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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

“沿着7000年足迹，从良渚到延陵，她穿越吴风楚韵一路走来。城江同在，人水常新。从前，她

枕山负水，襟带三吴，历代兵家必争。现在，她地处长三角腹地，得江海便利，是中国东部乡镇

经济的发动机。幸福江阴，是她崭新而靓丽的名片。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柔能养蚕织锦，刚

可与敌同焚，静有良宵入耳，动有霞客远游。于是，‘人心齐、民性刚、敢攀登、创一流’的城

市性格就在这样的历史和文化中慢慢滋养起来。城不在大，而在于山有势，水有灵，物有来历，

人有精神。江阴，就这样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从古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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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阴概况

江阴，这座美丽的江南小城，地处江尾海头，自然地理条件独特，是长江三角洲一座熠熠生辉的

明珠，在古代地理中，山之南水之北称为“阳”，反之为“阴”。江阴地处长江南岸，地名因此

而来。

(图片由网友 @剁椒船长 提供)

江阴作为游圣故里、幸福名城，自古钟灵毓秀、文化郁盛，是千古奇人、中华游圣徐霞客、著名

电影艺术家上官云珠、佛教一代宗师巨赞法师、“刘氏三杰”刘天华、刘半农、刘北茂的家乡，

是“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所在地。

就让我们走进这片拥有7000年人类生息史，5000年文明史和2500年文字记载史，既有陆地文明的

厚重，又有海洋文明的开放，每天都在诞生着奇迹的热土，观奔腾长江，览美丽太湖，与江阴人

民一起去感受幸福⋯⋯

最佳旅游时间：江阴四季皆宜旅游，春秋两季为最佳旅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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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江阴最棒的体验

   

1、探访“天下第一村”华西村

走进华西，有着看不乏的景点说不完的故事。不必说那标准化的农村，也不必说那多元化的农业

，更不必说那龙西湖、桥文化、天安门、山海关、世界公园⋯⋯单是那华西金塔就有说不完的典

故 

旅人提示

：到华西村一定要去民族宫听听吴仁宝老书记的讲座，他最近常说：“华西村的大楼高328米，为

什么是这个高度？北京的大楼最高的也是328米（国贸三期），这表明我们与中央高度保持一致！

”每次这句讲完，全场必然是掌声与喝彩声齐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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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华西村观光的游客在华西村民族宫里听老书记作报告 (图片由网友 @剁椒船长 提供)

   

2、寄情山水 感悟徐霞客旅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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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西北骆驼 提供)

徐霞客的精神在于忽略旅行当中的孤苦与磨难，寻找旅行的快乐，并以旅行为一生的生存方式。

人们在游览中，开阔眼见、陶冶情操；在行走中，吃苦耐劳，磨练意志；在与人的交流中，相亲

相爱，彼此温暖，寻找生命的意义，体验生命的价值。旅行是一个文化交流的过程，是一个精神

升华的过程。这些都是“徐霞客”旅行精神中的精髓，也是旅行的意义所在。

旅人提示

：“霞客文化之旅”可参观“徐霞客旅游博览园”、“徐霞客故居”“徐霞客碑刻文化园”、“

徐霞客旅游博物馆”。

   

3、到江阴拼死吃河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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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熊猫二二 提供)

风靡全国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中有句台词，江阴人听了很给力，那是晋商翘楚乔致庸说的

“河豚，还是江阴的好”。

在江阴市，有个古老的习俗，就是清明前后吃河豚鱼。江阴人说“一朝食得河豚肉，终生不念天

下鱼。” 然而，一个比美味更加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河豚鱼身含剧毒。尽管食用河豚鱼中毒的

事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时有发生，但河豚鱼依旧是江阴人津津乐道的美味，这种“拼死吃河豚”

的勇气，吸引众多游客来到了江阴。

旅人提示

：江阴有着悠久的河豚烹饪历史，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品尝，江阴以“红烧河豚”最为著名，鲜美

无比，其鲜、其奇在其肋和皮上，为上好之养胃食品。

   

4、有情人探访千年“相思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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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实心竹子 提供)

唐代诗人王维在《相思》一诗中写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

江阴顾山镇有座红豆村，红豆村有座红豆院，红豆院里有棵千年红豆树。顾山红豆院内的这棵红

豆树，相传为梁代昭明太子手植，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被列为重点保护文物。红豆树在江

浙一带十分稀少，千年古树，更属罕见。顾山红豆有一个特点，就是颗粒特别硕大，这是别处的

红豆难以比拟的。到江阴不妨和有情人到红豆院内寄托情缘。

旅人提示

：顾山镇离市区比较远，如果不能亲自到红豆院，也可在市区的红豆轩买到正宗的千年红豆树结

的红豆，电话：0510-86896258

   

5、低碳环保，在绕水绿道骑行赏美景

绿道，顾名思义，就是绿色植物与道路的结合，是一条绿色景观线路，主要沿着河滨、溪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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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道路等自然和人工廊道建设，可供游人和骑车者徜徉其间。

可供租用的自行车 (图片由网友 @实心竹子 提供)

