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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抢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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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坑土楼民俗文化村
洪坑，一个居住着 500 余户林氏人家， 四
面群山环抱。洪川溪清澈、活泼、灵 秀、
蜿蜒，穿村而过；站在溪桥上，看青山如
黛，连绵起伏；看两岸土楼，雄伟古朴。

宫殿式土楼

P2：在永定土楼必做的事
P3：永定土楼分布图
P5：永定土楼概况
P6：线路推荐

奎聚楼，位于湖坑镇洪坑村，宫殿式结构的
方形大土楼，远看颇有"布达拉宫"般的气

P6：欣欣线路推荐

势。从高看，楼宇与背后的山脊连城一体，

P7：交通攻略（到达永定土楼）

如猛虎下山。

永定芋仔包

P8：当地交通

芋子包是永定出产的“风味小吃”
。它既不
属于菜，也不属于饭，更不属于糕，但它

P9：永定土楼景点介绍

就是由菜做成的，可以当饭吃，也可以像
糕一般随身携带。

P11：住宿推荐
P12：永定土楼美食攻略

提前早知道

P13：永定土楼特产

适合人群： 所有人
适合天数：1 天—2 天
花费预算：400 元

P14：永定土楼节庆活动

最佳旅游时间：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一年四季都很适合旅游。

P15：旅游贴士

本地人忠告
1.在永定火车站下火车，一定不要被在出口处打着“福建土楼旅游
路线”接待招牌的一 30 岁左右男子给骗了。
2.千万不要听摩托车司机的去振福楼, 振福楼不仅门票很贵，而且
简直是物无所值类型。裾当地知情人士说，振福楼是私人经营的，
每个司机拉一个游客到该景点，景点会返还 20 元给司机。

鸣谢:
本攻略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果版权拥有者或者
作者发现自己作品被使用，请及时向欣欣旅游网提出通
知，欣欣旅游网将及时移除相关内容或者添加作者的版
权信息。

3.在裕昌楼千万不要听信楼里的居民用厨房里水井中的好水泡茶
喝，这是一项额外的收费项目，而且价格不菲。

欣欣百宝箱
品质线路

特价酒店

在此，本攻略特别鸣谢网友：小慧子、小茂、花生、

fj9766

优惠门票

打折机票

返回目录

必做的事

众多家庭集居一处和谐相处又体现了中华文化包容、团结的美德。
坐落在湖坑镇洪坑村的振成楼，建于 1912 年，被称为“土楼王
子”，它以空间设计精致多变而著称。坐落在高头乡高北村的承启

奇特土楼曾误导卫星

楼，又名天助楼，被称为“福建土楼王”，按易经八卦原理设计，上
上下下四百间，历经沧桑三百年，鼎盛时期住过 800 多人。

在福建龙岩市永定县境内的群山中，分布着几千座各式各样的
客家民居建筑，统称“永定土楼”。这些外形或圆或方的泥土建筑
起源于唐代，元末明初时慢慢在当地盛行起来。
据说土楼的形成源于客家人的智慧，他们从中原地区迁徙而
来，为躲避外来侵扰便以家族为单位聚居，结合闽西地区红土坚实
和林木茂盛的特点，独创了这种土木多层建筑。土楼规模宏大、结
构精巧，具有安全防卫、防风防震的功能。永定全县有圆楼 360
座，方楼 4000 余座。圆楼大都二、三圈， 由内到外，环环相套。
外圈高十余米，一般三至四层，有一二百个房间，内圈一般是客房，
中间是祖堂。
虽然由生土夯筑，不需钢筋水泥，但土楼牢固如石。有的楼门
上还装有防火水槽，可抵御火攻。从空中俯瞰，每一座土楼仿佛落
入山间的飞碟。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小慧子

