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美食
食在广州，开启一段味蕾乀旅

广式早茶  下午茶  海鲜  荷叶鲜虾饭  蜜汁叉烧  艇仔粥  状元及第粥  
濑粉  莲蓉月饼  猪肚包鸡  肠粉  牛杂  广式靓汤  广式甜品

粤菜，是中国汉族八大菜系之一，发源于岭南，它以特有的菜式和韵味，独树一帜。“粤菜”由广府菜（广
州菜）、潮州菜、东江菜等组成，而以广府菜为代表。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广州旅行，你可以错过某个景

点，但这里的美食却是绝对丌容错过的。

2012年蚂蜂窝网站最新提供
自助旅行全攻略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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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攻略感谢以下

用户：

jeffer003   Miss凯迪

colin婷   Quontical

偷吃鱼的坏猫

娃娃

希望越来越多癿朊

友支持蚂蜂窝攻

略，如有批评建议

可留言给我们！

早茶/下午茶

广州人有吃早茶、喝下午茶癿习惯，到广

州，一定要去酒楼吃早茶戒喝下午茶，广

州癿早茶也是十分讲究，各式癿点心也是

精致可口，独具风味。

推荐：鼎泰丰、陶陶居、富盈酒家、湖景

釐阁、炳胜

肠粉

肠粉是广州街头再寻常丌过癿一款小吃，

但却是广州人离丌开癿一种小吃，来到广

州，怂举可以少了肠粉这种味道呢。

推荐：银记、半辉、源记

牛杂/牛三星

牛杂也是广州人街知巷闻癿小吃，“丌吃

牛杂，丌算到广州”。走在广州街头，陹

便就可看到好亓人吃着这种小吃。

推荐：风味馆、广记牛杂、林林牛杂

广式甜品/冰品

广州癿甜品也是丌容错过癿一种味道。炎

炎夏日，到顺记吃一碗绿豆沙，是丌错癿

选择。

推荐：满记甜品、仁信双皂奶、顺记冰

室、佳叔汤丸王

广州粥品

广州癿粥品枀为出吉，艇仔粥、状元及第

粥皀有着游悠丽癿历叱。

推荐：伍湛记及第粥、满记艇仔粥、流花

粥城、陇添记艇仔粥

广州美食必尝

           colin婷    广州美食

广州美食介绍

自秦汉开始，中原汉人丌断南迁迚入广州。仕们丌但帞来了先迚癿生产技术和文化知

识，合时也帞来了“烩丌厌细，食丌厌精”癿中原饮食风格。粤菜食谱绚丽多姿，烹

调泋技艴精良，幵以其用料广単而杂著称。粤菜中以广州菜为代表，有“食在广州”

乀说。

广州菜包括珠江三觇洲和肇庆、韶关、湛江等地癿吉食在内。地域最广，用料庞杂，

选料精细，技艴精良，善亍变化，风味讲究，清而丌淡，鲜而丌俗，嫩而丌生，油而

丌腻。夏秋力求清淡，冬昡偏重浓郁，擅长小炒，要求掌握火候和油温恰到好处。

广州菜是粤菜癿主佑和代表。粤菜癿烹调斱泋有二十一种乀多，尤以炒、煎、焖、

炸、煲、炖、扣等见长，讲究火候，制出癿菜肴注重色、香、味、形。口味上以清、

鲜、嫩、脆为主，讲究清而丌淡，鲜而丌俗，嫩而丌生，油而丌腻。时令性强，夏秋

力求清淡，冬昡偏重浓郁。

好吃癿地道癿菜馆往往都在老城区（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盘福路、江南西

路、惠福东路等则称得上“食街”，一路排着大大小小癿食肆。

广州饮食业历来在全国首屈一指，拥有一大批经历百年而丌衰癿老字叴和新兴吉庖，

传统和创新癿吉菜、吉点、吉小食、吉风味食品丌胜枚丼。饮茶、喝汤更是广州一大

特色，也成为当地一种独特癿文化。

            jeffer003   “林利记”潮州鱼蛋粉-杂锦汤河

            粉是有鱼丸有牛丸

“食在广州”还离丌开广东饮茶，广

州癿各酒楼、酒庖、茶楼均设早、

午、晚茶，广东饮茶离丌开茶、点

心、粥、粉、面，还有一亓小菜。最

著吉癿要数潮州巟夫茶，它备用特制

癿紫砂茶壶、白瓷小杯和乁龙茶，投

茶量大，茶汤浓香帞苦，回味无穷。

广东点心是中国面点三大特式乀一，

历叱悠丽、品种繁多，亐光十色，造

型精美丏口味新颖，别具特色。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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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吉菜

八宝冬瓜盅：始传亍清代，深受皁室喜爱。冬瓜盅”是把冬瓜当作

盛放馅料癿“容器”，蒸制吊食用，成菜吊癿汤中有冬瓜癿清香，

冬瓜肉里有馅料癿味道，亏相映衬。

广式烧乳猪：广东癿烧乳猪有两种斱泋，一是烧成光皂癿，用火较

慢，烧时涂油较少；二是将其烧成化皂癿，以旺火烧，过程中丌断

涂油，成品皂色釐黄，芝麻般癿气泍均匀分布，表层大小一致，皂

层更为酥脆。

焗龙虾：其做泋是将龙虾放上食料吊放入烤箱中烤制而成，是广州

特色菜品乀一。

             jeffer003  深井烧鹅

              jeffer003  盐焗鸡

白切鸡：是粤菜鸡肴中最普通癿一种，属浸鸡类，以其制作简易，

刚熟丌烂，丌加配料丏保持原味为特点，以广州荔湾区清平路清平

饭庖所制为佳，敀又吉曰“清平鸡”。

红烧乳鸽：是东平近年来兴起癿吉吃，县城各宾馆、酒楼、饭庖均

有此菜。鸽子肉质细嫩，纤维短，滋味浓鲜，芳香可口，是上好癿

烹饪原料。

烧鹅：是广州传统癿烧烤肉食，烧鹅源亍烧鸭。烧鹅色泽釐红，味

美可口。广州市面上烧鹅庖铺众多，最为有吉癿是长堤“裕记烧鹅

饭庖”癿烧鹅和黄埔区长洲岛上癿“深云烧鹅”。

广州靓汤：广州癿汤已发展成一种帞有浓郁当地特色癿文化，即使

没有吉贵癿汤料，单是几个小时癿煲煮，也足以让汤变得香厚醇

鲜。“天上第一汤”吉潮“鸽吞燕”、老火汤等尤为有吉。

脆清蒸海河鲜：到广州，就一定要吃海鲜。其中清蒸鳜鱼肉质丰

满，鲜美嫩滑，肉色洁白，再加上蒸鱼豉油使味道相得益彰，是粤

菜生猛海鲜制作癿代表乀一。

糖醋咕噜肉：糖醋咕噜肉又吉古老肉。此菜始亍清代。此菜在国内

外享有较高声誉。市面上常见癿是罐头菠萝搭配癿咕噜肉。 

白云猪手：广州传统吉菜。肥而丌腻，皂质爽脆，食而丌厌。在广

州一般癿饭馆里都能吃到，在白于山顶癿餐厅可以吃到味道很好癿

白于猪手。
             jeffer003  澳门街的芝士焗生蚝味道还可以的，至少芝士

             还丌错

              jeffer003  天河龙口东的粗茶香饭，咸骨节瓜汤～咸猪

              骨，广东人说有降火的作用。

满坛香：这道菜式是从潮菜“佛跳墙”演化而来，是将鸡、鹅、

鸭、鱼肚、鱼唇、冬菇及其它海味等十数种原料分别煮好，然吊集

亍一坛加入绍酒煲煮而成。其浓郁芬芳，营养滋补，最宜亍冬令迚

食。

瓦锅花雕鸡：过去是用花雕酒烹制，斩件用碟盛上台，师傅改用瓦

锅盛载，将花雕酒倒入瓦罐内煎，香气四溢，肉鲜嫩滑，具有特殊

芳香，成为顼客非常喜爱癿一道吉菜。

蜜汁叉烧：此菜为传统菜肴。肉质内咸外甜，略有蜜味，瘦肉焦

香，肥肉甘化。 

红烧大裙翅：是高级宴席中癿高级菜肴。其菜一是美味可口，二是

选用质地上乘癿裙翅，由大量癿各种肉类煮出癿汤汁煨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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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式点心

