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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抢先看
华南欢笑天地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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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齐全的马术运动设施（标

P12：东莞节日

准赛场、练习沙圈、大型室内
骑马场等），并附有酒吧、会
所、钓鱼场等其他娱乐设施。

旅游地导览

P12：东莞娱乐
P13：攻略制作者

适合人群：所有人
建议游玩时间：三天

鸣谢

花费：2000 元
最佳旅游时间：东莞市冬季气温偏高，多晴好天气，光照充足，
并无寒冬；春夏多降雨；秋季多晴朗天气，秋高气爽非常适合外出
旅游。每年的 9、10 月是到达东莞游览的最佳旅游时间。

本地人忠告
影响东莞温和气候的主要是暴雨和台风，每年 6～10 月是暴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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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本攻略特别鸣谢网友：

云淡风轻的生

发的时节，此时到东莞旅游要注意电台电视台和报纸的暴雨和台风

活、游爽 、yu8xiu、松青、开心假日旅

预警。

行社 、15813821270 、轻松出游、三

欣欣百宝箱

笑残生 、13602440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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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概况

东莞的自然资源

东莞简介

东莞市内已知矿产有Ⅶ类 19 种,

东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东北部，北距广州 50 公里，

产、贵金属黄金矿产。非金属矿产Ⅵ类 11 种，32 处，主要类别是

南离深圳 90 公里，水路至香港 47 海里，至澳门 48 海里，是广州

冶金辅助原料矿产、化工原料矿产、建材非金属矿点。

矿床点 66 处。其中, 金属矿产

Ⅲ类 8 种，矿床点 34 处，主要类别是黑色金属矿产、有色金属矿

与香港之间水陆交通的必经之地。1985 年 9 月，经国务院批准东
莞撤县设市；1988 年 1 月，东莞升格为不设县的地级市，现辖 32
个镇区，678 个村（居）委会。全市陆地面积 2465 平方公里，本
地户籍人口 152.6 万，外来暂住人口近 500 万。祖籍东莞的港澳
同胞 70 多万，海外侨胞 20 多万，使东莞成为着名的侨乡。这里
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年平均气温 23.6℃，年均降水量 1844.5 毫
米；地势自东向西倾斜，大部分为丘陵台地和冲积平原，依山傍海，
海岸线 115.94 公里（含内航道）；是我国传统的农业高产区，盛产
水稻、香蕉、荔枝和咸淡水产。
东莞市的市花为白玉兰，象征着一种开路先锋、奋发向上的精神。

东莞市野生动物种类繁多，主要分布于山区和丘陵地带，体型较大
的野兽多栖息在东南山区，一般兽类出没于平川、丘陵。主要野生
动物有：哺乳类、鸟类、鱼类、甲壳类和多种贝类、两栖、爬行类、
昆虫类等。主要野生植物有：树类、竹类、内陆水域水生维管束植
物、水果类、野生中草药等。内陆水域中有许多常见的浮游生物。
东莞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这里气候温和，既宜于发展粮食生产，
又有利于发展经济作物，是我国传统的农业高产区，盛产水稻及香
蕉、荔枝、龙眼、菠萝、橙、柑、桔等岭南佳果，水产资源也十分
丰富。

东莞的民间文化艺术
东莞为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以广州方言演唱的粤曲、粤剧在东莞
有悠久历史，它是本土民间音乐吸融中原文化，并借鉴西方演奏技
巧的产物，现为当地民间流传最广的地方音乐和戏剧，东莞素有粤
曲、粤剧之乡的美誉。
东莞的绘画，受岭南画派先驱居巢和居廉的影响，注重写生，吸收
西方素描运用色彩的技法，为岭南画派的奇葩。
东莞每年十分隆重地举行端午龙舟竞渡、醒狮艺术、麒麟艺术、荔
枝节、中秋灯会、重阳登高、花市、花街等活动。东莞人对传统文
化有着一种自发性的重视的热心。使东莞的民间文化艺术得到继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云淡风轻的生活

东莞的气候
东莞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长夏无冬，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温差
振幅小，季风明显。年平均气温为 23.1℃。最暖为 1998 年，年平

承。因此，1958 年，东莞被誉为全国第一个“游泳之乡”；2000
年 1 月，中国龙舟协会授予东莞沙田镇全国第一个“龙舟之乡”称
号；道滘被国家文化部誉为“中国曲艺之乡”
、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东莞石龙镇被誉为“举重之乡”；东莞的石排镇中坑村和长安镇被
国家有关部门授予“醒狮舞蹈艺术之乡”，此外，清溪镇、樟木头
镇均是闻名中外的麒麟艺术之乡。

均气温为 23.6℃；最冷为 1996 年，年平均气温为 22.7℃。一年
中最冷为 1 月份，最热为 7 月份。年极端最高气温 37.8℃（出现
在 1999 年 8 月 20 日），年极端最低气温 3.1℃（出现在 1999 年
12 月 23 日）。
日照时数充足。雨量集中在 4～9 月份，其中 4～6 月为前汛期，
以锋面低槽降水为多。7～9 月为后汛期，台风降水活跃。1996～
2005 年年平均雨量为 1837.6 毫米。最多为 1997 年，年雨量
2074.0 毫米；最少为 1996 年，只有 1547.4 毫米。境内常受台风、
暴雨、春秋干旱、寒露风及冻害的侵袭。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游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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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的历史