享受土楼客家经典美味
闽西地区聚居客家人，这里的饮食风味以客家特色的菜肴和点
心为主。客家食物宜温热、忌寒凉，多用煎炒，少吃生冷，在使用
香辣方面更为突出，菜肴有“鲜润、浓香、醇厚”的特色。饮食口味
略偏“咸、油”。
此外，客家还融合了各地菜肴的特点，既有吴越地区的酸甜，
也有巴蜀地区的辛辣，更有闽粤地区的酱腌味菜。这使得客家饮食
文化更加多姿多采。长汀的白斩河田鸡、连城的涮九品、永定的菜
干扣肉以及新罗城区内各式各样的小吃，让人百吃不厌，流连忘返。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小慧子

感受浓厚客家文化
永定土楼如今已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代表是由永定、南靖、华
安三县的“六群四楼”组成。
土楼的内部装饰之美，不逊于北方的大院文化，客家人虽深处
山区，但依然重视教育和文化。土楼内部的雕刻艺术以及众多楹联、
石刻、牌匾的精致多样，显示了他们极高的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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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楼分布图

永定土楼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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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客家土楼旅游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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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楼概况

这究竟该是怎样简单质朴的生活，一堵墙围了一个家园，一道
门隔断一个世界。

南北文化融合的福建传统建筑群
永定位于闽西的龙岩地区，这里分布着历史悠久、风格独特的
客家民居建筑群，它们被统称为“永定土楼”。
客家土楼建筑闪耀着客家人的智慧，它具有防震、防火、防御
多种功能，通风和采光良好，而且冬暖夏凉。它的结构还体现了客
家人世代相传的团结友爱传统。试想几百人住在同一幢大屋内朝夕
相处，和睦共居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客家人淳朴敦厚的秉性于此也
可见一斑。一进入土楼，你立即就能感觉到那种深沉的历史感和温
和的气氛。
全楼的设施布局既有苏州园林的印迹，也有古希腊建筑的特
点。堪称中西合璧的建筑奇葩。1995 年它的建筑模型与北京天坛
作为中国南北圆形建筑代表参加了美国落杉矶世界建筑展览会，引
起了轰动，被誉为“东方建筑明珠”。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fj9766

坚持留守土楼群的人
还在土楼中继续生活的人们，也将旅游作为了生活的主要来
源。土楼的人，生活很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五点多便起床，
吃早饭，干活，或者收拾货品准备迎接蜂拥而至的游客。
许多生活物品，还是保持着传统的样子。竹萝、瓜囊、藤条、
煤油灯，零零散散的挂在壁上，与土楼沧桑的木色融在一起，像是
键盘一般，奏着岁月的歌。
继续留守着的人们，几乎都在兜售各式的土特产、工艺品、纪
念册。游客，成了主要的经济来源。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花生

承启楼寻找世界土楼王
承启楼位于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高北村，据传从明崇祯年间破
土奠基，至清康熙年间竣工，历世 3 代，阅时半个世纪。
承启楼是一座城堡， 一座家族之城。整座土楼的居住者都是
江姓氏，祖祖辈辈，按需分配房间。厨房、卧室、客厅，一应俱全。
有很多年轻的孩子都外出务工，房屋空下来了，加上旅游经济的推
动，也就有了慢慢用作客房一说。才满足了我这样好奇的孩子。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花生

返回目录

05

线路推荐
传统线路推荐
Day1：高北土楼群（承启楼、世泽楼、五云楼和侨福楼）——>永定洪坑客家土楼民俗村（振成楼、福裕楼、奎聚楼、如升楼、民俗博物
馆、天后宫）
Day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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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庆楼、博物馆）
Day3：虎豹别墅与谷中川村落——>龙湖景区（地下厂房及乘船游览龙湖）
如果只是去看看土楼，不用去小住，三天游土楼就足够了。如果时间不充裕，怀远楼等左线土楼可以不去，直接从右路去田螺坑，然
后沿线返回。其实土楼大多差不多，看几个有特色的并注意他们的特色。最好的办法是找到承启楼江恩庆老人，把你的时间、计划讲给他
听，让他帮你设计土楼旅游路线。

