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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印象温州
南麂岛

以海蚀地貌为主，岸线

曲折，岬角丛生，海湾众多，礁石

P3 交通

密布，沙滩多样。在这里可以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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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和享受日光浴，是旅游的好去处。

5/行在温州

公交

出租车

雁荡山

P6 景点介绍

素有“寰中绝胜”“海

上名山”之誉。山体呈现出独具特
色的峰、柱、墩、洞、壁等景观，
堪称是一个造型地貌博物馆。

江心孤屿
楠溪江

芙蓉村

雁荡山

中雁荡山

泽雅

楠溪江

逶 迤 曲 折 以水 秀 、岩

洞头诸岛

林垟水乡

红枫古道

汽车

水运

南麂列岛

大楠溪景区
北雁荡山

林坑村

狮子岩

南雁荡山

泰顺廊桥

文成大会岭

龙川五十二岭

奇、瀑多、村古、滩林美而名闻遐

大峃松龙岭

大峃岩庵岭

迩，是我国国家级风景区当中唯一

渔寮大沙滩

大乌龟岛

雾成沙滩

老君岛

以田园山水风光见长的景区。

P1５ 行程推荐

时机 Timing
春
夏

欢乐之旅

春季天气多变，时常阴雨连绵。
夏季风湿润多雨，春夏之间季风交替频繁，阴雨多，气候
变化复杂。

秋

秋季大气较稳定，常见"秋高气爽"天气，适宜漫步赏枫。

冬

冬季风干燥，寒冷，但是并不会延续很长时间。

①

温州火车站附近

温州鹿城区（市中心）附近

P18 美食
瓯菜三绝

P21 购物

温州美食以海鲜为主，虽然美味，但是不宜贪吃，且也要注

经典线路

P16 住宿

温州名菜

贴士 Tips

寻山问水

温州特产

温州小吃

特产

购物中心

意，食用海鲜时千万不可与其相克的食物同食。
②

温州的各种不同档次的酒店、宾馆有很多，市中心，火车站

和经济开放区三个区域有较多住宿选择。
③

P23 贴士
漂流注意事项

小贴士

如果是 7 至 9 月份前往温州，当地常伴有台风，最好注意

天气变化情况，择日择时。

P24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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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
温州古称“瓯”（同“欧”音），位于浙江省东南部，地处我国黄金海
岸线的中段，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沿海城市，为我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
14 个沿海城市之一，是浙江南部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交通枢纽。
温州地处浙闽交界地带，三面环山，一面靠海，气候温和湿润，得天
独厚，人杰地灵，千百年来一直远离中国政治纷争，所以曾经是中国
的达官显贵、名门望族和各阶层人士躲避战乱的避难佳境。
这里的锦绣河山、人文历史，历来为诗人词家宏叹高赏。宋杨蟠《咏
永嘉》
（温州古为永嘉郡）诗云：
“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
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帷绕画楼。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随风旅行摄影提供）

游。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

不得不去的地方
雁荡山

南麂列岛

泰顺

因山顶有湖，芦苇茂密，结草为荡，南

南麂列岛拥有各类景观 180 多处，充满

浙江南部的一个山区县，因拥有众多的

归秋雁多宿于此，故名雁荡。以奇峰怪

了自然的天韵和神话般的魅力，具有独

“廊桥”而名声大噪。在古代，生活在

石、古洞石室、飞瀑流泉称胜，是中国

特的海岛风味和地方色彩，被列为“中

这里的人们因为交通不便而造出廊桥，

“十大名山”之一，素有“寰中绝胜”
“海

国十大最美海岛”之一。

令今人为之感叹。

上名山”之誉，史称“东南第一山”。
雁荡山绵延数百公里，由于处在古火

这里的海洋环境保持完好，游客可以在

>>泰顺廊桥详细介绍

这里看日出，享受日光浴，吃海鲜。

山频繁活动的地带，山体呈现出独具

>>南麂列岛详细介绍

特色的峰、柱、墩、洞、壁等奇岩怪
石，称得上是一个造型地貌博物馆。
以奇峰、瀑布著称的雁荡风光，
“日景
耐看、夜景消魂”。
>>雁荡山详细介绍

文成红枫古道
“红枫古道，江南少有。存之不易，堪
称佳景。”
红枫古道之名，源于浙江文成。每到深

楠溪江

秋，万物萧索之际，文成的山岭上却因

悠悠三百里的楠溪江，融天然风光与人

有红枫的点缀而显得生机勃勃。但见古

文景观于一体，以水秀、岩奇、瀑多、

道与红枫相映、霜叶与秋絮翻飞；沧桑

村古、滩林美而名闻遐迩，是我国国家

中透着几点浪漫，热烈中带着些许寂寞，

级风景区当中唯一以田园山水风光见长

引得无数男男女女，寄情相思。

的景区。

>>红枫古道详细介绍
>>楠溪江详细介绍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搁浅的左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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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温州
飞机

火车

>>预定温州特价机票

温州永强机场位于温州市龙湾区，距市中心 21.7 公里。目前
与国内大部分城市都有通航，其中与北京、重庆、福州、广

温州火车站
温州火车站已开通直达北京、哈尔滨、上海、杭州、贵阳、

州、海口、杭州、哈尔滨、合肥、上海、沈阳、深圳、武汉、

武昌、南昌、阜阳、广州、镇江、金华等地列车。每天同时

西安、郑州等城市每日都有航班来往，极为便捷。具体航班

有十多对列车在金温铁道上行驶。

情况也可查询官方网站。

地址：市区东南，温州大道附近

免费送票热线：96555

电话：0577-88389999

售票处：位于市民航路锦绣路口

附近公交：
1、从火车站可乘 31 路、33 路、39 路至江心码头，50 路至

机场大巴

瓯北码头，21 路车到汽车西站

机场—温州市区

2、在市内可乘坐 3 路、5 路、11 路、15 路、16 路、20 路

1、每个航班到达都有空调大巴接送，终点站是民航售票处（王
朝大酒店对面）。

等公交车到达火车站

中途停靠点有：机场—数码城—上陡门—春晖路（划龙桥与

温州南站

春晖路交叉口）—售票处。票价 12 元。

温州南站的列车以动车为主，目前已开通发往上海、福州、

机场地址：温州市龙湾区永中镇（龙湾区机场大道 1 号）

杭州、宁波、苍南等地的动车，动车可节约出行时间，给游
客带来方便。

2、从机场乘出租车前往市区可拼车，20 元/人，坐满 3、4

地址：温瓯海区梧田南坛大道与疏感公路交叉口东北侧

人即开，包车 60 元起价，40 分钟可达。

电话：0577-86369836
附近公交：乘坐 73 路、75 路、78 路、81 路、82 路、83

温州市区—机场

路、85 路等可到达南站

早上 05∶30 、06∶15、07∶30、08∶00、08∶30、09∶00、
09∶30、10∶00 至晚上 20∶00 ，每个整点从民航售票处发
车。票价 12 元

火车票代售点
温州市人民路
电话：0577-88255064，86373588

温州机场—丽水班次

温州市鹿城路 38 号
丽水集散

电话：0577-88233911，86376898

丽水西站

1

6∶30

6∶45

7∶00

9∶30

2

7∶30

7∶45

8∶00

11∶00

3

8∶30

8∶45

9∶00

13∶00

温州市飞霞路 204 号

4

12∶00

12∶15

12∶30

15∶00

0577-88830700，87458600

5

13∶30

13∶45

14∶00

17∶00

6

16∶30

16∶45

17∶00

21∶00

中心

丽水东站

温州机场

班次

回程

温州市望江东路 4 号
0577-88192919，86269909

温州市小南路 109-2 号（双莲桥）
0577-88231174，87224385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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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汽车新南站