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2000 年，全市国内生

东莞历史源远流长。据历史记载：新石器时代，其境内东江沿岸已

资（不含对外借款）16.47 亿美元。近年来，东莞不断优化产业结

有原始人群聚居。公元前 20 世纪的夏代，东莞属南交址。春秋战

构化，2000 年叁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6.37：55.36：38.27。投资结

国时，东莞属“百粤地”。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东莞

构进一步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建设与高科技项目建设，以电

属南海郡番禺县地。东汉顺帝时，分番禺立增城，东莞属增城。公

脑资讯产品为主的高新科技产业已成为我市的支柱产业。二十年

元 222-228 年中，分增城立东官郡。进入晋代，废东官郡，东莞

来，东莞确立了基础设施先行的发展战略。全市已建成了包括公路、

分属番禺、增城。

铁路、内河、海上等多种运输方式的交通网络和现代通信、电力网

产总值约 488.00 亿元，出口总值达 171.59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

东晋咸和六年（公元 331 年）
，东莞立县，名为宝安。唐肃宗至德

络。

二年（757 年）改名为东莞。以东莞作县名由此始，相传因境内盛
产水草（莞草）而得名。东莞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50 多年前，
林则徐在东莞虎门销烟，写下中国近代史的光辉篇章，是中国近代
史的开篇之地。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东江人民抗日根据地，万千
东莞儿女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英勇战斗，浴血捐躯。悠久的历
史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使东莞成为南粤历史文化名城。
东莞属珠江、东江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有丰富的土地、森林资源。
东莞濒临南海，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这里气
候温和，年平均气温 23.3 摄氏度，年均降水量 2042.6 毫米。地势
自东往西倾斜，大部分为丘陵台地和冲积平原，依山傍海，海岸线
115.98 公里（含内航道）
；既宜于发展粮食生产，又有利于发展经
济作物。东莞是我国传统的农业高产区盛产水稻及香蕉、荔枝、龙
眼、菠萝、橙、柑、桔等岭南佳果，水产资源也十分丰富。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游爽

解放初期，东莞属东江行政区管辖。1952 年，又属粤中行政区。

在物质文明建设迅速发展的同时，东莞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长

1956 年，属惠阳专区。 1985 年，东莞经国务院批准列为珠江三

足的进步。全市已普及高中教育体系，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

角洲经济开发区，同年 9 月撤县建市；1988 年 1 月升格为地级市，

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文化设施日臻完善，医疗卫生保健网络 日益

直属广东省辖。

健全，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人民物 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良风美俗进一步弘扬。
地处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的东莞，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市区距广
州白云机场和深圳机场均不到一小时车程，距离香港不足 100 公
里，水路、铁路、公路，路路畅通。虎门港是国家一类口岸，对外
国籍船舶开放，每天都有客货轮直达香港。位于常平镇的东莞火车
站是南方铁路枢纽，广九铁路、广深准高速铁路、广梅汕铁路与大
京九铁路在这里交汇。东莞市公路更是四通八达。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游爽

改革开放中的东莞
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大力吸引外资，发展外
向型经济。二十年来，东莞的经济以平均每年 20%的增长率蓬勃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游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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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推荐

东莞梦幻百花洲、松湖烟雨一天

广州到东莞粤晖园、黄旗山、旗峰公园一天

东莞隐贤山庄+松湖烟雨两日游

游
门市价：134 元
欣欣价：129 元

门市价：134 元
>>立即预定

欣欣价：129 元

门市价：350 元
>>立即预定

欣欣价：338 元

>>立即预定

>>更多线路推荐

交通攻略
怎么到东莞
航空

尤其是虎门大桥的建成通车，跨海连接了虎门、番禺两地，使从香

>>更多打折机票信息

港、深圳至珠海、中山等地的陆路交通缩短了 120 余公里，使东
莞成为沟通穗、港以及珠江两岸和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的交通枢纽。

东莞虽然没有自己的机场，但附近有许多机场可以利用，距广州白
云机场、深圳机场都不到 50 公里，行车 1 小时左右可到，距珠海、

海运

佛山及香港新机场也都不到 100 公里。东莞有机场往来于东莞巴

东莞位于珠江出海口，虎门历来就是我国南方的重要门户，溯珠江

士汽车总站与深圳机场间，发车时间为每天 7：00～19：20 每小

而上，可分别通达粤东、粤北、粤西乃至广西等地。主要港口——

时一班，车票 35 元。另外樟木头镇也有巴士直达深圳机场。

虎门港是国家一类口岸，每天都有客货轮直达香港。

铁路

内部交通

>>更多火车时刻信息

东莞是广九铁路、广深准高速铁路、广梅汕铁路与大京九铁路的交
汇点，北京、上海至香港九龙直通旅客列车的出入境检查检验手续
在这里办理，往来港九、北京以及上海、华东等地区极为便利。

公路
东莞地区交通发达，公路密度居全国第一，经过东莞的主要干道有：
广深公路（107 国道，广州——深圳）、莞惠省道（莞城——惠州）、
莞龙省道（莞城——石龙）
、广深珠高速公路、莞深高速公路等。

