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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信息
退思园

古镇同里最 有名

的私家园林，是江南古镇唯一

交通

的世界文化遗产。园内既简朴

飞机

无华，又素静淡雅，具有晚清

电瓶车

江南园林建筑风格。

三桥

三桥是指太平桥、吉

利 桥 和 长 庆 桥 。 沿 河 青 石驳
岸，岸边和欢、女贞临波倒映，

火车

汽车

轮船

人力三轮车

游船

景点
退思园

三桥

嘉荫堂

水木清华，这里已成为古镇一

南园茶社

道独特的风景。

罗星洲

丽则女校

罗星洲

耕乐堂

世德堂

身，以烟雨景观见胜，因周围

务本堂

严宝礼故居

芦 丛 形 似 罗 星 得 名 。 夕 阳西

肖甸湖森林公园

集庙宇、园林于一

自驾

珍珠塔

崇本堂

陈去病故居
明清街
留耕堂

影视基地
历史文物陈列馆

天放楼

松石悟园

王绍鏊纪念馆

古风园

下，自岛上可远望同里湖万家
灯火，别有一番意境。

时机 Timing
春
夏
秋
冬

住宿
美食

在这个季节里穿梭于江南山水与风情之中，高墙深院、小

李记阿婆茶

巷通幽、小桥流水的小镇，显露出它最美的一面。

酒酿饼

芡实糕

麦芽塌饼

夏日同里之夜，是灯火通明的商铺，游人如织的古巷，桨

桔红糕

状元蹄

袜底酥

声灯影中，韵味十足的苏州弹词如天籁之音。
在收获喜悦和凝结心事的秋天里，领略小镇古朴自然的风
貌，感受纯净浓厚的生活气息。

娱乐

同里的四季是不分明的，即便是冬天，桥下的绿水依旧安

水上游古镇

桂花冰糖莲藕

漫步夜花园

赤豆糕
农家草鸡煲
闵饼

古楼品茗茶

之若素地载着窄窄的船儿荡过，尤显诗韵。

节日

贴士 Tips
①

节假日期间，9:00-11:00 为景区入园高峰期，建议您在景

五月端午竞龙舟

六月廿三闸水龙
八月初七初八铜铜鼓

明清街卖的手工画、扇子、丝绸、紫砂壶和各式各样民族

工艺品，可自由杀价，讨个好价钱。
③

四月十四神仙会

七月三十烧地香放水灯

区开放时间内错开高峰时间。
②

三月廿八朱天会

多数民居的旅舍不提供梳子、毛巾、牙刷，要自己带好。

其他信息

便利 Convenience
特价酒店

优惠门票

其他攻略

贴士

游记攻略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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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景区提供）

江南曾经有许多古老的集镇，它们像星星一样散落在这块肥沃

同里以“醇正水乡，旧时江南”的特色闻名于海内外，它像一

的土地上。岁月的烟尘和现代文明的浪潮，逐渐将这些富有特

颗珍珠镶嵌在同里、叶泽、南星、庞山、九里 5 个湖泊之中。

色的古镇从人们眼中抹去，至今仍被津津乐道的，也就是同里、

因水成园，家家连水，户户通船，构成层次错落有致的优美画

周庄这样几个不可多得的地方了。

卷。自古以来，诗人墨客对此赞美不绝。

古老的集镇都有自己喜爱的形式，它们常常依河而筑、依河建

同里风景优美，镇外四面环水，镇内由 15 条河流纵横分割为 7

市，但同里打破了江南集镇那种一条河道两面街、后卫民居前

个小岛，由 49 座桥连接。镇内家家临水，户户通舟；明清民

开店的格局。同里镇内街巷逶迤，河道纵横，街缘水曲，路由

居，鳞次栉比；宋元明清桥保存完好。它以小桥流水人家的格

桥通，家家临水，户户通舟。十多条河流将小镇切割成小岛，

局赢得“东方小威尼斯”的美誉。现存著名的有退思园、耕乐

而如影随形的古桥又将这些分隔的土地联结起来。河岸错落有

堂、环翠山庄、三谢堂、侍御第、卧云庵、城隍庙、尚义堂、

致，古桥若隐若现，绿柳迎风拂水，民居古朴淡然，一派“一

嘉荫堂、崇本堂等园林和古建筑。

水东西云窈窕，几家杨柳木芙蓉”的婉约风情。

门票信息

一起游小贴士

>> 立即预订

古镇游门票包含退思园、崇本堂、嘉荫堂等十个景点。

门票类型

票面价

同程价

同里古镇游（1 月）

100 元

88 元

同里古镇游+五福水上游（1 月）

170 元

130 元

同里古镇游+肖甸湖森林公园（1 月） 120 元

100 元

购买五福水上游套票的游客注意：五福水上游每天只开
2 班，分别是 10：30 和 13：30，请各位调整好时间。
购凭预订门票可免费获取“漫游同里体季”2012 本珍
藏版护照。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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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飞机

