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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锡：太湖明珠

无锡：太湖明珠(图片由网友 @公共马甲 提供)

“太湖明珠”无锡，江苏省南部的一个地级市，位于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太湖流域的交通中枢

，北倚长江，南濒太湖，东接苏州，西连常州，京杭大运河从中穿过。无锡自古就是中国著名的

鱼米之乡、中国四大米市之一，同时也是一座繁华的现代化城市，中国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

素有布码头、钱码头、小上海之称。无锡地处太湖之滨，风景绝美秀丽，历史千年悠长，是在江

南蒙蒙烟雨中孕育出的一颗璀璨的太湖明珠，具有丰富而优越的自然风光和厚重而悠长的历史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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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区域划分图

最佳旅游时间：每年的4～10月为无锡的最佳旅行季节，这期间的气温和湿度都非常适合出行。

                                                 4 / 27



�������

无锡：太湖明珠
  

二、无锡景点 风光不同

无锡景点(图片由网友 @我是好吃的螃蟹 提供)

自然生态

宜兴善卷风景区：

善卷洞风景区山清水秀，古朴自然，风光旖旎。是中国最早开放的溶洞旅游景点，以梁祝化蝶传

奇爱情故事而闻名；以皇帝封禅国山碑和恐龙时代珍稀植物银缕梅而称奇；以世界一绝圆通阁和

中国第一陶吧而称绝；以华东第一滑道而称险。

锡惠名胜区：

锡惠园林文物名胜区地处无锡城西，紧偎于京杭运河之旁，倚锡山、惠山而筑，集山麓园囿的清

幽雅致和休闲胜地的舒适自然为一体。

江阴市滨江要塞旅游区：江阴市滨江要塞 旅游区位于江阴市区东郊，北滨长江，因境处江阴黄山

炮台军事要塞之地，民国以来即以要塞为乡、镇名。滨江要塞旅游区由黄山湖公园、鹅鼻嘴公园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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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洲生态园：

无锡新洲生态园，位于无锡新区，是一个充满自然野趣的生态公园，公园占地约46公顷，是一座

城市公园，被成为无锡新区的工业绿肺。园内丘峦起伏、水网纵横、层次丰富的格局，体现了河

、湖、沙洲星罗棋布的江南水乡特色。

蠡湖景区：

蠡湖是太湖伸入无锡境内的内湖，因2500多年前范蠡西施隐居于此而得名。不仅有“水秀垂雪、

宝界双虹、湖六溢彩、鹿峰流霞、渔岛晓月、西堤拂春、飞泉帆影、卧石醉波、鹭岛飞鸥、渤公

含秋”等十大景观，还拥有水居苑、长广溪湿地公园、宝界公园、蠡湖大桥公园、蠡湖公园、蠡

湖中央公园、“太湖之星”摩天轮、管社山庄等众多城市休闲公园，是集自然山水、人文历史、

现代科技于一体的城市生态休闲景区，让你真正体验到旅游即城市、城市即旅游的美妙感觉。

宜兴灵谷洞：

风景区之灵谷洞面积约8100多平方米，总长1200多米。洞内景观扑朔迷离，千姿百态，神幻莫测

。“灵谷洞景景迷人，阳羡茶茶香悠远”，道尽了该洞的钟灵毓秀。

文化体验

三国水浒景区：

无锡影视基地拥有大规模的古典建筑群体，三国城内的建筑雄浑刚劲，主要景点有吴王宫、后宫

、甘露寺、汉鼎、曹营水寨、吴营水寨、周瑜点将台等；水浒城内的建筑工巧华丽，主要景点有

皇宫、樊楼、清明上河街、御街、紫石街、水泊梁山等；唐城内的建筑金碧辉煌，主要景点有御

花园、华清池、唐宫等。另外还有"老北京四合院"、"老上海一条街"等明清风格的建筑景观。

薛福成故居：

薛福成故居是一处庭院式开放格局的官僚宅第，近代民居建筑与江南造园艺术和谐结合，中轴线

上每进厅堂之间，庭院点缀，景色各异。宅内独立的后花园、西花园廊桥、楼阁、乔柯、山石和

谐搭配，环境典雅灵秀；东花园的花厅、戏台更是自成院落，为一处难得的看戏观鱼、品茗娱乐

之处，其水榭式戏台最具特色，国内罕见。

中国丝业博物馆：

中国丝业博物馆由清华大学规划设计，占地面积近万平方米，分设丝绸王国、百年辉煌、丝织茧

摩、印染服饰、表演展销等五个展区。在设计及布展中采用原汁原味表现手法，复原室内场景，

再现永泰丝厂与“丝都”历史风采。

宗教名胜

南禅寺：

位于古运河畔，始建于梁武帝太清年间，是"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每年在此举办元宵庙会，它

