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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庄：梦里水乡
  

一、江南水乡——周庄掠影

斑驳岁月，吴侬软语，白墙灰瓦，小桥流水，交织在一片江南烟雨中——这就是周庄，被誉为“

中国第一水乡”，江南水乡的代表。周庄位于昆山市境内西南隅，与吴江、吴县、上海市青浦县

交界，处于澄湖、长白荡、淀山湖、白蚁湖和南湖环抱之中，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岛中之镇”。

著名画家吴冠中来周庄写生后撰文道：“黄山集中国山川之美，周庄集中国水乡之美。”

古镇不同季节，自有其别致所在。特别是三四月间，春天的江南，如果是细雨蒙蒙的时候，那更

是完美。在古朴的石桥边，看那雨丝连同自己的思绪一同洒落在这水波起伏之间，如诗如画亦不

真实的感觉，仿若千百年的时光都不曾流动，岁月静好，诠释着江南水乡所带给我们的全部审美

体验。

游览季节：全年。春天感觉更好。 

(图片由网友 @紫荆烟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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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庄：梦里水乡
  

二、周庄古镇最棒的体验

   

1、晨坐石桥畔，闲看周庄醒

如果夜宿周庄，那么不妨早起，在古镇石桥附近溜达，避开熙熙攘攘游人如织的时刻，有早起的

当地居民，三三两两，或晨练，或遛弯，对很多人来说，似曾相识，很熟悉却很遥远的场景，是

尚未在城市生活时早年的记忆。“鸡鸣桑树颠，犬吠深巷中”岁月流转，在此刻深呼吸，沁凉沁

凉的。或坐在桥上看太阳渐渐升起，居民开始忙碌，这个时候的周庄是最真实最平常的周庄，再

过几个小时就是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的喧闹中失去江南水乡原本气质的周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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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羽飘 提供)

   

2、夜凉河畔万三酒，或欣赏《四季周庄》

夜凉如水，古朴的屋檐下亮起长串长串大红灯笼。此刻，可以在河边，一壶茶，一张椅子，望着

河对岸的灯笼发呆。没有了白天的喧嚣，也不像清晨那么安静，此刻的周庄是属于晚饭后闲逛的

古镇居民的时光，也是少数游客喝茶闲扯享受惬意生活的时光。

如果想搞点活动，可以选择在晚饭后观看《四季周庄》：原生态水乡情景表演，是中国第一部呈

现江南原生态文化的水乡实景演出，演出在“小桥、流水、人家”的经典环境里展开，以特有的

水乡表现手法，再现中国第一个水乡周庄的文化特质和迷人情韵。演出的三个篇章——渔歌、渔

妇、渔灯、渔作表现的“水韵周庄”；以春的《雨巷》、夏的《采藕》、秋的《丰收》、冬的《

过年》放映的“四季周庄”；迎财神、 打田财、阿婆茶、水乡婚庆展示的“民俗周庄”，其地域

性、民俗性、观赏性、草根性、艺术性堪称世界一流演艺之精品。

演出票价：普通席150元/位 VIP席280元/位

演出时间：4月10日至10月31日，每晚19：00至20：00

演出地点：江南人家  水上舞台

咨询电话：0512-57205622

备注：冬季演出可能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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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庄：梦里水乡

(图片由网友 @紫荆烟 提供)

   

3、泛舟水乡，桨声欸乃

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泛舟，在桨声欸乃声中，一路古镇风光看过去，一路船娘吴歌小唱听过去，

几多惬意几多潇洒。可以有以下两种选择，建议拼船,AA制后就很划算。如果船娘说要唱歌助兴

，尽量问清楚是否要钱，价格多少，免得事后说不清。周庄其他消费项目也是，在这种旅游开发

有些过度的景区，额外的服务一定要问清是否要付费，陷阱比较多，多提防。如果银子多，那就

尽情享受吧。

万三休闲水上游

万三水上游是一条集休闲、文化于一体的水上旅游精品线路。游客从沈万三故居乘船，顺流而下

，直至古镇双桥，全程大约半小时，沿途可欣赏周庄迷人的田园风光，在古镇银子浜还可看到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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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三水冢墓。沿路可以寻觅巨富沈万三发财致富的历史传说，两岸是绿树红花，鸟语花香，恍若

隔世的江南水乡桃源生活。万三财运水上之旅：单趟150元/船 往返180元/船

古镇水巷游

小船穿行于古老水巷，一边听着船娘船歌清唱，一边可欣赏典型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风光；游线