骑行在绿道上，听不到城市的喧嚣，在这里可以忘情地欣赏青山碧水，呼吸新鲜空气，身心得到

彻底的放松。每骑行一段路，就能看到路边特色商店、垂钓中心、农家乐等景点。如果骑累了，

可以停下来小憩一会儿，还可以趁机饱览湖光山色。

目前建有敔山湾绿道、黄山森林公园区域绿道、绮山森林公园绿道、徐霞客大道绿道等，让游客

体验“人在画中走”的意境。

旅人提示：绿道沿途设有驿站、公厕、服务中心等设施，可供游客休息放松。租借自行车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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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

借用，有本人身份证者交押金300元，或无本人身份证交押金600元，还车时退还押金或身份证；

未在当天还车者，每超过一天，收取违约金费用100元。

自行车借用时间：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7:00

骑车中车辆发生故障，可向就近网点求助

求助电话：敔山湾区 0510-86151170     绮山森林公园 0510-86151190 

马镇 0510-86521370     青阳 0510-86501211    峭崎 0510-86578672

   

6、千年要塞—感受江阴军事文化的魅力 

除了徐霞客，军事文化也是江阴旅游的一张招牌。江阴自古就是军事要塞，百万雄师过大江、远

望号等都构成其非常独特的军事文化。

江阴地处江尾海头，黄山滨江而立，长江至此江面最狭处仅1.5公里，天然形成了“锁航要塞”的

险峻形式，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历经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的360多年，构筑了以黄山为核心的

沿江数千米的要塞区域。

旅人提示

：可参观“鹅鼻嘴公园”、“黄山湖公园”、“渡江第一船”、“要塞古炮台”、“江阴渡江战

役纪念馆”、“君山公园”等。

   

7、到海澜看一场充满欧洲风情的马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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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剁椒船长 提供)

行云流水的优雅马步、轻松自如的障碍跨越⋯⋯海澜马术队充满欧洲风情的马术表演，一如海澜

集团的惯有气质——唯美、时尚。

起源于欧洲的现代马术运动，在江阴落地生根。它将积极推进马术运动在周边地区的发展，让更

多的人了解马术运动，喜爱马术运动。

旅人提示

：马术俱乐部将实行会员制，计划在全国范围首批招募会员1000名，按会员费每人38万元计算，

仅此一项就将实现收益3.8亿元。

   

8、到悟空寺，体验观音文化禅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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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西北骆驼 提供)

悟空寺位于江阴青阳镇，历史上曾是座规模宏大的寺院。该寺院始建于南朝梁代，原名招隐院，

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2003年10月，村民在清理小学旧址危房时，发现若干石质建筑构件

，后经对塔基进行抢救性挖掘，发现了观音化身“泗州大圣”舍利这是建国以来国内继法门寺，

雷峰塔发现佛指舍利之后僧伽舍利的第一次现世。

2004年重建悟空寺，建设观音文化博览园，着力打造成为中国佛教文化旅游胜地。

旅人提示

：在悟空寺还可以参观下以展示僧伽大师生平和传播佛教文化为主题的青阳镇观音文化展览馆，

可以在素斋馆品尝下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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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江阴景点一览

近年来，江阴着力开发特色旅游，已形成滨江要塞旅游区、学政文化旅游区、国家工农业旅游示

范区、霞客故里文化旅游区“四大旅游板块”。

   

1、江阴长江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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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长江大桥 (图片由网友 @熊猫二二 提供)

江阴长江公路大桥，建成于1999年，主跨1385米。江阴长江大桥是一座主跨径超过1000米的特大

型桥梁，打破了“中国人不能建大跨度桥梁”的神话。江阴长江大桥，“中国第一、世界第四”

的特大跨径钢悬索桥。

地址：近郊江阴市锡澄高速公路江阴长江段(近滨江中路)

门票：免费

交通： 江阴公交8路可达

   

2、华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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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熊猫二二 提供)

华西村，位于江苏省江阴市东，1961年建村，因为是江阴市华士镇最西面的一个村，所以叫做华

西村。全村原有面积0．96平方公里，仅占中国版图的千万分之一。但是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却

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被誉为天下第一村。2001年6月份以来，按照“一分五统”的方式，华西村

将周边20个村纳入华西共同发展，形成了大华西。现在的华西村面积进一步扩大，有35平方公里

；人口也变多了，由2001年中心村1524人增加到3．5万人。2009年：华西村销售收入450亿。华西

村分为农业区、工业区和生活区三个功能区，即华西人口中的“粮仓”、“钱庄”和“天堂”。

华西村分景点介绍：

华西金塔

金塔因塔顶上的纯金葫芦而得名。这座塔是由吴仁宝老书记构想。整座塔具有浓郁的华西特色：

外看不洋，内看不土；外看不大，内看不小；外看不今，内看不古。在十五楼可以领略华西村美

丽的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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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西湖风景区：

