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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吉：竹林深处的生态乡村

安吉地处浙江省西北部，邻近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等城市，被誉为“都市后花园”。安吉山

清水秀，环境优美，也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内一颗璀璨的绿色明珠。这里“川原五十里、修竹半

其间”；这里，“修竹拂云当户耸，暗泉明玉绕亭飞”。安吉，建县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

85年），取《诗经�无衣篇》“安且吉兮”之意，至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安吉山川秀美，人杰

地灵，尤以“竹”而闻名天下，素有“中国竹乡”之美誉。 

中国竹乡-安吉(图片由网友 @吕布大人 提供)

“中国毛竹看浙江，浙江毛竹看安吉”。竹林、茶园和山水自然共同构建了安吉“生态乡村”的

美名。安吉的中国大竹海曾经是奥斯卡获奖电影《卧虎藏龙》林间戏的拍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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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方位图

 最佳旅游时间

安吉旅游以春、夏两季最佳。从三月开始，冰雪过后，春暖花开，春季去安吉竹博园欣赏茂林修

竹；盛夏之时，“藏龙卧虎”的中国大竹海和藏龙百瀑成为游客的消夏避暑佳处。

安吉走的是生态游、休闲游路线，受到游客的追捧。寒暑假以及节日期间是安吉旅游最火的时候

，经常出现“井喷”现象。

冬季前往安吉可以在天荒坪雪场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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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吉精华景点

安吉有世界上散生、混生竹种最为齐全的安吉竹博园，有“竹类大观园”之称，园内的中国竹子

博物馆收录了人类五、六千年的竹文化史；亚洲第一的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雄伟壮观；《卧虎藏

龙》、《像雾像雨又像风》外景拍摄地中国大竹海；森林公园灵峰寺千年古刹钟鼓悠扬；黄浦江

源—龙王山无限风光在颠峰。此外，藏龙百瀑、大汉七十二峰、白茶谷、芙蓉谷、吴昌硕纪念馆

⋯⋯处处皆美不胜收。 

安吉风光(图片由网友 @左岸右转 提供)

中国大竹海：

这里的竹，依山傍水竹连竹，山连山，满目苍翠。风吹竹涌，风止竹静。进入竹海，游人恍若置

身于绿色梦幻之境。万顷竹波，竹声涛涛。这里是奥斯卡获奖电影《卧虎藏龙》林间戏的拍摄地

。

安吉竹博园：

安吉竹子博览园前身为安吉竹种园，位于中国著名竹乡--浙江省安吉县境内，它是竹乡旅游的经

典之作、王牌景点，是集竹文化、竹工艺于一体的中国竹子博物馆和亚洲规模最大的安吉竹种园

的完美结合。

藏龙百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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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龙百瀑景区方圆30多平方公里，进入景区沿途两岸千米高山对峙，森林茂密，路边飞瀑流泉，

可见悬崖叠障，奇峰林立，瞬间迎面而翠竹连绵。

浙北大峡谷：

景区千米以上雄奇山峰近百座。海拔八百米也上原始农家度假区十三个。五个高山梯田观光点，

五十八涧，九十八瀑，共有大小景点二百零三个。是安吉高山休闲，度假，游览，观光，避暑胜

地，地质勘察，科研考察不可遗漏的宝地。

 天荒坪电站：

总装机容量为180万千瓦，在同类电站中位列亚洲之首，世界第三。

深溪悬崖漂流：

深溪悬崖漂流，又称“江南红旗渠漂流”，是目前华东唯一的，规模最大的高山渠道漂流。这里

可以说是“人间天河”，也可以说是人间的奇迹。

 大汉七十二峰：

大汉七十二峰区内奇峰怪石林立，青松苍劲挺拔，云雾变幻无穷，碧潭飞瀑密布，竹海浩瀚无边

。生态旅游当红景点的身影都可以在旅游区内找到。

中南百草园

中南百草园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新型旅游休闲观光园之一，园内林深花奇、鹿奔雁翔，有八景十

