鼋头渚旅游攻略（2013 年版）

简介
鼋头渚(yuán tóu zhǔ )是横卧太湖西北岸的一个半岛，因巨石突入湖中形状酷似神龟昂首而得名。鼋头渚的风光是山清水秀，浑然天
成，为无锡太湖风景的精华所在，故有“太湖第一名胜”之称。有充山隐秀、鹿顶迎晖、鼋渚春涛、横云山庄、广福寺、太湖仙岛、
江南兰苑，中日樱花友谊林等众多景观，各具风貌。鼋头渚已成为中外驰名的旅游度假休养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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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 开放时间
开放时间
8：30-16：30（16：30 为闭园时间，游客停止入园，但是园内游客仍可自由游览。）

门票
成人票（含游船费） 105 元

同程价：90 元

儿童票（1.2 米-1.5 米之间）

50 元/人（含游船费）

>>立即预订

一起游小贴士：
1、免费政策：儿童 1.2 米以下免门票免游船费；江苏省内 60 岁以上老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免门票，游船费 35 元自理；江苏省外及外
宾 70 岁以上老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免门票，游船费 35 元自理；军官证、残疾证免门票，游船费 35 元自理。
2、车辆停车费：小车 15 元；大车 20 元
3、鼋头渚无其他自理小景点，一票即可玩遍景区，门票包含往返登岛游船费。如想乘坐快艇则需自理.
4、鼋头渚内如需乘坐快艇需至景区自理费用，往返 60 元。

去鼋头渚的 N 大理由
理由 1
鼋头渚是太湖第一胜景，游无锡必游太湖，游太湖必游鼋头渚。
理由 2
鼋头渚是世界三大赏樱圣地之一，有“中华第一赏樱胜地”之美誉。
理由 3
阳春时节赴无锡太湖鼋头渚赏樱踏青已成为长三角地区春季休闲旅游的必选项目。
理由 4
鼋头渚以水景取胜加以明秀的园林建筑，园内更是花影招展、林木扶疏，湖岸怪石横陈、青波白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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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无锡
飞机

