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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山-朱家尖管委会朱家尖街道南沙村

岱山衢山镇凉峙村

普陀白沙岛管委会白沙港村

嵊泗菜园镇高场湾村普陀桃花镇塔湾村

嵊泗五龙乡

舟山，因形如巨舟而得名，位于中国东部黄金海岸与长江黄金
水道的交汇处，是中国“一带一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处
于上海都市群四小时交通圈内，是上海的海上后花园。

海岛文化底蕴深厚。舟山因海而生，因海而兴，海洋文化源远
流长。在几千年的繁衍生息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海岛河姆渡文
化，人文底蕴深厚，出现过不少名人如三毛女士等。最为舟山人引
以自豪的是两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和林郑月娥女士。

海岛旅游资源丰富。舟山素有“海天佛国、渔都港城”的美誉，
具有得天独厚的港、景、渔等海洋资源优势，拥有普陀山、嵊泗列岛
两个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岱山、桃花岛两个省级重点风景名胜
区，定海和普陀两个省级旅游度假区，还有“离岛微城”嵊泗列岛，

“蓬莱仙岛”岱山，“沙雕故乡”朱家尖和“东方侠岛”桃花岛，“海钓
天堂”白沙岛……舟山是全国环境最优、空气质量最好的城市之
一，是名副其实的海上花园城市和宜居宜业宜游的群岛型城市。

海岛旅游产品精良。近年来，舟山大力开发海鲜美食、海岛民
宿、运动健康、特色文化旅游、禅修体验等特色休闲度假旅游产品，
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来舟山休养放松的需求。

海岛旅游活动丰富。舟山各个岛上都有着丰富的线路和活
动。一系列国际赛事和高能活动，如东海音乐节、中国舟山国际沙
雕节、舟山国际马拉松、秀山岛滑泥文化节、欢乐东海系列活动都
广受欢迎，为全民呈现欢乐的文旅盛宴。

海岛旅游美食新鲜。舟山渔场是中国最大的渔场，这里约有

鱼类360多种、虾类60种、贝类100多种，故而有“中国海鲜之都都””
“中国渔都”之美名。无论是著名的海鲜夜排档，还是原始的海岛
渔村，或者大众的海鲜酒楼，都能享用到地道的舟山海鲜。

海岛旅游民宿优质。舟山处处都是海岛渔村和渔俗，来舟山疗
休养可以选择住在渔家宾馆，感受渔民的热情好客；也可以跟着渔
民出海捕鱼，当一回渔民，体验别样的渔家生活；或是随便挑一个小
渔村住下，就能感受到舟山浓浓的别样的渔家风情。

舟山是一个值得你去“养眼、养肺、养胃、养脑、养心”的好地
方。来舟山疗休养，游一游美丽的海岛风光，品一品鲜美的海珍美
食，感受一下独特的人文风情，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美好
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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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尖街道南沙村基地位于朱家
尖岛东端，三面环山，面朝大海，地理
位置优越，风景资源丰富，拥有千米自
然沙滩——东沙。

近年来，南沙村以打造“美丽东
荷嘉园”品牌为核心，进一步加快旅
游配套设施建设，加速发展旅游
业。200多户人家中有 160多户在家
开办民宿，有的还兼带餐饮。在庭
院设计中，统一风格，一栋栋崭新的
欧式洋房整齐排列，黄墙红瓦，充分
体现海岛特色韵味。同时，依托区
位优势，进一步配齐生态停车场、摄
像头等公共配套设施，打造景居相
宜的民宿特色村。2015 年，建成电
子商务服务平台，建立协会微信公
众号，以“政府指导+市场运作”的模
式，进一步整合现有渔农家乐资源，
实现公众号内统一展示、对外营
销。组织开展各类技能和素质培
训，通过烹饪技巧、电脑操作、茶艺、
种花插花、乡村导游等知识技能培
训，有效提高经营户从业素质、服务
水平。同时多次组织经营户到先进
地区实地考察，扩展经营户视野，进
一步加深特色经营服务理念。

朱家尖沙滩资源十分丰富，尤其
是岛东南沿岸依次排列的东沙、南
沙、千沙、里沙和青沙五大沙滩，绵延

近 5公里，犹如一条金色的项链镶嵌
在青山碧海之间，号称“十里金沙”。
晴朗天气，东沙湾还是观日出的绝佳
点，站在平缓的沙滩上，看着第一缕
阳光从海平面升起，壮丽无比。东沙
沙滩后面腹地开阔，群山环抱，形成
三面环山一面靠海的海滨胜地，是踏
浪、游泳、玩沙、看日出的好去处。南
沙沙滩质地优越，沙粒纯净细腻，沙
滩平缓坡度小，名冠朱家尖沙滩之
首。这里是海上游乐的最理想之处，
设有“海滨浴场”“水上滑板”“水上摩

