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动漫嬉戏谷旅游攻略（2013 年版）

简介
江苏常州·武进环球动漫嬉戏谷，位于美丽的国际花园城市武进，
武进太湖湾旅游渡假区内。环球动漫嬉戏谷，以“动漫艺术、游戏
文化”为主题，将超前的数字娱乐和高科技术完美融合，通过游戏
虚拟场景局部实景化的手段，将一个从未有过的、神秘未知的、超
越现实的“奇幻世界”带入现实！你，将以主角的身份，在现实中
演绎“穿越奇幻世界”之神话传奇。
现代人在城市生活中，都抱有一番逃逸繁杂的自由理想。想短暂摆
脱现实的工作与生活，不如前往太湖湾畔的环球动漫嬉戏谷，聆听
夏夜虫鸣，呼吸清新氧气、观望漫天星空、赏玩奇幻夜景。
（图片由景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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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我们

门票 开放时间
景区开放时间： 9:00-17:30

七、八月份开放时间：9:00-22:00（夜公园开放时间 16:00-22:00）

普通成人通票

门市价：200 元

同程价：180 元

>>立即预订

优待票（老人和儿童）

门市价：100 元

同程价：100 元

>>立即预订

同程小贴士
1）嬉戏谷强力推出学生票， 持带有照片的有效学生证件（胸卡+学生证+准考证）+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 证明所持有的学生证
件是其本人便可
2）景区为一票制景区，入园后所有游乐项目均不再需要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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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那些事儿
动漫
由于漫画本身的发展形成了，现代故事漫画的表现形式，将影视艺术融入漫画之中，使得漫画与动画更容易结合，影视艺术独特的地
方在于它能通过镜头的推拉摇移和片段剪辑的蒙太奇技巧来表达想法和感受。漫画正是吸收了影视艺术的这两个特点。当要讲述的故
事越发复杂、人物越发丰富的时候，用传统单线式叙事的方法就越行不通，蒙太奇的介入就成为一种需要了；当漫画家在传统表现手
段中无法找到更合适的抒发感情的方法的时候，当读者需要作品有更强的冲击力和表现力的时候，各种镜头的灵活运用就成为一种必
需了。一部现代故事漫画往往集远、中、近、特四种镜头于一身，漫画家往往能熟练地运用镜头的移动和各种蒙太奇剪接，对故事特
定部分的情绪和氛围进行渲染。这就是现代故事漫画容易和动画结合的一个原因，因为它天生就像动画的分镜头剧本，读者在看漫画
时仿佛就是在看一部电影。正是有着这样的相似性所以如今将动画和漫画合称为“动漫”。
美国和日本是制作和生产动漫最出名的国家。

（图片由景区提供）
按动漫版本分类：
电视动画 电视频道上播映的动画作品。
剧场动画 影院公映的动画作品，是日本动画按传播方式分类的一种，在中国又被称为剧场版。
OVA（OAD） 原创动画录影带。
动漫音乐 一部动漫作品中的音乐，包括主题音乐和背景音乐。
动画原创 依漫画改编的动画，由于动画的更新速度比漫画快的关系，当动画的剧集快赶上漫画时，动画的剧情就要脱离漫画剧情，开
始动画原创。
cos 同人 由漫画、动画、游戏、小说、影视等作品甚至现实里已知的人物、设定衍生出来的文章及其他如图片影音游戏等等，或“自
主”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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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戏谷·游玩贴士
出发前的准备

进场前的准备
到达嬉戏谷的广场可以花五分钟左右熟悉环境，记住车子所停
位置，也可以利用几分钟在嬉戏谷门前照相，然后确认适合你
的入口，入口分团体入口和个人入口，不要排错队，很浪费时
间。如果是组团游玩，一定在原地等待导游的确认，跟随导游
带入，不要到处跑，免得成为走失的羔羊哦。
进入嬉戏谷，右侧设有游玩地图橱柜，先拿一份游玩地图，分
辨方向，找到你最感兴趣的项目，开始出发吧。
（图片由景区提供）

服饰 在出发前，先查看常州当天的天气来进行穿衣选择，总之要
选择宽松棉质的衣服，太紧的牛仔裤和高跟鞋是大忌，游玩会有
很大阻碍。鞋子的选择上，可以选择凉鞋，有戏水项目，免得弄
湿；有空中过山车和跳楼机等空中项目，不能穿拖鞋。不要佩戴

