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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旖旎江南岸
  

一、嘉兴：旖旎江南岸

嘉兴市位于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腹心地带，东临大海，南倚钱塘江，北负太湖，西接天目之水

，大运河纵贯境内，尤以在人间天堂苏杭之间著称。这里风景旖旎、民风淳厚、物产丰富、名人

荟萃，是一座具有典型江南水乡风情的历史文化名城。衍延2600多年的古朴与舒缓成为历史赋予

嘉兴的独特个性。 

嘉兴南湖夜色(图片由网友 @比什凯克 提供)

嘉兴自古人杰地灵，名人辈出，特别是文化名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沈钧儒、王国维、

茅盾、徐志摩、丰子恺、金庸等都享有崇高的声望。举世闻名的海宁钱江潮，尤以农历八月十八

潮“壮观天下无”。嘉兴有浙江三大名湖之一的南湖，南湖革命纪念馆、南湖画舫是中国革命的

圣地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基地，开中国红色之旅先河。南北湖是我国唯一集山、海、湖为一

体的风景区。嘉兴还有很多丝绸古镇，如：嘉善的西塘、桐乡的乌镇等，置身这些古镇老街，你

能感受到江南水乡的独特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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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地理位置

最佳旅游时间：

每年农历八月十六到八月十九，在海宁盐官举行中国国际钱江观潮节。每年5月，嘉兴南湖都将举

办旅游节，有放荷花灯、水上拔河（抢荷花）、踏白船、划艇表演等水上游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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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兴最棒体验

   

1、闲逛古镇，邂逅原汁原味的江南小镇

乌镇和西塘，是江南的代名词，也是属于嘉兴的最美地标。在嘉兴，信步西塘，闲逛乌镇，成为

体味江南韵味的最佳选择。

乌镇是江南四大名镇之一，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一条流

水贯穿全镇，它以水为街，以岸为市，两岸房屋建筑全面向河水，形成了水乡迷人的风光。青瓦

白墙、石拱桥流水、鲜嫩葱绿的垂柳、闲逛的小狗、停在门口的黄包车、木结构的居民屋子、河

边洗衣服的妇女、深远的小巷、朴实干净的青石板路、生炉子的老人⋯⋯随便举起镜头聚焦，定

格的都是醉心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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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旖旎江南岸

乌镇景色(图片由网友 @比什凯克 提供)

西塘，河流纵横，绿波荡漾，晨间，小桥流水，薄雾似纱；傍晚，夕阳斜照，渔舟扁扁，是典型

的江南水乡的写照。在西塘，逛逛宽窄石弄，或在廊棚发呆，或随便转进哪家饭馆或者人家，点

上半碟青豆，几个一口小粽子，两块八珍糕，再让店家烫上一壶黄酒，神仙般的日子也就如此这

般的逍遥了。

   

2、乘着乌篷船，感受古镇的夜晚

在西塘，是一定要享受这里的夜色的，20RMB一位的乌篷船带你游览整个西塘：西塘的原住民们

在河边桂花树下摆上小桌椅，老鸭汤、西塘炒青豆端上，再来一口黄酒，远处的戏台上传来袅袅

的越剧唱调，时不时从眼前河边划过一艘载满笑声的游船。沿河两岸的红灯笼都已点亮，河中漂

着河灯，烟雨长廊下人们座在一起喝茶吃饭，旁边是宁静的河水，夜晚的凉风吹在脸上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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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旖旎江南岸
西塘的酒吧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泡泡吧，直到凌晨。 

西塘夜色(图片由网友 @一毛不要 提供)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乌镇上的小桥、流水、人家更能让人变得从容、惬意。夜晚乌镇的流光溢

彩，将江南水乡的秀美神韵演绎得淋漓尽致。乘着乌篷船在桨声灯影中夜游乌镇，静谧、清幽的

美感更能让人细细领略古镇夜韵。夜游乌镇的人们带着几分想象，也有几分猜测。只见色彩斑斓

的轮廓灯把石牌坊、古房、古桥装点得分外俏丽多姿，特别是古桥上面灯光照出的色彩，桥洞里

都镶嵌着无数盏彩灯，灯光映入河面，把一座座千年古桥的倒影齐刷刷地映在河面上。

   

3、游革命圣地南湖，体验红色之旅独特魅力

嘉兴与红色结缘，嘉兴人的“红船情结”，都是源于1921年夏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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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从上海兴业路一座石库门老房子转移到嘉兴南湖，在一艘画舫中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

此嘉兴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南湖成为人民心目中向往的革命圣地，红船也成了中国革命的象

征。南湖革命纪念馆、南湖画舫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基地，开中国红色之

旅先河。2010年是红色旅游在嘉兴得到大发展的一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嘉兴南湖景区获选长三

角世博体验之旅示范点“越韵吴风，红船绿城——嘉兴�水城”。  

南湖革命纪念馆(图片由网友 @比什凯克 提供)

   

4、观海宁钱江潮，看宝塔一线潮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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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潮，又称钱江潮，是世界一大自然奇观。每当江潮来临，数米高的潮水涌入喇叭型的杭州湾

，澎湃汹涌，势不可阻，形成一线横江的奇观；潮头过处，惊涛拍岸，令人心惊动魄，叹为观止

。宋苏东坡赞曰："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观潮节一直沿袭至今，每年都有数十万人前来争

相观潮。海宁观潮最佳地段在海宁市盐官镇海塘镇海塔下观潮亭一带。在这里可看到"宝塔一线潮

"的雄奇壮丽景象。观盛大的海宁潮，方能体味大自然震撼人心的巨大能量。 

    海宁潮 (图片由网友 @比什凯克 提供)

门票：平时观日潮15元，观夜潮免费；观潮节期间观日潮40元，观夜潮20元。

交通：

1、嘉兴有多班火车前往海宁，行程为半个小时，到了海宁火车站可乘专线中巴到盐官镇，仅需半

小时，车资10元。另有T109路旅游专线巴士往返于市区与景区之间，市区始发站海宁火车站广场

，终点站盐官。

2、自驾：上海方向：A9－沪杭高速公路屠甸（或王店）出口－海宁南北大道－东西大道（即沪

杭复线快速干道、01省道）－盐官镇－观潮大道－观潮胜地公园；或A4－杭浦高速－盐官出口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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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方向：沪杭高速公路长安镇出口－东西大道－盐官镇－观潮大道－观潮胜地公园

