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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宁波：河姆渡文化发祥地

宁波：河姆渡文化发祥地(图片由网友 @公共马甲 提供)

宁波历史悠久，是具有7000多年文明史的“河姆渡文化”的发祥地。唐代，宁波成为“海上丝绸

之路”的起点之一，与扬州、广州并称为中国三大对外贸易港口。宁波人文荟萃、文风鼎盛。天

一阁藏书楼的历史在亚洲位居第一；王守仁开创“阳明学派”流传海外；黄宗羲的“浙东史学”

影响广泛。“二十里松行欲尽，青山捧出梵王宫”，这是位居天下禅宗五刹之一的天童寺的写照

；阿育王寺珍藏着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宁波的佛教文化举世闻名。宁波是中国商人的发祥地

。号称是“中国最精明”的上海人有1/4是宁波籍的。宁波还是著名的侨乡，有30多万宁波籍人士

旅居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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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区域图

最佳旅游时间：

宁波最佳旅游时间为4月、10月，宁波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冬夏

季风交替明显，年平均气温16.2℃，平均气温以七月份最高，为28.8℃，一月份最低，为－4.2℃。

这样的气候条件保证了宁波一年四季并无相差很大的季节差异，在宁波旅游最佳时间、宁波最佳

旅游季节的选择上，游客不需要严格遵守特定的季节交替。宁波5、6月份的梅雨季节以及9月台风

多发季节降雨较多。多雨的季节和台风将对您的出行造成不便，但毕竟宁波的不好的天气终归是

少数，大多数时间都是游玩的好日子。

在一年中，宁波4月与10月天气晴朗，温度适宜，正是出游好时光，同时还能体验开渔节、服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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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祝婚俗节等盛大的节日庆典。总体而言，宁波最佳旅游季节应当选择在4月及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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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宁波必玩景点

宁波旅游资源丰富，景点众多，是一个集自然、历史、文化景观为一体的游览胜地。市内注明的

天一阁、月湖等，是游客必览的景点，溪口—滕头旅游景区则是宁波最重要的旅游地，国家首批5

A级景区。 

宁波景点(图片由网友 @孙长老你好 提供)

海曙区

南塘老街：

南塘河历史街区内，保留了500多米的传统街巷，拥有文保单位一处，文保点6处。南宋“淳熙四

先生”之一袁燮及其后代世居于此，此外还有著名电影艺术家袁牧之的故居、古明州通向浙南和

浙西的咽喉要道甬水桥、建于清光绪年间的永善亭，以及关圣殿、同茂记、余氏宗祠、多处石砌

的河埠头、众多的沿街店铺作坊等众多城市人文历史古迹。

天一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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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广场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一站式”购物休闲广场，是国内一流的融休闲、商贸、旅游、

餐饮、购物为一体的大型城市商业广场。

月湖公园：

宁波月湖景区位于宁波市城区的西南，又称西湖，是宁波著名旅游景点。在它的汀洲岛屿及周边

土地上，沉淀着深厚的文化积层，构成了众多璀璨的传统文化。开凿于唐贞观年间（636年）,宋

元佑年间建成月湖十洲。

张苍水故居：

张苍水纪念馆位于宁波市区苍水街194号中山广场张苍水故居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宁波市十大名人故居。

宁波鼓楼：

鼓楼，是宁波市唯一仅存的古城楼遗址，也是国家文物重点保护的古建筑之一。它是宁波历史上

正式置州治、立城市的标志。

宁波天封塔：

宁波天封塔为“唐武后天册万岁及万岁登封(695-696)纪元时建，故得此名。”塔高60米，共14层

。七明七暗，呈六角形，挑角飞檐，雕工精细，古色古香，风姿绰约，蔚为壮观。整体感知玲珑

精巧，充满江南的灵秀之美和腾跃动感。

天一阁博物馆：

天一阁博物馆位于宁波月湖西岸，建于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原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