>> 预订无锡特价机票

火车

苏南硕放国际机场（IATA：WUX，ICAO：ZSWX，原名无锡硕放

无锡共有 5 个火车站台，分别是：无锡火车站（南广场）、沪

国际机场），位于无锡高新区硕放街道境内，西北距无锡市区 12

宁城际高铁无锡站（北广场）、沪宁城际高铁新区站、沪宁城

公里，离无锡新区 2 公里。现主要有北京、天津、深圳、广州、昆

际高铁惠山站、京沪高铁无锡东站。主要以前两个为主要进

明、武汉、长沙、重庆、成都、西安、兰州、乌鲁木齐、贵阳、福

出站口。

州、厦门、太原、石家庄、大连、沈阳、哈尔滨、海拉尔、青岛、

高铁新区站途径公交

桂林、张家界、舟山、佛山、海口、三亚、东京、大阪、曼谷、香

18 路、69 路、751 路、761 路、769 路、788 路、7 路、

港、澳门、台北等 34 条航线。

218 路、109 路。
高铁东站途径公交

机场大巴

6 路、713 路、715 路、715 路专线、722 路、722 路夜班、

每天总计约 10-15 趟左右，票价为 15 元/人，分为通往无锡火车

730 路。

站的一线及梁溪大桥的二线，车程在 40 分钟以内。

城际高铁无锡站途径公交
133 路、612 路、126 路、207 路、60 路、23 路、30

汽车

路、712 路。

无锡原本有多个汽车站，但目前，所有的汽车站都已并入新的无锡

1 路、2 路、5 路、6 路、10 路、11 路、12 路、17 路、

客运总站，与沪宁城铁无锡站共同组成无锡中央车站。

19 路、20 路、23 路、25 路、28 路、30 路、31 路、33

新无锡汽车站途经公交：17 路、25 路、45 路、52 路、99 路、

路、35 路、45 路、52 路、60 路、65 路、66 路、67 路、

201 路、312 路、601 支路、635 路、711 区。

68 路、77 路、80 路、82 路、83 路、87 路、88 路、90

东环岛 A 岛途经公交：6 路、23 路、87 路、93 路、98 路、203

路、98 路、99 路、100 路、115 路、118 路、201 路、

路、211 路、612 路、713 路。

202 路、203 路、208 路、213 路、310 路、311 路、312

西环岛 B 岛途经公交：5 路、30 路、77 路、115 路、126 路、133

路、316 路、319 路、328 路、509 路、惠山区政府专线、

路、158 路、601 路、快线 2。

界泾专线、新塘里专线、机场 1 线、快 2 线、601 路、

公交环岛 C 岛途经公交：33 路、60 路、150 路、207 路、607 路、

602 路、605 路、606 路、607 路、628 路、701 路、711

705 路、711 路、712 路、715 路、716 路。

路、712 路、751 路、760 路、763 路。

无锡火车站途径公交

到达鼋头渚
自驾

公交

上海出发 沪宁高速→无锡东出口→太湖大道→至蠡溪路左转→环

无锡火车站 南广场 乘坐旅游观光巴士
★ K1 （全程 2 元，13 公里路程，行驶 30～40 分钟），途
经蠡园，终点站到达鼋头渚风景区充山大门。

湖路→过宝界桥右转→鼋渚路→鼋头渚风景区充山大门
南京出发 沪宁高速—无锡东出口—太湖大道—至蠡溪路左转—
至宝界双虹左转上宝界桥—过宝界桥右转鼋头渚风景区充山大
门 。
杭州出发 杭宁高速—锡宜高速—无锡西出口—至盛岸西路左转
—至钱荣高架右转—过梁湖大桥—左转至渤公岛—鼋头渚风景区
犊山大门

★ K87 途经锡惠公园，终点站到达鼋头渚风景区犊山大门。
一起游小贴士：上海交通一卡通可在无锡公交车上刷卡，并
享受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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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传说

“无锡旅情”石碑
这块碑是 1990 年初设的一个景点，正面刻有“无锡充满温情和水”几个字，这是无锡对外宣传的旅游口号。温情是指无锡人温文尔
雅，待人热情。至于“水”，那是指无锡的旅游资源以水为主，以水出名，有太湖、京杭大运河，还有长江，旅游活动又突出水乡风情。
因此，说无锡充满温情和水当之无愧。背面刻的是《无锡旅情》的中文歌词。无锡市为了提高知名度，除了运用各种宣传方式，还特
别注重将文化艺术与旅游活动结合起来。1986 年 5 月，通过日本阪急旅行社邀请了日本著名诗人、作曲家中山大三郎和东京 ABC 音
乐出版社长山田广作来无锡旅游，他们回国后很快创作并出版发行了《无锡旅情》和《清明桥》两首歌，由日本红歌星尾形大作演唱。
特别是《无锡旅情》这首歌，在日本六家电视台播放半年之久，唱片发行量突破 100 万张，风靡日本全境，许多日本友人正是从这首
歌中了解了无锡，纷纷慕名前来无锡旅游。

月老祠-同心锁
这上面的锁可不同于黄山上面的，它必须是夫妻或恋人们才能挂，在锁的两边分别刻上两个人的名字，然后将钥匙抛入湖中，表示永
不打开，永结同心。这座鸳鸯亭的造型可谓独特：一半是方柱硬山筒瓦顶，一半是圆柱卷棚小青瓦顶，但又鸳鸯对合紧紧相连融为和
谐的一体，以此来寓意男女结合。

月老祠-月下老人
“月下老人”，相传唐朝时有个人叫韦固，从小失去父母，一直想着早点成家，一天他碰到一个在月下翻书的老人，老人身旁有一个口
袋，韦固就问老人口袋里装的是什么，老人说是红绳子，还说天下男女都由我配对，用红绳子系在两个人的脚上，来定下两个人的姻
缘，即使两个人相隔很远，也可以千里姻缘一线牵。

