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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泰州：水城慢生活

泰州地处江苏中部，长江北岸，是长三角中心城市之一。泰州自古就有“水陆要津，咽喉据郡”

之称。优良的区位优势，成就了泰州承南启北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

(图片由网友 @幽兰怡 提供)

泰州历史悠久，距今已经2100多年历史，是江浙一带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兼融吴楚越之韵

，汇聚江淮海之风。千百年来，风调雨顺，安定祥和，被誉为祥瑞福地、祥泰之州。泰州从古至

今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出了很多历史名人：施耐庵、郑板桥、梅兰芳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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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名胜古迹众多，千年古刹光孝寺、安定书院、明代园林日涉园、始建于南宋的“江淮第一楼

”望海楼以及梅兰芳纪念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地纪念馆等纵贯古今，留存历史，文脉灵

动；园博园、古银杏森林、溱湖湿地、水上森林、兴化油菜花等生态自然，风光绮丽，令人留连

。

最佳旅游时间：

泰州位于江浙一带，夏天略热，冬天略冷，所以每年最贱旅游时间还是在春秋两季。另外每年每

年4月初—5月的溱湖八鲜美食节、靖江江鲜、汤包美食节深受美食爱好者的欢迎。每年10—11月

的梅兰芳艺术节和郑板桥艺术节也吸引了很多艺术爱好者，此时整个泰州都弥漫着浓厚的文化气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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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泰州必游景点

泰州是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有着2100多年的历史。泰州旅游资源丰富。泰州旅游景点包括有人

文景观、自然生态景观、红色旅游景点等。 

泰州的美景(图片由网友 @幽兰怡 提供)

溱湖国家湿地公园

湿地—“地球之肾”，与海洋、森林并称为地球三大生态体系。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国家AAAAA

级旅游景区。地处全国著名三大洼地之一的里下河地区，总面积26平方公里，系典型的以半自然

农耕湿地为特色的郊野型湿地公园。园内现有野生植物150多种，野生动物90多种（包括麋鹿、丹

顶鹤、扬子鳄等珍稀物种）。公园每年举办“溱潼会船节”、“湿地生态旅游节”、“溱湖八鲜

美食节”等活动。

凤城河景区

凤城河畔，望海楼、桃园景区内30多个景点汇集了泰州历史、戏曲、民俗、商贾四大特色文化。

凤城河风景区自推出画舫夜游凤城河项目以来，游客络绎不绝。乘画舫夜游凤城河，欣赏凤城河

入夜灯光秀，体验梦幻水上风情。

千岛菜花风景区

位于兴化市缸顾乡。这里河港纵横，块块隔垛宛如漂浮于水面岛屿，有“万岛之国”的美誉。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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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大小不等，形态不一，互不相连，非船不能行。置身其中，如同走进古人摆设的水中龙门阵。

每当清明前后，油菜花开，蓝天、碧水、“金岛”织就了“河有万湾多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

的奇丽画面。

李中水上森林公园

位于兴化城西北17公里处，是江苏省最大的人工湿地生态林，都市人回归自然休闲的天然氧吧。

目前整个景区占地面积1550亩，采用林垛沟鱼的立体模式，森林主要以池杉为主，美丽的白鹭在

林中穿梭飞翔，使整个景区动静结合，给人以一派心境舒畅的感觉。

乔园

乔园地处泰州市区核心地段，是明代万历年间修建的私家园林，后为两淮盐运使乔松年所有，遂

称“乔园”，已有430余年历史，是苏北地区现存最早的古典园林。

梅兰芳纪念馆

梅兰芳纪念馆位于泰州主城区凤凰墩上，三面环水，绿树成荫，风景雅致。景区建有仿古戏台用

于演出。京剧知识长廊展示有京剧表演艺术方面的文字和图片。纪念馆西侧东城河畔建有滨河水

榭，与望海楼、桃园、东河游园、滨河广场等景区组成凤城河景观链。

望海楼景区

凤城河风景区核心景观望海楼，始建于宋，盛世重建，更领江淮雄风，国学大师文怀沙老人称其

为“江淮第一楼”。

风水文化博物馆

中国传统建筑风水文化博物馆座落在三水湾街区，馆内设有多媒体体验区，用声光电技术向参观

者形象地介绍风水知识。可以了解到有关风水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以及风水知识在办公室、家居