是集饮食、花鸟鱼虫市场、邮票钱币市场、古玩玉器和书画收藏的市场、旅游商品一条街为一体

的旅游休闲度假的理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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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景区：

在无锡美丽的太湖之滨，有一座风景秀丽、环境怡人的小山，她就是灵山。90年代，为保存古迹

、弘扬文化、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由中国佛教协会、无锡马山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发起，恢复了

灵山脚下的千年古刹——祥符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一代高僧茗山法师出任主持。

惠山寺：

惠山寺坐落于锡惠名胜区内，为“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始建于公元423年，距今1580余年，曾

列粱溪十大丛林之首。千余年间，惠山寺六次遭灾，最后毁于太平天国战乱年间。至今寺内还保

存了大量的文物古迹。有粱朝大同年间的龙眼泉、唐宋石经幢、唐代听松石床、宋代金莲桥、明

洪武银杏、清御碑等。

宜兴大觉寺：

宜兴大觉寺，始建于南宋咸淳(1265—1274)年间，由志甯禅师首建，至今约七百多年，历代迭有兴

替。清乾隆年间(1735～1796)，寺名为“集贤山大觉院”。清道光年间（1820—1850)，更名为“白

塔山大觉禅院”。近代《宜兴县志》记载，寺名为“元上乡白塔山大觉寺”。

祥符禅寺：

祥符寺位于无锡市灵山胜境内。创建年代不详，原始寺名无考，历经战火，毁坏殆尽。 旧传唐僧

玄奘自天竺(印度)归来，游历东南。右将军杭恽陪同他至马迹山，所见恍若西天灵(鹫)山胜境，赞

叹此处堪称东土小灵山，由此寺随山名小灵山寺，并流传有释窥基遵师嘱开法小灵山的故事。

开原寺：

开原寺初创于唐开元年间,坐落于太湖之滨梅园横山风景区内,在万株梅林环绕之中，晨钟暮鼓、梵

呗悠扬，清净道场的壮严雄姿不显而出。

广福寺：广福寺位于太湖鼋头渚风景区内，是无锡最早对外开放的寺庙，在“鼋渚春涛”和

“万浪卷雪”的交界处，倚山面湖 ，坐北朝南。南朝萧梁时，鼋头渚后山建有

广福庵，一名峭岩寺，古寺高林， 履有废兴。 1925 年秋，

由量如和尚向乡绅杨翰西募化山地十亩重建成。取 “广土众民同登福地洞天”之意，

名“广福寺”。

园林景观：

鼋头渚风景区：

太湖，又名震泽、具区，面积2400多平方公里，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鼋头渚为太湖西北岸无锡境内的一个半岛，因有巨石突入湖中，状如浮鼋翘首而得名，是太湖

风景名胜区的主景点之一。

蠡园公园：

该园三面环水，远眺翠嶂连绵，近闻长浪拍岸；南堤春晓，桃红柳绿；枕水长廊，步移景换；假

山耸翠，曲折盘旋；亭台楼阁，层波叠影。

宜兴市竹海风景区：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宜兴竹海风景区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的宜兴南部山区。近1.5万公顷竹

海随山势而起伏，好似大海波涛翻滚，绵延不绝，因有“中国第一竹海”之称。

宜兴市龙背山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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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背山森林公园位于宜兴城区南侧，占地550公顷，园内丘陵起伏，植被茂密，潭、池、溪、涧，

碧水清冽，文化积淀十分丰厚。全园以文峰塔为制高点，塔高108米，登塔四眺，尽可饱览宜兴西

氿胜景和铜峰秀色。

龙头渚公园：

无锡市太湖龙头渚自然风景区位于无锡马山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最南端，面对万顷太湖，背靠灵

山大佛，得天地之灵气，沐大佛之恩泽。龙头渚由大储山蜿蜒伸入太湖中腹，形成半岛，酷似巨

龙伏卧在太湖碧波之中，故名龙头渚。

梅园横山风景区： 风景区现有三大主要景区：以梅文化为主题的梅花景区。有洗心泉、天心台、

念劬塔、诵豳堂、读书处等众多的"荣氏"人文古迹；又有集天下古梅与奇石于一体，结合中式园

林建筑的古梅奇石圃。内有中国唯一的梅文化博物馆、岁寒草堂、冷艳亭等建筑，徜徉其间，可

以了解梅花的科普知识，领略博大精深的梅文化，感受梅花人格化的精神。

宜园：

宜园位于团氿西南岸，东与景观大道相连，隔氿与阳羡古城相往，近看湖水尽碧，远眺青山似黛

，系生态环境优美之城市公园。以“水”和.“山”为主要构景要素，以江南水乡特有的“桥”为

主线，以小桥流水为基调的古典形式的现代江南园林。

文物古迹

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由北宋知名学者杨时创建于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为宋明时期我国江南地区的理学