自白蚬湖开始，至南湖终，沿急水港航道横贯两湖，沿途的田园湖岸景色秀丽。古镇水巷游

100元/船，沈厅对面的游船码头上船，可乘1-8人，建议拼船。 

(图片由网友 @羽飘 提供)

   

4、坐长木板凳，赏免费昆剧

在大戏台免费观看演出。如果你喜爱昆剧，自不必多说。如果不熟悉，也不妨坐在板凳上，欣赏

一会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剧，艺术的享受。2001年，昆剧被列入世界“人类口述非物质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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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自己是几百年前劳作的百姓，此刻正携家带口坐在戏台下看戏。历史的距离，是如此的

短；岁月的场景，是如此相似

大戏台演出剧目

：《长生殿》、《牡丹亭》、《白兔记》、《窦娥冤》、《孽海记》、《寻亲记》、《双珠记》

、《公孙子都》等。 

时间：上午10：30-11：15   下午14：30-15：30

提示：此演出时间仅供参考，具体演出时间以周庄古戏台公布时间为准） 

(图片由网友 @紫荆烟 提供)

   

5、在贞丰街观看传统民俗手工艺表演

“周庄十二坊”由酒作坊、竹艺坊、豆腐坊、糕团坊、铁铺坊、木器坊、砖坯坊、苇画坊、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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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土布坊、乐器坊、绣鞋坊组成，周边辅以民居客栈、茶馆、食肆等，将呈现周庄历代商业和

手工业繁盛的缩影。随心走一遭却可大开眼界，如竹编艺匠手中的竹刀能把竹片分劈五层青黄篾

片，所编箩筐筛匾，形态各异，细密精良；如铁铺手艺，风箱急，炉火旺，匠师们站在熊熊的火

炉房，挥起铁锤，叮叮当当，锤打出钳钩镰铲；水乡音乐人同时用几种民族乐器合奏；绣娘们在

不盈方尺的鞋材上飞针走线⋯⋯ 

(图片由网友 @羽飘 提供)

   

6、看鱼鹰捕鱼表演

在周庄鱼鹰捕鱼是一种古老而神奇的捕鱼方式。鱼鹰又叫“水老鸦”，学名叫鸬鹚，全身的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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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黑色，长嘴像圆锥形，前端有利钩，下颌有个小囊。渔鹰的游泳本领十分高强，它的腿长在身

体后面，脚趾有很宽的蹼，蹬水十分有力，潜入水中后灵巧迅猛，游得飞快。

渔民捕鱼时，用撑船的竹篙把鱼鹰赶下水，鱼鹰潜入水里追逐鱼儿，从来不落空，只消片刻时间

，当它们钻出水面时，嘴上便叼着一条活蹦乱跳的鱼。

 (图片由网友 @福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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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庄：梦里水乡
  

三、水乡之美，周庄那些景点

关于门票：周庄景区门票100元，如果入住客栈，可以让老板代为购买打折票70元。夜票（16:00~2

1：00）70元，仅限于当晚。

如果在票务中心免费拍照门票可以使用3天

1、儿童票：身高1-1.4米之间购半票。1米以下免票。

2、预订60周岁-70周岁老人票凭证半票；残疾人士凭残疾证免费；70岁周岁以上老人、现役军官

证、国家导游证、记者证、驾驶员A1照免票。

3、日游周庄门票包含：张厅、沈厅、全福寺、古戏台、逸飞之家、南湖秋月园、迷楼、沈万三故

居、叶楚伧故居、沈万三水墓、文化街、澄虚道院、蚬江渔唱渔业馆、天富博物馆、周庄博物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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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景点，夜晚也可继续游玩，夜周庄门票只限当晚游玩，包含2个景点：张厅、沈厅。

4、游玩“怪楼”需另付20元/人。

5、四季周庄水乡实景演出取票地点：周庄镇全功路375号四季周庄票务中心，演出时间为每晚19

：30-20：30，身高1.2米以下免票，无老年票，军官票

周庄的出名很偶然：陈逸飞一幅描绘周庄双桥的油画《故乡的回忆》，由美国石油大王阿曼德�

哈默收购。哈默在访华时赠送给了邓小平。随即，这幅油画经作者加工，印上了1985年世界联合

国协会的首日封，从此周庄声名鹊起。

周庄镇内“井”字形河道流贯全镇，形成八条长街，河上保存着元、明、清历代石桥数十座。主

要景点：双桥、张厅、沈厅、迷楼、富安桥、澄湖、全福塔、澄虚道院、叶楚伧故居、贞丰桥全

福寺、南湖园、聚宝轩等。但周庄最最精华的景点却不在上述之列，却在匆忙行走之余,游客稀少

之处。小桥流水人家，三三两两行人，才是真实的江南水乡。不妨多留一些镜头给路上，或某个

转角处。

   