八园，景色极其秀美，植被覆盖率达95%，是天然的绿色大氧吧，是安吉生态的缩影。

灵峰山森林公园

灵峰山森林公园山清水秀，岩奇峰异，林茂竹密，寺古境幽。灵峰山以其独有的灵峰、灵岩、灵

池、灵泉、灵寺享誉天下。

深溪大石浪：

大石浪地处浙北地区，中国竹乡安吉县报福镇深溪河畔，这里是黄浦江的发源地，是古原生态的

博物馆。

   天下银坑：

“天下银坑”景区以中国竹乡万顷竹海为背景，身临其境，您会由衷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曾

获得奥斯卡最佳音乐奖的美籍华人谭盾游毕感言：“银坑美景天下秀”。

九龙峡：

白茶谷九龙峡景区位于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风景名胜区，以有世上独一无二的千年白茶而得名，

当您步入白茶谷九龙峡时，一轴浓墨重彩的山水画便展现在您的面前，苍山碧树，陡壁悬崖、秀

水逶迤、峰回路转，旷世的静谧，恍若进入佩境。

吴昌硕故居：

近代艺术大师吴昌硕的故居，地处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鄣吴镇鄣吴村上街。1844年阴历8月1日他

诞生于这幢老屋，并在此度过了二十二个春秋。

                                                 6 / 19



�������

安吉：中国竹乡
  

三、安吉旅游线路

安吉清凉两日游

行程亮点： 竹林深处 峡谷高山

Day1：天荒坪电站→中国大竹海→藏龙百瀑

Day2：浙北大峡谷

葱郁茂盛的原始林，险崖突兀、虬树偃侧、灵木仙草、世尘不染、原汁原味的生态风貌，令人心

肺顿洗、宠辱皆忘。欢迎您来这里尽情领略这宁静、纯真和大自然富有生机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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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吉娱乐：越玩越high

安吉县城有多家休闲广场、娱乐城，一些大型场所温泉、桑拿、茶酒吧、影视厅、KTV广场、按

摩理疗、足浴等配套齐全。另外，一些大型酒店也拥有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

安吉休闲娱乐集中的地方是生态广场旁的酒吧一条街(祥和路)， 那边的人气最早是由酒吧带动起

来的，酒吧装潢别具一格，拥有特色音乐、知名乐队、时尚表演、多款经典酒水，知名酒吧有漂

亮宝贝酒吧、奥斯汀酒吧等等，另外 那边还有很多品位很高的特色茶室，消费还可以。如果旅游

一天累了，那边的足浴、按摩也很多，所以来安吉有时间一定要去逛逛！

坐落在安吉县市中心最繁华的人民路的焦点迪吧城，是安吉首家集迪斯科、演艺、聊天吧、KTV

包厢于一体的大型娱乐场所。很多酒店也有休闲娱乐的场地，酒店设有多功能厅、KTV包厢、美

容美发、棋牌、茶吧、咖啡吧等配套休闲娱乐设施，集健身娱乐于一体，丰富多彩的娱乐设施为

旅居生活增添情趣。

也可去景区如安吉竹博园之类的休闲娱乐下，里面有极限运动等可供娱乐，还有大竹海高空索道

，如果累了去品一下安吉的特产——安吉白茶，将休闲与娱乐真正的集合在一起。

 1、安吉夏龙湾休闲广场

夏龙湾休闲广场位于安吉县城天荒坪中路，是一家综合性的娱乐场所，内有KTV包厢，足浴馆，

棋牌室等。

2、安吉花样年华娱乐城

花样年华娱乐城位于安吉县城胜利西路，是安吉首屈一指的娱乐界航母，装修豪华，采用世界顶

尖音响设备，时尚、前卫。有迪士科、卡拉OK、酒吧、演艺、慢摇吧、钢管秀等。

3、安吉县体育健身中心

安吉县体育健身中心位于安吉县城天目路，内部有健身、瑜枷、大型台球等等，是湖州地区规模

最大设施最全的健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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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吉美食：品尝竹笋宴

中国人讲究“民以食为天”，而竹乡安吉人民就地取材，形成了以笋为主要原料的特色菜。安吉

的特色在于地道的土家菜，到安吉的农家乐去体验一番最合适不过了。如果时间紧，则推荐安吉

美食街(农民街) ，也是土菜野味特色美食的聚集地。 

安吉美食(图片由网友 @左岸右转 提供)

 安吉美食街(农民街)