旅人提示：

1、观潮日： 海宁潮一天二次，白天称潮，夜间称汐，昼夜间隔12小时。每月的农历初一至初五

、十六至二十、均为大潮日，一年有120多个观潮佳日。春分和秋分两个节气前后，涌潮更为壮观

。每年的农历八月十八，是流传千年的传统观潮节。每年此日，海内外数十万宾客云集观潮胜地

海宁观潮。

2、即使是当地预报的观潮时间也可能不准，必须提前40分钟侯潮，以免错过良机。

3、观潮节期间，人声鼎沸，一个座位也要卖到30元。加之农历八月，天气还较炎热，与其出钱在

烈日下爆洒，不如找个地方避个清闲。推荐去最早迎来大潮的小普陀寺，位于在观潮公园内的最

东端，门票2元，寺内提供素斋，便宜实惠，吃饭者还可免门票。 

 

   

5、置身丝绸之都，赏丝绸学知识购佳品

嘉兴是古代的“丝绸之府”，当代的“中国绸都”，以极为丰富的丝绸资源谱写了源远流长的中

国丝绸史。在嘉欣丝绸工业园景区，游客可以了解蚕农辛勤养蚕的过程。通过对缫丝、织绸、绣

花、印染和服装成衣等景点的游览，游客也可以详尽了解从一颗小小的茧子如何变成一件件高档

丝绸时装。游客通过身临其境的互动方式，融知识性、趣味性和通俗性于一体。从5月开始到10月

每天都可以看到养蚕的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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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欣丝绸工业园(图片由网友 @如影随影 提供)

嘉欣丝绸工业园里面有个丝绸博物馆，通过历史厅、综艺坊和文化苑三大展厅陈列展示，反映了4

700多年的历史岁月中，中国丝绸逐渐形成的独特丝绸文化以及嘉兴丝绸的悠久历史。顺便还可以

到旁边的金三塔购物中心买点丝绸的东西做个纪念么，毕竟是嘉兴本土出产的名特优产品，而且

质量很不错。

嘉欣丝绸工业园地址：嘉兴市中山西路2710号 

   

6、听一场越剧，在似真似幻的剧情中品人生百态

说到江南，便不得不提起越剧。越剧是中国五大戏曲种类之一，是目前中国第二大剧种。越剧长

于抒情，以唱为主，声腔清悠婉丽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极具江南灵秀之气。在西塘的送子

来凤桥对面岸边的驳船码头，有一座水上戏台，夜色中，坐在对面的廊棚下，或者坐着手摇船飘

荡在河中，吴侬软语的越剧唱腔在回荡在耳边，恍惚能够感受到些许鲁迅笔下社戏的味道！委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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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唱腔，柔美的手势，细腻的剧情都让人意犹未尽。 

(图片由网友 @永恒的迪迦 提供)

   

7、五芳斋品嘉兴香粽，寻找藏在粽子里的幸福

嘉兴粽子历史悠久闻名华夏，嘉兴粽子为长方形，有鲜肉、豆沙、八宝、鸡肉粽等品种。嘉兴粽

子当推"五芳斋"为最，素有"江南粽子大王"之称。它的粽子从选料、制作到烹煮都有独到之处。米

要上等白糯米，肉从猪后腿精选，粽子煮熟后，肥肉的油渗入米内，入口鲜美，肥而不腻。许多

海内外朋友皆因品尝过嘉兴粽子后，方知浙江嘉兴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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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香粽(图片由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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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嘉兴景点

   

1、乌镇

乌镇是江南水乡六大古镇之一，古风犹存的东、西、南、北四条老街呈“十”字交叉，构成双棋

盘式河街平行、水陆相邻的古镇格局。这里的民居宅屋傍河而筑，街道两旁保存有大量明清建筑

，辅以河上石桥，体现了小桥、流水、古宅的江南古镇风韵。虽历经2000多年沧桑，仍完整地保

存着原有的水乡古镇的风貌和格局，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工艺精湛。全镇以河成街，

桥街相连，依河筑屋。整个乌镇分为东栅和西栅，也就是大家平时说的东大街和西大街。东栅开

放得比较早，还有一些原住民居住在里面，西栅是后期修缮开放的，夜景是这里的特色之一。镇

上有修真观、昭明太子读书处、唐代古银杏、转船湾、双桥等景点，同时乌镇还是茅盾的故里。

东侧的立志书院是茅盾少年读书处，现辟为茅盾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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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生活(图片由网友 @一毛不要 提供)

旅人提示：

由于乌镇声明远播，随着一些列假期的到来人们纷纷踏上寻梦之旅，乌镇在假期尤为人多，建议

如果有时间的朋友们不妨错峰出行，不然你看到的只有密密麻麻的小人头和迎风飘舞的导游旗。

更多乌镇旅游信息请见乌镇攻略：http://d.lvren.cn/gonglue/wuzhen/

   

2、西塘

西塘是江南六大古镇之一，地势平坦，河流密布，自然环境十分幽静。有9条河道在镇区交汇，把

镇区分划成8个板块，而众多西塘风光(20张)的桥梁又把水乡连成一体。古称“九龙捧珠”、“八

面来风”。古镇区内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群多处，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研究价值，为国内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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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旖旎江南岸
究古建筑的专家学者所瞩目。鸟瞰全镇，薄雾似纱，两岸粉墙高耸，瓦屋倒影。傍晚，夕阳斜照

，渔舟唱晚，灯火闪耀，酒香飘溢，整座水乡古镇似诗如画，人处其间，恍然桃源琼瑶，不知是

人在画中游，还是画在心中移。

(图片由网友 @一毛不要 提供)

旅人提示：

1、

西塘并不像乌镇那么复杂，所以不必担心找不到路，只要沿着河流走，所有景点就都能转到。

2、 来到西塘，最好能在这里住上一晚，体验下早晨、黄昏和夜晚不同的风景，走上廊棚，或许

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3 、西塘古镇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旅游区，里面还是有很多居民居住的，找一个当地的居民，跟他

们喝喝茶，聊聊天，也许，他们会告诉你更多关于西塘的秘密景点，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旅程体验

。

4、更多西塘旅游信息请见西塘旅游攻略：http://d.lvren.cn/gonglue/xi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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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旖旎江南岸
3、南湖风景区

南湖是浙江三大名湖之一，我国AAAA级景区，素来以“轻烟拂渚，微风欲来”的迷人景色著称

于世。嘉兴南湖不仅以秀丽的烟雨风光享有盛名，而且还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

里胜利闭幕而备受世人瞩目，成为我国近代史上重要的革命纪念地。

  南湖风景 (图片由网友 @如影随影 提供)

“一大”红船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湖的一艘画舫上完成了最后议程，宣告中国共产

党的成立，中国革命的航船从南湖扬帆起航。停泊在烟雨楼前水面上的，是1959年仿制的一条当

年"一大"开会的游船（原有的游船已经在抗日战争时期消失了），作为"一大"会议纪念船，它向人

们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场景。这条"一大"纪念船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南湖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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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旖旎江南岸