一起游上海旅游攻略

同里镇隶属苏州吴江市，苏州或吴江都没有民航机场，坐飞机一般取道上海、南京或无锡。

上海虹桥机场、浦东机场信息请查看上海攻略

>> 查看详情

南京禄口机场信息请查看南京攻略

>> 查看详情

无锡硕放机场信息请查看无锡攻略

>> 查看详情

各大机场到达吴江示意图

一起游无锡旅游攻略

火车
到同里旅游，乘坐火车的话一般到苏州火车站。
上海出发到同里的火车，在上海火车站乘车，车次多，动车组约半小时可达，其他车次 1－2 小时不等；南京出发到同里的火车，
动车一个半小时可到苏州，其他车次时间较长 2-5 小时不等，旅游的话不建议乘坐；杭州出发到同里的火车，动车车次较少，需
两个半小时，其他车次更慢，最好乘坐客车前往。
抵达苏州火车站后，直接在火车站广场乘班车前往同里，每 20 分钟一班，票价 8 元，行程 45 分钟。打的约 80 元。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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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出发

上海、南京、常州、无锡、扬州、杭州都有直达同里的汽车，

南京白鹭集散中心旅游专线

来往非常方便。需要注意的是，除上海、南京、杭州外，其他

旅游门票：128 元（含空调旅游车往返车票及第一门票）

地方的汽车都只是旅游专线车，车票里包含同里门票。

班车时刻：每周三、六、日上午 6:00
上车地点：建宁路 1 号中央门长途汽车总站

上海出发

咨询电话：025-85525200 85525300

上海八万人体育场—同里

除此之外，可乘高速大巴先到苏州，再转车前往同里。南京中

旅游套票：120 元（含空调旅游车往返车票及第一门票）

央门汽车站有直达苏州汽车南站的班车，每 30 分钟发车，行

上车时间：8:30（节假日适当增加班次）

程 2 小时。

返程时间：16：30
车程：约 1.5 小时
咨询电话：021-64265555（上海旅游集散中心）

苏州出发
苏州汽车南站—同里

虹口体育馆—同里

6:30—17:00，有十班车直发同里，流水发车，车程 35 分钟，

旅游套票：120 元（含空调旅游车往返车票及第一门票）

票价 8 元。

上车时间：8:30（节假日适当增加班次）
返程时间：16：30

苏州吴县汽车站—同里

车程：约 2 小时

每 15 分钟一班车，车程 35 分钟，票价 8 元

上海长途汽车站—同里

苏州火车站—同里

地址：中兴路 1662 号上海铁路站北广场

每 30 分钟一班车，车程 45 分钟，票价 8 元

每天从早上 9:40 到下午 17:10 有七班直发同里的班车，票价

注：长途车站有同里的套票（门票+单程车票）88 元

34 元，车程约 2 小时
咨询电话：021-66050000

苏州火车站北广场汽车站—同里
首班车 6:00，末班车 19:00，约 30 分钟一班车，车程 1 小时，

青浦汽车站—同里

票价 8 元

早上 6:00 开始，每小时一班车。同里汽车站返回青浦的末班
车是 16:15。市区可乘沪青线至青浦汽车站。票价 16.5 元。
咨询电话：021-69222172

周庄出发
周庄西侧的聚宝桥出来再往西约 300 米，公路边有一个长途

上海—苏州—同里

过路车站，去同里的长途车在这里经过，每半小时一班（一班

上海虹桥机场：直达空调车，10：00－19：00，每整点发车，

下午五六点钟后就没车了），票价 3 元。

车程一个半小时，票价 50 元。
上海汽车站（火车站边上）：直达苏州汽车南站。每 15 分钟
一班车。行程约 2 小时。

杭州出发
杭州汽车北站 7:50、10:35、12:55 有直发同里的车，票价分
62 元、51 元两种。也可从杭州汽车东站乘高速大巴先到苏州，
每 30 分钟一班车，行程 2 小时，票价约 50 元。
咨询电话：0571-88097761

周庄到同里也可乘“面的”，价格 40 元/车，车程 20 分钟。
摩托车 10 元/人，摩托三轮车 15-25 元/车。

轮船
从周庄到同里可走水路，乘豪华游船（可坐 60 人）。单程票
价 450 元/船、往返 600 元/船。建议走水路的朋友让船家先
带你去看一下他们的船，确定想坐后再讨价还价，以免麻烦。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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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

