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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里概况

　　历史上，同里镇曾被称作“富土”，但由于“富土”之名过于招摇，才把“富”字不出头，

去掉一点，再将该字一分为二，上半截为“同”，下半截“田”“土”相叠而为“里”，“同里

”这个低调平和的名字由此而来。这座小镇永远淡然内敛的姿态，一如“同里”这两个汉字，将

世间万物暗藏其间。

　　位于太湖流域泽国河网包围之中的同里，是漂在水面上的。15条河流，纵横交错，把小镇划

分成7个小岛，40多座桥梁把小岛连成一个整体，居民宅院傍水，因水成园，家家临河，户户摇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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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同里最棒的体验

   

1、灵动退思园

　　说到同里的园林，一定要从退思园开始。当年的园主任兰生一定未曾想到，他建的私家园林

，日后竟成了同里镇上最璀璨的明珠。

　　《左传》中一句“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清楚道出了园名的含义———“退而思过”。也许

你走入园中不为思过，只为寻一处静谧，体验一分灵动之美。退思园虽小，却集中了江南古典山

水宅园的各种元素，亭台楼阁、廊舫桥榭、厅堂房轩⋯⋯退思园的最大特色是仿佛浮于水上，亦

有“贴水园”之称。走在园中，移步易景，水随景动，更添几分曼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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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有人说退思园太实，在一个小小空间里安置了过多的东西，有些像乡下暴发户，只顾

在手指头上套满了昂贵的钻石翡翠金银戒指，拥挤得让人有些局促。但存在既有理，看过再评价

也许才是正确的选择。

   

2、从容过三桥

　　同里的桥很多，建造得也考究，是进出小镇的门户和纽带。最有名的当属小巧玲珑、构筑典

雅的三座小桥。

　　漫步三桥是同里最具人气的旅游项目，在同里人眼中，太平、吉利和长庆桥是消灾解难的象

征。每有居民婚娶，更要让新娘、新郎在喧天鼓乐声中过三桥，保佑夫妻白头偕老。

　  

避开白天汹涌的人潮，在黄昏时分踱上石桥逗留片刻，只需瞬间便可融入了这个从容的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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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悠长穿心弄

　　走过二堂三桥，穿过鱼行街和竹行街就到了穿心弄——一处能够圆你心中江南情结的所在。

弄堂很窄，或许因为下雨的缘故，格外安静。石板下是流水，走在上面，咚咚作响，而那小巷深

处传来的笛声，无意间成了小巷的最佳注脚。

   

4、古韵夜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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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里的夜生活是必须体味的。夜里古镇没有门票一说，找个水边的小茶馆坐下，点杯茶和本

地黄酒同里红。水岸微风，水中有点点灯光树影。感觉一定不同～

        推荐夜游退思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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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花园凄迷的月下灯光，街巷处淳朴的民居民

风，河道内与河灯相辉映的彩灯船和红绿灯相间挂满枝杆的传统桥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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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里的地图与交通

   

1、景区地图

　　同里的景区地图： 

   

2、如何到达——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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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没有民航机场，乘飞机一般取道上海虹桥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和江苏省境内的无锡硕放机场。上海两机场与苏州之间长途客运班线频繁，交通方便。

   

3、如何到达——汽车

　　除去上海集散中心的车子，每天在1点多的时候，在上海沪太路有直接到同里的车，每天只有1班车。坐汽车到青浦，再从青浦到同里，应该是一条相当不错的路线。从青浦到同里的车子是一个小时一班，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整点发车。 

   

4、如何到达——自驾

　　上海方向：

　　1）从上海往318国道至黎星往松厍公路抵同里；

　　2）经沪宁高速公路，在苏州东出口往南行至同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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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杭高速公路嘉兴出口－苏嘉公路－平

望－吴江－同里。

   

5、如何到达——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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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同里旅游，乘坐列车一般到苏州火车站。抵达苏州火车站后，直接在火车站广场乘班车往

同里，每20分钟一班，票价8元，行程45分钟。打的约80元。

　　上海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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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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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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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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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里行程路线推荐

　　同里虽小，但街回路转，幽深曲折，文物古迹的分布也扑朔迷离，为了让初到同里的游人玩

得开心、游得尽兴，我们设计了三条路线，供大家参考。

   

1、来去匆匆精华游

　　如果您是来去匆匆的客人，只能在同里呆上一会儿，那么建议您走这条线，把同里的部分精

华先装进心中。

　　其具体路线为：

　　退思园→文物馆→崇本堂→三桥→嘉荫堂→丁字河→明清街→世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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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认真真一日游

　　如果您时间比较充裕，可以在同里玩上一天，那么建议您走这条线，您可以在明清街上品尝

一下同里的小吃，然后带上一些同里的土特产，高高兴兴结束一天的游玩。

　　其具体路线为：

　　退思园→丽则女学→三谢堂→文物馆→崇本堂→三桥→耕乐堂→丁字河→嘉荫堂→明清街→

世德堂→五鹤门楼→陈去病故居

   

