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定旅游攻略 

简介 
福建土楼是东方文明的一颗明珠，它以历史悠久、福建土楼种类繁多、规模宏大、结构奇巧、功能齐全、内涵丰富著称，具

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被誉为“东方古城堡”、“世界建筑奇葩”，“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  

 

永定是福建土楼的发源地。在永定区域内现存有 23000 多座土楼，建于清朝以前的 8000 多座，被誉为“福建土楼之都”。无

论是数量、品质、组群、历史渊源、文化内涵等方面，永定客家土楼都有独特优势。永定客家土楼的建筑一直延续至今，并

且在历史上随着人口的向外迁徙而辐射到南靖、平和、新罗、上杭等邻近诸县、区，包括非客家地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经考察提出：土楼的根在永定，其他地方的土楼是枝。 

 

 

 
 

门票 
 

景点名 门市价 同程价 预订地址 

初溪土楼群 70 元 55 元 >> 立即预订 

南溪土楼群 50 元 40 元 >> 立即预订 

高北土楼群 50 元 40 元 >> 立即预订 

洪坑土楼群（民俗文化村） 90 元 70 元 >> 立即预订 

中川古村落 30 元 25 元 >> 立即预订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土楼景点 交通 

游览路线 旅游贴士 

住
宿 

美
食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1824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608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608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546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608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永定旅游攻略 

土楼景点 
初溪土楼群 
初溪土楼群位于永定县下洋镇初溪村，由五座圆楼和数十座方楼组成，如图案般舒展有致，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

和艺术价值。登上观景台俯瞰，初溪土楼群便尽收眼底。南面山坡是层层叠起的梯田。那一字儿排列的三座巨型圆楼和各处

一端的两座方楼紧密相连，雄伟壮丽，曾被外国朋友误认为飞蝶或者是导弹基地。 
 
在初溪土楼群，其楼名中间都带有一个“庆”字，意在从已毁坏的祖楼“和庆楼”起，代代相传，以示人丁兴旺，万事如意。 

 

 

 

 

 

 

 

 

 

 

 

 

 

 

 

 

集庆楼 

集庆楼坐落在初溪村北面溪边，建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 年)，距今已经 580 余年，是永定现存圆楼中年代最久远，结构

最特殊的一座圆楼。集庆楼的房间，楼梯、隔墙全部用杉木材料构建，相邻处全部靠榫头衔接，不用一枚铁钉，与厚达近 2

米的生土墙一道经历了近 600 年的风霜雪雨，至今仍完整地保留下来供游人观赏，许多外国游客发自内心的赞叹，称“集庆

楼是隐藏在深山里的人间奇迹”。 

 

庚庆楼 

庚庆楼坐落于初溪村北部，介于集庆楼与余庆楼间。圆形

土楼，建于清道光二十九年 (1849 年)，坐南朝北，占地约

660 平方米。直径 33 米，高 3 层，每层 37 开间，内通廊

式。全楼隔墙只有 3 道为生土夯筑墙，其余为土坯砖墙。

设两部楼梯，两个大门。祖堂设于内院中间，为单层砖木

结构建筑。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友@泸沽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友@泸沽提供） 

门票：70 元  同程价：55 元  >> 立即预订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8861376#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8861376#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18247.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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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庆楼 

也许您看惯了土黄色的土楼，但善庆楼的外观，绝对让您震撼。因为它的外墙是白色的，这也其它土楼形成了很强的色差。 善

庆楼坐落在福庆楼东南面，圆形土楼，建于 1978 年，坐北朝南，占地 1200 平方米。单环，直径 31 米，高 3 层，每层 26

开间，内通廊式，设一门出入，中间天井以花岗石铺面。 

 

锡庆楼 

锡庆楼坐落于初溪村中部，集庆楼的东南侧。长方形土楼，建于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坐南朝北，占地约 400 平方米。高 3

层，宽 27 米，深 24 米，内通廊式。一层 20 间、两厅，二、三

层各 23 间，一、二层不开窗，设两部楼梯，两个大门。后厅为

祖堂。 

 