藏书处。它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三座私家藏书楼之一。

月湖盛园：

月湖盛园位于宁波老城中心，原是郁家巷历史街区，项目东临新解放南路，西、南接镇明路，北

靠已建成的县学小区，紧邻月湖历史文化区，是宁波市区现存为数不多的传统历史街区之一。

江东区

宁波庆安会馆（浙东海事民俗博物馆）：

浙东海事民俗博物馆（庆安会馆）为宁波近代木结构建筑典范，平面呈纵长方形，坐东朝西，中

轴线上的建筑依次有接使（水）亭、照壁、宫门、仪门、前戏台、大殿、后戏台、后殿、左右厢

房、耳旁及附属用房，其宫馆合一、前后双戏台的建筑形制，国内罕见，充分体现了天后宫与行

业会馆双璧齐晖的特色功能。

七塔禅寺：

七塔禅寺位于宁波市江东区，南至百丈路，西靠箕漕街，北邻雷公巷，东近彩虹北路，历史上即

为浙东佛教四大丛林（即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寺、观宗寺）之一。

宁波海洋世界：

宁波海洋世界是融合海洋生物展示、海洋风景展示、大型海洋动物表演、海洋生态科普教育为一

体，华东地区最具表演特色的大型海洋馆。

江北区

宁波美术馆：

                                                 7 / 29



�������

宁波：时尚水都
这里是宁波历史上海上航运的发祥地，美术馆就是以宁波港客运大楼原址为中心，东西与码头、

广场相联三位一体，主体建筑采用双层外壳的设计处理，外形轮廓在甬江岸边上，犹如驻泊在港

城的一艘"艺术方舟"。

宁波老外滩：

目前国内仅存的几个具有百年历史的外滩之一。宁波老外滩，通过保存历史建筑和街区风貌，植

入新都市文化，将厚重的历史与发展的愿望完美结合在一起。

绿野山庄：

绿野山庄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五星村，是一个初具规模的文明、富裕、和谐的小康村。

保国寺：

保国寺古建筑群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分三条轴线分布，布局严谨，错落有致，壮丽之中不乏江

南秀雅。

宁波慈城古县城：

慈城地处东海之滨，姚江之畔,慈城是目前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千年古县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

镇，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国慈孝文化之乡，全国环境优美乡镇。

鄞州区

凤凰谷休闲旅游区：

凤凰谷休闲旅游区是一个集会议、住宿、餐饮、购物、娱乐体育、康复疗养、商业服务和后续教

育为一体的休闲旅游区。

宁波博物馆：

宁波博物馆建筑设计倡导“新乡土主义”理念，将宁波地域文化特征、传统建筑元素与现代建筑

形式和工艺融为一体。

天宫庄园：

天宫庄园位于鄞州区下应湾底村，距离宁波市区仅5公里，是一个寓红酒文化、蚕桑文化和宁波乡

村民俗文化，集新农村展示、文化旅游、亲子游乐于一体的“都市里的村庄、城市中的花园”。

梁祝文化园：

梁祝文化园以东晋梁山伯墓、梁山伯庙为古遗址基础，以经典的梁祝故事为情节线索，以极富性

感的魅力，颇具规模营造的一座大型的爱情主题文化园。

阿育王寺：创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天童国家森林公园：天童森林公园是一个以森林、寺庙、奇石、云雾、溪瀑构成风景名胜区。

五龙潭风景名胜区：

一处以自然山水风光为依托，中华龙文化、浙东山乡风情、民俗民风为文化内涵，以溪流飞瀑、

怪岩险峰为特色的风景名胜区。

镇海区

郑氏十七房景区：

系郑氏一支南迁后世居之地。面积6万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4万多平方米，绝大部分为清乾隆至

光绪年间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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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宝山旅游风景区：集海天风光、人文景观、海防遗址、宗教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游览景区。

九龙湖旅游度假区：

九龙湖旅游度假区为中丘地貌山地湖泊型，三面环山群山环抱着九龙湖，凤凰湖，月亮湖和天鹅

湖四大湖。

北仑区

宁波北仑九峰山：

九峰山位于穿山半岛，是江南大陆最东端的山脉，与普陀山隔海相望、南北面分别是杭州湾和象

山港。九峰山有26座山峰、两大湖泊、近万亩森林，由国家3A级旅游景区五小娘景区、瑞岩景区

、燕湖八大坑景区等景系组成，是宁波市登山基地、十大休闲旅游基地和十大生态景区之一。

凤凰山海港乐园：

凤凰山海港乐园有目前亚洲回环最多、世界第二、比香港海洋公园更惊险刺激的8回环云宵飞车（

过山车）——“飞天凤凰”，目前世界上落差最大的漂流项目——“森林探险漂流”；目前国内

惟一的双冲水项目——“大舟冲浪”等10多项娱乐属“中国之最”，成为宁波人自己打造的“迪

斯尼”。

奉化市

溪口—滕头旅游景区：

国家首批AAAAA旅游区——宁波滕头生态旅游区。这里田园秀丽,生态怡人。以江南风情园、将

军林、盆景园、绿色长廊等几十处景点组成生态旅游。

黄贤森林公园：

黄贤森林公园位于浙江省奉化市裘村镇西北黄贤村，是一个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有机融合的海岸

沿线山水风光型景区。

宁海县

宁海森林温泉：

宁海森林温泉旅游区内群峰环绕，峡谷幽长，有三潭九瀑十八溪七十二峰。目前开放普济桥、猴

峰亭、卧龙湿地、映天池、银蛇飞瀑等景点。

前童古镇：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地理位置独特、自然风光秀丽的江南文化古镇。

浙东大峡谷：

浙东大峡谷位于宁波宁海白溪的著名旅游景点，全长数十公里，峡谷两边最高落差达900米，峡谷

内人迹罕至，植被丰富，峡谷谷底溪旁怪石堆砌，最大的卵石达百余立方米，重千余吨。其中黄

板滩、翡翠潭、七色潭、月亮谷是大峡谷里最引人入胜的所在。

象山县

石浦渔港古城：

石浦渔港古城，独特而美丽。石浦人世世代代以海为生，蕴涵出众多神奇的渔文化和渔风情，丰

富而广博。

松兰山海滨旅游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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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兰山是天台山由西向东奔入大海的余脉，大自然的造化使它形成了曲折的港弯、美丽的岛礁和