鼋渚春涛
鼋渚灯塔旁，有高 2 米余的景名刻石，以黄石之古拙衬托书法之遒劲雅致。主石正面镌刻“鼋头渚”三个大字，为光绪间无锡举人
秦敦世所书。该石背面的“鼋渚春涛”，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所写，毁于“十年动乱”，后集唐驼为“花神庙”所书联句
“春色斗燕支，天教万紫千红，都归主宰；涛声吼鼋渚，地胜十洲三岛，合住神仙”中的“鼋渚春涛”四字，补刻于石上。
春天的无锡多东南风，太湖无日不起浪，鼋渚涛声是这里的一大特色。若遇风和日暖，微波涟漪，涛声则清缓而流畅，和谐而有节奏；
若遇狂风怒号，浊浪滔天，则轰然而鸣，犹如万马奔腾，所以鼋渚春涛是鼋渚涛声中最神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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鼋头渚三宝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蓝血提供）

神鼋
澄澜堂下，列“震泽神鼋”，青铜铸成，高 1.3 米，长 1.7 米，重 700 公斤，龙头鳖身，系上海青铜文化复兴公司献给 1985 年首届太
湖之春艺术节的礼物，雕塑家徐宝庆主持创作，朱复戡篆“震泽神鼋”四字。

铜犊
在江南兰苑里面有一只铜犊，它是鼋头渚的三宝之一。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相传牛魔王的儿子红孩儿被南海观音收
去后，有一次到王母娘娘处送蟠桃会的礼物。不料遇到了王母身边的贴身丫环兰儿，两个人一见钟情，每次幽会时红孩儿都会送一束
兰花给兰儿。天长日久，这件事被观音知道了，她大为恼怒，决定将红孩儿罚下凡间。红孩儿降临凡间时，手里还死死的抓住兰花不
放，于是这束带有灵气的兰花落地生根，化为美丽的江南兰苑，红孩儿也就化为了鼋头渚的犊。所以，在梅梁湖岸边的充山，又叫犊
山。据说不知怎么，兰儿也没有逃脱厄运，被罚下人间，永远只能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以致于现在价值很高的兰花一般都生长
在深山老林之中，不被人发现。

仙鹿
据传说这仙鹿原本是南极仙翁的坐骑，由于它违反了天条，而被仙翁一巴掌打下凡间，这仙鹿在降临凡间时看中了太湖最美的一角—
—鼋头渚，化成一座美丽的山峰，这就是鹿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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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鼋头渚风景区地广景多，可先登临鹿顶山舒天阁，远眺四方，一洗胸襟，再上鼋头渚，或步行盘桓于花径，赤足涉水于低滩，或乘船
弄涛湖面，坐礁凝思，登楼品茗，领略太湖山水之美，最后乘船渡湖，一探太湖仙岛灵秀、神幻之妙。

鼋门楼
在充山脚下，呈牌楼状，上盖桔黄色琉璃瓦，建于 1986 年。由此前行 3.5 公里直通老门楼。入园有高架电动列车代步，全程 3800
米，越五里湖水面，穿鹿顶山隧道，直通老门楼。老门楼位于犊山村，建于 1972 年，飞甍重檐，琉璃瓦顶，正面有“鼋头渚”三个
鎏金大字；背面书“山辉川媚”。入门左侧为“太湖别墅”门楼，穿月洞门、循齐眉路可登七十二峰山馆；顺大路向前，走过 300 米
的杜鹃坡，有通往太湖仙岛的轮渡码头，此处露出太湖一片水域，被中犊山、小箕山（锦园）、大箕山诸峰环抱。湖水广阔处，可见若
沉若浮形如大龟的三山。湖堤上风光明媚，著名旅美画家杨令，1935 年回国时，为鼋头渚写下“翠微嶂”三字，勒于湖堤山岩上。

“太湖佳绝处”牌坊
原为“横云山庄”门楼，始建于 1931 年，结构古典，北式风格，斗拱连接，琉璃顶、飞檐翘角。1975 年根据郭沫若诗句并集其手迹
制额。牌坊右侧，有砖彻拱门，正反面有砖刻“利涉”、
“问津”。1934 年前的鼋头渚，都要乘渡船到此，渡船在此停泊，故称“利涉”。
渡船将游人送到这里，不知“桃花源”在何处，就得“问津”。进牌坊，立以照壁，饰以凤穿牡丹。壁后临水而筑“涵万轩”水榭，轩
内悬挂“湖山罨画”一额，系乾隆手笔。1934 年，园主得之于北京地安门外烟袋斜街，据说还是圆明园中故物。

