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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西塘不能不做的N件事

   

1、逛宽窄石弄

        西塘的石弄多是出了名的，算是西塘的一大特色。宅弄深处，曲径通幽，不知深

几许，行至尽头，豁然开朗，别有新洞天。西塘的石弄有三类：街弄、陪弄和水弄。连通两条平

行街道的称为街弄，街弄前通新街后通老镇，穿过它就像穿过历史隧道，街弄维系着两个不同的

时代；前通街后通河的称为水弄，水弄连着河埠，往往是附近不临水人家下河的通道；大宅内设

在厅堂侧面的称为陪弄。陪弄完全在室内，有墙和邻居相隔，没有采光系统，所以许多陪弄的墙

上挖有灯孔，就是为了放油盏灯照明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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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塘全镇总计有122条弄堂，最有特点石弄有：

最有名的弄：

石皮弄全长68米，由216块厚度仅三厘米的石板铺就而成，是王家尊闻堂与种福堂之间的过道。

据考证，弄内的石板路下是一条使全弄雨天不积水的下水道，薄如皮的石板作为下水道的表皮故

称石皮弄。

它最宽处1.1米，最窄处只有0.8米，如果有两个胖子在弄内交会，没准就是擦墙贴肚皮也不一定能

轻易通过，上面是一条狭长的天空，故石皮弄有西塘“一线天”的说法。

最长的弄：位于北栅街的四贤祠弄，全长23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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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窄的弄：位于环秀桥边上的野猫弄，最多30公分，是两幢房子中间的一条缝。

最宽的弄：位于烧香港北高阶沿李宅的大弄，可并排走5.5人。

最短的弄：位于明清木雕馆所在的余庆堂内的宅弄，全长不过3米。

   

2、享西塘夜色

       

　　在西塘，是一定要享受西塘的夜色的，如果你的行程中只是想白天的某个时分在古镇匆匆的

逛上一圈，那么建议你留宿一夜。到了晚上，这里一副热闹的生活景象：西塘的原住民们在河边

桂花树下摆上小桌椅，老鸭汤、西塘炒青豆端上，再来一口黄酒，远处的戏台上传来袅袅的越剧

唱调，时不时从眼前河边划过一艘载满笑声的游船⋯⋯如此这般的夜晚，真是再悠闲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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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清晨，再起一个大早，在晨曦中寂静的巷子里漫步，这个时分，又会感受

到一个不一样的西塘了，脱去喧哗装束的西塘，静谧中更显出一份千年的沉静。不要以为你是那

个最早的早起客，古镇里早已有河边的住户在小河边洗着墩布，有老翁驾着满船的鸬鹚往古镇外

划去⋯⋯

   

3、在廊棚发呆

        廊棚通俗的说就是带屋顶的街，这种廊棚在江南的水乡是很多见的。

        在西塘的闲逛中，廊棚成了躲也躲不开的去所，沿着廊棚，西塘这幅画卷慢慢在

眼前展开，累了，随意的在廊棚前的竹椅前坐下，忽略掉头上的树荫，面前流淌的小河，身后擦

肩而过的游客，让头脑恢复一片空白，哪怕只是几分钟，也是超级的享受了！

   

4、品醇香黄酒

        在西塘，黄酒是不能不品尝的。随便转进哪家饭馆或者人家，点上半碟青豆，几

个一口小粽子，两块八珍糕，再让店家烫上一壶黄酒，神仙般的日子也就如此这般的逍遥了。

   

5、听古镇越剧

        在西塘的送子来凤桥对面岸边的驳船码头，有一座水上戏台，夜色中，坐在对面

的廊棚下，或者坐着手摇船飘荡在河中，吴侬软语的越剧唱腔在回荡在耳边，恍惚能够感受到些

许鲁迅笔下社戏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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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塘风景

   

1、倪宅

        位于烧香港南，倪氏家族为镇上书香门第，倪宅前后共五进，前有廊棚，后有花

园，正厅名为“承庆堂”。

　　 西塘镇文化底蕴深厚，廉政文化资源丰富，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把弘扬优秀廉

政文化和发扬党的优良廉政传统结合起来，进行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建设。

        目前，经过整合充实廉政教育资料，重新修葺一新的“倪天增祖居” 与杭州于谦

祠、宁波清风园、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等10家单位被命名为首批“浙江省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成为了党员干部接受廉洁从政教育，普通游客陶冶情操的一个场所。