多处岬角、沙滩，海蚀地貌又使沿岸礁石林立，千姿百态，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宁波象山中国渔村：

由中国渔村主题公园、渔文化民俗街、宋皇城沙滩、旅居结合的欧美风情小镇，以及石浦渔港、

石浦古街、海上乐园、檀头山、渔山岛、渔人码头等组成。

余姚市

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

公园林木茂密，花草芬芳，山崖巨石常现于苍松翠柏之中。园内特种丰富，经初步调查，有植物

近千种，主要动物106种。

丹山赤水风景区：

景区以“自然山水”为依托，以“道教文化、浙东山乡古村风情、民风民俗和红色之旅”为内涵

，以“绝壁、奇岩、古桥、溪流、飞瀑”为特色，是“山水名胜与山居古村”相融合的结晶。

天下玉苑：

天下玉苑以周边秀山丽水为背景，以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为底蕴，倚山环湖建有西隐禅寺、南天

坛、玉佛塔、秀湖、玉苑门楼五大景区20多个大小景点，堪称世界最大的玉文化主题公园。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河姆渡遗址是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

一。

慈溪市

达蓬山旅游度假区：

达蓬山旅游度假区是以徐福东渡文化、中国传统石窗文化为主题的历史人文景区、“八十天环游

地球”世界主题乐园、自然生态美景及一系列度假设施相结合的综合性旅游度假区。

慈溪五磊山风景区：

五磊山风景区环境清幽，风光宜人，古树名树众多，主峰海拔424米，并有内外五峰环聚，有小“

庐山”之称。景区集山水风光与佛教文化于一体，既有自然天成的山林野趣，又有古朴幽美的名

胜古迹。

东钱湖

小普陀景区：

小普陀，又名霞屿，南宋时已建有霞屿禅寺和观音洞（补陀洞天）、望湖亭等胜迹，距今已有800

多年的历史。

宁波雅戈尔动物园：

雅戈尔动物园坐落在具有“西子风韵，太湖气魄”的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内，占地面积1900亩，山

脉连绵，水系沟通，园区依托绮丽的水乡风光，按照全新的设计理念，经过多年的持续改进，已

成为国内一流水准的花园式生态型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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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宁波行程推荐

市内休闲一日游：月湖→天一阁→城隍庙→天一广场→宁波老外滩

宁波周边自驾四日游

D1：月湖→天一阁→城隍庙→天一广场

D2：蒋氏故居→雪窦山

D3：前童古镇

D4：东钱湖→小普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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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宁波娱乐

电影院

金逸宁波和丰店：

宁波金逸国际影城是广州金逸影视集团投巨资建立的国际一流电影城。影城地处宁波最繁华的三

江口核心区域，毗邻天一商圈，交通便利，周边休闲娱乐配套齐全。

宁波影都：

宁波影都坐落在宁波市海曙区风光秀丽的三江口畔，毗邻于新落成的奢侈品天堂——和义大道，

与繁华的商业中心——天一广场隔街相望，影都周围绿树成荫，景色秀美，环境优雅，是一家具

有园林风情的，集电影、休闲、购物、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花园式影城。

宁波海上国际影城：

海上国际环境温馨，格调高雅。7个电影厅全部采用固定式座椅，超宽无遮拦排距，任何一个座位

视都能达到最佳观影效果。两个超大厅巨幅银幕影厅，除了放映电影还能举行新片首映礼和明星

见面，观众可近距离的欣赏明星们的风采。

宁波时代电影大世界：

目前宁波最大的集休闲、娱乐于一体的高档综合影院，内设12个影厅（包括一个数字厅，一个双

座情侣厅）全部采用固定式座椅，超宽排距，舒适无比。

宁波万达电影城（江北店）：

宁波万达国际电影城是万达集团投巨资建立的国际一流电影城。它位于宁波市鄞州中心区万达商

业广场三层,占地面积近6000平米,共8个放映厅,1831个座位。

酒吧

8毫米酒吧 

位置：宁波海曙区马园路108号

电话：0574-13906618528

兵临城下酒吧

位置：宁波海曙区柳汀街263号

电话：0574-13505749117

爬山虎 

位置：宁波海曙区新街55号

电话：0574-13967881230

MCD音乐世纪酒吧 

位置：宁波海曙区世纪广场2楼230弄

电话：0574-87302000

北纬31度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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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宁波海曙区中山西路182号