温州地区的公路客运极其发达，有 6 个主要客运站，班车线

福州、东莞等地区的班车。

路除了覆盖浙江省以外，还能到达长三角地区和福建省的大

地址：温州市瓯海区温州大道

部分地方。此外，一些长途线路已经通达华北、东北、西南

附近公交：乘坐 21、22、31、54、61、62 路都可到达

与温州火车站隔路相望，有开往上海、无锡、南京、苏州、

的部分地区。
温州各大客运站已经实行联网售票，可以就近买票。几个客

黄龙客运站

运站同属于一个运营公司，一部电话可以咨询各个站点的情

东临黄龙商贸城，主要有至丽水地区、乐清、永嘉、瓯海等

况，咨询热线：0577-88222222，96035

地区的中短途线路班车。

也可以在网上进行查询、订票：http://www.wzcy.com

地址：温州市鹿城区鹿城路 227 号

一起游贴士：在出行之前，最好打电话咨询清楚在哪个车站

附近公交：乘坐 18、31、53、59、60、70、74、203、206、

乘车，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208、501、503 路都可到达

温州双屿客运中心

汽车东站

双屿客运中心是目前浙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国家一级公路客运

主要有到达安顺、洞口、洛阳、郴州、铜仁、修水、柳州、

站，车辆主要发往江西、湖南、安徽、河南、山东等省份，

万县等地区的普通客车。

至省内金华、丽水、新安江、白沙、千岛湖、临安、衢州、

地址：温州市环城东路附近

诸暨、青田（含青田农村班线）等浙西线路。
地址：温州市双屿镇金丽温高速公路出路口

附近公交：乘坐 4、6、25、27、28、33、42、51、105、
106、108、201、202 路都可到达

电话：0577-88222222
附近公交：113 路环线、13、14、16、56、61、101、105、

旅游集散中心

111、207 路都可到达

由原温州汽车西站改造而成。集散中心几乎涵盖国内所有的
旅游线路，同时，有温州至雁荡、温州至楠溪江、温州至中

客运中心站

雁、温州至文成铜铃山等短途旅游班线。

长途线路有至河北、湖北、辽宁、黑龙江、四川、贵州、重

电话：0577-89995111

庆等省际班车。短途线路有至瑞安、平阳、苍南、泰顺等县

附近公交：乘坐 101、2、27、58、25、59、5、21、60、

（市）客车，其中包括至瑞安、龙港、敖江、水头、灵溪、

55、202、36、74、19 路都可到达

金乡 6 条高速快客线路。
地址：温州市牛山北路 52 号
附近公交：乘坐 18、31、53、59、60、70、74、203、206、
208、501、503 路都可到达

水运
温州市区曾经有几个码头，不过随着公路的发展大都被废弃

新城客运站
温州市五大客运枢纽站之一，有开往杭州、宁波、路桥、温
岭、椒江、嘉兴、绍兴、湖州、沈家门、玉环、临海、黄岩、
杜桥、仙居、余姚、天台、洞头等地的“快客”和“快线”；
以及开往松门、箬横、四岔、三门、宁海、新昌、嵊州、上
虞、柯桥、萧山、海宁、平湖、嘉善、海盐、奉化、镇海、

了，现在只有安澜亭码头还在供人使用，但也只有到达瓯北
的摆渡，像公交车一样频繁地往来于瓯江之上。

安澜亭码头
目前只有到达瓯北的摆渡，班次很多，乘船可至瓯北、龙桥、
江北、清水埠、江头等瓯江北岸永嘉县境内。

北仑、慈溪、周巷、长兴、石浦、安吉等地的普客。

地址：温州市望江东路

地址：温州市新城大道 219 号

电话：0577-88183781

附近公交：乘坐 2、6、9、17、26、32、36、42、52、55、

附近公交：乘坐 42、6、51、4、33、28、27、25、202、

63、66、68、71、201、301 路都可到达

201、108、106、105 路都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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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温州
公交

出租车

温州市内公交线路发达。大部分公交都是无人售票车，票价 2

温州出租车起步价为 10 元，另加 2 元燃油费；夜间打车 12

元，乘坐的时候要准备好零钱。大多数大巴单一票价 2 元，

元起步价，再加 2 元燃油费。

中巴车 1.5 元起价，按路程计价。26 路为观光车，票价 2 元。

温州城市不大，即使从城东到城西，一般打的费用都不贵。

市内常用的旅游公交线路：
4 路（景山专线）：温州动物园-青莲寺-沁春园-护国寺-景山
植物 园-景山东门 -雪山路 -雪 山公寓 -妙果寺 -温 州大厦 -小 南
门-谢池巷-五马街-墨池坊-朔门-水门头-安澜亭码头-陡门头
-涨桥头-垟儿路口-中山公园-大南门-温州大厦-妙果寺-雪山
公寓-雪山路-景山东门--景山植物园-护国寺-沁春园-青莲寺
-温州动物园

一起游贴士：
从温州火车站可乘 31 路、33 路、39 路至江心码
头、50 路至瓯北码头、21 路车到西站。
温州话和普通话差异很大，在上车的时候要听清
楚司机的话，确认自己的目的地。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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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
江心孤屿

洞头诸岛

江心孤屿，俗称江心屿，位于温州市区北面瓯江之中，总面

洞头，是温州市唯一一个以县名冠名的省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积约 7 万平方米，东西长，南北狭，列中国四大名胜孤屿（鼓

位处温州瓯江口外 39 海里的洋面上，是全国 12 个海岛县之

浪屿、东门屿、兰屿、江心屿）之首。该屿风景秀丽，历史

一，由 103 个岛屿组成，素有“百岛县”、“东海明珠”的美

古迹、人文景观丰富，是瓯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历来被称

称。

为“瓯江蓬莱”。

洞头群岛有长达 331 公里的海岸线，是仅次于舟山渔场的浙

江心屿历史悠久，古时为两个小岛。南朝宋初郡守谢灵运曾

江省第二大渔场，面积 4800 平方公里，盛产各种贝类、藻

登上孤屿，写下“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

类。洞头港是国家一级渔港，东沙港是国务院批准的活海鲜

空水共澄鲜”名句。岛上的春城烟雨、海淀朝霞、瓯江月色、

锚地，鹿西港是东南海上最大的水产品市场。

罗浮雪影、孟楼潮韵、翠微残照、远浦归帆、沙汀渔火、塔
院筠风、海眼泉香是自古有名的十景。

门票

>>立即预定

洞头气候宜人，冬暖夏凉，山明水秀，云海变幻，海岛风光
旖旎迷人，有石奇、滩佳、礁美、洞幽、鱼丰、鸟多之特色，
富有“海外桃源别有天”之意境。

成人票 25 元

同程价 20 元

这里有仙叠岩、半屏山、大瞿岛、大门岛、海上西湖、竹屿

儿童票 12 元

同程价 10 元

岛、东沙七大景区，景点 400 多个，面积 200 多平方公里，
余光中曾称其为“洞天福地从此开头。”

交通

温州洞头半岛工程，主要以桥梁、海堤及促淤造地等形式，

乘坐 31、33、39、50 路等都可到达

把洞头本岛和温州市区相连。7 座宽度相同的桥，将洞头本
岛、三盘、花岗、状元岙、霓屿山五个住人的大岛和三个无

一起游贴士

人小岛连接起来，实现县境内的岛岛相连，并与温州相接，

江心寺院大门两边有宋代王十朋撰书的叠字联“云朝朝朝朝

使洞头成为半岛。7 座桥梁不仅有交通意义，而且还是一道

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读作：yún，zhāo

独特的风景。

cháo，zhāo zhāo cháo，zhāo cháo zhāo sàn；cháo，
cháng zhǎng，cháng cháng zhǎng，cháng zhǎng cháng
xiāo。

三盘大桥：是五岛相连工程的第一座大桥，连接洞头本岛和
三盘岛，桥长 762 米，宽 9.5 米。
洞头大桥：七座桥中最长的桥，全长 1500 米，连接三盘岛
与花岗岛。
状元大桥：连接状元岙岛和中屿岛，长 160 米。
花岗大桥：连接中屿岛与花岗岛，长 150 米。
深门大桥：连接状元岙岛和深门山岛。
窄门大桥：连接深门山岛和浅门山岛，这两个岛都是无人居
住的小岛。
浅门大桥：连接浅门山岛和霓屿山岛，桥长 130 米。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东方天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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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麂列岛
南麂列岛，位于浙江省鳌江口外 30 海里的东海，区域总面积

交通

200 平方千米，陆域面积 11.3 平方千米，由大小 52 个基岩

1、温州新城站乘车可直达

丘陵型岛屿组成，另有 55 个明礁、14 个暗礁。海洋风光秀
丽，生态保持良好，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贝藻类海洋自然保
护区，被誉为“贝藻王国”。

2、温州至南麂的快艇在 6、7、8 月份的旅游旺季会开行
地点：安澜亭码头

南麂列岛以海蚀地貌为主，岸线曲折，岬角丛生，海湾众多，

3、距离南麂岛最近的陆上口岸是平阳县的鳌江镇，这里的船

礁石密布，沙滩多样。在这里可以看日出和享受日光浴，是

较多。温州客运中心有到达鳌江的车。到鳌江后，可转乘至

旅游的好去处。

南麂的船

南麂列岛拥有各类景观 180 多处，其中大沙岙金沙碧海、奇
峰异石、天然壁画、海岛平原、大擂水仙是最为著名的景观。
南麂岛为南麂列岛的主岛，因形似奔麂而得名，面积 7 平方
公里，四周有龙嘴头等 5 个岬角和国姓澳、马祖澳、火昆澳
3 个海湾及港湾南麂港。南麂岛还有两座山，一座叫南麂山，
一座叫大山，均是看日出的好地方。

岛上交通
岛上的交通主要靠中巴。上了南麂岛新码头后，乘坐岛上的
中巴车要买 40 元一张的车票，但这张车票基本上涵盖了在岛
上的所有的乘车，不再另收费。不过车票要保存好，每次坐
车都要验票。