游玩时的准备
1.如果看不太懂地图，不要再上面浪费时间，可以询问嬉戏谷
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你要玩的项目，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嬉戏
谷的工作人员都是很热情的，你一定会更快的到达目的地。

太多首饰，手表就更不要了，以免旋转翻转等项目卡伤身体。
2.游玩项目顺序也是很有讲究的，巅峰需要循序渐进，刺激指
防晒 查看天气，如果是晴天，一定要带防晒霜，因为常州的太阳

数要层层增高，不要一开始就玩室外过山车和跳楼机这样的顶

辐射还是很强的。

级项目，不然接下来的一切你都会觉得没有超越，趣味减淡哦。

雨衣 嬉戏谷有几个戏水项目，可以准备雨衣，嬉戏谷里的一次性

3.嬉戏谷太受欢迎了，游玩人员很多，很多项目都需要排队，

雨衣十块钱一个，用过之后只能扔，节俭是美德啊。如果想游泳，

不要盲目排队，园区内随处可见的显示器会显示各个项目游玩

那要带好泳衣，嬉戏谷有游泳场地，可以去潜水哦。

需要等待时间，可以依此合理安排游玩，免得浪费时间，把大
好时间花在排队上。

食物 出发前准备一些食物和饮料，要知道嬉戏谷里的东西是很贵
的，一瓶雪碧就要六块钱。另外食品选择上不要选择薯片饼干之

4.嬉戏谷园区内的一些演出，例如大话嬉戏、海底精灵城、精

类的，因为游玩后，身体会很兴奋，吃一些清爽性的食物会好一

灵半岛演出都是固定时间演出的，可以事先询问好，免得错过

些，带一些水果是最佳选择，饮料最好不要选择碳酸和酒精饮料，

精彩演出，一方面可以合理安排时间。

有些项目是拒绝酗酒者游玩的。
5.在嬉戏谷园区内拍照要选择好位置，靠近湖水的地方要注意
行李 东西不要带太多，够用就好，嬉戏谷每个项目入口处都有存

脚下，拍照可以到摩尔庄园内的高台上拍，比邻精灵半岛，位

储室，但需要投币，要带上一块钱硬币啊。

置高，视角好，是拍照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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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到达嬉戏谷

交通 行在常州

公交车

飞机

1、火车站坐 68 路或 70 路在潘家和雪堰的交界处即太湖弯度假

>>预订常州特价机票

区下，步行约 1 公里到达嬉戏谷。

常州奔牛机场座落于常州市新北区，距沪宁高速公路路口 3 公

2、 如果是坐高铁或动车到常州站的游客，出站后通过地道，

里，距常州市城区 18 公里。

达到常州火车站南广场乘快速公交 B11 到武进客运中心站下，

机场专线 机场专线从毗陵驿•翔酒店(博爱路 35 号原民航大厦)