龙西湖是个人工开挖的湖。湖水面积500亩，在湖的中央有一组桥，总共11座，都是我国名桥的浓

缩。每座桥都有一定的内涵。

智能化农业大棚：

智能化农业大棚，分蔬菜馆、水果馆和花木馆三个部分。丰富多样的作物品种，绚丽多彩的花果

植株，硕果满棚的田园风光，壮观有序的游览长廊，集中展现了华西农业的高科技水平。

农民公园：

农民公园是华西村的土公园，内有“鹊桥相会、三顾茅庐、桃园结义、刘备点将、十二生肖”等

塑像景点。公园围绕“龙啸池”，建有“花甲厅、古稀亭、喜耋亭、庆耄亭、期颐亭”。

华西之路：

“华西之路”是一个展廊，里面用了大量的图片、文字和数据展示了华西村50多年来的发展史。

空中华西村：

“空中华西村”（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高度328米，地上72层，地下2层，投资15亿元。

以“三足鼎立、明珠置顶、如日中天”之姿成为华西村标志性建筑，也必将成为中国农村的一大

特色。

门票：120元 （包含景点：金塔、幸福园、农民公园、世界公园、生态园等华西村景点）

开放时间：7:00-17:30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华士镇

交通：无锡汽车站或江阴汽车站乘往华士的中巴前往。

华西村旅游公司电话：0510-6216687。

自驾

：从江阴高速公路南出入口上高速后，选择上海方向行驶，随后选择上沿江高速S38，靠上海或常

熟方向行驶，直到看到有华西的指示牌，按指示行驶，15分钟左右就可到达华西道口，下高速后

右转就来到了华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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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鹅鼻嘴公园

 (图片由网友 @实心竹子 提供)

鹅鼻嘴公园位于黄山的西延山峰，因其山势蜿蜒多姿，形如天鹅伸鼻江中而得名。古人王逢在诗

中称它是“山环芙蓉城，私怪鹅鼻状”。

公园占地350亩，是国家首批AM级旅游区，1998年度被评为无锡旅游业十大景点之一，现为国家4

A级景区滨江要塞旅游度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锡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2年鹅鼻揽江

被列为“无锡十八景”之一。鹅鼻嘴公园包括鹅洲览胜、江尾海头、鹅鼻洞、子胥过江亭、鹅山

栈桥等景点。它与黄山湖公园、君山公园、长江大桥、以及建设中的江阴外滩等构成“江阴沿江

风光带”。

门票 ： 30元/人；观光塔15元。

地址：江阴市公园路188号。

交通：从新客站乘公交6路可到。

   

4、黄山古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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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西北骆驼 提供)

位于江阴黄山风景区，又称江阴要塞。黄山炮台享有“江河门户”，“镇航要塞”之称，自古为

军事要地。如今，这里成了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每当中秋时节，江潮汹涌，甚为壮观，这就是

江阴著名的八景之一“黄山秋涛”。长江上最大的公路桥——江阴长江公路大桥也屹立于此，可

在这里俯瞰观赏。

地址： 江阴黄山风景区 

交通：江阴市汽车站有专线车接送。

   

5、中国徐霞客旅游博览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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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徐霞客旅游博览园 (图片由网友 @西北骆驼 提供)

 江阴是游圣徐霞客的故里，为弘扬“旷世游圣”、“千古奇人”徐霞客的伟大精神，打响名人

徐霞客的文化品牌，江阴市努力挖掘旅游资源潜力，精心规划建设了中国徐霞客农业生态旅游区

。它的包括徐霞客、青阳、月城等澄南六镇，是苏南地区不可多得的集景观、生态、人文、休闲

于一体的旅游区。

作为徐霞客农业生态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徐霞客旅游博览园总规划面积约3．11平方公里

，建筑总面积14410平方米，总投资约3．5亿元，主要包括徐霞客故居、中国徐霞客旅游博物馆、

中国徐霞客碑刻文化园、霞客府、旅游文化交流中心(旅游论坛)、中国旅游人的朝圣之地——游

圣祠等项目。 

地址：无锡江阴市霞客镇 

门票：40元，包含：国徐霞客碑刻文化园、中国徐霞客旅游博物馆、旅游文化交流中心等

公共交通指南无锡：

城乡公交20分钟一班

江阴：501路 西门车站——徐霞客公园 发车时间：江阴5：5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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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路 东门新客站—徐霞客公园 发车时间：江阴6：00—17：30

自驾：沪宁高速无锡北出口，锡澄高速璜塘出口，沿江高速青阳出口

   

6、嘉茂国际花鸟园

 (图片由网友 @实心竹子 提供)

位于江阴市青阳镇。2007年，上海升力投资、利安达集团投资兴建升泰现代农业园，农业园集”

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特色农业”为一体的都市农业园，嘉茂国际花鸟园是其中最富特色的一景

。

花鸟园以“花、鸟、鱼、禽”的现代化生产、培育、养殖为主要中心工作，分吊花厅、莲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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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岛、鸟览厅四大功能厅。花鸟园内，一番“百花齐放”、”百鸟齐鸣”、”百鱼同游”、”

百禽同嬉”的和谐自然景象，置身花海，闻着扑鼻的花香，品上一杯香茗，闭目遐想；古木奇石

，精致质感里蕴含深厚的文化底蕴⋯⋯

门票：50元

地址：江阴市青阳镇升泰农庄

电话：0510-80283777

自驾：城区上梅园路往南开直接上徐霞客大道，沿徐霞客大道一路往南，大约15分钟后在道路右

侧可以看到花鸟园的招牌，右转离开徐霞客大道即可到达。

旅人提示：嘉茂国际花鸟园里面可就餐（自助），人均消费30-40元。

   