出租车：
东莞的出租车起步价为 8 元/2 公里，另加 1 元燃油附加费。乘客
也可自行议价。

公交车：

>>更多公交信息查询

东莞有城区、万江、大岭山、黄江、中巴等几家主要的公交公司，
拥有冷气大中巴士、普通大巴士、双层巴士等各类营运车辆，43
条营运线路，服务遍及全市 32 个镇区，全市镇区都通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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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旅游交通图

东莞市公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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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景点
观音山森林公园
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林业局批准成立的全国首家民营
国家级森林公园，位于东莞市樟木头镇境内，园区总面积 18 平方

东莞鸦片战争博物馆
鸦片战争博物馆（林则徐纪念馆）座落在东莞市虎门镇，是一座收
藏、保护、陈列、研究林则徐禁烟与鸦片战争文物史料的专题性博
物馆，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全国一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
一。

公里，森林覆盖率达 99%以上，是集生态观光、娱乐健身和宗教

进入纪念馆正门，迎面处屹立着一座粉红色的大型群雕，那一个个

文化为一体的国家级 AAAA 旅游景区，被誉为“南天圣地、百粤

抚炮擎戟、横刀欲跃的英雄形象，令人顿觉雄风扑面，豪气陡增。

秘境”。荣获“中国十佳休闲景区”、“中国最佳旅游目的地”、“广

群雕的右前方，铁栅圈栏碑亭刻着：销烟池旧址。1839 年 6 月 3

东大学生最喜爱的景区”、
“国际生态安全旅游示范基地”等称号；

日至 25 日，民族英雄林则徐将收缴的英美国 2376254 斤鸦片在

入选“广东省服务业 100 强”
，也 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定的“中

此当众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虎门销烟揭开了中国近

国最具发展潜力的企业”，集成就与光环于一身。

代史的第一页，在世界禁毒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与销烟池百米
之遥的虎门销烟纪念碑上，端坐着林则徐的铜像。再往前走就是博
物馆的城堡式正楼了。
展馆内图文翔实，内容生动丰富。二楼正面一大环型立体巨画，再
现了当年鸦片战争虎门海战的情景，巨画虚实结合，采用现代化电、
声、光、影等科技装置，让人置身于 150 年前的抗英战阵之中。
该馆还有禁毒展览以及有关近现代书画艺术、民族风情、自然科技
等方面的临时性展览.该馆的主建筑陈列大楼为仿古炮台建筑，在
建筑中变体再现了当年使侵略者丧胆的虎门海防炮台工事的建筑
符号，具有鲜明的特色。

景区开放时间 08:00—17:00
票价：45 元
温馨提示：
1、夏季紫外线照射较强，注意防晒，带好防晒保湿用品。
2、出门前，请尽量不要带上手镯，项链，戒指等饰物，以免丢失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松青

损坏。
3、注意饮食卫生，出门时应少带易变质的食物。旅途中购买食物

水濂山旧称彭峒山，由于方圆十里群山连绵、飞瀑流泉、树木葱翠，

应严加选择。

自明清以来有许多名人雅士到此登临观赏，并留下了“彭峒水帘好
景致”等诗文佳句。还有能够容纳 1000 多辆车的大型停车场，另

乐民游艺园
水濂山乐民游乐园是由东莞市清心谷投资有限公司精心打造的一
个以游乐项目、特色嘉年华、大型水上项目、午夜烧烤一体的娱乐
休闲场所。
依傍在景色怡人的水濂山脚下，总占地约 15 万平方米，设备投资
8600 多万其中三环过山车属东莞第一台最长的室外过山车另外还
有疯狂转椅、碰碰车、鬼屋、卡丁车、激流勇进、魅力飞碟等二十
多种游乐项目，还专业打造了具有国家标准的游泳训练场和水上拓
展项目。

设同时能够容纳 1000 多人的人的烧烤场地，以及小朋友特别喜爱
100 多种野生动物。

景区开放时间：09:00—18:00
成人套票：80 元
乐民游艺园温馨：提示有心脏病和高血压及眩晕症者请慎重选
择游玩项目。 请购买参观票进入园区，游客可持参观票游玩同等
价位的游乐项目，也可补上差价游玩其他游乐项目。

华南 mall 欢笑天地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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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晖园
华南摩尔欢笑天地——刺激、尖叫、时尚、欢笑……号称华南最具
特色的室内外结合的游乐中心。有 3 种外型超炫 的大型国外先进