大沙岙在南麂岛南部，一面临海，三面环山，是一个宽 800

也可以先预定好宾馆，当你上岛时，你所住的宾馆会派车来

米、长 600 米的贝壳沙海滩，海水清澈透明，能见度达 5 米

接，你要去的主要景点，也会有接送，而你只要在结帐时付

以上，是理想的海滨浴场。

40 元/人即可。包括宾馆-码头之间，宾馆-沙滩，宾馆-三盘
尾来回费用，不另外收费。

一起游贴士
1、岛上的景区有很多宾馆，但是价格相对来说有点贵。建议
住私人旅馆，一般平时价格 100~200 元/间，周末要贵一些，
有时候能达到 500 元/间。
2、周一至周四去玩的人不多，周末最好提前订票和住处。
3、如果对其他小岛感兴趣，还可包船出海，去附近的小岛玩，
费用在 300 元左右。上船前要和船家讲好价钱以及时间。
4、岛上有大排档，可以吃到很多海鲜，但要注意卫生和自身
情况，以免拉肚子或水土不服。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热爱大自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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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楠溪景区

楠溪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北部的永嘉县境内，东临雁荡，南
距温州，西连仙都，北接仙居，景区面积达 625 平方公里，
被誉为“中国山水画摇篮”。

大楠溪景区楠溪江及沿江农村文化景区（简称楠溪江岩头中
心景区），由大楠溪自然景观带、狮子岩游憩区、芙蓉—岩头
文化景观区、枫林文化景观区、芙蓉峰—北坑自然景观区、
五尺溪生态景观带组成。

它至今遗存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唐宋元明清时的古塔、
桥梁、路亭、牌楼和古战场，并保存着以“七星八斗”和“文
房四宝”以及阴阳风水构思而建筑的古村落；且留存着大批
完整的百家姓宗谱、族谱等。

大楠溪景区位于楠溪江干流中游，包括从渡头至珍溪口大桥
的 10 余公里的水域、滩林及沿江古村落。仙清公路沿楠溪江
纵贯全境，其他七大景区均与之呈辐射状联系，因此大楠溪
景区是整个楠溪江风景名胜区的中心。

楠溪江有 36 湾、72 滩，共分为大若岩、石桅岩、大楠溪、
珍溪、太平岩、岩坦、源头、四海山八大景区，共 800 余处
景点，以水秀、岩奇、瀑多、村古、滩林美而名闻遐迩，是
我国国家级风景区当中唯一以田园山水风光见长的景区。

林坑村
林坑位于永嘉县的边缘、黄南乡境内，村古、水美、山秀，
如诗如画，被誉为“淹没在深山中的璞玉”。

门票

林坑并非徒有虚名，这里拥有楠溪江保存最完整的山地民居。

楠溪江龙瀑仙洞

原价 80 元

同程价 60 元

>>立即预定

楠溪江石门台

原价 30 元

同程价 25 元

>>立即预定

楠溪江竹筏漂流

>>立即预定

珍溪口—桃花源

原价 400 元

同程价 360 元

建的民居，错落有致，和谐统一。村中小桥流水人家，炊烟

桃花源—龙河渡

原价 260 元

同程价 240 元

袅袅，白云时而缭绕，让人不知身处何处。

桃花源周围游

原价 188 元

同程价 140 元

它们都有 100 年以上的历史，而其中最古老的一座木屋早已
超过 200 年。
造型玲珑剔透的木屋掩映在青山绿水中，古朴自然。依山而

一起游贴士

狮子岩

1、这里的餐饮业还不是很发达，但是可以吃到很多当地的农

狮子岩是楠溪江中的两座小屿，因其形状像狮子而得名。这

家菜。当地人擅长做粉干，看到家家户户晾晒门帘一样的粉

里周围河床开阔，水流深浅适宜，沿岸滩林幽美，风景如画，

干，也是很有趣的事情。粉干很便宜，四五元一大碗，能吃

被称为“天然的游泳池”和“放排漂流的好去处”。这里可乘

得很饱。

坐蚱蜢舟、汽船等畅游楠溪江，还提供成人跑马、租马等娱

2、在这里住宿，最普遍的是农家乐，价格实惠，条件不等。

乐项目，是楠溪江旅游的娱乐集中地。

就是私人小旅馆，一般都是当地人自己房子多，收拾出几间
供人住，比较温馨。住宿的地方都会提供餐饮。

芙蓉村
芙蓉古村地处岩头镇南面仙清公路西侧，是一座背靠“芙蓉
三冠”，布局于平地上的大型村寨，始建于唐代末年，为陈姓
聚居之地。芙蓉村中本无芙蓉，因其西南山上有三座高崖，
其色白里透红，状如三朵含苞待放之芙蓉，因而得名。
芙蓉村是楠溪江各村落中历史最悠久的，村子至今仍然保存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随风旅行摄影提供）

着六百多年前的聚落规划面貌。
芙蓉村附近的丽水街也是一个小古镇，这里的建筑保存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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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荡山
在中雁荡山有 3 种游玩选择：①沿
雁荡山因山顶有湖，芦苇茂密，结草为荡，南归秋雁多宿于

大路看水；②沿水而行，这条路上奇

此，故名雁荡。以奇峰怪石、古洞石室、飞瀑流泉称胜，是

景较多，但路途较艰险；③上山沿路

中国“十大名山”之一，素有“寰中绝胜”
“海上名山”之誉，

走，下山顺溪走，享受山水之乐。

史称“东南第一山”。
按地理位置不同可分为北雁荡山、中雁荡山、南雁荡山、西
雁荡山（泽雅）、东雁荡山（洞头半屏山），通常所说的雁荡
山风景区主要是指北雁荡山。

中雁荡山
中雁荡山位于乐清市西南 10 公里，距温州市区 20 公里。中

由于雁荡山处在古火山活动频繁的地带，因而山体呈现出独

雁荡山四面断崖绝壁，北高南低，岩纯白色，地貌奇特。分

具特色的峰、柱、墩、洞、壁等景观，堪称是一个造型地貌

玉甑、三湖、东漈、西漈、凤凰山、杨八洞、刘公谷等七大

博物馆。

景区，300 余处景点。
步入景区，即见峰峦陡峭、洞谷深邃、峰奇石怪、溪碧泉清。
自然造型奇秀，空间组合协调优美。白石湖、龙山湖、钟前
湖合称“三湖”，高峡平湖，峰峦倒影，而为中雁荡特殊景观。
中雁荡山的名气虽然不如北雁荡山大，却为众多文人雅士所
青睐，曾留下了很多诗词。这里的民俗也保留的很好，三月
初十有庙会，五月有赛龙舟。
中雁荡山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 不仅仅是一个旅游胜地， 更
是一个宗教圣地， 每天都有村民清晨上山，攀登近两个小时，
去烧香求签。作为道教胜地的中雁荡山，以其宗教的神秘和
巍峨的山峰影响着这里的村民， 使之形成了淳朴而又富有胆
量的风俗气质。

@搁浅的左岸：

门票

其实好的电影导演首先一定是发掘美景的天才，那些人

西漈景区 20 元

迹罕至默默无名的地点一旦被他们摄入镜头，就仿佛泥
土中的宝石放出迷人的光亮。作为大众文化经典的电影

玉甄景区 30 元

交通
1、乘温州望江路码头渡船至瓯北码头，然后乘坐至白石镇中

就是把梦想的痕迹不动声色地烙印于它的拍摄地，能够

雁风景区的车

让我们以梦境中的迷狂去感受。

2、从温州火车站（新南站）乘坐至白象、柳市、乐清专线到

——《温州雁荡山 探神雕侠侣拍摄地》

白石镇中雁风景区
3、温州黄龙小区专线车直达白象镇中雁风景区
4、乐清市区、柳市镇、北白象镇有公交车直达中雁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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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雁荡山

南雁荡山

北雁荡山位于乐清市境内东北部，万山重叠，群峰争雄，悬

简称“南雁”，位于温州市平阳县西部，有 67 峰、28 岩、24

嶂蔽日，飞瀑凌空，以峰、嶂、洞、瀑、石著称，向来有"寰

洞、13 潭、8 潭、9 石的自然景观，又有 13 古刹、18 庵、

中绝胜"、
“海上名山”、
“东南第一山” 之誉，是全国十大名

12 院、3 亭 8 堂、2 洞 2 楼、1 庙 1 坛的人文景观，被誉为

山之一。

“浙南第一胜景”。

雁荡山胜景可分为灵峰、灵岩、大龙湫、显胜门、雁湖 5 个

南雁荡山属山岳型风景区，分东西洞景区、顺溪景区、明王

景区，380 余处景点，其中被称作“二灵一龙”的灵峰、灵

峰景区、碧海天城景区、赤岩山景区五大景区。其中东西洞

岩、大龙湫又被誉为“雁荡三绝”。

景区景点最为密集，景色雄奇，蔚为壮观。

雁荡奇峰中较为著名的有卓笔峰、独秀峰、玉女峰、双鸾峰、

南雁荡山的整体自然景观突出地表现为“秀溪、幽洞、奇峰、

金鸡峰、双笋峰、展旗峰、巨柱峰、剪刀峰等。

石堑、银瀑、景岩”的“南雁六胜”。境内峰峦叠嶂，溪壑交

雁荡 46 洞中，以观音洞最高，天窗洞最险，·仙人洞最大，仙
姑洞最奇。

错，岩洞密布，怒瀑飞奔，“儒、释、道”三教荟萃，国内罕
见。苏渊雷作、赵朴初书的楹联曰：
“秋色平分南北雁，高风
遥接东西林。”