绳庆楼 

正方形土楼民居，建于 1799 年，坐南朝北，占地 1482 平方米，

土木结构，由内外 2 座正方形土楼组合而成。 

 

余庆楼 

余庆楼坐落于初溪土楼群东北部，临溪而建。圆形土楼，建于清

雍正七年(1729 年)，坐南朝北，占地 1256 平方米。直径 41.6

米，主楼高 3 层，每层 34 开间，设 4 部楼梯，内通廊式。祖堂

设于内院中心，为单层砖木结构方形建筑。 

 

福庆楼 

福庆楼坐落于初溪村东南部。椭圆形土楼，建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坐南朝北，占地 660 平方米。单环，高 3 层。

每层 30 间，1 厅，一、二层不开窗，设 3 部楼梯，1 个大门。祖堂位于内院中间，方形，单层，前低后高。 

 

共庆楼 

共庆楼坐落于初溪村东部。六角形土楼，建于 1949 年，坐南朝北，占地约 3500 平方米。面阔 40 米，进深 31 米，高 4 层，

前低后高。全楼 152 个厅、间，设 4 部楼梯，1 个大门。内通廊式。第三、四层廊道比第二层挑出更多。祖堂设于内院中间，

为单层砖木结构建筑。 

 

藩庆楼 

藩庆楼坐落于初溪村中部，集庆楼南侧。长方形土楼，建于 1949 年，坐南朝北，占地约 8000 平方米。高 4 层，前高后低，

面阔 40.7 米，11 开间，进深 35.4 米，10 开间，内通廊式。一、二层不开窗。祖堂设于内院中间，单层，方形，前低后高。

全楼设 4 部楼梯，1 个大门，有两口水井。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友@泸沽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8861376#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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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庆楼 

华庆楼坐落于初溪村中部，西为藩庆楼、东与福庆楼为邻。

长方形土楼，建于清道光九年（1829 年），坐南朝北，占地

约 480 平方米。高 2 层，宽 19.5 米、5 开间，深 20.5 米、

6 开间。内通廊式。一层不开窗，后厅为祖堂。中厅位于内

院中间，单层。全楼设 4 部楼梯，1 个大门。 

 

“松莲亭”观景台 

“松莲亭”，就是初溪村华侨、新加坡永定会馆会长徐松生、

李莲珠夫妇听说故乡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非常高兴，捐资

10 万元兴建。如今，游人登上“松莲亭”，可以尽情观赏整

个初溪土楼群的景致。 

 

 

 

 

初溪土楼分布图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友@泸沽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8861376#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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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溪土楼群 
南溪，是永定县湖坑镇境内的一条小溪。从湖坑镇逆流而上，穿过下南溪、新南、南中、南江和实佳等村落，登上蛟塘自然

村的一座山包，放眼眺望，只见悠悠南溪穿过狭长山谷，溪流潺潺，青山如黛，梯田层叠。 
 
与永定初溪土楼相比，永定南溪土楼群又是另有一番特别的建筑风格，南溪河两岸，100 多座圆的、方的、八角的、六角的、

三角的、D 形的、椭圆的、前圆后方的等等形态各异的土楼，或大或小、或高或低、或聚或散，镶嵌于梯田山谷间、弯曲溪

岸上，宛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龙，蜿蜒十几公里，蔚为壮观。 

 

振福楼——土楼公主 

振福楼位于湖坑镇下南溪，依山傍水，风景十分秀丽。建于 1913 年，占地面积 4000 多平方米，共有 3 个厅堂，96 个房间。

中厅高二丈、宽二丈二，两边是花岗岩石柱，上刻“振兴有庆瞻轮奂，福履同绥颂炽昌”的对联。楼外的右边是昔日的制烟

工场、工人住房等；左边已坍塌的建筑原先是一座西洋式学堂和游艺场所，“文革”期间被毁。 

 

衍香楼 

衍香楼是一座圆形土楼，坐落在新南村，建于 1880 年。衍香楼楼名的含义是”繁衍子孙昌盛发达，书香门第世代流传”。楼

外大门上书”大夫第”，两旁对联是：”积德多蕃衍，藏书发古香”横披是”诗礼传家”。现居住在衍香楼里的有 16 户，近百

人，其中教师 25 人，大中专生 32 人。历代以诗书传家，是典型的书香门第。 

 