电瓶车

上海方向

退思园—入镇口—罗星洲

¤ 从上海往 318 国道至黎星往松厍公路抵同里

随叫随停，在退思园后门坐车，从入镇口到退思园 2 元，从

¤ 经沪宁高速公路，在苏州东出口往南行至同里

退思园到罗星洲渡口 4 元。

¤ 经沪杭高速公路，在嘉兴出口往平望方向，经 205 省道至
松陵往东 6 公里抵同里

苏州方向
苏州－苏嘉公路－吴江－同里，25 公里

浙江方向
¤ 经沪杭高速公路，在嘉兴出口转苏嘉杭公路至同里
¤ 经沪杭高速公路，在嘉兴出口往平望方向，经 205 省道至
松陵往东 6 公里抵同里

人力三轮车
上车 5 元，兜古镇一圈一般 15 元。

游船
古镇三桥景色游票价：70 元/船（可坐 6 人）
同里湖风情游票价：200 元/船（可坐 40 人）

南京方向

同里湖面冲浪游票价：80 元/艇（可坐 6 人）

经沪宁高速公路，在苏州东出口往南行至同里

豪华游船同里—周庄单程票价：450 元/船（可坐 60 人）
豪华游船同里—周庄往返票价：600 元/船（可坐 60 人）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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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
退思园
退思园是古镇同里最有名的私家园林，是江南古镇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退思园仅
占地九亩八分，既简朴无华，又素静淡雅，具有晚清江南园林建筑风格。园内布局
独特，亭、台、楼、阁、廊、坊、桥、榭、厅、堂、房、轩一应俱全，并以池为中
心，诸建筑如浮水上。格局紧凑自然，结合植物配置，点缀四时景色，给人以清澈、
幽静、明朗之感。
退思园建筑自西向东，西为宅，中为庭，东为园。宅分外宅、内宅，外宅有轿厅、
花厅、正厅三进。轿厅、花厅为一般接客停轿所用。庭中遍植丛桂，金秋时节，馥
郁芬芳，风清月明夜，于园中楼阁品茗赏花，心怡神往，更给人“人行空翠中，秋
闻十里香”的享受。

（图片由景区提供）

三桥
三桥是指 太平桥 、 吉利桥 和 长庆桥 。
太平桥，跨于东柳、漆字两圩。桥为梁式，小巧玲珑。吉利桥跨漆字、两圩，处太
平桥、长庆桥中间。站在吉利桥北，环顾三桥，河水明净如镜，小桥如飞虹卧波，
波光桥影，美不胜收。长庆桥，俗名谢家桥，跨东柳、两圩。桥上有桥联一副，曰：
公解囊金成利济，好留柱石待标题。桥联表明建桥者义结同心，为民造桥，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
三桥呈“品”字型，跨于三河交汇处，自然形成环行街道。沿河青石驳岸，岸边和
欢、女贞临波倒映，两岸筑有花石栏，河中船来船去，双双对对；桥上人来人往，
笑语荡漾。水木清华，秀色可餐，人在其中至虑尽消，这里已成为古镇一道独特的
风景。

（图片由网友@645002742_mxjzpp 提供）

嘉荫堂
嘉荫堂位于竹行街尤家弄口，建于民国初年，门窗梁栋皆雕刻精美。
主建筑系仿明代结构，俗称“纱帽厅”，因梁头棹木像明代官帽的帽翅，故
名。庭院高大宽敞，肃穆庄重。五架梁两侧中心刻有“八骏图”，梁两端刻
有“凤穿牡丹”，梁底则刻有“称心如意”、“必定高中”等图案。更为罕见
的是“纱帽翅”（即梁头棹木）上刻有《三国演义》中的“古城会、三英战
吕布”等八幅戏文透雕，形象逼真，呼之欲出。这组透雕已被《中国戏曲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沈陌提供）

志·苏州分卷》收录。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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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本堂
崇本堂位于江苏吴江富观街长庆桥北堍，面水而筑，东与嘉荫堂隔河相望，西与三桥
相连，整齐的石驳岸护卫着这座古朴的宅第。如果把同里比作是一座古建筑的博物馆
的话，那么崇本堂就是这座博物馆中一件雕刻精致的艺术品，其精湛的技艺和深刻的
内涵，让每一位游人赞叹不已。
崇本堂由同里人钱幼琴于民国元年（公元 1912 年）购买顾氏“西宅别业”部分旧宅
后翻建而成。整个建筑群体沿中轴线向纵深发展，共五进，由门厅、正厅、前楼、后
楼、厨房等组成。
崇本堂最吸引人的是它的各种雕刻。砖雕门楼面北伫立，门楼上方设置了仿木结构的
飞椽斗拱，拱眼板上刻有夔龙细纹，下面是花岗岩制作的条石门槛，中置“黄狼箱”
活络门闩，“一块玉”两端饰有如意香草纹，蹭的“包袱巾”上刻着宝相花，里面还
有暗喻升官发财的“鲤鱼跳龙门”的深浮雕。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春歌 cc 提供）