   

2、西园

        西园系明代朱氏私邸，为江南大户人家建筑，园内有亭台楼阁、假山鱼池，是当

时镇上风景幽美之处。西塘西园旧址在西街计家弄内，系明代朱氏别业，后出让给孙氏。园内有

树木、花草、假山、亭池等，风景优美。东侧假山上有“听涛轩”茶室，因假山上有白皮松1株，

高数丈，风来稷稷有声，故名。

        1920年冬天诗人柳亚子来西塘，曾住西园并与西塘南社社友在西园摄影留念，题

名为“西园雅集第二图”。1990年3月，在镇西善兴建了总面积16.6亩的公园，为纪念柳亚子来西

园，名为“西园”。入园处小桥流水，石狮门厅，园内环绕砖砌花格游廊、水榭、曲桥、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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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亭、人工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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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程线路以及门票

　　西塘其实很小，如果游荡，不用两个小时就能全部逛完，不过还是强烈建议至少要在这里住

上一晚，各个时段的西塘，味道是不一样的。

　　而西塘作为典型的水乡，石桥、长廊和里弄都很有特色，整个古镇共有100多座石桥，代表性

的有卧龙桥、五福桥、送子来凤桥、万安桥等。其中万安桥是好莱坞大片《碟中谍三》的最后场

景拍摄地。而紧靠送子来凤桥的长廊，是西塘最美的一段长廊，沿着长廊慢慢踱步，恨不得时光

就此驻足。

　　整个西塘的景点延杨秀泾、西塘港的T字型河道分布，中心地段是：环绣桥，经送子来凤桥

，至永宁桥的一段烟雨长廊。廊棚、古桥、宅弄，是西塘的3大特色。

　　最美的当数夜景，坐船夜览，别有一番情趣！联票有11个景点：倪宅、圣堂、木雕阵列馆、

江南瓦楞馆、张正根雕艺术馆、纽扣博物馆、黄酒陈列馆、西园、王宅、醉园、七老爷庙

   

1、常规路线

        推荐一个常规的古镇11个景点游览路线（逆时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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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古镇中部的叶家弄进入，入西街右转，经“根雕馆（1）、瓦当馆（2）、薛宅

钮扣馆（3）”；——到双桥处，直走过安境桥右转，在烧香港，游“倪居（4）、圣庙（5）、木

雕馆（6）”；——延西塘港东边古街北上，过狮子桥，可见“黄酒馆（7）”；——沿细长的烟

雨长廊，经送子来凤桥，一直往西，来到“醉园（8）、七老爷庙（9）”；——返回环秀桥，右

转进“锺福堂（10）”；沿西街往东，最终游览“西园（11）”。

   

2、一日游线路

          上午游张正根雕馆、江南瓦当馆、烧香港、倪天增祖居陈列馆、圣堂、塘东

街、中国酒文化博物馆，品尝水乡特色菜，下午漫步烟雨长廊，游七老爷庙、醉园、石皮弄，种

福堂、西园、中国钮扣博物馆，返。

   

3、二日游线路

D1

：下午四点左右进镇，游览西街、烧香港、倪天增祖居陈列馆、圣堂、塘东街、中国酒文化博物

馆，品尝水乡特色菜，船游胥塘河，华灯初上，观古镇夜景，入住酒店；

D2

：参观张正根雕馆、江南瓦当馆，西塘最佳观景处——永宁桥，漫步烟雨长廊，游七老爷庙、醉

园，中餐后游天下第一弄——石皮弄，种福堂、西园、中国钮扣博物馆，返。

   

4、门票信息

        目前西塘的门票有联票和单一门票两钟

　　联票：100元/人（含五姑娘主题公园及11个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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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区门票：50元/人

　　白天游船：手摇船100元/船（每条船限坐10人）电瓶船5元/人，整点开船，间隔半小时

　　晚上游船：150元/船（限坐10人）

　　开放时间：8：00～17：30开放，每周六，周日8：00——16：30

   

5、夜游须知（周五 周六）

1）凭景区门票.联票或夜游联票购买船票：

团体(包船限10人)：150元/船（游览25分钟） 散客（定时开船）：20元/人（游览25分钟）

2）购买船票时未能出示景区门票，联票或夜游联票：

团体(包船限10人)：250元/船（游览25分钟）

散客（定时开船）：30元/人（游览25分钟）

开船时间：18：00 18: 30 19：00 19: 3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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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住在西塘