电话：0574-87263088

八点半酒吧 

位置：宁波海曙区天一广场7号门2F

电话：0574-87681298 

KTV

新彩虹量贩式KTV

地址: 中山东路天一广场

电话: 0574-87266683

海马歌舞厅

地址: 解放南路8号

电话: 0574-87316750

浪漫贵族KTV欢唱音乐城

地址: 永丰路175号

电话: 0574-87366928

钱柜娱乐中心

地址: 大庆南路78号

电话: 0574-87670496

蓝月亮OK厅

地址: 余姚市陆埠禁河路

电话: 0574-62380016

海乐门KTV

地址: 海曙区延庆巷

电话: 0574-8731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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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宁波美食 好吃不停嘴

宁波菜又叫“甬帮菜”，擅长烹制海鲜，鲜咸合一，以蒸、烤、炖等技法为主，讲究鲜嫩软滑、

原汁原味，色泽较浓。像腐皮包黄鱼、苔菜小方烤、雪菜炒鲜笋，便宜又好吃。 

宁波美食(图片由网友 @大王是我快开门 提供)

宁波臭三拼：

宁波有著名的“三臭”，指的就是臭冬瓜、臭豆腐和臭苋菜，顾名思义这三种东西拼在一起，就

是著名的宁波臭三拼。

宁波汤团：

宁波汤团以“缸鸭狗”汤团店的历史最为悠久。“缸鸭狗”原名“江阿狗”，江阿狗原来来宁波

四明街开店，就用自己的名字做了店名。又因他不识字，就在招牌上画了一只缸、一只鸭子和一

条狗做标记。这个特别的招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而且他的汤团制作精细，价廉物美，生

意便越做越大，成了当地的一块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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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式糕点：

宁式糕点是宁波一带的传统名点，历史悠久，是全国糕点十二大派系之一。宁式糕点选料讲究、

营养丰富、加工精细、造型别致，并形成以酥为主，酥、软、脆分明的特点，其品种可分为燥糕

类、潮糕类、糖伙类、油虾类、蛋糕类、桃酥类、酥饼类、月饼类等。

宁波红膏蟹：由红膏梭子蟹经过特殊工艺加工而成，肉多，脂膏肥满，味鲜美，营养丰富。

溪口千层饼：

千层饼是溪口特产，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始于清光绪年间，采用上等白面粉、糖、冬苔菜、芝麻

精制而成，形似香干，质地松脆，清香可口，别具风味。

雪菜大黄鱼：雪菜大黄鱼，又称大汤黄鱼，是富有宁波地方特色的名菜。

大黄鱼肉嫩味鲜少骨，自古有“琐碎金鳞软玉膏”之誉。雪里蕻咸菜，质地脆嫩，鲜美可口，有

一种特殊的鲜香味。以这两种为主料烧制的雪菜大黄鱼，具有鱼肉嫩，菜香浓，清口鲜洁，营养

丰富的特点，倍受食客青睐。

冰糖甲鱼：

“冰糖甲鱼”，制作非常讲究，色泽光亮，甜酸香糯，味道多样，甲鱼与冰糖同炖，具有滋阴、

调中、补虚、益气、祛热等功能。

宁波锅烧河鳗：锅烧河鳗，是宁帮菜中历史悠久，名闻遐迩的宁波十大名菜之一。

宁波多江河湖泊，所产河鳗甚多。在本地江河湖泊所产者，俗称“本塘河鳗”，更是鳗中之珍品

。

锅烧河鳗，又以剔骨锅烧鳗最为著名。此菜需用本塘河鳗，烧制要有高超技术。首先，将半公斤

左右大的河鳗去内脏，蒸得烂熟。这时，富含脂肪的鳗皮已呈半透明蝉翼状，将鳗骨剔出，再放

到锅内红烧，并且鳗皮不能有破损。

火臆金鸡：

火踵全鸡，需选取农民家庭养殖的新母鸡一只，宰杀后放血，去毛，取出内脏，洗净，同时将洗

净之鸡肫，鸡肝，鸡心等内脏放入鸡膛内，先用沸水煮，取出放入汤碗内配以香菇、笋片、木耳

等多种佐料，放入蒸笼，以旺火蒸约一个小时即可。火臆金鸡，具有鸡肉酥嫩，汤味鲜香，形状

美观，原汁原味的特点。

腐皮包黄鱼：

腐皮包黄鱼系用优质完整的薄豆腐皮包上新鲜生净大黄鱼肉炸制而成，用醋与茄汁酱等佐食，其

味更佳。这是一道有百余年历史的宁波名菜。

苔菜小方烤：

苔菜小方烤是一道集美味、营养于一身的菜肴。该菜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和必需的脂肪酸，并

提供血红素（有机铁）和促进铁吸收的半胱氨酸，能改善缺铁性贫血。

荷叶粉蒸肉：

“荷叶粉蒸肉”是杭州一款享有较高声誉的特色名菜。在清末，相传其名与“西湖十景”的“曲

院风荷”有关。它是用当时杭州的鲜荷叶，将炒熟的香米粉和经调味的猪肉裹包起来蒸制而成，

其味清香，鲜肥软糯而不腻，夏天食用很适合胃口。

彩熘全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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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鱼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硒，能清除人体代谢产生的自由基，能延缓衰老，防治各种癌症。