7、江阴文庙

江阴文庙 (图片由网友 @熊猫二二 提供)

文庙，亦称孔庙，始建于北宋景佑三年(1036年)，是历代祭祀孔子的祠庙，也是旧时儒学教官衙

署所在地。江阴文庙，总体布局采用中轴对称的宫殿式，仿照山东曲阜孔庙的风格建造。由于江

阴文庙是江阴古城的儒学圣地和江阴科举时代的最高学府，所以江阴居民历来有大年初一到文庙

“走三桥”，以求“鸿运高照”的习俗。

千百年来，这座宏伟壮丽的古建筑群一直掩映于绿树从中，显得格外静谧，它成为融文化、旅游

商业于一体，江阴市区重要的文人景观、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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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江阴市人民中路196号

电话：  0510-86884924

   

8、江阴军事文化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剁椒船长 提供)

地址就在江河门户、镇航要塞之地、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历史见证的江阴古炮台军事文化

遗址。二层楼的博物馆分上下6个展厅，凡是与江阴有关的军事文化都通过图片和实物一一展现。

江阴军事文化博物馆记载了60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重要历史。国民党江阴要

塞7000名官兵，在炮台总台长、共产党员唐秉琳的率领下，成功地举行了起义。他们调转炮口轰

击国民党的军舰，有效地配合了解放大军的作战，促使国民党军防线的迅速瓦解。经江苏省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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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批准，江阴黄山要塞炮台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博物馆的院落内陈列着清军的11门大炮，博物馆四周还保存着修筑于清康熙年间、分列于大小石

湾一带的12座黄山炮台。另外，观众还可以看到明清两代所建的三合土炮堤、清代两江总督张之

洞所建的3座混凝土结构炮台，民国以来重建和改建的混凝土炮台，包括隧道，藏兵室、弹药库等

战争遗迹。

为了保护文物古迹，江阴在博物馆周围修建了5米宽，3000米长的盘山混凝土山道，新建了黄山公

园门楼、望江亭、盘石溪流、陈毅诗词碑等。

门票：20元

地址：  江阴市黄山南麓

电话：  0510-86877379

开放时间：  8:30~17:00 

   

9、顾山红豆  

 (图片由网友 @熊猫二二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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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山，位于无锡、常熟、江阴、张家港四县(市)交界处，属江阴，它是在南宋时就形成的古镇。

顾山红豆树，相传为梁代昭明太子所植。红豆树树高10米，冠荫周围50米，每年5月1日左右发芽

，13-20日开花。秋子熟，10月采摘。其叶如槐，其荚如豆子，大若芡肉，形如心房，颜色殷红微

紫。古人以为相思的象征，故名“相思子”。1982年，政府在红豆树四周筑围墙，建成红豆院，

院内圆洞门向北，内置一条东西向走廊，廊壁置4个玻璃橱，陈列红豆子和名人为红豆树写的诗文

。

   

10、黄山湖公园 

 (图片由网友 @剁椒船长 提供)

黄山湖公园，位于江阴黄山南麓，倚山枕江，与鹅鼻嘴公园、长江公路大桥和龙涛国际乡村俱乐

部等组成的国家AAAA级旅游区——江阴要塞旅游度假区。黄山湖以15公顷的人工湖为主体，取

土成山，依山起势，因势理水，临水造景，显示雄浑博大的气势和澄澈清明的意境。

地址：  江阴市公园路88号

电话：  0510-86852958

开放时间：  全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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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氏兄弟纪念馆

 (图片由网友 @实心竹子 提供)

刘氏兄弟故居位于江阴市澄江街道西横街，现已改为刘氏兄弟纪念馆，二进六间三庭院，是一座

具有江南民宅特色的清末建筑，距今约有150多年。纪念馆分为六间展示，他们展示刘氏三兄弟生

平起居的情况及大量手稿和实物。1985年10月江阴市政府公布为江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门票：免费

   

12、海澜工业园

中国海澜集团位于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是一家以服装为龙头，涉足面料生产，国际贸易，房地产，旅游等

领域的国家级企业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高档男装生产基地之一。还设有

设有两个驯马场，一个跑马场，一个风情酒吧和一个农家乐饭店——桃花岛。

门票：20元

   

13、江苏学政文化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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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学政衙署遗址是我市新改扩建的开放式园林，一般都简称她为学署，顾名思义，就是昔日八

府三州考秀才的地方。江苏学政衙署历时292年，有124任学政，规模宏大，设施完备，园内景点

众多，因而被称为“江南官署之冠”、“江南第一衙署”。学署建立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

），随着1904年科举制度废除，学署也走向没落。原学署古建筑的十三进格局，只有仪门被保存

下来，其余部分均因年久失修或经历战火而不复存在了。根据江阴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中“优

先开发江苏学政文化旅游区”要求，2002年江阴市政府将学政衙署后花园——中山公园进行改扩

建，并合二为一。

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中路步行街 

开放时间： 全天 

票价： 免费  

   