安吉美食街，又名安吉农民街，是安吉早期开发的一条特色餐饮街，以经营安吉各地农家野味为

主要特色。此地消费以外地客人居多，消费时要货比三家，做到理性消费。

安吉还有个龙虾一条街，是晚上吃夜宵的好去处，每份龙虾50元左右。

安吉必吃菜

※百笋宴

“百笋宴”并非用一百支笋同锅烹制而宴，而是运用现代烹饪手艺，或独立成笋、或辅以各种荤

素原料配合成菜。有热菜，也有冷盘，并调制各类汤羹及以笋为辅料的各种点心，形成了风味奇

特的“百笋宴”。“百笋宴”因其营养价值被烹调行家誉为“天下第一素食”。

※竹笋炖排骨

“竹笋炖排骨”，不仅菜好吃，而且汤鲜美。这道菜的原料必须是马蹄笋，不能用毛竹、淡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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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竹等其他竹笋。

※毛笋干烧肉

本品属纯天然食品，采用浙江安吉天目山优质野生毛笋，切片或丝与肉、蔬菜做成荤菜。严格按

传统方法精制而成，营养丰富，又是高纤维的山珍蔬菜，味道鲜美。

※笋蒸石鸡

用当地的土鸡和笋特制而成，很具地方风味，石鸡肉质鲜嫩，滋味醇厚。

※梁山宝菜

梁山宝菜综合了青菜、萝卜、老姜、大蒜等9种高山蔬菜，用祖传秘方经独特工艺加工而成。梁山

宝菜解酒提神、多味可口，又是宋帝御赐皇宫第一菜。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都是“吃了还要兜着

走”。

※安吉本鸡煲

竹林间本鸡是一大特色菜(所谓餐无本鸡，未到安吉)。本鸡全部放养于大自然的竹林间，本鸡自

己捕食并同时配合谷粒喂养，饮用水为石涧山泉，绝对绿色无污染。安吉本鸡煲汤色晶莹，香味

浓且醇厚。

※安吉石笋干

安吉石笋干是用春季野石笋经过传统制作方法加工而成，分榨、晒、熏三大类，是一种保健食品

，人称“保健蔬菜”，位居诸笋干之首，为蔬中之珍品。

                                               10 / 19



�������

安吉：中国竹乡
  

六、安吉特产购物

安吉本地的特产主要有四类：竹制品，笋类，茶叶，坚果。

竹制品：在竹乡安吉，各式各样的竹制品琳琅满目，安吉现已开发竹席、竹胶板、竹编、竹扇、

竹工艺品、竹扫把、竹渔杆等七大系列700多个品种的竹制品。

笋类：竹乡安吉盛产清汁笋、天目笋干、冬笋、竹荪等各种笋类，笋多为时令价。

茶叶：安吉还盛产茶叶，“安吉白茶”属茶中极品，“安吉白片”为全国名茶，此外还有高山绿

茶，也属茶中珍品。

坚果：安吉坚果如大溪山核桃、安吉板栗、白果也是美名远播。 

安吉特产(图片由网友 @吕布大人 提供)

安吉特产：

安吉白茶

安吉白茶是在特定的优良生态环境条件下形成的变异茶树，属绿茶类。1998年被认定为浙江省珍

稀茶树良种，2001年2月，获得茶叶类全国第一个原产地保护证明商标。安吉白茶特色明显，具有

观赏、营养、经济三大价值。其春芽幼嫩，芽叶呈白色，以一芽二叶开展时为最白，夏秋茶叶呈

绿色。

大溪山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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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天荒坪镇大溪村，是该县南部中山地区一种木本植物种子。树为高大乔木，树皮光滑发白，

种子外被有圆六角形青黄色果皮。每年白露前后成熟，采摘后经数道工序加工，制成脆香的佳果

。大溪山核桃是安吉县传统名特产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油脂、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物质。具有