雁荡瀑布以大龙湫、散水岩、西大瀑、梅雨瀑、三折瀑等最

门票

富盛名。

同程价 25 元

东西洞景区 15 元

门票

>>立即预定

顺溪景区 10 元

灵峰日景 30 元

夜景 30 元

交通

灵岩景区 30 元

大龙湫景区 30 元

1、从温州客运中心乘坐到顺溪的车，直接到南雁东西洞景区

三折瀑景区 10 元

显胜门景区 10 元

或顺溪景区

羊角洞景区 10 元

雁湖景区 10 元

2、从温州客运中心乘坐到水头的车，到站后转乘水头到南雁

筋竹涧 10 元

森林公园 25 元

方洞 20 元

索道上 15 元，下 10 元

交通
1、乐清火车站附近有直达的公交车到景区

（或青街、顺溪、维新）的公交车，到南雁东西洞景区，公
交车票价 2 元

一起游雁荡山旅游攻略（2013 年版）

2、温州火车站对面的新汽车南站有发往雁荡山的旅游车，到
达雁荡山风景区中心镇——响岭头镇
雁荡山旅游汽车站
响岭头镇的雁荡宾馆旁，每天有发往杭州、宁波、上海、温
州、沈家门、嘉兴、南京、无锡等地的长途班车，温岭、玉
环等也有发往各主要景点的旅游公交
雁荡镇车站（景区所在镇）
位于雁荡镇松溪大道 106 号，每天有发往温州、乐清、温岭、
宁波、杭州的直达班车。也有景区公交车至景区中心响岭头
内部交通
旺季时，景区内各主要景点（“二灵一龙”）都有小巴，从最
东端的 104 国道雁荡镇（白溪）路口到最西端的大龙湫

>>点击下载攻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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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雅

林垟水乡

泽雅位于瓯海区西部的泽雅镇境内，俗称“西雁荡山”。此地

林垟是水乡古镇，水是林垟的灵魂和血脉。林垟水乡由数十

原名“寨下”，泽雅是“寨下”温州话的译音，西雁附近还有

个河中小洲组成，境域内有大小桥梁 300 余座，各洲间由桥

一个泽雅水库。

梁联成一片，洲中又有数个大小湖泊。古时村民几乎每家备

区内景观以群瀑、碧潭、幽峡、奇岩为特色，融朴野的山村
风情于一体，有七瀑涧、金坑峡、高山角、泽雅湖、西山、
龙溪、崎云、五凤八大景区，230 多处名胜景点。
古老的泽雅有始建于元至正年间的寂照寺，明朝建造的漫水
桥——永宁桥，明清时的古建民居，富有底蕴，宋代延续至
今素有“中国造纸术的活化石”之称的纸山文化，至今仍历

有小船，往来河汊之间，形成河多、桥多、船多的水乡特色，
被誉为浙南“威尼斯”。
这里有一大批独具特色的明清时代的江南水乡民居建筑。千
百年来，这里的民居临河而建，傍桥而市。河身多曲折，为
林垟增添了几分婀娜姿态，透出悠悠的水乡韵味。

历在目；这里不仅保留着中国"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的最古

一线街

老的做纸工艺，还遗存着诸如正月十三的“周岙挑灯”等等

有一条小街，邻水建筑，长不到 200 米，宽不逾七尺，两侧

古朴的民间民俗。

屋檐相接，巧留一线天际，沿街至今尚存，称之为“一线街”。

泽雅自然景观十分丰富，山石景观之中，山体的有睡俑、仙

自从一线街形成至今，每逢下雨天，雨水就从屋檐间的缝隙

人眉，岩体的有鸡冠峰、鹰栖峰，岩石的有摇摆岩、蘑菇岩，

中径直地往下滴，看着就像一匹长长的珠帘，滴到地上，也

岩洞的有清凤洞、老虎洞等等，山岩荟萃，千姿百态。

似一条曲曲直直的线。在这样的一条街上，不管是烈日炎炎

莽莽大山中生长的 82 属 245 种植物，名贵的如银杏、百年
银桂、红豆杉，活跃在山间的长毛猴、野鹿等三十多种野生
动物也倍增泽雅山水的魅力。
泽雅，顾名思义，“泽”为水，
“雅”为美，当是多秀水之处。
泽雅的水景集中了瀑、潭、泉、涧、湍、溪、湖、河、滩、
漳、池、库等各种景观。
瀑布景观是整个景区水景的最美妙所在，是泽雅风景区的最
大特色，特别是七瀑涧景区，七折飞瀑一涧飞泻，形成七折
各不相同的瀑布，为全省罕见。

的夏天还是滂沱的雨天，都不需打伞，让人们在这样的天气
中也可以轻轻松松地购物。

垂钓之乐
凡是到过林垟的人都有一个印象：林垟河流多、水质好。不
仅如此，林垟还拥有丰富的淡水鱼类资源。基于这得天独厚
的资源优势，林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垂钓爱好者的青睐。
林垟的鱼儿多又肥，而且又是野生的，偶然也有一些养殖的
漏网之鱼。凡来垂钓的人多少都能有些收获，技术好的和运
气佳的，有时还能钓上六七斤甚至是十几斤重的大鲤鱼呢！

交通
1、从温州市区到泽雅最方便的是坐 127 路，火车站始发至

交通

泽雅镇政府，转景区巴士，或包七坐面包车上去，单程 30 元。

1、在温州新南站，乘坐文成方向客车，到龙湖镇（寨寮溪度

20 分钟可达，沿路是清澈见底的泽雅水库，风景美不胜收。

假村）下车；在客运中心坐温州－瑞安的快客，再到瑞安商

2、另有 37 路、12 路公交车，人民路温州南站飞霞桥始发，
至泽雅林岙车站，转景区中巴车（每 20 分钟一班），或包七
坐面包车上去，单程 30 元。

城对面的停车场（又称溜冰场）坐直达高楼的公交车或到寨
寮溪的旅游专列
2、温州市区坐 19 路到瑞安，然后到瑞安商城对面的停车场
（又称溜冰场）坐直达高楼的公交车或到寨寮溪的旅游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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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顺廊桥
泰顺县是浙江省温州市下辖的六县之一，境内千米以上的山
峰就有 179 座，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历史上，很

泗溪姐妹桥

多人为避祸迁移到了这里，并创造出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

是指位于泗溪镇下桥的溪东桥和北涧桥，因这两桥相距不远，

“廊桥”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故被称为“姐妹桥”。溪东桥为叠梁式木拱廊桥，此桥无桥墩，
由粗木架成八字形伸臂木拱，颇为罕见。因为此桥外型美观，

“廊桥”就是有屋檐的桥。泰顺多山，村子比较分散，古时

当地人号称为“最美的廊桥”。

候交通不便，人们在此行走十几里路都难以见到人烟。所以，
当地人便在相隔一定距离的路边建一座风雨亭，供过往路人

北涧桥是宫殿式重檐，结构精巧，造型古朴。桥下流水潺潺，

休息。在桥上建造屋檐，可以保护木质桥梁免受日晒雨淋的

桥旁有千年古樟树参天而立，与桥梁形成优美的风景。

侵袭，还能为行人遮风挡雨。
泰顺境内保存完好的唐、宋、明、清代的木拱廊桥达 30 余座，

薛宅桥

其数量之多、工艺之巧、造型之美以及与周边环境之和谐，

薛宅桥，位于三魁镇薛宅村，系贯木拱廊桥。桥长 51 米，宽

在世界桥梁史上堪称一绝，是《清明上河图》中虹桥结构的

5.1 米，有桥屋 15 间，造型独特古朴，被载入《中国桥梁史

再现。

话》一书。

其中泗溪姐妹桥、三魁薛宅桥、仙居桥、文兴桥、三条桥，
在世界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仙居桥
位于仙稔乡仙居村，始建于 1453 年，现桥为 1673 年重建，