环极楼——防震巨堡 

环极楼坐落于南中村。创建人是苏卜臣，于清康熙癸酉年(1693 年)建成这座土木结构、规模宏大、气势壮观的大圆寨。 
 
环极楼最大的特点是抗震性能特强，300 年来历经多次地震，据县志记载，1918 年 2 月 13 日（民国七年农历正月初三日）

永定发生 7 级大地震，附近田里的泥浆水喷起几丈高，楼顶的砖瓦几乎全被震落了，余震数次，共计十余分钟，环极楼正门

上方第三、四层厚墙被震裂，裂口近 20 厘米，长近 3 米一尺多宽。可是地震过后，由于圆楼的向心力和架构的牵引作用，裂

缝竟奇迹般地慢慢合拢，仅留下一条细长的裂痕，而整个楼体安然无恙、巍然屹立。在环极楼的中心点上，用力跺脚或放声

呼唤、歌唱，可以听到十分明显的回声，好像北京天坛的回音壁。  
 
环极楼还有一个很特别之处：楼内部中心环无祠堂之设，而是空旷的院落。这在永定众多土楼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在重礼循

纲的封建社会是不可思议的。环极楼因此又被称为“忤逆楼”。人们在感叹环极楼的建筑艺术时，也不无敬佩建筑师的富有创

造性的反叛精神。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友@寒烟烟提供） 

门票：50 元  同程价：40 元  >> 立即预订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144166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6084.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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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北土楼群 
高北土楼群位于永定县高头乡高北村。全村几十座土楼，依山傍水，高低错落。2008 年 7 月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第 32 届

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高北土楼群是其中之一。 

 

承启楼——土楼之王 

据传承启楼从明崇祯年间破土奠基，至清康熙年间竣工，历世 3 代，阅时半个世纪，其规模巨大，高四层，楼四圈，上上下

下四百间，圆中圆，圈套圈，造型奇特，古色古香，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1986 年，中国邮电部发行了一套“中国民居”邮

票，其中福建民居就是一座环环相连的土楼，这座土楼就是如今闻名遐迩的承启楼。 

五云楼 
五云楼坐落在高北土楼群的最东侧，建于明隆庆年间(1567-1572 年)。长方形土楼，坐北朝南，占地约 3600 平方米，无石

砌墙基。高 4 层，面阔 25.8 米，9 开间，进深 24.3 米，11 开间，底层外墙厚 1.3 米，每层 40 开间。全楼设一个大门，4

道楼梯，门外以矮墙围合天井形成一个院落，外大门正对楼门。内通廊式，前后为歇山顶，两侧为悬山顶。该楼中轴线自南

而北依次为外大门、门坪、楼门、门厅、天井、中厅、天井、后厅。中厅为口字形，单层，中为天井，南、北面各开一门，

东、西面各开一旁门，4 个门各通一砖墙巷道，把楼内分隔成 4 个小院落。楼内东西两侧各有一口水井。该楼原高 3 层，公

元 17 世纪(清代初)由承启楼建造者江集成购得，扩建为 4 层。 

 

侨福楼——博士土楼 

侨福楼就在大名鼎鼎的承启楼西侧。建于 1962 年。圆形土楼，坐北朝

南。直径 45 米，高 3 层，内通廊式。全楼有 30 间(厅)，设 1 个大门。

第二层通廊由木质结构悬挑，第三层通廊挑出更多，且设腰檐，檐下以

木板封闭作贮藏室。祖堂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在后侧中轴线上，向内院

突出，正面有 4 根西式圆形石柱。内院以花岗石铺地。楼前为外围墙围

合而成的院落，设外大门. 每年建一层，三年建成。当年，现代化的设

施让侨福楼成为上世纪的新型庄园和最新土楼的代表。侨福楼的结构是

单圈圆楼，高三层，中为天井，底楼正对着大门中间有一个厅堂。楼外

有一圈围墙包围着，围墙上设有外大门，形成一个院落。这座楼因出了

10 个博士而闻名于世，又被称为博士土楼。 

 