14、徐霞客故居

 (图片由网友 @熊猫二二 提供)

徐霞客（1587—1641年）为我国杰出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故居在江阴马镇南岐村（为纪念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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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镇已改名为“霞客镇”）。明末遭兵燹，清顺治年间徐之侄孙徐君铨重建。至1984

年，仅存面阔七间二进瓦房，1985年，政府拨款 大修。现有三进、十七间正房、两间厢房，占地

二亩。大门正面悬“徐霞客故居”匾额，两边立 盘陀石。门背面镌“绳其祖武”砖额。第一进前

为天井庭院，两侧厢房，东西置花坛，大厅前有

“承前裕后”砖刻，厢房和大厅辟为展览室，陈列徐霞客生平事迹及溶

岩标本。第二井遗有一棵古罗汉松，相传为徐霞客手植，已有400年左 右树龄。

地址：江阴马镇 

开放时间： 8：30－16：30

票价：12元 （军人、残疾人、70岁以上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免费入园）

另有联票票价：52元  （游览地点：徐霞客故居、仰圣园、徐霞客游览博览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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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江阴行程安排

江阴人文荟萃，风光秀美，无论是徐霞客江阴人文荟萃，风光秀美，无论是徐霞客故居、华西金

塔、青阳悟空寺，还是长泾老街、顾山红豆、新桥小镇，无不散发着江南名城特有的历史底蕴和

文化魅力。

   

1、江阴不开发区风光两日游

旅人提示：所谓设立“不开发区”，在规划上叫“空间管制”，可分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

。在限制建设区内，只能进行农业配套设施建设，以及发展观光农业、生态农业的景区配套建设

；在禁止建设区内，则完全保留原生态。（江阴南部的顾山、长泾、祝塘、徐霞客、青阳、月城6

个镇约200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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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上午：

从江阴出发前往顾山红豆村，到红豆园观赏江阴三奇（奇人、奇树、奇碑）之一的红豆树，这是

生长纬度最北的红豆树，相传为南梁昭明太子手植；参观结束后可以观赏红豆村千亩桃园万花灼

灼的盛景，体会“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意境（3月-4月）。然后驱车前往长泾镇镇区游览河北街明

清千米9老街，参观张大烈故居、上官云珠故居和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江阴蚕种场，中午在老街

上“长泾老饭店”用餐。

第一天下午：

午餐后游玩长泾东舜湖公园，泛舟湖面，天光水色尽收眼底；然后前往祝塘镇参观“古镇记忆”

主题公园（环东路与青祝河交汇处）、世纪公园炎黄陈列馆，感受古镇淳朴民风民俗。结束后前

往五福村游览江阴徐霞客生态休闲旅游区的新亮点—五福湿地核心景区，感受夕阳下“锦鳞游泳

”的和谐壮观景象。结束后可前往徐霞客镇或江阴市区就餐、住宿。

第二天上午：

游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徐霞客故居及晴山堂石刻、仰圣园、胜水桥等景点，踏寻徐霞客的踪

迹。故居内还可以看到四百年前徐霞客手植的罗汉松。中午在农家乐就餐。

第二天下午：

午餐后前往“无锡市绿色家园示范村”青阳镇悟空村，游览悟空生态文化旅游区，亲身体验青阳

深厚的观音佛教文化；游览农业科技博览园，感受现代农业的美好前景，满足您重归自然、拥抱

健康的生活渴望；游览目前国内最大的花鸟培养和观赏中心—嘉茂国际花鸟园，切实感受人与自

然的和谐之乐。以上景点游览结束后，前往月城双泾生态园，并在此用餐。晚餐后返回江阴市区

，结束游程。

   

2、江阴经典线路两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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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旅行计划

第一天上午：

从江阴市区出发前往“诚信故里”申港街道，寻访高士季札遗风、游览季子文化公园、拜谒季子

墓。(季子避让王位躬耕申港，留下了“季子让国”、“徐墓挂剑”等优美动人故事。)结束后前

往春申公园，游览季子庙、“近代图书馆之父”缪荃孙图书馆，中午在申港镇上用餐。

第一天下午：

午餐后前往夏港镇东，参观吴文藻、冰心纪念馆。吴文藻是夏港人，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

家。他的夫人冰心是中国著名女作家、儿童文学家。纪念馆由建于清朝的吴家老宅改建。结束后

前往江阴市区参观刘氏兄弟纪念馆，然后游览位于长江之滨的“江尾海头第一园”鹅鼻嘴公园，

可仰观大桥雄伟神奇，可俯瞰鹅山翩翩幽姿。结束后在市区用餐、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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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旅行计划

第二天上午：

前往华士镇参观中外文明的“天下第一村”华西村，这里有整齐划一的农民别墅群，有可登高远

眺的华西金塔，有山水如画的龙西湖公园，有现代高科技培育的农业蔬菜大棚，有高度世界排名

第15位的“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等大小景点100余处。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可择重点景点游览