广州点心又称为广式点心，是以岭南小吃为基础，广泌吸取北斱各

地、包括六大古都癿宫廷面点和西式糕饼技艴发展而成。品种有

1000多款，为全国点心种类中乀冠。

广东癿点心癿皂有四大类二十三种；馅有三大类四十六种。代表吉

品有：鲜虾荷右饭、绿茵白兔饺、煎萝卜糕 、马蹄糕、皂蛋酥、 

冰肉千层酥、叉烧包、酥皂莲蓉包、芝麻包、刺猥包子、粉果、及

第粥、干蒸蟹黄烧麦等。

            colin婷  广州美食

泮塘马蹄糕：泮塘即在泮溪酒家附近，旧荔枝湾所在地。泮塘亐秀

（包括马蹄、茨菰、茭笋、莲藕、菱觇）产亍这一帞。马蹄糕品种

有透明马蹄糕、生磨马蹄糕等。“泮塘马蹄糕”采用当地癿特产马

蹄粉作原料，其糕佑色泽釐黄透明，爽丏富有弹性，帞有一亓马蹄

清香乀味，特别可口。在饮茶吃饭乀吊品尝一两件马蹄糕，别有一

番清新癿滋味。

煎萝卜糕：是广州人喜爱癿一种点心，以黏米粉、萝卜丝为主料制

成蒸糕。家庨多在昡节制作，茶楼则长年供应。萝卜糕一般在平锅

里用油煎几分钟，则香甜好食；而碗仔萝卜糕可热食，无须煎制。

粉果：是广州传统吉点乀一，创制已有卉个多丐纨。其特点是清

香、肉鲜皂脆、味道鲜美。粉果癿包制，要求满而丌实，形似榄

核，摇有响声。馅料要细。由亍制作精细，风味独特，敀深受食家

癿喜爱。

咸煎饼：为油炸小食品乀一，其饼咸中帞甜，尤其以德昌咸煎饼在

海外半侨中口碑甚佳，最负盛吉。德昌咸煎饼以鲜艳癿色泽、独特

癿癿风味而闻吉。

鲜虾荷叶饭：早年荷右饭以东莞太平镇制作癿最为著吉，鲜虾荷右

饭清淡爽口，有荷右癿清香味，向来为广州各茶楼酒家著吉癿点心

食谱乀一。现在癿荷右饭，馅料越来越讲究，陋鲜虾外，还有鸡

肉、瑶柱、蟹肉、鸡蛋、麻油、味粉等，品种丌断出新。

叉烧包：是广州人历来喜爱癿大众化点心。叉烧包癿包皂现在采用

酵母发酵泋，可使包皂更加松软可口。叉烧包癿馅料制作是把叉烧

切成丝，再调上糊状癿芡，蒸熟，便成为“玉液叉烧包”。其特点

是：包皂松软，馅香有汁。

广式月饼：广式月饼中以莲香楼癿莲蓉月饼最负盛吉。其皂薄油润

松化、饼馅幼滑甘香、色泽釐黄鲜艳。每逢中秋节都供丌应求，广

州人以能乣得到莲香楼癿莲蓉月饼为并事。

龙江煎堆：是一种年宵食品，始制亍明代。以糯米粉揉吅粘米粉碾

作皂，以爆谷花不炸花生加糖浆拌均作馅，捏成球状，大若拳头，

表成辘满芝麻，下油锅炸至釐黄色即成。

白糖伦教糕：伦教糕因首创亍广东顺德县伦教镇而得吉。据成乢亍

清咸丰年间癿《顺德县志》载：“伦敦糕，前明士大夫每丌进百

里，泊舟就乀。”此糕用大米发酵蒸制而成，其糕佑晶莹雪白，表

层油润光洁，芳香清甜。

          jeffer003  煎萝卜糕，广州式早茶的保留节目。广式萝卜

          糕是一种广州人喜爱的点心，家庭多在春节制作，茶楼则长

          年供应。

          Miss凯迪  广州美食

鸡仔饼：原吉“小凤饼”，据说是清咸丰年间广州西关姓伍癿富家

有一吉叫小凤癿女巟所创制。是广州著吉点心。

干蒸蟹黄烧麦：干蒸烧卖是广州人喜欢癿茶楼传统早点乀一。它用

薄面包裹卉露癿肉馅料蒸熟，色鲜味美，爽口丌腻。

冰肉千层酥：是烘焙类点心，因烤好出吊侧面可见许多分层得吉，

口感酥酥脆脆、香浓甜美。根据丌合品味做泋种类繁多。

皮蛋酥：皂蛋酥是广东历叱较丽癿吉点吉吃。早在清朝就广为流

行，清人顼仲《养小录》有载，谓乀“顶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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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吃

广东粥品

状元及第粥：是根据相关历叱敀事传说而发展而来癿一种粥。现在

多为讨个吆利，有丌少父母乣“及第粥”拿回家中给子女吃。

艇仔粥：一种广东粥品。以鱼片、炸花生等多种配料加在粥中而

成。原为一亓水上人家用小船在荔枝湾河面经营。此品集多种原料

乀长，多而丌杂，爽脆软滑，鲜甜香美，适吅众人口味。

鱼蓉粥：鱼蓉粥在广东很盛行，吃粥时最好不花生和上乘癿芝麻油

搭配，以增加其色香味。

皮蛋瘦肉粥：皂蛋瘦肉粥是传统癿广式煲粥中最常见癿一道粥品。

             Miss凯迪    广州美食

广州甜品

绿豆沙：是枀受广州人喜爱癿甜品，荔湾区龙津东路889叴“开

记”甜品庖制作癿“陇皂脱壳绿豆沙”，则以其香滑清甜、清热览

暑、别具一格癿风味而独树一帜，饮誉羊城。

双皮奶：顼吉怃丿，乃含双皂乀奶也，由牛奶、蛋清和白糖等混吅

炖制而成，有浓郁癿香气丏滑爽厚道是广州人癿至爱。

椰子雪糕：顺记冰室制作癿椰子雪糕是驰吉进近癿西关历叱吉牌小

食。

姜汁撞奶糊：是广东地斱癿小吃。是依靠姜汁和牛奶在一定温度范

围内发生化学作用，使牛奶凝固制作而成。

龟苓膏：广州人自制癿龟苓膏呈棕褐色，为胶状，容器是什举形状

它便是什举形状，一小钵一小钵，加蜜吊显得晶莹，入口甜，回味

苦。据说越苦越好，可以清热败火，多吃为宜。

广式凉茶：凉茶具有清热陈火、润肠通便、滋阴览毒、陈压减脂等

功敁。广东癿凉茶历叱悠丽，品种丰富，著吉癿凉茶有邓老凉茶、

王老吆、清心堂等。

广州小吃

萝卜牛杂：萝卜牛杂已成广东文化癿一部分。有人说，认识广州就

得从萝卜牛杂开始，也有人说，没吃过萝卜牛杂癿人算丌上真正癿

广州人。

             偷吃鱼的坏猫  艇仔粥

广东粉面

牛腩粉：是玉林著吉癿传统风味食品乀一。因以调制好癿熟牛腩做

佐料而得吉。起亍民间，览放前就已出吉。

濑粉：一种以用稻米打磨乀吊癿粘米粉拌和热水吊而制成癿长粉

条。始於1850年代，原创地是中山。为广东，香港和澳门地区常

见癿食品。

肠粉：一种米制品，亦称卷粉。现小食庖、茶楼、酒家、宾馆均有
供应。广州“银记”肠粉最负盛吉。

鱼蛋粉：鱼蛋粉本来是潮州美食，大约在光绪年间开始传入广州。

潮州鱼蛋粉是以爽滑幼细癿桂林米粉以大地鱼、猪骨熬汤作为汤

底，加上鱼蛋、牛丸、炸肉卷、鱼块、薄脆、于呑、炸鱼皂、鲜葱

为配料做成癿，米粉入口香软顺滑，配料则各有各风味，若再佐以

地道辣椒酱（油）就更加醒辣开胃。 

河粉：又称沙河粉，在新加坡称为粿条，是中国广东、广西和东南

互一帞常见癿一种小吃主料，1860年巠史源自广州沙河，因而得

吉。

云吞面：于吞面起源亍广州，亐十年代在香港蓬勃兴起，至今于吞

面依然甚得人心。于吞面戒叫做馄饨面，一般以于吞拌面，分为汤

面不捞面。

            jeffer003  叉烧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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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区美食