南园茶社
南园茶社南园茶社始建于清末，坐落于同里史上前八景之一的“南市晓烟”景致之中，
堪称“江南第一茶楼”。茶社初名“福安茶社”，后因陈去病、柳亚子在此商讨成立“南
社”之事，即被后人俗称“南园茶社”。
南园茶楼卧于水上，临眺两侧市河，船只穿梭来往，驳岸随街曲折。茶社除了可以品
尝各种档次的红茶、绿茶、花茶外，还供应熏青豆、罗卜干等各种茶点。楼下辅面店
堂设有帐房和泡水用的“老虎灶”；楼上还有一个“曲苑班”，茶客可聆听几段江南丝
竹、宣卷、评弹、戏曲、小调等曲子。在这里与其说品味茶的清香，景的美丽，还不
如说是品味茶社本身充满的情趣以及它和同里人文历史，乃至于和清末民初革命思想
的水乳交融。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zhenzi 提供）

珍珠塔
《珍珠塔》的故事源于同里，故事主人公方卿见姑，翠娥赠塔，
陈王道嫁女的史实在同里源远相传。故同里设此景点，并称为
“珍珠塔”。整个景点现仅存陈翠娥书楼部分遗迹。同里镇修
复了这一景点，家喻户晓的千古绝唱将在同里流传。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春歌 cc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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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去病故居
同里镇三元河畔，有一条石板小街三元街，往西不远处，便是
陈去病故居。大门面街临河，罩墙高耸，环静幽静。
主要建筑有浩歌堂、百尺楼、绿玉青瑶馆等。是一处古朴平常
的清代居名，门楣上方原有“孝友旧业”匾额，进门见有半亭、
家祠旧迹，百尺楼、浩歌堂等建筑。进门朝东有一月洞门，楣
额“绿玉青瑶馆”五字，已是青苔微绿，绿玉青瑶馆又称堂楼，
坐西面东，五楼五底二厢房，共有 13 间，据载距今已有六十
多年。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LOVEx2KISS 提供）

罗星洲
罗星洲为同里镇东同里湖入口的一个小岛，浮现在约四平方公
里的湖面上，以烟雨景观见胜，因周围芦丛形似罗星得名。
罗星洲是一块集佛教、道教、儒教三教合一的圣地，只须乘小
船前往只须数分钟便抵达。沿途可欣赏同里湖烟波浩渺、鱼帆
点点的水乡景色。放眼望去，眼前就是以烟雨景观闻名的罗星
洲寺庙，像是浮在碧波上的仙境。
现时，罗星洲上有城隍殿、文昌阁、斗姆阁、旱船、曲桥、游
庙、荷池、鱼乐池等，建筑布局紧凑，集庙宇、园林于一身。
每当夕阳西下，由岛上可远望同里湖万家灯火，别有一番意境。

（图片由景区提供）

交通 罗星洲码头坐船前往，免费班船约 20 分钟一班，船程 5
分钟。也可坐快艇前往，10 元/人。

丽则女学

明清街

丽则女学是退思园第二代主人任薪所创办，受感于伟大仁人志

明清街是古镇重要商业街之一。街长 160 余米，为明清建筑

士开办女子学校，向封建传统伦理编织的罗网大胆冲锋。现改

风格，较完整保留了江南特有的上街、下街，两街道平行的格

造成为中国性文化博物馆。

局。入口“清明遗风”匾额由费孝通副会长题书。

校址内有一座状似利箭的纪念碑，这座造型独特、寓意深刻的

明清街可欣赏到富遮繁盛的古镇商市，街道石板铺地，两侧商

纪念碑，是当年丽则女学师生为护国反袁而立。1915 年 5 月

店毗连，街上很多古玩店、刺绣工艺、丝绸商店、传统饮食，

9 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卖国的二十一条约上签字，当时丽则

更有很多特产：鸡头米、猪油年糕、酱蹄等。

女学师生奋起反袁之卖国行径，而建此碑明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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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基地
同里镇具有得天独厚的水乡风貌，又保存了大量完整的明清建
筑，十多年来，不仅吸引了数百万海内外客人，还吸引了大批
“这里每个角度
影视剧组。同里小镇，已成为“天然摄影棚”，
都曾会是剧中的景”。
谢铁骊导演的《包氏父子》剧组第一个踏进了同里，拍成后在
古朴的小镇，宁静的深宅和长长的石板路给许多观众留下深刻
印象。从此，同里镇与影社结下不解之缘。此后陆续有剧组选
择此地进行拍摄，如中央电视台拍摄《话说运河》，红楼梦》
黛玉葬花的花园，
《林冲》中林冲鲁智深饮酒的小楼，
《家》
《春》
《秋》里的高府，《董小宛》中的董宅，都可以在同里找到。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月光倾城 6 提供）