交通
温州客运中心到泰顺县罗阳镇、三魁镇的车较多，车程四五
个小时；到达泗溪镇的车相对少一些。

为木拱廊桥。有桥屋 18 间，是泰顺跨径最大的木拱桥。

文兴桥
文兴桥位于筱村镇坑边村，横跨玉溪之上，为叠梁式木拱廊

区内交通

桥。文兴桥的结构非常奇特，左右不对称的结构使得该桥在

1、从罗阳去仙稔，可乘罗阳开往司前、百丈方向的公共汽车，

泰顺众多廊桥中倍受关注。文兴桥是现存廊桥中环境较好的

注意不要选择不走红岩隧道的车次。

一座，保存完好。

2、从罗阳到三魁的车次则相当多，车程约 50 分钟。
3、从罗阳去泗溪的车也很多，车程 40 分钟左右。

三条桥
三条桥位于洲岭乡和垟溪乡交界溪上，由原先三条巨木跨河
为桥而得名，为叠梁式木拱廊桥。三条桥建桥屋 11 间，明间
五架柱梁，柱头有蝶形莲花瓣头拱座。
三条桥古朴优美，桥身木栏板上题有一首《点绛唇》：“常忆
青，与君依依解笑趣。山青水碧，人面何处去？人自多情，
吟吟水边立，千万缕，溪水难寄，任是东流去。
”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秋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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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枫古道，江南少有。存之不易，堪称佳景。”红枫古道之
名，源于浙江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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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川五十二岭
五十二岭为我县最具特色的红枫古道之一，是研究古时交通
发展状况的古建筑。位于文成县龙川乡村头村至过山村山丘
口亭。南北走向，明清古道，全程约 3.5 公里。

每到深秋，万物萧索之际，文成的山岭上却因有红枫的点缀
而显得生机勃勃。但见古道与红枫相映、霜叶与秋絮翻飞；
沧桑中透着几点浪漫，热烈中带着些许寂寞，引得无数男男
女女，寄情相思。

古道两侧遍布枫香、松等树，沿途有五十二岭北、中、南三
座单孔石梁桥，有板栗、梨子、葡萄、桃子、柚子、李子等
园地，还有供人们假日休闲、吃喝玩乐的场所——农家乐。

文成红枫古道多、长、奇、丽，均修建于元明时代，经历代
积累和不断的修复，遍布文成，连通文成的大镇小乡。文成
境内现今保存较为完好的红枫古道尚有七十余条，共计古枫
3000 多棵，几乎乡乡有红枫古道，其中县城大峃镇周边即分
布着十几条，最为著名的是大会岭、龙川岭（五十二岭）、松
龙岭、岩庵岭。
秋日丹枫似火，红枫与古道一同蜿蜒盘绕在群山之中，形成
了独特的人文景观。秋末冬初时节，岭上攀岭赏枫者、竞先
拍照者摩肩接踵，燃起文成旅游冬天里的一把火。

文成大会岭

大峃松龙岭
位于文成县大峃镇沙垟村至里阳乡垟外村猫狸塘，南北走向，
明清古道，全程约 2.4 公里。古道上通里阳乡，下达大峃镇、
泰顺县、玉壶镇、平阳县。
古道两旁遍布多种名木古树，以枫香为主。沿途有竹林、农
家乐、高山民居、徐三公庙、龙儿头路亭、金畔相公殿等人
文景观，环境优美，景色宜人，途中香枫旁设有水井，有条
石做成的坐登，供路人休息。

大峃岩庵岭

文成大会岭，有“红枫古道第一岭”之称，文成县多山，旧
时交通闭塞，境内有数十条红枫古道，大会岭是其中最著名
的。岭上有很多松树和枫树，大的有数百年树龄，合抱大树
有数丈高，夏天浓荫蔽日，秋至满目丹枫，非常美丽，引来

位于文成县大峃珊门村至里阳乡西山村漈头庵，南北走向，
明清古道，全程约 2 公里，古道上通里阳乡，下达大峃镇、
泰顺县、玉壶镇、平阳县。
古道路面主要以规整条形桃花石铺就，多拐，古道上人文景

游人如织。
大会岭上起富垟村岭头自然村，下至大峃镇岭脚村，全长约

观众多，道植被丰茂，树木遮天。

十里，有 4300 余级。路面早期用不规整的乱石，中晚期用
青条石铺就而成。该古道历经数百年，仍保存完好，沿途集
中了多种文物遗存类型，显示了各个时代的历史气息。

交通
温州出发到文成，沿着县城的主河流直往上游走，走到文成
中学，再继续向前走 400 米左右，右边有条沥青公路沿着山
脚前进，直达岭脚村，便可看到大会领古道。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楠溪青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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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寮大沙滩
渔寮风景区名胜区位于苍南县东南部的渔寮乡境内，东临大
海，南接霞关，北壤赤溪，西毗马站。总面积为 18.5 平方公
里。景区山地自北向南走向，西北青山环抱，苍松翠绿。
渔寮沙滩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称。宜人的气候，宽广的沙
滩、奇异的礁石，蔚蓝的大海，天然的岛屿，构成独特的滨
海景区特色，具有山青、水碧、沙净、海阔、浪缓、石奇等
特点。景区共有旅游景点 68 处。由黄金海滩、音乐石、十六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乡村咖啡提供）

奇礁、雾城岙等部分组成。

雾成沙滩

渔寮大沙滩长 2000 米，宽 800 米，呈新月形，是我国东南

在渔寮沙滩北面 1000 米左右，长 800 余米，宽 200 米，处

沿海大陆架上最大的沙滩，可供万人同时入浴，是理想的海

在水质清澈、风平浪静的海湾内，是一处极佳的海水浴场。

滨浴场和沙滩、海上运动场所。

澳口东有凤山、西有龙山，呈"龙凤呈祥"之态势。传说旧时
每早必有浓雾，故澳后村落称为雾城，即明初抗倭壮士所城

交通
火 车 从 杭州火 车东 站出发 至温州 火车站 转到苍 南中 巴至 马
站再坐公交车至景区。

（后并入蒲门所城，全称蒲壮所城），今城基尚存，人们屐履
所至，无不激发怀古之幽情。

汽 车 从 杭州汽 车东 站出发 至苍南 汽车站 再坐中 巴车 或公 交

老君岛

车到马站镇至景区。

老君岛又名老鹰岛，位于赤溪镇信智港外侧，面积 5000 平

自驾车 从杭州出发走 104 国道线桥墩入口至玉苍山的渔寮

方米，其中三分之二为五彩礁石，该五彩礁石结构镂空，似

金沙滩经环海公路直达。

园林中常常使用的太湖石，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
到老君岛可以拾海贝，吃海鲜、听海涛、观海潮、住海滨、

大乌龟岛

过海瘾，游客络绎不绝来欣赏大自然景观。近海小岛还有石
笋、妈祖、观音、水帘等洞景。

渔寮大沙滩对面 800 米处有个海岛状似大乌龟，圆圆的脑袋，
半圆形的外壳，就象一只海龟遨游在碧波荡漾的大海上。据
说，它就是吕山老母派来送黄九师公回家的大神龟，因迷恋
渔寮的美景，也就不愿回去了，从此永远留在了渔寮。

音乐石
在沙滩的中部有堆重重叠叠、大小不等、内部空空的石头叫
音乐石，用石头叩击不同的部位，能发出大鼓、小鼓、小锣
等五音七律。如果你爱好音乐，你就能在顶端这些石头上奏

渔寮的吃与众不同，尽是些生猛海鲜，龟脚、海葵、辣螺、

出一支支悦耳动听的乐曲。

箭尾蟹（鲎，与恐同龙时代的古老海生动物，有活化石之
称）等品种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这些海产品既鲜活，价
格也便宜，烧起来根本无需放味精。

文蛤

虾皮是当地的名产，不但味极鲜美，也耐存放，不易变质。

宽阔平坦的沙滩上养有“天下第一鲜”——文蛤，因没有污

由于每百克含钙 1000 毫克，并含有丰富的碘和肝糖，营

染，此地出产的文蛤是日本指定进口的海产品。潮水退后，

养价值很高，小儿经常食用可防佝偻病，老人经常使用可

沙滩上便出现大量菊花状、冰裂状花纹小洞，里面不时有小

防止骨质疏松。

蟹们进出，这些花纹是它们的杰作。在沙滩上追赶四处横行
的小蟹是一个乐趣，如果运气好，你还能在沙滩上捡到五光
十色的贝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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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欢乐之旅：茶山五美景园 → 江心屿 → 洞头列岛
寻山问水：雁荡山 → 楠溪江（两日游）
经典线路：五马街 → 江心屿 → 三垟湿地

茶山五美景园 → 江心屿 → 洞头列岛（两日游）
第一天看温州茶园风光，感受悠久的茶文化，游览市内人气景点——江心屿，拍照留念；第二天欣赏海景、品尝海鲜。洞头海
产资源丰富，游客可以垂钓尝鲜，享受自己动手的乐趣。
餐饮
DAY1 景区内有餐饮提供，温州市区很多小吃摊点，可以品尝当地特