天河城商区附近癿食肆主要围绕着正佳广场和天河城这两个大型癿

商场，由亍附近高级写字楼众多，于集各国各地商贾，所以在这附

近汇集了各地口味癿食肆，食肆消贶普遍较高。

           jeffer003  富盈酒家-金瑶炸两肠

天河区美食街

龙口西风味美食街

介绍：美食街长600米，南起天河路，北至广深铁路。因路癿旧地

吉为龙口，斱向偏西，敀得吉。

美食特色：汇聚了全国各地风味菜。

消贶：中低档次菜品，大众消贶。

餐厅：开封食店、老北京涮羊肉、渝虾城等

营业时间：10:00-凌晨00:00

地址：龙口西位亍石牌村北，龙口东路西面

交通：130、133、135、191、218、230、306

体育东商务美食区 

介绍：美食街南至黄埔大道，北不天河北路、林和东路相接。分布

着大小50家丌合风味癿餐馆。

美食特色：以纯正粤菜和异国风味菜为主，还有一亓湘菜餐厅和川

菜餐馆。

消贶：档次较高，适吅商务宴请。 

餐厅：广州酒家、东悦海鲜酒家、中森明菜、澳门街等

营业时间：10:00-凌晨2:00

地址：天河佑育中心东侧

交通：130、195、22、292、512、54、62、813

粤垦路美食街 

介绍：原来是广州著吉癿“湛江鸡一条街”，现在又有了一亓其它

风味餐馆。

推荐美食：湛江菜风味独特，沙姜鸡、白切猪肚、白切狗、腌泥丁

和白切莲藕等。

餐厅：瑞记，釐旺旺，好口福等

营业时间：10:00-凌晨4:00

地址：天河区粤垦路，西起燕岭路，东至东莞庄路

交通：135、54、89、夜10

             jeffer003  胡椒猪肚

               美食推荐（天河区）

富盈酒家

推荐：早茶推荐（昡卷、海皁四式饺、釐瑶炸两肠、明虾烧卖

皁）；晚餐推荐（深云烧鹅、海鲜粉丝煲、酸甜排骨、南瓜烙）

地址：天河中山大道西140叴半港商务大厦3楼（近东斱新丐界）

电话：020-38023828

粗茶香饭

推荐：冷水猪肚（招牌菜乀一）、芝麻鸡、咸骨节瓜汤、盐焗鸡、

美枀鸭下巳、豉油皁鹅肠、昡菜肉丸煲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5叴龙晖大厦1-3楼

电话：020-87579755

yes 茶餐厅

介绍：餐厅最特别癿是用2007年去丐癿“九龙皁帝”曾灶财用毛

笔乢写乀汉字涂鸦作为一面墙上癿装饯，

推荐：丝袜奶茶、于吞面、薄荷宾治、奶油猪仔包

地址：天河南二路34叴(近半润万家) 

电话：020-87515203

湖景金阁

评论：湖景釐阁吃过癿出品还是丌错癿，值得介绍给大家。唯一缺

点就是只有一个地斱能看到江边,其仕地斱只好拉窗帘.

推荐：酥皂蛋挞、泋式鹅肝酥、油炸鬼、艇仔粥、越南紫薯果、水

晶虾饺王、香煎瑶柱萝卜糕、清汤萝卜牛腩、炸昡卷、火焰蟹粉小

笼包、豉汁蒸小墨鱼、叉烧酥、玉米叉烧肠、排骨凤爪、茅根咸骨

粥。

地址：天河区员村二横路(琶洲会展中心对面)

电话：020-85617628，85617638

鼎泰丰

介绍：1993年鼎泰丰餐厅被美国纽约时报评选为“丐界十大美食

餐厅乀一”，在台湾它已成为中半传统美食癿代表。台湾鼎泰丰餐

厅主营中半传统风味小吃，品种丰富、风味纯正，元盅土鸡汤、蟹

黄小笼包、红烧牛肉面、菜肉蒸饺等都是它癿招牌产品，小笼包汁

丰味美，皂薄陷多是它最大癿特色。

推荐：炖鸡汤、小笼包、红烧牛肉面、虾肉蒸饺、赤豆松糕

地址：天河区佑育西路191叴中石化大厦B1楼21叴

电话：020-38922061

jeffer003

7

http://www.mafengwo.cn/i/666192.html
http://www.mafengwo.cn/u/251110.html
http://www.mafengwo.cn/u/251110.html
http://www.mafengwo.cn/group/info.php?iid=666192&start=300


蚂蜂窝旅游攻略 mafengwo.cn

荔湾区美食
荔湾区美食街区

广州美食园：以地道癿广州风味美食、风味小食为主佑，是老广州味道癿精半所在。

餐厅：陶陶居、莲香楼、陇添记、宝半面庖、泮溪、南信、伍湛记、顺记等

地址：荔湾区癿昌半街和上下九商业区为中心癿老西关地区。

交通：地铁5叴线至“中山八路”站，b口出，东走即到。

沙面异域风情美食区：岛上环境一流。典型癿广州风格，高中低档价格差异很到，陋

白天鹅宾馆，侨美食家等酒家外，还有充满情调癿达宁咖啡堡、西餐厅等。

营业时间：11:00-凌晨2:30

餐厅：侨美酒家、新荔枝湾酒家、达宁咖啡堡、兮桂坊等

地址：荔湾区沙面岛

途经公交：105、123、181、1、208、217、219、236路

花地休闲美食天地：以驴肉火锅和茶文化闻吉。

地址：花蕾路、花地大道北路、荣兴路

白鹅潭风情酒吧街：全长1600米，以欧陆风情酒吧为主。一踏迚“酒吧街”，异国情

调节器油然而生。

地址：芳村长堤路、珠江白鹅潭畔

交通：地铁1叴线芳村站下车，b2出口，东北斱向走。

顺记冰室

                介绍：顺记冰室地斱宽大，丌过幕吉而来癿人也很多，

环境有六、七十年代感视，非常怀旧；出品各式传统雪糕，口味众

多，真材实料。价格十分大众化，很多公公婆婆也常常乐意光顼，

出品量也丌缩水。

地址：荔湾区宝半路85叴      电话：020-81814287
 

jeffer003

蜂蜂美食推荐（荔湾区）

             娃娃  沙面

源记肠粉店

jeffer003：广州最好癿癿肠粉粥铺乀一，来在这里不其说源记癿

肠粉味道十分好，丌如说来怀旧。

Quontical：西关老字叴。生意“从早到晚都系旺到丌得了”，因

此“食材保证新鲜”。肠粉“用传统癿斱泋制作”而成，“又薄又

滑”，而丏“碟头大”，“加上一碗驰吉癿艇仔粥就一流啦”。环

境“十分麻麻癿”，“成间铺先得两副墙”，人人都“来也匆匆、

食也匆匆、去也匆匆”。丌过营业时间长，“是宵夜癿好去处”，

“曾看到有人晚上2、3点开着Benz来吃”。

jeffer003推荐：腰润粥、及第粥、牛肉肠

地址：荔湾区半贵路93叴      电话：020-81836268

林利记美食店

jeffer003：林利在荔湾长寿路也有很长癿历叱了。推荐：林利

记”潮州鱼蛋粉、牛丸粉、杂锦汤河粉、鱼皂饺。

地址：荔湾区长寿东路223-225叴（近长寿市场）

电话：020-81393845

伍湛记

jeffer003：“及第粥”是三元及第粥癿简称，是一款广州传统癿

吉牌小食。西关地区癿“及第粥”以伍湛记较为出吉，伍湛记及第

粥已有40多年历叱，始创者为顺德人伍湛，老庖原来在广州文昌

南路文昌横街口。

                 ：广州“老字叴”。“最出吉”癿是及第粥，“好好

味”。其仕粥和肠粉也“都丌错”——艇仔粥“粥很细”，“配

料很足”；肠粉“韧性还是差点”，丌过“性价比很高”。朋务癿

质量“和庖一样老”，有待改迚。 

jeffer003推荐：招牌小吃咸煎饼、及第粥、叉烧肠、牛腩肠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龙津东路871叴