耕乐堂

留耕堂

耕乐堂系明代处士朱祥所建，筑布局为前宅后园，典型的明清

自崇本堂向东行百米左右，就是留耕堂。留耕堂占地十徐亩，

宅第风格。耕乐堂占地约六亩四分，建时有五进五十二间，莫

堂内屋宇鳞次栉比，内宅兜抄曲折，有东、西、中三条陪弄进

旦撰记，称有燕翼楼等。后经历几朝兴废，现尚存三进四十一

出，游人至此大有“侯门深如海”之感。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

间，有园、有斋、有阁、有榭。跨进门厅，露明三间，庄重朴

人之一的王绍鏊早年就生活在这里，现辟出一楼作为同里历史

实，高大宽畅，形为清代后期建筑。宅楼西侧有一条陪弄直通

文物陈列室。

后园，园中置有荷花池、鸳鸯厅、环秀阁、桂花厅等特色景观
建筑，美景宜人，清幽别致。
荷池南面有鸳鸯厅，面阔三间，窗明几净，与环秀阁隔池相望，
一高一底遥为对景。出庭院，过三曲小桥，便来到清秀典雅的
环秀阁。环秀阁跨水而筑，造型别致。从环秀阁绕假山辗转而
下，便是桂花厅。桂花厅自成院落，院中植有金桂、银桂两株
古树，历尽风雨沧桑，每年金秋季节，古桂依然馥郁芬芳。

历史文物陈列馆
历史文物陈列馆主要以文人、文物、文史为主要展览内容，展
现同里古镇的历史风貌。其中，名人馆重点收录自宋以来古代、
近代、现代名人共十四人，进士四十二人，其中状元一人。文
物馆展出一百多件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物。同时可一览地面文物
共十三处文物保护单位。文史馆里可更详情地了解同里从太平
天国到同里解放所历经的历次事件。

世德堂
世德堂取祖辈德行，代代相承之意而命名，为曹氏旧居，建于
清道光年间。世德堂前后共五进，计 69 间，坐北朝南，为古
镇名宅之一，具有较高的建筑品位和文物价。经镇政府按照修
旧如旧的原则，修复原有店堂、作坊、茶堂、轿厅、客厅、灶
堂、帐房、正厅、主人房、书房、琴房、绣楼等，并按习俗恢
复财神堂，整修后的世德堂和佛堂以其朴实无华、古意盎然的
面目成为古镇风情的景点之一。

务本堂
务本堂西街临河，坐南朝北。前后共五进，分轿厅、茶厅、正
厅、堂楼及下房。正厅面阔五间，其高大宽敞数同里首家。其
中船厅建筑造型别致，雕刻精细，模仿画舫建造，有五个舱，
用雕花隔扇隔开，左右轩如船舷，设有“吴王靠”，船窗选用
明瓦，开启时用竹杆撑出。务本堂楼式既有明代旧构，又有清
代建筑的走马楼，为后人研究明清建筑手法，提供了宝贵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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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甸湖森林公园

《文汇报》创始人严宝礼的故居，在同里环翠山庄，位于大叶
港畔，最早为清同治年间画家严友兰所建宅院，又称严家花园。
严宝礼故居占地约五亩，因园内广植翠竹花木，有环翠之意而
得名。原宅以荷花池为中心，池周有假山、八角亭、船厅、四
面厅、梅花馆、观梅台、花厅、绿云小憩、曲桥等。

天放楼
现同里中学校园内的一幢两层教育楼，冠名“天放楼”，这是
在 1947 年为纪念金松岑而建造的。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爱无知提供）