岭南园林与北京的皇家园林 ( 颐和园 ) 、苏州的江南园林 ( 拙政

娱乐设备和几十种新鲜有趣的竞技游戏一齐登场。在上万平方米的

园、网诗园等 ) 并称中国古典园林三大体系 。东莞粤晖园是岭南

娱乐中心内，荟萃了当今大型娱乐设备的精华，包括过山车、冲浪

园林的代表杰作，是全国最大的私家园林 。东莞粤晖园布局精妙 ，

和跳楼机。庞大而先进的机械群来自于美国、荷兰、意大利等堪称

将岭南园林传统艺术与现代审美情趣融合于一园 。楼馆、亭台、

娱乐设备大国，其中不乏惊险刺激、令人不得不“惊呼狂叫”的娱

水榭、曲廊、石桥、假山等 108 个园林景点，蕴含着清雅别致的

乐项目，也有老少皆宜的中小型游艺项目。能否给你带来一次超凡

岭南古建筑风格，掩映于青翠欲滴的古树名木之间 ， 曲径通幽，

感受的梦幻之旅？

步移景异 。

景区开放时间 09:00—19:00
景点门票：100 元
温馨提示：
取票地点：欢笑天地三楼接待中心
门票说明： 套票包含的 20 个项目分别为：九宵惊魂(室外)、激情
桑巴、极速风暴(室外)、激流勇进(室外)、穿越时空、天旋地转、
跳跃空间、欢乐干线、飞虎骑兵、滑翔天际、摇摆旅程、反斗骑士、
鬼马碰碰车、绿野仙踪、星球争霸、自得其乐等 天线宝宝儿童票：
适合幼儿或 1.3 米以下儿童，1 张票门票可免费带 1 名成人，超出
成人在门口购票 10 元/人。
喜欢冒险和挑战的年轻人怎能错过这次证明自己胆量的好机会！首
先等场亮相的是自由落体(Free Drop)，俗称跳楼机。环型的承托
架把你和其他 23 个游客缓缓地送上 60 米的半空（约等于 20 层楼
高），或许几秒钟前你还悠哉游哉地从高空欣赏万江新区的迷人美
景；然而身体突然间猛地一沉，以自由落体的速度下降，你就从
60 米的高空急速“坠”到地面，下落的过程仅用 2 秒。此时，你
该能够体验到疯狂下坠的狂野感受了！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15813821270

一条条清凌凌的小河在园中回环萦流，将园内各景点串联起来，水
随园转，园因水活。庭院深深，荷风四面，杨柳轻垂，极具唐诗宋
词之深远意境。园内巧引东江之天然活水，河、湖、溪、涧等水域
面积 240 多亩，约占总面积百分之三十，碧波荡漾，极尽婉柔。
蘩文馆是园中的主体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为岭南仿古楼阁之
冠，珍藏着岭南文化艺术瑰宝。南韵馆则是古典剧场，可聆听传统
粤曲的天籁之音。
五元坊、诗廊、归水桥等众多景点，工艺精湛，富于岭南文化气，
东莞粤晖园不仅是一座景色秀丽的岭南园林，也是一处集岭南民俗
风情、岭南古建筑艺术、园林艺术、雕刻艺术、戏曲艺术、珍藏艺
术于一体的珍贵的文化宝地。来东莞粤晖园，品鉴岭南文化艺术，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开心假日旅行社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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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你的岭南文化渊源，展开一次喜悦的文化之旅！

景区开放时间 08:00—18:00

居，烂漫的樱花掩映其中。色彩斑斓的鲜花扑面而来，灿烂的微笑
着，给小镇带来勃勃的生机。两座茅草屋俏皮怀旧，缺诠释了一种
温馨趣味的田园气氛。设计别致的别墅小屋，活泼的色彩却不失优

门票价格：60 元

雅，将欧式油画的意境巧妙的融入其中，让人忍不住驻足流连。

隐贤山庄

梦幻百花洲

丽城隐贤山庄由南中国最大的纯汉白玉观音座像，佛香袅袅的隐贤

东莞梦幻百花洲主题景区位于松山湖工业园核心区域内，地理位置

禅寺、空灵梦幻佛香宝塔、太清宫、卧佛殿，明末清初时期东莞一

优越、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周围配套设施完善。是优越的游玩、

大贤臣隐士的故居—晚翠居、有依山而雕的巨型弥勒佛圣像，壁画

居住、度假、休闲胜地。景区全面开放后将是珠江三角洲最具观赏、

500 罗汉堂，月华亭、隐贤湖畔、独脚天蟾、卧佛殿、仙人床等文

游玩、休闲、娱乐的花卉主题景区。也是东莞开发旅游最重要的旅

化景点；快活谷内另有大型机动游乐项目和水上游乐世界配套构

游产业之一。全园占地 1200 亩，首期开发 450 亩。开发模式主要

成。景区每年黄金周或节假日都将举办大型旅游主题活动，是集浏

依托松山湖优良的休闲环境、以营造花卉文化为主题，致力于为游

览、观光、游乐、拓展、度假为一体的综合型旅游度假区。

客建立一个自然、梦幻、健康、环保、创意、有丰富文化内涵、有

景区开放时间：8:00—18:00

高雅的艺术品味、具有亲切参与、大众互动的花卉生态休闲景区。

景区开放时间 09:00—18:00

门票 90 元

门票：60 元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游爽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轻松出游