住宿
推荐住在温州市区，交通比较便利

色美食。
DAY2 到了洞头列岛，当然是吃海鲜了。这里有大量丰富新鲜的海鲜，
千万不能错过。

推荐住宿

>>温州特价酒店

温州速 8 酒店（望江店）
经济单人间

同程价：178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经济大床房

同程价：218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雁荡山 → 楠溪江（两日游）
第一天看温州茶园风光，感受悠久的茶文化，游览市内人气景点——江心屿，拍照留念；第二天欣赏海景、品尝海鲜。洞头海
产资源丰富，游客可以垂钓尝鲜，享受自己动手的乐趣。
餐饮
DAY1 雁荡山特色佳肴以食用海鲜为主，并有著名的八大名菜，第一
天游玩雁荡山的时候可以品尝。
DAY2 楠溪江一带均属山区乡村，主要以“野味”、
“土家菜”著称，
当地营养丰富的本地土鸡、野甲鱼深受游客喜爱。

住宿
响铃头的私人旅馆条件不错，价格却非常便宜。到
那里去找，进入房间看看设施，再下楼与老板砍价。

推荐住宿

>>温州特价酒店

雁荡山花园山庄
豪华标准房

同程价：288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商务房

同程价：398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五马街 → 江心屿 → 三垟湿地
游走在五马街，感受现代与古老的和谐，品味最地道的温州小吃。到江心屿、三垟湿地，亲近大自然。
交通

住宿

五马街到江心屿较近，可打的、步行、坐 31 路从小高桥站起。

推荐住在市中心，周边也有很多可供休闲的地方，
且交通比较便利。

餐饮
五马街是温州旧城商业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域，两旁建筑基本保持
原有西洋风格，且也有很多用餐的地方，温州地道的长人馄饨、矮人
松糕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推荐住宿

>>温州特价酒店

温州总商会大酒店
特价标准房

同程价：238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普通标准房

同程价：278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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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温州火车站附近

>>查看火车站附近特价酒店

>>查看温州特价酒店

温州云天楼米兰国际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13757ymdcpl] 感觉不错，干净、豪

标准双人间

398 元

华、舒适，交通方便，入住有水果送，

豪华房（双床）

448 元

早餐也还不错。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火车站附近酒店

[138jfqfp583] 感觉真的很不错，地处
中心位置，交通便利早餐也很丰富，适
合商务出差等。
→ 查看更多酒店点评

温州万豪商务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ellansong] 酒店设施比较完善，但是

豪华标准房

418 元

因为靠近温州火车站，附近打车不太方

豪华大床房

428 元

便。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火车站附近酒店

[15157qggtkw] 整体不错，晚上还有
服务员送水果的，挺人性化。
→ 查看更多酒店点评

温州均瑶宾馆
房型

同程价

[FHSKFH] 还 可 以把 ， 出 行 也 比 较方

商务双人房

328 元

便，下次再来。

标准单人房

308 元

[吴门吟歌] 地理位置不错，很方 便。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火车站附近酒店

酒店装修感觉有些年代了，时尚不够，
实用有余。
→ 查看更多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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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温州特价酒店

温州海悦名邸精品酒店
房型

同程价

[evaqinb] 酒 店 位置 在 江 边 ， 环 境不

高级单人房

390 元

错，酒店设施也不错。

高级海景大床房

458 元

[13906qaouuc] 住过几次了，感觉还

→ 预订此酒店

行，到江边散步是不错的选择。

→ 查看鹿城区特价酒店

→ 查看更多酒店点评

温州顺生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18815rykyng] 地理位置很适中，出

标准大床房

388 元

门打车非常方便，环境比较舒适！

豪华单人房

438 元

[13958neoefw] 靠近市区，干净非常

→ 预订此酒店

适合出差公务用。
→ 查看更多酒店点评

→ 查看鹿城区特价酒店

温州金斯顿欧情宾馆
房型

同程价

标准间
豪华单人房

[13961zakmxh] 性价比不错，位置很

298 元

好，很方便。

318 元

[13857kng5pu] 离我们单位很近，而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鹿城区特价酒店

且地段不错，离市区也不远，总体来讲
还是不错的。
→ 查看更多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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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以温州风味为代表的温州菜，在菜肴上种类繁多，但大多采用近海鲜鱼与江河小水产类，活杀活烧，其传统烹调方法擅长于鲜炒、
清汤、凉拌、卤味。因温州古名东瓯，建国后，为了提高温州菜的知名度，经过餐饮专家共同研究，将温州菜改称“瓯菜”，是
浙江菜系的五个流派之一。

温州名菜
双味蝤蛑
温州习惯称青蟹为蝤蛑（yóu móu），其肉细嫩腴美。双味蝤
蛑以清蒸和锅贴两种烹调技法制成，一菜双味，风味独特。
蟹饼排列在盘中央，间隙处衬以香菜、姜丝，带醋两小碟上
桌，此菜形态活泼，色彩艳丽，肉如膏脂，鲜美异常。

蛤蜊豆腐汤
蛤蜊是一种贝类动物，呈圆遍形，贝壳上面颜色斑谰，红色、
黑色、白色相间，煞是惹人喜爱。蛤蜊在都用于做汤，和豆
腐一起烧的蛤蜊豆腐汤名闻遐迩，有“天下第一鲜”的美称。
当然，你还可以煮熟之后拿出里面的肉炒着吃，那就又另有
一番风味了。

香螺
香螺一般放在水里煮熟就可以吃了。它的吃法和田螺不同，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温州超人提供）

不能用嘴去吮，只能用一根牙签，揭开上面的紫色的一层薄
薄的一片盖，然后把牙签插进肉里连肉带膏一起挑出来，再

江蟹生

放在醋酱味俱全的调料里浸一下，便可以吃了。

“江蟹生”就是生的江蟹凉拌的菜，是温州传统的冷食。用
于家庭，只是普通的“酒”菜，搬上酒宴，便成上等冷盘。

蒜子鱼皮

江蟹是一个泛指，一般约定俗成的是瓯江中的梭子蟹，经过

鱼皮即鲨鱼皮。《本草纲目》载：“其皮刮沾去沙,剪作脍，为

精劈分解，用醋、酱油、黄酒浸制或辅以其它密法原料，制

食品美味，食之益人”，有“解诸鱼毒、杀虫、愈虚劳”之效。

浸时间约半小时至一小时，因此江蟹生的表面味道就是酸、

这道菜以鱼皮为主料，加大蒜子烩烹而成。具有蒜香浓郁、

甜、酱、鲜，蘸了芥末吃，就变成了鲜猛辛辣。

鱼皮软糯、汁浓味鲜的特色，是瓯菜中甚受大众推崇的热菜

虽然其调料离不开酱醋酒以及味精类，但腌制出来的口感总

之一。

是比其它生食类要略胜一筹。吃起来不粘壳不带腥，撅嘴轻
轻一吸，蟹肉便脱离蟹壳滑入口中。

橘络鱼脑
鱼脑，亦称鱼脑明骨，用鲨鱼软骨制成，胀发去腥后，晶莹

山头麦

透明，质感柔滑，是海味中的上等菜肴。橘络鱼脑是用鱼脑

学名叫羊栖菜，是一种水里长的野菜，按常理说它是上不了

与蜜橘合烹成羹，具有黄白相映、爽滑香甜、微酸适口的特

大台面的。可是就是这‘土’味特别招人喜欢。洗干净它也

色，是瓯菜中的主甜食之一。

得花段时间，可以凉拌也可以加点咸菜下锅炒，味道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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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蛤

炸蛏子筒

温州人称之为“花蛤”。经开水烫几秒之后就可以吃，拨开壳

蛏子是温州海涂特产,水分含量特多,蛏肉特鲜嫩。这道菜的做

可以看见血一样的分泌液，所以称之为血蛤。沿海一带认为

法是先将蛏子去壳,用鸡蛋煎皮将蛏肉和姜、葱一起卷包成圆

这个东西很滋补，补血。

柱形,然后挂糊油炸,以辣酱油蘸食。此菜既保持了蛏肉鲜嫩的

本草纲目记载：血蛤(蚶)“味甘性温,功能除了补血外，还可

质感,同时又增加了酥、松、香的外层,吃起来特别鲜香美。

以润五脏、健胃、清热化痰、治酸止痛，主治痰热咳嗽、胸

海瓜子

胁疼痛、痰中带血等”。

海瓜子是一种白色的小蛤蜊，大小形状如南瓜子，多产于潮
汐频繁的泥滩中。海瓜子捕获时，多含泥沙，须在淡盐水中

斤鸡马蹄鳖
温州方言有“斤鸡马蹄鳖”之说，早期的农家，正月孵出小

浸养半日，待海瓜子泥沙吐尽，洗净备用。

鸡仔后，养到四五月份早稻收割时，重量正好长到一斤左右，

沥尽水分后，在锅中加少量食油，猛火热炒，放少许葱末、

此时的鸡是最补的。而马蹄鳖指的是甲鱼，大概半斤重，仅

姜片、盐或酱油，炒至海瓜子薄壳弹开即可装盆食用。肉细

马蹄大小，因此得名“马蹄鳖”。一斤的鸡遇上半斤的甲鱼，

嫩，味极鲜，是佐酒佳肴。

成就了一道民间的滋补大菜。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黑郁金香☆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温州超人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黑郁金香☆提供）