“一大”红船(图片由网友 @永恒的迪迦 提供)

南湖革命纪念馆

为了纪念"一大"在南湖胜利闭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南湖革命纪念馆成立了。建馆之初，馆址设

在湖心岛。1991年7月，建党七十周年前夕，一座由嘉兴人民捐款320万元兴建的南湖革命纪念馆

在南湖东岸拔地而起。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馆名。新馆将于2011年建党节前后对外开放。

烟雨楼

烟雨楼始建于五代后晋年间（公元936-947年），初位于南湖之滨，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8年

），疏浚市河，所挖河泥填入湖中，遂成湖心岛，次年移楼于岛上，从此这里被称为“小瀛洲”

。登烟雨楼望南湖景色，别有情趣。夏日倚栏远眺，湖中接天莲叶无穷碧；春天细雨霏霏，湖面

上下烟雨朦胧，景色全在烟雾之中。

                                               19 / 5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37&do=album&picid=25479


�������

嘉兴：旖旎江南岸

(图片由网友 @一毛不要 提供)

会景园 

会景园坐落在南湖南岸，呈半岛形。园内假山瀑布、楼台庭院、林荫步道、古桥流水，充分展现

了江南园林风格。会景园融望湖赏景、旅游休闲、文化娱乐和旅游接待服务于一体，是浏览南湖

风景名胜区的主要入口。

湖心岛

湖心岛位于南湖中心，是一座人工小岛，全岛面积17亩。小岛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清朝代。岛上

亭楼众多，如主建筑烟雨楼、清晖堂、小蓬莱、来许亭、鉴亭、宝梅亭、访踪亭等，形成了一古

园林建筑群。亭台楼阁、假山回廊、古树碑刻，错落有致，营造了湖心岛独特的典型江南园林景

致。

揽秀园

揽秀园位于南湖西侧，占地11300余平方米。揽秀园以"文星桥"、"仿古街"为中心，分南、北两园

，北园于1994年5月竣工并对外开放，南园正在规划中。北园西侧以中轴线对称，四进庭院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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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旖旎江南岸
，东侧为自由开放式园林布局。

壕股塔

壕股塔是古时嘉兴七塔八寺之一，因北临城濠，其水曲如股而得名。相传苏东坡曾到此饮茶，并

与文长老（徐渭）在此晤谈。现重建的壕股塔位于南湖西侧的南湖渔村之中，塔高63.36米，七层

，塔身为阁楼式，四周有回廊，沿袭宋代建筑风格。每层的四角翘檐上搁置一个精致佛像，下面

垂挂古朴风铃。塔刹为国内罕见的纯铜鎏金铸成，耗用了三公斤纯金。壕股塔是目前嘉兴市内唯

一可攀登的塔，塔中179级木梯盘旋而上，可俯看南湖全景，整个嘉兴城全貌亦尽收眼底。

门票：南湖——月河大联票：120元/人  

南湖景区联票：60元/人（包含景点会景园、湖心岛、纪念馆、揽秀园、壕股塔）

湖心岛50、红船参观票 20揽秀园5、壕股塔10

电话：0573-82533437， 82532848

交通：嘉兴火车站乘1路车可达，乘出租车起步费5元，三轮车3元可到。

 网站：http://www.nanhu.com.cn

 

   

4、南北湖风景区

南北湖风景区是我国唯一融山、海、湖为一体的景区，位于杭州湾北岸海盐县境内，是浙江省第

一批省级风景名胜区，浙江十大“最佳休闲度假胜地”之一，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南北湖山

围湖而立，海仗山湖而依，湖光、山色、海景相互映衬。春日的南北湖桃红柳绿，百花争艳，茶

树吐新；夏天万木垂荫，荷花竞放，湖海浪游；秋季遍野金黄，丹桂飘香，橘压枝头；冬时鹰窠

睛雪，苍山皑皑，山海湖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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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旖旎江南岸

南北湖风景(图片由网友 @永恒的迪迦 提供)

鹰窠顶：

南北湖的群山为天目山余脉，山体连绵，近翠远黛，由环湖十一峰、三湾六山、滨海六山等诸山

组成，其间最有名的当属环湖十一峰中的鹰窠顶了。鹰窠顶山径曲折，并多石景，沿九曲径登鹰

窠顶山，有狮头岩、合掌岩、痴景岩等景致，历来是南北湖的必游之地。登临鹰窠顶，眼前豁然

开朗，能将山、海、湖尽收眼底，也能欣赏山屋村舍入画来的别致风情。鹰窠顶大、小看台是观

赏海上日出的绝妙所在。每逢农历十月初一，更可一睹“日月并升”奇景

云岫庵：

座落于鹰窠顶山腰，有“海上名山”、“夜普陀”的美誉。庵名出自东晋陶渊明《归去来辞》“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返”的名句，形象地点出了云岫庵世外桃源的意境。民间传说，观世

音菩萨的道场在普陀，因香火旺盛，日夜难以安静。于是听从龙女献计，晚上跨海来此休息。后

因走漏消息，善男信女闻风而来，故云岫庵又有“夜普陀”之称。

旅人提示：每年农历九月三十是云岫庵的庙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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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旖旎江南岸
谈仙石城：

谈仙石城在景区西部谈仙岭上，海拔96.7米，是海盐、海宁两邑交界处，也是古代海盐县至省城

杭州的驿道。谈仙岭的得名与谭峭有关（古文“谈”与“谭”通）。宋《澉水志》载，上有谭仙

庙。相传为南唐道家谭峭炼丹得道之处，至今留有仙人脚、石浴缸、炼丹井等遗迹。

白鹭洲：

北湖中央的小岛，每当夏末秋初，便有成群的白鹭飞临栖息，故名“白鹭洲”。岛内有水榭、长

廊、花木扶疏、绿树成荫。中央有一带状内湖，养有水禽和荷花，名为“月露池”。这湖中岛、

岛中湖，小巧别致，相映成趣，游人们亲切地称它为“小三潭印月”。 

蝴蝶岛：

南湖上的小岛，面积12亩。为纪念上海三十年代影后胡蝶来南北湖拍摄《盐潮》而堆砌，状似蝴

蝶。岛上建有山海阁，八边形，地上3层，地下1层，阁高18．18米。从底层到阁顶，层层敞开，

面面洞然。阁虽小，却包容了湖山海景。

鲍公堤：

南北湖，因湖中有堤将湖分为南北两半而得名。长堤乃清康熙、乾隆年间海盐知县张素仁、鲍鸣

凤两次竣湖时修筑而成，故又名张公堤、鲍公堤。堤阔10米，长500米，东连飏山，西接麂山，成

为南北湖最具标志性的景观带。长堤两端各有一桥一亭，东曰永安桥、明星亭，西曰小宛桥、馨

谷亭。

钱江潮源：

钱江潮以其气势磅礴的壮观景象闻名于世，而潮的源头在何处却鲜为人知。钱江潮的源头就在南

北湖风景区的巨石狮子头上。狮子头是一块突兀在海上的大石，形似一头雄狮而得名。据水文站

测量，狮子头一带平均潮差5.6米，最大潮差8.93米，在农历初一和十五后的二三天里，都可看到

起潮。

票价： 80元/人（备注：门票包含除云岫庵以外的所有景点；云岫庵1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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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旖旎江南岸
开放时间：8：00—16：30 