欣欣线路推荐

<【超值优惠】永定土楼一日游>福建永

<【特价纯玩】厦门鼓浪屿、永定土楼二

<厦门鼓浪屿、大嶝岛、永定土楼 4 日游>

定土楼旅游经典线路，浏览最大的‘土楼

日游>仅 260 元起!漫步鼓浪屿体验浪漫海

仅售 386 元享受原价 520 元的厦门+永定

王’承启楼，体验客家风情！

上花园，浏览世界文化遗产感受客家风情

土楼 4 日游！游览土楼民俗文化村，畅游

（市区免费接送、住宿可升级）

厦门岛内外，海上看金门，迷失在海上音
乐花园鼓浪屿！
【推荐】

门市价：199 元
欣欣价：122 元

门市价：420 元
>>立即预定

欣欣价：260 元

门市价：520 元
>>立即预定

欣欣价：360 元

>>立即预定

>>更多线路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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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始发站列车时刻表：

交通攻略
【航空】

车次

>>更多打折机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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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开通了开往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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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时间

终到站

到达时间

2272

10:15

福州

20:52

2271

06:40

深圳

20:25

2283

21:40

广州东

09:25

2284

08:35

厦门

14:46

8072

07:20

泉州

15:24

8156

13:56

漳平

16:00

如果在永定站下火车，可以直接乘坐站口等候的有棚摩托车，
到达永定汽车站，只需要 2 元钱，不要多给。

【公路】

>>更多汽车时刻信息

龙岩地区有漳龙高速公路通过，同时还有 205 国道和 319 国道
贯穿。龙岩汽车站位于龙岩市新罗区西安南路和侨民路交界的地
方。 龙岩市距各地里程数：龙岩-长汀 149 公里，龙岩-新泉 85 公
里，龙岩-漳州 133 公里，龙岩-厦门 204 公里。

【铁路】

>>更多火车时刻信息

龙岩境内有两个火车客运站，其中龙岩火车站位于新罗区的东
北部，在登高东路附近。从龙岩火车站出发，可以到达：北京、聊
城、荷泽、商丘、亳州、阜阳、南昌、九江、赣州、瑞金、厦门、
广州、漳州、福州、三明、深圳、东莞、佛山、南宁、昆明、成都、

当地交通

遵义、贵阳、湘潭、泉州、赣州，其中直达车有龙岩--福州，龙岩
--北京西。

【自驾】
（1）厦门到永定土楼自驾游的路线

乘坐公交 4、9、21 路可到达，也可选择三轮车、摩托车等，
交通非常方便。

厦门到永定土楼自驾从厦门出发到漳州经过南靖直至书洋.到
了南靖三中(离书洋镇五百米)左拐一直上去就到了田螺坑土楼.看
完后差不多十一点半返回书洋镇吃午饭到十二点半左右再往永定

漳平火车站是龙岩另外一个重要的客运站，从漳平火车站出

看那边的振成楼.往永定的方向是往田螺坑的另一分叉路游的路线

发，可以到达：上海、厦门、西安、北京、南昌、重庆、泉州、蚌
埠、景德镇、南京、三明、武夷山、昆明、广州、汉口等大中城市,
其中直达车有漳平--泉州。

（2）泉州到永定土楼自驾游的路线
泉州到永定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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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到漳州再往龙岩去的高速.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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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

>>更多公交信息查询

1.摩的收费大概 1.5 元/公里，只要记住一个原则就好，从一个地方
到另一个地方来回一般 30 元左右，最贵也不会超过 50 元

龙岩市内有 22 条公交线路（各公交车停靠站点）
，连接了市内
的所有的景点，大部分票价为 1 元/人。其中旅游专线 601 线来往

2.朋友实践过的摩托车路线

于清源山、水上乐园、开元寺、芳草园、天后宫、展览城和游乐园，
每 16 分钟发一班车，对于自助游的人来说很方便。

民俗文化村—衍香楼：25 元 （肯定偏贵了，第一次不知道）
衍香楼—环极楼：较近，可步行，我选择了步行
环极楼—振成楼：25 元（据说还可以便宜点） 振成楼—塔下村—
田螺坑一线（往返）：35 元