瓯菜三绝
三丝敲鱼

锦绣鱼丝

爆墨鱼花

温州民间传统佳肴，相传已有百余年历

锦 绣 鱼丝 为新 创瓯 菜， 选用 黑鱼 脊背

爆墨鱼花，温州人以墨鱼作原料，能制

史。直到今日，每到逢年过节、亲朋相

肉，切成约一指长细丝，配红绿灯笼椒

作很多菜肴，以爆墨鱼花最有特色。墨

距，常以敲鱼款待客人。

丝、豆芽米等炒制而成。

鱼肉锲花刀，烧熟后片片墨鱼卷曲成麦

“三丝”指的是鸡脯丝、火腿丝、香菇

每一个步骤，都要求“精工细活”，一

丝。敲鱼、三丝加清汤烹制而成的“三

刻也不能大意。保持鱼丝完整，是此菜

丝敲鱼”，汤清味醇、鲜嫩爽滑，色泽

成功的关键，无论是入油锅划开，还是

调和，独具风味。

加配料热炒，鱼丝都不可散、不可碎、

做爆墨鱼花时，先将墨鱼切成无数横竖

不可断，对厨师的功力要求极高。

虚刀，再切成菱形或长方形，加热后自

滑爽、崩脆、细腻鲜嫩，佐料的诸般滋
味 已尽在 其间 ——香 中透辣 、辣 里溢

此菜刀工精细，色彩天然鲜艳，丰富似

香、香中渗鲜、鲜里含酸、酸中有咸、

锦绣，鱼丝条不断、均匀洁白，口味滑

咸中有香……简直妙不可言。

嫩香鲜。

穗状，造型美观。没有深厚的功底，难
以发挥特色，是一道刀工、火候并重的
名肴。

然卷曲成麦穗状。爆制时芡紧卤汁，脆
嫩爽口。没有深厚的烹调功底，难以发
挥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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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小吃
糖金杏
石榴，温州方言叫“金杏”。糖金杏，是将白糖染成红色，煎
成浓汁，然后用模具压出石榴形状，冷却后即成。
温州谚语云：“囡儿出嫁要分糖金杏。”这是温州一项有特色
的民俗。惯例是：在送日时，男家送到女家，一般是大的送
一个，要插上彩色绒球，用玻璃匣子装好，摆在新房中；小
的则视女家亲友多少而定，有多少家亲友，就送多少个，表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境由心造提供）

示祝贺新婚夫妇早生、多生子女，像石榴般多子。

糯米饭
糯米饭是由蒸熟的糯米，上面撒上油条碎末和肉碎汤组合而
成的。有些人也喜欢吃甜的，就是把肉碎汤换成白糖。一般
吃糯米饭时，会搭配蛋汤、豆浆、豆腐脑、牛奶等。

荷花酥
面粉加熟猪油，分别搓成水油皮、干油酥，开成多层酥皮，
包入豆沙馅，制成球形，用小刀在顶部锲成六个大瓣为止。
成品酥皮层层翻出如荷花瓣，酥脆香甜。

强泥蒜糕

鳗鲞

泥蒜是一种产在滩涂上的软体动物，其貌不扬，
“泥蒜”是当

新鲜的鳗鱼宰杀后从背部刨开，挂在遮阳通风处自然风干，

地渔民的叫法。泥蒜的味道很鲜美，，把它和糯米糕一炒，滑

吃的时候蒸熟就便可。蒸熟的鳗鲞切成片要夹着熟肥肉来吃，

嫩鲜香，几乎不用咀嚼就顺着喉舌滑到胃里去了，等你回过

再蘸上一点酱油和米醋调和的蘸料。过年的时候在温州到处

味来，只觉满口生香。

能看到背着鳗鲞叫卖的人。

鱼丸汤
温州的鱼丸不是圆形的，以鱼肉或海鳗肉为主料，切成细条，
用酒、味精、盐渍片刻，加白淀粉，用手揉透，然后用手指
摘入沸水中，上浮便熟。

牛肉羹
腾蛟牛肉羹是平阳一绝。牛肉羹有两种，一种是牛板筋，一
种是牛肉碎，汤是老汤，佐以胡椒、酸醋，撒上香菜，味道
酸辣爽口，闻之口涎长流，吃之汗渗满颜。

吃的时候连原汤舀入小碗中，加米醋、味精、胡椒粉和葱花，
小心翼翼地舀起一勺送入口中，唇齿间溢满一股淡淡腥味的
鱼鲜味道，用力一嚼，还会发现这“鱼丸”颇有劲道，弹性
十足。温州大街小巷设有许多鱼丸店摊，可以一尝。

素面

猪脏粉
温州的特色小吃之一。猪脏粉只取猪大肠、小肠和猪血（但
现在一般都用鹅鸭血，因为猪血的口感和卫生不如鹅鸭血）。
从事这项手艺的人也越来越少，想吃到一碗正宗的温州猪脏
粉已经是实属不易。

有人用“细如银丝，洁白柔韧”来形容纱面，称熟时晶莹柔
滑，口感极好。在妇女坐月子时，做外婆的免不了要提上一
长筒交叠成“8”字形的素面，俗称“长寿面”，以讨吉利。
而媒人在说媒成功之后，常会美滋滋地去新娘家喝“纱面汤”。

县前汤圆
温州有名的县前汤团原名郑德大汤团，始于清光绪二十七年
（1901），相传至今，久盛不衰。汤圆洁白晶莹、滑糯爽口、
汤清香馨、入口即化。

麻巧
麻巧（也有叫“巧食”的）是温州七夕不可缺少的重要食品。
采用优质面粉、蔗糖、 猪油、食盐、苏打等原辅料，经调制
成舌形，撒以芝麻，烘烤而成。

县前汤团选用上等糯米制作，煮而不破，口感细腻。麻心汤
团香甜可口、擂沙汤团味醇爽口，鲜肉汤团入口咬开，便有
一股香汁流出，鲜美无比，这 3 个品种最受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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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特产
特产
鸭舌

瓯柑

鸭舌是瓯菜系名菜，熟鸭舌在温州的价格甚高。卤鸭舌呈琥

瓯柑是温州的传统特产，栽培历史已有二千四百多年，三国

珀色，卤熟风晾至半干，一根整舌带着舌根两条波状如弹簧

时即被选为名珍馈赠曹操，有“果中皇帝”之誉。成熟的瓯

钢丝的软骨，鸭舌看上去像一只随时准备飞逃的无臂水虱，

柑扁圆，略凸呈倒卵形，柑皮金黄，籽少皮厚，果肉多汁，

嚼时极具韧性。

食用时先感觉甘甜后微苦，有特殊的香味和丰富的营养价值。

藤桥熏鸡

瓯绣

藤桥熏鸡是当地的名吃，可当零食和冷菜吃。通常是蒸过以

瓯绣，又称画帘，是温州的地方传统艺术。瓯绣品种很多，

后，切成小块再沾酱油或者醋来吃，味道很正，口有余香。

除各式画片、挂屏等装饰品外，还有台布、戏装、枕套、被

这是当地送人的上佳礼品，游客可以在温州买几只熏鸡带回

面等实用品。画面有人物、山水、花卉、走兽 4 大类，共有

家赠送亲朋。

1000 多种花色。

无味和鱼生

温州石雕

鱼生即白檀生。白檀，又名小白带，是一种细长扁平的小鱼。

温州石雕是青田石雕支流，远在唐代就有艺人从事于石雕，

五味和老店制作鱼生已有 60~70 年的历史，该店用独特的传

镂刻印章、如意、香炉、器皿和房屋建筑饰品。当地的石雕

统配方，选用细如扁面条的鲜小白带，按一定比例配以糯米

艺人善于运用石块不同颜色和不同形状，利用传统镂空、浮

粥、黄屿产萝卜丝、红糟、食盐、白糖、味精、米醋等腌制

雕、浅刻等手法，雕琢出山水人物、花卉禽兽，多数作花瓶、

而成，瓶装出售、许多回乡探亲的温州籍华侨和港澳台同胞

台灯、烟嘴、书夹、扇坠等工艺品与日用品。

常随带几瓶回去，视为不可多得的家乡风味。

碳烤鱿鱼丝

米塑
米塑又称“粉塑”，温州独有的民俗工艺，与北方的“面塑”

因为温州临海，所以它的海产业较为丰富，碳烤鱿鱼丝就是

一道称为食品塑作工艺的双绝。以煮熟的米粉团为原料，采

其一，其独特的味道让她成为名符其实的美味。

取揉、捏、掐、刻、扮等手法，用多种色彩精制成人物、龙
凤、花鸟等工艺品。

五味香糕
又称五色香糕，为温州市传统名点。以糯米粉和精白糖为主

三杯香

料，经糕盘加工成型后蒸炊而成。一包五条，其色各异。红

泰顺名茶，采摘于清明前后，因冲泡三次后仍有余香而成名。

色配以桂花香精，黄色配以香蕉香精，白色以五香（丁香、

该炒青绿茶外形条索细紧有苗锋，色泽翠绿油润，芽好藏隐，

八角、小茴、桔皮、花椒）为馅，黑色裹以黑芝麻粉，各具

泡开之后呈一芽两叶叶形。

风味，老少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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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中心
温州财富购物中心