长春桥
1936 年建，位于涵万轩和绛雪轩的一泓水池中，桥的前后筑湖堤同太湖水分隔。桥呈拱形，仿佛颐和园中的玉带桥，桥洞映日成浑
圆形。湖堤上引种日本野生大山樱，已有 60 多年历史。每年 4 月，花开如云，淡红粉白相间，在青山绿水的掩映下，分外妖娆，称
“长春樱花”。长春桥向前，有古建筑半露水面，题额“绛雪轩”，与涵万轩对景。绛雪轩旁为云逗楼，园主为纪念先祖杨度汪而建，
上有蔡元培的题额。上坡，有花神庙，建于 1931 年，中供“花神女夷”像，高髻云裳，姿态端丽。

十里芳径
进入景区大门的主干道，依山傍水，十里风光，移步换景。春日桃红柳绿，入夏荷塘飘香，仲秋红叶斑斓，严冬白雪皑皑，四季美景
不断，处处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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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花深处
位于十里芳径蠡湖边，荷花、睡莲、浮萍等水生植物连片数里。夏日，碧叶摇曳，莲荷飘香。漫步荷塘，赏荷避暑，清风送爽，真乃
舒心怡神之快事。
建于 1931 年，得名于女词人李清照的“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句。在大片湖水的辉映下，蜿蜒小溪，曲桥清流，别有情趣。
前有方亭，位于荷花丛中，因而亭上悬“藕花深处”匾额。亭北是清芬屿。四面环水，上有宫殿式祠宇五间，原为杨家祠堂。堂额“清
芬”，为李苦禅重书。两旁有安徽赖少其所书的“湖阔鱼龙跃；山阴草木香”楹联。堂悬张正宇的“湖山春深”一额。两旁武中奇书孙
保圻的联句：
鸥侣无猜，四面云水谁作主；
鸱夷安在，五湖烟雨独忘机。
堂前水中立一湖石，亭亭玉立，若面拂轻纱，身披蝉翼，翩翩有神。对面有“净香水榭”和“牡丹坞”。这里建筑疏密有致，浓淡相宜，
游人观察了浩渺雄浑的太湖，又觅得如此幽静的古典园林小区，顿觉怡然自得。

鼋头渚
是纵观太湖山水组合最佳处。一脉青峰，从充山逶迤而下，伸入太湖洪涛之中。那块被神化了的渚头巨石，三面湖水拥抱，冲波兀立，
显示出一只栩栩如生的神鼋，昂首于碧水之中，雄姿英发。登上鼋头，极目远眺，浩渺湖水，涤尽人间的嚣尘，远山如黛，直舒胸臆。
明华云吟有“瑶台倒映参差树，玉镜屏开远近山”之句。无锡状元孙继皋，吟道“天浮一鼋出，山挟万龙趋”。
鼋头渚有一灯塔，临湖危立。1860 年，无锡绅士华题蓉，一次舟行夜归，迷航误入湖心，险遭覆舟，其后裔在渚上立杆悬灯导航。
1924 年夏，锡湖轮船公司通船，地方人士集资建灯塔导航，以保航行安全。1982 年进行加固翻新，重檐琉璃顶，金山石贴面，高度
从原来的 12.6 米加高为 13.1 米，改变了原似“铁钉”船的形象，既能导航又点缀了景色。
鼋头渚刻石，兀立于灯塔后，高 2 米余。正面刻“鼋头渚”三字，为光绪间无锡举人秦敦世所书。背面题刻“鼋渚春涛”，原为清末
状元刘春霖所书，毁于“十年动乱”。后集唐驼为“花神庙”所书联句“春色斗燕支，天教万紫千红，都归主宰；涛声吼鼋渚，地胜十
洲三岛，合住神仙”中的“鼋渚春涛”四字，补刻于石上。