传播中心和著名书院，更因明末东林党事件闻名遐迩。

徐霞客故居：

徐霞客故居有故居、胜水桥、晴山堂石刻、徐霞客墓和仰圣园等组成。故居为明式建筑，门庭挂

有陆定一同志题写的“徐霞客故居”匾额，展厅内展出有徐霞客传略，旅行路线图和他科学探索

经过地区的图片资料，岩溶标本等，在天井右侧还有徐霞客亲手移栽的罗汉松、距今已有400多年

历史。

钱钟书故居：

钱钟书故居位于无锡市新街巷30号、32号，系钱钟书祖父钱福烔筹建于1923年，钱钟书叔父钱孙

卿续建于1926年，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

阿炳故居：

阿炳故居，在无锡旧城区的中心，今图书馆路30号，保护范围包括今图书馆路24号至30号以及42

号至50号。阿炳（1893-1950） 无锡人，从小随父亲华清和在无锡著名道馆洞虚宫中的雷尊殿当道

士，法名华彦钧。因中年双目失明，人称瞎子阿炳，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间音乐家。

张闻天旧居：

张闻天旧居位于无锡市汤巷45号，是一幢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仿西班牙式红色小楼，占地面积500

平方米，建筑面积200平方米。庭院内植有龙柏、石榴、芭蕉等花木。楼前塑有张闻天汉白玉半身

塑像，主楼大门上方悬挂着薄一波题写的“张闻天旧居”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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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锡行程推荐

一日游：

A计划：

灵山大佛→九龙灌浴→梵宫→鼋头渚风景区

B计划：

蠡园→太湖珍珠馆→三国城→紫砂茶壶馆→鼋头渚

二日游：

A计划：

D1：灵山大佛→三国水浒影视城

D2：锡惠公园→鼋头渚

B计划：

D1：泰伯庙→吴文化博览园→鸿山遗址博物馆→钱钟书故居→薛家花园→崇安寺→清明桥古运河

D2：惠山古镇→东林书院→三国影视城

C计划：

D1：无锡民族工商业博物馆→崇安寺→梅园→惠山古镇

D2：华西村→鹅鼻嘴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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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锡娱乐

1912酒吧一条街

1912休闲街区是无锡酒吧新贵，是一条沿河酒吧休闲长廊。作为江苏第一时尚休闲街区，近20家

风格各异的主题酒吧点燃了无锡的夜间娱乐。目前，百度后宫、A8、乱世佳人、鎏金岁月、玛索

国际娱乐、MTA8、TNT潮人会所等全国一线酒吧及娱乐连锁品牌已进驻。1912休闲街区已经逐步

发展为与上海新天地齐名的著名时尚休闲街区。

酒吧

乱世佳人

地址：崇安区汉昌北街52号站前商贸城内(近工运路)

苏荷酒吧�无锡店

地址：崇安区站前商贸城汉昌北街38号(近火车站)

电话：0510-82322918

普拉娜德国啤酒屋

地址：南长区永和路18号凯宾斯基1楼(近太湖大道)

电话：0510-81088888

流金岁月吧

地址：崇安区县前西街16号

电话：0510-82712626

保利大剧院

面积近万平米的超越神话—无锡保利大剧院，位于无锡黄金商贸中心——保利广场三楼，由国际

著名娱乐大师设计，内设全球超一流的欧美风情式大型演艺广场和模特大酒城，及多功能豪华贵

宾商务包房，能同时容纳2000余人观看演出，堪称是目前全球365天“天天演出”的同类演艺场所

中最大的演艺航母。

电影院

无锡橙天嘉禾影城新之城店

嘉禾无锡新之城影城隶属于橙天嘉禾集团，位于无锡新区新光路555号新之城全生活广场C区三楼

，是橙天嘉禾集团在无锡地区的第二家影城，目前共设有7个豪华数字影厅，影城面积近4000平方

米，可容纳近800名观众同时观影，放映设备皆采用最先进的数字系统，

BARCO数字放映系统、SONY

4K数字放映系统以及NEC数字放映系统鼎立打造一座全数字顶级影城

无锡橙天嘉禾影城茂业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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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橙天嘉禾影城茂业店隶属于橙天嘉禾集团，坐落于无锡茂业百货7层，