中的小应用。

泰州桃园景区

桃园，地处泰州南城河外侧东岸，为纪念清代戏曲家孔尚任在泰写作《桃花扇》的主题公园。取

孔尚任寄寓泰州陈庵完稿《桃花扇》之景，与泰州梅园戏剧、柳园评话相联，三园一线，为“戏

曲文化三家村”。

泰州华侨城

泰州华侨城依托溱湖湿地、天然温泉及湖水资源，发挥华侨城20多年积累的成片综合开发优势和

超前的规划水平，建造了一个独具现代时尚神韵的水城小镇。

泰州老街

在凤城河畔桃园景区外，一个麻石铺就的明清小巷，穿梭在深深的四合院落，声声入耳的评弹说

唱，满街悠悠飘香的小吃，绵延6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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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泰州行程推荐

凤城河风景区一日游

线路设计：

泰州老街→桃园→孔尚任旧居→怡园→望海楼

 行程安排：

上午逛“苏中第一小吃街”—泰州老街，敲华夏第一响锣，品中华传统小吃，感受泰州草根文化

，午餐可自助选择特色私房菜馆用餐。午餐后，游览桃园，参观“孔尚任旧居”，游古泰州大户

人家后花园—怡园、渔壮园，赏桃花岛、藕花洲、浮香亭，敲苏州寒山姐妹钟—飞来钟。最后乘

渡船至望海楼景区，登江淮第一楼—望海楼、观文会堂、范仲淹铜像、宋城古涵、古城池地雕广

场、碑苑等。下午结束愉快游程返回。

泰州金三角深度二日游

线路设计：

望海楼景区→溱湖湿地沙滩浴场→溱湖湿地公园→夜游凤城河→李中水上森林景区→千岛菜花风

景区

 行程安排：

D1：早上游泰州旅游金三角之一的古城泰州城市名片，泰州凤城河望海楼景区，登“江淮第一楼

”─望海楼，然后开车前往国家AAAA级溱湖景区溱湖湿地沙滩浴场，在湿地沙滩浴场嬉水、堆

沙丘，漫步军体乐园、生态广场、会船节观礼台等；然后坐船前往游溱湖湿地公园（船游溱湖湿

地：糜鹿故乡园、湿地风光、风车岛、古农具展示、湿地精品园、湿地探险乐园、珍禽园、湿地

茶楼等）；晚上夜游有“水天堂、夜游城”之誊的泰州的母亲河凤城河灯光夜景。

D2：早品名闻天下的有“早上皮包水”之称的淮扬特色早茶，然后前往泰州水乡─兴化，游李中

水上森林景区，水上森林是江苏省最大的人工生态林，漫步水上森林公园，呼吸森林氧吧，观中

华一绝“野鸭放飞”表演。中午品尝“名闻天下”的“兴化鱼宴”，体验水乡之美食。下午去千

岛菜花风景区进行游览。

                                                 7 / 31



�������

泰州：夙冠淮南
  

四、泰州娱乐

酒吧

菲芘酒吧

菲芘酒吧泰州店全新打造泰州夜生活，巴洛克贵族式豪华装修。

电话: 0523-82121777

位置: 泰州市海陵区青年南路梅兰芳大剧院

乌克兰风情酒吧

乌克兰风情酒吧，特邀俄罗斯著名演艺团体，为广大消费者演绎原汁原味的异国风情，表现了俄

罗斯少女们对生活的热爱。

电话: 13451905550，13951958756

位置: 泰州市三水湾休闲街区F栋

泰州苏荷酒吧

苏荷拥有目前中国最先进的灯光、音效系统，设计了28种灯光布控模型，15类标准音效组合；依

势而建的投影幕及电视墙，贴合苏荷音乐表现及空间装饰风格，营造出炫丽而纯粹，多样且潮流

的空间氛围。

电话: 0523-86339898 

位置: 泰州市三水湾休闲街区N栋

网址: www.sohobar.com.cn

咖啡厅和茶馆

苏格兰咖啡西餐厅

优雅的环境，优质的服务，平民的价位期待您的光临！

电话: 0523-82198777

位置: 泰州市海陵区鼓楼南路539号

水天堂西餐咖啡厅

泰州水天堂西餐咖啡厅总面积近400平方米。装修以欧式风格为主调，布局合理，装饰典雅，环境

温馨，气氛浪漫，具有浓郁的现代气息。

电话: 0523-86231777

位置: 泰州市坡子街东南入口二楼

迪欧咖啡

迪欧咖啡位于泰州市鼓楼北路56号102、103，属于繁华CBD商务中心，环境优雅，交通便利，极

为便利。知名度一路攀升，符合普通消费者。

电话: 0523-86237755

位置: 泰州市鼓楼北路56号102-103号

美美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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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茶楼成立于2002年，是泰州较早的茶楼，带动了泰州茶文化的发展。本茶楼也得到了泰州社会