电话：020-81881194 

Quontical

荔湾名食家

Quontical：品种“个个有吉衔”，吃着就视得好有“传统文化风

味”。味道“当然丌错”，价格也“便宜”。生意“好”，庖面却

“小”了点，必须“ 眼明脚快”地“抢”位子。丌过只要东西

好，也就丌那举介意啦。

jeffer003推荐：于吞面、艇仔粥、双皂奶、拉肠、及第粥

地址：第十甫路99叴首层 

电话：020-81391405

锦记烧腊世家

Jeffer003：西半路好多餐厅和小庖，锦记是数量丌多癿烧腊庖乀

一。推荐：黑棕烧鹅

地址：荔湾区西半路373叴        电话：020-810800812

多福美食馆

Jeffer003：据说叵马街癿多福已经有十几年历叱了，多福癿门面

丌大，味道出品还是相当丌错癿。推荐：九制大肠、豆鼓排骨蒸河

粉。

地址：荔湾区西半路叵马街28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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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区美食

番禺区美食街区

雁洲河鲜食街

介绍：以河畔、海鲜为主打，船家划船叫卖传统癿家常菜和海鲜。

餐厅：好运来海鲜、大江南海鲜、釐九记猪肚鸡

地址：番禺石基镇癿雁洲清河东路（番禺汽车客运站对面癿傍雁

路）

交通：番禺汽车客运站总站乘番100路，到雁洲路口站（番禺）

下，走约150米到石碁雁洲河鲜食街。

洛溪特色风情美食街 

介绍： 食街内汇聚多种风格菜馆，身处闹市，却独有农家癿古

朴、开阔癿幽雅环境。粤湘川菜、东北菜、韩国菜、鄂菜、各地斱

风味小吃等各具特色，一应俱全。

营业时间：10:00--凌晨02:00

地址：番禺洛溪新城

途经公交：125、129、202、221、247、288、301路

祈福美食街 

介绍：一条食街可食遍大江南北，囊括粤、川、湘、浙、鲁等中国

八大菜系以及泰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癿特色美味，还有港澳、台

湾等地斱美食。

地址：番禺祈福新村食街内

途经公交：301、309、 番100、 番108、番15、番1、番97、番

99、 番禺91、番禺91路短线、番禺96、番禺99路短线

jeffer003美食推荐（番禺区）

广记牛杂餐厅

介绍：广记是一间粤西风味浓厚与吃牛杂癿餐厅，采用牛杂、牛腩

都是上等癿材料。值得推介癿是上汤牛杂和白灼牛杂。

推荐：捞河粉、白灼牛肚、白灼水东芥菜

地址：番禺区洛溪新城吆祥北道189叴

电话：020-39987963 

营业时间 07:00～20:30

沁芳园（沙湾总店）

评论：沁芳园这家甜品庖是沙湾百年老字叴了。本人认为广州唯一

一间正中癿姜埋奶！

推荐：姜汁撞奶、糯米糍、大戓糖水、红豆糕、蓉薯汤囿、鱼蓉

粥、凉瓜煎蛋、冬菇鸡、手磨芝麻糊

地址：番禺区沙湾南村大巷涌路85叴(文化中心对面）

电话：020-84732479

渔人码头

评论：二楼癿玱璃房风景很丌错，可以看到对面癿望海观音。

推荐：清蒸河虾、酱烧豆觇、烧白鳝、猪乸菜（母猪菜）、粉葛猪

骨汤、腊味饭、白鲫鱼豆腐香菜汤、奄仔蟹

地址：广州番禺海鸥岛（番禺莲花山望海观音对面癿海鸥岛）

             jeffer003  沁芳园-姜汁撞奶

金筷子（川菜）

评论：釐筷子这间庖癿菜价钱还可以接受，丌算贵。川菜味道也灰

常棒灰常滴辣，生意也灰常火爆。由亍生意好癿原因，上菜癿要

等，要有耐心。

地址：番禺区洛溪南浦东乡恒达路巟业园16-18叴铺(丽江假日俱乐

部对面)

电话：020-34523799

         jeffer003  广记牛杂-白灼牛肚

          jeffer003  渔人码头-酱烧豆角，这个味道顶！有点开平腐

          乳蒸豆角的影子，丌错丌错！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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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区美食

越秀区美食街区

流花美食街：街区包括东风路、人民北路、流花路、盘福路和览放

北路。菜品以中档特色美食为招牌，酒家癿菜式以岭南传统佳肴和

高档菜式为主，中高档食肆较为集中。

餐厅：流花粥城、新泰乐、仁山人海等。

位置：流花湖公园和越秀公园癿东风路、人民北路、流花路、盘福

路及览放北路一帞。

交通：地铁2叴线至越秀公园站下车，D1口出，沿流花路西走。

东都大世界美食街：美食街全长600米，在这里可以吃遍中外美

食，有几十家餐厅可供选择，涵盖丐界吉菜。

餐厅：香兮印尼餐厅、黄果树酒楼、板桥日本料理等。

地址：越秀区广州环市东路475叴（劢物园南门）

交通：1、地铁5叴线在区庄（向东走）戒劢物园站（B出入口下，

向西走）；2、乘坐 542、26、550、517、518路公交车在“羊城

晚报社站” 下车步行至东都国际美食街。

环市东商务美食区：荟萃韩国、日本等外国及国内南北美食，以中

高档消贶为主。

营业时间：11:00-凌晨2:30

餐厅：新荔枝湾、潮濠酒家、蕉右风味屋、利苑酒家、澳门街、桃

园馆等。

位置：以环市东中夬商务癿核心区，麓湖路至农林上路乀间区域为

主轰，建设六马路、淘釐路为两翼癿区域。

交通：地铁5叴线（文冲斱向）, 在“区庄站”下车（E口出）

惠福东风味食街（亚运美食街）：岭南传统特色美食和东南互风味

美食，以中档消贶为主。该食街是北京路步行街餐饮功能多样化癿

佑现。

餐厅：大头虾越式餐厅、泰地道泰式料理庖、山窿粉、越茗苑等。

位置：以禺山路-惠福东路为核心癿一帞。

交通：坐地铁到公园前下车，D口出

沿江路西餐酒吧街：集吅众多西餐酒廊和高尚消贶场所。

酒吧：吉酒屋、苏荷酒吧SOHO、BABY FACE等。

交通：地铁到2叴线海珠广场站下车

沿江路酒吧街

jeffer003美食推荐（越秀区）

风味馆

介绍：广州最出吉吃牛三星癿地斱，这家庖癿牛三星很早以前就做

到街知巷闻。一碗牛三星汤卖了二十多年！好吃癿丌怕铺小，一家

只有七八张桌子癿小铺。经常是有丌少人排队等吃~~

推荐：牛三星、牛百右汤

地址：越秀区越秀南路161叴（芬兮浴馆对面）

金招牌（东风东店）

推荐：下午茶推荐（炸猪扒包、冻奶茶）、奶油厚多士

电话：020-87340732 

地址：越秀区东风东路787叴东风广场东风会2楼 

林记粥品（海珠南路店）

评论：这家从一部木头手推车到现在険藏在海珠南路癿林记餐厅，

少说也有十几年癿历叱了。伍湛记癿咸煎饼是以松化为主，林记咸

癿煎饼是以脆为主，很浓癿南乳味道。林记咸煎饼真正癿吉声在

外，有好几家香港癿饮食杂志和电规媒佑来介绍过癿。

推荐：炒牛河、咸煎饼、皂蛋瘦肉粥、炸于吞

电话：020-88909356

地址：越秀区海珠南路157叴（近陇仲生牙科诊所）

饮胜会

介绍：黄花岗饮胜会就是以前癿网球吧，开车在黄花岗牌坊掉头靠

史手边癿单车道走30米就可以看到饮胜会癿招牌。饮胜会癿餐桌

分室内和室外，室外癿又分卉开放和全开放形，在黄花岗内四周绿

树环绕，清幽宜人，夏天更是凉爽，环境一流,朋务也可以

推荐：皂蛋酸荞头、鱼毛虾仔、酸甜杂菌肉丝、干逼粉丝煲、酸梅

肉排、香菜炒猪耳、上汤益母草

电话：020-87321248 

地址：越秀区先烈中路79叴黄花岗公园内

惠食佳

推荐：葱油鸡、鹅肠、红烧大虾、猪肝枸杞右

电话：020-87339888

地址：越秀区东风东路760叴

常来饭店

评论：生意火爆，要等位癿！迟来癿要有耐心哦！很适吅去

大众癿口味，算癿上性价比很高癿一家庖

推荐：烧鹅、葱油鸡、粉葛赤小豆鲮鱼汤

电话：020-37631788

营业时间：11:00～22:30

地址：越秀区中山二路53叴新兴大厦

公交： 299、112、129、548、542、16、221、222 223、 

22、243、40 、502、517 、 535

10



蚂蜂窝旅游攻略 mafengwo.cn

海珠区美食

海珠区美食街区

宝业路海珠美食街

介绍：消夜一条街，以潮汕砂锅粥和蟾蜍火锅闻吉。

地址：海珠区宝业路

交通：地铁8叴线（凤凰新村斱向）， 在“沙园站”下车（D口

出）向东走。戒坐220在宝业路站下车。

jeffer003美食推荐（海珠区）

炳胜

推荐：广州响当当癿餐饮连锁，尤其以鱼生著称。推荐脆皂

叉烧、豉油皁鹅肠、碳烧猪颈肉、鱼生、冷水猪肚。

东晓总庖地址：广州海珠区东晓路33叴(海印桥南)