（承启楼：图片由一起游友@同程小飞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友@同程小飞提供） 

门票：50 元  同程价：40 元  >> 立即预订 

http://www.17u.com/blog/1096262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1096262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6083.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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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泽楼 

世泽楼坐落在高头乡高北村西北部，承启楼东侧。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1929 年毁于战火，1931 年按原状重建。

长方形土楼，坐北朝南，占地约 5100 平方米。高 4 层，面阔 40.8 米、11 开间，进深 41.2 米、12 开间，每层 38 开间，主

墙厚 1.6 米，一、 二层不开窗。一、四层内通廊式，二、三层四面各有两间伸至回廊外边，不能相通。 二层以上不设厅堂。

楼内侧每隔一间以生土墙承重，每两间之间以土坯砖相隔、承 重。中厅已废，两侧为石木或土木结构单层厢房。后厅为祖堂，

上方悬挂匾额：“邦家之光”。全楼设 4 部楼梯，1 个大门，内院两边各有 1 口水井。 

 

观景台 

沿着小道上山，到观景台可看到高北村全景。站在山上，承启楼完整地呈现在眼前，它前方还有一座规整的圆形小楼，这就

是侨福楼，世泽楼被树木、山坡遮挡，显得“犹抱琵琶半遮面”，五云楼则是完全看不到。放眼远眺，大小数十座土楼高低错

落地散布于高北村的田野之间。 

 

 

洪坑土楼群（民俗文化村） 
洪坑土楼群位于福建省永定县湖坑镇东北面的洪坑村。13 世纪(宋末元初)林氏在此开基，2000 年有 638 户 2310 人居住在该

土楼群内。林氏先人在此开基时所建方形土楼崇裕楼、南昌楼已坍塌。现存明代建造规模较大的土楼有峰盛楼、永源楼等 13

座，清代建造规模较大的土楼有福裕楼、奎聚楼、阳临楼、中柱楼等 33 座。 
 
土楼造型主要有正方形、长方形、圆形、五凤楼、半月形及其变异形式。此外还有以生土建造的天后宫、日新学堂、林氏宗

祠、关帝庙等。奎聚楼、福裕楼、如升楼、振成楼为该土楼群的杰出代表，其中振成楼、福裕楼、奎聚楼于 2001 年 5 月被

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友@瞎白话提供） 

门票：90 元  同程价：70 元  >> 立即预订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5801118#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5464.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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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成楼——土楼王子 
振成楼是最富丽堂皇、最具代表性的圆形土楼，是客家土楼的精

品，被称为“土楼王子”。它按八卦设计，每卦 6 间，卦与卦之间

是隔火墙，还设有卦门。楼内有众多名流名家楹联，充分展示了

土楼文化内涵。主楼左右两侧分别建有学堂和其他附属建筑，使

整体造型像“乌纱帽”。楼内构造趋向精巧，雕龙刻凤，装修华丽。 

 

福裕楼——府第式土楼 

公元 1880 年开始兴建，耗资十多万光洋，经历三年时间才建成，

占地面积 7000 余平方米。该楼由楼主三兄弟(林仲山、林仁山、

林德山)的朋友汀州知府张星炳设计。其结构特点：在主楼的中轴线上前低后高，两座横屋，高低有序，主次分明。楼前有三

个大门，在主楼和横屋之间有小门相隔，外观连成一体、内则分为三大单元。楼门坪和围墙用当地河卵石铺砌，做工十分精

细与大自然环境浑然一体，十分和谐。外形像三座山，隐含楼主三兄弟“三山”之意。楼名也是张星炳题写。 

 

如升楼 

建于公元 1 9 0 1 年，距今近百年。据说楼主林高林原先缺少住

房。后得一梦：一轮红日下落此地。他认为此地建房好，便千方

百计筹措资金，自己出工挑土用了三年时间才建成这座最小的圆

楼。为什么命名为如升楼?是因楼小，像客家人昔时用竹筒做成的

量米“米升”。许多游客称之为“袖珍土楼”。如升楼是单圈结构，

楼底直径仅有 8 米，屋内天井圆形，屋顶瓦面内侧连缘为八卦形，

外侧边缘为圆形。 

 

