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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景点

焦点 Focus

中华恐龙园

中华恐龙园

红梅公园

中华恐龙园

位于江苏省常州新区的现代旅游

淹城春秋乐园
青枫公园

瞿秋白纪念馆

淹城野生动物园

东坡公园

西瀛里

天目湖

天宁寺
环球动漫嬉戏谷

休闲区内，享有"东方侏罗纪"美
誉，成为常州对外交流的一张闪

P8 行程

亮的城市名片。

淹城

天宁寺 → 红梅公园 → 瞿秋白纪念馆 → 南大街
淹城位于常州市南面，

天宁寺 → 东坡公园 → 刘海粟纪念馆 → 南大街

是我国目前西周到春秋时期保存
下来的最古老，最完整的地面古

天宁寺 → 青枫公园 → 南大街

城池。如今有淹城春秋乐园和淹

夜游景点

城野生动物园两大景区。

红梅公园

P9 到达 · 交通

位于常州市东北

飞机

面，是市内最大的综合性公园，

火车

汽车

公交

出租车

也是常州最著名的公园，现已是
开放式公园，其中的红梅阁、文

P10 住宿 · 酒店

笔塔都是著名的人文景观。

南大街附近住宿

时机 Timing
春

中华恐龙园附近住宿

火车站附近住宿

新北高新科技园附近住宿

此时来常州，公园是最好的去处。常州的公园大多是开放性
的免费公园，如红梅公园、青枫公园、兰园，收费的也很便

夏

天目湖景区住宿

宜，各有特色，景致优美，值得一逛

P11 美食

此时来常州，公园是最好的去处。常州的公园大多是开放性

南大街

莱蒙都会

武进高新区

常州奔牛机场附近住宿

常州美食地图

的免费公园，如红梅公园、青枫公园、兰园，收费的也很便
宜，各有特色，景致优美，值得一逛

秋

P11 购物

秋天，常州的天气很是舒爽，公园里也是一片金色，与春

梳篦

季比起来，别有一翻韵味

乱针绣

P12 其他信息

贴士 Tips

12/ 相关攻略

① 乘坐 BRT 前往南大街，可坐车到人民公园站或新世纪商城站，
通过地下通道到达南大街。

12/ 游记攻略

② 常州火车站分南北广场，长途汽车、动车、高铁乘车在北广

江南禅境 善缘福地——常州天宁禅寺

场，需从南广场经地下通道前往北广场。

常州故事（7）— 豆腐汤、银丝面

③ 北广场目前只出售高铁车票和汽车票，购买一般火车票需前

恐龙园一日游

往南广场售票处。

13/ 感谢网友

便利
特价酒店

留青竹刻

版本信息

版权声明

加入微信

convenience
特价机票

度假线路

优惠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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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
中华恐龙园

东方侏罗纪

中华恐龙园位于江苏省常州新区的现代旅游休闲区内，享有"