东莞梦幻百花洲蝴蝶生态园集蝴蝶养殖、蝴蝶标本展览、蝴蝶动漫
造型于一体，是蝴蝶观赏、科普教育的又一好去处。蝴蝶是生物中

丽城隐贤山庄内有我国最大的以天然汉白玉雕刻而成的普慈观音

最美丽的当百花盛开，它们飞舞探吸了花粉花蜜，被人们誉为“中

圣像，高达 29 米。另外，丽城隐贤山庄里的“老三宝”（隐贤寺、

国的佳丽”，
“会飞的花分子”。 因蝴蝶的某些特定生活习性，当它

晚翠居、孝思寺）和“新三宝”
（“喜鹊登梅”对瓶、明青花瓷“龙

们的体温达 28-38 度时才是它们的最佳出行条件，所以观赏蝴蝶

纹盘碗”、釉裹红大缸）等等！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结合，大型

的最佳时间是晴天的 10 点至 15 点。冬天及日落后游客们会很难

机动游乐游戏与自然风景相结合、让你有得看有得玩、是你呼吸新

寻找它们的身影。

鲜空气，娱乐、观光、礼佛、休闲旅游，游山玩水的最好去处！

温馨提示

东莞百花洲一期开发景点由三大温室展示区和七大花园区组成。温
室内全部采用电脑控制的通风、加湿、恒温、滴灌等技术，营造出

1、夏季紫外线照射较强，注意防晒，带好防晒保湿用品。

适宜各种植物生长的环境，各温室内将展示千奇百怪的石文化、木

2、门票仅适用于当日 08：00-18：00 时间段，门票需保留，机动

雕文化、各式阴生植物和多年生花卉。以体现自然生态科普知识和

项目凭票游玩。

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好为主题。七大花园区域分别为：罗曼花园、百

巴塞尔小镇——复古的中世纪复古教堂，独具异域风情的地中海民

国香苑、葵花情缘、树巢之家、花花欢乐园、香格里拉之都、以及
五彩花海。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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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田园
景区内的崖山森林公园每立方厘米负离子含量 27000 余个.有谭公
古祠、飞龙雨瀑、九龙灵泉、品翠轩、云台晚照、雨林叠谷、荔香
渔居、七彩田园、梦幻逍遥谷、四季香会议中心、奇趣生态剧场、
伴云阁环保度假区等组成。

中西自助餐、保健理疗、推拿、沐足、茶艺、电影、网吧、台球、
乒乓球、健身、康体娱乐等各种配套娱乐设施齐全及项目独具特色。
是商务、旅游休闲的最佳驿站。

景区开放时间：24 小时
门票：128 元

千顷良田，汇集了全世界各地新型农业成果。随着日夜时辰的变化，
美丽的田园风光还能变幻出不同的景观图案。漫步其中，高新科技
农业产品的展示、名优特优农产品展示、新型农业科技实用技术展
示、琳琅满目。随手摘一株科技成果培育的新型农业品种，即可感
受到人类智慧的无限和生产力的飞越！

景区开放时间：7：00-17:00
门票：20 元
温馨提示
1、爬山尽量不要穿高跟鞋，请轻便的运动鞋。
2、山路湿滑，小心前行。
3、夏季山间有蚊虫，请游客带好防蚊液。
4、患有严重的心脏、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者不能参加野战、
拓展活动。

东莞龙凤山庄影视度假村
龙凤山庄影视渡假村原名为成功岭渡假村，座落于风景秀美、民风
淳朴的客侨之乡——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占地 38 万平方米，地
处龙平公路沿线，毗邻深惠，交通便利，凤岗镇内公交 9 路线、5
路线及 2 路线均停靠龙凤山庄。
亚热带海洋气候覆盖下，龙凤山庄气候宜人、全年无霜，加上纯天
然的山林地貌，环境幽雅、空气清新、上百种珍稀植物，高达百分
之七十五的绿色覆盖，是闹市中的世外桃源，钢铁森林里的天然氧
吧。庄内客侨风情园、欧式风情园、南亚风情园、日式风情园等四
大“风情园”交相映衬，古堡倩影、圣泉证盟、仙鹊归巢、金盆献
花、客侨流韵、童话奇缘等龙凤八大景各为特色。

森晖自然博物馆

景区开放时间：09:00—18:00

东莞森晖自然博物馆座落于东莞市莞城区可园路，与广东四大名园

银瓶嘴

之一的可园、可园博物馆、岭南画院、文学院仅一路之隔。交相辉
映、相得益彰，有着良好的文化氛围。东莞森晖自然博物馆，占地
面积 10000 多平方米(内附古玩城)，展馆建筑面积 6000 多平方米，

银瓶嘴，山名。位于谢岗镇和惠州市相接处，东莞市东部，莞城区

展馆主要分为：大型根雕观赏石馆、精品观赏石馆、观赏石文化走

东偏南 55 公里处，东与惠阳县的白云嶂相连，面积 5000 亩。素有

廊、古生物化石馆等，是东莞一家规模大、藏品多、设施完善、功

“小九寨沟”之称。银瓶嘴山主峰 898 米，因远望象一樽银瓶而得名。

能齐备的自然科普性博物馆。
东莞森晖自然博物馆藏品数千件，其中多件属于国宝级藏品，堪称
国内的孤品、绝品。如大型根雕“诺亚方舟”
、
“兆象”
、
“牛气冲天”、

山顶山麓气候差异较大，同一时间却可感觉到不同季的惊喜，山顶
常有云雾缭绕，云雨变幻无常，仿佛一幅幅的人生画卷，精美又实

“中华龙”等；著名奇石：
“布达拉宫”、
“黄河之水天上来”、寓意

在。山脚举头远眺，远远地几座高峰相连，层层叠叠，座座高耸，

“保平”的绿彩陶、天然奇石宴“满汉全席”；以及各种精品观赏

连绵起伏，山中树木、花草一年四季常绿，山水从小溪缓缓流向石

石和五彩斑斓、光彩夺目的矿物晶体标本等。大者重数吨，小者可

鼓水库。一条银带衬托着两座大山，显得格外美丽。

放几案手掌，品种丰富、琳琅满目。

银瓶嘴山中有清泉飞泻万丈，泉水从悬崖峭壁喷射而出，山泉清澈

美莲湖水汇
美莲湖水疗会是一家集休闲、餐饮、商务、娱乐于一体的 高品位、
大型豪华绿色健康集成式航母高级水疗会所。美莲湖水疗会同广州

甘甜可口、耐人寻味、天下难寻，是最佳而且又最清纯的天然矿泉
水。在这里，任何一座山，任何一泊水，都是浑然天成，可触可摸
可与之融为一体，而且不会有丝毫的隔阂。
门票信息：免费