3、休闲度假二日游

　　如果您是来休息度假的，那么建议您不妨头天晚上在同里住下，晚饭后可以先去退思园欣赏

一下夜花园的景致(周末开放)，品尝那份独特的幽静与超凡脱俗的感觉，第二天开始游览。您可

以一大早起来，踏着晨光，披着朝霞，坐着小船，从同里湖中的罗星洲开始您一天的游览。

　　其具体路线为：

　　罗星洲→陈去病故居→五鹤门楼→南埭东埭老街→南市晓烟→串心弄→丁字河→计成亭→耕

乐堂→三桥→嘉荫堂→崇本堂→文物馆→三谢堂→珍珠景点群→丽则女学→退思园→明清街→世

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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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闲话同里的桥

　　在同里最为出名的是“一园、两堂、三桥”，都是古色古香的造型。一园是江南名园退思园

，此园在不大的面积里精巧安排，使得小小的园林给人一种移步换景千变万化的感觉。两堂指的

是崇本堂、嘉荫堂。三桥指的是太平桥、吉利桥和长庆桥。

这里要闲话一下同里其他的桥。

   

1、最古老的思本桥

　　同里处于五湖环抱之中，镇内街巷逶迤，河道纵横，因而也就留下了众多的建于各个年代的

古桥。在古镇，最古老的桥是思本桥。它建于南宋，距今已有700多年，虽经风雨侵袭，至今仍岿

然不动，跨越在川清水秀的河港上。桥名“思本”，乃取“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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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小巧的独步桥

　　在同里，最小的桥该是坐落在环翠山庄荷花池上的独步桥。此桥桥面总长不满五尺，宽不过

三尺，两人相遇需侧身而过，单孔拱形，小巧玲珑，堪称一绝。

   

3、最好学的普安桥

　　最能反映同里人勤奋好学的桥，莫过于普安桥，又称小东溪桥。

　　初建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在其西侧石壁上，刻着一副十分引人注目的对联，上联是“

一泓月色含规影”，下联为“两岸书声接榜歌”。

　　同里虽小，却有着读书的传统。据记载，宋朝以来，同里出过状元1人，进士42人，文武举人

90多人。

   

4、最神气的富观桥

　　最富有神话色彩的古桥是富观桥。在此桥的龙门石上，有一幅惟妙惟肖的“桃花浪里鱼化龙

”的石雕。

   

5、最传奇的乌金桥

　　乌金桥坐落在镇西北郊，是当年苏州到同里的必经之路，也是古镇的重要入口。那一年古镇

百姓为迎接太平军，一夜之间修建了此桥。桥面中心方石上特意刻了一幅“马上报喜”图，以预

祝太平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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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同里的住宿

　　“家有临水，户户通舟”的同里，人杰地灵，小巷深远悠长。串心弄古朴典雅，青石小路蕴

涵了水乡特有的文化色彩，两旁明清时期的民居经历了江南烟雨的洗涤，愈发的清秀质朴，令人

留连忘返。

　　在这淡泊清幽、充满诗情画意的古建筑群中，一批别有风味的古民居客栈正式对外开放。民

风浓郁，水从窗前过，头枕河而眠，呀呀橹声伴您入睡，与同里同作一个梦，融入其中，做一回

同里人。

   

1、古风园客栈

　　位于退思园北侧的古风园中的明清客房是中国古代床榻展示馆的组成部分。全部客房坐北朝

南，占一座三层中国古典小楼的第二、三层。小楼前的小型苏州园林中的百年古树、紫藤和精心

构筑的鱼池、凉亭、石子路等搭配得错落有致，别有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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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房内设六间套房、六间标房、四间普通标准间，均为各具特色的明清风格装修。特别是十

二间客房摆设着十二大不一样的明清款式家具，总台放置着光绪年间苏州知府的安民告示原件，

使人仿佛置身明清时代。

                  　　周日至周四     周五、周六

　　豪华套房       260元             300元

　　豪华标房       160元             200元

　　普通标房       100元             130元

　　暑期学生特价时间：7.10——9.1

   

2、繁荣客栈

　　客栈距离景区内，离景区门口200米左右。客栈依河而建，为两进，前一进可以品农家饭、喝

茶，不不时有小船划过，雨天，烟雨蒙蒙，别提多美了。二进是住宿，房间内干净、舒适，主人

热情好客，晚上可以和他聊聊小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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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间3间，古典房4间（2间沿河），现代大房2间，提供免费接站。

　　地址：苏州同里竹行街62号

　　联系电话：0512-63337665  15962595403

   

