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动好去处

B04~B05 生活+

里水和顺足球场位于花园大道广佛江

珠高速（原佛山一环）附近，交通便利。球场

内设有4个七人制足球场和1个十一人制足

球场。换上球鞋，踩在柔软的真草皮上，呼

吸着田园间的清新空气，尽情地在球场上奔

跑吧！

●场租：800元/场（七人制），1500元/场

（十一人制）

●福利：每场七人制比赛，免费配备1

名裁判员，每队各送一箱矿泉水；每场十一

人制比赛，免费配备2名裁判，每队各送两箱

矿泉水。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小学

正对面

●开放时间：每天8:00~23:00（国庆期间

照常开放）

●交通指引：

公交：乘坐 208 路、222 路、231 路、238

路 、248 路 、佛 244 路 、佛沥 12 路 、里 02

路、里 04 路、里 08 路、里 12 路到达“里水

汽车汽运站公交站”后，换乘里 04 路，到

达“和顺花园”公交站，步行 500 米即可

到达。

自驾：导航搜索“和顺足球场”或“和顺

小学”，根据指示前往即可。

国庆不用出远门
吃喝玩乐在里水
奉上全攻略，助你假期“玩转”梦里水乡

国庆假期将至，你是否已经安排好每天的行

程？其实，美好就在身边，里水有美景、美食，也有

舒适的阅读好去处、完善的运动设施，假期不用出

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满足你吃喝玩乐的需求。

记者为大家搜罗了一大波吃喝玩乐的好去处，小

长假齐来“玩转”里水。

游玩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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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浩华美编 杨淑萍

美编助理 霍笑芬

馆内有书籍6万册，种类包括小说、杂志、语言、信息、物

理、自然科学、历史、时事等。还有自助借还书机器，读者凭身

份证就可在佛山市内各成员馆中通借通还全部图书，并且一

次可以免费借阅10本；电子借阅区可以查询馆内书籍、阅览

电子图书资源等，大大方便读者找书、借书、还书。

●开放时间：10月1日闭馆；10月2日~10月8日9:00~17:

30正常开放

●地址：南海区里水镇文化中心（梦汇尚城）7楼

●交通指引：

公交：乘坐里02、里07路到里水行政服务中心公交车站

下车，步行50米即可到梦汇尚城。

自驾：导航搜索“梦汇尚城”按指示前往即可。

丰芝宝美食园

特色灵芝鸡引来四方食客
秋高气爽，正是进补之时。坐落于贤鲁岛的丰芝宝

美食园，每天前来品尝特色菜品——灵芝鸡的客人络绎

不绝。该店每市只开10来桌，但这不会阻碍食客探寻美

食的脚步，每位客人尝过后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其味美。

灵芝鸡实则是吃灵芝的鸡。店里工作人员将鸡放在

山头养200天左右，每天给鸡喂养混入灵芝的谷物2

次。由于灵芝是天然的“消脂灵药”，所以养出来的鸡肉

质结实有嚼劲，膏少肉香，配上巴掌大的灵芝作为汤底，

更是香味四溢。

●地址：里水镇和顺万顷洋农业示范区丰芝宝美食园

●交通指引：导航搜索“丰芝宝美食园”根据指示前

往即可。

麻奢鸽农庄

金牌红烧乳鸽是必点菜式
金牌红烧乳鸽，是食客进店必点的菜式之一。烹饪菜

肴最重要的是选材，店里每只乳鸽净重六两半，过大过小

都不合适，因为只有身材匀称的乳鸽，红烧才更加鲜嫩。

一上桌，浓浓香气飘在空中，金灿灿的乳鸽泛着油光，让人

垂涎欲滴，藏在结实肉质里的肉汁瞬间迸发，浓香无穷。

白切鸡、红烧乳鸽常有，但白切乳鸽你可否尝过？该

店还推出招牌白切乳鸽，采用祖传秘制方法制作，不用蘸

酱也足够入味，非常适合这个时节食用。

●地址：里水镇麻奢谭边村麻奢鸽农庄

●交通指引：导航搜索“麻奢鸽农庄”根据指示前往

即可。

阅读好去处

里水艺术河畔读书驿站

置身景区的读书好去处

艺术河畔读书驿站曾入选南海区2018

年度“十佳读书驿站”，位于环境优美的梦里

水乡景区内、游船码头旁，占地总面积43平

方米。其外部选用具有岭南特色的建筑风

格，与梦里水乡景区完美融合，内设自助借

还书机、电子借阅屏、实时监控摄像头、空调

等设备，读者们只需要一张身份证，便可任

意选择纸质书、电子书观看。

●开放时间：全天

●地址：里水艺术河畔招商中心旁

●交通指引：

公交：乘坐里06路公共汽车直达里水

艺术河畔站。

自驾：导航搜索“梦里水乡艺术河畔”按

指示前往即可。

里水图书馆 一次可免费借阅10本书

文/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邓施恩刘伟鹏实习生罗志杰

展旗峰生态公园是个名副其实的“天

然氧吧”，来这里爬山，一边欣赏美景，一

边呼吸新鲜空气，别提多惬意了。

公园设置了3个登山入口，3处服务

区域（含厕所），2处停车场（主入口和北麓

停车场），共新建约6.4公里的步径。步径

沿路不但设置有亭、廊架等供游人休憩的

设施，还设有山脊栈道、山谷休憩等观光设

施。山脚北麓入口和环山路入口均设有

40多个停车位及卫生间等设施。另外，还

有大樟树、观音岩、冷水坑等自然景点。

拾级而上，进入山中腹地，两旁树木

郁郁葱葱，绿树成荫，在山风吹拂下，疲惫

一扫而光。

●地址：里水镇展旗山

●交通指引：

公交：可乘坐佛沥12路、佛244路、佛

281路、广佛城巴21线公交到“河村口”站

下车。

自驾：导航搜索“展旗山”按指示前往

即可。

里水和顺足球场 设有4个七人制足球场

里水富寿园

各类健身设施齐全

富寿园作为里水城区的休闲好去处，同样也有4个标

准篮球场、2个标准羽毛球场、10张乒乓球桌，以及各类健

身器材。在这里，除了跳广场舞、散步，你还可以在半日安

戏苑唱上几句粤剧。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沿江东路富寿园(里水第一城

南100米)