，中午在华西金塔用餐。 

第二天下午：

午餐后前往素有“欧洲小镇”美誉的新桥镇，参观“中国工业旅游示范点”海澜工业园。游客置

身于美轮美奂的欧洲神话之中，一定会流连忘返。参观后前往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好、档次最

高的海澜国际马术俱乐部欣赏大型马术表演，在新桥镇晚餐返回江阴市区，结束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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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江阴美食

民以食为天。幸福江阴，基石还在于百姓日常生活的幸福，丰衣足食就是生活幸福的象征。享有

“鱼米之乡”之称的澄江福地，在餐饮文化上有着深厚的积淀。近几年来，江阴的旅游业取得了

迅猛发展，而作为旅游重要要素之一的“食”同样是红红火火。

   

1、江阴名菜至尊 

江阴是美食之都，被称为长江三鲜的河豚、刀鱼、鲥鱼更是闻名，有“吃了河豚百无味”之说。江阴

地处长江下游，数十公里长的滩涂流域是河豚回游长江交配产卵的绝佳处，而产卵前的河豚鱼肉味道

特别鲜美，来此品尝河豚美味的食客无不誉之为“天下第一鲜”。 

 (图片由网友 @剁椒船长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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鲥鱼

，被称为中国“鲥、甲（中华鲟）、鲳、黄”四大名鱼之首，有“鱼中之王”美誉。郭沫若曾诗

吟：“鲥鱼时已过，齿颊有余香”；

河豚

有毒，但由于其味道十分鲜美，仍有人挡不住河豚之诱惑冒险去吃，故有“拼死吃河豚”之说；

刀鱼，肉质细嫩爽滑，鱼刺入口即化，鲜美不可言物，有人谓之“不吃刀鱼枉来江阴”。

 江阴民间历代流传着对“长江三鲜”的多种烹饪食法，如红烧鲥鱼、清蒸鲥鱼、红烧河豚、奶

汤河豚、刺身河豚、清蒸刀鱼、刀鱼面、刀鱼馄饨等。“长江三鲜”作为江阴最具特色的招牌菜

肴，在长江中下游独树一帜已是不争的事实，是当之无愧的“江阴名菜至尊”。

   

2、江阴传统名点 

刀鱼馄饨

刀鱼馄饨"制作烦在出刺。有的用棒头"敲"刺，有的用刀斩碎再"滤"刺，多数是煮成半熟，再"捏"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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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种法子，反正鱼刺要出净。然后用刀鱼糜和成韭菜馅子，不要放味精，吃出来是地道的

鲜美嫩。据江阴人讲，徐霞客对他故乡的这道刀鱼馄饨也是赞不绝口，称其为"天下第一鲜味"哩

。

鳝丝烩面

自明朝万历42年起，江阴开设了"江苏学政衙署"，大批学子来江阴赴考。考试时，正值夏天。考

生午餐是自备带进考棚的。为防变质，所带的午餐多为简单的面条。当时，学政衙署的对面有一

爿"龙园馆"的面饭馆。老板头脑十分灵活，见状，他根据江阴当时的物产情况，将黄鳝入锅烫死

、划成鳝丝，再将鳝丝烹制成"烩鳝"，作为搭面的"交头"。他将手擀的蛋清"小阔面"，下锅煮熟、

制成凉面；然后，再将凉面下锅加入油、调料进行烩炒，使其成为"烩面"。最后，他在"烩面"上加

上一些"烩鳝"和烹制"烩鳝"留下的汁水（芡头）、姜丝、胡椒粉，淋上几滴"麻油"（芝麻香油），

使之成了既有菜、又有面，口味、口感俱佳，且不易变味、变质的一道赴考的美餐。 

   

3、江阴传统名菜

过桥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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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年间，山东曲阜籍进士蔡澎到江阴任知县。蔡澎是个美食家。一日，他下乡勘察农情，看

到稻田中黄鳝窜来窜去；于是，便吩咐捉上一些带回县衙后花园喂养起来。蔡澍还是个尊孔之人

，每年祭孔后的宴请，更是蔡澍家的一件大事。这年，祭孔又要开始了。家厨设想做道特别的菜

肴给主人助兴。于是，他走进后花院。当他看到假山、小桥、黄鳝，思路顿时来了。他想：祭孔

之人须过"三桥"，才能步步高升、飞黄腾达；于是，决定以黄鳝为原料，烹制出一道色、香、味

、形、养、意非同寻常的菜肴来。

祭孔的那天，他将黄鳝切成片，腌渍过后进行了多次爆炸；然后，再将其烩闷至酥，使其形同小

型拱桥。由于该菜形美香浓、鲜酥无匹，主宾食后拍案叫绝。蔡澍问家厨：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家厨说：叫"过桥鳝"。他将创作之意说了出来。蔡澍夸奖不绝。从此，"过桥鳝"便闻名于世、流传

至今。

糖醋籽鲚

每年的初夏时节，江阴江边水域会出现大批形似刀鱼、挺着大肚子，从大海回游到长江中撒籽、

培育后代的鱼。由于它大腹便便、满怀着一肚子的鱼籽；故江阴人将把它叫作："籽鲚"。

江阴产的"籽鲚"，体大、籽满；历来被地方征为贡品、献给皇上食用。为了做好"籽鲚"的上贡，明

清时期地方政府在江阴城内的南锁巷（又名：南所巷）开设了"咸晒所"，（巷因此得名）。上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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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籽鲚"，需经过盐腌、晒干、整理、打包、运送等过程；所以，当皇帝吃到时已是干咸的加工