3、正福草堂

　　正福草堂，自二00一年起经营。二0一0年扩之新成，屡经修葺，方就规模。爰有九间客房，

应景应物，名为：幽兰静室，一池波。云水眠，两宜，江南人家，红妆，棠棣之华，耕读传家，

殿春小筑。

　　地址：同里镇明清街正福草堂

　　电话：0512-63320576 63336358

　　房价：480元-1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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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同里的特别提示

   

1、门票及游船

　　门票：

　　套票80元。在苏州火车站买旅游专线车的车票时购买，优惠价格60元。门票包括一些为修复

后的园林，私家别墅等等。

　　TIPS：在早上7：30前或者晚上5：00以后进入古镇，都不需要门票，而清晨和夜晚，恰是同

里最美的时候，强烈推荐逃票体验。

　　游船价格：

　　古镇三桥景色游票价：￥60/船(可坐6人)

　　同里湖风情游票价：￥200/船(可坐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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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里湖面冲浪游票价：￥80/艇(可坐6人)

　　豪华游船同里→周庄单程票价：￥450/船(可坐60人)

　　豪华游船同里―周庄往返票价：￥600/船(可坐60人)

   

2、美食

　　同里气候温和湿润、河汊密布，盛产河鲜及各种水生作物。餐饮文化带有典型的江南特色。

最有名的是状元蹄、糕里虾仁、三丝春卷、香油鳝糊和用白鱼、鲈鱼、桂鱼、甲鱼等河鲜烹制的

水乡名菜。水生植物类的茭白、芹菜、莼菜、菱、藕、茨姑等，都是别具地方特色。小吃方面有

袜底酥、百果蜜糕、茨宝糕、青团、闵饼、猪油年糕、鸡米头、大肉馒头、酒酿饼、麦芽塌饼、

小熏鱼等，游客可以到百年老店益隆酱园、谷香村、南园茶楼品尝。

　　湖鲜名菜

　　糕里虾仁：以鸡蛋白调匀后加入米粉、虾仁，入锅油氽制成，色泽鲜艳，松香可口，亦可另

置小盒，佐以番茄食之，其味更佳。 

　　三丝鱼卷：选五六斤重的青鱼或草鱼，取雌爿中段，去肚当留皮，卷入火腿丝、鸡丝、香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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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并以黄酒、香葱等佐料，入笼蒸熟即成。其肉质细嫩，清香鲜美，别具风味。

　　香油鳝糊：用炒鳝丝与火腿丝、鸡丝、虾仁等配制，稍加姜丝、酥油、蒜泥，沸荤油浇面。

上桌时，薄撒胡椒，香气扑鼻，入口鲜美。

   

3、购物

麦芽塌饼

　　同里的明清商业街是购物的好去处。两旁建筑为明清年代所建，保留了原来的风格。街上摆

满各种特产工艺，有字画墨宝、古玩刺绣、美食小吃，如传统特产熏鱼、肉饺、栗酥、果酥等，

传统点心大肉馒头、酒酿饼、麦芽塌饼、青团子等，价廉物美。如果您是一位古董的收藏爱好者

，没准会在某个不起眼的摊头淘到历史的遗留。

　　同里水产丰富，水产品、土特产也是购物的主要选择，必买的是同里酒酿饼和鸡头米。

   

4、最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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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气候宜人，无寒冬酷暑，四季景色各领风骚。因此，到同里不必介

意时节，但最好不要周末或节假日去，因为在滚滚人潮之中，很难领略古镇水乡的宁静秀美。

   

5、节日

　　常言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同里有许多自己独特的民俗节庆活动：

　　正月初一点罗汉

　　正月初一到初五，四乡八邻的善男信女争先恐后地赶到座落于古镇西南的“南观”去点罗汉

，以祈求四季平安。

　　三月廿八朱天会

　　本是民间自发纪念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的活动，但同里却大部分是以老婆婆为主，所以同里

人很少有人晓得朱天会的实质，只记一句民谣：“三月廿八轧老太婆”。主要活动是“坐蒲凳、

吃素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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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四神仙会

　　这是一个地域较广的活动，但同里有同里的特色。主要活动内容有：踏高跷、提香臂香、蚌

壳精、荡河船。队伍很长，最后还有一批善男信女穿着罪衣、罪裙以表示赎罪。

　　六月廿三射水龙

　　是同里的一大特色，实际上是一年一度的消防比赛。由大庙向西，一直排到渡船桥堍，拿水

龙头的人一齐发射，河面上水龙腾空，雾气弥散，场面壮观。

　　七月三十烧地香、放水灯

　　七月三十是地藏王菩萨生日。每家每户都在自己家门口或庭院地上点烛烧香，结束后再放水

灯，届时全镇的河面上都一闪一闪地亮起了水灯，犹如满天星斗，随着水波由西向东慢慢消失在

夜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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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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