永定县城到土楼景区班车时刻表：
1、永定——下洋
发车时间：6:20－17:20 每 20 分钟一班
途中停靠站点：圆头山、列市、岐岭、双洋
2、永定——高头（土楼）
发车时间：7:25、8:20、10:30、11:40、13:00、14:20、15:15、16:30
途中停靠站点：列市、岐岭、大溪、湖坑
3、永定——湖坑实佳
发车时间：9:30、15:00
途中停靠站点：列市、岐岭、大溪、湖坑

【出租】
起步价为 3 公里 5 元，之后 1.2 元-1.6 元/公里。在永定各土楼
间包车游览，带司机，每天 150-200 元。

欣欣小贴士：
1．在永定站下火车，可以直接乘坐站口等候的有棚摩
托车，到达永定汽车站，只需要 2 元钱。
2．永定县城—承启楼：12 元
3．摩的收费大概 1.5 元/公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来回一般 30 元左右，最贵也不会超过 50 元。
4．实践过的摩托车路线：
民俗文化村—衍香楼：25 元 （肯定偏贵了，第一次不
知道）
；
衍香楼—环极楼：较近，可步行；
环极楼—振成楼：25 元（据说还可以便宜点）；
振成楼—塔下村—田螺坑一线（往返）
：35 元；

【租车】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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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

振成楼——土楼王子
振成楼，坐落在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湖坑镇洪坑村中南部，由

五云楼——最古老的楼

洪坑林氏 21 世林鸿超兄弟等人于民国元年（1912 年）建造。俗称
八卦楼，以富丽堂皇、内部空间设计精致多变而著称。 富丽堂皇

高北土楼群之一的五云楼，坐落在高北土楼群的最东侧，建于

的振成楼，按八卦观念结构建造，卦与卦之间设防火墙，它像其他

明隆庆年间(1567-1572 年)。长方形土楼，坐北朝南，占地约 3600

土楼一样坐北朝南，调节阴阳。每卦与内层一楼采用北方四合院格

平方米，无石砌墙基。高 4 层，面阔 25.8 米，9 开间，进深 24.3

式。全楼的设施布局既有苏州园林的印迹，也有古希腊建筑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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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裕楼——五凤楼之首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小慧子

奎聚楼——宫殿式土楼
奎聚楼位于湖坑镇洪坑村，是宫殿式结构的方形大土楼，远看
颇有"布达拉宫"般的气势。建于 1834 年，用了近五年时间建成，
已有 160 多年历史，占地 6000 余平方米，高约 15 米，现住 24 户，
107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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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门平时不开，贵客来到，才
打开中门迎接。楼内檐梁雕刻十分精美，“文革”期间受到破坏。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fj9766

福裕楼依山傍水,感觉风水很棒.民俗村的观景台正对着它,见
惯圆形和方形的土楼,这种结构感觉非常新奇,看着有点像北方的大
宅院,后来查阅资料方知这叫府第式结构,属于土楼里很独特的一种.
福裕楼位于湖坑镇洪坑村，是永定府第式土楼的杰出代表，富丽堂
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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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小慧子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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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经楼——最大的方楼
遗经楼位于高陂镇上洋村，建于清咸丰元年（1851 年），方形土
楼。外墙东西宽 136 米，南北长 76 米，占地 10336 平方米。其后
座主楼高 17 米 5 层，是永定现有土楼中最高的楼房。
主楼左右两端分别垂直连着一座四层的楼房，并与主楼平行的
四层前楼紧紧相接，围成一个巨大的方楼，如此环绕形成一个大
“口”字。里面又有一组小“口”字形建筑，形成一个独特的“回”字形
整体造型。真是“门中有门，楼中有楼，重重叠叠”，当地人都称它
为“大楼厦”。中间为祖堂。前楼一左一右建有两所学堂，楼内子女
可以在楼内就读。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花生