各界人士的关爱和认可，同时推出西餐，以适应泰州不断发展的文化经济需要。

电话: 0523-86213377

位置: 泰州市税东街24号

清心雅叙茶坊

清心雅叙，偏向于茶馆，很清爽的感觉，空间很大，不象一般茶馆比较阴暗拥挤。

电话: 0523-86891177 

位置: 泰州市鼓楼南路315号

KTV

泰州米乐星KTV

米乐星设有情侣包厢、小中大包厢、主题包厢及超大豪华的米乐之星，米乐之星是商务宴请、同

学聚会、企业互动、媒体见面的好选择。

电话: 0523-80813555

位置: 泰州市海陵区青年南路428号

泰州大歌星量贩KTV

大歌星泰州店于2011年12月9日盛大开业，坐落于泰州万达广场二楼，大中小包厢、迷你包厢一应

俱全，更有舒适豪华的VIP包厢、商务包。

电话: 0523-80696666

位置: 泰州市海陵区济川东路226号万达广场娱乐楼2楼

网址: www.dagexing.com

泰州扬歌KTV

扬歌KTV设有不同类型的包厢，包厢环境优雅舒适，配备高档先进的音响设备及稳定的播放系统

，采用当今先进的VOD电脑点播系统，安全消防报警系统、远程监控器设备、中央空调等公共设

施一应俱全。

电话: 0523—86211133

位置: 泰州市东进东路22号G2楼

绝对唱响夜总会

绝对唱响夜总会，都市新贵的新聚点，为社会名流，商界精英，提供商务、休闲、娱乐、餐饮服

务。

电话: 0523-86336777

位置: 泰州市青年南路473号

泰州钱柜 KTV

钱柜，是一个以量贩式经营为主要经营方式的高层次、健康休闲的全国连锁性质的娱乐场所，不

同于一般的歌厅、舞厅，产品以包厢、酒水饮料及餐点为主。

电话: 0523-86333222 

位置: 泰州市南园新村29号

剧院影城

泰州万达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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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万达院线直接投资管理的国际化标准影城，影城按照目前最高端影院标准进行建设，影城有8

个普通厅1个VIP厅1个IMAX厅共计1826个座位，其中10号厅为IMAX厅。

电话: 0523-80639664

位置: 泰州市海陵区济川东路226号万达广场娱乐楼三楼

网址: www.wandafilm.com

梅兰芳影剧院

泰州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故乡，为表达家乡人民对大师的纪念之情，泰州市委、市政府投资6000

多万元兴建了梅兰芳大剧院。

电话: 0523-86337475

位置: 泰州市青年南路406号

泰州大剧院

泰州大剧院坐落于泰州市城区中轴线上，位于市区繁华大道鼓楼路和海陵路之间，北与市政府相

视而立，南接五星级现代化酒店，与市博物馆、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心、会议中心等建筑群共

同组成泰州市文化中心。

电话: 0523-86159000

位置: 泰州市海陵南路300号

网址: www.tzdjy.cn

泰州横店电影城

泰州横店电影城位于市区金鹰天地三楼，身处坡子街中心地带。影城隶属于全国六大院线之一的

横店院线，采用专业的电影院多厅设计。

电话: 0523-86237575

位置: 泰州东进东路22号金鹰天地G2区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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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泰州美食

泰州菜属于淮扬菜系，制作精细、清鲜平和。特色菜品种主要有八宝刀鱼、龙眼滚珠 、清蒸鲥鱼

、蟹黄粉皮 、泰州干丝 、靖江蟹黄汤包等。特色小吃主要有金松皮蛋、黄桥烧饼、中庄醉蟹、烫

干丝、溱潼鱼饼等、油炸臭干、五味干丝、鱼汤面、姜堰酥饼、农家荞面汤饼、柴墟蝉翼饼、宣

堡小馄饨、大炉饼等。

每年4月初—5月，泰州都会举办大型的溱湖八鲜美食节、靖江江鲜、汤包美食节等活动，这时是

品尝泰州美食最佳时机。

   

1、泰州小吃

泰州干丝

分为煮干丝和烫干丝。煮干丝在清乾隆时期名“九丝汤”，即干丝加火腿丝、笋丝、口蘑丝、木

耳丝、银鱼丝、紫菜丝、蛋皮丝、鸡丝，高档的还要加海参丝或燕窝丝。烫干丝、是用洁白大干

劈成细丝，用开水烫泡装盘，然后用芽姜切成细丝，覆于盘顶，干丝洁白，姜丝金黄，另加一小

撮虾米，浇上黄豆酱油和纯香小磨麻油，一经拌和，黄白相间，一碟食毕，齿颊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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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水亦清心 提供)