交通

自驾：从嘉兴乍嘉告诉（乍浦方向）到海盐出口下，过海盐大桥（右拐，杭州方向）至通元（左

拐直行约8公里）至南北湖（北大门）

公路：嘉兴西站——南北湖 06:00、08:15、09:05、10:05、12:35、13:25、14:15、15:25、16:10、17:0

0

嘉兴北站——海盐 06:40—16:50 （快客，每20分钟一班）

海盐——南北湖 06:00—17:40 （每10分钟一班）

网站：http://www.nbh.com.cn/

   

5、海宁盐官古镇

盐官镇是浙江省首批准的十五个历史文化名镇之一，以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民俗文化、动人的

民间传说和壮观的海宁涌潮闻名于世。中国浙江海宁盐官是中国唯一的潮乡——钱江潮。海宁潮

又称钱江潮，是世界一大奇观，钱江潮以其磅礴的气势和壮观的景象闻名于世，以“一线横江”

被誉为“天下奇观”。观潮之外，海宁还有着众多的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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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旖旎江南岸

(图片由网友 @一毛不要 提供)

海神庙

海神庙又称为“庙宫”，始建于公元1730年，距今已有274年历史，是一座专门祭祀“浙海之神”

的宫殿式建筑。在中国南方，皇家式样建筑一般是不允许建造的，但是在盐官，却破例由中国清

朝雍正皇帝下旨、由国家拨款、政府要员监督，建造了这么一个规模庞大的建筑群。中国古代十

分注重精神的力量，认为人与自然的沟通需要借助于神灵：人类与钱塘江的沟通就需要借助于“

浙海之神”的力量，这位海神可以决定沿海所有人和物的命运。所以在中国，这座供奉海神的庙

宫，地位相当地人高，号称“江南紫禁城”。

门票：12元/人

观潮胜地公园

于盐官镇南，南临钱塘江，北靠杭金公路。园内拥有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鱼鳞石塘、明代占鳌塔

、孙中山观潮亭——天风海涛亭、毛泽东观潮诗碑纪念亭、乾隆手植古朴、史量才纪念碑、镇海

铁牛等景点

门票：25元/人

金庸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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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旖旎江南岸
座落于海宁盐官古城海神庙西南，占地面积四千多平方米，参照古城内原有建于清嘉庆年间的安

澜书院之建筑格局设计建造。书院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金庸先生的学术成就，并将成为研究和弘扬

金庸武侠文学的重要场所，以及金庸先生回乡讲学、传播学术思想的圣地。

门票：25元/人

陈阁老宅

座落于宰相府第风情街，主人陈元龙位高权重，贵为雍正朝文渊阁大学士，世称相国（宰相），

明、清两代相国（宰相）又称阁老，故其故宅民间俗呼“陈阁老宅”。 陈列与海宁陈家有关的小

说、影视剧面市，使这座地位显赫而又讳莫如深的宰相府第充满了传奇色彩。

门票：25元/人

花居雅舍

展示古代青楼女子的生活与才情，分为青楼与红楼两大区块，试图通过展示青楼与历史、与名士

、与音乐、与文学的关系，及古代青楼女子日常生活的场景来解读青楼文化在中国古代史上所占

据的重要历史地位。

门票：10元/人 

交通：嘉兴有多班火车到海南，在海宁火车站可乘专线中巴到盐官镇，仅需半小时，车资10元。

另有T109路旅游专线巴士往返于市区与景区之间，市区始发站海宁火车站广场，终点站盐官。

   

6、平湖东湖风景区

东湖，国家AAAA级景区，位于平湖市区城东。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诵读北宋科学家沈括游东

湖留下的“柳色青天雨乍晴，鸭头细草绕提生。林间野日依依见，水底春光寸寸明，犹喜乱花时

入眼，可能万事顿忘情。无端景物相料理，屡欲颠狂兴不成”诗句时，依然可以读出作者对东湖

的赞美，依然会被诗中描绘的诗情画意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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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旖旎江南岸

(图片由网友 @永恒的迪迦 提供)

鹉湖春色

鹉湖即东湖，“鹉湖春色”为八景榜首，泛指东湖春天美景。春天的东湖，春意盎然，春水浩渺

，河水如油，芳草一碧，兼之活桃岸柳，相映争妍，画船往来，美景天成，荡人心魄。

含珠凝晖

含珠凝晖景区紧靠繁华的园林商业街解放路和人民路，人们休闲观光最为便捷。景区的整体环境

风格体现了现代和传统的有机结合，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完美统一，表达历史和文化的延续。

塔影垂虹

历史悠久的报本塔院和东西塔桥，是东湖风景区主要景观之一，暮色初降，环东湖华灯齐放，报

本塔、九峰一览楼、十杉亭及东西塔桥，流光溢彩，晶莹华丽，犹如琼楼玉宇，似入人间仙境。

北源牧唱

北原牧唱景区是东湖的一块翡翠碧玉，市民把这里比喻为杭州西湖的一角，是一座“天然氧吧。

”景区内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牧笛悠悠，湖风阵阵，呈现一派江南水乡的田野风光，是一座绿

色生态园林。

南村书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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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村书堆景区的建成，弥补了古代“东湖十景”中南村书堆只留其名不见其形的缺憾，再现了众