        西塘不同于其他古镇，景区同时也是居民区。所以，景区内遍布家庭旅馆。如果

想选择一家真正临水的客栈，想在晚上和清晨都临水而坐，那么建议选择西街北边的客栈了，从

永宁桥到环秀桥这一段是风景最美的一段，也是真正的临水而居，房间开门即是水，躺在阳台上

的躺椅上，喝上一杯清茶，看着河对面的烟雨长廊，眺望对岸的行人和风景，再惬意不过了。这

段路上有秋雨阁、别有天、近水楼台、梅苑、萍水客栈、水云间客栈、随缘小筑、望河客栈等。 

        不过在假期中，这些客栈的价钱也是整个古镇里最贵的，一般临水的客栈，一个

房间都在300元以上，而且基本上需要提前预定。其他的客栈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价格就要相对

便宜了，从150-300都有，尤其是在一些隐藏在里弄里面的客栈，100块钱也是可能的。

   

1、亲水人家

客栈地址：西塘镇上西街112-1号

联系人：钟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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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房电话：0573-84564698

手机：15957379465

        亲水人家依水而建，典型江南水乡景致的缩影——坐落于西塘旅游区中心主干接

到上西街112号，具有100多年的历史，明清建筑，粉墙墨瓦。临河设有楼上楼下大小两个观景平

台，在您品茶小憩的同时，既能东眺安境桥，又能西望环秀桥，听着古老的传说尽情领略古镇特

色景点“送子来凤桥”的秀美、清净、怡人。晨间，小桥流水，薄雾似纱；傍晚，斜照夕阳，渔

舟唱晚。

        亲水人家装饰一新，内设6间景观雅室，均独立卫浴，依水傍船，赏心悦目，闹

中有静。古代闺房，雕花大床，古朴雅致，别有情趣；现代房间，宽敞明亮，整洁舒适。

   

2、听水楼客栈

客栈地址：中国古镇西塘上西街14号

电话：13750748207

QQ：605526724

        听水楼客栈位于中国古镇西塘上西街14号---古镇的中心地带，在水畔、桥旁、小

弄里、长廊的对面，所以关窗可听水；推窗可观桥；隔水眺长廊；出门走小弄。

                                               14 / 26



�������

西塘：千年古镇
  

五、吃吃买买在西塘

   

1、正宗西塘风味小吃

        沿着西塘的任何一条巷子漫步，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小吃不断了，无论是一口棕、

熏青豆，还是臭豆腐、小馄饨、粉蒸肉，都是不能错过的美味！基本上走不完一条小巷，已经撑

得肚圆了。

        如果想吃一顿正式的西塘风味饭，可以去老品芳吃，从咸亨和钱塘人家旁边的弄

堂进去，走100米的样子就到了，价格实惠：酱爆螺蛳（5元）、椒盐南瓜（6元）、蝉衣包圆（10

元）、鸭汁豆腐干（3元）、酱鸭（10元）、油炒咸油菜心（5元）、菱角炒毛豆（8元）、响油鳝

糊15元。其他煲类馄饨老鸭煲什么鱼啊河蚌之类的也才15元，重要的是味道好吃，量还大。 

其他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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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子龙蹄：就是卤的大肘子。永宁桥外有家不错。25元/斤。

粉蒸肉：荷叶包裹，内是大米和猪肉。8元/个。

五香扎肉：粽子叶包一块五花肉，都放在锅内煮着，吃的时候现取。2.5元/个。

霉干菜：4~5元一捆

腌制大头菜：10元/包

小粽子：鲜肉、赤豆、栗子等等，0.5元/个。

芡实：又名鸡头米，25元/斤。要买鲜红色的才新鲜，暗色为陈米。

芡实糕：8元/盒，多种口味可选择。核桃口味为10元/盒。

麻饼：挺大的，外表沾芝麻，馅是瓜子、豆沙、核桃。10元/盒，一盒两个。

麦芽塌饼：1元/个。很好吃的小甜品。

咸菜心：用新鲜油菜心腌制，食用时取适量油、糖炒之。用葡萄糖的玻璃瓶子6元/瓶，大可乐瓶

子为12元/瓶。

永宁桥外三味臭豆腐：现做现卖，5元/份。

熏青豆：这里要说明，有两种熏青豆，卖游客的都是炒过又再炒一遍不新鲜的豆子，小包3元，大

包8元。而卖给本地人新鲜的熏青豆一包就要10元，大家要记得买新鲜那种，就是看起来很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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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熏出来跟门口摆的一比就知道了。