侨福楼——博士楼

衍香楼——书香门第

侨福楼坐落在高头乡高北村西北部，位于大名鼎鼎的承启楼西
侧，高北土楼群成员之一，始建于 1962 年。圆形土楼，坐北朝南。
是楼主在海外的兄弟筹资兴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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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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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楼四层，高约 20 米，楼的直径 43.20 米，周长 130 米，底层墙
厚 1.70 米，墙顶 0.9 米；第一层 32 间(作厨房与餐厅)，并设有一
个较大的门厅与正厅、第二层 34 间(作贮仓)，第三、四层各 34 间。
楼的内环建有二厅十室（作待客之用）与男女浴室各二间。
楼内走廊宽 1.56，楼外檐廊宽 1.82 米。楼门高 2.96 米,宽 3.4
米,加钉了铁皮。楼的内外各有水井一口。楼外附属建筑还有卧室
16 间、马房 8 间、碓磨房 6 间。环极楼现住有 21 户，116 人。
苏卜臣裔孙在本乡有 400 余人，不少在南洋，其中侨居缅甸较多。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花生

衍香，表达了创始人苏谷香“繁衍子孙昌盛发达，书香门第世
代流传”的心愿。衍香楼的后人不负前辈期望，历代以书礼传家。
如今，苏氏衍香楼一族大部分弟子漂洋过海成为南洋客，留守衍香
楼的不足 100 人，这当中有四分之一人成了讲台上的教师，有超过
三分之一是大专院校的学生。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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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推荐
简介：龙岩永定金腾大酒店系厦门金腾集

顾客点评：该酒店位置中心,视野开阔,广场前

团旗下一家四星级旅游饭店，是永定县标

河流横穿而过,富有灵气

志性的建筑，傲居永定县城商业繁华地段，
对面是南门大桥，周边有宏伟壮观的世界
文化遗产土楼及青山碧水的永定龙湖，交
通十分便利。

欣欣价：408 元起

>>立即预定

顾客点评：永定县城最好的酒店，设施不错，
酒店服务也算可以，车停在停车场还有人免
费帮住店客人洗车，这点尤其值得赞赏！
>>>更多

永定金腾大酒店
简介： 龙岩永定土楼初溪土楼群余庆楼客

顾客点评：老板很热情，他母亲自酿的糯米

栈为圆形土楼，住进余庆楼客栈做几天的

酒很好喝。周围环境很舒服，都是土楼，基

山居闲人，隐没于偏远山野中的围楼土墙， 本来来这里就不用去其他景区了。
如同一首古朴的民谣，静谧得足以让时间
片刻的停留，释怀于山溪小路上。坐着摇
椅，品着山茶、聆听着潺潺的流水声，不
由地让人陡然间心静如水，恍若隔世。

永定土楼初溪土楼群余庆楼客栈

欣欣价：130 元起

住的条件不要和城市宾馆比，但也过得去。
感觉不错。

>>>更多

简介： 永定客家土楼王子大酒店地处福建

顾客点评： 很新穎的酒店，住起來很舒服，

土楼之乡永定县湖坑镇，总建筑面积为

但住戶不多。

格。酒店是龙岩市永定县重点打造的集公
务、商务、度假、土楼便捷旅游为一体的

顾客点评：新开的酒店装修豪华，价格合理，
赠送的早餐很好。
>>>更多

综合型大酒店。

欣欣价：338 元起

>>立即预定

简介： 龙岩永定鑫泉宾馆座落于世界遗产

顾客点评：房间内可以泡温泉，小孩特开心。

地福建土楼景区中心，国民党荣誉主席吴

房间大，设备比较老而已，但很干净。在镇

伯雄祖籍地－－永定县下洋镇。位于 203

上能找到这样的酒店非常不错，去初溪和振

省道旁边，双永高速路口，交通便利，紧

成楼都比较方便，都只有 15 公里左右。

邻世界奇观——土楼各大景区，地理位置
优越，是土楼旅游住宿,天然溫泉养生的好
地方。
永定鑫泉宾馆

住一晚是难得的体验。老板一家人很不错，

>>立即预定

32308 平方米，独具特色的仿土楼建筑风

永定客家土楼王子大酒店

顾客点评：土楼确实壮观。带小朋友在土楼

顾客点评：整洁，服务好和亲切友善!!!!会再
入住，浴室好大，浸浴好舒服！酒店地点易
找，有免费停车位！近土楼景点 >>>更多

欣欣价：160 元起

>>立即预定

>>更多酒店预订信息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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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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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菜口味偏重，以“咸、肥、熟”为特点，盐鸡、酿豆腐和红
烧肉不可不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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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永定客家名菜。