澄澜堂
雄峙于充山半山腰，建成于 1931 年，建筑仿宋、明宫殿式，面阔五间，气势宏伟。
“澄澜堂”匾额，为清末无锡华世奎所书；中堂“天
然图画”为谭泽?所书。两旁有陈夔龙书于 1933 年的对联：山横马迹，渚峙鼋头，尽纳湖光开绿野；雨卷珠帘，云飞画栋，此间风景
胜洪都。
这里视野开阔，青峰碧波尽展眼前。早中晚，晴雨阴，景色变化莫测，故说可与滕王阁媲美。堂中还有林开谟书于 1933 年的楹联：
吴越有具区，襟江带湖，经始楼台都入画；春秋多佳日，陶元浴素，默参龙象欲逃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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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谷
位于鼋头渚景区鹿顶山北麓，与中日樱花友谊林毗邻，又融为一体，占地 20 万平方米，植有 68 个品种的樱花 3 万余株，是国内最大
的樱花专类园。樱花谷建有赏樱楼、蹑云阁、繁英轩、簇春桥等建筑。是人们踏青赏樱和开展友好交流活动的好地方。

江南兰苑
是座栽培、观赏兰花为主的专类园，1989 年，被中国植物学会列为中国兰花种质资源保护研究中心。园内茂林修竹，曲水清流，兰
香四溢。进苑是倚墙而立的碑廊，壁间嵌王献之、文徵明、郑板桥、吴昌硕等历史名人的兰花画刻。南部山坡地，山石嶙峋，溪涧曲
流，树木葱茏，是兰花的栽培区。以兰居为中心的一组厅堂，是品赏兰花的去处，室内圆台、方桌、高脚茶几陈列兰花展品。国香馆
面水而建。荫棚区别具风情，用平台、曲廊，或让兰花自然生长在溪边、石隙，或附生在乔灌木间，形成绝妙的幽境。草木繁茂，亭
台错落，布置古雅，四季兰香，清幽宜人，堪称赏兰品茗之佳处。

万浪卷雪
在广福寺东山坡下，沿湖有一处天然水湾，芦苇丛生，有渔舟停泊其间。山坡上岩壁悬崖，松柏成林。三十年代，围以曲堤，中建拱
桥，淡泊宁静。每当东南风大作，卷起万千巨浪，涛声如吼，从远处滚滚而来，拍打湖堤，水溅珠飞，恰如漫天雪花纷扬，因而得“万
浪桥”之名。傍晚，又可见夕阳归舟，渔舟夜泊之趣。侧有王昆仑纪念馆、万方楼、广福寺、陶朱阁等名胜古迹。

苍鹰渚
位于万浪桥南侧，是著名的太湖“湖东十二渚”之一。山渚形如鹰首伸入湖中，两侧群山如鹰展开的双翼。渚上有卷雪亭，四角攒尖，
朱栏翠环，远眺湖光山色，可与鼋头渚媲美。1984 年，渚头立巨石，高 2.20 米，宽 1.20 米，石上刻周而复所书的“苍鹰渚”三字。

鹿顶迎晖
鹿顶山高 96 米，为风景区最高点，山顶及山腰建有舒天阁、环碧楼、群鹿雕塑、碑刻影壁、范蠡堂、踏花亭等建筑。登高远眺，正
乃：四时有景，八方入画，可饱览湖光山色和城市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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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阁
是鹿顶山的主建筑，坐落在 600 平方米的平台上，高 24 米，八角三层四重檐，黄琉璃顶。意为“四时有景，八方入画”。登阁一望，
一幅神奇而绝纱的太湖美景图画尽入眼帘。人们赞叹湖山风景建设者独具慧眼，在群山环立的溪湖之交，选择这个八方入画的山峰，
建高阁于山之巅。望太湖，湖光缥缈；望蠡湖，溪水涟漪；东南西北望，都是湖，尽是水，七十二峰错落其间，可以把万顷太湖、十
里蠡湖、七十二峰瞧个够，看个透，它标志着太湖风景区建设的崭新面貌。