交通

东方侏罗纪"美誉。占地面积 600 余亩，自 2000 年 9 月正式

 常州市区：B12 路、29 路、302 路公交车直达

开园以来，中华恐龙园在主题公园经营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主

 飞机场：32 路公交车到“红豆山庄”站转 302 路可至

题公园“5+2”发展模式，最终形成了中华恐龙园在汹涌的主

中华恐龙园

题公园浪潮中傲然屹立的核心竞争力：科普性极强的旅游目的

 火车站、长途汽车站：29 路公交车直达中华恐龙园（站

地和游乐性极强的科普教育基地，成为常州对外交流的一张闪

台名为长途汽车站），或乘快速公交 B13 至西新桥站转

亮的城市名片。

B12 直达恐龙园
 自驾：

门票

>> 立即预定

沪宁高速：第 15 号出口（常州江阴出口）下——中华恐
龙园（3KM）

票种

票面价

恐龙园成人票

200 元

120 元

省 80 元

恐龙园+恐龙谷温泉

398 元

198 元

省 200 元

198 元

138 元

省 60 元

198 元

168 元

省 30 元

恐龙谷温泉
（非周末）
恐龙谷温泉
（周末）

同程价

沿江高速：第 12 号出口（沪宁高速出口）转沪宁高速至
第 15 号出口（常州江阴出口）下——中华恐龙园（3KM）

一起游中华恐龙园攻略
 攻略
 门票

贴士

 周边酒店

1、恐龙园亲子项目比较多，游客要看好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

 度假线路

2、园内有电瓶车、情侣单车、观光车、游船等代步工具
3、如遇雨天，园区部分室外项目停运
4、去恐龙园之前，可以先做好攻略，看准想要玩的项目，到了
恐龙园就立刻排队，因为节假日排队的人会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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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城春秋乐园
淹城“春秋乐园”—— 全球首家春秋文化主题梦幻乐园，按照游览

一起游淹城春秋乐园攻略

顺序，春秋乐园分为五大功能区，分别是入口服务区、诸子百家园、
春秋文化演艺区、春秋主题体验区以及春秋民俗文化区。

门票

 攻略

>> 查看详情

 门票

票种

票面价

同程价

成人票

160 元

160 元

省0元

 周边酒店

成人票+竹筏漂流

200 元

200 元

省0元

 度假线路

交通

关于养生

 常武地区公交线路

中医街

B1 线至淹城公交中心站（下车往淹城方向 100 米）

店、养生馆 20 家。汇聚了 8 位国家级名中医、18 位省级名

B11 线至人民路转 B1 至淹城公交中心站（下车往淹城方向

中医、30 余位高级中医专家和 32 个疗效确切的民间秘方。

100 米）

淹城中医街现已引进各类特色中医门诊、知名药

关于购物

14 路至延政西路（下车往淹城方向 50 米）

文化节 “淹城文化街”以淹城博物馆、武进名人馆为核心，

68 路车至淹城（下车往淹城方向 50 米）

搭接古玩、民间工艺品、土特产、曲艺会馆、茶馆等文化休

80 路车至淹城公交中心站（下车往淹城方向 50 米）

闲项目，有众多工艺美术品商店。

 苏南地区自驾路线

春秋商街

312 国道—常州市—长虹路出口—武宜路岔路口—中国春

位于春秋乐园东侧，静态观光区和动感娱乐区的

交界场所。在各家古朴典雅的商铺里，有打捞起曾经记忆的

秋淹城旅游区

小人书、展示列国工艺的民俗手工、表演功夫茶道的陆羽茗

沿江高速—常州南出口—常武路—延政路岔路口—中国春

茶、吸引大家驻足休憩的零食小吃……

秋淹城旅游区
锡宜高速—槽桥出口—常武路—延政路岔路口—中国春秋

关于美食

淹城旅游区

美食街

沪宁高速—常州江阴出口—龙城

“淹城美食街”以武进民间美食为基础，吸纳来自

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打造中华民肴美食街。
春秋九坊

在淹城内城河，先后出土了 4 条独木舟。其中长 11

此处紧邻湖面，更有野趣十足的 BBQ 河滨自助

烧烤，让游客可以一边在碧水边清心自在的欣赏美景，一边

米和长 4.2 米的两条独木舟，分别收藏于中国历史博

大啖野味，让快乐和舌尖一起舞蹈。

物馆和南京博物院，还有两条收藏于淹城博物馆，其
中一条长 7.45 米的独木舟，用整段楠木挖空而成，内
壁隐约还能看见焦炭和斧凿的痕迹。距今已有 2800
余年的历史，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完整、最古
老的独木舟，有“天下第一舟”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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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城野生动物园
淹城野生动物园是江苏省唯一一家超大规模的野生动