托”“快艇牵引伞”“沙滩排球”等娱乐
项目。南沙也是“沙雕的故乡”，沙子
雕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童话人物，
好看又有趣。

近来，南沙村依托“国际海岛旅游
大会永久性会址”落成辐射效应，以及
南沙“国际沙雕艺术节”“东海音乐节”
等名片效应，着力让文化“走出去”，把
游客“引进来”，充分发挥东荷嘉园“背
靠碧海金沙”的独特优势，努力建设一
流的民宿集聚村，使之成为承载朱家
尖旅游资源的终端。

白沙港村地处舟山群岛东端，紧靠
洋鞍渔场，素有“浪舞白沙、海钓乐园”
的美称。北与“海天佛国”普陀山隔海
相望，与洛迦山一水之隔；西与国家级
旅游风景区“沙雕故乡”朱家尖相距 2.2
公里，单程水路 20分钟。由白沙、柴山
两个住人岛和里外洋鞍、石蛋山、鸡笼
山等 25个无人岛礁组成。岛上居民生
活仍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海岛特色。

白沙岛内人文资源丰富，旅游环境
优美。唐代王维诗“静观素鲔，俯映白
沙。山鸟群飞，日隐轻霞”。诗中的素
鲔即是鲭鱼，产于东海。同时，白沙诸
岛地处海角天涯，境内海蓝天碧，礁奇
石秀，以及“若无三分武艺子，难吃洋鞍
带鱼丝”的民间语句，均勾画出白沙岛
独特的旅游休闲之源。

近年来，白沙围绕休闲旅游产业发
展，挖掘丰富的渔业资源，以近海海钓
为核心，按“南观光、北休闲、海上体验、
全域文化”的总体思路进行风貌打造，
聚焦文化元素植入、旅游环境提升和集
体经济培育，借力借势借机发展海钓、
海上游、荒岛探险游、渔家体验游、游艇
旅游，白沙知名度不断提升。自2008年
以来先后被命名为：国家级生态乡、国
家级海钓培训基地、国家级精品休闲渔
业基地、省级旅游特色村等称号。2018
年，创建了省级美丽乡村精品村和普陀

区“和美小岛”竞争性试点名单，同年被
评为浙江省特色疗休养目的地（基地）。

目前，白沙岛拥有民宿、酒店共 20
家，拥有接待床位约 400张，餐位近千
个，有休闲渔船14艘，环岛观光电瓶车9
辆。岛内民宿分布合理，均位于岛内海
岸线等风景优美处。同时民宿高、中、
低档次分布合理，酒店式、院落式等风
格主题各异，能够较好地满足不同疗休
养人群的需求。

此外，岛内建有南部和后沙头两个

海钓区共 8个钓点，可同时容纳 150人
进行岸钓活动，并完成船钓、矶钓、筏钓
和路亚钓四种海钓方式的相关配套设
施建设，同时形成以望夫崖、渔家傲、小
马鞍（听涛阁）、望江亭、大众钓场、旅游
服务中心为主的环岛风景带，引入海上
运动项目皮划艇、摩托艇、帆船运动，深
受游客喜好。白沙港村已真正成为一
个集旅游、避暑、度假、休闲、美食以及
海上垂钓于一体的职工疗休养理想之
地。

塔湾村地处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
桃花岛的东南部，距普陀区中心沈家门
7.8海里，海陆交通方便，是桃花岛风景
旅游区核心所在地。她面朝东海大洋，
背靠舟山第一高峰安期峰，登上峰顶可
感受会当凌空绝、一览众岛小。碧海绕
岛间，渔舟竞海波，村内汇集塔湾金沙、
桃花峪、安期峰三大旅游景区。

安期峰景区以峰、石为特色，寺、
洞为主体，山清、水曲、石趣、峰奇、境
幽、气爽，是桃花岛旅游专线必经之
地。塔湾金沙景区为东海第二大沙
滩，滩地平缓、沙质纯净，是进行海浴、
沙浴、阳光浴和沙滩漫步的理想沙
滩。桃花峪景区位于桃花岛东海岸，
依山傍水，自然生态环境优美，奇岩壁
立，惟妙惟肖。山顶可远观海景，晨观
日出，蔚为壮观。