专业大型水疗联手打造，为东莞市水疗会所业又一颖覆性翘楚力作
会所位于东莞红丝长安镇莲峰北路。与邻边的莲花山、高尔夫旅游
度假区、莲花别墅、陶然豪居、体育公园、莲花新村地王广场等高
尚社区交相辉映，交通十分便利。会所属商务型设有多功能水疗区、

交通：从京港澳（广深高速）转潮莞惠（虎岗高速）一路注意跟指
向牌行驶看到谢岗出口就下，接着沿莞惠公路（惠州方向）行驶 1.7
公里左右右转，约 8 分钟左右可到达银瓶山森林公园。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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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推荐
按游客口碑及热门程度推荐住宿
简介： 东莞莫泰 168 连锁酒店（东城中

顾客点评：不错，很干净和安静，希望继续

路店）是美林阁控股有限公司旗下品牌

良好的服务保持。

“莫泰 168”经济型连锁酒店强势进驻东
莞，本品牌酒店设计独特，风格时尚，引
顾客点评： 酒店是新装修的，总体感觉还不

领经济型酒店的潮流。

错，床上用品的给人一种回家的感觉

>>>

更多

欣欣价：113 元起

>>立即预定

东莞莫泰 168 连锁店（东城中路店）
简介： 东莞城市客栈（南城店）是由华侨

顾客点评：房间装修很新颖，而且很舒服，

城国际酒店管理公司开发经营的精品商务

虽然小但精致。早餐品种少，味道很正。

连锁酒店品牌。

顾客点评：服务不错，干净。地理位置也很

欣欣价：158 元起

>>立即预定

好，非常满意 >>>更多

东莞城市客栈（南城店）
简介：

东莞锦江之星（麦德龙店）周边

交通便捷，右毗邻东莞市汽车总站，每天

顾客点评：地理位置很好，出行非常方便，
吃的，玩的都非常多 。

有上百次班车发往周边各省市。

顾客点评：最喜欢张床，软软的，好舒服，

欣欣价：159 元起

>>立即预定

环境比较安静

>>>更多

东莞锦江之星（麦德龙店）
简介： 东莞如家快捷酒店（莞城创业新村

顾客点评：这家酒店感觉挺好，干净，价格

店）位于莞太大道与可园南路交汇处，城

也不错，安静，很舒服，唯一就是没有电脑

区市民广场对面,人民银行金源中心旁,环

房。

境优越，出行便捷。

顾客点评：还可以吧，交通也算便利，走出
去几分钟就有大的超市，买什么都方便，对
面就是一个大的广场，出去坐坐也不错>>>
更多

欣欣价：114 元起

>>立即预定

东莞如家快捷酒店

>>更多酒店预订信息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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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推荐
东莞菜属岭南菜系，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分山乡风味菜系、水乡
风味菜系等，各有代表菜式，如山乡风味里有樟木头客家咸鸡、大
朗榄酱炒饭、清溪茅根黄豆坑螺汤等，水乡风味有沙田莲藕煲龙骨
汤、洪梅芋合干拗蚬肉、虎门蜜汁烤鳗鱼等。
东莞临江面海，水产丰富，海鲜也是特色之一，除了出名的膏蟹、
重壳蟹、濑尿虾、石斑鱼等等，还以出产基围虾著名。吃海鲜最著
名的地方是虎门的新湾镇，十多家大排档在海边一字排开，置身其
中，听涛品海鲜，妙不可言。
东莞最著名的风味小吃首推“三禾宴”和厚街烧鹅濑。“三禾”指
的是禾虫、禾花雀（现已禁捕食）、禾花鲤，营养丰富，口味极佳，
道滘水乡是品尝禾虫、禾花鲤的好去处；厚街烧鹅濑是用整只鹅、
大块肉、大块骨，加许多特种药材和香料熬制而成的濑粉，美味诱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三笑残生

人，有不少广州、深圳甚至香港游客都专门到东莞享用这一美食。
其他的风味小吃有厚街腊肠和东莞米粉，道滘的裹蒸棕和肉丸粥，
石龙的麦芽糖和糖柚皮、沙田的莲藕、石碣的芙蓉肉和芋杆子，高
埗的冼沙鱼丸，长安的乌头鱼等。
此外，东莞还云集了大江南北的各式佳肴，雍华庭的湘菜馆、厚街
的珊瑚路（台湾街）、东城南路的东北菜、南城区的素食连锁等，
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美食街推荐
花园新村食街 位于东城区堑头的花园大街一带，是莞城市区一
处十分出名的饮食场所。有海鲜酒楼、西餐厅、酒巴、粥城、茶餐
厅、快餐店、面包屋、果汁店、茶庄、客家菜馆、糖水铺等。