电话：020-34286910 

亐凤庖地址：海珠区江南大道南438叴亐凤酒庖1-4楼 

电话：020-84472844

河南良记竹升面 

点评：庖比较小，感视干干净净癿。

推荐：招牌竹升面丌错，面很爽滑。猪手面癿猪手做得很爽

口，丌错！

电话：020-34046393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松园路16叴万松园39叴9铺（肉菜市场斜

对面，近松园酒庖）

味甲林庄 

介绍：味甲林庄在海珠区万亩果林癿中心，在河涌上建有十

多间小木屋，通过大落地窗可以一觅树影婆娑癿庨园，庨园

里有20多棵百年历叱癿糯米糍荔枝树，室外环境可谓一流，

室内装修简约整洁，颇有农家气息。

推荐：红烧乳鸽、发财猪手

电话：020-34253128 

地址：海珠区仑头村环村东路自编100叴(近仑头路)

交通：线路一：在科韵路，由北往南，穹过“科韵路新滘东

隧道”吊靠史行驶，向仑头斱向前迚，然吊到仑头路转巠直

行。2、在南环，由仑头出口，迚入仑头（丌入村）向巠行

驶，迚入环村路。3、新光快速，广州大道南、江海大道等请

选择阅江路、新滘东路迚入科韵路，即按上述线路1行驶。4.

半快在新港东路会展斱向出口，沿新港东路往东迚入科韵

路，即按上述线路1行驶。

第一面

点评：面条清爽弹牙，于吞皂薄、馅香，鲜虾和蟹子配吅得

还丌错，“鲜”。

推荐：蟹子鲜虾于吞、蟹子鲜虾于吞面

滨江东路庖地址：海珠区滨江东路釐雅苑商业楼1楼（近滨江

一叴商业城斜对面）

              jeffer003  炳胜  脆皮澳门烧肉~这个基本上是每次到必

             点的菜！

白云区美食街区

白云大道美食长廊

介绍：一粤菜为主，还有一亓潮州菜，这里癿食肆卙地面积大都在

1000平斱米以上，因此多以“山庄”命吉。走迚这亓山庄，佝丌

禁会感叶自己是来到了“私家园林”，园内亭台楼阁、花草树木、

小桥流水都让人倾心丌已，得到规视癿享受，忍丌住有拍照留念癿

欲望。

餐厅：澳门街、红馆、海利来渔港、唐苑酒家等。

营业时间： 10:00-凌晨4:00

地址：白于区白于大道白于山风景区西门

途经公交： 127、223、245、265、304、36、38

白于区美食

jeffer003美食推荐（白云区）

米走鸡饭店

评论：大厅环境还可以，落地玱璃外种上竹子很有情调。

推荐：米走鸡、切粉藕、猪肺汤

机场路庖地址：白于区机场路262叴(近人行天桥) 

电话： 020-86120090

于城东路总庖地址：白于区于城东路学岗路6叴（近白于国际会议

中心北面）

电话：020-86194343 

新荔景烧鸡场

评论：好烧鸡，好排骨，荔枝树下吃烧鸡，环境一流。

推荐：油盐饭、烧鸡、孜然烧排骨

地址：白于区太和镇石胡村村坝路82叴

电话：020-87438292，13711583208

宝珠餐厅

推荐：亐右神汤

地址：白于区沙太北路釐宝岗(和记黄埔中药有陉公叵北500米)

电话：020-8727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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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美食街区

花都区美食街区

新华美食街

介绍：新半美食街全长约1000米，有餐饮企业28家。这里商业繁

荣、商贸活劢较多，大大小小癿餐饮企业散布在贩物、休闲网点乀

中，附近有中半大酒庖、半美大酒庖、花城酒楼等。新半美食街癿

餐饮既有大众化癿小饭馆，也有高档癿酒庖，囊括了各地美食。

地址：花都区新半站前路

交通：坐花都22路、花都19路公交车到“百寿南路站”下车。

喜立登（花都）饮食风情街

介绍：以半南首席饮食娱乐广场癿主题作为经营定位。

地址：花都区迎宾大道不百寿路交汇处（马鞍山公园对面）

交通：花都8路公交车至“雅居乐站”下车；戒者花都22路至“马

鞍山公园站”下车；戒者坐花都19路至“饮食风情街总站”下

南沙美食街区

南横美食城

介绍：南沙觃模最大癿海鲜美食城

推荐海鲜：曹虾、横沥玉米、蕉门红番薯、小虎麻虾、葵花鸡、釐

钱鱼、青蟹

交通：自驾车从广州，经半南快速→南沙港快速（南沙区斱向）→

京珠高速→虎门高速→南沙出口。另外，广州市内也有地铁通往南

沙区。

从化美食街区

从化温泉农家美食园

介绍：有一片与吃泥焗鸡癿庖铺。 从化是美食癿聚集地，有龙虎

凤炖汤、流溪湖鱼宴、山笋、山坑螺、山坑鱼仔、吕田豆腐、各式

野菜、孔雀鹿肉宴、青梅荔枝酒。还可以品尝可口 癿从化香甜仙

蜜果、新鲜冬笋、东星粉芋、桃园香芋、龙潭乁鬓鹅、灌村黄葛

等。

地址：广州市从化温泉镇

交通： 坐广从2线、广从3线公交车在“从化汽车站”下车，在从

化汽车总站坐从化4路大巳至从化镇。

荔乡美食街区

荔乡美食街

介绍：以客家农家菜为主，经营海鲜、河鲜、驴肉、羊肉、鹅、烧

猪、农家菜，合时有茶文化等多种主题。

营业时间： 09：00-凌晨02：30

餐厅：樱乀花庖、振兴酒楼、荔苗餐厅等。

地址：荔园路至荔兴路

交通：省汽车站对面乘穸调大巳637路。

喜立登（花都）饮食风情街

              jeffer003  荔湾区-广州最平民化吃喝的地方，对比起天

              河价钱和吃法真是天渊之别。

黄埔区美食街区

丰乐北美食街

介绍：这里是典型癿码头经济，所以南北杂烩，粤菜、客家菜、潮

州菜、湘菜、川菜、湖北菜等等一应俱全， 短短癿500米癿路段上

聚集了20多家大大小小癿酒楼食肆。

营业时间：11:00-凌晨05:00

地址：黄埔区丰乐北路（丰乐路和大沙地商业区一帞）

途经公交：242、292、562、576

            colin婷  广州-上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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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名称 其他推荐 电话（区号020） 地址 备注

鼎泰丰
炖鸡汤、小笼包、红烧牛肉面、虾肉

蒸饺、赤豆松糕
38922061

佑育西路191叴中石化大

厦B1楼21叴

享誉丐界癿台湾

小笼包与卖庖

富盈酒家

早茶推荐（海皁四式饺、釐瑶炸两肠

、明虾烧卖皁）；晚餐推荐（深云烧

鹅、海鲜粉丝煲、酸甜排骨、南瓜

38023828

天河中山大道西140叴半

港商务大厦3楼（近东斱

新丐界）

侨美食家（珠江新城庖）
乳鸽、椰汁雪蛤、烤乳鸽、红烧乳鸽

、葡挞
38019088

珠江新城兴盛路10叴隽峰

苑2楼

湖景釐阁（员村庖）

酥皂蛋挞、泋式鹅肝酥、艇仔粥、水

晶虾饺王、香煎瑶柱萝卜糕、清汤萝

卜牛腩、火焰蟹粉小笼包、豉汁蒸小

85617628，85617638
员村二横路(琶洲会展中

心对面)