各个景区门口或周边都设有免费
停车场，停车位达 400余个。海运方
面，目前运营“金庸 2号”“金庸 3号”

“金庸5号”“东海神珠”“东海神珠2”及
“神侣三号”，旺季最多船班34班，单趟
运营量达2000人次，游客来岛旅游“海
上交通”更加便捷。

2002年以来，塔湾村进行了一系
列新农村改造与旅游相关旅游休闲景
观及农家乐集聚区建设，已初具美丽
乡村与休闲乡村特色。先后荣获浙江

省民主法治社区、省级旅游特色村、省
级三星级服务村等多项殊荣。

近年来，塔湾村围绕休闲旅游业
建设逐渐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经营模
式，依托自然生态、民俗风情、海上特
色产业，旅游业成为渔农民增收、增效
新的经济亮点。特别是 2005年以来，
塔湾村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疗休养基础设施及配套功能
日趋完善，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休闲活
动日益丰富，旅游接待能力不断增强，
服务质量不断提高，逐步形成了以休

闲度假、海上娱乐为特色的旅游点。
并且提供海上垂钓、浅海拉网捉蟹、沙
滩篝火、烧烤、登山观日出等特色休闲
娱乐活动，真正做到让游客吃得开心、
玩得尽兴。

随着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塔
湾村的民宿从2004年9月的12家渔家
乐，现在已经发展到68家，一次性可接
待 1000人同时住宿、就餐。村里至少
有500多个渔农民从事旅游业，成功地
为本地渔农民转产转业开辟了一条致
富途径。

凉峙村坐落在衢山岛东北角，依
山傍海，现有民宿 80家，住宿床位将
近 800张，是名副其实的民宿村。幽
深、窄小，一半是石板一半是水泥浇
筑的小巷子，民房多为石砌瓦房，而
又各具形态，有 21世纪的样式，更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模型。高耸的、
低矮的，顺着山形地势拥挤在一起，
仿佛两个世纪的重叠，成就了一座海
岛布达拉宫。

沿着宽宽的 500余米的沿港路漫
步，你会发现村里的墙体整齐划一，修
缮成了江南独有的马头墙，青瓦白墙上
面是极富海岛特色的渔民画，把一幕幕
渔民生活工作的场景再现于画面中。
岛侧山横向海浪之中，自然地营就了这
个东西 1500余米、南北 500余米、海域
面积300余亩的海湾，称为凉峙。

这凉峙沙滩，就像一条金黄的长
龙。不仅山海风景优美，更是海产资
源丰富。活皮虾、“白果子”、螃蟹、

“铜盆鱼”……谁都想登上渔船，去当
一回渔民，去体验一下海上的生活，
去感受一下捕捞收获的喜悦。

这是一个奇妙的港湾，一年四
季，海水色彩变幻不已：一、二、三、四
几个月灰黄浊橙，给人厚重振奋之

感；而七、八、九、十这几个月却是碧
水蓝波，给人清澈明快凉爽之感。

如果恰好遇上在这片美丽的海滩
举行衢山镇渔民运动会，别开生面的比
赛，紧张激烈，笑声回荡，一定会让你感
受到渔人的豪迈与乐观的情怀，也让你
的心跟着海浪飞溅起欢快的浪花。

沿港路青瓦白墙上，一家家渔家
乐的标志分外明目。别以为这些都
只是渔家民房，其实现在渔村民居的
条件比城镇还优雅。不少渔家乐开

辟偌大的院子，铺设鹅卵石，设立秋
千，放置露天桌椅，建造露天楼台、简
易花架，雅致时尚。自然、清新的人
文环境，面带淳朴笑容、热情爽朗的
老板，让人感到亲切如故，大有宾至
如归之感。对于生活在熙熙攘攘的
大都市的人们来说，这座与海相连、
与山相依的渔村，实在是现代的海上
桃源，无丝竹乱耳，无案牍劳形，而有
悠然之闲适，自在之潇洒，心旷神怡
之间倍觉生活的美好。

高场湾村位于嵊泗县核心景区，周
边旅游资源丰富，是一个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的自然村落。南面和北面是华东
地区最大的自然沙滩：南长途沙滩和基
湖沙滩，人称“姐妹沙滩”。