换乘 73 路车直达嬉戏谷门口（首班车 7:30, 末班车 17:30）。

始发，经停麦德龙停靠点直达常州机场；回程从常州机场始发，

3、常州市区坐 B1 或 B11 到武进客运中心站下，换乘 73 路即

经停麦德龙、火车站北广场(与 16 路同站）。票价 15 元人民币/

可。

人次。

嬉戏谷旅游专线车
线路 1: 常州火车站北广场/长途客运站交通枢纽点 直达 嬉戏
谷。（不是常州北站，那个站仅停京沪高铁）。

火车
常州火车站
常州火车站现在 分为南北广场，南广场为旧火车站，北广场是

线路 2: 无锡客运站（旅游集散中心） 直达 嬉戏谷

新建的火车站，目前高铁、动车和长途汽车上车处均在北广场。

（注：出站口均有清晰、详细的指示牌）

（北广场只出售高铁出票，一般火车票需到南广场购买）

嬉戏谷旅游专线车不是客运大巴，就是简易公交，座位有限，

途经公交

不是买到大巴票的游客就有座位的，也需抢座，尤其是节假

南广场 B11 路、B13 路、70 路、328 路、328-1 路、15 路、

日人多，班次有限，所以建议游客可乘坐公交前往：坐高铁

208 路、18 路、315 路、47 路、57 路、59 路、19 路、16 路、

/动车到达北广场—穿过地道到达南广场乘坐 B11 到底站

20 路、29 路、203 路、902 路、10 路、39 路、219 路、1 路、

【武进公交中心】（1 元）—转 73 路直达嬉戏谷（1 元）

12 路、2 路、313 路、316 路、306 路
北广场 B22 路、2 路、15 路、63 路、208 路、216 路、218

自驾车

路、255 路、310 路、312 路、315 路、328 路

上海、苏州方向出发：
1、沪宁高速→锡宜高速→阳山出口下→太湖湾

常州北站

2、沿江高速→武进出口下→常漕路→漕桥→太湖湾

常州北站是专门为京沪高铁线设立的站点。

南京出发：

途径公交

1、宁杭高速→（宜兴转）锡宜高速（无锡方向）→常州漕桥出

B1、B19、B10、13 路、26 路、35 路、44 路公交

口下→太湖湾



35 路全程 3.5 元，其余车全程 1 元

2、沪宁高速→无锡北转锡宜高速



13 路为夜班车，首班 21:00，末班 22:00

杭州出发：
杭宁高速→（宜兴转）锡宜高速（无锡方向）→常州漕桥→太
湖湾

出租车

扬州、镇江方向出发：

起步价 9 元（3 公里）。3 公里后，每公里单价 1.8 元，5 公里

1、扬溧高速→沪宁高速→锡宜高速（无锡方向）→常州漕桥出

后，加收 50%空驶费。等候时间 5 分钟免费，超过 5 分钟，每

口下→太湖湾

5 分钟折合 1 公里。23：00 后，车费（起步价）含增加 30%。

2、扬溧高速→（金坛西转）沿江高速（常州方向）→武进出口

每次乘坐需在原有车费基础上加收 1 元燃油附加费。

下→常漕路（往向）→漕桥（往东）→太湖湾
南通、泰州方向出发：
过江阴大桥→锡澄高速（无锡方向）→锡宜高速（宜兴方向）
→常州漕桥出口下→太湖湾

汽车
现在的长途汽车站位于火车站北广场，需先乘车到南广场，通
过地道到达北广场，从公交车站点到北广场需步行 15 分钟，请
乘客注意安排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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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带小朋友玩的话，建议进门过了淘

摩尔庄园区

宝大街右手边就到摩尔庄园了。

将中国最大的儿童网络社区“摩尔庄园”移植至线下，囊括“海底精灵城”、“空中大巡逻”、“飞旋骑士”、“魔法精灵”、“可口可乐快
乐工坊”等游乐项目。其中“海底精灵城”采用震撼的 4D 影音技术，完美升级传统立体影院。精心设计的机械特效与完美的银幕表
现虚实结合，令游客在欣赏影片时获得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全方位的感官冲击。
可口可乐制作工坊

刺激指数：★★★★

娱乐指数：★★★★★

以可口可乐品牌为主，提供游客了解、感受、体验可口可乐文化的休闲场地。游客在可口可乐体验站可了解可口可乐饮料加工生产流
程，还可品尝到来自可口可乐公司提供的全系列饮品及可口可乐丰富的衍生品。

（图片由景区提供）
海底精灵城
刺激指数：★★★★

娱乐指数：★★★★★

将 3D 立体电影与实景无缝对接，为观众展现一个无与伦比的精灵湖魔法秀。自主原创的影片《海底精灵城》，画面细腻，角色活泼：
小海马“奇奇”带你游进一个奇妙的海底世界，凭借一支魔幻法杖变幻和演绎着一个个奇趣的小故事……观众们将在欢乐奇趣的故事
情节中，充分感受 4D 特效所带来的奇妙视觉冲击与感官体验。
@ 13501gukrsr
嬉戏谷造型设计非常漂亮、游玩项目非常好玩、刺激，其中 2 个大型过山车和跳楼机很惊险，非常爽！还有好多项目也很有意思，比
如大话嬉戏和 4D 体验及水上世界等，摩尔庄园适合带小孩一起玩，非常卡通、充满童趣。淘宝大街可以买到各种卡通玩具。嬉戏谷
一天玩不够，我们从 9 点开园到 22 点闭园仍然意尤未尽，晚上灯光效果非常漂亮充满迷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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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际传说区
是“神”文化的繁衍之地，包括“大话嬉戏”、“撕裂星空”、“天际骇客”、“飞天侏罗纪”、“雷神之怒”等高科技游乐项目。其中“飞
天侏罗纪”项目是大陆地区唯一的天幕影院，360 度环绕式全景体验、巨大的圆拱形银幕配以高保真的立体音效，将为游客呈现一段
唯美的心跳旅程。
撕裂星空