是橙天嘉禾集团在华东地区的主力旗舰店，目前共设有10个豪华数字影厅及1个顶级VIP影厅，

影城营业面积近10000平方米， 可容纳1900名观众。

无锡睦邻影院

睦邻影院将以五星级的硬件、超星级的软件来为广大影迷和社区居民提供优质服务，影院的经营

理念是:以平民化的票价，家庭式的氛围,五星级的声画来吸引观众,成为无锡人自己的影院。

金逸无锡哥伦布店

金逸影城无锡哥伦布店坐落于广南路315号哥伦布广场二期三楼，即无锡第二家金逸连锁影城。影

城共有6个豪华放映厅，总座位数达到1352个。 

 无锡大世界影城

大世界影城2002年才初次亮相锡城，不如锡城一些老牌电影院那样积淀深厚，但它恰是锡城电影

院进入“现代化”的领军者。

金逸无锡中桥店

无锡金逸国际电影城坐落于无锡市中桥商业坐标中心太湖半岛国际广场五楼，是广州金逸影视投

资有限公司继广州华纳金逸国际影城，武汉、中山金逸国际影城之后又一力作，它的开放将给无

锡观众带来电影视觉和听觉的全新感受，成为无锡市最新的顶极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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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无锡美食 江南风味

无锡有三凤桥酱排骨、油面筋、水蜜桃、惠山金刚肚脐、惠山腊烧片（已失传）、马山杨梅、无

锡小笼、拱北楼阳春面、等众多有着传奇历史的美食等您去发掘。

名菜 

无锡美食(图片由网友 @小桥流水人家 提供)

葱油饼：

葱油饼是无锡应时小吃。油饼大而薄，既脆又香，咸中带甜，口味特好，是春季的应时风味小吃

。

春卷：

春卷，又称春饼、薄饼。是汉族民间节日传统食品。流行于中国各地，江南等地尤盛。民间除供

自己家食用外，常用于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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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糕：

海棠糕，创制于清代，因糕形似海棠花而行名，后逐渐成为无锡风味小吃之一。同苏州的梅花糕

一样，同为一道历史悠久的花色点心.香甜可口，热食尤佳。

烧卖：

烧卖，是无锡的传统名点之一。形如石榴，洁白晶莹，馅多皮薄，清香可口。在中国土生土长，

历史相当悠久。

梅贡饼：梅贡饼，是无锡传统名点。梅贡饼呈金黄色，皮酥层薄，出炉热吃，味香可口。

脆皮银鱼：

银鱼是太湖特产，肉嫩无骨，味道鲜美。此菜系将银鱼通条拖上调好味的面糊，下六成热的油锅

中慢炸而成，外皮香脆，鱼肉鲜嫩。

萝卜丝饼：萝卜丝饼为无锡风味小吃。色泽淡黄，酥脆鲜香，美味可口。

虾仁锅巴：

在江苏菜中，“天下第一菜”无疑是最富特色、最有名气的一道菜肴。品尝这道菜时，鸡、虾、

香菇味美，西红柿色艳，锅巴味香，再加上清脆的奇响，可谓耳、目、鼻、舌都得到满足，既热

闹痛快，又中看中吃。

腐乳汁肉：

腐乳汁肉是无锡地方名菜，肥而不腻，酥烂入味，甜中带咸，色泽红亮，乃无锡喜庆筵席中常用

的大菜。无锡太湖船菜中，上此菜时还增配有荷叶夹子，用来夹着汁肉同吃，既以面点代饭，又

使面点混和着汁肉的酥肥香润，可谓别有风味。

玉兰饼：一八五○年由无锡『孙记糕团店』创制，因正值玉兰花开时节而得名。

呈金黄色，外皮香脆，内壳软糯，甜咸适口，香味诱人。

油豆腐干：

油豆腐干，无锡传统小吃。将老豆腐用刀切成一厘米厚，逐块放入油锅煎成金黄色，盛入碗中，

用剪刀剪碎，浇上熟酱油、甜面酱、葱末、姜末、白糖等佐料即可食用。此小吃香气诱人，外脆

内嫩，颇受市民喜爱。

油汆鱿鱼：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油汆鱿鱼成为皇亭小吃的一种外来原材料品种，深受无锡市民的欢迎

，鱿鱼脆嫩、香味浓郁、甜酸醇厚、风味独特。

五香排骨：

三十年代由摊主徐根生，在“皇亭”设炸五香排骨，吃一块算一块，边炸边卖，深得市民赞美，

成为著名小吃品种，香味四溢，外脆里嫩，肉质鲜美。

无锡排骨：

无锡排骨的特点是油而不腻，酥软香甜，咸甜调和，肉美汁鲜，具有吴中菜肴风味。20世纪80年

代，随着无锡旅游业的发展，无锡排骨也从无锡地方菜肴演变为带有方便包装的风味旅游食品，

口味和烹饪方式也相应做了调整，以期更适合外地游客的大众口味，因此深受游客欢迎。

糖芋头：

糖芋头，是无锡传统名点。具有芋艿酥烂、色泽鲜红、甜汤鲜洁、香味四溢等特点，是老少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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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时小吃。