1、双桥

双桥，始建于明万历年间，俗称钥匙桥，游览周庄，双桥是不能错过的。由一座石拱桥——世德

桥和一座石梁桥——永安桥组成。清澈的银子浜和南北市河在镇区东北交汇成十字，河上的石桥

联袂筑，显得十分别致。因为桥面一横一竖，桥洞一方一圆，样子很像是古时候人们使用的钥匙

，当地人便称之为“钥匙桥”。该景点太过于出名，几乎每时每刻都有几个旅游团在这讲解，拍

照留念。如果你想在这留一张纪念照片，最好选择在清晨或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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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庄：梦里水乡

(图片由网友 @福娃 提供)

   

2、沈厅

沈厅由沈万三后裔沈本仁于清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建成。位于富安桥东，坐北朝南，七进五门

楼，大小房屋共有一百多间房屋，分布在一百米长的中轴线两旁，占地两千多平方米。沈厅由三

部分组成：前部是水墙门、河埠，为江南水乡特有的建筑，主要供家人停靠船只、洗涤衣物之用

；中部是墙门楼、茶厅、正厅，为接送宾客，办理婚丧大事及议事之处。厅堂中央悬匾一方，“

松茂堂”三个凸出的泥金大字，为清末状元张謇所书；后部是大堂楼、小堂楼、后厅屋，为生活

起居之所。整个厅堂是典型的“前厅后堂”建筑格局。前后楼屋之间均由过街楼和过道阁连接，

形成一个环通的走马楼，为同类建筑物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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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庄：梦里水乡

(图片由网友 @福娃 提供)

   

3、张厅

明代建筑，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厅原名怡顺堂，相传为明代中山王徐达之弟徐逵后裔

于明正统年间所建。清初出卖给张姓人家，改名玉燕堂，俗称张厅。作为殷富人家的宅第，张厅

历经五百多年沧桑，但气派依旧。张厅后院是—个闲静素洁的小花园，四周围拥着粉墙黛瓦的民

居。高高的风火墙下，翠竹摇曳，月季吐艳，书带草点缀着曲径。引人注目的是一柱太湖石，玲

珑剔透，洁白如雪，高峰处有一峦状如飞燕，于是人们将它称之为玉燕峰。张厅名气虽没沈厅大

，但也绝对值得一游。不妨穿越一下，想象一下你是百年前这座房子的古人，在客厅会客，宾客

盈门，高朋满座，旁有丫鬟仆人伺候⋯⋯张厅比较有特点的是：轿从门前进，船自家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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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庄：梦里水乡

(图片由网友 @福娃 提供)

   

4、周庄博物馆

走入周庄的悠悠历史之中，品味前人的岁月

周庄博物馆设在一幢古朴幽雅的宅楼里，自有一番魅力。门前清水流淌，绿树掩映，整洁的石板

老街，迎来四方宾客。正门挂有“周庄博物馆”匾额，跨进门槛，依次步人前厅后堂，两边厢房

夹拥，中间天井贯通。后边小院内修竹丛生，幽径生趣。踏梯登楼，置身雅室深阁，推窗外眺，

远水村舍，尽收眼底。

馆藏分以下几类：一、镇北太史淀湖底出土的良渚文化和印纹陶文化文物，五千多年的石器、陶

器、古木井板等数百件文物；二、现代著名艺术家们之手的画、摄影、工艺美术作品。三、反映

水乡先民劳动、生活、娱乐的器具用品：弯弓饰雕的桃木翘龙扁担，水车上的榆钵杨戽，木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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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农船上的罱泥篓、渔舟上的木桨⋯⋯

   