品了；其口味远没有"籽鲚"出水时江阴人吃到的那么鲜美、可口。 

推荐江阴餐馆

邵府全牛馆

地址：通江北路38号

联系电话：0510-86112586 18921211100

状元楼

地址：江阴市益健路5号

联系电话：0510-86859898

霞客府

地址：江阴市马镇湖庄村路（徐霞客博览园内）

电话：0510-86557979(图片来源:王梦红)

   

4、江阴土特产

华西冰油

华西冰油源于华士酱油。华士酱油，又称“鼎国酱油”，创制于1853年（咸丰三年）。因产于江

阴华士镇，而得华士酱油名。华士酱油采用传统工艺，选用本地大豆为原料，发酵成酱后经日晒

夜露一年以上，充分成熟上色再制酱油，故色泽浓赤，酱香醇厚，味鲜可口，久存不坏。因其色

红黑、味醇香，特别适用于烹制红烧类菜肴。历史上的江阴人正喜食红烧类菜肴，故其能久负盛

名，成为江阴历史上的著名土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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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剁椒船长 提供)

五行茶 

当年药王孙思邈为了给唐太宗治病千里寻药东行，在江阴将一秘方赠给了当地好友一位姓林的民

间医生。一千多年过去了，林家后人用药王留下的神奇药方恩泽百姓代代相传。此茶以纯中药为

原料，运用了五行相生相克之理和药物辨证的原理，通过升、降、沉、浮的调节，来起到保健作

用。

金塔马蹄酥 

金塔马蹄酥，是江阴传统特产，经过技术改造，用料特选，制作特别，风格特异，品味特好，闻

名遐迩，畅销全国。2000年又被评为“中华名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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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酥 (图片由网友 @熊猫二二 提供)

 江阴黑杜酒 

相传由酒师杜康始酿。当年杜康在家乡以高粱、玉米等粮食酿制出著名的"杜康酒"后，偕同好友

刘伶云游四海，来到江南，并隐居于江阴 城东。杜康用江南糯米经蒸熟后发酵酿制的米酒，酒性

绵厚醇甜，更适合江南一带人饮用。一日，杜康在对糯米进行蒸煮时，刘伶到访，杜康忙于接见

好友，竟将一锅酿酒的米饭煮焦，两人觉得 丢了太可惜，决定用此米饭酿酒。不想这种酒不仅具

备了米酒的特点，且酒香四溢，还有补血、健脾、开胃之功效，于是就把这种酒命名为黑酒，也

因此有了"江阴黑酒饮三碗，醉倒刘伶整三天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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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熊猫二二 提供)

江阴粉盐豆 

江阴名特产。用黄豆浸泡，晒干后用白砂将其炒松，再用粉和盐水拌炒，粉盐豆的味道咸淡适宜

，香脆异常，是消遣下酒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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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江阴住宿

作为一个县级城市，江阴酒店业总体还不错，高、中、低档酒店，都能找到，设施齐全。

   

1、海澜大酒店

地址：江阴市新桥镇海澜工业园

电话：0510-86121388

参考价格：880元起

旅人点评：入住海澜大酒店，最让您回味无穷的是美丽动人的夜景：当暮色降临，整个海澜园区

华光闪烁，幢幢欧式建筑风姿绰约，老式吊灯柔和的光晕洋溢在铜栏杆、古廊柱、大理石上，仿

佛一首幽远的歌从世纪初一直吟唱到如今，让您沉醉在一派浓郁的欧陆风情之中......

   

2、江阴泓昇苑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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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人民中路289号 

电话： 0510-86707888

参考价格：570元起

旅人点评：位于市中心商业枢纽，交通网络完善，江阴长江大桥、轮渡码头和沪宁高速、京沪高

速公路均近在咫尺，90分钟抵达无锡机场，周边有兴国寺、黄山湖公园、鹅鼻嘴公园等景点。

   

3、江阴暨阳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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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江阴市公园路99号 

电话： 0510-86851888 

参考价格：328元起

旅人点评：紧邻一个森林公园，可以去散步，周边环境很好。酒店都是4层的小楼，建筑风格比较

新颖。酒店内设施还是很齐全的。听说以前国家领导人也来住过。

   

4、江阴国际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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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江阴市澄江西路299号 

电话： 0510-86815000

参考价格：498元起

旅人点评：江阴最老牌的高级酒店，酒店在市区，交通很方便，价格很合理，服务态度很好，还

有海鲜吃。

   

5、长江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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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江阴市人民东路18号

电话： 0510-86708888

参考价格：350元起

旅人点评：位于江阴市中心，是一座古典园林式的三星级旅游涉外饭店。饭店环境典雅，景色迷

人。

   

6、华西金塔

地址： 江阴市华西村

电话： 0510-86217000 

参考价格：380元

旅人点评：华西金塔，外观是中华民族传统形式，可说是"土"的，内部是现代化设备，可说是"洋"