肉酿面筋：

面筋是小麦粉中特有的一种胶状体混合蛋白质，具有和中、解热、益气、养血、止烦渴等功效，

此外，面筋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植物固醇，可以促进胃肠蠕动，有比较好的清洁肠胃的功效，

并且可以降低胆固醇。

酒酿圆子：酒酿圆子在无锡已有百年历史。软糯香甜，是老年市民的可口小吃。 酒酿圆子以果料

为馅，滚包糯米粉的小圆子与酒酿同煮而成。酒酿味浓甜润，圆子较糯，馅甜香。

乌米饭：

乌米饭是一种紫黑色的糯米饭，是采集野生植物乌饭树的叶子煮汤，用所煮的汤将糯米浸泡半天

，然后捞出放入木甑里蒸熟而成。乌米饭油亮清香，由糯米泡入乌树叶中几小时后煮成的。吃乌

米饭可以祛风解毒，防蚊叮虫咬。

拖炉饼：

该饼历史悠久，距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辛亥革命后曾作为江阴的特产，载入《澄江咏古录》。

口味油而不腻，甜而不粘，清香可口。集酥、甜、脆、松、香于一体，外形饱满，色泽金黄，酥

层清晰。

马蹄酥：

马蹄酥，是江阴历史上的土特产。其系面粉加入重油，重糖，赤豆沙，黑芝麻加工而成，因其形

如同马蹄，故得名马蹄酥。 它的特点是酥松软兼备，色香味俱全。

太湖船点：

太湖船点相传约起源于明代，当初用米粉和面粉捏成各种动、植物的形态，在游船上作为点心供

应，因而得名。造型美观，形象逼真，色彩艳丽。

梅花糕：

梅花糕以形似梅花而名之，此糕由海棠糕基础上，进行改良演变而成,糕面呈金黄色，蓬松凸出，

糕身呈玉黄色，棱角鲜明，犹如梅花怒放状。入口松香、软韧、甜咸随意挑选，出炉热吃更佳。

糖年糕：糖年糕糯滑爽口，条形整齐，甜味适中。

特色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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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特色餐馆(图片由网友 @大王是我快开门 提供)

外婆家（八佰伴店）：

江浙餐饮界的传奇之一。装修很有特色，浓浓的精致而怀旧的老公馆旧上海风情。生意非常火爆

，除了包间可提前预定，其他散座等上个把小时太正常了。出品是杭州菜---种类多，装盘用心；

外婆红烧肉、茶香鸡、青豆泥几乎每桌必点。3元一份的麻婆豆腐让不少人跌破眼镜、挤破脑袋。

性价比确实很高！

王兴记（中山路）：

大名鼎鼎的无锡老字号。虽然好多本地人说已找不到小时候的感觉，但慕名前来的游客依旧络绎

不绝。环境装修古朴，中式风格浓郁。小厅就餐区为特色，蟹粉小笼和虾仁馄饨用料实在，口感

很鲜，其他小吃品种也很丰富，价格不菲。

横云饭店：

鼋头渚景区里的老字号餐厅，位置好，吃好了，可以继续在鼋头渚上三山，都可以的，菜品不错

。曾经隶属无锡八大饭馆。清蒸白鱼、银鱼跑蛋、无锡小笼包，应该算是太湖边的特色，做的都

中规中矩。

百寿楼：

以前叫庄家菜饭馆。无锡菜饭第一家。什么咸肉菜饭啦，莴苣叶菜饭啦，杂粮菜饭啦等十几个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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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米粒油油的、香香的、粒粒分开，饱满光泽有嚼头，配菜火候正好，超大一碗，几乎都吃不