交通 | 公交

物园，园内展出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共

 B1 线至淹城公交中心站（下车往淹城方向 100 米）

200 多种近万头(只)，更有少见的动物表演和森林大马

 B11 线至人民路转 B1 至淹城公交中心站（下车往淹城方向
100 米）

戏可以观赏。

 14 路至延政西路（下车往淹城方向 50 米）

门票

>> 立即预定
票种

票面价

成人票

150 元

140 元

省 10 元

225 元

210 元

省 15 元

亲子游
1 成人+1 儿童

同程价

 68 路车至淹城（下车往淹城方向 50 米）
 80 路车至淹城公交中心站（下车往淹城方向 50 米）

交通 | 苏南地区自驾路线
312 国道—常州市—长虹路出口—武宜路岔路口—淹城动物园
沿江高速—常州南出口—常武路—延政路岔路口—淹城动物园
锡宜高速—槽桥出口—常武路—延政路岔路口—淹城动物园
沪宁高速—常州江阴出口—龙城大道上高架口—兰陵出口右转
—淹城动物园
苏州自驾游：312 国道—长虹路出口—武宜中路—左拐 300 米

园内自驾车提示
1）自驾车最后一辆放行时间：16：00
2）自驾车进入需另收费，收费 120 元/辆（10 座以下），
240 元/辆（10 坐以上）
3）自驾车区整个车程约为一个小时，单向单程。开车
的速度不要太快，以便欣赏窗外的风景
4）进入自驾区前和驶出自驾区后均需要经过一道给车
辆消毒用的消毒水池
5）为了保护动物的生存环境，车速不能超过 20km/h，
也不要自带食物进投喂动物

即到沪宁高速—沿江高速（常州南武进出口下）—常武路—-延
政中路（左拐）—武宜中路
无锡自驾游：312 国道—长虹路出口—武宜中路--左拐 300 米
即到锡宜高速—槽桥出口下—常武路—延政中路（左拐）—武
宜中路
沪宁高速—沿江高速（常州南武进出口下）—常武路—延政中
路（左拐）—武宜中路

交通 | 苏北地区自驾路线
镇江 镇江市区出发—上沪宁高速—薛家高速口下—下高速直

一起游淹城野生动物园攻略

行 1000 米—右拐上绕城高架—开至兰陵出口下—右拐 500 米
—常州淹城野生动物园。

扬州 扬州市区出发—上扬溧高速公路—过润扬长江大桥—往

 攻略
 门票
 周边酒店

南行大约 20 公里—上沪宁高速公路，（转往上海方向）—薛家
高速口下—右拐上绕城高架—开至兰陵出口下—右拐 500 米—
常州淹城野生动物园。

南通 南通市区出发—上宁通高速—广靖高速—江阴大桥—锡
澄高速—沿江高速江阴—至常州段—常州淹城野生动物园。

泰州 泰州市区出发—上扬溧高速公路—过润扬长江大桥—往
南行大约 20 公里—上沪宁高速公路，（转往上海方向）—薛家
高速口下—右拐上绕城高架—开至兰陵出口下—右拐 500 米—
常州淹城野生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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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梅公园