刺激指数：★★★★★

娱乐指数：★★★★★

国内罕见的 X-car 环形过山车，集美观与惊险于一身，是速度与激情的绝佳诠释。游客将以飞翔的姿态在零重力的疯狂中体验超速飞
行的感受。极大提高环球动漫嬉戏谷的尖叫指数，带给游客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体验.
雷神之怒

刺激指数：★★★★★

娱乐指数：★★★★★

高耸矗立，急速升降，尖叫不断。伴随位置的急速变化，刺激到爆！在传统太空梭使用火箭和超声速吸气技术的基础之上，采用弹射
式运转瞬间到达高空云底，俯仰交替，如同被雷神的怒火击中般，带给你前所未有的重力刺激。

（图片由景区提供）
天际骇客

刺激指数：★★★★★

娱乐指数：★★★★★

一款室内机动娱乐项目，又叫“虚拟过山车”。它比室外过山车项目带来的体验场景更广、更多，更悬、更惊。项目特选加拿大独创的
高频动力引 擎和灵活的座舱，配以逼真的画面、音效及振动，车轴翻转，让你历经一回穿越不同星球，飞越外星峡谷，横穿海底世界
等一系列的销魂之旅。
@13962hkxhbd
游戏者的天堂，最值得一玩的就是：雷神之怒和撕裂星空。（尖叫指数 99）最值得一看的就是：梦幻擎天（排队 2 小时也算值了）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常州动漫嬉戏谷旅游攻略（2013 年版）

迷兽大陆区
饱含魔幻色彩，以“冒险”、
“生动”、
“挑战”为核心主题。拥有“兽血征程”、
“魔幻天途”、
“梦幻擎天”等极其刺激的大型游乐设施。
其中“魔幻天途”作为一个 4D Ride 项目，综合了巨幕、环幕 4D 电影、多自由度动感游览车、现场特技等多项高科技表现形式，让
游客在真实场景和银幕构成的立体虚景之间遨游穿梭，享受无穷的乐趣。
兽血征程

刺激指数：★★★★

娱乐指数：★★★★

波涛汹涌、雷电交加，最后俯冲触发的超大水花让一切水上项目在它面前都自惭形愧！轨道两边还会喷出几股水柱，这是路边的小机
关给游客的“意外惊喜”！

（图片由景区提供）
魔神天途

刺激指数：★★★★

娱乐指数：★★★★★

利用实景、立体电影、现场特技和多自由度动感游览车等多项元素融合，游客乘坐游览车，穿梭在真实场景和银幕画面构成的立体虚
景之间，面对奇怪异类生物的突袭，放肆尖叫，享受一次前所未有的、无比刺激的历险旅程。
热浪湾

刺激指数：★★★★

娱乐指数：★★★★★

梦幻水世界，冰疯嬉戏谷。热砂港的海水一半宁静，一半激烈。这里是整个兽族大陆最激情四射的港湾，大型水上娱乐项目让你摆脱
一整个夏天的闷热烦躁。
小贴士
热浪湾仅在夏季开放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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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天下区
云之秘境

刺激指数：★★★★★

娱乐指数：★★★★★

由国际顶级的过山车制造公司“德国毛勒游乐设备公司”专为常州动漫嬉戏谷度身定制。项目特别加入多种高空运动体验元素，且其
座椅设计非常独特和人性化——无压肩束缚的体育场式座椅，这在全球过山车中属首创。云之密境堪称亚洲第一台轨道最长最高、速
度最快的 360 度环形过山车，带给游客一种前所未有的最 High 体验。
冰剑国度

刺激指数：★★★★

娱乐指数：★★★★★

冰剑国度的门口有一个剑侠的 cosplay，还是不错的。如果你喜欢看演出的话，建议门口看下今天的演出表哈。到点了可以去看看。
时间都不长，15 分钟-20 分钟左右。

（图片由景区提供）
天堂之舵

刺激指数：★★★★★

娱乐指数：★★★★★

天堂之舵的雄奇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片水域会遇见什么，在波涛汹涌中飞流直下，激流、漩涡、险滩、瀑布接踵而至，时而旋转 360°，
时而降速……属于天堂水域的奇幻风貌将尽致呈现。
猎魂

刺激指数：★★★★

娱乐指数：★★★★

射击类的,因为需要换装备，一次进 8 个人，所以很慢，而且进去了也没意思，就是背的设备有一个小屏幕，可以从屏幕里看到屋子里
的魂魄，然后对着魂魄射击就可以了，一共 4-5 个房间，过去就没了。
游戏要塞

