆腐干沫,蒸熟起锅，约1厘米厚，在上面撒上葱花，浇上熟油，再用刀划成

棱形,蘸上辣酱。每斤1.8元，一人半斤还嫌不过瘾呢。

米粉果有野艾果、木心果、灰汁果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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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木棉花 提供)

野艾果

(清明饺)是将籼米、糯米加野艾用水浸泡半天，然后用石磨磨成浆，再放在锅内熬成干糊(状若橡

皮泥，俗称“定浆”)，然后在里边包上豆腐、萝卜、酸菜、肥肠馅等，做成各种形状(一般为饺

子状或圆饼状，用木板刻的果印模印成)，最后放在蒸笼上蒸熟，笼盖打开后，别先急着夹来吃，

用蒲扇在面上扇几扇，野艾果顿时油光发亮，且不易粘连。乡下在清明、春节时作点心吃，县城

老街上则一年四季都有卖，0.2元/个。

木心果

用籼米、糯米混合，无馅，掺红、白糖，用木板刻的果印模印成。有的染上一点红色，称“寿桃

果”、“花果”等，作为庆贺生日寿辰的礼物分送亲朋，也作点心。

灰汁果

在新谷登场或农历七月半盛行，用籼米磨浆加上碱汁熟揉成圆筒，再用线拉成片或用板模印成。

也有将米浆放在蒸笼里一层一层蒸熟的，俗称“千层馃”，吃时用线拉成小块，再一层层撕下来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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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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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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