天宁寺

红梅公园是常州最著名的公园，现已是开放式公园，其中的

千年古刹天宁寺被誉为“东南第一丛林”。位于寺内的“中

红梅阁、文笔塔都是著名的人文景观。

华第一佛塔”天宁宝塔为国内 4000 多座宝塔之最。

门票

红梅公园免费，红梅阁，文笔塔各收门票 5 元

门票

交通

坐公交车 9 路、B23 路直达红梅公园

交通

80 元 （同程价 70 元 >> 立即预定）

 火车站乘 19 路，在红梅公园南门站下，步行至天宁寺
 或者乘坐 64 路，在景福苑站下，步行至天宁寺

“红梅八景”：红梅春晓、古刹钟声、曲池风荷、青峦倒

 亦可乘坐 70 路，在省常中站下车，步行至天宁寺

影、凤桥花径、翠薇秋霞、孤山雪松、文笔夕照。
红梅公园距文化宫地段不过五分钟的路程，所以乘车到

附近景点

文化宫附近，或在文化宫地带游玩的游客可步行前往，

红梅公园 文化宫

从天宁寺到红梅公园也可步行前往。

瞿秋白纪念馆
瞿秋白纪念馆是常州地区唯一的一家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青枫公园

位的人物类纪念馆，也是中国唯一全面收藏、陈列、展示瞿
秋白同志业绩、研究瞿秋白思想，弘扬瞿秋白精神的专业馆。

青枫公园是以城市森林为主题的开放性公园，含有人工沙
滩、百米高喷、攀岩等项目，相当适合青少年朋友游玩。

门票

免费

交通

游 1（Y1） 、97 路公交可达

门票

5元

交通

B12、B2、B22、B23、12 路、3 路、24 路等均可

到达（可从南大街步行前往）

附近景点

东坡公园

西瀛里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先生一生曾 11 次来到常州，并终老于此。
东坡公园，便是苏东坡当年弃舟登岸入城之地。

门票
交通

西瀛里东起南大街，可通青果巷，西至朝京门，俗称“老西
门”的西吊桥。如今来西瀛里，主要是来看他的明城墙。

8元
B12、3 路、25 路等均可达（可在儿童医院站下车）

附近景点

南大街 人民公园 苏东坡故居

红梅公园 天宁寺

门票

免费

交通

可由南大街步行到达，在莱蒙广场旁边

附近景点
贴士

南大街 人民公园

建议晚上去观赏明城墙

返回目录
5

我要纠错

常州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天目湖
交通 | 溧阳市内如何到达

天目湖位于溧阳市南八公里处，有沙河、大溪两座国家级大
型水库，因属天目山余脉，故名“天目湖”。

门票

 到天目湖：长途汽车站站上车，9 路天目湖宾馆站下，
109 路、107 路 至牌楼站下。

>> 立即预定
票种

票面价

山水园（含游船）

125 元

115 元

省 10 元

南山竹海

90 元

80 元

省 10 元

天目湖御水温泉

218 元

198 元

省 20 元

 到南山竹海、御水温泉：
周一至周五：长途汽车站乘坐 109 路至底站下。

同程价

周六周日：长途汽车站乘坐 108/109 路至底站下。

交通 | 其他地区如何到达
 常州市区到天目湖：
从常州出发→S239→S241→右拐天目湖方向
描述：全程高速，总里程数约 80 公里。
提醒：路况一般请注意控制车速，嘉泽、湟里测试较多。
 上海到天目湖(全程高速，240 公里，3 小时)

景点详解

上海→沪宁高速→无锡北→锡宜高速→宁杭高速→宁杭高

 湖里山：里山三面环水一面着陆，犹如伸向湖中的一座

速溧阳南下，左拐往天目湖景区。

小山，所以被称之为湖里山。景区内竹木茂盛，石阶蜿

 苏州到天目湖(150 公里，2 小时)

蜒，亭台楼阁环湖而建，漫步其间，湖光山色尽收眼底。

苏州→沪宁高速→无锡北→锡宜高速→宁杭高速→宁杭高

 状元阁：我国目前唯一以宣传状元文化为主体的建筑物。

速溧阳南下，左拐往天目湖景区。

 乡村田园岛：远看犹如一只巨大的乌龟静静地俯卧在天

 无锡到天目湖 (100 公里，1.5 小时)