网油包鹅肝：明目调理“网油包鹅肝”是宁波传统名菜，至今有200

余年历史，若蘸以花椒盐，滋味更佳。 此菜兼有补目功效，老幼喜食。

黄鱼鱼肚：

实为鱼膏。古时又称“冰鱼羹”。据说秦始皇到宁波时曾吃过此菜。此菜制作是将鱼片爆后，一

并放入酒、盐、汤、鱼肚、味精等，即用湿淀勾芡而成。出锅时再撒上火腿末、葱末。此菜红绿

黄白，状如豆腐，糯嫩鲜美。

苔菜拖黄鱼：

“苔菜拖黄鱼”是浙江宁波的一道传统名菜。苔菜，又名干苔、海苔，为翠绿细管状植物，形似

丝棉，产于浅海岩石上，冬春季采集晒干，清香味浓，以浙江宁波附近海面所产最为有名。当地

居足都喜欢以苔莱切成末，与面粉拌成糊，用黄鱼肉条蘸裹面糊入油锅炸熟食用，故名为“苔菜

拖黄鱼”。此菜以香味浓郁、鱼肉鲜嫩而著称，深受人们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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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宁波购物 特产买不停

中山路、解放南路、开明街、东门口一带是宁波最繁华的街区，有银泰、国际购物中心、金光中

心、二百、长发、新华联商厦等大型商场。而古色古香的城隍庙周围，则是饮食店最多的地区。 

宁波购物(图片由网友 @小桥流水人家 提供)

宁波的旅游工艺品非常丰富，著名的有：骨木镶嵌、堆塑漆器、宁波金银绣、朱金木雕、翻簧竹

刻、泥金彩漆、竹编、宁波草席、余姚陆埠佛雕等。

宁波的土特产以海产品为主，主要有：石斑鱼、新风鳗鲞、明府鲞、爵鲞、梭子蟹、青蟹、长街

蛏子、西店牡蛎、象山海蜒、象山虾皮、宁波淡菜、弹涂鱼等。

购物广场

天一广场：

天一广场坐落在海曙区，主体建筑由22座具有欧陆风情的现代建筑群组成，设有亚洲第一音乐喷

泉和大屏幕水幕电影，是集休闲，商贸，旅游，餐饮，购物于一体的大型城市中心商业广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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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为宁波的商业航母。

万达广场：

万达广场位于鄞州区，由国际购物广场、国际商务酒店、高级城市公寓三大功能板块构成的大型

城市建筑综合体。主力面积150—160，项目的总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其中商业广场面积27万平

方米，引入沃尔玛、百安居、特力屋、喜百度、苏宁电器、石浦酒楼、神采飞扬电玩城、大歌星

KTV、万达国际影城等11家主力店，是一个集国际购物广场，国际商务酒店和城市公寓为一体的

综合地产项目。江北万达广场即将于年底开业。

和义大道：

和义大道位于海曙区，它是城市中一条充满历史底蕴的街道，也是一条将来可能堪称“宁波的香

榭丽舍大街”的现代化大道。未来的和义路大道：在这里，可能会发现国际知名奢侈品品牌诱人

的身姿，有高端零售、时尚特色餐饮、美容ＳＰＡ、酒吧等高档滨江休闲商业，有６００平方米

的真冰溜冰场，有退台式面江的观景平台⋯⋯

世纪东方商业广场：

世纪东方商业广场位于江东区，广场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是一个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

于一体的一站式购物广场，由好阳光置业投资建设，是我市“中提升”战略重点项目之一，即将

建造的地铁一号线，将贯通整个商业广场。

银亿海尚广场：

银亿海尚广场位于镇海区，银亿海尚广场总建面积约20万平米，包括10万平米高尚住宅及10万平

米国际化商业，银亿海尚广场由16幢高层住宅，约5万平米欧尚超市、保利国际影院、国际化一流

星级酒店、商业休闲步行街等组成，银亿海尚广场将建设成为镇海区首座大型国际化城市综合体

。

来福士广场：

来福士广场位于江北区，总建筑面积约15.7万平方米，在来福士，徜徉于琳琅满目的时尚服装之

余，亦可品尝风格各异的精美小吃，享受不同风情的地域美食，或者忘情于年轻时尚的健身运动

，流连于丰富多彩、精彩纷呈的推广活动，通过不断打造其独具个性的品牌内涵，深化其年轻、

时尚的广场形象，来福士广场已成为年轻消费者购物、休闲、聚会的首选地之一。

 当地特产

宁波杨梅：

杨梅肉质细软，甜蜜醇厚，形如珍珠而色如玛瑙，系上乘水果。慈溪县灵湖至余姚县马诸一带约4

0公里长的丘陵地带，是宁波杨梅的集中产区。宁波杨梅有白种、粉红种、红种、乌种四大类，各

具特色。

宁波贡干：

贡干又名壳菜，也就是淡菜干，不但肉味鲜美，而且营养价值很高。鲜食可先煮熟，去掉两边锁

壳和毛，再加入萝卜、紫菜同煮，分外可口。宁波淡菜肉大而肥，加工晒干就叫干肉。

宁波草席：

宁波草席以质地精密、挺括硬实、柔软光滑、收藏简便四大特点，畅销全国各地，草席由麻编织

而成的最负盛名，尤以白麻筋草席为席中上品，盛产于素有“草席之乡”美誉的宁波西乡黄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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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宁波住宿