奎聚楼 

奎聚楼建于 1834 年，用了近五年时间建成，已有 160 多年历史。一百多年里，楼里考取进士和官至七品以上的有 4 人，大

学生有 20 多人，海外华侨有 40 多人，正如大门对联所言：“奎星郎照文明盛，聚族于斯气象新”。奎聚楼的建筑特点是中厅

高，两厢低，经 160 多年风雨，岿然如山。 

 

朝阳楼 

朝阳楼为 U 字形土楼，又称为半月楼，林氏民居，建於 1968 年，

坐北朝南，占约 4000 平方米。高 3 层，28 开间，中为天井，南

面有 10 开间已毁。一、二层不开窗，内通廊式平面。全楼有 2

道楼梯，一口水井。一层後厅为祖堂。悬山顶，抬梁，穿斗混合

式构架。 

 

庆成楼 

庆成楼坐落在洪坑村东南部，振成楼的东南侧，建于民国二十六

年(1937 年)。正方形土楼，坐东北朝西南，占地约 1100 平方米。

高 3 层，面阔 7 间，进深 6 间，中为天井，内通廊式，一、二层

不开窗，全楼设 4 道楼梯，1 个大门，1 口水井，后厅为祖堂。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振成楼：图片由一起游友@瞎白话提供） 

 
（如升楼：图片由一起游友@瞎白话提供） 

 
（朝阳楼：图片由一起游友@瞎白话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5801118#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5801118#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5801118#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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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裕楼 

光裕楼建于 1775 年，距今约 230 多年。占地面积约 8000 平方

米。大楼为三层建筑，总计 102 间。楼内石门樗窗精雕细刻，

尽显昔日辉煌。清初，林氏十六世祖林福成经营烟刀，家资万贯，

遂建光裕楼及书斋（萃豫斋）。此楼是洪坑村最早、最完整的正

形土楼，旧称城内。由于重视教育，自迁进此宅后，人丁兴旺，

人才辈出，功名显达。清朝期间，有大夫 9 人、进士 4 人、秀才

40 余人、武秀才 2 人。 

 

天后宫 

天后宫和洪坑村委会毗邻，其实就是建造在洪坑村的妈祖庙。洪坑天后宫的建筑风格精巧而纤细，与土楼的粗旷大相径庭，

像是嫁入山村里的小家碧玉。 

 

洪坑土楼分布图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光裕楼：图片由一起游友@瞎白话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5801118#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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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永定东临漳州、厦门，西南接广东梅州，距厦门 150 公里，

距梅州 86 公里，距汕头 250 公里，距深圳 450 公里，是福

建通往广东的重要门户。 

 

飞机 
前往永定土楼，可以直接乘飞机到龙岩、福州或者厦门，之

后再坐汽车前往土楼景区。 
 

福建龙岩冠豸山机场 

福建龙岩冠豸山机场位于龙岩市连城县莲峰镇江坊村，原为

空军连城机场。机场北距连城县城区 3.9 公里，南距龙岩市

区 106 公里，东距三明第二大城市永安市 101 公里。现己

开通了开往深圳、厦门、福州、上海的直达航班，其他城市

的游客可以在这几个城市转机飞往龙岩。 
 
因距离市区较远，可以坐民航大巴和出租车，冠豸山机场现

推出免费巴士服务。在城区可乘坐从“城区—文亨”的公交

车到达龙岩冠豸山机场。 

>> 查看到龙岩特价机票 

 