5、全福讲寺

全福寺又称全福讲寺，宋元佑元年，周迪功舍宅为寺，在镇北白蚬湖畔建全福寺。经历代不断扩

建，梵宫重叠、楼阁峥嵘、碧水环绕、香火鼎盛，成为江南名寺。殿宇曾一度改作粮库，随著周

庄镇旅游业的发展，於一九九五年重建，历时不到一年，一座以水借景的寺庙园林建成。

全福讲寺处於全园中轴线，主要建筑有∶山门、指归阁、大雄宝殿、藏经楼等。整座寺庙结构严

整，殿宇轩昂，借水布景，巧夺天工，既有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又有建筑艺术的美轮美奂，园

林景色，如诗如画，令游人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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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羽飘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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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庄之外，另种风情

周庄处于苏州、上海、嘉兴三者之间，附近有佘山国家森林公园、大观园、西塘等景点。

   

1、佘山国家森林公园

佘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上海西南古城松江境内。山高90米，方圆９公里，为上海地区最高峰。山

上松竹茂密、景色秀丽，人文景观荟萃，自古便是著名的旅游休闲胜地，享有上海之根、世外桃

源之美誉。佘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回归大自然为主旋律，修复了一批名胜古迹、同时新建了供游客

游览、娱乐的景点和场所20多处，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佘山自19世纪40年代起即为国际上闻名的天主教朝圣地。山顶的圣母大堂，落成为远东“第一天

主教堂”。随着佘山度假区核心区内占地500亩的人工湖建成，进一步完善了“以山见长、以水为

辅、山水交融”的环境建设，形成了上海唯一的山、水、林相结合的独特景观。

门票：70元    开放时间：08：00到17：00

上海市内乘坐南佘专线、旅游一号线、共佘旅游专线、天梅线、西佘旅游专线、沪陈线、沪佘昆

公交车以及上佘线均可到达，交通十分便利。从周庄坐车到上海旅游集散中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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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紫荆烟 提供)

   

2、大观园——读红楼梦，游大观园

仿红楼梦中大观园格局而造，对红楼梦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实地”转转，寻梦红楼

地理位置：位于上海与周庄之间

交通：在周庄客运站，坐周庄到青浦的班车，路过大观园下。

票价：60元 学生票：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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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1-59262831 59262089

(图片由网友 @紫荆烟 提供)

   

3、西塘古镇

西塘——生活着的千年古镇。已被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国

家AAAA级旅游风景区，最具水乡魅力影视基地。

地理位置：浙江嘉兴嘉善，离周庄很近

交通：

周庄坐2路车到芦墟（2元）——芦墟坐317路车到陶庄镇（2元）——陶庄镇坐216路到西塘（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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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羽飘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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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往来周庄，交通提示

周庄没有火车也没有高速直达。如果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前往江浙沪各旅游集散中心，各中

心每天都有数班发往周庄的班车。这类车基本在下午三四点前均有班车返程。

公交线路

一、上海方向

1、上海八万人体育场（旅游专线车）

旅游门票：含空调旅游车往返车票、第一门票

上车时间：7：00、8：30、9：05、10：00、10：55，节假日适当增加班次

返程时间：16：00、16：30、17：00

车程：约1.5小时

票价：140元/人

上车地点：上海八万人体育场

咨询电话：上海旅游集散中心 021-64265555

2、上海虹口体育馆（旅游专线车）

旅游门票：含空调旅游车往返车票、第一门票

上车时间：8：00、9：00、10：00，节假日适当增加班次

返程时间：16：00、17：00、17：30

车程：约2小时

票价：145元/人

上车地点：虹口体育馆

3、上海长途汽车站

车型：伊维科车

班车时刻：7:30、13:00

车程：约2小时

票价：21元/人

上车地点：公兴路80号（靠近老北站）

咨询电话：021-56630230

4、上海青浦汽车站

班车时刻：每20分钟一班车，早班6：30，末班17：00

返程时刻：每20分钟一班车，早班6：30，末班17：00

上车地点：青浦汽车站

返程地点：周庄汽车站

票 价：约10元

二、浙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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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杭州市黄龙体育中心（旅游专线车）