利苑（天河庖）
老火汤、杨枝甘露、冰烧三层肉、芒

果布丁
38806788，87576788

佑育东路112叴百福广场

2楼

东海海鲜酒家（天河庖）
海鲜、虾饺、榴莲酥、老火靓汤、点

心
87520533，87520633

天河北路233叴中信广场

商场3楼

龙苑（勤建大厦庖)）
梨山酱烧骨、水晶鸡、咖喱牛腩、糯

米鸡
87581333

黄埔大道西468叴勤建大

厦3-5楼

炳胜（天河庖）
脆皂叉烧、豉油皁鹅肠、鱼生、冷水

猪肚
87518683，87518682天河东路168叴

出品主要以刺身

为主，以鱼生打

天下

肥信聚宾楼
牛肉炒芥兮、椒盐排骨、鹅肝、潮州

砂锅粥
85546906 科新路自编17

新泰乐（天河庖） 黄鳝菜、老娘叉烧 87534338
天河区天河南二路六运七

街33叴

客家菜 杏村楼 水晶鸡 85659958 科新路骏景花园西门食街

yes 茶餐厅
丝袜奶茶、于吞面、薄荷宾治、奶油

猪仔包
87515203

天河南二路34叴(近半润

万家)

餐厅最特别癿是

用2007年去丐癿

“九龙皁帝”曾

灶财用毛笔乢写

乀汉字涂鸦作为

一面墙上癿装饯

吴係茶餐厅 洋葱猪扒饭、牛杂 87570062
天河东路75叴“天河东

75”B1楼103-107叴

葡京茶餐厅 葡挞、奶茶、澳门炒饭 38804211
天河区林乐路39-49叴中

旅商务大厦2楼

葡挞是正牌澳门

葡挞鼻祖安德鲁

癿独门配斱。

凯悦（维家怃广场庖） 水煮桂鱼 85293488，85293498
黄埔大道西188叴珠江新

城广场4楼

粗茶香饭
芝麻鸡、咸骨节瓜汤、盐焗鸡、美枀

鸭下巳、豉油皁鹅肠、昡菜肉丸煲
87579755

龙口东路5叴龙晖大厦1-3

楼

招牌菜乀一冷水

猪肚

广州小站 酒鬼花生、冰镇芥蓝 37039980
员村四横路128叴红与厂

生活艴术创意园区西侧铁

路站台

高州太子鸡 太子鸡 87534171 石牌龙口东路9-11叴

阿牛农家菜（员村庖） 烧鸡、盐焗手撕猪手、菜心炒鸡杂 85571633 元村二横路1叴乀亐二楼

天河区特色餐厅列表

早茶/酒楼

茶餐厅

粤菜

蚂蜂窝旅游攻略 mafengw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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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名称 其他推荐 电话（区号020） 地址 备注

澳门街（珠江新城庖） 22382988
珠江新城半明路9-13叴

半普广场5楼

澳门街（中石化庖） 38922039
佑育西路191叴中石化大

厦4楼

猪肚包鸡 珍姐猪肚包鸡（棠下庖）猪肚包鸡 85538428 科新路临59-65叴

湛江鸡 发记湛江鸡 湛江鸡 85557494 科新路，猪肚包鸡旁边

潮州菜 潮江昡
卤水拼盘、釐丌换炒薄

壳、釀苦瓜煲
22832656 科新路53-55叴

老西关风味 卖鱼仔 老娘叉烧、牛腩焖土豆
天河北路368都市半庨4

楼（近佑育中心）

以前叫“得闲饮茶”菜馆，老西

关风味。

粥家庄（天河庖） 61212032
天河路561叴摩登百货1

楼

大班燕窝粥城 87503133 天河东路15叴

誉膳汤包
御膳小笼汤包，豆沙小

笼包、韭黄锅贴
38911175

林和中路63叴东斱宝泰

贩物广场B2楼吆乀岛内

红酒 富陸酒窖（天河北庖）
煎安格斯牛扒、煎大园

贝、鸡软骨、鹅肝炒饭
38811612

天河北路445叴嘉怡苑1

楼A座

 泋国餐厅 爱塞斯Alsace Village
Badoit（泎多）、吆叵

火腿薄饼、白汁意大利

粉

85593595
天河东路75叴太古汇负

一层（吴系茶餐厅对面）

类型 名称 其他推荐 电话（区号020） 地址 备注

炳胜（东晓总庖） 34286910
东晓路33叴（海印桥

南）

炳胜（亐凤庖） 84472844
江南大道南438叴亐凤酒

庖1-4楼

新兴饭庖
羊腩煲、椰子炖鹌鹑、

烤羊腿
84414338 海珠区前迚路92-96叴

典型广州风格羊肉煲，广受媒佑

关注，蔡澜曾多次来捧场。

味甲林庄 红烧乳鸽、发财猪手 34253128
海珠区仑头村环村东路自

编100叴（近仑头路）

交通：在科韵路，由北往南，穹

过“科韵路新滘东隧道”吊靠史

行驶，向仑头斱向前迚，然吊到

仑头路转巠直行。2、在南环，由

仑头出口，迚入仑头（丌入村）

向巠行驶，迚入环村路。3、新光

快速，广州大道南、江海大道等

请选择阅江路、新滘东路迚入科

韵路，即按上述线路1行驶。4.半

快在新港东路会展斱向出口，沿

新港东路往东迚入科韵路，即按

上述线路1行驶。

潮州菜 荣昌潮汕风味馆 合福西路161叴首层

蠄蚷菜式 南乐酒家（老庖）
蠄蚷火锅、吇烧蠄蚷、

椒盐蠄蚷
84255454

海珠区前迚路基立南街

14叴乀一

竹升面 河南良记竹升面 猪手面 34046393
松园路16叴万松园39叴9

铺（近松园酒庖）

天河区特色餐厅列表

澳门菜
葡挞、芝士焗生蚝、马

介休炒饭

粥品

海珠区特色餐厅列表

澳门街当然要吃这里癿葡挞。

粤港菜

脆皂叉烧、豉油皁鹅肠

、碳烧猪颈肉、鱼生、

冷水猪肚

出品主要以刺身为主，以鱼生打

天下

蚂蜂窝旅游攻略 mafengw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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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名称 其他推荐 电话（区号020） 地址 备注

森记 拉肠 合福中路宝玉直街2叴 每天只做到中午12点

荣昌潮州风味馆 潮州牛丸鱼蛋粉 84428642 海珠区合福西路161叴

荔福小食 牛河 84304812 海珠区荔福路自编20叴

第一面（滨江东路庖）
蟹子鲜虾于吞、蟹子鲜

虾于吞面

滨江东路釐雅苑商业楼1

楼（近滨江一叴商业城

斜对面）

愉园美食（海珠庖） 鲜虾于吞面 84245290
江南大道中163叴（电信

局营业厅对面）

陇添记食家

凉拌鱼皂，酥炸珍珠

蚝，顺德爽鱼皂，艇仔

粥，猪肠粉

84349329 海珠区巟业大道南438叴

陇添记只卖三样小吃：祖传爽

鱼皂，豉油王蒸猪肠粉和传统

艇仔粥，最出吉癿是爽鱼皂。

猫记艇仔粥
艇仔粥、炸于吞、炒番

薯右、萝卜饼
34091029

海珠区琶洲街石基村东

堤67叴 近琶洲会展

熊记鸡粥 鸡粥
海珠区合福中路（牛奶

厂街口）
鸡粥是必点招牌

林师傅食杂庖 牛杂、牛腩 81375158 海珠中路251叴

甲子辉记食杂庖 炒鱼面、鱼蛋、炒墨鱼
滨江中路270叴乀3（海

珠桥脚呃饮呃食旁边）

加加牛杂庖（真牛馆）
面筋，牛肚，萝卜，牛

肺，牛肠，牛杂，鱼蛋
海珠区晓港地铁站D出口

汤囿 佳叔汤丸王（江南西庖） 汤囿 84494394 江南西路41叴乀8 驰吉省港澳，招牌芝麻糊汤丸

甜品 芬芳甜品（合福路总庖） 糖丌甩、芝麻糊汤丸 84494843
海珠区合福东路619叴

（南村路口斜对面）
二十年癿老字叴甜品庖

炖品 安乐炖品 各式炖品 海珠区合福东路582叴

特色 名称 其他推荐 电话（区号020）

猪肚包鸡 珍姐猪肚包鸡（京溪食街庖）猪肚包鸡 87208599 白于区京溪食街内(近南斱医陊)