汽车 
厦门→下洋     

厦门湖滨南路长途客运站从早上 6 点多到 12：30 有车直达

下洋，全程 3 个半小时。停靠站有厦门-漳州-南靖-书洋镇-

永定县的湖坑镇-下洋镇。中途都可下车，看永定土楼在湖

坑（文化村、高北土楼群、振福楼）或下洋镇（中川古村落、

初溪土楼群）下车。 
 

厦门→永定→湖坑    

如果错过直达下洋的车，可在厦门湖滨南路长途客运站坐去

永定的车，车次较多，车票 69 元，4 小时到永定。永定车

站下车可买去湖坑土楼文化村的车票，15 元/人，40 分钟左

右一趟车，一小时左右到。 
 

厦门、福州→龙岩  

在厦门湖滨南路长途客运站坐去龙岩的车，从 6：45-18：

25，每隔 1 小时有一班；福州北站有车发至龙岩，时间 6:50 

8:30 11:30 13:00 15:30 16:30 17:30 22:00。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厦门、福州→龙岩  

在厦门湖滨南路长途客运站坐去龙岩的车，从 6：45-18：

25，每隔 1 小时有一班；福州北站有车发至龙岩，时间 6:50 

8:30 11:30 13:00 15:30 16:30 17:30 22:00。 
 

龙岩→永定 

在龙岩客运站坐“龙岩线”，从早上 5:50 开始每隔 8 分钟

发一班至下午 17:40 止。 
 

永定→土楼 

从永定县汽车站坐“金丰线”，永定—下洋，6:20 起每 20

分钟一班至下午 17:20 止，途经圆头山、列市、岐岭、双

洋。  

永定—高头（土楼），7:25、8:20、10:30、11:40、13:00、

14:20、15:15、16:30，途经列市、岐岭、大溪、湖坑。 

永定—湖坑实佳，9:30、15:00，途经列市、岐岭、大溪、

湖坑。 

深圳→土楼 

从深圳坐火车到永定，再从永定坐客车直达永定湖坑。 

 

 

自驾游 
厦门方向 

(1)厦门到永定洪坑土楼自驾游的路线：从厦门出发经海沧

大桥，漳 州，牛骑头、南靖 县城、南坑书洋镇 经过直至 永

定湖坑镇洪坑村。 
 
(2)泉州到永定洪坑土楼自驾游的路线：走福州到厦门的福

厦高速， 到达厦门后，不用 下高速，拐上厦门 到漳州的 高

速，厦门 到漳州、牛骑头、 南靖县城、南坑书 洋镇、高 北

或洪坑。 
 
(3)厦门到永定初溪土楼自驾游的路线： 

A、由厦门走高速至龙岩适中出口(125KM)，经龙潭镇、抚

市镇、陈东、岐岭、下洋至初溪，全程(200KM) 

B、由厦门走高速至龙岩出口(150KM)，经红坊镇、高陂镇、

坎市镇、抚市镇、陈东、岐岭、下洋至初溪，全程(235KM) 

http://www.17u.com/flight/3508-jp/#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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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路线 
D1：高北土楼群（承启楼、世泽楼、五云楼和侨福楼）→洪坑

土楼群（振成楼、福裕楼、奎聚楼、如升楼、民俗博物馆、天

后宫） 
 
D2：南溪土楼（振福楼、衍香楼、环极楼）→初溪土楼群（集

庆楼、绳庆楼、善庆楼、庚庆楼、共庆楼、博物馆） 
 
D3：土楼周边游览（虎豹别墅与中川古村落→龙湖景区） 

 

 

 

住宿                       >> 查看土楼附近特价住宿 
喜欢体验土楼生活感受原住民生活气息的，就选择住土楼，条件好点的有独立洗手间、空调、有线电视，宽带无线路由器等

基本设施。要求比较高或者带有老人小孩的客人建议住现代民居。 
 
在永定，下洋是个住宿不错的选择，因为每个宾馆都有天然的温泉，下洋有个流行语“观下洋初溪土楼群，吃下洋小吃，浴

下洋天然温泉”。 

 

 
 

 

永定土楼承启楼（农家饭庄） 

 

 

 

 

 

 

 

 

 

龙岩客来登酒店 

 

 

 

 

 

 

 

 

 

永定土楼福裕楼常棣客栈 

标准单间       120 元 

标准双人间     140 元 

 

 立即预订  

双标          100 元 

豪华大床房     138 元 

 

 立即预订  

双床房       100 元 

大床房       100 元 

 