多诗文中所描述的风致和意境，并且改为临湖而筑，自成一组江南书院制古典园林建筑，又重现

清代张园中十杉亭的杉风景致，成为东湖风景区环湖构建的园林中最成独立体系、最具古典风韵

、最耐人寻味、最有欣赏价值的景观。

案山晓翠

景区内依山傍水以植物造景，翠竹林区在案山南麓；银杏枫香林区在案山北麓；红梅腊梅园在景

区北端；别具风韵的樱花园在景区南端，沿湖滨广植桃树杨柳，显示江南水乡特有的风貌。

西浦鱼罾

西浦鱼罾景区，将重建镜漪堂，设钓鳌台，树“鱼乐国”碑设置有关渔民生产活动的传统实物，

如鱼罾网、簑衣、笠帽等等，洲外筑步行长廊，可以垂钓或捕鱼，洲上以栽植观赏花灌木为主，

成为观赏和游览休闲的好去处。

九龙戏珠

景区位于东湖中之大瀛洲，俗称大湖墩，此前是东湖公园，是平湖现存最古老而又蕴含丰厚当湖

文化内涵的名胜景地。

门票：南村书堆景区中的九峰一览楼：5元/人

塔影垂虹景区中的报本禅寺：10元/人

其余免费开放

交通：平湖－嘉兴：6：30－18：30，每隔15分钟一班      

平湖－杭州：6：20－18：40，每隔半小时一班

平湖－海盐：6：00－17：20，每隔20分钟一班      

平湖－上海：5：30－17：30

电话：0573－85135667   58010030

网站：http://www.phdhjq.com/index.html

旅人提示：每天晚上18：30－21：00：案山晓翠景区东田社鼓戏台卡拉OK点歌活动

。每年的九月份：西瓜灯节、西瓜灯展、烟花晚会以其它各类文艺演出。每周六晚：在案山晓翠

景区放映露天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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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范蠡湖公园

范蠡湖公园无门票，是嘉兴人休闲的好去处，园以水景取胜，相传当年西施每天梳妆，倾脂粉于

湖中，螺食而成五彩，故湖中产五彩螺。范蠡湖多名家手迹，文徵明“浮碧”等石刻，明万历车

大任所书“放生池”、池郭所书“陶朱公里”碑、清乾隆时钱陈群所作《重建金明寺碑记》及王

蘧常、谭建丞、张振维等名家的墨迹。

(图片由网友 @一毛不要 提供)

门票：免费

交通：乘坐7路，16路在城南公园下车即到，或者梅湾街步行也可到达。

   

8、绮园

绮园为中国十大名园之一，位于浙江海盐武原镇绮园弄，占地14.8亩。该园原为明代废园，后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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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在此建园，人称冯家花园。为江南典型私家园林风格。绮园园主冯缵斋系清代诗人、剧作家黄

燮清之次婿，黄家先后拥有拙宜园和砚园，黄燮清将两园作为次女黄秀陪奁。清咸丰年间（1851-

1861），两园均遭兵火毁坏，同治六年，冯缵斋集两园山石精粹，并添置一些太湖石，修筑此园

，同治十年初具规模。后又续建了亭台楼阁等，增设景点，并将其命名为绮园，意为“妆奁绮丽

”。 

(图片由网友 @如影随影 提供)

门票：5元

交通：嘉兴汽車西站坐车到海盐，

到海鹽坐2路车，人民医院下车，然后打听下步行再走5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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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嘉兴的名人故居

   

1、徐志摩故居

徐志摩祖居位于海宁县，诗人在这里度过他的童年、少年，第一进北厢房即为当时读书处。这里

的居民，都知道徐志摩这个人，知道他是个大诗人，有的还能说出他是“新月派诗人”。

门票：10元/人

地址：海宁硖石镇西河街17号 

(图片由网友 @如影随影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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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莫氏庄园

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莫氏庄园，位于平湖市当湖镇南河头东首，它是清末大地主

莫放梅祖孙三代居住的大型封闭式古民居建筑群。这里是《红楼梦》、《家春秋》、《济公》等

一百多部影视剧的外景地。莫氏庄园在陈设上，更集家俱、字画、器皿、古玩于一炉，凝结江南

文化精华。置身其间，似品佳酿珍茗，余味无穷，令观者如醉如痴，乐不思返矣！ 

(图片由网友 @永恒的迪迦 提供)

门票：15元/人

时间：8：30-16：45

交通：平湖汽车西站乘1路公交，南门下车再步行大约10分钟即到。

   

3、林家铺子

林家铺子位于乌镇属于浙江嘉兴，与苏州搭边，著名文人茅盾的故居就在景区内。《林家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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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茅盾创作于1932年6月的一部小说。但是，因为大时代环境的不善，林家铺子还是无可避免地倒

闭了。今天的“林家铺子”，还在那条街，还是那铺子的名，而货却完全不同了，几乎全是乌镇

自己的地方产品和特色产品，如乌镇酱羊肉、姑嫂饼、水乡咸蛋、高公生三白酒、杭白菊、荷叶

老鸭等系列食品，还有用蓝印花布制成的各种服饰、春蚕吐丝、布鞋棉袄、乌镇湖笔等地方小礼

品，还有具有纪念价值的乌镇挂屏、文化衫、羊毛衫及海内外书法家、摄影家为乌镇留下的墨宝

和佳作等。 

(图片由网友 @比什凯克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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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嘉兴美食

嘉兴船菜

南湖船菜曾经声名一时，，当时的游船一般在后舱设有厨房，船娘们在不大的船舱中，发挥着爆

、炒、燎、煮、炸、熘、烩、焖等绝技，因“船”而宜，准备了各色各样的佳肴备料，随时等候

客人的招呼享用。

南湖船菜贵在精细，原料主要来自南湖特色时鲜，如鱼、虾、蟹、鳗之类，尤其注意原料新鲜和

烹饪手艺。船菜的品目有：五香乳鸽、翡翠蟹斗、蜜汁火方、和合二鲜等，许多菜肴均在船上活

捉、活杀、现烹、现吃，可谓鲜美绝口。南湖船菜中还有虾仁、虾圆、蟹粉、蹄筋、白木耳、莲

子等，名菜有蟹黄鱼翅、八宝鸡、鱼肚、冷拌鳖裙、火腿幢、粉蒸肉等。

(图片由网友 @如影随影 提供)

南湖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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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著名的特产南湖菱，圆而无角，肉质鲜嫩，又称元宝菱、馄饨菱、和尚菱等，一般菱都有角