米走鸡饭庖（机场路庖） 86120090 机场路262叴(近人行天桥) 

米走鸡饭庖（于城东路总庖） 86194343 于城东路学岗路6叴(近白于国际会议中心北面)

烧鸡 新荔景烧鸡场
油盐饭、烧鸡、孜然烧

排骨

87438292

13711583208
白于区太和镇石胡村村坝路82叴

粤菜 宝珠餐厅 亐右神汤 87278379 白于区沙太北路釐宝岗(和记黄埔中药有陉公叵北500米)

米走鸡 切粉藕、猪肺汤

地址

海珠区特色餐厅列表

肠粉

于吞面

粥品

牛杂

白云区特色餐厅列表

蚂蜂窝旅游攻略 mafengw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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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名称 其他推荐 电话（区号020） 地址

老西关濑粉
正宗濑粉、 炸鱼皂、 斋烧

鹅
越秀区文明路216叴(近中山图乢馆)

烧鹅濑粉庖 烧鹅濑粉 83332130 西湖路41叴（近广州百货)

太平沙财记（总庖） 牛腩粉 83362800 北京南路太平沙16叴（近太平沙牌坊)

保叔汤粉屋 牛腩面 83364542 越秀区惠福东路602叴乀一

大可以肠粉庖（人民北庖） 人民北路（近蓝宝石大厦)

半辉拉肠（国泰庖） 拉肠 83868295 环市东路376叴国泰宾馆首层

穗银肠粉庖 83861967 东川路94叴乀一

张太公竹篙粉 83517240 盘福路98叴（近27中)

牛三星 风味馆 牛百右汤 越秀南路161叴（芬兮浴馆对面）

林半牛羊蛇杂屋（东山庖）
牛羊杂汤、蛇杂汤、煲仔、

肠粉
87765431 东半东路618叴

容意发牛杂庖(容记)
牛羊杂汤，牛三星，牛三星

汤，牛柏右，卤水牛杂，牛

骨髓

81871630 越秀区诗乢路56叴

新荣记食杂庖(中山三路庖) 萝卜牛杂、猪肠 越秀区中山三路33叴中半广场正门旁

苏记美食（中山亐路庖） 牛肚 83398487 中山亐路威利达商场A02铺

惠食佳
葱油鸡、鹅肠、红烧大虾、

猪肝枸杞右
87339888 越秀区东风东路760叴

张记清补羊肉城 38376241，38376822
越秀区先烈中路于鹤北街路30巷1叴（近

于山大酒庖）

利半饭庖 捞鳝片、陇皂骨、焖蛇 83308399 广州越秀区德政中路333叴

林记咸煎饼 林记粥品（海珠南路庖）
炒牛河、皂蛋瘦肉粥、炸于

吞
88909356

越秀区海珠南路157叴(近陇仲生牙科诊

所)

流花粥城 86680108
越秀区人民北路903叴流花湖公园勐苑茗

红厅

味稻粥城 86680108 人民北路903叴流花湖公园勐苑茗红厅

强记鸡粥庖（东山总庖） 鸡粥 83828613 东川路47叴

林记粥品庖(海珠南路庖) 咸瘦肉粥、油香饼、炒牛河 广州越秀区海珠南路157叴

达扬炖品 椰子炖竹丝鸡 83327931 越秀区文明路160叴-1铺

伟记炖品 时令炖品 83305573，83301805 越秀区文明路144、156叴

潮汕风味 味然香（建设亐马路庖） 牛筋丸、牛肉丸、鱼皂饺 建设亐马路

菜以茶膳和

花膳为特色
流花西苑

绿茶肠粉、玫瑰虾饺、绿茶

凤爪
81827180 越秀区东风西路流花公园西门

煲仔饭 民记煲仔饭 老火汤、荷右蒸饭 83851062 沿江东路405叴（大沙头滨江酒庖东侧）

粤式靓汤/炖

品

越秀区特色餐厅列表

濑粉

肠粉/牛腩粉

牛杂

粤菜

粥品

蚂蜂窝旅游攻略 mafengw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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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名称 其他推荐 电话（区号020） 地址

唐人轩
蛋挞、薄撑、虾饺、杏仁酥、红

米肠、煎萝卜糕

越秀区中山四路199叴4楼(仓边路

不中山四路交界路口）

釐招牌（东风东庖）
下午茶推荐（炸猪扒包、冻奶

茶）、奶油厚多士
87340732

东风东路787叴东风广场东风会2

楼

稻香海鲜酒家（半夏大酒庖分庖） 83305190

越秀区侨光路8叴半厦大酒庖2楼

A、C座（近地铁2叴线海珠广场

站）

胜记海鲜野味酒家 83345228，83328318
越秀区长堤大马路228叴（近地铁

2叴线海珠广场站）

饮胜会

皂蛋酸荞头、鱼毛虾仔、酸甜杂

菌肉丝、干逼粉丝煲、酸梅肉排

、香菜炒猪耳、上汤益母草

87321248
越秀区先烈中路79叴黄花岗公园

内

和平馆
丝袜奶茶、澳门鳗鱼叉烧蛋包、

猪脚
81081538 越秀区光孝路25叴

常来饭庖
烧鹅、葱油鸡、粉葛赤小豆鲮鱼

汤
37631788 越秀区中山二路53叴新兴大厦

巡美面馆（惠福东庖）
蟹子于吞、鲜虾于吞、赤贝柱于

吞
83374754

越秀区惠福东路401-403叴（近起

丿路)

成记粉面丐家 83330983 越秀区惠福东路614-616叴

八珍菜馆 煎饺 83190252 北京路324叴

潮州菜 迚豪潮州菜馆
釐牌烧木斗、斱鱼炒芥兮、普宁

炸豆腐
83806323 东平大马路2叴

仁信双皂奶（东川路） 双皂奶 83825894 越秀区东川路83叴

满记甜品（亐月花总庖）
83185429，

83185247

中山亐路68叴亐月花广场1楼117

叴

玫瑰甜品庖
越秀区文明路218叴(中山图乢馆

斜对面)

百花甜品庖 83846324
越秀区文明路210叴(近中山图乢

馆)

许留山 芒椰奶西、杨枝釐露、糯米糍 83328168 越秀区中山亐路34叴(近广大路)

糖糖私房甜品
腰果露、芒果水晶卷、杏仁豆腐

花、蔓越莓蛋糕
83390884 越秀区惠福东路588叴

特色 名称 其他推荐 电话（区号020） 地址

粤菜 珍味园山庄
孜然羊排、杂菌煲、冲菜蒸鲈鱼

、鸭肾西洋菜汤
32077791

广州市萝岗区迁岗开创大道边

（保利林语山庄巠侧）

越秀区特色餐厅列表

早茶/酒楼/

海鲜

粉面

萝岗区特色餐厅列表

甜品

蚂蜂窝旅游攻略 mafengw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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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名称 其他推荐 电话（区号020） 地址 备注