刺激指数：★★★

可玩指数：★★★★★

国内主题乐园中唯一一个由全球最大的专业图形芯片公司 NVIDIA 设立的动漫游戏互动体验中心。其互动体验内容及技术可媲美 2010
世博会德国馆多媒体互动内容及技术。建筑面积约 1000 多平方米，是集视觉震憾、超前体验、品知未来为一体的综合性体验中心。
立体摄影让您的相册进入 3D 时代；全息技术使您摸不清身边的游伴是真是假？戴上眼镜，游客可以相约在立体笔记本电脑上，体验
3D 游戏带来的乐趣……更过瘾的是：中心内的 3D 影视厅将不断进行着全球最新游戏和电影的发布，让广大游客可以预览未来一至两
年内即将上市的各种游戏和电影的 DOEM、片花和 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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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大街
不仅如此，嬉戏谷在每个区还设有别具一格的特色餐厅，数条商业街区更将国际一线动漫游戏衍生品悉数搜罗，其一的淘宝大街，就
是全球一站式动漫游戏衍生品消费目的地，4 栋风格迥异的建筑，囊括“Hello Kitty”、
“迪士尼”、
“哆啦 A 梦”、
“泰迪熊”、
“喜羊羊”
等等，为游客呈现盛大的线下淘宝盛会。

国际博览&电竞中心
是“365 天 Chinajoy 式”的多功能展馆，将常年举办国内外大型会展、产业高峰论坛、文化版权交易、动漫产业颁奖盛典等，并创
新地将 cosplay 表演作为常态演出，满足漫迷玩家的深度需求。这里也被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授权为“国家电子竞技运动基地”，将举
办或承办 CCJOY 中国大学生电子竞技联赛、IEF、WCG 等国际、国内各类大型电子竞技赛事。

梦幻演艺大剧院
嬉戏谷大剧院，将上演全球第一台室内全景 3D 立体秀，在壮观的 270°主动 3D 成像 LED 屏围绕的演厅中，观众将戴上 3D 眼镜欣赏
一流的真人舞台剧，而整幕剧的音乐由全球知名的音乐家植松伸夫亲自操刀，在全息投影、激光、3D 等高科技手段辅助下，为观众
倾力打造现实剧院版的“阿凡达”，让奇幻世界无处不在。

（图片由景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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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购物
嬉戏谷美食

嬉戏谷购物

嬉戏谷园区内有用餐区域，有魔兽主题餐厅，和面食类的

价格还算合算，有些小玩意还是很不错的，挺有纪念意义的，像面具

面面俱到，但是价格都很贵，还是自带食物比较好，园区
内随处可见休憩小亭，可以坐下休息和食用食物。

啊，嬉戏谷徽章啊，嬉戏谷的玩偶啊，建议可以买些特别点的东西，
就是嬉戏谷专制的，那些还是挺有意义的，其他的嘛在外面也能买到
就算了。

常州美食
在全球，中国号称“餐饮王国”，在江浙沪一带，常州餐饮

常州特产

独霸天下，无人能比。常州餐饮的“霸”，一表现在饭店之

梳篦（简称栉）是常州最出名的特产，是我国古代八大发饰之一，自

档次上，二表现在菜肴之质量上，三表现在服务之细致上，
四表现在投资之增长上，五，则表现在两个品牌身上——
大娘水饺和丽华快餐。

南大街步行街区域地方比较大，要吃正餐的话可以上三楼，
小吃的话，红星电影院旁边的一条路上有。红星大剧院后
面的一家蛋挞很不错，常常会排长队，另外，南大街有个
双桂坊美食街，也可以尝尝。

莱蒙都会（南大街对面）也是吃客们爱去的地方，港式茶
餐厅很受欢迎，推荐那里的丝袜奶茶和冰火菠萝油；思德
克的西冷牛排套餐不错；爱榈湾是情侣的好去处，专营泰
国菜。水天堂（西餐厅）、御官町（时尚女性餐厅）、罗麦

南北朝流行，至今已有一千五百余年历史。
购买地点：南大街步行街内有专营店，红星大剧院后面也有一家。

乱针绣亦是常州非常有名的艺术产物，因为丝线有光泽，绣面上各种
不同方位的线条，在不同方位的光线下，它的色彩有不同变化，。
购买地点：南大街、路桥、人民公园处均有售卖