的。六楼至十四楼为客房部，有标准房、夫妻套房、总统套房，有中央空调、卫星电视，房间明

亮宽敞。

   

7、纺织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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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江阴市暨阳路20号

电话： 0510-86806970

参考价格：138元标准间

旅人点评：北倚大桥风景区，南临繁华商业街，美食等位于宾馆两翼，四周旅游景点环抱，交通

便捷，闹中取静。

   

8、莫泰168

地址：江阴市寿山路1号

电话：15861620040

参考价格：138元标准间

旅人点评：位于江阴市中山北路、寿山路交叉路口，距离繁华的人民路商业街百米之遥；南靠历

史悠久的江阴文庙、兴国塔、音乐家刘氏三兄弟故居，东靠中山公园，北临环城河，交通居食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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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十分便捷。

   

9、江阴如家青果路店

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青果路30号

参考价格：169元起（标准间）

旅人点评：酒店的位置比较方便，紧邻步行街，可以方便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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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江阴交通

航空

以江阴为圆心、半径160公里范围内有六个飞机场，其中南京、上海可直飞境外。

铁路

在建的新长（江苏新沂一浙江长兴）铁路取道江阴，连结陇海、渐赣两大铁路大动脉。

公路

中国第一、世界第四的特大跨径钢悬索桥江阴长江公路大桥，是沟通同三（黑龙江同江一海南三

亚）和京沪两大国道主干线的过江“咽喉”。连接沪宁高速公路、宁通一级公路的锡澄高速公路

穿越江阴境内。在建的新长（江苏新沂一浙江长兴）铁路取道江阴，连结陇海、渐赣两大铁路大

动脉。

新客站地址：绮山路小河路口，有发往省内各地市及跨省班线；

西门汽车站（老车站）地址：人民中路270号，有发往市内各乡镇班车。

水运

江阴境内的锡澄运河沟通长江、太湖。1992年正式对外开放的江阴港可以直通海外。

自驾车路线：

上海到江阴：上海市区--沪嘉高速--沿江高速--江阴

无锡到江阴：在无锡上锡澄路（注意不是锡澄高速），也就是S229省道，一直往北，开一个小时

就能到江阴，沿途经过江阴青阳，月城，黄土，南闸，澄江，澄江镇就是江阴的市区了。

内部交通

公交车 

1路 新客站——黄田港

2路 新客站——杏春桥

3路 新客站——黄田港

5路 中山站——花山钢厂

6路 新客站——鹅鼻嘴公园

7路 中山站——花山公墓

8路 新客站——船厂

9路 新客站——夏港

10路 中山站——山观

11路 中山站——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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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路 新客站——江南招商城

13路 杏春桥——新纺织市场

15路 杏春桥——公安局

江阴的公交很发达，车况好，收费低（1元），能刷卡，且有老人卡，学生卡等细分卡。

出租车，起步价2公里7元   

江阴出租车叫车热线  

★飞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86113888

★雄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86855555

★暨阳运输有限公司：86813399

★GPS呼叫热线86807788

★旅游出租有限公司：8682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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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阴旅游小贴士及注意事项 

1、江阴四季皆宜旅游，尤以春秋季为旅游黄金季节。

2、秋季的江阴是天高气爽，气温适宜，不但能品尝到太湖的新鲜肥美的水产，还能吃到无锡水蜜

桃中的佳品。春季到江阴也是不错的选择，虽然天气多变，但这时候正是江阴梅花、杜鹃花、樱

花、桃花、玉兰花相继开放的季节，江阴处处花团锦簇。

3、当地从初春开始，便会有各种庙会举行，热闹非凡，如果此时在无锡的话，这些庙会是不容错

过的了解江阴文化与民俗的好机会。

4、江阴集场是一个展示江阴民间民俗文化的日子，又称“庙市”或“节场”,悠久的吴文化孕育

了江阴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江阴地区悠久的民俗传统中，庙会集场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5、江阴娱乐行业发达,酒吧,KTV,桑拿等各类娱乐场所随处可见

6、江阴市内有很多大型商场,很多地方特产等当地特色产品都能在这购到。

7、江阴的菜系基本和无锡一样，如王兴记的蟹粉小笼和馄饨、三凤桥酱排骨、清水油面筋等在江

阴也都可以品尝的到。江阴配菜讲究，烹调精湛，注重色，香，味，形，器，意的风格，形成春

秋以重卤为主，夏季以清淡爽口为主，冬令以味浓色重为主的烹饪特色和口味特色。

8、江阴美食名菜、名点主要有新景园的清蒸鲥鱼、红烧江鳗；新鑫园的清蒸刀鱼、过桥鳝、清炒

蟹粉；朱鸿兴的拖炉饼；陆星兴的小笼包子；隆源馆的隆源面。另有三鱼宴（刀鱼，河豚，鲥鱼

），刀鱼面以及汤爆肚，油爆肚，瀑双脆，中山饼，水晶凉糕，莲子汤，宽汤健面等

9、江阴的开放式公园多，市民生活闲适。中山公园处处歌声，戏曲声，老人们放声高歌，尽情乐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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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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