虎门新湾食街 位于虎门镇新湾渔村。一条以竹棚搭成的食街，

东莞购物
在东莞购物极为方便，目前，全市拥有大小商场 2 万多个，还有一
批在建的特大超市和主题购物公园，沃尔玛、家乐福、吉之岛、百
佳等大型购物中心，东城、南城等商业步行街都是休闲消费、购买
旅游纪念品的好去处。
东莞的土特产品及旅游纪念品有：大朗荔枝、荔枝干、厚街腊肠、
虎门膏蟹、莞香（沉香木）、虎门销烟模型、鸦片战争纪念匙扣、
虎门服装等。
东莞的商业街上，店门挨店门，多是规模不大的专卖店，大概这与
东莞普通人的吃、穿、用都已经开始步入讲究品牌有点关系。任何
人到了东莞，都会对东莞的绿化赞不绝口，你可以不喜欢东莞四处

延绵近百米，绝对新鲜的海鲜，简易的竹台竹椅，颇有特色。

散发出来的商业色彩，你却不能不喜欢城市中那宁静优雅的绿色。

长安新民食街 位于长安镇新民村，伸出海边的一个个凉棚，用

走在东莞的街上，绝对能时刻感受到一种视觉上的享受。

杉木杉皮搭就，捞上当地出产的麻虾、乌头鱼、膏蟹，即时加工，

马路两边具有南国特色的绿化树木，以及比马路本身还要宽阔许多

别有风味。

的绿色草地，就如同两股流动在大地上的来自旷野森林的山风，轻

石排食街 位于石排镇中坑村，这里的食肆以精心泡制塘鱼著称，

柔地舒缓着、调和着城市里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给人所带来的紧张

尤以东莞四大家鱼（鳙鱼、鲩鱼、鳊鱼、鲮鱼）的烹制最为出色。

大岭山蛇宴食肆 大岭山镇烹制蛇宴十分讲究，炖蛇汤用硕大的
陶缸作容器，以燃烧中的木糠柴火“焖”成，味道浓郁，食客连喝
十碗八碗不腻。

清溪客家菜食肆 东莞清溪镇一带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这里许

与压抑。
很多人知道虎门，因为它是林则徐当年的销烟之地。而今天虎门的
名气，是因为它在中国服装业界的重镇地位，其中之一，便是刮起
“南派服装”旋风，富民时装城被誉为“中国乡镇第一号时装批发
商”。由于毗邻港澳，信息流通渠道快捷，服装样式时尚，引吸了
许多有自游“购物团”前往。

多食肆烹制的客家菜很正宗，尤其是客家狗肉、酿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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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节日

这里都要举行香港人旅游节，以文化广场、观音山、滨河公园、汽

节日

游、万人登山、泼水节、啤酒节等文艺娱乐活动。

时间：农历二月初二
地点：东坑镇
介绍：每逢二月初二，数以万计的群众都聚集到东莞市东坑镇，游

博中心为主会场，举办大型文艺晚会、汽车展销会、花车彩灯大巡

七月七风情节
时间：农历七月初七
地点：望牛墩镇

走十里长街，争相淋泼“仙水”，购物寻仙，观赏花车，场面盛大

介绍：农历七月初七，东莞人称之为“七姐诞”
，又称“拜七姐”
。

热闹，是当今东莞的第一大节。

其意即思念敬仰牛郎（董永）、织女（七姐）坚贞的爱情，通过虔

据史料记载，卖身节源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一卢姓大户在二月初
二时张榜招工，为其他所效仿，逢二月二都张榜雇工，远近青壮年

诚祭拜、花车巡游等活动祈祷平安，寄福未来。主要活动场地在东
莞市望牛墩镇。

也都来东坑找雇主，这天逐渐成为“卖身节”。东坑有“小澳门”
之称，数百年来粤港澳三地民风相融，商贸相集，每年“卖身节”
期间，港澳和周边成千上万的人都要赶来参加，使集市贸易、雇工
订约与万民同乐成为“卖身节”的三个主要内容，延续几百年。后
来衍生出许多卖身节遇仙降福的民间传说，如“卖身必寻物”
、
“购
物必遇仙”、
“买物必好运”等。
现在的卖身节已经不存在买卖雇工，但集市美食、仙人降水，购物
遇仙的民风依然盛行，同时融入了花车巡游、万支水枪淋射仙水以
及维寨、苗寨、侗寨、彝寨、傣寨、藏寨等中国民族风情舞表演等
活动。

“石龙杯”龙舟竞赛（端午赛龙舟）
时间：农历五月初五

东莞娱乐

地点：石龙镇

人人都知道东莞是个娱乐天堂，特别是晚间活动，真是丰富多彩。

介绍：每年端午节期间，在东莞市石龙镇金沙湾都要举行为期 2 天

东莞城区主要的夜生活集中地在花园新村，那里横竖几条大街上都

的“石龙杯”龙舟竞赛，除有多支传统龙队和国际标准龙队参赛外，

是车水马龙，往来不息，一直会闹到深夜 3 点多，有些更是通宵营

还举行大型文艺晚会、焰火表演、极限运动表演、书画大赛、明清

业。广东人酷爱晚上出外夜宵，所以所有的酒楼都开夜茶，这在北

家具及古玩展等一系列活动。

方是比较少见的。夜茶的价格也很便宜，和早茶差不多，由服务员

横沥红荔风情节

推着各式小吃在客人桌间穿行，客人看上什么动手拿就是了，一笼

时间：每年 6 月末

也就四五十元，供应的都是虾蛟之类美食精品，所以非常受东莞市

地点：横沥镇
介绍：每年 6 月末荔枝上市时，东莞市横沥镇都要举办为期一周的
红荔风情节，开展龙舟巡游、“荔枝红”民族舞表演、
“横沥风情”
摄影大赛、体育嘉年华、大型文艺晚会、烟花汇演、生态果园品荔
游、风情节电影周等精彩活动。