目湖上，因此又被称为“龟岛”。又因为岛上人工放养了

线路①：走高速。

一百多只可爱的小猕猴，又有“猴岛”之称。

线路②：无锡→宜兴→104 国道→天目湖。

 绣球岛：因岛上种植的全是茶树，因此又有茶叶岛之称。

 南京到天目湖

 欢乐嘉年华：园内最先进的 4D 动感电影带你步入海盗船

从南京出发→机场高速→→宁杭高速（杭州方向）→溧阳南
道口下→左拐天目湖方向

覆灭的惊险历程。体验完惊险刺激后，你可放松一下心
情，漫步到天目渔村，那里是垂钓，烧烤、休闲的好去

餐饮

处。

“茶香、水甜、鱼头鲜”是天目湖的主要特色。

行程推荐

天目湖砂锅鱼头、溧阳农家菜系列、南山竹海山珍美味系列

先游览【海洋世界】，然后在本埠码头乘船欣赏湖上风光。

为天目湖景区的三大美食系列，天目湖砂锅鱼头尤其不可错

船至【龙兴岛】下船，漫步生态园，体会龙兴岛优越的自然

过。

环境。回码头后乘船至【乡村田园】，品溧阳白茶，体验茶
文化，随后游玩【乡村田园岛】，步行过【彩虹桥】，进入【山

特产

水绝佳】娱乐区，欣赏 4D 电影，体验水上世界，最后在景

砂锅鱼头、茶叶、南山板栗、野山笋、白芹、草鸡、啤酒鸭、

区内【夕照湾】或者【山水园大酒店】内用餐，推荐天目湖

“竹箦”凤鹅、“女神”，樱珠。

驰名中外的【砂锅鱼头】。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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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动漫嬉戏谷
交通 | 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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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站坐 68 路或 70 路在潘家和雪堰的交界处即太湖弯

景化的手段，将一个从未有过的、神秘未知的、超越现实的

度假区下，步行约 1 公里到达嬉戏谷。

“奇幻世界”带入现实！游客将以主角的身份，在现实中演

 如果是坐高铁或动车到常州站的游客，出站后通过地道，

绎“穿越奇幻世界”之神话传奇。

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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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乘 73 路车直达嬉戏谷门口（首班车 7:30, 末班

>> 立即预定
票种

票面价

普通成人票

200 元

180 元

省 20 元

学生票

150 元

135 元

省 15 元

老人、儿童票

100 元

车 17:30）。
 常州市区坐 B1 或 B11 到武进客运中心站下，换乘 73 路

同程价

100 元

即可。

交通 | 旅游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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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直达车就是公交车，只有少量的座位，来回 20 元，

省0元

节假日人多，班次有限，建议游客乘坐公交）
 无锡客运站（旅游集散中心）直达嬉戏谷
（注：出站口均有清晰、详细的指示牌）

精彩看点
 摩尔庄园，第一儿童品牌类社区的线下实景体验，摩尔

交通 | 自驾线路

嘉年华的线下常态化，线下体验版摩尔庄园，低幼儿童

 上海、苏州方向

角色体验区“宝贝地盘”

沪宁高速→锡宜高速→阳山出口下→太湖湾
沿江高速→武进出口下→常漕路→漕桥→太湖湾

 天幕飞天侏罗纪，技术领先沙特馆，4D 穹幕全景影像，

 南京出发

穹顶 360 度全景 4D 影像，除澳门外世界第二家，大陆

宁杭高速→（宜兴转）锡宜高速（无锡方向）→常州漕桥出

第一家，更高级的沙特馆，内容原创，镇园之宝。

口下→太湖湾

 激流勇进，堪比俄罗斯梦幻之旅最大规模的提升段风景

沪宁高速→无锡北转锡宜高速

历程，最大最先最高风景历程，最刺激的提升段观景，

 杭州出发

洲客等候区场景角色扮演。

杭宁高速→（宜兴转）锡宜高速（无锡方向）→常州漕桥→
太湖湾

 漂流河，河道角色扮演，梦幻飞车，河道两边真人角色

 扬州、镇江方向

扮演，角色表演船

扬溧高速→沪宁高速→锡宜高速（无锡方向）→常州漕桥出

 人来疯广场，英雄门，每年一度的假面音乐狂欢舞会，

口下→太湖湾

各种知名动漫形象的假面，区别威尼斯、诺丁山假面，

扬溧高速→（金坛西转）沿江高速（常州方向）→武进出口

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下→常漕路（往向）→漕桥（往东）→太湖湾
 南通、泰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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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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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天宁寺 → 红梅公园 → 瞿秋白纪念馆 → 南大街