油炸臭干

油炸臭干是泰州的标志性小吃。在市区弄头巷口，常见一些小贩支起一只油锅，摆上成箱的臭干

，随炸随卖。臭味传出，不用吆喝，自然有人光顾。

鱼汤面

泰州民间常有“吃碗鱼汤面，赛过老寿星”之说。泰州鱼汤面的特点是：汤浓、味鲜、面香。虽

是区区一碗汤面，却是处处考究，煞费苦心。最为关键的则是制作鱼汤。取鳝鱼骨用荤油反复烹

炒后，加进大块猪肉，同锅猛火煮烧，小火煨煮。

梅花糕

梅花，取其形似，大俗的点心冠以大雅的名称，这是劳动人民的幽默和自豪。梅花糕起源很早，

原是船帮赶庙会，逢年过节之际流动供应的小吃。

姜堰酥饼

油酥面团卷成多层次的圆柱形，横断数截，垂直拍扁，擀成饼坯。两片饼坯之间夹以火腿、笋丁

、鸡丁、虾仁等所制馅心，捏实边沿，油炸成熟。其层次丰富，花纹清晰，色泽金黄，酥脆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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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黄汤包

靖江蟹黄汤包是“中华四大名点”之一，至今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靖江汤包因皮薄、馅汁特多,

有着独特的个性，一是制作绝，二是吃法绝。

   

2、名菜名宴

泰州水席

泰州各地围绕河水、湖水、江水开发特色餐饮，如“长江三鲜”、“蟹黄汤包”、“溱湖八鲜”

等以水为核心的餐饮美食品牌在长三角地区已取得较高知名度。泰州通过整合这些资源，制定标

准，开发出独一无二的原生态特色餐饮—“泰州水席”。 

泰州美食(图片由网友 @水亦清心 提供)

八宝刀鱼

泰州传统名菜，在制作上有独到之处。泰州特级烹调师巧妙地把脊椎骨和胸骨完整的取出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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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鱼的外形完整。

长江三鲜

中国的美食，北有满汉全席，南有闽粤菜系，西有四川麻辣，东则维扬风味，真是吃不尽的美味

佳肴。长江鱼鲜的代表之作就是“长江三鲜”，即刀鱼、鲥鱼和河豚。

红烧河豚鱼

河豚有大毒，但靖江历来不乏擅烹之人。河豚烧青菜最负盛名。鱼肉鲜嫩味醇，青菜油而不腻，

常食可以健胃。

蟹黄粉皮

蟹黄粉皮在江苏靖江是一道很受欢迎的菜肴。蒸螃蟹吃起来有点繁琐,所以用蟹作为原料,拆出鲜美

的蟹肉,伴随爽滑的粉皮,吃起来方便,也是酒宴里面,必点的菜肴。

大煮干丝

“大煮干丝”又称“鸡汁干丝”、“鸡火干丝”，风味独特。

用的是普通原料豆腐干，但制法非常精细。

溱湖八鲜

（1）溱湖簖蟹：自古以来“南有澄湖闸蟹，北有溱湖簖蟹”，又称“南闸北簖”。溱湖簖蟹，青

眼红毛，膏厚肉腴，为上乘之品。

（2）溱湖甲鱼：具有大、厚、团、黑四大特点，经常食用能滋阴补肾、凉血降压。常与童子鸡、

甲鱼蛋、海参配成“霸王别姬”、“带子上朝”、“夜战马超”等名贵大菜。

（3）溱湖银鱼：通体透明、如晶如玉、体态纤细、形似柳叶、无鳞无骨，是稀有的水产品之一。

（4）溱湖青虾：壳坚色青，体肥肉厚，取其制成的各种佳肴，别具风味。

（5）溱湖水禽：溱湖水禽品种繁多，各种美食水禽的体内含有赖氨酸、丙氨酸、组氨酸等，既有

野生风味，又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6）溱湖螺贝：壳薄肉嫩，味道鲜美，无臊腥之气，性温凉。经常食用可滋阴降火，降压补肾，

平肝宣肺。

（7）溱湖四喜：有“大四喜”和“小四喜”之分。“大四喜”为青(鱼)、白(鱼)、鲤(鱼)、鳜(鱼)

，“小四喜”为昂(刺)、旁( 皮)、罗(汉)、鲹(鱼)。用“大四喜”制作的各式大菜，实为溱湖美食

之佳肴。“小四喜”均为野生，营养丰富，味道特别鲜美。

（8）溱湖水蔬：品种繁多，均为无公害绿色食品，一年四季，源源不断；色彩娇艳，水灵脆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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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餐馆饭店