强筋壮腰、健脾补肾之功效。并以其亮薄、味香、松脆、鲜美著称，誉享沪、宁、杭各地。

安吉冬笋

美味可口，不仅含有人体所需的糖类、蛋白质、脂肪和纤维素，而且还含有九种人体必需的氨基

酸，各种维生素和磷、铁、钙、镁等元素。 历代美食家都把竹笋列为“素食第一品”。安吉冬笋

个体丰满、色泽黄亮、壳薄、肉色白、肉质嫩、味鲜。可切块、拉丝、削片，制作多种美味佳肴

，是安吉“进笋宴”中之珍品，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畅销国内外市场。

安吉板栗

栽培历史悠久，据志载，早在明代就充作贡品，成化年间年贡100余石，近年引进良种嫁接，品种

更新，产量呈几何级递增，年市场销量在200万斤以上。栗实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淀粉62%-70.0

%，糖分7%-23%，蛋白质5.7%-10.75%，脂肪2.0%-7.4%，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无机盐类，香糯可

口，甜度适中，切丝不断，可作菜肴，易炒烹，特别适合老年朋友食用。其他还有魁栗、毛板红

等优良品种。

安吉野茶

安吉山清水秀，林茂竹密，生态环境极佳。这里出产的野生茶，生长在平均海拔1000米的群山中

，由于四季雨量充沛，土壤肥沃，有机质含量高，是不可多得的茶中珍品。

竹荪

安吉境内多山，平均海拔400余米，森林覆盖率79.9%，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常年云雾缭绕，水

质一直保持国家一类标准，土壤肥沃，具有得天独厚的竹荪繁植优势。竹荪是一种集食用、医用

、保健于一体的食用菌，享有“菌中珍品”、“素菜之王”的美称。竹荪中含有24种营养成份，

谷氨酸含量高达2.3%，具有滋补肝脏、防止高胆固醇、防高血压、防癌等特效。

石竹笋干

天目山北麓海拔500—1500公尺高度，有一条蜿蜒向上100里长的天然石竹林岙，东西横向覆盖着

天目山背脊。这一带深山岙、坑中的山农自古世代采制石竹笋干，自名“天目笋干”。 天目笋干

制作工艺讲究，须经削、剥、煮、配料、烘、汤、分级等工序后成型。天目笋干型级有白蒲头、

笋尖、肥挺、盘笋等，其包装别具一格，是食用和馈赠贵宾的佳品。正宗天目笋干历来销往沪杭

、港澳、南洋等地，因其风味独特，鲜嫩无双，任何食品不可媲美，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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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安吉住宿

随着安吉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的相关配套也获得了很大提升，县城兴建了一大批酒店，作为

当地的特色，农家乐发展迅速。相关景区周围的住宿条件也逐步完善，农家或者度假村都为您的

出游提供很多便利。

当地住宿大致分两大类型：

一、县城住宿：

安吉的住宿以中、低档宾馆为多，内部设施齐全，服务上乘，基本可满足游客的需求。酒店从二

星到四星都有，经济酒店有安吉美林大酒店 、安吉递铺123吉曼酒店

，驴妈妈优惠价在150元左右起。三星级以上安吉百汇大酒店 、安吉凯旋门大酒店

、安吉米兰星际酒店 价格在260元起，都是游客们的很好选择。

旅人提示：

县城有中巴到各个旅游点，基本上每个旅游点都可以当天来回。住在县城，不论是出行交通，还

是休闲餐饮都很方便。

二、景区住宿：

1、农家乐：大多在景点附近，比较方便，使人享尽田园风光、农家风情。价格也便宜，若遇上国

定假日，或者旅游旺季，价格略有上涨。农家乐接待户的客房基本的设施都有，比较干净。缺点

是离县城远，晚上活动单调。推荐安吉蓝海汤泉农家乐饭店

，地处安吉天子湖工业园（南林场），驴妈妈优惠房价在220元起。

2、度假村：在景区的周围，带有星级标准的宾馆也不少，住宿条件较好，价格也不贵。例如坐落

在天荒坪白茶谷、九龙峡风景区之中的安吉九龙峡度假村

，房价在220元起；毗邻安吉竹博园的安吉香溢度假村、安吉美林度假村

房价在300元左右起；坐落于中国美丽乡村精品村——安吉山川乡高家堂村的安吉海博山庄酒店 

，紧邻中国大竹海、中南百草园、安吉竹博园、芙蓉谷等著名风景区，房价在320元起；还有位于

江南天池景区的安吉江南天池度假村

、黄浦江源头龙王山旅游区的安吉龙王山庄、大溪九龙街安吉九溪度假酒店

等，房价均在250元左右起。

旅人提示：

浙江安吉是个旅游城市，生态环境好，景点数量和内容丰富，游客比较多，故周末房价偏高、房

源紧张，最好能提前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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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安吉交通指南