●交通指引：

公交：可搭乘公交里01、里02、里09、里10、里10B、里

07、里07B、里07里广快线、里16到“郁水园”站下车。

自驾：导航搜索“里水富寿园”根据指示前往即可。

里水羽毛球馆

拥有16个标准羽毛球场

位于里水行政服务中心停车场附近的里

水羽毛球馆，是不少里水羽毛球爱好者喜欢

去的地方。该球馆拥有16个标准羽毛球场，

晚上、周末人气火爆，想打球的记得提前订

场。

●开放时间：9:00~23:00

●地点：里水行政服务中心停车场旁

●电话：0757-85689122

木兰秋狝射箭俱乐部

尽情体验射箭的乐趣

木兰秋狝射箭俱乐部坐落于里水，占

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集培训、娱乐、赛

事、零售为一体，曾多次举办各类大型射箭

比赛。在这里，你不仅可以尽享射箭的乐

趣，还可以与亲友参加刺激好玩的户外活

动，体验茶艺之道。

射箭场地中，有16条30米的户外专业

箭道，这里不仅是专业爱好者的天堂，更是

里水年轻人假期玩乐的首选地。射箭项目

中，弓箭种类主要分为两种：传统弓和竞技

反曲弓。传统弓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弓，是

东亚地区独有的弓种，其轻便的弓身十分

适合初体验射箭的市民。此外，由于传统

弓是对称设计的，所以无论射箭者是左撇

子还是右撇子，都可以轻松开弓。而竞技

反曲弓作为奥运会比赛项目之一，竞技化

程度高、专业性强，较适合有一定经验基础

的射箭爱好者。

此外，俱乐部还为射箭“零基础”的朋

友提供贴心教练指导服务。教练会结合理

论与实操，耐心讲解射箭的基础知识，手把

手教学，针对站姿、握弓、搭箭等方面提供

培训。

●地址：里水镇里广路66-6路木兰秋

狝射箭俱乐部

●交通指引：导航搜索“木兰秋狝射箭

俱乐部”根据指示前往即可。

■羽毛球爱好者在里水羽毛球馆运动。 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摄

展旗峰生态公园 来“天然氧吧”爬山赏景
觅食好去处

购物好去处

■贤鲁岛上的花海。 （资料图）

■里水图书馆。 珠江时报记者/刘伟鹏摄

■艺术河畔读书驿站。 （资料图）

■市民在和顺足球场运动。 珠江时报记者/刘伟鹏摄

■市民在里水富寿园打乒乓球。 珠江时报记者/刘伟鹏摄

■市民在展旗峰生态公园游玩。

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摄

■站在展旗山顶可俯瞰里水景色。 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摄

贤鲁岛景区

到爱情公园赏花打卡

贤鲁岛是华南地区新晋网红景区之一，位于里水镇东北

端，被西南涌、白泥水道、流溪河所环绕，是广东省内为数不

多的“江心岛”。岛上有贤僚村及鲁岗村两个行政村，故得名

“贤鲁岛”。

LOVE PARK爱情公园是贤鲁岛其中一个地标，有着

成片淡紫色的马鞭草，清风徐来，淡淡的花香沁人心脾。

●地址：里水镇贤鲁岛游客中心

●交通指引：

公交：可搭乘里08、里04、208、238、广231等公交车到和

顺车站，转乘里06A或里06B到金贤中站下车。

自驾：导航搜索“贤鲁岛”，按照指示前往即可。

●门票信息：贤鲁岛爱情公园可免费入场；骑车须收费。

梦里水乡景区是里水旅游小镇核心旅游

景区，一河三岸约9公里水岸贯穿其中，拥有

郁水园、富寿园、龙情园、书香园以及艺术河畔

等五大主题园。梦里水乡景区最梦幻的景观

当数一河三岸，一岸是时尚出彩的艺术河畔，

一岸是韵味浓郁的历史长廊，一岸是充满岭南

水乡风情的建筑。

里水河岸边错落有致、颜色绚丽的建筑

群，就是艺术河畔，包含文化艺术、休闲娱

乐、特色餐饮三大主题区域，是一个集旅游

服务、文化展示、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

景区综合体，非常适合年轻爱侣、小资文艺

青年前来游览。在装潢亮丽的Loli lomi花

房，你可以约上闺蜜叹下午茶；在Yes梦想

影城，你可以带上另一半来观看备受瞩目的

国庆档电影……

●地址：里水镇滨江东路8号

●交通指引：导航搜索“梦里水乡景区”或

“艺术河畔”按指示前往即可。

●活动推介：10月1日~8日,梦里水乡景区富寿园将举办中秋欢

乐游园会，公园将变身中秋主题乐园，并开展月夜奇幻集市，更有趣

味性游玩线索引导市民游客完成打卡，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和美轮美

奂的景色中同乐，共享中秋、国庆佳节。

●交通指引：

自驾：导航“富寿公园”或“艺术河畔”按指示前往即可。（梦里水

乡景区停车场可停车；中心城区停车位紧张，建议尽量拼车前往。）

公交：附近公交站为“里水行政服务中心”“郁水园”“里水第一

城”站，可根据出发地自行选择公交线路。

梦里水乡景区 一站式满足吃喝玩乐需求

■艺术河畔。 通讯员/李永冲摄

永润广场作为“一站式”家

庭购物中心，总体量约18万平

方米，商业面积10.8万平方米，

有卜蜂莲花佛山旗舰店、中影

大扬国际影城、异国风情主题

KTV等共300多个国内知名

品牌进驻，涵盖超市、电影院、

KTV、健身娱乐等服务，在这里

可以选购商品、唱K、看电影、

带娃玩耍等，一次过满足购物、

休闲娱乐、健身等需求。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

广路50号永润广场

●交通指引：

地铁：6号线“浔峰岗”站转公交至“草

场”站，约10分钟。

公交：广佛城巴4号线、佛里07路B线、

佛里07路、夜91路、231快线、657路、974路

至“草场站”。

●客服热线：0757-81116000

广百广场是一个主打年轻、时尚、实

惠的购物中心，占地4.2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达30万平方米，集合住宅、公寓、写

字楼、酒店、商业为一体，共6层（地下1

层、地上5层）。广场内有电影院、

健身中心、儿童乐园、

餐饮、娱乐等多种业态，还引进了金逸影

城、广百电器、金吉鸟健身、广百超市等主

力店，以及耐克、阿迪达斯、斯凯奇等一线

运动品牌。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里广路2号

●交通指引：可搭乘657路、广231快

线、广974路、里07路、里07B、里07短线、里

07（短线支线）到金名都站下车。

广百广场 时尚实惠的“购物天堂”

永润广场 300多个国内知名品牌进驻

■永润广场。 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