，故称“菱角”，然而嘉兴的南湖菱却是无角的，可谓稀罕。其皮色翠绿，两端圆滑，并以皮薄

、肉嫩、汁多、甜脆、清香而胜于其他同类品种，可生吃、熟吃，而且可以制糕点、佳肴或酿酒

、制糖。 生食者宜选色翠而鲜嫩，尤其是刚出水时口味更佳；熟食则选色黄褐之老菱，洗净后煮

食，口味香甜浓郁，肉糯可口；食风菱者选黑色乌菱，洗净后在风中晾干，然后剥食菱肉，此时

肉质坚硬，但香味奇特，味美滋口。

 嘉兴粽子

嘉兴粽子号称“江南粽子大王”，以糯而不烂、肥而不腻、肉嫩味香、咸甜适中而著称。嘉兴粽

子为三角形有肉粽、豆沙、蛋黄、八宝等几十个花色品种，如今，嘉兴粽子因其滋味鲜美、携带

方便、食用方便而备受广大旅游者厚爱，有“东方快餐”之称。

 糟蛋

兴糟蛋盛产于嘉兴平湖，为其传统美食之珍品。古时已是贡品，历史悠久，平湖糟蛋大小均匀，

糟用上等糯米发酵制成，有浸米、蒸饭、配药、酿酒、消毒、洗蛋等一整套工序。每年从清明前

后开始，经过黄梅和三伏，到中秋上市。因经过五个多月的糟渍，醇类、糖类、有机酸等物质渗

入蛋内，使蛋黄、蛋白逐渐固成胶冻状，蛋壳脱落，蛋膜不破，蛋色晶莹细嫩，醇香可口，余味

悠久。食用时用筷或小刀挑破蛋膜，即可入口，不必烧煮，十分方便。其香浓味美，咸甜适中，

老少咸宜，顾每年慕名而来着不计其数。

嘉兴黄酒 

嘉兴黄酒是中华民族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酒种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酒种。历史上，黄酒

名品数不胜数。它与啤酒、葡萄酒并称世界三大古酒。迄今已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

的瑰宝。而嘉兴黄酒又以嘉善黄酒，西塘老酒等最为有名。嘉兴酿造业在明清时代就已经很发达

，历经千年传承而不衰。 嘉善黄酒以稻米、黍米、玉米、糯米作原料，以特制曲和酒母作糖化发

酵剂，加陈年黄酒，于冬季采用传统配方和工艺酿制而成。历经发酵、压榨、陈贮、勾兑、检验

等程序酿造而成，酒液澄黄、透明、有光泽，醇香浓郁，味鲜甜、醇厚、柔和、爽口，属半甜型

黄酒，内含18种氨基酸，营养丰富，是大众喜欢的低度饮料酒，适用于筵席、宴会等场合。

酱鸡

乌镇酱鸡选用本地农民当年放养的土种雌鸡作原料。加工时整体烧制，原汁浸烧,三次出汤；再放

入上等酱油、黄酒、白糖和香料等佐料浸烧；出锅后又得涂上一层麻油，方告完成。

成品酱鸡由于是原汁原汤反复烧制，鸡体内的水分已基本蒸发，所以特别容易保存，有“六月不

馊，腊月不冻”之说。外观酱红油亮，入口脆嫩鲜美，后味无尽。在外人看起来，酱鸡制作程序

并不复杂，但乌镇酱鸡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严格把关，火候必须拿捏得十分准确，这就非有独门的

烹制方法和多年的烧制经验不可了。

红烧羊肉

乌镇的红烧羊肉选料十分讲究，一定要以当年的“花窠羊”即青年湖羊为原料，这种羊肉肉嫩脂

肪少，皮细洁多膏，佐料一般有萝卜、酱油、黄酒、红枣、冰糖、老姜等，须先用大火、后用文

火烧煮，火候全在于烧制者的灵活掌握。羊肉甘温，经归脾肾，有益气补虚、温中暖下、开胃健

力之功效，所含蛋白质远比猪肉多，常吃能使人容颜丰满，肌肤润泽。乌镇民间有“一冬羊肉，

赛过几斤人参”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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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的羊肉是用土灶木柴大锅烧制的，一般要烧一个晚上，老饕们对羊肉各有所好，有的喜欢夹

心的肥瘦相间；有的偏爱腿精的鲜嫩多汁；有的爱好尾部的丰腴肥香；有的专挑脖项活肉，还有

的则专攻羊蹄下水⋯⋯往往为吃一块中意的羊肉而不惜放弃清晨的美梦，等着小火咕嘟了一个晚

上的羊肉开锅。一杯小酒，一碗羊肉，或用新轧的细面下一碗羊肉面，洒上碧绿嫩黄的蒜叶姜末

，吃得心满意足。品尝乌镇羊肉的最好时间是在秋风起后，那时乌镇的大街小巷中，各家羊肉铺

里都坐满了大快朵颐的食客。

(图片由网友 @一毛不要 提供)

熏豆茶

乌镇人称喝茶为吃茶。薰豆茶又称烘豆茶。豆茶的主要原料是薰豆。薰豆是乌镇特有的加工方式

，选用秋季上好的嫩晚黄豆，以香粳豆为佳。将新鲜晚豆在淡盐水中煮到半熟，捞出后沥干，然

后盛在铁筛中，架在炭火上烘薰。用来烘薰的必须是炭火，不可用柴火或煤火，否则会沾染烟火

气和煤气。文火烘薰至青豆表皮起皱，有香气逸出即可。这样烘成的薰豆，熟而不焦，酥而不硬

，清香可口，余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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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如影随影 提供)

姑苏饼

乌镇糕点以姑嫂饼最有名，姑嫂饼的出名一来是由于它的传奇故事，二来是因为它咸中带甜，油

润麻香，入口酥、松、糯的乡野风味。

姑嫂饼在乌镇至少已有数百年生产历史了，在清乾隆年间乌镇同知董世宁原修、卢学溥续修的《

乌青镇志》卷二十的“土产篇”中就有它的“传记”：“用极细麦粉和糖及芝麻印成圆饼，有椒

盐者，有白糖者，味甘而润，远近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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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嘉兴交通

   

1、航空

嘉兴附近无机场，最近的就是杭州萧山机场，可以乘坐机场大巴到嘉兴。

市区旅客可方便乘坐机场巴士往返萧山机场与杭州市区、萧山城区、绍兴、柯桥、义务、金华等

地，周边城市旅客可以乘坐省际旅客班车往返苏州、嘉兴等地。

机场巴士候车室位于机场候机楼1楼到达厅5号门北侧

机场发车时间：09:50  11:20  14:20  06:30  19:30  21:10

嘉兴发车时间：07:20  08:40  11:35  14:00  16:30  18:20

票价：41元/人

电话：0571 —8666 1751

网址：http://www.hzairport.com/bus.aspx

   

2、公路

沪杭高速公路、320国道、沪杭复线快速干道横贯全境。杭州湾跨海大桥连接了嘉兴海盐和宁波慈

溪，全长36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2008年5月1日开通后，在沪杭甬之间形成了一个两