充山隐秀
位于鹿顶山东南山麓，原陈家花园所在地。以树木花草，自然野景取胜，古树名木众多，处处鸟语花香，是太湖观赏植物园的主要所
在地。景区内有醉芳楼、杏花楼、挹秀桥、花菖蒲园、聂耳纪念馆等景点。

太湖仙岛
原称三山岛，原名三山，俗称乌龟山。位于鼋头渚西南 2.6 公里的湖中，它是太湖七十二峰中的著名山峰，面积 12 公顷，实际上由 4
个小山峰组成，有“三山映碧”誉称。岛上建有三山道院，有会仙桥、天街、灵霄宫、 天都仙府、月老祠、大觉湾等建筑。玉宇琼楼，
古乐阵阵，室内布 置瑰丽雄奇，神像生动，其中玉帝塑像高达 18 米，堪称国内罕见。
三山以孤见奇，以小取胜，若翠螺置于玉盘之中，林木葱茏，山径深邃，景观开阔，文徵明诗碑中的《太湖》诗云：
岛屿纵横一镜中，湿银盘紫浸芙蓉。
谁能胸贮三万顷，我欲身游七十峰。
天远洪涛翻日月，春寒泽国隐鱼龙。
中流仿佛闻鸡犬，何处堪追范蠡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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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茶饮

地方特产

餐馆

惠山泥人 为我国著名的传统民间艺术。用本地惠山粘土，经加

在鼋头渚吃饭一般小店都较有特色，就是要注意价格。
横云饭店
横云饭店位于风景区游览中心，游船码头旁，是一家已经有 70
年历史的旅游饭店。该店以供应太湖时令鲜和无锡地方名菜为
特色，五十年代就以创造“太湖云块鱼”、“糖醋活鲤鱼”等特
色菜肴而闻名，位于无锡八大菜馆之列。

工手捏，配以彩塑，成千姿百态，色彩艳丽，造型生动的泥塑，
有较高的艺术欣赏和收藏价值，传统泥人有大阿福、老寿星等。
太湖珍珠 因利用水质优良的太湖清水培育，加上水深光照适
中，而别具天然色彩，色泽光亮，可制成项链，耳环，戒指等
饰品，以及保健养颜美容用品。

天香楼

宜兴紫砂壶 产自无锡宜兴的紫砂壶，造型别致，工艺精湛，色

天香楼位于太湖仙岛的天街的中心，供应各色菜肴和酒饭，以

泽古朴，既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又含有优良的实用功能，有

及无锡特色点心。

泡茶不走味，贮茶不变色，盛夏不易馊等独特优点，为喝茶品

太湖人家
太湖人家是一家点心店，位于游览中心绿树掩映中，供应小笼
馒头、银鱼馄饨、豆腐花、桂花糖芋头等无锡风味特色点心。

茗之佳器。
太湖翠竹 无锡近年培育创制的地方名茶，已获数届国际名茶评
比金奖。该茶叶形扁似竹叶，色泽翠绿油润，汤色清澈透亮，

度假岛小蓬莱餐馆

香气清高持久，冲泡杯中，茶叶徐徐展开，婷婷玉立，形似群

设有宴会厅、生态餐厅、多功能餐厅等，可供 500 人同时就餐。

山竹林，风格独特。

由特级厨师提供“太湖三白”等时令湖鲜及各大菜系精华菜肴。
惠山油酥 俗称“金刚肚脐”，是一种用素油、面粉、芝麻、糖
等制成的别具风格的小饼，小巧玲珑，甜而不腻，香酥可口，
很早就被北京人民大会堂选用为招待国际贵宾的茶点。
太湖三白 是指太湖特产的白鱼、白虾、银鱼。以此为主料可烹
制成各式美味佳肴，如清蒸白鱼、盐水白虾、银鱼炒蛋、银鱼
羹等。
梁溪脆鳝 又称爆鳝，由鳝丝经两次油炸而成，外观酱褐色，乌