下。炒菜都很传统。总的来说是无锡家常菜吧，价廉物美，口味不错。

太湖饭店：

无锡太湖饭店依山傍水，天赐地灵。地处著名的太湖风景区，背倚江南赏梅胜地梅园，与美丽的

鼋头渚公园隔湖相望，为湖光山色和园林春光所簇拥，有赏不尽的绿岛风光，看不完的四季美景

。园内草坪、花圃、亭台、楼阁、竹林、喷泉应有尽有。在这种“天热大花园”内就餐菜肴的品

质自然不用担心。

三凤酒家：

大名鼎鼎的无锡老字号，环境布置不见高档，但透着喜气与热闹，浓浓的无锡本土气息呼之欲出

。酱排骨那是一绝，色泽酱红、香味浓郁、骨酥肉烂，虎皮凤爪、熏鱼、梅汁翅中都是特色菜，

不可不试。外卖窗口逢年过节更是人流如潮。

穆桂英美食城：

无锡的老字号了，以经营小吃和糕团为主，品种齐全，价格公道，在这里几乎可以买到无锡的各

路小吃。在南禅寺逛累了之后可以去吃点什么。糕团口感细腻，青团和汤团比外面的都好。但面

和馄饨只能说做的一般化了。总体感觉小吃不如糕团来的强项。

熙盛源：

环境还不错，符合无锡地方小吃店的风格，服务也可以，价格也实惠。小笼包个头很大，皮薄，

里面满满的鲜甜汤汁，肉馅口感超棒。红汤辣馄饨汤鲜、皮薄、肉实在，吃了浑身舒服。一到饭

点，总是等位子的人，可见他家的东西多有魅力。喜欢小笼和馄饨的人一定要去试试啊！

同庆楼：

同庆楼的酒菜以丰实、淳厚、味浓著称。早市有各种徽式汤面、桂花方糕、水烹烧卖等名点，中

市为家常便饭、经济小吃、夜市以承办小型筵席，主菜有香酥鸭、八宝鸡、夹沙羊尾、凤凰过海

、红烧划水、芙蓉鱼翅⋯⋯

夏联福记大酒店：

在湖滨商业街的入口处，装修很气派。本地主要经营上海菜和本地菜，外婆红烧肉是其招牌菜，

口感很不错。玉米烙、东坡肉、掌中宝也是本店的特色菜，是朋友小聚、家庭宴席、承办婚宴等

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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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无锡购物

无锡物产丰饶，水产丰富。太湖“三白”：银鱼、白虾、白缌鱼为水中上品。

“惠山泥人”是购物单上不能缺少的一项。无锡惠山“大阿福”，憨憨墩墩，裂着嘴笑，笑得眼

睛眯成一条缝，每个孩子看到都爱不释手。

太湖珍珠不仅可作为装饰品配戴，又可入药，还可口服。

无锡特产 

无锡特产(图片由网友 @孙长老你好 提供)

无锡毫茶：

无锡毫茶外形肥壮卷曲，身披茸毫，香高持久，滋味鲜醇，汤色绿而明亮，叶底嫩匀。冲泡后白

毫显见，汤色碧绿澄清。

桃木雕刻：

阳山桃木雕刻品种多，尤以桃木如意为代表作，系由工艺大师精心设计，精雕细刻而成，赋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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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栩栩如生、至尊至贵，是游客喜爱的无锡旅游特色纪念品。

无锡丝绸：

种桑养蚕很早就是无锡农村的主要副业。无锡人创下的第一个真丝品牌“金双鹿”更是驰誉海内

外。

阳山水蜜桃：

阳山水蜜桃早桃5月就开始上市，可供游客自驾游至无锡惠山区阳山镇，体验采摘的乐趣！

紫砂壶：

“人间珠宝何足取，宜兴紫砂最要得，”宜兴紫砂壶的美誉自古闻名遐迩，买正宗的紫砂壶一定

要到紫砂壶发源地宜兴丁山去亲自挑选！还可以自己亲手体验制作紫砂壶！

锡绣：

无锡刺绣经过几千年的沉淀，锡绣已形成一套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绣法丰富，其中双面精微绣是

锡绣另种特色针法，使失传千年的中华绝技再次重放异彩。

太湖三白：

倚靠太湖边上的小饭店，是品尝鲜美的太湖三白好地方，既新鲜又可以欣赏太湖的旖旎风光！

惠山泥人：

惠山泥人代表作品“大阿福”，是根据民间传说创作的，他是一个被神化的民间中健壮孩子的可

爱形象，主要是取其镇邪，降福之意。

太湖珍珠：太湖珍珠光泽明亮、粒圆饱满、细腻光滑、形佳色美。

无锡酱排骨：无锡酱排骨首选无锡三凤桥，无锡有多家三凤桥门面店。

购物街

南禅寺步行街：

位于古运河畔，始建于梁武帝太清年间，是"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每年在此举办元宵庙会，它