金松岑（公元 1874—1947 年），光绪二一十四年（公元 1898

肖甸湖森林公园位于吴江市同里镇东北部。园内地势平坦，渠

年），荐举经济未就，在家乡兴办教育。与陈去病一起在同里

塘纵横，小道密布，自然环境优雅。已初步建成水杉林、池杉

创办雪耻学会，以响应康梁维新。几年后，两人在同川学堂的

林、枇杷园、香樟园、银杏园、桃园、药草园、翠梨园、竹林

基础上开办自治学社，传授新文化。许多曾经受他教诲的学生

园、苗圃、鱼塘等旅游观光区。林木茂密，荫天蔽日，黄鹂、

已成长为各界杰出英才，如柳亚子、严宝礼、王绍鏊、蒋吟秋、

白鹭、野兔等多种野生动物时常出没。周围湖泊辉映，农田点

范烟桥等，他的学识和气节，在他的学生身上得到发扬和光大。

翠，农家炊烟袅袅，好一派田野风光，漫步其中有一种返朴归
真的感觉，让人乐而忘返。

松石悟园
松石悟园，简称悟园，即同里镇松屏石展馆所在地。园内草木

王绍鏊纪念馆

茂盛，竹影摇曳，水彬林阴交织，百年银杏挺拔巍峨，犹如伞

王绍鏊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著名的社会活

盖置白色办公小楼于绿阴之中，错落有致的粉墙黛瓦，更衬托

动家、是同里历代名人名士中较为杰出的代表。

出端庄灵秀，园景典雅清静。

王绍鏊纪念馆座落在同里镇富观街 35 号，以弘扬王绍鏊精神

在悟园里陈列着一千二百余块松屏石板画精品，它是由原铁道

为主题，以王绍鏊革命战斗的一生为主线，通过实物、绘画、

部工程总公司设计部部长张家忻先生及其夫人王月军女士三

图片等手段再现王绍鏊同志生前的光辉业绩。

十多年苦心收集之珍藏（现已赠同里政府），松石悟园是同里
镇政府为了永久保存这批珍贵的自然文化遗产而修建的展馆。

古风园
古风园位于公园桥东侧、南濠弄内，南与退思园一弄之隔，设
在原晶体管厂里。
该馆分百床、木雕和古玩三大区。百床区共展示 88 张明清时
期各类古床，此是沪收藏家赵祖武历经 20 多年收藏所得。木
雕古玩馆：是由苏州古玩有限公司祝效平先生收集珍藏，木雕
区有建筑木雕、门窗木雕、家具木雕、神像、佛像、人物立雕
等等，约 5000 件，每件木雕都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将木雕表
现的故事和戏文一一讲解。

（图片由景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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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吴江住宿

（→ 查看吴江特价酒店）

同里位于苏州吴江市，因此住在吴江是个不错的选择。

吴江皇家商务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单人间

138 元

大床间

168 元
→ 预订此酒店

[189rpkwj538] 酒店服务挺好的！环境也不
错，周边娱乐场所挺多的！
[13621fzwnln] 新装修的 酒店，硬件设施 很
不 错，房间 里有一 种江南 水乡的风 格，很 喜
欢。但是硬件上去了，服务还是有问题。

→ 查看更多吴江酒店

→ 查看 4 条酒店点评

吴江山湖饭店
房型

同程价

标准房

190 元

大床房

19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吴江酒店

[13955ftofql] 酒店很好，简洁大气的装修，
温 馨的服务 ，电梯 间装修 很漂亮， 孩子很 喜
欢这个电梯间。
[13515fwyzzu] 交通比较方面，周围环境也
还可以，前台服务热情，不错。

→ 查看 29 条酒店点评

吴江吴都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豪华标准房

230 元

商务大床房

30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吴江酒店

[13817frdvet] 虽然饭店比较旧了，但地理位
置，卫生服务方面还是可以的。
[13817frdvet] 酒店的交通十分便捷，地处市
中 心，要出 行和办 事的话 感觉很方 便，晚 上
逛逛也很好，酒店房间也很干净。

→ 查看 40 条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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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李记阿婆茶