茶馆

光发亮，口味甜中带咸，松脆可口，已有百余年历史，是无锡
冷盆菜肴中的明珠。

鼋头渚风景区内的茶室，以品茗、观景、休闲为主，共有 7 处，
分别是戊辰亭、澄澜堂、湖山楼、环碧楼（鹿顶山）、羽仙茶楼

银鱼馄饨 太湖银鱼通体无鳞，晶莹透明，其肉味嫩鲜美，富含

（太湖仙岛天街）、国香馆（江南兰苑）、万方楼。其中最具观

蛋白质和钙、铁等营养元素，剁碎后与猪肉等辅料拌成馅心制

景特色的有三处：

馄饨，汤清味鲜，风味独特，已成为风景区一特色点心。

澄澜堂
仿宋明建筑，宽畅豁达，古色古香。堂内匾额，诗情画意，气
宇不凡。在此品茗观太湖，胜过“滕王阁序”所描写的景色。

无锡小笼馒头 无锡特产之一，馒头皮子、馅心配料严格，皮薄
色白，外形美观，味鲜卤足，如在馅心中掺入蟹粉、蟹黄，制
成蟹粉小笼馒头，更成上等点心。

戊辰亭
因建于戊辰年（1928 年）而得名，楼高三层，琉璃顶。登楼静

无锡酱排骨 排骨色泽酱红，酥香入骨，甜咸适中，腴而不肥，

观，湖光山色，美不胜收。如遇晨风夕月，更得其妙。

色香味俱佳。该菜创制历史悠久，享誉海内外，著名品牌有“真

国香馆

正老陆稿荐”、“三凤桥肉庄”等。

临水而建，是赏兰、品茗、观景之佳处。近览小桥流水，莲荷
飘悠，竹影婆娑；远眺鹿顶山翠峦连绵，高阁耸立；脚下幽兰
吐馨，步步沾香。在此，可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兰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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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路线

徐霞客首游太湖经典线路
鼋头渚——灯塔——太湖仙岛——万浪桥

精华游线路
充山大门——游览中心——太湖仙岛——太湖佳绝处——横云山庄——鼋渚
春涛——广福古寺——鹿顶山——充山大门

一起游小贴士：
1)

太湖中的太湖仙岛非常值得一游，从鼋头
渚码头乘游船去仙岛需 20 分钟，船票和

逍遥游线路

岛上门票都算在鼋头渚的总门票里了，隔

充山大门——十里芳径——鹿顶山——中日樱花友谊林——樱花谷——江南

15 分钟就有一班，建议你到达无锡，上

兰苑——游览中心——太湖仙岛——太湖佳绝处——横云山庄——鼋渚春涛

午就去鼋头渚，到鼋头渚先去太湖仙岛。

——广福古寺——七十二峰山馆——万浪桥——苍鹰渚——湖山真意——充

上岛后先询问返航时间，根据船期决定在

山大门

岛上的游览时间。

水上精华游线路

2)

游湖 40-50 分钟，景区导游全程讲解水

鼋头渚码头乘豪华游船——浪上飞舟览尽太湖七十二峰——远眺三国城吴军水

上精华线路，期间登三山仙岛，景区导游

寨——登仙岛胜境赏三山映碧——荣氏别墅琼楼玉宇——中犊晨雾阅尽孤岛景

不陪同讲解。

——鼋头渚

导游讲解线路

3)

30 开。

境——藕花深处——诵芬堂——无锡充满温情和水石碑——鼋渚灯塔——踩

B 线：游船码头——太湖仙岛牌坊——巡天影壁——会仙桥——天门——六合

自驾车可进入风景区内各停车场，景区关
门时间 17：00，回市区的公交末班车 17：

A 线：山辉川媚牌坊——太湖佳绝处牌坊——长春桥——横云山庄——具区胜
鼋头——鼋头渚石碑——包孕吴越——横云石刻——震泽神鼋

水上精华游先在鼋头渚码头乘豪华游船

4)

游玩是建议穿轻便的运动鞋，休闲一点的
衣服，老人和小孩建议要有家人陪同。

台——天街——仙岛珍珠馆——银河飞瀑——三山道院（灵霄宫）——西华殿
——大觉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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鼋头渚摄影
鼋头渚风景区四季有花，处处入画，只因各人爱好不同，感觉差异，又要视季节，时间，气候变化，但只要努力，仍可收获理想佳作。