旅游门票：含空调旅游车往返车票、第一门票

班车时刻：每周六上午8：00

上车地点：杭州市黄龙体育中心

票价：178元

咨询电话：0571—96123

2、嘉兴汽车北站（嘉兴-周庄）

班车时刻：6：15、12：05

返程时刻：8：50、14：35

上车地点：嘉兴汽车北站

返程地点：周庄汽车站

票 价：约15元

三、南京方向

1、南京市中山南路400号（旅游专线车）

旅游门票：含空调旅游车往返车票、第一门票

班车时刻：每周六、日上午6：30

上车地点：南京市中山南路400号

票价：115元

咨询电话：025—52856666

四、苏州方向

1、苏州汽车北站（旅游专线车）

班车时刻：每20分钟一班车，早班约6：55，末班约17：15

返程时刻：每20分钟一班车，早班约6：55，末班约17：15

车程：约1.5小时

票价：约15元

上车地点：苏州汽车北站

返程地点：周庄汽车站

咨询电话：0512—1601088

五、昆山方向

1、昆山汽车站（9号门，旅游专线车）

班车时刻：6：44、7：56、9：26、10：50、12：25、13：50、15：22、16：50

返程时刻：6：50、7：50、9：20、10：55、12：30、13：50、15：22、16：37、17：45

车程：约1小时

票价：8元/人

上车地点：昆山汽车站（9号门）

返程地点：周庄新牌楼

2、昆山汽车站（公交车）

车型：普通客车

                                               24 / 37



�������

周庄：梦里水乡
班车时刻：每10分钟一班

车程：约1小时

票价：约7元/人

上车地点：昆山汽车站

返程地点：周庄汽车站

自驾车线路：

1）上海方向：1、A9高速—从金泽下高速—走大约4公里的318国道—转金商公里—到商塌再转商

周公路－周庄 2、上海市区出发－延安高架路－沪青平高速公路入城段（A9公路）－中春路－沪

青平公路（318国道，经青浦、朱家角）－大观园－商塌－周庄，全程70公里。

2）昆山方向：高速公路昆山出口－昆周公路－锦溪－周庄，38公里。

3）苏州方向（经甪直）：苏虹机场路（经甪直、张浦）－周巷－昆周公路－大市－锦溪－周庄，

71公里。

4）苏州方向（经同里）：苏州－苏嘉公路－吴江市区（松陵镇）－松北公路－平望－沪青平公路

－北厍－金家坝－周庄。

5）浙江方向：沪杭高速公路嘉兴出口－苏嘉公路－平望－沪青平公路－北厍－金家坝－周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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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闲逛周庄，行程建议

一日游：周庄博物馆—双桥—张厅—沈厅 —澄虚道院 —全福讲寺 —叶楚伧故居

虽说是一日游，实际游玩时间也不会超过五六个小时。上午抵达周庄的时间大都在十点前后，下

午三四点钟必须返程。所有周庄所有的点不可能都细看。此条线路包含了周庄最主要的几个景点

。进周庄博物馆，感受周庄千年厚重；到双桥，欣赏所有古镇中唯有周庄才有的方圆双桥珠联璧

合；参观张厅，体验一下“轿从门前进，船自家中过”的场景，不妨让自己思绪穿越一会；沈厅

，曾经的江南首富沈万三的后人的居住场所，体验大家望族的日常生活。差不多午饭时间，去找

家饭店享用一下万三家宴，拿个猪蹄肆无忌惮的啃；“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后，休息会，

就可以去南湖参观寺庙与道观，在全福寺有着江南一代最大的佛祖像。之后，去叶楚伧故居参观

。基本景点参观完毕，或许离返程还有些时间，不妨在路边随意小坐，看人来人往，发会呆。返

程。

  

二日游：

D1双桥—富安桥—贞丰桥—南湖

D2张厅—沈厅—全福讲寺—迷楼—棋苑—叶楚伧故居

这条是比较经典的线路安排。二日游时间很充裕。其实您不一定需要按照这条路线安排行程。周

庄规模并不大，两三个小时能把周庄所有点都逛到。享受一份随意吧~对于时间充裕的你，最好

的感觉莫过于入夜在河边喝茶观夜色，或观看“四季周庄”原生态水乡实景演出；次日清晨早起

溜达。这两个时间段避开了游人如织的拥挤，享受周庄表面风景之外，安静时刻的另一半风情。

夜宿客栈，不妨跟老板聊聊天，品尝下老板娘的手艺，或许会有让你意外惊喜的地方。那些所谓

的主要景点之外，另外一些美景，一些旅游的乐趣，需要你慢慢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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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周庄寻觅美食