农家草鸡煲

同里的阿婆茶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初是以邻里之间农村老年妇

选用的原料全部是同里当地居民散养在乡间的，吃青草、嫩虫

女定期聚会喝茶，谈论家事，了解时事信息而自然形成的生活

和稻谷长大的草鸡。将草鸡与扁尖、野生真菌等一起炖制而成

习俗。
“李记阿婆茶”已经有 200 多年历史，到现任老板李有

的农家草鸡煲，味道鲜美，鸡肉鲜嫩，油而不腻，是高蛋白，

福这一代，已是第八代传人。曾经在美国海蓝电视台、中央电

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盐，无公害的健康食品，具有滋补养颜、

视台、北京电视台及地方各媒体有过专门报道。

强身健体的功效。

地址 同里镇吉利桥南。现喝阿婆茶每壶 80 元、购买简包装

在哪里吃？

每袋（15 壶）300 元

¤ 银杏楼
¤ 金同里

同里镇新填街 212 号

桂花冰糖莲藕

¤ 金鹤楼

同里镇新填街 218 号

莲藕有清热作用，可用来治疗热性病症；莲藕味甘多液、对热
病口渴、衄血、咯血、下血者尤为有益。老幼妇孺、体弱多病

桔红糕

者尤宜，特别适宜高热病人、吐血者、高血压、肝病、食欲不

据说这种糕点是专门用来招待新客人或是上门女婿的。人们把

振、缺铁性贫血、营养不良者食用更佳。

美好的祝愿揉进这一颗颗浅红色的小糕点里，寓意来年的生活

同里镇竹行街 7-8 号

红红火火，更上一层楼。

赤豆糕
据说，这样的时令糕点深受镇上各个年龄层次人们的欢迎。赤

状元蹄

豆因其有清热解毒、健脾益胃、利尿消肿、通气除烦等多重功

用浓油赤酱烧的猪蹄，红得发亮，吃在嘴里软糯甜香却又不腻，

效，常常用于甜食的制作。

回味无穷。现在同里状元蹄的美名已经远播海内外，不管是来
同里旅游的客人，还是缝上喜事的本地居民，大家都喜欢来金

酒酿饼
酒酿饼是古镇同里春季的一种时令食品。它是由酒酿和面粉经
发酵、烘焙，并包入甜馅制作而成的一种薄饼。

芡实糕
芡实糕因配加有芡实粉而得名，这种糕点吃在嘴里松软细润，
极易消化，是一种开胃健脾的传统食品。

麦芽塌饼
麦芽塌饼是同里古镇上一种传统的苏式茶点，它是心灵手巧的
乡村主妇们个个都会做的一种乡土点心。清香扑鼻、黛青光亮、
细腻甜糯。

榜状元坊买个蹄髈回去讨个好彩头。

在哪里买？
同里随处都有卖状元蹄的，可当场真空包装。

袜底酥
强烈推荐。小小的酥饼，一层一层薄如蝉翼，形状呈腰子形，
有点象袜子的底，所以得名“袜底酥”。口味清新松脆、甜中
带咸。

闵饼
同里闵家湾“本堂斋”特产，颇负盛名的传统糕点，已有 400
多年历史。闵饼用“闵饼草”揉入米粉作皮，以豆沙、胡桃肉
作馅，蒸制而成，是青团的一种，色泽黛青，光亮细结，入口
油而不腻，清香滑糯，具有独特的江南农家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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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在多水多桥的同里，水上游古镇不容错过，沿途可赏同里名式名样的民清古建筑。
如果打算在同里小宿一晚，下午古楼品茗茶和晚上漫步夜花园也是不错的选择，这
些都是真正享受古镇之特色的最佳方式。

水上游古镇
到水多桥多的同里古镇，当然不可错过穿梭河道游古镇之乐趣，花费数十元租一条
游船，便可好好感受温婉的水乡情怀。
包手摇的木船，游一圈古镇大概 40 分钟左右，白天和晚上都有。白天可以拼船，也
可以自己包。天气冷得时候，晚上这些船的生意不好，也会停业。坐在船头，看着
岸上的风景，体会一下古人坐船代步的感觉，别有一番味道。也可以让船主教你划
船，也不失是一大乐趣。
古镇三桥景色游票价：60 元/船（可坐 6 人）
同里湖风情游票价：200 元/船（可坐 40 人）
同里湖面冲浪游票价：80 元/艇（可坐 6 人）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春歌 cc 提供）

漫步夜花园
千年古镇同里，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在这些灿烂的历史文化中，丝竹、暄卷、评
弹、戏曲、小调、花篮、莲湘、舞龙、舞狮、桥灯、河灯等，都是极富传统魅力的
文化遗存和流传曲目。
周末晚的同里退思园中夜花园具有特别景致。漫步庭园，楼阁品茶，可欣赏隔墙处
悠悠的《春江花月夜》，楼廊处吴侬的弹词开篇，亭台处飘落的《二泉映月》，岸船
处清亮的《珍珠塔》选曲，厅堂处婉转的暄卷曲调。

古楼品茗茶
大多数游客乐于享受在同里淡泊清幽、充满诗情画意的古建筑楼阁中点上一盘小吃
心，叫壶茶悠闲地细细品味古镇的宁静与同里特有的人文历史。南园茶社是最好的
选择，楼上是古老的木格花窗。在楼上楼下品茗聊天，带给人一种身在世外的怡然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卡耖提供）

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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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
三月廿八朱天会