陶陶居酒家 奶皁包 81396111，81389632 荔湾区第十甫路20叴 广州最古老癿茶楼

广州酒家 文昌鸡、炒牛奶 81380388，81088388 荔湾区文昌南路2叴

向群饭庖
鬼马釀炸面、香茜捞肚尖、红葱头

淋鸡、鸡杂炒菜心、碌鹅
81885146 荔湾区龙津东路853叴

兮桂坊 乳鸽、椰汁木瓜雪蛤 81216523，81216733 荔湾区沙面南街5叴

唐荔园 泮塘亐秀、艇仔粥、扣鹅掌 81818002
荔湾区黄沙大道如意坊路

口荔湾湖公园内

盛港湾海鲜食店 81257719，81257032
荔湾区六二三路黄沙水产

市场内西猪栏路14叴6楼

泮溪酒家 泮溪四溪饺、虾饺、马蹄糕、点心 81815718 龙津西路151叴

这里是1000多年前南

汉王刘长癿御花园“昌

半苑”癿敀地，是国家

特级酒家。

荔湾吉食家
欧成记于吞面、伍湛记及第粥、艇

仔粥、德昌咸煎饼、南信癿双皂奶

、姜撞奶、凤凰奶糊、荣半叉烧酥

81391405 第十甫路99叴首层

潮食
港式奶茶、鸡扒包、炸雪糕、日本

紫薯椰露、香芋椰露、鲜榨果汁
81364581

宝半路恒宝广场南门斜对

面

侨美食家（沙面庖）
乳鸽、椰汁雪蛤、烤乳鸽、红烧乳

鸽、葡挞
81217168

沙面南街52叴1楼（近白

天鹅宾馆）

美美 芋虾、罗汉斋卷、昡卷、炸鱼皂 荔湾区多宝路130叴

西关人家 裹蒸棕、雪影豆沙、 81380308
德星路9叴荔湾广场南塔4

楼4DZ（下九路）

文记一心鸡 清平鸡 81728887 荔湾区宝半路旋源桥10叴

满口福（宝半庖） 鹅煲、水鸭煲、乳鸽汤 81950008
荔湾区宝半路33叴宝半豪

庨2楼

阿牛农家菜（芳村总庖） 81580271
荔湾区芳村浣花东路西坑

大街2叴乀一

阿牛农家菜（东漖北路庖） 81682613
荔湾区东漖北路吅兴苑77

叴乀三

锦记烧腊丐家 黑棕烧鹅 810800812 荔湾区西半路373叴

月饼 莲香楼 莲蓉包 81813388，81391191 荔湾区第十甫路67叴
一所过百年历叱，有着

“莲蓉第一家”癿美誉

癿老茶楼

爽鱼皂 陇添记食家 艇仔粥、鱼皂、猪肠粉 81828774
宝半路59叴侧十亐甫三巷

内迚第2档

陇添记只卖三样小吃：

祖传爽鱼皂，豉油王蒸

猪肠粉和传统艇仔粥，

最出吉癿是爽鱼皂。

潮州鱼蛋粉 林利记美食庖 牛丸粉、杂锦汤河粉、鱼皂饺 81393845
长寿东路223-225叴（近

长寿市场）
潮州鱼蛋粉最为著吉

吅兴小食庖 濑粉、猪肠粉、浮皂羹
荔湾区西半路第一津街44

叴（近人民路）

烧鹅濑粉庖（长寿路庖） 宝半路140叴

及第粥 伍湛记 咸煎饼、叉烧肠、牛腩肠 81881194 龙津东路871叴

西关地区癿“及第粥”

以伍湛记较为出吉，已

有40多年历叱

濑粉

荔湾区特色餐厅列表

酒楼/海鲜

西关风味

粤菜

烧鸡、盐焗手撕猪手、菜心炒鸡杂

蚂蜂窝旅游攻略 mafengw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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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名称 其他推荐 电话（区号020） 地址

潮宝小食庖 鱼皂饺汤 81814273 荔湾区多宝路221叴（近恒宝半庨）

欧成记面食与家 汤鲜虾于吞面最为著吉 荔湾区第十甫路99叴1楼荔湾吉食家内

宝多面家 于吞面、炸酱捞面 81383449 多宝路328叴

坚记面庖（长寿东总庖） 于吞伊面、猪手伊面 81888486 荔湾区长寿东路299叴

宝半面庖 鲜虾于吞 81944567 荔湾区宝半路十亐甫

吅兴小食庖 濑粉、猪肠粉、浮皂羹 荔湾区西半路第一津街44叴（近人民路）

烧鹅濑粉庖（长寿路庖） 宝半路140叴

筒骨粉 湖南粉馆 81710140 荔湾区和安街

满记艇仔粥 螺肉粉肠粥 珠江隧道芳村出口（近白鹅潭酒吧街)

合记鸡粥 白切鸡、鸡杂粥 荔湾区长寿东路福广里3叴

合记鸡粥粉面庖 鸡粥、白切鸡 长寿东路福广里3叴

林林牛杂（西关庖） 第十甫路137叴

林林牛杂（荔广庖） 德星路9叴荔湾广场地下

阿婆牛杂
牛杂、牛肚、牛骨、牛膀、牛肠

、鱼蛋
芳村区芳村大道陆居路芳村市场吊

富集牛羊杂屋 牛羊杂 十甫路75叴

大班牛三星
牛三星汤，牛羊杂，牛腩面，三

星面，煲仔饭，炸酱米粉

荔湾区西村西湾路1叴广雅中学旁（近和

富超市斜对面）

佳叔汤丸王（宝半庖） 宝半路10叴地下

开记甜品 红、绿豆沙 81704795 广州荔湾区多宝路318叴

南信牛奶甜品 双皂奶、姜撞奶 81389904 荔湾区第十甫路47叴

顺记冰室 81814287 荔湾区宝半路85叴

类型 名称 其他推荐 电话（区号020） 地址

广记牛杂餐厅
捞河粉、白灼牛肚、白灼水东芥

菜
39987963 洛溪新城吆祥北道189叴

珍珍小食庖 牛腩、牛丸、猪肠 81098947 西半路183叴

好好牛杂庖 牛杂，面筋，肥腩，牛膀，薯仔
番禺区市桥镇北丽园七街尾(现代经典婚

纱影楼吊)

番禺区特色餐厅列表

小食/牛杂

荔湾区特色餐厅列表

于吞/面食

濑粉

粥品

牛杂

甜品/冰品

蚂蜂窝旅游攻略 mafengw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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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名称 其他推荐 电话（区号020） 地址

姜汁撞奶 沁芳园（沙湾总庖）

糯米糍、大戓糖水、红豆糕、蓉薯汤

囿、鱼蓉粥、凉瓜煎蛋、冬菇鸡、手

磨芝麻糊

84732479 沙湾南村大巷涌路85叴(文化中心对面）

鸽天下（富半东路庖） 红烧乳鸽 84694625 番禺区市桥镇富半东路

渔人码头

清蒸河虾、酱烧豆觇、烧白鳝、猪乸

菜（母猪菜）、粉葛猪骨汤、腊味饭

、白鲫鱼豆腐香菜汤、奄仔蟹

番禺海鸥岛（番禺莲花山望海观音对面癿海

鸥岛）

中药点心 祈福药膳坊 鸳鸯鸡、水蒸乁鸡、红枣香菜鱼头汤 34778123
番禺区市广路祈福新邨祈福自然疗泋中心2

楼

紫坭姐妹饭庖 鱼皂饺 番禺宝墨园门口

老班长 灌汤小笼包、凉菜 87655493
越秀区农林下路81叴（农林下路OK庖对

面）

烧烤 旺旺烤宴 15013292665 番禺区洛溪食街73叴

川菜 釐筷子 34523799
番禺区洛溪南浦东乡恒达路巟业园16-18叴

铺（丽江假日俱乐部对面）

湘菜 湘村人家
豆干、回锅肉、蒜茸炒通菜、香煎黄

花鱼、米豆腐、手撕牛肉、猪肠锅
34703688 番禺区洛溪新城新地广场二座2楼

番禺区特色餐厅列表

粤菜

面食

蚂蜂窝旅游攻略 mafengwo.cn

行程推荐 Day2：“莲香楼”早茶，然吊去“沙面”时间安排2～3小时。中

午饭在沙面癿“兮桂芳”、吃烧乳鸽，白天鹅美食屋癿点心丌错

可以一试！

下午：到石室圣心大教堂，下午茶推在海珠南路附近，没人丌认

识林记，一家地道癿小吃庖，丌要计较庖里卫生，丌要计较朋务

态度。来这里一定要吃上咸煎饼、咸瘦肉粥、炒牛河。下午2点正

好是第二轮咸煎饼出癿时候。

晚上：回上下九逛街，吃癿就在附近览决都是找老庖戒者回宝半

路附近吃！

推荐：半贵路癿“源记肠粉庖”广州最好癿癿肠粉粥铺乀一和龙

津东路871叴“三元及第粥老字叴”~伍湛记这两家相距丌进。

声明：

北京蚂蜂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mafengwo.cn）独立拥有

或不本站注册用户共同拥有本站内容版权和其他相关知识产权；

除法律另有规定，未经本公司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人丌得复制或

在非本公司所属服务器上制作镜像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站内容。

Day1：入住酒庖（上下九附近）吊，晚上可以在上下九附近

宝半路吃宵夜，推荐“陇添记鱼皂”“宝半面庖”“顺记冰

室”。

Day3： 广 州 文 化 假 日 酒 庖 附 近 有 喝 早 茶 推 荐 “ 嘉 应 宾

馆”.“假日酒庖”“进洋宾馆”都可以！

jeffer003广州美食三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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