  宁波住宿十分方便，可选择的种类繁多，酒店从一星至五星齐全，更分为宁波旅游花级酒店。

宁波酒店(图片由网友 @小桥流水人家 提供)

五星酒店：

开元宁波九龙湖度假村、雅戈尔达蓬山大酒店、宁波南苑环球酒店、慈溪恒元大酒店、石浦半岛

酒店、象山港国际大酒店、宁波开元名都大酒店、宁波万豪酒店、余姚宾馆、溪口银凤锦江旅游

度假村、杭州湾大酒店、宁波南苑饭店、余姚太平洋大酒店、宁波凯洲皇冠假日酒店、宁波东港

喜来登酒店、宁波华侨豪生大酒店、宁波大榭国际大酒店、宁波远洲大酒店、中信宁波国际大酒

店

四星酒店：

                                               20 / 29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271&do=album&picid=60483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271&do=album&picid=60483


�������

宁波：时尚水都
余姚中塑石浦大酒店、宁波天港禧悦酒店、镇海九龙山庄、宁波嘉和大酒店、浙海大酒店、慈溪

沈师桥大酒店、慈溪中益商务酒店、宁波金陵富春国际大酒店、宁波新园宾馆、宁波金港大酒店

三星酒店：

宁波天成维多利大酒店、象山兰陵大酒店、庄市云来大酒店、天马四明山居度假村、沧海凯府大

酒店、宏远大酒店、丽嘉盛业大酒店、雷孟德星光大酒店、世纪盛业中苑大酒店、东钱湖沙山宾

馆

二星酒店：

余姚明珠宾馆、宁波江北新天池商务宾馆、宁波江北洪塘大酒店、宁波余姚新玉立宾馆、象山新

光大丰盛酒店、慈溪华兴宾馆、宁海白天鹅宾馆、北仑新大地宾馆、江北慈城星光大酒店、宁海

豪都大酒店

一星酒店：

余姚市龙都宾馆、余姚凯莱宾馆、余姚金海湾宾馆、余姚老胡子大酒店、余姚市金茂宾馆、慈溪

宏益宾馆、浙江慈溪东方大酒店、慈溪方圆宾馆、慈溪国贸花园宾馆、宁波市北仑区天伦宾馆

五花级酒店：

宁波海港东方酒店、舟宿霓虹精品酒店、宁波丽兹大酒店

四花级酒店：

宁波南苑e家余姚店、东钱湖假日港湾酒店、锦江之星天一店、慈溪汉爵商厦大酒店、宁波滨江假

日商务酒店、宁波南苑e家（天一店）、宁波3B酒店（清河店）

三花级酒店：

余姚君悦商务宾馆、宁波奉化溪口紫荆花大酒店、恒元悦客酒店、宁波雷孟德度假酒店、宁海滨

溪宜家商务旅店、宁海宜家商务旅店、锦江之星石浦店、鄞州365商务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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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宁波交通

   

1、火车

宁波火车东站：

宁波东站项目位于江东区东方商务中心南侧，福明路以西，规划桑田路以东，兴宁路以南，临近

中兴路、环城南路等主干道。车站方面，主要包括站房、信号楼等附属设施，总建筑面积0.35万

平方米，共设4个站台，8股轨道。

公交路线：10路、12路、18路、335路、388路、516路、522路、541路、505路、201路、620路

   

2、汽车

宁波汽车南站：

已开通客运线路60条，进站营运车辆总数达350多辆，日计划发出客运班车615个班次，日均发送

旅客1.5万人次，班车省外通达北京、上海，省内通达杭州、嘉兴、湖州、绍兴、舟山等地区及市

内各县、市、区。

公交路线：1路、369路、5路、512路、354路等

   

3、航空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Ningbo Lishe International

Airport），是一座位于浙江宁波的的民用机场。机场位于宁波市西南，距市区约12公里。

宁波机场大巴乘车指南

一、宁波市内的旅客可选择在民航售票处乘坐民航专线大巴前往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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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航售票处地处宁波市兴宁路91号（白鹤公园旁），您可乘坐公交9路、10路、11路、12路、1