陆氏馄饨和钱氏豆腐花：安境桥下的陆氏馄饨和钱氏豆腐花都涨价了，其中陆氏馄饨不值得吃，

一大个馄饨肉馅比指甲盖还小半个，卖的还很贵。小碗5元，大碗8元。钱氏豆腐花还不错，2.5元

一碗。

Ps：此类价格变动较大，旅人网友提供的最新信息仅供参考，以实际价格为准。

   

2、西塘购物建议

1）“老品芳”旁边有西塘特产九九平安铃，就是9个有虎头图案小铜铃穿起来的饰物，可以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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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腕上，走路不响，只有拿起来把玩才响。3元是一条单独的红线穿起来的，若是想要直接带手腕

上有结的则需要5元，若出20元则可以拥有5个平安铃了。刘老板是西塘有名的铜匠，还有其他如

汤婆子等铜器也非常精美便宜，值得提的是老板这个人非常有趣，会拿一把折扇跟说评书一样讲

西塘古镇的故事，就算你不买，他也会送吉祥话给你，特别可爱。

2）西街上有手工现做的蚕丝被，100元/斤。

3）没有角的绿色菱角。据说是某个皇帝说，菱角有角好烦啊。然后西塘的菱角就没有角了，2元/

斤。不过这东西不能过夜，只能买了回来叫房东直接煮给你品尝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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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西塘的桥

        西塘除了石弄多，廊棚多，还有一多就是桥了。这里地势平坦，河流密布，一共

有9条河道在镇区交汇，把镇区分划成8个板块，连接这些板块的就是遍布在古镇中心和周边的桥

。至1998年，全镇共建桥104座。自宋以来，西塘已建有安仁桥、安境桥、五福桥、永宁桥等11座

。清代又建有卧龙桥、渡禅桥、来凤桥等。这些古桥大都为单孔石柱木梁桥。桥梁工艺精湛，至

今保护完整，具有观赏价值，自古誉为“卧龙凌波，彩虹飞架”。 

   

1、卧龙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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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桥为单孔步级石桥，全长31.46米，宽5米，高5.5米，全镇最有名的一座桥。据

史料记载，卧龙桥最初建于明代，但当时仅是一座小木桥，每逢雨天行人一不小心就会滑倒。

        相传清康熙年间，桥旁居住一位姓朱的竹篾匠，生性善良，他看到老百姓雨天过

桥时的困难，心里很不好受。一天，他亲眼看见一位孕妇过桥时落水而死，就立志募捐造桥。他

别无他途，只得削发为僧去化缘，取名广缘，以铁链穿肩，苦行奔走十余年，终于募得白银三千

余两，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开始动工建造石桥。他因化缘积劳成疾，未曾完工就得病

而死。广缘和尚死后十日，石商运来了一批据说是广缘五天前订购的石料，镇上工匠个个惊诧，

说广缘和尚已在十天前亡故。无论此事是虚是实，但不久便传遍了整个西塘镇，远近居民纷纷捐

助，没有多少时间就将卧龙桥建成了。

        桥上有对联写道：修几百年崎岖之路，造千万人来往之桥。将这一事迹告诉后人

，并表达人们对广缘和尚的崇敬之情。

        造桥的工匠怕雨天桥滑特意在每级台阶上刻条纹增加摩擦力，这些条纹像不像龙

身上的鳞纹呢！后来到了清代咸丰年间，太平军攻占县城嘉善，在西塘北面姚家浜与清军争战，

传说太平军首领忠王李秀成曾在卧龙桥上指挥督战。《苹川棹歌》有诗为证：“卧龙桥耸势崔巍

，俯瞰川原眼界开。传说忠王曾到此，石栏杆畔久徘徊。”卧龙桥位于北栅街，中国酒文化博物

馆以北。

   

2、五福桥

        建于明正德年间，修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据西塘的老人说，从这桥上走过的人会带上五种福气，分别是：长寿、富贵、康