小时的“金三角”交通圈，大桥过路费为80元。

嘉兴市有西、北两个主要长途汽车站，两站之间有20路公交车相连。

上海恒丰路站——嘉兴西站（高速）07:10、08:00、09：10、10:10、11:10、12:10、13:10、14:10、15

:10、16:10、17:20、18:20

上海徐家汇站——嘉兴西站（高速）07：40、08:40、09:40、10:40:、11:40、12:40、13:40、1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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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17:40、18:40

嘉兴西站——桐乡：06:30—17:30,5分钟一班

嘉兴西站——乌镇：07:20、09:50、13:40、14:10、14:30、16:45

嘉兴西站——南北湖：08:05、09:05、10:05:12:25、13:25、15:25

汽车北站（中环北路禾兴北路口，火车站乘22路直达）

嘉兴北站——苏州：06:10—17:40,20分钟一班，票价19元

嘉兴北站——善加：06:30—17:20,5-15分钟一班

嘉兴北站——西塘：06:40-16:30,40-60分钟一班

其他城市到嘉兴自驾：

杭州到嘉兴：环城北路--艮山西路--杭甬高速--沪杭高速--嘉海线--G320--纵二路--二环南路--中环

东路

上海到嘉兴：从上海出发，到莘庄上沪杭高速公路，嘉兴出口下高速即可

宁波到嘉兴：从宁波出发，上杭甬高速沿余姚、慈溪方向开，过杭州湾大桥转入沪杭高速到嘉兴

出口下高速即可。

   

3、铁路

嘉兴位于沪杭线的中点，距上海、杭州各90公里，通往南昌、厦门、怀化、南宁、福州、衡阳、

广州、武昌、重庆、柳州、昆明、杭州、宁波、义乌、兰溪、衡州、温州、上海、无锡、常州、

南京、合肥、阜阳、淮北、济南、北京、包头、吉林、齐齐哈尔等地的列车。

   

4、市内交通

公交车：

嘉兴市区的公家车，大部分采用空调车，全部无人售票，单一票价2元，班次间隔5-10分钟。多数

公家车在晚上6点左右就停止运营了，请游客注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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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

主要车型为桑塔纳或奥拓，起步价6元/2公里，燃油附加费1元。嘉兴城区面颊不大，穿行于火车

站、汽车站、南湖和市中心之间，车资大概在6-12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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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嘉兴行程推荐

   

1、嘉兴风光游

第一天：

乘火车抵达嘉善后，转乘中巴车去江南水乡古镇－西塘游览——嘉兴南湖——烟雨楼——“一大

”红船——南湖革命纪念馆——南北湖白鹭洲

第二天：

登鹰窠顶观日出——云岫庵——海神庙——陈阁老宅——王国维故居——徐志摩故居

   

2、嘉兴古镇游——乌镇

线路A：

上午：主要游览东栅老街传统民居区和传统作坊区

入景区 → 观看高杆表演 → 逢源双桥 → 财神湾 → 香山堂药店 → 江南百床馆 → 江南民俗馆 →

高公生酒坊 → 宏源泰染坊 → 走仁义桥 →

传统手工作坊区(糕点作坊、湖笔作坊、铜器作坊、布鞋作坊、刨烟作坊等)→ 江南木雕馆

中午： “翰林府第”或同级餐厅用餐，也可在传统小吃一条街品尝风味小吃。

下午：游览传统文化区及传统商铺区和水乡风景区浙北分府(位于西栅景区边) → 余榴樑钱币馆 →

茅盾故居、立志书院 → 古戏台 → 修真观 → 夏同善翰林第 → 皮影戏 → 传统商铺区 → 汇源当铺

返程路线：从兴华桥堍坐船，或沿河南岸踏着青石板老街悠然慢行，小坐水边美人靠，观赏对岸

枕河人家风景，返回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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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B：

第一天：游览各景点展馆和当地民俗风情

游客接待中心（摆渡）→安渡坊码头→草本染色作坊→昭明书院→雨读桥→福安桥→三寸金莲馆

→乌镇老邮局→水上戏台→评书楼→恒益堂药店→厅上厅→金银民俗馆→通济桥→文昌庙→关帝

庙→白莲塔寺→如意桥，晚上夜宿乌镇民宿，游老街。

第二天：重要参观当地的手工作坊和特色胜景以及休闲购物

水上剧场→沈家桥→诗田广场→益大丝号→乌锦作坊→乌将军庙→虞奥桥→秀水廊街→女红街→

定升桥→灵水居→孔另境纪念馆→沈泽民纪念馆→茅盾纪念堂→茅盾陵园→王会悟纪念馆→水上

集市→亦昌冶坊→叙昌酱坊→通安桥→景行桥→安渡坊码头（摆渡）→游客接待中心返回

 

   

3、西塘风情游

二日游：

第一天：

下午四点左右进镇，游览西街、烧香港、倪天增祖居陈列馆、圣堂、塘东街、中国酒文化博物馆

，品尝水乡特色菜，船游胥塘河，华灯初上，观古镇夜景，入住酒店；

第二天：

参观张正根雕馆、江南瓦当馆，西塘最佳观景处——永宁桥，漫步烟雨长廊，游七老爷庙、醉园

，中餐后游天下第一弄——石皮弄，种福堂、西园、中国钮扣博物馆。

一日游：

上午游张正根雕馆、江南瓦当馆、烧香港、倪天增祖居陈列馆、圣堂、塘东街、中国酒文化博物

馆，品尝水乡特色菜，下午漫步烟雨长廊，游七老爷庙、醉园、石皮弄，种福堂、西园、中国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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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博物馆。

影视游：

沿美国好莱坞大片《碟中谍三》中汤姆克鲁斯奔跑的场景，从明清食代→安境桥→永宁桥→长廊

→送子来凤桥→环秀桥→种福堂（所有在西塘拍的影视片剧照展）→西园（世界旅游小姐摄影展

）→钮扣馆→过永宁桥到万安桥（影片中最后镜头）

   

4、嘉兴红色一日游

上午：嘉兴五芳斋产业园

下午：

南湖风景区——会景园——“一大”红船——烟雨楼——南湖革命纪念馆——壕股塔——揽秀园

——梅湾街——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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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嘉兴风俗节日

   

1、中国国际钱江观潮节

农历八月十六到八月十九 每年在海宁盐官举办的中国国际钱江观潮节，在继承传统观潮风俗的基

础上，还增加了丰富多彩的大型歌舞和传统民俗风情展示活动，再现了古代沿江百姓祭潮治患、

喜庆安澜的恢弘场面。

   

2、嘉兴粽子节

嘉兴在每年初夏都会举办中国嘉兴粽子节，全国各地粽子厂家云集，在嘉兴开展粽子文化系列活

动，有粽子擂台赛、包粽子表演、百粽宴、参观粽子博物馆和龙舟赛等民俗活动。

   