提及周庄美食，不能不提沈万三。沈万三是元末明初的江南首富，富可敌国，关于此人的故事传

说颇为丰富，聚宝盆，筑南京城，与朱元璋轶事等等，感兴趣不妨网上搜索一下。这么一个有巨

大影响力的人，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周庄留下了不少经典美食，包括万三

家宴八大碗（包括大名鼎鼎的万三蹄），万三酒等，为广大美食爱好者所无限缅怀感恩戴德。

万三蹄，俗称蹄髈，以猪后腿为原料，佐以红元酱油、茴香、姜片、黄酒、红糖等调料，加水放

人铁锅或沙锅，昼夜文火煮焖而成。盛于浅口瓷碟，酱赤饱满，香气蒸腾，食之肥而不腻，酥而

不烂。相传沈万三“家有筵席，必有酥蹄”，故得名“万三蹄”。平常百姓家过年过节、逢喜设

宴，亦以蹄髂为贵重礼仪菜肴，所谓“蹄子八样头”，是旧时人家规格最高的菜谱。进入周庄，

映入眼帘最多的就是卖万三猪蹄的店，品牌很多竞争激烈，口感差异不是很大，都很好吃：肉质

酥烂，人口即化，肉汁香浓，肥而不腻，皮肥肉鲜，甜咸相宜。选购时，不要太在意猪蹄卖相，

色泽过于诱人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懂的。参考价：40元（小）、60元（大）左右，不妨货比

三家。如果想吃最好吃的，建议去沈厅酒店吃，下文有推荐。

如果想带回去给亲戚朋友尝一下的话，建议不要购买已经包装好的，现选然后让店员给真空包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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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羽飘 提供)

万三糕：实际就是云片糕，但由于万三实在太出名了，于是改名为万三糕。云片糕以上等糯米粉

为主要原料，佐以白砂糖、花生仁、松子肉、芝麻屑，采用磨、炒、揉、蒸、切等工序，薄如云

片，绵软可口。而今在云片糕基础上改进，包括芝麻糕、花生糕、胡桃糕、玉带糕、薄荷糕、椒

盐糕、千层糕、步步糕等，相传当年沈万三每年都会购买大量糕点送人。

周庄糕点繁多，不仅仅是万三糕，犹如四季不败的花事，为水乡人家添色。新年里热腾腾的白米

红印糕，象征喜庆吉祥年年高，是走亲访友的 礼品，也是馈赠同族亲邻的乡情。农历二月二的撑

腰糕，用糯米、粳米、红糖和果仁、松子、红枣拌和后，在笼格中蒸成，松软可口。由于糕粉呈

黄色，又称黄松糕。被乡人视为神灵之宝，食之则莳秧割麦不觉腰酸背痛。春草萋萋时节的麦芽

饼、青团子，油光翠绿，甜糯郁香。立夏尝蜂窝糕、豌豆糕，感受着夏收的芬芳。丹桂飘香时节

的重阳糕，平添登高望远情趣。雪花飘飞时的糯米汤团，营造出几多团圆喜庆气氛。

腌菜尖，是一道酸溜溜、鲜滋滋诱人垂涎的茶菜。春天里，从油菜田里掐下菜苔(菜尖)，经清水

洗濯，晾成微蔫，加盐揉熟至生渍，然后装入小口瓮腌制，盖笤叶并以粘泥封口，隔一二月启盖

，用铁丝钩取出黄乎乎的菜尖，生食熟炒皆宜。

童子黄瓜，也是一道极好的茶菜，脆嫩无籽，香甜生津。清朝咸丰年间，镇西头有一家吴公裕老

酱号店，其作坊因腌制童子黄瓜而享有盛誉。腌制时，专挑初夏时小手指大小的幼嫩黄瓜，放人

大缸，拌人盐粒，反复上下翻动，直至卤水渍渍，此谓“倒缸”。隔数日，连同预先制成的面粉

“黄子”装入瓮中，一层黄瓜，一层“黄子”，盐卤与糖汁相济，终成酱香，清甜味佳。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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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庄的童子黄瓜曾在巴拿马国际食品博览会上获金奖殊荣。

熏青豆，碧绿如翠，望而生津。夏秋之交，在荷花缸里盛满木屑，以柴火灰引燃，烟火若隐若现

，缸口圈篾花缸篾栈上，微熏慢烤，闻香即熟。熏青豆可称茶菜之粹。

(图片由网友 @福娃 提供)