香港人旅游节
时间：7 月 17 日～8 月 14 日
地点：樟木头镇
介绍：樟木头镇地处东莞市东南部山区，当地人口不足 3 万，却聚
居了约 15 万香港人，素有“小香港”之称，每年 7 月到 8 月中旬，

贵的也就 8 元，便宜的 3 元，所以几个朋友相聚聊天，吃一个晚上
民的欢迎。
东莞的另一个著名夜生活区在厚街镇，也就是从 107 国道上的厚
街大酒店、珊瑚大酒店、假日酒店开始，然后转到它们背后，与
107 国道平行的这一条街。这一片的特点是霓虹灯特别多、特别大，
制做讲究，变幻多姿，东莞的许多摄影爱好者都喜欢到这条街上来
拍夜景，完全可以比得上在香港的尖沙嘴所拍。由于厚街镇是外商
云集的一个商业镇，所以这一片的夜生活内容也特别适应了他们的
需要，有多间台湾风味餐厅，供应极大个头的台湾糯米团、台湾肉
粽、台湾铁板烧等等。其它还有多种西餐特色餐厅，有日式、泰式、
欧美式等多种选择。同时美容美发厅也遍布，夜总会、歌舞厅、娱
乐城、迪斯科、酒吧更是数不胜数。总之走到这条街上本来不想娱
乐的人都忍不住想乐一下，这就是它的魅力了。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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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东莞还有一个著名的娱乐镇，就是虎门，它也是东莞发展得

体育中心的羽毛球馆因为重新装修木地板而暂时关闭了，不过在体

较早的一个镇，过去它叫做“前店后厂”，也就是说买衣服的店面

育馆旁边的活动楼上开了四楼整个层面为羽毛球场地，大约有十几

在香港，把厂设在后面的虎门。所以虎门也就成为了中国继大连之

个位置，但在周六、日都是几乎场场暴满，所以一定要预定才行。

后的又一个国际服装集散地，与大连有"南北服装城"之称。在虎门
镇娱乐的多是香港的厂商和全国来的批发服装的老板门，所以这里
不但有大批的夜总会、歌舞厅、娱乐城、迪斯科、酒吧，广东的海
鲜美食更成为他们宵夜的重要去处。同时，虎门当然也就成为购物

东莞的保龄球馆比比皆是，较著名的有体育中心内的打保龄馆，还
有靠近东莞市理工学院的白马山打保龄馆，还有 107 国道上的侨
中打保龄馆等。

天堂，这里的衣服比外面便宜好几倍，一套很不错的套装，在外面

东莞还有多个高尔夫球场，象长安镇的是南中国地区最大的夜间灯

要卖到四五百元的，在这里一百多元就有可能成交，甚至如果你一

光球场，而靠近虎英公园的是最近市区的景峰高尔夫球场，它分为

次买两套就可以按批发价，也就是折半，所以许多人都结伴而来，
一人买一件，又或者给亲戚朋友代买几件，这样就非常合算了。
影剧院：

发球练习区和正式球区两个部分，一般新来的人都在发球区练习，
有会员资格的才可进入正式球区。在东莞市西湖公园里也有一个发
球练习区和小型草地练习区，设 5 个洞，但象正式球区一样，也由
球童帮你背着各式球棍，从发球区开始一杆杆直到打完，对于没有

东莞的影剧院不多，最大的一家在市中心运河边上，它不单单是一

会员籍又想试试正式打法的朋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间普通的电影院，还是东莞市政府开大型会议以及搞宣传的重要场
所，还有一些国家要求干部观看的普法或科普电影都会指定在这里
放映。其余时候就专放中外大片，不论时兴什么电影，它总是东莞
市第一个放映的地方，所以它也算反映是东莞群众文化情况的一个
重要窗口。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13602440369

这里也是东莞所有外来歌舞团演出的重要场所，象俄罗斯芭蕾舞剧
团的演出、舞剧红楼梦、国家中央歌舞团、国家木偶剧团等来到东
莞都是在这里演出，每年的新年音乐会也是在这里演出，在这种时
候演出票上要专门印上请东莞市民们要穿着正式的套装出席，否则
悠闲惯了的东莞人会穿着拖鞋、背心入场的。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13602440369

健身运动场所：
东莞的健身场所有好几处，一个是东莞市体育中心，它是以出租羽

南国红豆——粤剧

毛球、乒乓球场地为主，还有游泳馆在夏天对公众开放，不过由于
这个游泳馆是用于比赛的正式泳池，水深超过 1.8 米，所以几乎所

戏剧是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艺术之一。粤剧在东莞同样深受

有的人在里面都够不到底。而东莞东泰花园的游泳池深度和水温就

群众的喜爱，著名粤剧大老倌卢启光等广东粤剧名家常到东莞城乡

比较合适，而且来这里的一般都是东泰小区内的住户，所以较为安

登台演唱和传艺。长安镇业余粤剧团还于 2002 年赴京在人民大会

全。

堂演出大型粤剧《思源》
。作客东莞，可不要错过一睹“南国红豆”
风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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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攻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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