 立即预订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午餐可在土楼内的客家人饭店用餐， 品

尝当地客家风味。 
 
晚 上 可 直 接 住 土 楼 感 受 原 住 民 生 活 气息

的，干净整洁是没有问题的。或者土楼周

边旅馆，或者返回龙岩住宿。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3508_1689736_YongDingTuLou.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926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926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844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844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291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291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926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844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291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926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844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2914.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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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酿豆腐 
油炸豆腐或白豆腐切成小块，每小块豆腐中央挖一个洞 ,用

香菇、碎肉、葱蒜等佐料填补，然后用砂锅文火久煮，食时

再配味精、胡椒等调料。这是永定客家名菜。 

 

烊鱼 
烊鱼与什锦是龙岩婚寿喜庆筵宴的传统名菜,有"不出烊鱼什

锦，不成宴席"之说。烊鱼的制作，按一定比例将五花肉、

海味(风鱼干或虾仁干，次者虾皮可代)，酥花生米、葱白、

香菇、鲜冬笋等切碎，加食盐味精等佐料，经拌、炸、蒸等

烹调工艺制作而成，酥松脆嫩，清香爽口，回味无穷。 

 

盐焗鸡 
一般选用一公斤左右的嫩母鸡，宰杀后，掏去内脏，洗净，晾干，往鸡腔内放入两棵大葱和少许姜片，抹些生油，用整张的

干净草纸将整只鸡包裹起来，把纸喷湿，随后放入锅中，用炒得滚烫的粗盐把鸡埋起来，再用文火焖一小时左右。然后，出

锅，拆骨，撕下鸡肉，再装盘上席。盘旁搁一个小味碟，内有香油和姜末等调料，供食客蘸用。盐焗鸡色泽金黄，皮脆，肉

滑，连酥香的骨头亦可嚼食。食后不燥热上火，有清心润肺之功效。 

 

永定菜干 
永定菜干有 400 多年的历史，不仅省内外闻名，在南洋华侨中也颇有影响。“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在南洋居住时，就常托人带

去家乡的菜干。 
 
永定菜干有两种：甜菜干和酸菜干。甜菜干颜色乌黑油亮，味道香甜鲜美。制作时先将鲜芥菜洗净，晒 1-2 天，至菜叶晒软，

然后用蒸笼熏蒸，蒸后再晒，晒后又蒸，如此反复三次以上，即所谓的“三蒸三晒”。有的加工精细的要七蒸七晒。酸菜干颜

色黄褐，味道酸中带甜。制作时先将鲜芥菜洗净，然后晒软切碎，加盐揉搓入瓮内，使之发酸，待一周左右取出焖煮晒干，

再用蒸笼熏蒸，蒸后晒干，晒后再蒸，蒸晒两次以上后收藏。永定菜干配肉炒、炖、蒸、煮皆味美可口。 

 

永定米酒 
米酒是客家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品。从出生到老朽，米酒

都一直伴随着客家人，仿佛是客家人的魂，少不得。客家人

的米酒醇厚为底，清香扑鼻，甜腻入口，让人心醉肚明。客

家汉子喝酒都是用碗豪饮。特别是在春节，从年初一喝到十

五，喝得天昏地暗，好像要把一年的辛劳忘得干干净净。不

过你不用担心，米酒不伤头。腾云驾雾，通体舒泰，躺在温

暖的被窝里醉一觉，也是客家汉子的一大享受。到过客家做

客的人对那清香醇厚醉人的米酒气，都会回味无穷。 
 
客家人的米酒除了饮用外，还可以放菜，做成好些米酒食物

系列。鸡鸭鱼肉放点米酒，既可以去掉腥味，还可以使菜的

味道醇厚起来，特香。酒糟制成的酒糟鱼、酒糟辣椒、酒糟

红薯干的味道更是诱人。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友@水为刀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友@水为刀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1077515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10775152#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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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贴士 
永定土楼的功能 

1、朝向与通风 
永定客家土楼大都分布在山地丘陵等山间谷地或呈串珠状分

布于溪河两岸，这样一可以接近水源，二可以就地取材。土

楼朝向大都是坐北朝南，在建筑上背阴向阳，这是因为中国

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北，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北面背阳，