留青竹刻是留用竹子表面的一层青筠雕刻图案，由作者巧施全留、微
留、不留、多留、少留的功夫，使作品显出层次、明暗、浓淡，具有
很高的观赏性和珍藏价值。
购买地点：青果巷的常州工艺品厂的门市有卖，但比较高档昂贵。在
新北区薛家镇的华夏艺博园有比较便宜实用的，甚至能为您单独设
计。

斯、韩膳阁、江源道、巴国布衣（川菜），另有各地各色小
吃，包罗万象。
大麻糕、小笼包都是常州特产，其中常州大麻糕非常有名，
南大街对面的常州糕团店中有较为地道的常州传统美食，
您可以吃一份打包一份，而且价格非常平易近人，还能吃
得饱饱地。常州糕团店附近的三鲜美食城也是便宜又好吃
的去处，那里的三鲜馄饨是常州老字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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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路线
嬉戏谷游玩路线
淘宝大街——摩尔庄园——传奇天下——圣殿山——星际传说——精灵湖——魔兽大
陆——淘宝大街


进入嬉戏谷首先看到淘宝大街，在淘宝大街两侧有卡通动漫人物，可以进行摄影留念。



穿越淘宝大街，进入摩尔庄园，园区内有观光小火车空中大巡逻，可以先大致了解园
区构造；摩尔庄园有旋转木马和 4D 电影海底精灵城，参观可口可乐制作工坊。



然后进入传奇天下区，有游戏要塞，龙行天下，天堂之舵和嬉戏飞车项目。然后你可
以瞻仰嬉戏谷至高圣地圣殿山，圣殿山承载了无数动漫迷玩家的光荣和梦想。



然后进去星际传说区，有撕裂星空，天际骇客和雷神之怒。接下来是神秘的精灵半岛，
观赏水上奇迹。



最后到达魔兽大陆，园区内项目有兽血征途和魔兽天途等项目，这两个都是戏水项目，
需要购买雨衣。



最后来到淘宝大街，里面有特色的纪念品和动漫物品，可以选购大收罗了，这就是精
彩的嬉戏谷梦幻之旅。

贴士
1）如果喜欢游玩刺激项目的进园穿过“淘宝大街”后左拐进入“魔兽大陆”和“传奇天下”开始游玩。
2）如是小朋友可以进园后穿过“淘宝大街”后左拐进入“摩尔庄园”开始游玩。
3）景区餐饮和购物价格比较昂贵，建议游客自备食物。

常州一日游行程推荐
行程一：天宁寺 → 红梅公园 → 瞿秋白纪念馆 → 南大街
交通

行程特点

住宿

天宁寺 → 红梅公园：步行

天宁寺和红梅公园靠在一起，

推荐住在南大街附近，食住行都方便

红梅公园 → 瞿秋白纪念馆：B23 路公交

是常州市区内很经典的旅游

瞿秋白纪念馆 → 南大街：步行

场所

常州良茂国际大酒店
特价房

同程价 178 元

>> 立即预定

行程二：天宁寺 → 东坡公园 → 刘海粟美术馆 → 南大街
交通

行程特点

住宿

天宁寺 → 东坡公园：B12、3 路公交

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

推荐住在南大街附近，食住行都方便

东坡公园 → 刘海粟美术馆：53 路公交

奠基人之一，美术馆内有大

刘海粟美术馆 → 南大街：步行

量文史资料、精品陈列等

常州德泰恒大酒店
双床房

同程价 338 元

>> 立即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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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游景点
西瀛里

青枫公园

西瀛里是南大街一侧的一条古街，其中有明代古城墙，夜景非常不

青枫公园的夜景很漂亮，灯光效果和喷泉都美轮美奂

错，在南大街吃过晚饭后到这里来逛逛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交通：游 1（Y1）、97 路公交可达

古运河夜游

恐龙园夜公园

夜游古运河西起篦箕巷，东到东坡公园，全程 1 小时

恐龙园夜公园每次开放都会非常火爆，但并不全年开
放，请先确定时间再前往

住宿

常州新良茂酒店

雪堰九州宾馆

竺山湖度假村

湖畔亭酒店

标准间

130 元

单人房

168 元

标准间

180 元

山景标准房

380 元

电脑间

150 元

标准间

168 元

大床房

180 元

湖景标准房

480 元

>>立即预订

>>立即预订

>>立即预订

>>立即预订

加入我们
一起游微信

我们会在微信中为您推荐
最新鲜的旅游资讯

同程旅游客户端

同程旅游客户端将为您提供
手机预订产品服务，同时您
可在手机上查看旅游攻略

一起游微博

一起游旅游攻略

+ 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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