水乡周庄，珍馐水产四时不绝，其中最有名的是“蚬江三珍”：鲈鱼、白蚬子、银鱼。如果您不

是对此类水产熟视无睹的江浙人士，这些不妨一尝

三味汤圆，俗称汤面筋，用水面筋作皮，馅芯以鸡脯肉、鲜虾仁、猪腿肉加葱、姜、黄酒等调料

剁细精制而成，在鸡汤内煮熟，皮薄馅嫩。晶莹别透，集点心、菜肴、鲜汤为一盆。著名古建筑

专家陈从周品尝后，即兴挥毫题词：“江苏昆山周庄三味园。味兼小笼汤包、馄饨之长，天下美

味也”。

推荐酒家：

周庄门票都100元了，所以景区内面向游客的酒家菜肴价格也就水涨船高了。如果你想吃到性价比

高，口味纯正的菜肴，但对用餐环境要求不高，建议去当地人平时去的地方，比如平桥下面的醉

仙阁等。可以咨询客栈老板或当地人。

下方酒店在景区内，一般导游会带游客去那，所以整体性价比不是很好。但如果你对用餐环境要

求高，银子又比较多，不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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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厅酒家，该酒家的万三蹄享有盛名，比外面卖的都好吃，是其招牌。酒店至今保留着明清风

貌，典雅别致，临河傍水。人均消费：68元。联系电话：0512-57212176  13584979848

2、富安桥西的龙凤酒楼：因明国初期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叶楚伧等人在此饮酒作诗而得名，有近

百年历史。联系电话：0512-57212678

       如果你入住客栈，也可以让客栈老板娘露一手，这些菜老板娘一般都会做，味道也

比较地道，价格较之外面的饭馆也便宜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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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周庄纪念品面面观

周庄的纪念品种类繁多，且有相当之特色，比之其他景区到处雷同的旅游纪念品，周庄的纪念品

就有个性多了。包括以下几类：

特色工艺类：虎头鞋、土布、庄炉、编艺品。即使不想购买，看着当地人做这些手工艺品，赏心

悦目，不错的体验。

周庄印象类：周庄水墨画与扇子、文化衫、相框、冰箱贴等相结合应运而生，别有一番味道。因

为此类纪念品销售的店铺比比皆是，故强烈建议货比三家，砍价。这种白天人满为患的景区，不

少老板可是宰客高手。

特产类：万三猪蹄、万三酒、万三糕等 

(图片由网友 @福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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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晚安周庄，享受水乡之夜

总体评价：

周庄景区外酒店硬件条件好，如果你对住宿硬件要求高，希望住很舒适，不妨住景点外。记得拍

照，就可以在三天内随意进出景区。

景区内基本是家庭式旅馆，相对而言硬件条件没外面好，但也不差，体验一下住在江南水乡古镇

里的感觉也是不错的。抱着平常心吧，对住宿条件不是太挑剔的强烈建议住古镇里。只要不是法

定假期，基本是不需要预订的。不妨到周庄后，货比三家，随便溜达“视察”各家客栈，再定夺

不迟。

推荐客栈：

银子浜客栈

推荐理由：网上评价不错的一家客栈，新开一两年，口碑很好。位于古镇内，闹中取静。

价格：150~200元（看你磨价的能力了）

地址：银子浜入口。可以让老板来接。

联系方式：0512-57212871   13862663106

周庄国际青年旅舍

 推荐理由：位于古镇内；青旅，氛围很好，能让你在旅游之时结识不少朋友。

地址：位于古戏台旁

价格：35元起

联系方式：0512-57204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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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紫荆烟 提供)

周庄沈厅客栈

周庄沈厅客栈位于周庄沈厅后门，离中心近。客栈有标准间，有空调，彩电，卫生间，淋浴器，

床上的白床单，平时做到每客一换，价格优惠。免费赠送阿婆茶。提前电话，会来接送。

价格：100~140元

 地址：周庄沈厅后花园

联系方式：0512-5721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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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庄旅游特别提醒

1、 如果有时间，强烈建议住一晚，才能真正感受周庄的美。一日游，过于走马观花了。

2、 周庄是个开发有些过度的古镇，在旅游时有各种消费陷阱，对于额外的服务，不一定是因为

他们好客，一定要问清楚是否需要付钱再决定是否接受。购物时，也需要货比三家，好好砍价。

3、www.zhouzhuang.com

周庄官方网站，去之前浏览该网站，到时可以对周庄有个更加深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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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周庄旅行关键词

油画

1985年，美国石油大王哈默博士访华时，曾将著名画家陈逸飞的《家乡的回忆——双桥》作为礼

物送给邓小平。周庄自此声名鹊起。 

(图片由网友 @福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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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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