会宾楼三水湾1号会所

三水湾1号位于三水湾时尚街区，是引导泰州时尚夜生活的顶级RBD。会所建筑面积2000平米，拥

有十二间中式餐厅包厢，150个餐位，主要经营谭氏官府菜、高档滋补养生系列和本地时令江鲜，

定位于泰州高档消费人群和来泰高档游客市场。

川味观

泰州川味观经营川湘菜、杭帮菜、粤菜、千岛湖菜系等主要特色， 位于泰州鼓楼南路三水湾时尚

街区内，建筑面积1000余平方米，设高档包厢，特色餐桌60余桌。主题式装修装饰典雅、别具风

格、宽敞明亮、温馨淡雅，为食客提供舒适的就餐环境。

私家小厨

私家小厨是一家以川菜、本邦菜、家常菜为主的绿色时尚餐厅，本店共有8个包厢，大厅可承办宴

席，可同时容纳200多人同时就餐。本店的厨师全部是从江南名店聘请，菜的口味全部是经过改良

，适合老百姓的江南风味小炒。

亚细亚大酒店

1988香辣虾

从一开始的香辣蟹，到现在衍生出来的香辣虾、香辣田螺，在大江南北都成为餐桌上的宠儿。香

辣虾的精髓在于其肉质和炒制时的调味。汁浓、麻辣味浓的香辣虾，肉质紧韧爽脆，加上多种特

制香料的调和，让人回味。

蒙自源过桥米线

蒙自源以经营具有云南风味的过桥米线、石锅饭、汽锅鸡而闻名，并以提供美味、独特、新鲜的

食品而深受众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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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购物在泰州

   

1、泰州土特产

中庄醉蟹

此蟹为兴化传统名产，历史悠久。因最早制作此蟹而又做得最好的为兴化中堡庄一带，故人称“

中庄醉蟹”。这种醉蟹，色如鲜蟹，放在盘中，栩栩如生。其肉质细嫩，酒香浓郁，香中带甜，

味道鲜美。 

泰州特产(图片由网友 @老马识途 提供)

安丰三腊菜

被誉为兴化安丰一绝的三腊菜历史悠久，三腊菜因主要原料野麻菜的麻“辣”、芥子的辛“辣”

                                               16 / 3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379&do=album&picid=60739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379&do=album&picid=60739


�������

泰州：夙冠淮南
，和冬天制作的“腊”月同音而得名。

泰州酱菜

泰州酱菜具有鲜、甜、脆、嫩四大传统特色，有酱菜、酱、酱油、醋、腐乳等十大系列。主导产

品瓶装（袋装）酱菜有嫩生姜、乳黄瓜、宝塔菜、什锦菜、香心菜等二十多个品种。

大佛指银杏

泰兴是“中国银杏之乡”，全市有定植银杏树450万株，其中挂果树20多万株，银杏常年产量在20

00吨左右，占全国总产量三分之一以上。泰兴银杏的主要品种是“大佛指”，具有果大、壳薄、

浆水足、出仁率高、耐储藏的特点。

靖江肉脯

靖江特产一定首推肉脯，很多朋友知道靖江就是因为肉脯。靖江肉脯选料精细，配方独特，历经

十余道传统制作工序，薄如纸，形方正，色如玛瑙红玉之艳。

嵌桃麻糕

泰州传统名特产品。清朝时，海陵的“三麻”即麻糕、麻油、麻饼已负有盛名。嵌桃麻糕采用芝

麻粉、绵白糖、胡桃肉、炒米粉等精心制成，色泽呈黄色。

小磨麻油

泰州小磨麻油以其清澈透明、质纯色美而香飘四海。产品选料精，采用传统石磨研磨，经过去杂

、水洗、蒸炒、磨浆、沉淀、过滤等多道流程，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小磨麻油的自然风味和特有的

营养成份，具有“质纯、香浓、味醇”的特点。 "

溱潼鱼饼虾球

鱼饼、虾球是溱湖八鲜中的名菜，外地人到溱潼，凡是品尝过此两道菜的人都会赞不绝口。有人

形容鱼饼白如玉璧，虾球红若珊瑚，皆松软有筋，鲜嫩滑润，香味扑鼻，味美爽口。

河横大米

姜堰市河横村是“全球生态环境500佳”，土壤系湖相沉积，质地粘重，各种微量元素含量极高。

所生产的大米极负盛名。

河横绿壳鸡蛋

绿壳蛋鸡是姜堰市河横村特产。在天然绿色饲养条件下，绿壳蛋鸡产的鸡蛋蛋壳为绿色，蛋质具

有高硒、高锌、高碘、高卵磷脂、低胆固醇的特点。

沙沟鱼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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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沟鱼圆用上等草鱼肉加猪油煎制而成，鲜鱼活斩，可水氽，可油氽，制作方法还分红、白两种