4路、20路、350路、353路、360路及506路到白鹤新村或黄鹂新村下车

2、发车时间：早上05：45分起止晚上18：00，每隔一小时整点发车，车价12元/位。

3、大巴从民航售票处开往机场大约需要35分钟，请根据所购机票选择乘坐合适的班车。

4、机场至市内的班车线路为：机场－客运中心－火车南站－民航售票处，根据进港航班时间发车

。

二、机场同时还开通了往返慈溪、余姚、舟山、义乌的专线大巴，发车时间和票价如下：

1、宁波栎社国际机场＝舟山 票价50元 宁波发车地点：宁波栎社机场 时间：每天11:00

舟山发车地点：滨港路675号（舟山海星外事旅游客运有限公司）时间：每天06：10

2、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义乌 票价69元 机场发车时间为每天10:30、14:30、17:45

宾王客运中心发车时间分别为07:15、10:50、14:15、18:30

3、慈溪＝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班车线路:慈溪长途客运站－慈溪繁兴航空－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票价35元/位

慈溪发车地点：慈溪长途客运站 时间：07：30、11：00、14：00

杭州湾大酒店 时间：05：20、07：35、14：05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发车时间：08：00、10：30、14：00、17：00

4、余姚＝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班车线路:余姚高速客运站－太平洋大酒店－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票价30元/位

余姚发车点：余姚高速客运站：11：30、15：00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发车时间：09：50、13：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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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当地旅游节庆

地处浙东的宁波在越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俗和节庆。 

宁波节庆(图片由网友 @我是好吃的螃蟹 提供)

海上长城滩涂节

活动时间：夏季

活动地点：奉化黄贤海上长城景区

活动内容：滩涂玩乐、泥上竞技、滩涂户外运动等。

炎炎夏日，正是玩水、玩泥巴的季节，奉化黄贤海上长城森林公园便会适时推出海上长城滩涂节

活动。滩涂项目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海洋文化， 更体现一种现代海洋休闲元素。海上长城滩涂节

在玩泥的基础上，还开展了年轻人喜爱的泥上竞技、滩涂户外运动等休闲活动，进一步诠释海洋

休闲游的理念，是海上长城森林公园旅游项目的有益补充。滩涂节将持续整个夏天，整片滩涂毗

邻象山港湾的向阳海岸，有1000多亩的面积，设有天然泥浴场、野生贝类捕捞体验区、野生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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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捕捞体验区、野鸭观赏、海水游泳、人造泥浴场、竹筏码头等。

象山海鲜节

活动时间：12月

活动地点：上海、象山等各象山海鲜酒店

活动内容：品尝象山海鲜，领略海洋风情。

从2004年开始，象山县每年以“东方不老岛，象山海鲜好”为主题举办海鲜节。象山海鲜节活动

内容通常包括海鲜创新菜烹饪大赛、年货展销会、酒店联动促销、我与象山海鲜故事征文等活动

。

依托海鲜资源优势，通过中国开渔节、象山海鲜节，以及象山餐饮业主的打拼，近几年象山海鲜

在做好本地市场的同时，在宁波、杭州、上海等地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成为继建筑业之后象

山又一张精美名片。

宁海长街蛏子节

活动时间：4月

活动地点：宁海长街镇

活动内容：亲近海洋抓蛏子活动、美味长街蛏品尝会、长街蛏子烹饪比赛。

宁海长街是蛏子之乡，长街蛏子被誉为“中国第一蛏”。

今年4月，第七届宁海蛏子节在欢乐佳田农场举行，推出以蛏子为主题的特色菜，我为“泥”狂—

—浙东趣味滩涂项目体验活动，畅游佳田，放飞心情” 欢乐佳田系列休闲活动活动等。

中国象山国际海钓节

活动时间：5月

活动地点：象山石浦、渔山列岛等地

活动内容：海钓比赛、海洋鱼拓、海岛露营等。

由于长江、钱江、甬江三江汇合东海的特殊地理现象，三江交汇产生的大量浮游生物、贝藻类生

物，为象山的近海鱼类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再加上台湾海峡暖流的作用，象山海域既有常年

生活在此的斑科鱼类，又有洄游性的鱼群，如被国际海钓运动公认的鲷、鲈类等贵重鱼种。

象山境内纳入规划的钓区、钓点多达几十处，可钓指定鱼种亦在20余种以上，全年可海钓期达200

多天，被“亚钓联”的专家、高手称之为“亚洲人的海钓圣地”。渔山岛则享有“亚洲第一钓场

”之美称。

宁海（越溪）跳鱼节

活动时间：10-11月

活动地点：宁海县越溪乡

活动内容：特色农家菜肴展示、钓跳鱼王擂台赛、抲跳鱼体验游。

跳鱼又称弹涂鱼，生活在浅海滩涂，因为营养价值高，被喻为“水中人参”，也是宁海小孩开荤

的首选，有着吃跳鱼开荤小孩摔倒头不着地的说法和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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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溪乡海水养殖面积达6.3万亩，是浙江省海水养殖强乡，主导产品有青蟹、贝类、跳鱼，特别是