   

1、航空

安吉目前还没有机场，距离安吉最近的机场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建议游客先乘飞机到萧山机场

。下机后坐中巴到杭州汽车北站，然后乘至安吉的快速大巴约55分钟到达安吉县城（递铺镇，县

政府所在地）。

   

2、铁路

安吉县没有铁路，自然也就没有火车。去安吉可以先坐火车取道杭州或湖州，然后再坐汽车到安

吉。

1、先坐火车到杭州火车站，然后在火车站乘K555路公交车到杭州汽车北站，在杭州汽车北站乘至

安吉的汽车，快客全程高速票价23元，普通车票价16元。每20分钟到半小时一班，约55分钟到达

安吉县城（递铺镇，县政府所在地）。

2、坐火车到湖州火车站，然后乘汽车约一个小时到安吉。湖州到安吉有快客频繁来往，06：05—

17：40每间隔25分钟一班。

   

3、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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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距杭州北站仅63公里，国家一级公路04省道和11省道一纵一横贯穿全境，构筑了安吉与上海

、杭州、南京、宁波、苏州等周边大城市的3小时经济交通圈。县内纵横交错的公路交通网络以及

方便的交通工具为旅游观光游览提供了方便。

   

4、自驾

安吉周边交通图

上海至安吉：

1、驾车从上海出发，经318国道至湖州鹿山，再上11省道至安吉县城，全程220公里，但驾车行驶

至318国道江苏段时，要避免车速过快而被交警拦截（限速80公里/小时）。

2、驾车从上海出发，走沪杭高速公路，到了杭州绕城高速后向西转逆时针进入环城高速，到了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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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收费口下高速，经104国道，再转04省道至安吉县城，全程230公里。

南京至安吉：

1、驾车从南京市出发，经杭宁高速至湖州鹿山口下，再上11省道至安吉各景点，全程250公里。

2、驾车从南京出发，上宁高速至安徽郎溪，再经广德，泗安，上04省道至安吉各景点，全程240

公里。

杭州至安吉：

从杭州驾车出发，出市北郊，经104国道至彭公，上04省道至安吉各景点，全程63公里。

   

5、出租车

安吉出租车起步价为5元/2公里，以后每公里1.60元；出租车在3公里（含3公里）单程或往返租车

不得收取空驶费，单程租车在超出3公里以上部分可按车公里租价收取50%的空驶费。

夜间行车费：租车在夜间二十时（含二十时）至次日六时前（不含六时），可按车公里租价加收1

5%的夜间行驶费。

旅人提示：

１、安吉的出租车大多是没有计价器的，所以如果要叫车的话，一定先弄清目的地的方位和大致

的路程情况，以免司机胡乱要价而吃亏。

２、安吉的三轮车特别多。因为通常往返也就是汽车站和宾馆之间，所以价格基本都在3元。

   

6、公交

安吉县推行城乡公交一体化，县城共6路城市公交车，每天有29辆城市公交车在县城主要道路上营

运。公交首末班车时间为早上05：50和下午17：40。无人售票车，票价多为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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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安吉节庆活动

安吉白茶开采节

时间：4月清明节前后

安吉白茶，为浙江名茶的后起之秀。白茶为六大茶类之一。但安吉白茶，是用绿茶加工工艺制成

，属绿茶类，其白色，是因为其加工原料采自一种嫩叶全为白色的茶树。2006年茶乡安吉曾经举

办了首届安吉白茶开采节，引来客商云集使得让安吉白茶名声大振，开采节由此成了锻造品牌的

载体，安吉白茶产业发展的盛事。

中国竹乡生态旅游节

时间：9-10月

安吉素有中国竹乡美称，其独特的竹林生态环境孕育了别具风情的民俗文化。竹乡生态旅游节结

合亚洲第一的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龙王山自然保护区、吴昌硕画展等旅游观光活动，以竹筏会

、游览大竹海、野营龙王山、竹技表演、民间灯会、书法交流等一系列参与性极强的节目展示竹

乡的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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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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