六月廿三闸水龙

这是民间自发组织纪念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的活动，也是明朝

这是古镇同里的一大特色。到了农历六月廿三这一天，四周乡

灭亡后一些遗老遗少发起的一种具有宗教形式的反清组织。在

村的人都要赶来看闸水龙，这实际上是一年一度的消防比赛。

同里大部分以老婆婆为主，民间称“三月廿八轧老太婆”，活动

比赛地点从大庙开始，拿龙头的人有时故意将龙头朝天发射，

内容主要是“坐蒲凳，吃素斋”，据说吃了大素菜可以身体健康，

把飘飘洒洒的水珠泼向没带雨伞的人群，弄得看客浑身湿漉漉

百无禁忌。

的，但大家仍嘻嘻哈哈的很是开心。

四月十四神仙会

七月三十烧地香放水灯

这是一种地域较广的活动。但同里有同里的特色。神仙会里有

农历七月三十是地藏菩萨的生日，是日黄昏时分，每家每户都

踩高跷、荡河船、蚌壳精等，队伍很少，最后还有一批善男信

要在自家的门口或庭院内点烛烧香，香及棒香，可以一支一支

女穿

地分插在地上，俗称“狗道场”。结束后开始放水灯，放灯的时

着罪裙以示赎罪。

候，前面一只船上由僧人演奏佛教音乐，后面一只船则专门把

五月端午竞龙舟

油纸灯内的灯草点着，然后慢慢放到水面上。到时同里的河面
都一闪闪亮起了水灯，犹如满天星斗落放河中，景色十分壮丽。

同里水面辽阔，此项活动最为热闹，而所谓的龙舟只是在农家
木船的两舷用彩绸扎一些简单的彩，同时插上一些各色小旗和
彩纸做的花朵，船头左右条挂一个大彩球。出船时摇两支橹，

八月初七初八铜铜鼓

国外再加外出跳，即在橹中部下方，加一块长跳板，跳板要求

这实际上女儿节，农村里当年新结婚的妇女，在这两天里可以

长出左右船舷各一米，并加以固定，然后人就站在伸出的跳板

回娘家和父母弟妹团聚，因为过了这两天农村就要开始秋收大

上，同心协力摇橹。据说这时的船速是很快的，因此同里人又

忙了，也就不能再走亲访友了。在这两天同里镇上也会热闹一

称它为"快船"。比赛时除鼓队在船的头舱里助威外，老人孩子

番，附近集镇的小商贩都会集结到"北观"和新真街，搞上些拉

妇女都得上岸观看，留在船上的全是青壮年。

洋片、套泥人、浪马戏什么的，人山人海，十分热闹。

贴士
¤ 节假日期间，9:00-11:00 为景区入园高峰期，建议您在景

¤ 游客下车就会有一些骑着三轮车的人招呼，这些人最好不

区开放时间内错开高峰时间。

要理睬，因为他们一般都是房托。

¤ 五福水上游每天只开 2 班，分别是 10：30 和 13：30，请

¤ 同里一般旅店的拖鞋都是塑料拖鞋，冬天也是如此，建议

大家调整好时间。

自己带双一次性拖鞋在包里，这样方便又干净。多数民居的旅

¤ 每周五、周六，退思广场古戏台将开设夜电影专场，有兴
趣的游客和市民可前往免费观看。
¤ 同里停车场收费 10 元，不限时间，但这里离同里进口有点
距离，建议可在票务中心门口乘电瓶车过去，2 元/人。
¤ 平时去同里，如果对住宿没有过高的要求，一般不需要提
前预订房间。旺季为了避免麻烦，最好提前预订。

舍不提供梳子、毛巾、牙刷，也要自己带好。
¤ 夏天因为买蹄子人很少，可能会第二天又摆出来，看起来
还是和第一天一样鲜红，其实是上过色的，正常烧出来是不会
那么红。所以买状元蹄时要慎重。
¤ 明清街卖的手工画、扇子、丝绸、紫砂壶和各式各样民族
工艺品，可自由杀价，讨个好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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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一个人的江湖——行走同里
2012-9-15

作者：沈陌

有些时侯，把行走想像成飞翔着，像风一样自由自在。呆坐着，总会滋生些莫名的惆怅，
更哪堪在这初秋的雨天，于是，又决定出游，离开周遭熟识的一切，行走在陌生的古镇
——同里。[查看全文]

能不忆江南——同里
2012-8-13

作者：月光倾城 6

骄阳似火的暑假，我和某只发疯的猪准备找个地方避暑。搜集了很多避暑攻略，又在网
上对比了很久，终于确定去——同里。主要原因还是我们都比较懒，不想跑的太远，又
怕人多，而江南水乡的清新秀丽，温柔恬静一直是我的最爱。[查看全文]

锦绣江苏——同里，永远的梦里水乡
2012-8-6

作者：春歌 cc

春日，漫步西湖，被湖边“同里——醇正水乡，旧时江南”的广告所吸引，那怀旧感极
强的黑白画面上：小桥、流水、人家，淳朴典雅，美得令人心醉，极具震撼力。真没想
到，纷杂的世界里竟然还有如此清净的世外桃园！[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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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网友
本攻略感谢一起游网友 645002742_mxjzpp、沈陌、春歌 cc、zhenzi、LOVEx2KISS、月光倾
城 6、爱无知、卡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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