且冬季刮来自蒙古西柏利亚的寒冷的偏北风，因而气温较低；

而南面朝阳，阳光充足，且夏季炎热时，永定吹有来自海洋

的偏南风，因此建筑上如果坐北朝南，一方面有利于通风，

另一方面能产生冬暖夏凉等保温防潮的效果，还能起到不易

繁殖细菌而少得疾病的良效。  

 

2、天井与采光 
永定处于北回归线附近，开门见山，丘陵广布，故日照时间

相对较短，而土楼大都是封闭的，且不设阳台。一楼、二楼

一般都不开窗，这就有利于防盗贼入侵。因为土楼内外不设

阳台，所以采光就显得非常重要了。由于土楼坐北朝南，太

阳东升西落，所以到了中午，太阳便可照到天井，使得楼内

光照充足。尤其是圆楼，因为其面积庞大，所以日照面积也

就越大，得到的光照就越充足，太阳就可以照到每一个死角，

同时又达到防潮防湿的作用。  

 

3、屋顶与防水 
永定客家土楼的屋顶大都采用“人字形”的双坡屋顶，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的永定，降水丰沛且空间分布不均。当雨

季来临时，其“人”字形屋顶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屋顶的外坡要比内坡长，这有利于防止雨水下渗到土墙而引起的坍

塌。加之其墙角用石料砌成，往往也比较高，这就可以防止发大水时墙角被冲垮的引患。土楼是土做的，最怕的就是水，客

家先民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解决了这一关键的问题。  

 

4、竹条与抗震 
永定位于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附近，地壳较不稳定。这就需要永定客家土楼牢固且抗震，否则将很容易倒塌。客家先民从

以往的地震中吸取教训，在夯墙时，把竹条当作如今的钢筋放到墙内，由于竹条坚硬且富有弹性，整体性能良好，所以地震

发生时，墙内的竹条会被拉直，使得墙体不易倒塌，过后，竹条会受到圆楼回心力的作用，自然合回去，从而取得抗震的良

好效果。  

 

5、墙体与隔热 
永定处于亚热带气候炎热且复杂多变，加之为多山之地且处于东南沿海的腹地受台风影响较大，为了起到隔热、防风的目的，

在建造土楼时，借助模夹板，经过反复的揉、捣、压、夯筑成了厚实严密的墙体，这样可以防止台风的侵袭，土枪土炮打不

进，起到御敌的作用，还可以起到隔热的目的，住在土楼里的人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冬暖夏凉，即使是夏天来临时，都不会

感到热，这就像天然的空调机一样，让客家先民在舒适环境下生存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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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一起游友@瞎白话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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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定旅游攻略 

永定土楼文化 

一座土楼就是一个艺术殿堂。每一座土楼，又如同一个“大家族，小社会”。土楼内，居住在同一屋顶下的几十户几百人同祖

同宗同血缘同家族，过着共门户、共厅堂、共楼梯、共庭院、共水井的和睦生活。这种聚族同楼而居的生活模式，典型地反

映了客家人的传统家族伦理和家族的亲和力。而且，楼内的客家人，住着层数相同、开间面积相等、无明显朝向差别、更无

贵贱等级之分的均等居室。平等聚居，反映了客家人融洽和睦的家风和平等团结的传统。 
 
永定承启楼拥有 384 个房间，最多时曾住过 800 多人。“土楼对建设和谐社会最有用。”徐松生说，住在土楼里，有事情大家

会互相帮忙，邻里和睦。“孩子孝不孝，会有口碑，好的学习，坏的批评，起到教育约束的作用。 
 
厚重的福建土楼，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发人深省的楹联匾额，与楼共存的私塾学堂，教化育人的壁画彩绘，无不激荡着

历朝历代土楼人家“修身齐家”的理想和“止于至善”的追求。振成楼有副名联备受称道：振作哪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

时时须努力；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要关心。 

 

相关攻略 
 

 

 

 

 

 

 

 

 

 

 

 

 

 

 

加入微信 
欢迎您加入一起游微信（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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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502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8063_2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501_3.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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