是集饮食、花鸟鱼虫市场、邮票钱币市场、古玩玉器和书画收藏的市场、旅游商品一条街为一体

的旅游休闲度假的理想之处。

崇安寺生活步行街区：

崇安寺生活步行街区位于中山路与人民路交汇处，东起解放北路，西至中山路，南临人民路，北

靠学前街。即将建成的崇安寺生活步行街区，分为珠宝古玩区、皇亭小吃区、特色商业区、民俗

展示区、品牌服饰区、休闲娱乐区；完善的区域设置，一方面使商区功能分明、便于管理，另一

方面也提升了城市窗口形象。 作为商圈商铺，崇安寺历史上就是无锡人的游乐消费所在。

惠山泥人一条街：

在这里，“家家手捏，户户彩塑”以“惠山大阿福”为代表作的泥人作坊、摊店比比皆是，还有

著名的无锡泥人厂、无锡泥人研究所和无锡泥人博物馆，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传统民间工艺品一条

街。

健康路商业街：

项目周边林立的商场，包括新世界百货、八佰伴、三阳百盛等，新兴的商业街区保利广场、东方

巴黎、汇金广场等与之遥相呼应。成熟的大商业圈营造出浓厚的商业氛围，带来绵绵人气。

新天地东亚国际风情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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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休闲广场项目位于无锡南门商圈核心地段,北临伯渎港,东侧至金沟桥街,南侧至永乐路,西至

规划中的通扬路。休闲广场总占地面积22565.8平方米,总投资预计约4亿元人民币。整个休闲广场

的开发将集高档居住、大型餐饮、特色美食、时尚娱乐、观光旅游为一体,建成后将成为无锡顶级

休闲商业聚点和南门商圈全新升级版的主题商业地带。

中山路商业街：

无锡中山路商业街全长2145米，是无锡市的商贸中心和国内知名商业街道之一。商业、金融、休

闲、娱乐、餐映等各种行业一应俱全。

江阴步行街：

江阴人民路步行街是江阴城区最早的综合购物步行街，集市内主要大商场于一体，可满足消费者

中高档消费需求。2010年隆重开街的澄江福地商业街区作为人民路步行街的一个扩展和延伸，满

足了消费者购物、美食、娱乐和休闲的需求，目标定位更加年轻化，吸引并成为江阴市内年轻人

的又一聚会地标。

购物商场

万达广场：

无锡滨湖万达广场居河埒正中心，是集商业、办公、居住的70万平米一站式国际生活城，是无锡

未来的城市新中心。

保利广场：

无锡保利广场是苏南地区首座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旅游、酒店、办公、商住、教育于一

体的大型复合商业地产项目。

宝龙城市广场：

无锡宝龙城市广场项目位于无锡新区中央商务区，建筑面积达28万㎡，集购物、旅游、游乐、娱

乐、文化、美食、休闲、运动、国际公寓等为一体的大型商业MALL，将成为无锡新区的商业中

心。

茂业百货：

无锡茂业城由茂业集团投资20亿元开发，是集购物、餐饮、娱乐、办公、酒店、商务公寓等诸多

功能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锡城南片最大规模的百货商场，各大主流时尚品牌都能在这里找

到身影，部分品牌常年有过季打折单品出售，力度较市区大。

八佰伴：

无锡八佰伴以优越的购物环境、体贴的人文享受、成熟的商业形象，成为无锡中山路商业街最亮

丽的风景线。

大东方百货：

锡城最老牌、商品类别最全的商场，是排名江苏省前列的大型百货零售企业之一。全新改装后的

商业大厦A幢定位为精品百货，有包括GUCCI、Hermes、Bvurberry等在内的300多个国际国内一线

品牌入驻。

三阳百盛广场：

无锡三阳百盛是一座集商贸、娱乐、休闲位一体的综合商场，它位于无锡始终山路与人民路交汇

处，是无锡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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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百货：

针对当地百货市场的实际情况，无锡大洋百货以35岁以下年轻人为主要客层，与其他百货竞争者

进行差异化经营。以其独家的年轻时尚商品、多元化的休闲场所、灵活多样的促销策略吸引了众

多年轻一族，并依靠地理位置的优势迅速成为当地百货业的新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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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无锡各档次住宿

无锡是个旅游城市，酒店和旅馆非常多。宾馆的普通标间在300-400左右，经济实惠的招待所也随

处可见，如果没有事先预定酒店可到人民东路看看。

无锡酒店(图片由网友 @公共马甲 提供)

五星酒店：

江阴黄嘉喜来登酒店、无锡雷迪森广场酒店、无锡君来世尊酒店、宜兴宾馆、无锡凯宾斯基饭店

、无锡湖滨饭店、江阴泓昇苑酒店、无锡金陵大饭店、无锡锡州花园酒店、无锡太湖饭店

四星酒店：

无锡香梅国际大酒店、无锡市锦仑大酒店、无锡太湖花园度假村、无锡太湖能园度假村、无锡市

国际饭店、无锡山明水秀大饭店、江苏舜天碧波度假村、无锡大饭店、无锡中益国际商务酒店、

江阴法尔胜大酒店、江阴朋生雅居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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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酒店：