。沙沟鱼圆的显著特点，一是细腻，二是鲜嫩，三是有韧性。

   

2、泰州工艺品

兴化蚕丝被

兴化是国内有名的水乡桑蚕基地。桑蚕丝由动物蛋白纤维组成，面料采用高支高密丝（绵）大提

花、高档精梳全绵制作，具有贻身保暖、蓬松轻柔、透气保健的特点。主要品牌有“梦水乡”、

“柏林”等。

泰州真丝服饰

泰州真丝服饰采用100%桑蚕丝面料，质地纯正，做工精致，穿着雍容华贵、飘逸舒适。主要品牌

有“奔仙”、“雅咪香”等。

兴化麦秸工艺品

明清时期，麦秸民间工艺在兴化城乡非常普及。当时流行这样两句民谣：“里下河地区千万家，

家家能用麦秸作字画”。麦秸民间工艺可分为编织、剪贴两大类。

泰兴麻将

麻将是一种文化型的高尚娱乐用品，泰兴是有名的“中国麻将之乡”。泰兴麻将从材质上分为有

机、竹丝、牛角、红木、竹骨等种类。与同类产品相比，泰兴麻将硬度高，抗磨损，字迹清晰，

鲜艳明亮，娱乐时拌牌匀滑，手感好。

溪桥提琴

泰兴市黄桥镇溪桥是著名的“中国小提琴之乡”。目前，溪桥有小提琴生产企业50多家，家庭小

提琴作坊不计其数，拥有一大批以手工精制小提琴为主业的制作大师。

   

3、泰州购物地推荐

万达广场

位于青年路与海陵南路之间的济川路北侧的泰州万达广场，是一个汇集商业、商务、娱乐、办公

、居住5大机能为一体的庞大城市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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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523-86666666

位置: 泰州市海陵区青年南路济川东路

网址: www.plaza.wanda.cn

泰州梅兰礼品商行

泰州梅兰礼品.梅兰花都成立于1998年,公司集设计,研发于一体，以批发,团购为主.现公司拥有苏北

地区最大的鲜花零售商—梅兰花都。

电话: 0523-86230500

位置: 泰州市税西街83号(排档街西首)

网址: www.mlml520.com

金鹰国际购物中心

泰州金鹰购物中心，位于城市中心鹏欣�丽都项目首席位置，建筑面积39000平方米，贯彻日本设

计师前沿设计立意，“透明感”意念贯穿始终，外墙采用大面积玻璃内贴流线图案。整个外立面

白天剔透玲珑，夜晚轮廓清晰。

电话: 0523-86224888

位置: 泰州市东进东路18号

世纪联华超市

2001年12月23日开业。公司总占面积24776.20平方米，其中经营面积约为15000平方米，停车场近50

00米。主要经营：食品、副食品、百货、家电、纺织品等共4万余个品种。

电话: 0523-86887600

位置: 泰州市海陵区济川东路118号

泰州第一百货商店

泰州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是泰州市大型日用工业品零售企业。开业于1971年，建店三十年

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公司得到快速发展，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稳步提高。

电话: 0523-86238515

位置: 海陵北路33号

网址: www.goodee.cn

泰州文峰千家惠购物中心

泰州文峰千家惠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是由江苏省五十强企业—江苏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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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于2002年9月25日投资兴办集百货、家电、大型超市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大型购物中心。

电话: 0523-86606688

位置：泰州市青年南路488号

卜蜂莲花(迎春店)

电话: 0523-88685277

位置: 泰州市迎春东路15号凤凰花园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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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泰州住宿

五星级

万达希尔顿逸林酒店

酒店共有253间时尚而舒适的客房，其中包括20间套房，各处细节完美揉合了后现代文化的简约别

致与东方传统的大气温婉。所有客房都装配了最新技术设备，包括42英寸LCD平板电视和卫星电

视节目。

电话: 0523-86699999

地址: 泰州市海陵区济川东路222号

网址：www.doubletree.com.cn

泰州住宿(图片由网友 @老马识途 提供)

泰州碧桂园凤凰温泉酒店

座落于泰州市海陵区泰东河大桥北侧，是碧桂园集团斥资5亿元倾心打造的纯欧式五星级标准的温

泉度假型酒店.