盐焗鸡
永定菜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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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客家人，必先从客家菜学起。1000 多年前，客家人的祖

干，再用蒸笼熏蒸，蒸后晒干，晒后再蒸，蒸晒两次以上后收藏。

先从中原跨山涉水而来，来到南方并从此定居在大山中，1000 多
年来，他们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美食，他们的
盐焗鸡、酿豆腐和红烧肉，已经走遍全球，成为最具客家特色的美
食，而且，他们的美食文化，依然保留着点点滴滴中原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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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板
或称糖糕粄、年糕,是永定客家人春节时必备的食品。制作简
单:将糯米磨成粉末后,用煮化的黄糖水,或加花生米、芝麻、红枣和
成不干不稀的米沙仑,摊在粄篮内,蒸熟即成。吃糖牙狡预兆合家团
圆、日子甜蜜。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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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特产

永定万应茶

永定土楼位于龙岩市，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永定土楼

永定县位于福建省西南部，属闽西山区。隶属今福建省龙岩市。

以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规模宏大的建筑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旅游。

为闽西、粤东的交界处，是福建十九个省际边界县之一。其东与“闽

闽西八大干、连城白鸭、盐酥花生、沉缸酒、水仙茶饼等，名扬海

南金三角”地带的漳州相连，西与广东梅州接壤，是中国厦门、汕

内外，是前来龙岩旅游的人们不可不尝的美味，这些特产同时也是

头两个经济特区的腹地。地跨东经一百二十六度零五分、北纬二十

旅游购物的首选。

四度二十三分到二十五度零五分，东西宽六十八公里，南北长达八
十公里。

闽西八大干

永定县境内地势东北高、西南低，从西北和东南向永定河谷倾

闽西地区有风味特色的八种干制食品，包括连城地瓜干、武平

斜。地貌属典型的低山丘陵，俗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全县境内溪流

猪胆干、明溪肉脯干、宁化老鼠干、上杭萝卜干、永定菜干、清流

众多，分属汀江、九龙江、梅江三大水系。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

笋干及长汀豆腐干。味道不错！

候，常年气候温和，冬短无严寒，百夏长无酷暑，年平均气温二十
点一摄氏度，无霜期区三百天。光照充足，年平均日照二千零二十
四个小时。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约一千六百四十七毫米。降雨
量相对集中，干湿季节明显。具有适宜农、林、牧、副、渔多种经
营发展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适合中外游客休闲度假、旅游观
光。
永定县生物种类繁多。山地植物有一百六十多科千余种，药材
有一百四十多种，永定县山中生长着大量的天然高山茶叶，为万应
茶的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
“永定万应茶”创制历史已有 200 余年，采用 30 多种地道中药
材经过传统中药制剂工艺技术配制而成的，以其精良的配方、确切

闽西八大干

的疗效、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底蕴，深受群众喜爱，享誉海内
外。

水仙茶饼
水仙茶最早产于福建漳平双洋镇中村村，由邓观金从建瓯水吉
引种栽培，已有 80 多年生产历史[1]。

“永定万应茶”获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对有效规范永定万应茶的产
品市场、维护品牌声誉、促进特色产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漳水仙茶饼具有干色乌揭，油润，干香纯正，内质香气高爽，
且花香型优雅，滋味醇正，味中透香、汤色深橙黄、清澈明亮、叶
片肥厚黄亮、红边鲜明、喝后不伤胃等优良品质。它以形、色、香、