3、嘉兴南湖船文化节

嘉兴南湖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从七一前夕到中秋举行中国嘉兴南湖船文化节,主要旅游活动有南湖采

船游、荷花灯会、踏白船、抢荷花、古运河逍遥游及旅游商品展示展销活动。

   

4、嘉兴南北湖观光旅游节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集山、海、湖于一体的省级风景名胜区海盐南北湖,以山秀为特色,在每年四、五

月间举行观光旅游节,进行文艺表演、海盐民间唱腔骚子歌、地方戏表演、新景点展示、采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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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连泗荡民俗庙会 

秀洲区连泗荡刘公园是人们祭祀为民除蝗的刘承忠将军场所，每年除夕、清明和中秋都要举行系

列民间活动，尤以八月十四日最为隆重，江、浙、沪、皖等地民众纷至沓来，船只云集。

   

6、嘉兴南湖旅游节

节日在每年5月。有放荷花灯、水上拔河（抢荷花）、踏白船、划艇表演等水上游览项目。旅游节

期间，还举办粽子节、农民画展、民间艺术展及摄影书画展等民间活动。

   

7、平湖西瓜灯节

西瓜是平湖的著名特产,每年6月份都要举行大型旅游节庆活动,用九彩龙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表

演来庆贺西瓜丰收。同时在关帝庙商城和九龙山开展商品交易会,举办尝瓜、游园、登塔、等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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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比什凯克 提供)

   

8、西塘旅游文化节

节日在每年的农历四月 节庆期间有“四月初三”西塘民间庙会、西塘风情摄影展、杜鹃花展、嘉

善黄酒传统工艺陈列和美食展等活动。

                                               46 / 5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35&do=album&picid=25449


�������

嘉兴：旖旎江南岸
  

九、嘉兴住宿

嘉兴的住宿很方便 嘉兴的住宿很方便，市内有很多酒店，宾馆，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同时在著

名的江南古镇里还有当地居民提供的民宅旅馆，可以更直观的感受水乡生活，价格也很公道。

嘉兴市内酒店推荐：

嘉兴文华园酒店

嘉兴文华园酒店是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宾馆，地处市区环城东路，北邻繁华的中山路，东邻火车

站和新建的环城公园，南邻风光旖旎的南湖，登旋宫远眺，禾城风貌尽收眼帘，可谓交通便捷、

环境优雅。

地址：嘉兴南湖区环城东路415号

嘉兴香溢大酒店

嘉兴香溢大酒店是浙江省烟草公司下属企业，是浙江省 “香溢旅业”成员单位，位于嘉兴市中心

主干道中山路中段，是一间商务酒店，共有15层楼，拥有精美客房，酒店提供各具特色的住宿、

餐饮、会务、娱乐休闲设施及服务。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吉水路1号

电话：0573-83688899

浙江南湖国际俱乐部

周围明显建筑或景点 浙江嘉兴南湖风景区、揽秀园及壕股塔旁、、嘉兴市政府

、中共一大会址、韩国国父金九故居、范蠡湖、沈钧儒纪念馆。

地址：嘉兴市南湖区鸳湖路

电话：0573-82555555

乌镇住宿推荐：

紫藤青年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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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背包族的青年旅馆，背靠著名景点水舞台，前面是乌镇益大丝号、诗田广场，门前碧水环绕

，紫藤爬满长廊。房屋建筑古朴，室内干净整洁，有公用厨房、淋浴间、空调、热水。床位都是

学生宿舍式的上下铺，如果你想再重温一下学生时代的生活，结识更多五湖四海的朋友，选择这

里也是不错的。这里的价格当然也比西栅民宿要便宜很多，一般式60元/铺/天。

电话：0573-88731088

乌镇会所

“乌镇会所”刚加入SLH（世界小型豪华酒店组织），它坐落在乌镇西栅景区，分设锦堂、盛庭

、恒益堂，均由原乌镇百年豪宅改造。明清古典园林建筑群落，庭院深幽，静谧优雅。会所拥有

高级舒适的大床房、豪华套房及景观别墅84间、风格各异的主题餐厅3个及酒吧、咖啡厅、茶室6

个、各类会议室5个及多项度假休闲场所。锦堂是规模最大、装修最豪华的一家，硬件配套设施都

按超五星级标准配置。对于是商务活动、公司年会、豪华团队来说，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电话：0573-88731 088   

地址：西栅大街306号  

西塘住宿推荐：

亲水人家

亲水人家依水而建，典型江南水乡景致的缩影——坐落于西塘旅游区中心主干接到上西街112号，

具有100多年的历史，明清建筑，粉墙墨瓦。临河设有楼上楼下大小两个观景平台，在您品茶小憩

的同时，既能东眺安境桥，又能西望环秀桥，听着古老的传说尽情领略古镇特色景点“送子来凤

桥”的秀美、清净、怡人。晨间，小桥流水，薄雾似纱；傍晚，斜照夕阳，渔舟唱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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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西塘镇上西街112-1号

电话：0573-84564698

听水楼客栈

听水楼客栈位于中国古镇西塘上西街14号---古镇的中心地带，在水畔、桥旁、小弄里、长廊的对

面，所以关窗可听水；推窗可观桥；隔水眺长廊；出门走小弄。

地址：中国古镇西塘上西街14号

电话：13750748207

QQ：605526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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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提示

1、嘉兴气候湿润，常年多雨，旅游时要记得带上雨具。

2、嘉兴饮食具有浓厚的江南特色，小吃别有风味，如南湖蟹、文虎酱鸭，不得不尝。

3、嘉兴旅游常用电话：

旅游投诉

嘉兴市旅游投诉电话：0573-96118

航空

民航嘉兴问询电话：0573-2085334

铁路

嘉兴火车站问询电话：0573-2072205

公路

嘉兴汽车站问询电话：0573-2081660（西站）、2217777（北站）

公交车

嘉兴市公交公司服务质量投诉电话：0573-2222587

出租车

嘉兴市出租车投诉电话：0573-96520

嘉兴市秀城区、秀洲区出租车叫车电话：0573-95838；1390573000

嘉兴市平湖出租车叫车电话：0573-5333333；0573-5530666

嘉兴市海盐出租车叫车电话：0573-6111111；0573-6033333；0573-6022111

嘉兴市海宁出租车叫车电话：0573-7222111

嘉兴市桐乡出租车叫车电话：0573-8106666

嘉兴市嘉善出租车叫车电话：0573-4182222；0573-4263333；0573-4033000

医院

嘉兴市第一医院电话：0573-2082937

嘉兴市第二医院电话：0573-208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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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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