越溪跳鱼闻名遐迩。越溪“跳鱼节”已成功举办了三届。

中华慈孝节

2008年1月8日，江北区被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全国首个“中国慈孝文化之乡”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慈孝文化，扩大江北区的对外影响，江北区自2009年起每年在重阳节期

间举办中华慈孝节，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二届，主要活动包括寻找当代中华最感人的十大慈孝故

事(人物)公益活动、与中央电视台合作的开幕盛典暨“慈城之夜”颁奖文艺晚会、中华慈孝论坛

、“慈孝、慈悲、慈湖”三慈旅游合作、慈城文化旅游推介活动、中国手工DIY产业博览会、全

国创意慈孝产品评选设计大赛、“慈孝惠民进万家”行动等活动。

胡陈东山桃花节

时间：每年3月

地点：胡陈乡

活动内容：桃花摄影、桃花笔会、桃花相亲、桃树认养等。

宁海县胡陈乡是国家级生态乡，近年来，该乡充分挖掘果蔬之乡的产业优势、山青水秀的生态优

势和名人故里的人文优势，自2008年开始，连续三年举办桃花节，以桃为媒，文化搭台，经济唱

戏，以节庆活动繁荣区域经济文化。

每年三月桃花盛开，在该县最大的千亩桃园——东山桃园举办桃花节。胡陈桃花节每年保留着桃

花摄影、桃花笔会、桃花相亲、桃树认养等经典活动，并坚持不断创新，精心组织策划，节庆活

动年年各不同，年年有新意。第三届桃花节举办了桃花肚兜秀、桃花游，桃花歌曲、桃花赋网络

征集等大量吸引“眼球”的活动。今年第四届桃花节，还将增加“胡陈囡”肚兜秀、集体婚礼、

网上游胡陈、驴友露营晚会、自行车挑战赛、七彩土豆宴等系列活动，让游人切身体验胡陈原生

态的农耕文化和深厚的生态文化。

每年桃花节，有大量的游客前来游玩，2010年举办的第三届桃花节前后吸引了10余万游客前来踏

春赏花，引发了乡村旅游热潮，有效带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桃花节庆的举办，形成强有

力的拉动效应，激活乡村旅游业，助推现代农业发展，提升胡陈知名度和开放水平，为全乡经济

又好又快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中华石头古村文化节

时间：2011年9月中旬

地点：许家山

活动内容：登步道、游古村、看梯田、尝十二碗

石屋、石路、石窗、石墙、石桌、石凳、石碗、石桥⋯⋯走进宁海县茶院乡许家山村，扑面而来

的是厚重的石头风情，让人仿佛感受到了石头古村的浓郁文化。

许家山村位于宁海县东部，是宁波市内现有建筑群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石屋古村，也是浙东

沿海山地石屋建筑群落的典范，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是宁波市首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该村

不仅保存着完整的石屋、石院、石墙、石桥、石路、石凳等组合资源，同时还延续着传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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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比如牵牛耕田、制番薯粉、做番薯烧酒、捣年糕、做竹编等。通过举办古村石头文化节，

向公众充分展示许家山石头古村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不仅能有效保护好石屋古村的原生

态，努力把许家山村打造成具有石村特色，集山村体验、文化交流、疗养度假、休闲运动、娱乐

购物等功能为一体的山村休闲旅游区，更能以原生态的石头旅游产业带动山民致富，从而提升宁

海茶院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中国梁祝爱情节

宁波是梁祝故事的发源地，梁祝文化公园是全国最大的爱情主题公园。梁祝爱情节凭梁祝千古情

话，演绎永恒爱情主题。

举办时间：10月

宁波旅游节

  宁波旅游节具有城市标志意义、宁波特色明显、国际化色彩浓烈、大众参与性强的旅游节庆。

诚请八方游客体验宁波风情。

举办时间：9月—10月

中国象山开渔节

象山是中国著名滨海城市，每年一届的“中国开渔节”开创了中国独一无二的海洋庆典活动，具

有浓郁的渔乡风情和滨海旅游特色，已经成为全国知名节庆品牌。

举办时间：9月

余姚四明山旅游节

通过精心安排一系列旅游活动，进一步展示余姚四明山丰富神奇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农家风

情和良好的旅游风貌，希望四明山走向更多人的视野。

举办时间：9月

宁波美食节

美食节期间，江东区上百家餐饮企业开展联手举行特色主题活动，区内各大型商场、超市、商业

特色街举办促销活动，市民与游客一道品美食，共赏闲趣。

举办时间：5月、12月

北仑九峰山梅花节

北仑九峰山梅花素以“古、广、奇”三绝闻名天下。如今的九峰山梅花园占地面积达60余亩，地

栽梅花6000余株，盆栽梅花100余盆，名贵品种26个，是浙江省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梅花观赏基

地，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每到早春二月，梅花盛开时，景区都举办盛大的梅花节。

举办时间：2~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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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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