乌木泡鸭爪

味兼优，被省茶叶学会列为福建省名茶之一
最早产于福建漳平双洋镇中村村，具有干色乌揭，油润，干香

选用上等肉质的鸭爪,配上老店独特的腌制秘方,加一些大蒜和
香醋,确保了正宗下洋泡鸭爪的风味!色泽鲜艳,口感香脆,酸辣可口,

纯正，内质香气高爽，且花香型优雅，滋味醇正，味中透香、汤色

产品色泽金黄诱人，香辣纯正，略带香甜的酸味，鸭肉无比鲜香脆

深橙黄、清澈明亮、叶片肥厚黄亮、红边鲜明、喝后不伤胃等优良

爽。

品质。买来送人自用都不错哦！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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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活动

武小生，文、武老生，正、武、丑、老旦，文、武净和文丑等角色。
音乐唱腔分“高腔”和“乱弹”两种。“高腔”的基本曲调为“九调十三
腔”，以清为主，用客家话演唱；“乱弹”则吸收闽西汉剧的西皮、

[客家娶亲]
闽西客家人的迎娶婚礼别有风趣。男家的迎亲队抵达女家，新

二黄唱腔，用官话演唱，木偶戏剧目有几百个。50 年代，闽西木
偶戏代表队曾赴上海参加华东区地方戏曲会演，荣获“特种艺术表
演奖”。

娘出门站在画有八卦太极图的米筛中换上新鞋，称为“过米筛”象征
留下娘家的活土(财气)，到婆家去重创业。接着背出家门，上车（古
时用轿）时兄弟用一碗水泼到车上，表示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
此时，新娘放声恸哭。到达男家后，在一福命妇手捧盛着柑橘（寓
甘甜，吉祥的园盘）的牵引下跨过火红的木碳炉，以示“兴旺”。入
门时，新娘跨鸡而过，称“拦门鸡”。进入厅堂拜堂后，即入洞房，
婚宴开始。深夜闹洞房，酣乐为止。

[走古事]
永定抚市“走古事”是乡间闹元宵的盛大狂欢活动，从清朝乾
隆、嘉庆年间以来，承传不衰。所谓“走古事”，即闹元宵的化装**，
以历代传说故事、戏曲及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或情节，装扮古事棚，
再由青壮年抬着游乐，阵容强大，节目丰富，表演精彩，为人们所
喜闻乐见。
抚市“走古事”中常见的故事有魁星点灯、桃园三结义、五虎将、
六国拜相、七仙女下凡、八仙过海等等。从正月十三到十七，一连
五天，十几二十棚古事，尽情展演，何等壮观，吸引远近居民呼亲
喝友，成群结队，蜂拥而来，如痴如醉。
元宵节里，通过这一盛大的民间娱乐活动，当地民众祈求风调
雨顺、国泰民安，表达了美好的心愿。

[闽西汉剧]
具有独特风格，广泛流行于闽西客家地区和龙岩、漳平等地，

[做大福]
永定县湖坑镇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土楼之乡”。湖坑客家人每

是福建省主要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分生、旦、丑、净四门行当；

3 年，在重阳节后的农历九月十一至十六都要举行一届“作大福”的

乐器方面有头弦、月琴、三弦、琵琶 4 大件，还有二胡、笛子、唢

民间迎神盛会，远近闻名。清朝康熙之前称为“打醮”。祭祀时，家

呐、大小锣，铜锣、碗锣、堂鼓、大小钱板、夹板等。经收集记录

家户户宰鸡杀鸭,置办牲礼果品舂糍粑做米裹,各村同时上供。供场

有本子的传统剧目达 200 多个。

摆满 600 多张桌子，供桌上猪头、肝花、鸡鸭鱼酒糕、糖果水果，
应有尽有。各家妇女也在此大显身手，上供的鸡鸭各具神态，盘中

[闽西木偶戏]
木偶多至 36 个，每个木偶由 10 多条线操吊，木偶身长 76.59

的糕堆叠的象座宝塔，杂色的糖果在盘中拼出“福禄寿全”之类的吉
祥图案。大福期间，夜夜演戏，大班戏、木偶戏、电影、唱班同时
献演。大福场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足有上万余人，热闹非常。