拍摄景物：太湖鱼帆

拍摄景物：太湖夕照

最佳时间：春 4-5 月 秋 9-10 月

最佳时间：四季均可、以夏秋日最佳

最佳地点：鼋渚春涛、万浪桥、太湖仙岛

最佳地点：鼋渚春涛、万浪桥、太湖仙岛

拍摄景物：兰花

拍摄景物：雾景

最佳时间：四季都有 3-4 月品种数量最多

最佳时间：晚秋、初冬

最佳地点：江南兰苑

最佳地点：鼋渚春涛、中犊山、太湖仙岛等

拍摄景物：樱花

拍摄景物：雪景

最佳时间：3 月下旬-4 月下旬

最佳时间：冬季

最佳地点：长春桥、樱花林、樱花谷、湖山路、漕湾、江南兰苑

最佳地点：鼋渚春涛、横山山庄、万浪桥、充山隐秀、太湖仙岛

拍摄景物：花菖蒲园

拍摄景物：烟花

最佳时间：5 月下旬-6 月中旬

最佳时间：中秋

最佳地点：充山隐秀、漕湾、樱花林

最佳地点：太湖仙岛、太湖游船上、鼋头渚

拍摄景物：金鸡菊

拍摄景物：灯彩夜景

最佳时间：6-7 月

最佳时间：中秋节、国庆节

最佳地点：鹿顶山、十里芳径

最佳地点：太湖佳绝处、太湖仙岛

拍摄景物：藕花、荷花

拍摄景物：白鹭、湖鸥

最佳时间：5 月-9 月

最佳时间：四季有、以春 夏 秋季为多

最佳地点：藕塘深处、十里芳径、横山山庄、太湖仙岛、江南兰

最佳地点：太湖仙岛、鹿顶山漕湾、十里芳径、太湖游船

苑、樱花林
拍摄景物：锦鲤
最佳时间：春 夏 秋为多
最佳地点、景区：江南兰苑、横山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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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景区内住宿
鼋头渚度假岛（无锡太湖工人疗养院）
位于无锡西郊太湖鼋头渚风景区内“中犊山”岛上。它四面环水，树木葱翠，景致优雅，此地原为荣氏家族私家别墅“小蓬莱山庄”。
日出云雾缭绕，景观变幻莫测，为太湖独特的“中犊晨雾”之景。目前，度假岛拥有风格各异的客房 200 余间，餐厅、茶吧、会议室、
歌舞厅、康乐活动室、商务中心、会务接待中心等服务设施齐全，并设有专业的、智能化管理的健康体检中心和亚健康辅导中心，医
务力量雄厚、医疗设备新颖，是集旅游休闲、保健体疗合一的度假好去处。

周边住宿
无锡皇府世嘉酒店
无锡皇府世嘉酒店位于环境优雅的环湖路上，与无锡著名的太湖风景区隔路相对。
皇府世嘉酒店建筑品味取古之精华，不仅保持了江南精致典雅的风格，而且注入了
现代化浓郁气息，融入太湖山水的美景之中。置身于酒店之内，赏心悦目、流连往
返。客房设施豪华，临窗远眺太湖美景，尽赏湖光山色。
豪华标准房

同程价：368 元

豪华单人房

同程价：398 元

>>立即预订

无锡蠡湖 8 号酒店
无锡蠡湖 8 号酒店位于“世界奇观欧洲城”之称的蠡湖中央公园内。依山傍水，毗
邻太湖鼋头渚，蠡湖近在咫尺。现代英伦风格与中国古典园林式的花园景观交相辉
映，依林而立，近水而居，彰显皇室贵族花园气息。 无锡蠡湖 8 号酒店以新派淮扬
菜系为主，配以粤菜、燕鲍鱼翅。 毗邻太湖美景，精品美食、住宿尽享其中。
高级单人间

同程价：350 元

豪华标准间

同程价：550 元

>>立即预订

鼋头渚旅游攻略（2013 年版）

相关攻略

加入我们

一起游微信

同程旅游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