无锡聚丰园大酒店、无锡物产大酒店、无锡横山饭店、无锡海天大酒店、无锡华鼎花园大酒店、

无锡美丽都大酒店有限公司、无锡双象大酒店、无锡市长城大酒店、无锡市天和大酒店、华西金

塔宾馆、江阴市长寿度假村

二星酒店：江阴市纺织大厦宾馆、无锡天骄宾馆

主题酒店：无锡布拉格酒店、无锡蝶尚精品酒店

经济酒店：

无锡国际青年旅舍、7天连锁酒店（湖滨路店）、莫泰168连锁酒店（火车站店）、如家酒店（胜

利门店）（内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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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无锡交通

   

1、飞机

无锡硕放机场位于市区东南20公里，有飞往北京、深圳、广州、昆明、成都、厦门、武汉、重庆

及香港等城市与地区的航线。

地址：无锡市滨湖区空港六路

电话：0510-96889788

【机场到市区】

1、机场班车

火车站对面中旅大酒店有班车发机场，一日三班：6：45，11：30，13：10。

2、机场专线公交

沿线停靠火车站、招商城(兴源路)、旺庄东路(新区管委会)、高浪路(返回火车站时停靠)、无锡机

场。

3、其他

公交7路经过硕放机场。

   

2、火车

无锡有始发上海、南京、杭州、宜昌、宁波的列车。无锡到上海的动车1小时可到，到苏州仅需30

分钟左右。

【无锡站】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车站路1号

电话：0510-1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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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车

无锡有3个长途客运站，通往省内及周边地区。

1、无锡汽车站

走高速公路的快客多由该站发出，此外往江阴市各乡镇、常熟、张家港的中巴流水发车。

地址：火车站西侧的通惠东路114号

2、无锡客运总站(周山浜汽车客运站)

开往苏南、苏北、安徽、浙江、山东等长途班车，还有开往锡山、惠山区的农公班车。

地址：无锡市站北路88号。

3、无锡汽车西站

是往浙江、安徽方向的始发站。快客每天有5班发往上海、南京和南通，8班开往苏州，2班发往合

肥，3班发往武汉。此外往宜兴市各乡镇、江阴、张家港、常熟、溧阳、溧水、高淳的中巴流水发

车。

地址：梁清路7号

   

4、公交

普通车单一票价1元，空调车单一票价2元，多为无人售票车。

小贴士：上海交通一卡通可在无锡公交车上刷卡，享受无锡市民待遇。

   

5、出租车

3公里起步，起步金额10元；3公里至8公里以内价格为每公里2.31元，8公里以外每公里价格为2.85

元。等候费每5分钟折算为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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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当地旅游节庆

吴文化节

吴文化节已连续举办六届，并当选为“国内最受关注的十大节庆”活动之一。本届吴文化节以“

传承吴地文明、实现文化振兴”为主题，通过举办祭祀、论坛、庙会、彩船巡游、展览和演出等

系列活动，展示吴地文化魅力，弘扬吴地文化精神，彰显城市文化底蕴，推动文化强市建设。

灵山胜会

首届中国无锡灵山胜会将于12月15号-17号举行，这是今年继中国徐霞客国际旅游节、中国无锡吴

文化节、中国太湖博览会、《无锡旅情》唱响20年系列活动之后的又一场文化节庆大戏。

徐霞客旅游节

  作为千古游圣的家乡人，江阴市从1991年开始举办徐霞客文化旅游节。今，旅游节已经升级为

中国徐霞客国际旅游节游圣家乡每年还能吸引1500万人次以上的游园人数和3.1万的入境游客。这

个越来越国际化的旅游节庆活动将在今年的3月29日正式开幕，今年活动可谓精彩纷呈。徐霞客旅

游节让更多的人了解无锡文化，感受到无锡的美好！缤彩纷呈的活动亦为旅游节锦上添花。

古运河系列活动

9月30日-10月2日晚17:30-20:00，清明桥古运河历史街区“古运河系列中秋国庆活动”，秋日水暖

乘龙舟、杂技纷呈闹中秋、素手缫丝忆往昔（缫丝表演）、大窑金砖证姻缘、好戏连台贺佳节（

传统锡剧曲目、经典戏剧选段）

泰伯庙会:2月4日－6日, 锡山区梅村镇

无锡国际梅文化节:3月,梅园

无锡阳山桃花节:3月-4月

阳山镇西高山庙会:4月19日－21日

吴文化公园樱花之旅:4月－5月,鼋头渚

宜兴陶瓷艺术节:5月,宜兴市各景区

太湖旅游节:9月－10月,无锡太湖各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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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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