看惯了素净黑白的中式乡村田园，
乍见这依偎一湾蓝海旁的五彩渔村高
场湾，是藏不住的新奇。明朗的色彩带
着甜甜的浪漫气息，悄悄告诉你这是另
一种乡村生活。而最惹眼的还数那沿
街随处可见的景观性建筑。一面面纯
白幕墙，信手涂抹，画一座屹立的灯塔，
画一朵湛蓝的浪花，再画几尾灵动的海
鱼在珊瑚礁石间游动，这是独属海岛的
渔家情趣。

随着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渔家民
宿业（渔家乐）已成为高场湾村一张亮
丽的名片。高场湾村也因此被授予“省
级农家乐特色村”“省级特色旅游村”

“省级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小康建设示
范村”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高场湾村基础设施建设成
效显著，村庄整体环境得到改观，美丽
庭院、文明家庭不断涌现。旅游产业发
展迅速，渔家民宿档次和品位不断提

高。目前村里有渔家民宿 120家，床位
3000张，每日能接待游客量达 3200人。
渔家乐产业不断壮大，从原先的小型木
质渔船通过转型升级全部新建为钢质
休闲渔业船，船上设施设备更加齐全。
渔家乐档次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深受
广大游客好评。

高场湾村是岛上唯一坐落于沙滩

上的渔村，各式民宿与海鲜店家和民居
三五间居。你可以在此品尝美味透鲜
的海味，入住清新舒适的民宿，更可以
在此遇见那温暖的渔家生活！值得一
提的是这里的民宿，愈建愈美，不断自
我提升，力求用最高的颜值，最优的服
务，打动每一个偶然路过的游人。而一
旦遇见，一旦入住，便是惬意。

五龙乡地处泗礁岛的最东端，三面
环海，与大都市上海咫尺相邻，同海天
佛国普陀山隔海相望，是嵊泗县重点渔
业乡镇和渔家乐旅游基地。这里冬无
严寒，夏无酷暑，而且礁美、滩浅、洞幽、
石奇、崖险，自然风光旖旎，渔村气息浓
郁，是一个典型的渔业乡镇，也是理想
的避暑避寒度假胜地。

五龙乡由田岙村、黄沙村、边礁村、
会城村四个村庄景区及一个 3A级景区
组成。世世代代的捕鱼人，依海而作、
依海而生，孕育了独特的海岛渔乡风
情。先后荣获国家级生态魅力乡镇、国
家级卫生乡镇、浙江省农家乐特色乡镇
及以五龙乡为核心的“东海五渔村”国
家4A级旅游景区等荣誉称号。

各村浑然一体，但各村又独具特
色。会城村主“静”，以发展特色精品民
宿、体验休闲文化为主，特色民宿群已
初具规模；边礁村主“雅”，以打造海洋
文化艺术群落、体验色彩艺术为主，“色
彩艺术村”品味彰显；黄沙村主“乐”，以
发展休闲渔家乐、体验沙文化和品尝特
色海鲜美食为主，是渔文化特色休闲旅
游活动体验基地；田岙村主“动”，以发
展大众化民宿集群、体验智慧村居为
主，传统的渔村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些
不同元素正集聚成为一条完整的旅游
产业链。目前，共有渔家民宿 293家，1
家民宿综合体，客房数 2829间，床位数

5342 张，餐位数 7310 个。 2017 年至
2019年，年接待国内外旅游总人次均在
50万人次以上。

近几年，五龙乡深挖传统文化内
涵，持续加大对大悲山灵音寺、鉴真
东渡遗址的保护开发，完成渔歌号子
馆、抗战纪念馆、渔民画创意体验馆、
东海渔村村史馆等文旅融合场馆的
改造提升；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将渔绳结、渔民画、渔歌号子、海
洋剪纸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
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进行保护和
传承。文创主题产品和旅游伴手礼

丰富多样，“五渔造集”手袋、渔画衍
生茶具、秘制海鲜礼包等特色文创礼
品深受游客青睐。

五龙乡注重旅游交通环境的打造，
业态丰富，民宿特色各异，餐饮服务多
样化，旅游基础配套日趋完善。以海鲜
为主题的田岙村海鲜美食一条街、以海
钓为主题的钓点意式西餐、以沙文化为
内容的沙艺术馆特色茶歇等餐饮服务
形式不断涌现。还有海上田园观光区、
海上石屋、渔家乐、电商体验中心、渔民
画体验馆、主题邮局、音乐酒吧等多种
休闲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