厘米，头约 8.32 厘米，眼珠会转、嘴会张合和四肢能活动。分文、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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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贴士

1．最经济实惠的当推芋子包，一碗 3-5 元，很具客家特色，不过
颜色不是很亮。
2．特色名菜：梅菜扣肉、姜酒土鸡（土鸭）汤、笋干烧肉、酿豆

出行贴士

腐、撒尿牛丸。
3．一般散客可以和楼主联系，与他们一起吃饭，每餐平均 10 元左

1、注意交通路线及班车时间。
2、土家人热情好客，需要您入乡随俗。
3、旅游永定土楼需要掌握土楼的一定历史文化，这样游览起来更
加有感触。
4、文化村内外有很多好吃的，这里的食品绿色健康，很不错。

右，客家菜做得很地道。
4．承启楼旁江云南的农家饭店 ，价格绝对公道，还有水果吃。

住宿贴士

5、土楼内住宿可以体验，价格也不是很贵。

游览贴士
客家土楼有好几千座，看多了难免会产生“审美疲劳”，但有几
座楼是非看不可的。
比如圆楼中的“振成楼”（永定湖坑乡洪坑村）、“承启楼”（永
定古竹乡高头村）、“顺裕楼”（南靖书洋乡石桥村）
、“二宜楼”（华
安县仙都镇大地村）。
方楼有：“和贵楼”（南靖梅林乡璞山村）、“遗经楼”（永定县
高陂镇上洋村）

1．一般收取门票的土楼旅游景点都有住宿提供，价格是 15-40 元
每人，一般淡季 20 元/晚，黄金周会提高价格，但绝对不会超过 50
元。
2．一般的土楼住宿都有热水器洗淋浴和风扇，个别没开发的没有，
入住之前要先问清楚。
3．土楼里的住宿条件比较艰苦，最突出的是上厕所必须下楼。
4．土楼房间的电源插头不多（2 个左右），喜欢吹风扇又要充电手
机和相机的朋友最好带上一个小的电源插头。
5．土楼里一般只有一盏灯照明，灯的拉绳开关离床头较远，有半
夜起床习惯的朋友可以带上一把手电筒。

还有几处颇为壮观的土楼群也不可不游，比如：南靖书洋乡田
螺坑土楼群，书洋乡河坑土楼群、书洋乡南欧土楼群、永定初溪土

6．皮肤容易过敏的朋友最好不要选择入住土楼，可以去周边的小

楼群等。拍摄提示

洋楼。

摄影贴士

7．推荐住宿，请在住宿前事先打电话询问预定。

客家土楼四季均可拍摄，尤以“芒种”前后为佳，这时土楼附近
的梯田灌满了水，若是雨后，还有云雾弥漫山间，选好角度可出佳
作。如春节期间前往，则有不少民俗活动，也可为照片增添亮色。

门票价格
1、洪坑土楼门票 90 元 会员价 85 元
2、高北土楼门票 50 元 会员价 47 元

欣欣小贴士：
①承启楼，绝对能体验土楼生活，承启楼的地理位置和
江恩庆老人的声望，及这家人的热情公道使其成为土楼
住宿的首选。
②衍香楼，在这里住宿也是快乐的，条件与承启楼江胜
安家差不多。

3、振福楼 门票 50 元 会员价 47 元

③振成楼，里面住宿很多，选择很多，条件与描述的差

4、洪坑+高北 门票 120 元 会员价 100 元

不多。

5、洪坑+高北+振福楼门票 140 元 会员价 120 元

饮食贴士

④田螺坑，黄亮忠田螺坑土楼旅游服务中心 田螺坑的
土楼住宿都不是在土楼里，这里有三家服务中心名字相
近，几乎挨在一起，千万不要走错地方了。条件比一般
的土楼住宿好。与承启楼江胜安家同样推荐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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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制作者
本攻略由欣欣旅游网打造，并将定期更新，最新版本请关注欣欣旅游网永定土楼攻略！如有批评建
议，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周边攻略推荐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欣欣旅游网旅游攻略。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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