① 红梅公园和青枫公园都很不错，
可任选一个游玩，两个都是免费的
② 南大街可以晚上去，顺便吃饭
③ 恐龙园、淹城和嬉戏谷都是适合
一日游的大型景点

天宁寺 → 东坡公园 → 刘海粟纪念馆 → 南大街
天宁寺 → 青枫公园 → 南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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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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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是常州市区内很经典的

瞿秋白纪念馆 → 南大街：步行

旅游场所

常州良茂国际大酒店
特价房

同程价 178 元

>> 查看详情

大床间

同程价 198 元

>> 立即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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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宁寺 → 青枫公园 → 南大街
交通

行程特点

住宿

天宁寺 → 青枫公园：B23、52 路、58

上午去天宁寺，下午去青枫

推荐住在南大街附近，食住行都方便

路公交

公园游玩，晚上前往南大街

青枫公园 → 南大街：B12、3 路公交

吃饭并欣赏夜景

蓝色快舟营销人连锁旅店
标间

同程价 135 元

>>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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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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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 · 交通
飞机

公交

>> 预订常州特价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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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价

里，距常州市城区 18 公里。

为无人售票车。BRT 快速公交线路同向同站转车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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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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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停麦德龙、火车站北广场(与 16 路同站）。票价 15 元人
民币/人次。

常州旅游公交 游 1 线（Y1）
从红梅公交中心站到青枫公园西。
 途径：天宁寺、文化宫、人民公园、瞿秋白纪念馆、
怀德桥、勤德家园、勤业新村、莱茵花苑、星湖路(欧

公交 火车站公交中心站乘坐 32 路可直达民航机场。32 路火车
站公交中心站首班 6:30，末班 17：00。

尚五星店) 、勤业中学、五星平岗、星港路龙江路、
青枫公馆、钟楼区政府(青枫公园)。
 红梅首班：7:25 红梅末班：18:30

火车

 青枫首班：6:50 青枫末班：17:55

重要景点公交

常州火车站
常州火车站现在

常州公交票价普遍 1 元，刷卡优惠至 0.6 元。多

分为南北广场 ，南广场为旧火车站，北广

中华恐龙园：B12、32 路、29 路
淹城：B1、B11、B16、B19、509 路、510 路、511 路

场是新建的火车站，目前高铁、动车和长途汽车上车处均在北广

红梅公园、天宁寺：B12、B2、B21、78 路、29 路、

场。（北广场只出售高铁出票，一般火车票需到南广场购买）

53 路、3 路、80 路

途经公交
南广场 B11 路、B13 路、70 路、328 路、328-1 路、15 路、
208 路、18 路、315 路、47 路、57 路、59 路、19 路、16 路、
20 路、29 路、203 路、902 路、10 路、39 路、219 路、1 路、

出租车
起步价 9 元（3 公里）。3 公里后，每公里单价 1.8 元，

12 路、2 路、313 路、316 路、306 路

5 公里后，加收 50%空驶费。等候时间 5 分钟免费，超

北广场 B22 路、2 路、15 路、63 路、208 路、216 路、218

过 5 分钟，每 5 分钟折合 1 公里。23：00 后，车费（起

路、255 路、310 路、312 路、315 路、328 路

步价）含增加 30%。每次乘坐需在原有车费基础上加
收 1 元燃油附加费。

常州北站
常州北站是专门为京沪高铁线设立的站点。

交通
B1、B19、B10、13 路、26 路、35 路、44 路公交
 35 路全程 3.5 元，其余车全程 1 元
 13 路为夜班车，首班 21:00，末班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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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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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 酒店
南大街附近住宿

（→ 查 看南 大街附近酒 店

→ 查看常州特价酒 店 ）

南大街是常州的市中心，食住行都非常便利，来常州旅游推荐住在此地

常州良茂国际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摩斯小小吐] 性价比 还 是 蛮 高 的 。毕 竟