电话：0523-86518888

地址：泰州市海陵区兴泰公路泰东河大桥北侧

泰州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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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宾馆设计新颖、建筑华丽、装潢典雅、设施先进、环境优美。

电话：0523-86669898

地址: 泰州市迎宾路88号

四星级

泰州嘉銮国际大酒店

一家集客房、餐饮、会议、休闲娱乐、购物为一体的大型涉外综合性酒店。酒店位于泰州市鼓楼

南路，毗邻著名凤凰河风景区。

电话：0523-86361000

地址: 泰州市鼓楼南路336号

泰州美丽华大酒店

泰州美丽华大酒店，地处泰州“未来之星”的凤凰东路66号，占地近万平方米，泰州市区唯一的

一家四星级酒店，装饰富丽堂皇，高贵典雅，设施先进，酒店设有超大停车场，是中外宾客之最

佳选择。

电话：0523-86882000

地址：泰州市凤凰东路66号

姜堰黄河大酒店

酒店内设商务客房、豪华套房、总统套房100余间。各类包间和宴会大厅可接待600人同时用餐。

电话：0523-88298888

地址：泰州姜堰市人民中路100号

经济连锁：

如家快捷青年路店

毗邻国家4A级风景区凤城河风景区，距泰州商业中心区3公里。酒店拥有89间温馨的客房，配备

超大型停车场（可同时容纳60辆车），可容纳20—200人的各类大小会议室、餐厅。

电话：0523-86390888

地址：泰州市青年南路99号

泰州锦泰宾馆

泰州锦泰宾馆是一座豪华酒店，座落于泰州市新区，海陵南路。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点缀着这

片美丽的新城区，也见证着她的腾飞。

电话：0523-86888188

地址：泰州市海陵南路302号

泰州金凤凰大酒店

锦江之星旅馆南通路店

锦江之星泰州南通路店坐落于泰州东大门主干道南通路298号，东邻苏北市场、温泰市场、火车站

，西邻金鹰商业圈、凤城河景区，南通路店拥有为商务人士设身打造的商务房和标准房。

电话：0523-86155888

地址：泰州市南通路29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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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泰州交通

   

1、飞机

扬州泰州机场

扬州泰州机场是由江苏扬州、泰州两市联合共建的一座中小型机场，扬州泰州机场位于扬州市江

都区丁沟镇境内，处于扬州市江都区通北高地，这个机场距离泰州市区约40公里，开车40分钟即

可到达。自从2012年5月开航以来，已开通国内10个城市的直航。

扬泰机场时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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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到达扬泰机场

机场巴士：

线路一： 友好会馆—北门外街—梅岭西路—友谊路—扬溧高速（槐泗出口）—启扬高速—机场路

—机场公交枢纽站—机场（机场巴士专线去机场时为直达线路，中途不停靠任何站点，返程停靠

动物之窗、友谊广场）。

线路二：市区文昌路东延→省道237→国道328→安大公路→丁麾路（此路线为高速备用车道，遇雨雪、大雾等恶劣天气机场高速封路时应急用）

自驾线路：

泰州到扬泰机场约40公里，开车自驾40分钟即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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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到机场自驾路线

   

2、铁路

泰州火车站

泰州火车站位于泰州市东，京泰路北首，距市中心约11公里。于2004年7月1日开工建设，于2005

年5月31日竣工，7月1日正式启用。

泰州火车站现为二级车站，有泰州开往北京、广州、深圳西、哈尔滨、兰州等地的多条始发客运

列车线路。另有南京-青岛、扬州-成都、南通-重庆北、南通-汉口、南通-杭州（义乌）、南京-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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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京-南通等多条线路经停泰州站办理业务。

泰州火车站时刻表 

   

3、公路

泰州公路交通发达，有高速公路4条，京沪高速公路与宁通高速公路在泰州重合，并有支线直达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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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城区。宁盐靖高速公路南起长江北岸的靖江，经姜堰直达苏北重镇盐城。另外，泰州还是同三