温州五马街

财富购物中心位于有温州华尔街之称的车站大道与锦绣路十

五马街，是温州市最著名的商业街，是温州市的传统商业中

字路口，地处温州市新核心商圈，与喜来登大酒店、时代广

心，沿街各类商店鳞次栉比。

场比邻而座。

五马街是温州旧城商业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域，两旁建筑

财富购物中心是温州目前最顶级奢侈品牌购物中心，也是温

基本保持原有西洋风格，有五味和、金三益、老香山 3 家百

州目前唯一拥有多家世界顶级品牌直营店的购物商城。

年老店和百货商店、温州酒家等。这些老店大都创办于清代

地址：车站大道 577 号财富中心
电话：0577-88007666；0577—88007787

银泰百货温州世贸店

和民国期间，不少店铺的历史在百年以上。

温州女人街
女人街相邻于五马街，真名应该叫纱帽河街。目前，这里成
为集女装、女鞋、女式包、小饰品、鲜花、摄影、婚纱等行

银泰百货温州世贸店位于温州市最繁华的商业核心地带温州

业以及专为女性服务的美容、美发、美甲、美体于一体的女

大南门解放路，系温州最高楼温州世贸中心裙楼，面积近

性消费市场。

35000 平方米，主要经营化妆品、男装、女装、童装、运动
装等品类，共有 8 个楼层。
其中女装营业面积突破一万平方米，涵盖 3 个楼层。是一家
以流行时尚商品为主，集百货、餐饮、娱乐、休闲于一体的
综合型现代化百货商场。
地址：温州市解放南路（荷花路口）
电话：0577-88008088

相比较于五马街，这条街更短，更小巧，很是适合女性，是
女孩子逛街必去的地方，也是一个超级值得去购物的一个地
方，这里每家小店都有不同的特色，装修也很有风格。
在纱帽河这样的小巷里上还有卖瘦肉丸，锅贴等小吃，可以
边吃边逛，是个逛街的好地方。在那边卖东西很全，也很方
便，最主要的是那边开店面的老板都很年轻，每次去都能看
到美女帅哥哦！

温州旅游名购中心

温 州以 其显 赫的 商贸地 位扬 名国 内， 商业 经济相 当发

是温州规模最大的旅游购物中心，成为温州名品展示、购物

达。温州的鞋、服装、小商品等早已成为国内众人皆知

和交易的平台，温州的各类名优产品等通过旅游这个渠道在

的地域品牌。素有“服装之城”、
“鞋业之都”之誉，这

“名购中心”得到展示和销售，成为外地游客在温旅游时最

里的服装和皮鞋不仅款式新、品种全，价格也便宜。

受欢迎的采购商品，渐成温州旅游的一张新名片。

温州华宝斋
温州市特色旅游消费场所，是温州工艺美术品展示窗口，交
易平台。这里汇集了享有“百工之乡”之美誉温州的传统工
艺美术大师精品佳作。温州工艺美术历史悠久，品类繁多，
流派纷呈，技艺精湛，人才辈出。
地址：温州市马鞍池东路 237 号二轻大楼一楼
电话：0577-88183737

服装批发指南
1、批发女装，主要在火车站这一带，其中铁道属最旺
的，还有不少经营外贸服装的，质地有的还不错。
2、稍微高档服装批发点在城西街，这里的衣服质地比
火车站的稍好，款式也很时髦。其中，最高档的女装批
发市场在“金泰·温州服装批发市场”（温州市区西部商
贸中心区）。
3、“铁井栏童装市场”（温州铁井栏童装专业街）是温
州最大的童装批发市场，火车站铁道大厦附近也有批发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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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士
漂流
漂流前的准备
1、多带套衣服：漂流不可避免会“湿身”，上岸后没有干衣
服换是很难受的。
2、参加漂流不要穿皮鞋，平底拖鞋、塑料凉鞋和旅游鞋都可
以。坏天气水上冷，好天气水上晒，要注意防寒防晒，太名
贵的服装鞋帽最好不要用于漂流。
3、上筏只带饮用水，手机、传呼、证件和现金……怕水的东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晓风残月 0908 提供）

西都不要带。
7、漂艇在正常使用下不会有漏气问题，由于溪水并不深，即

漂流注意事项

使出现问题，也能及时上岸，吹响救生衣上的求救口哨，寻

1、漂流时不要做危险动作：一般来说，漂流河段都是比较安

找救护人员并更换漂艇。

全的，只要不自作主张随便下船、不互相打闹、不主动去抓

8、在漂流的过程中请注意沿途的箭头及标语，它可以帮助您

水中的漂浮物和岸边的草木石头，漂流筏不会翻。一旦“翻

找主水道及提早警觉跌水区。

船”也没关系，憋住气，小心不呛水就行，因为穿有救生衣；
2、漂流船通过险滩时要听从船工的指挥，不要随便乱动，应
紧抓安全绳，收紧双脚，身体向船体中央倾斜；

9、在下急流时，艇具请与艇身保持平衡，并抓住艇身内侧的
扶手带，后面一位身子略向后倾，双人保证艇身平衡并与河
道平行，顺流而下。

3、漂流过程中注意沿途的箭头及标识，它可以帮助你找主水

10、当艇在受卡时不能着急站起，应稳住艇身，找好落脚点

道及提早警觉跌水区。

才能站起，以保证人不被艇带下而冲下。

4、由于全程跌水区及大落差区很多，请一定不要携带怕水的
东西，以避免掉落或损坏。
5、带眼镜的朋友请找皮筋系上眼镜。

父母须知：太小的孩子不要漂，会游泳

6、必须全程穿着救生衣，在掉到水里时救生衣会把您浮起来，

滩，不懂事的孩子在船上乱动很危险。

也不行。山中河道情况复杂，到处是急流险

即使会游泳也必须全程穿着，防止在不注意中艇翻掉才不会
惊慌，确保安全。

小贴士
1、温州的各种不同档次的酒店、宾馆有很多，在各个风景区

2、温州主要有杭州话、温州话、宁波话、台州话、绍兴话，
普通话在省内大城市通用。

也拥有数目众多的住宿场所，市中心，火车站和经济开放区

3、温州美食以海鲜为主，虽然美味，但是不宜贪吃，且也要

三个区域有较多住宿选择。

注意，食用海鲜时千万不可与其相克的食物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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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南雁荡三日记游（三）--明王峰篇
2013-3-15

作者：见青山

第一日为顺溪优美的自然山水所欣悦，第二日在传统的儒释道文化中得到熏陶，
而第三日则累身亲历红军故道，瞻仰英烈遗迹，个人感受可谓丰富而厚重。由此，
对南雁荡山的品评当然享有发言权，它确是一处不可多得的集观光觅胜、休闲度
假、文化游历、革命传统教育于一体的国家级风景旅游胜地。…… [查看全文]

廊桥的美丽与忧伤
2013-2-23

作者：沈陌

赴泰顺友人的相邀，历经五小时车程前往，最美的诱惑却只为廊桥。也许是缘于
一部电影，廊桥总让人联想起一个浪漫的梦或是一段凄婉的故事，关于爱情、关
于时空错过的遗憾。而关于泰顺的廊桥，在想像中应是寂寞与安详的，静静地隐
于山村、隐于田野，等待着与游人讲述一个个悠远的故事……[查看全文]

甸园漂流有感
2012-11-22

作者：心愉景悦

筏子前进的速度也比较慢，但是往上行的时候，周围的景色是相当的美。当筏工
将竹筏调头开始往下漂流的时候，真得有十分松弛的感觉了。因为筏工也不需要
用力撑篙了，这时候筏子上的人仿佛流淌在山水之间，青山绿荫湍湍的溪水，好
不诗意啊……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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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网友
本攻略感谢一起游网友热爱大自然、海风小舟、蓝风旅游摄影、随风旅行摄影、搁浅的左岸、东方天蝎、
秋趣、楠溪青黛、乡村咖啡、温州超人、☆黑郁金香☆、境由心造、晓风残月 0908、见青山、沈陌、心愉
景悦的支持。

版本信息
如有批评建议，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本攻略将不定期更新，下载最新攻略请至一起游温州旅游攻略。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一起游旅游攻略。

版权声明
本攻略 PDF 版已得到 Adobe Acrobat 官方认证，本攻略最终解释权归一起游所有。

加入我们

一起游微信

我们会在微信中为您推荐
最新鲜的旅游资讯

同程旅游客户端

同程旅游客户端将为您提供
手机预订产品服务，同时您
可在手机上查看旅游攻略

一起游微博

一起游旅游攻略

+ 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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