宁、德行和善终。

        五福桥位于烧香港，倪天增祖居陈列馆以东。

   

3、送子来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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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桥是座廊桥，始建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清康熙四十八年（1710年）、道

光十五年（1836年）重修，据说当时桥快建好的时候有一只非常漂亮的大鸟飞来停在桥顶，包工

头图个吉利，取名来凤桥。

        桥刚建成，居住在桥边的一户人家生了个儿子，以为是新桥带来的祥瑞，当地百

姓又称此桥为送子桥。先来凤后送子，因为重男轻女所以倒过来叫送子来凤桥。

        走这座桥还有点讲究，古人讲究阴阳学，南阳北阴，古时男为阳，女为阴。此桥

南面一边是阶梯，北面一边是斜坡。男子当然走台阶步步高升，女子三寸金莲小迈步，持家稳稳

当当，老人们说：“新婚夫妇走一走，南则送子，北则来凤”，要是有婚后还未得子的，不妨也

来走一走。

        国际影星《廊桥遗梦》的女主角梅利尔来到西塘，也走了这座廊桥，她笑着说：

如果我先走了这里的廊桥，也许就不会有美国的“廊桥遗梦”了。

   

4、环秀桥

       

此桥最早建于明万历九年，几次修缮。相传以前晴天时站在桥顶上可以眺望到太湖边的青山。

        这里有幅对联：船从碧玉环中过，人步彩虹带上行，描写了过桥的两种方式。我

们乘船是从碧玉环中过，步行则是人步彩虹带上行了。接触对联的朋友肯定发现这副对联是脱胎

于河北赵州桥上的对联：水从碧玉环中去，人在苍龙背上行。是从长廊去往石皮弄的必经之桥。

   

5、永宁桥

        此桥是古镇内取景的最佳处，在烟雨长廊与“钱塘人家”的交会处。

   

6、安境桥

        江南桥梁的造型最常见的有三种：拱桥、平桥、折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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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分的方法很简单：拱桥的桥孔呈圆拱形，便利船只穿越行驶；平桥的桥孔成方

形，桥面平直；折桥的桥面则呈一字形横跨过河。安境桥属于拱桥，永宁桥属平桥，万安桥则是

折桥。

        站在安境桥上可以将三座不同类型的桥尽收眼底，在其他古镇实属少见。此桥位

于“明清食代”旁。

   

7、万安桥

　　好莱坞大片《碟中谍3》的最后场景拍摄地，极具水乡浪漫色彩。位于中国酒文化博物馆附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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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怎样到西塘去

        西塘在嘉善城区北10公里处，乘坐公交前往20分钟就能到达。西塘距离上海很近

，乘飞机适合到上海后转车去。从上海到嘉善，可以从上海南站坐火车前往，大概一个小时的车

程就能到达！到达嘉善之后，乘坐小巴就能到达西塘了。不过从小巴上下来，到达的是西塘的新

城，而古镇是在新城的包围之中，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下车就会看到错综的河道和小桥流水哦：

）

   

1、汽车

上海游客可在徐汇区上海体育馆5号大门侧候车大厅候车，每周六，日上午9：00准时发车。联系

电话：021-64265555

南京—嘉善 14:40　　嘉善汽车站每5分钟发一辆车到西塘

苏州—嘉善 11:50 13:00　　嘉善汽车站每5分钟发一辆车到西塘

嘉善—杭州 每隔40分钟

嘉善—上海 每隔1小时

嘉兴—西塘 6:40  8:00  8:40  9:50  10:30  11:20  12:10

12:50  13:30  14:30  15:20 16:30

   

2、自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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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方向：

沪杭高速嘉善大云出口下→沿善江公路按西塘路标行驶→下高速后开车约十五分钟可到达西塘古

镇。（总车程约一个半小时）

杭州方向：

A：沪杭高速嘉善大云出口下→沿善江公路按西塘路标行驶→下高速后开车约十 

五分钟可到达西塘古镇（总车程约一小时四十五分）；

B：320国道行驶→嘉善车城路口左拐→往平黎公路方向约行驶十五分钟即可到达。

苏州方向：

苏嘉杭高速平望出口下→318国道往上海方向→过黎里后右转至平黎公路往嘉善方向，按西塘路标

约行驶二十分钟左右即可到达（总车程约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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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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