特价房

178 元

228 的价 格， 不 但在 市 中心 ，还 包含 双

标准大床房

198 元

早， 还有 免 费停 车， 我 觉得 可 以了。 缺

→ 预 订此 酒 店

点嘛 就 是房 间 旧一 点 小一 点

→ 查 看更 多 南大 街 附近 酒 店

→ 查 看所 有 酒店 点 评

常州德泰恒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13524zblzew] 到了 酒 店换 了 商 务大 床

蜜月房

278 元

房 ，交 通 非常 方 便 ，旁边 是 南大 街也 很

行政双床房

338 元

方便 逛 街吃 饭 ，酒 店 外表 还 是有 些年 头

→ 预 订此 酒 店

的，但是 里 面设 施都 ok，早 餐 很满 意~

→ 查 看更 多 南大 街 附近 酒 店

→ 查 看所 有 酒店 点 评

常州宫苑宾馆
房型

同程价

[15952wopvdp] 很 干 净 环 境 也 很 好

2 号楼标间

150 元

在这么好的位置 还有这么好的环境

1 号楼商务标间

268 元

同 程 订 只 要 150 太 划 算 了 ~以 后 每 次

→ 预 订此 酒 店

来都 会 住哦 ！

→ 查 看更 多 南大 街 附近 酒 店

天目湖景区住宿
武进高新区

中华恐龙园附近住宿
新北高新科技园附近住宿

→ 查 看所 有 酒店 点 评

火车站附近住宿
常州奔牛机场附近住宿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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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 购物
在全球，中国号称“餐饮王国”，在江浙沪一带，常
州餐饮独霸天下，无人能比。常州餐饮的“霸”，一
表现在饭店之档次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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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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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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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麻糕、小笼包都是常州特产，其中常州大麻糕非常有名，

红星大剧院后面的一家蛋挞很不错，常常会排长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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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南大街有个双桂坊美食街，也可以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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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篦（简称栉）是常州最出名的特产，是我国古代

常州美食地图

八大发饰之一，自南北朝流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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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

常州糕团店

陵

乱针绣亦是常州非常有名的艺术产物，因为丝线

西

路

有光泽，绣面上各种不同方位的线条，在不同方位的
瑞和泰

光线下，它的色彩有不同变化，。
南

购买地点：南大街、路桥、人民公园处均有售卖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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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使作品显出层次、明暗、浓淡，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
珍藏价值。

莱蒙都会
瀛

星巴克
红星大剧院

南
大
街
步
行
街

里

青果

购买地点：青果巷的常州工艺品厂的门市有卖，但比

双桂坊

街

三鲜美食城

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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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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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江南禅境 善缘福地——常州天宁禅寺
2011-5-2

作者：自由客

天宁寺前俯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后倚常州第一大公园—红梅公园，是常州现存
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千年古刹。天宁禅寺始建于唐永徽年间（公元 650 年—655
年），初名广福寺，北宋政和元年(公元 1111 年)，改为现名……[查看全文]

常州故事（7）— 豆腐汤、银丝面
2011-3-22

作者：境由心造

看了老半天，终于发现了常州人早餐的经典就是每天早上必定要喝豆腐汤，然后就
着大麻糕，通常是男的两个大麻糕和一碗豆腐汤可以做一顿早餐，于是觉得奇怪，
早晨起来汤汤水水的很多，干吗要烧一碗豆腐汤喝呢……[查看全文]

恐龙园一日游
2011-10-31

作者：小小小熊

恐龙园比较大，一次想摸清所有线路或者玩遍所有项目是不可能的，最好事先做好攻略，
选择自己想玩的项目，一入园就去排队，一般都要排四十分钟到一个半小时的队，通天
塔这种项目可能要排两个小时，我在一起游上下载的恐……[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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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网友
本攻略感谢一起游网友漆彩阳罡的支持。

版本信息
如有批评建议，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本攻略将不定期更新，下载最新攻略请至一起游常州攻略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一起游旅游攻略

版权声明
本攻略 PDF 版已得到 Adobe Acrobat 官方认证，本攻略最终解释权归一起游所有。

加入微信
欢迎您加入一起游微信和同程旅游微信（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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