（黑龙江同江--海南三亚）高速公路的必经之地。

从泰州走高速公路过江阴长江大桥到上海仅需3小时。泰州、泰兴、靖江、姜堰等城市每天有多班

快客发往上海交通大宇徐家汇站。从泰州走高速公路到南京、无锡、苏州、南通、淮安等城市均

在2小时左右，到扬州则不到1小时。

泰州有3个长途汽车站。东站在南通路62号，发往姜堰及所辖各乡镇的市内班车，问讯电话：0523

-6222320。西站与南站主要发往泰兴，兴化，靖江以及所辖部分乡镇的市内班车；发往上海，南

京，常州，扬州，浙江的南方线路，发往安徽的线路和发往盐城，连云港，青岛，烟台，北京等

地的北方线路。问讯电话：0523-6883785。南站与西站的相同班次的发车时间相差20分钟，两个车

站订购的车票可以通用。

泰州出租车以普通桑塔纳和神龙富康为主。起步价6元（3公里），3公里后每公里1.4元。公交车

运营从06:00-19:00，所有大巴实行无人售票，上车1元，不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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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泰州节庆活动

中国姜堰溱潼会船节

溱潼会船节有着800多年的历史，是由一段悲壮的历史故事演绎而成的异俗殊风。

每年清明节的第二天起，在姜堰十里溱湖上举行。会船分为篙船、划船、花船、贡船、拐妇船等

。种类不同，项目不同，风格不同，服饰不同，可谓各领风骚。当日千舟竞发，百舸争流，场面

非常壮观。赛船结束，还有一系列演戏、酒会、送头篙等民俗活动。如今，溱潼会船节已从单一

的水乡群众会船活动，演变成一个融文化、民俗、体育、旅游、美食、经贸多种内涵的盛典。

时间：4月6日—5月 6日

地点：姜堰市（溱湖国家湿地公园）

郑板桥艺术节

为纪念郑板桥，1993年11月郑板桥诞辰300周年之际，兴化市举办了首届“中国兴化�郑板桥艺术

节”，以后每两年举办一次。节日期间，主要有“梦水乡”为主题的大型文艺专场演出、水浒文

化暨明清小说研讨会、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书画摄影图片展览、旅游线路促销、烹饪大赛等活动

。

时间：10月底—11月初

地点：兴化市（郑板桥故居、纪念馆）

梅兰芳艺术节

梅兰芳艺术节期间，梅氏传人，国内著名的京剧、淮剧等前来泰州登台献艺。除了

“梅兰芳-永远的大师”专场演出、全国 “梅派票友大赛决赛”以外，同时组织多层次、形式丰

富的群众性文化旅游系列活动。梅兰芳纪念馆、都天行宫、望海楼广场、泰州老街戏台等景点，

将定时举办文艺演出，泰州及各地戏剧演员们为游客奉献精彩的文艺表演。

时间：11月

地点：海陵区（梅兰芳公园）

万朵古山茶观赏节

古山茶院观赏万朵古山茶。万朵古山茶，始植于宋代末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人工栽培山茶中基

径最大、树体最高、花开最多、长势最盛、树龄最长的一株绝世珍品。

节日期间，东观归渔、院士旧居、禅院古槐、水云楼等“溱潼八景”盛妆迎客。道情、唱凤凰、

窑工号子、古装戏曲、猪八戒背媳妇等民俗表演精彩纷呈。鹿鸣街上，龙灯、狮灯、马灯、八仙

灯、花船花担、牵驴花鼓沿街边走边演，洋溢着一股股浓郁的地方风情。

时间：4月初

地点：溱潼古镇

河横菜花节

主要有观千亩菜花，览生态养殖基地，品农家小吃，购生态农产品等。

时间：4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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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姜堰市沈高镇河横村

靖江江鲜、汤包美食节

靖江是一块长江冲积平原，靖江人的祖先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经过几百年的融合和创新，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被中国烹饪协会授予“中国江鲜菜之乡”、“中国汤包之乡”的荣誉

称号。蟹黄汤包是靖江的传统名点，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它与天津狗不理包子、上海南翔小

笼包、扬州三丁包并列为“中国四大名点”。

时间：4月初—5月，11月

地点：靖江市

溱湖八鲜美食节

溱湖八鲜宴是指选取溱湖原产地的“溱湖八鲜”水产品为原料，采用淮扬菜系的优秀烹饪技法加

工而成的具有湖鲜特色和绿色文化特征的菜肴。“溱湖八鲜”中以溱湖簖蟹、虾球、鱼饼和甲鱼

为代表品种。经过多年提炼萃取，溱湖八鲜宴已形成了包括200多种菜肴在内的菜系。节日期间有

百店美食展销周、特色小吃展、美食旅游、招商洽谈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时间：4月初—5月

地点：姜堰市

兴化千岛菜花旅游节

以“千岛菜花甲天下、水乡兴化景如画”为主题的中国�兴化千岛菜花旅游节，每年自4月2日至5

月3日在江苏兴化市缸顾乡千岛菜花风景区隆重举办，为期一个月。

时间：每年四月初—5月初

地点：泰州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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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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