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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州：江南明珠 长乐常州

常州是一座已有2500年文字记载历史的文化古城，也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素以物华天宝、人

杰地灵而著称。自西晋起，迄今的1700余年间，常州始终是郡治或府治的所在地，为苏南地区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一向有“三吴重镇、八邑名都”之誉。常州现辖金坛、溧阳两个县级

市和武进、新北、天宁、钟楼、戚墅堰五个行政区,全市总面积4375平方公里。 

(图片由网友 @邹拉波娃 提供)

常州是华东线旅游的必经之地，常州市有唐代古刹“东南第一丛林―天宁寺”，有国内最大的以

恐龙为主题的综合性主题乐园—常州中华恐龙园，有山清水秀、鱼鲜果香的人间仙境—天目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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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地理方位图

最佳旅游时间：

常州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常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春末夏初时多有梅雨发生，夏

季炎热多雨，温度常高达35℃左右，冬季空气湿润，气候阴冷，相对来说，春秋两季更适合旅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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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州景点

中华恐龙园：

中华恐龙园位于常州新北区的现代旅游休闲区内，是一座以恐龙为主题，融博物、科普、娱乐、

休闲及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性主题乐园，也被称为“东方侏罗纪公园”。主要景点：欢乐一条街、

雨林冒险区、中华恐龙馆、园艺博览园、库克苏克峡谷、雷龙过山车、疯狂火龙钻、动物表演馆

、侏罗纪历险、恐龙谷温泉等。 

天目湖：

天目湖旅游度假区，景区东临太湖，西接南京，北望常州，南连天目山余脉，包含了两块狭长型

的水域，一左一右分列在东陵山的两侧天目湖水质清冽、群山环抱，气候怡人，全年适合游览，

被称为常州的“后花园”和“天然氧吧”。

环球动漫嬉戏谷：

嬉戏谷是一座国际动漫游戏体验园，这里颠覆了传统，有自己的独特创新，是一家更适合未来的

体验型公园。

天宁寺：

天宁寺享有“东南第一丛林”的美誉，它雄踞常州东门外，前俯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后倚常

州第一大公园红梅公园，是常州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千年古刹。

天宁宝塔：

宝塔坐落在天宁寺的正后方，是一座八角飞檐仿唐宋风格的宝塔，也是全世界最高的钢结构佛塔

。

淹城春秋乐园：

春秋乐园位于常州市武进区的中心位置，整个乐园的主题取材于春秋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

化等方面，以情景体验的形式表现中国春秋时期的生活。

红梅公园：

这里享有“文笔胜地，江南名园”之美誉，公园内林木葱郁，花开四季，是市区内规模较大的综

合性公园。

常州博物馆：

常州博物馆创建于1958年，是集收藏、研究、陈列展览于一体的地方综合性博物馆。

茅山：

茅山素来享有道教“第一福地”、“第八洞天”之称，是我国道教圣地之一，历史悠久。这里峰

峦曲折，起伏连绵，山中树木苍翠，流水潺潺，秀丽葱绿，风景幽美。

                                                 5 / 16



�������

常州：常乐之州
  

三、行程

常州古城两日游：

线路推荐：

D1：天宁寺—红梅公园—文笔塔—舣舟亭

D2：淹城春秋乐园

常州经典四日游：

D1：天目湖

D2：中华恐龙园

D3：淹城春秋乐园

D4：环球动漫嬉戏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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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州娱乐

电影院：

常州亚细亚影视城

介绍：这里由一个影吧和七个电影厅组成，其中蓝厅（640座）、黄厅玉厅（118座）、云厅（169

座），影视城被国家广电总局评定为全国仅六家的首批五星级影院之一，成为了全国唯一一家地

级市五星级影院、江苏省电影业第一家五星级影院，也是常州第一块五星级服务设施的金字招牌

。

电话：常州市钟楼区怀德北路29号

地址：0519-86608965

常州中影东方国际影城

介绍：“中影东方”，堪称常州首座“空中影院”，它座落于南大街莱蒙国际都会的三楼顶层，

其下两层为商业百货。影城高居商都顶层，源于西方的“喷淋效应”理念，荧屏绽放异彩，人流

如潮而至。

电话：0519-86805683

地址：常州市钟楼区西瀛里莱蒙都会国际商业街3楼

金逸常州常发店

介绍：影城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高端科技专业数码视听设备组合，独树一帜的装修风格、自由选

购的网上购票系统、全国通用的会员卡体系、热情周到的人性化服务，定会让每一个顾客都有耳

目一新的观影体验。

电话：0519-81098585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东路101号

KTV：

常州AGOGO自助KTV

电话：0519-86815566

地址：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莱蒙都会商业街二期A座4-5楼

常州缤纷钱柜KTV

电话：0519-86622688

地址：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50号缤纷亚洲休闲广场4-5楼

酒吧：

苏荷酒吧

电话：0519-88898088

地址：常州市钟楼区莱蒙都会国际商业街西瀛里3-101-3-104号

芭芘酒吧

电话：0519-8681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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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常州市钟楼区莱蒙都会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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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吃在常州乐逍遥

有人说：“苏州是江南的大客厅，无锡是后花园，那么常州则是宴会厅。”常州餐饮在沪宁线上

乃至华东地区都颇有名气，可以说常州餐饮在江浙沪一带独霸天下，无人能比。常州餐饮的霸主

要表现在数量、质量、服务这几方面，不管是百年名店，还是特色小吃，都味美可口，叫人垂帘

三尺。 

(图片由网友 @夕阳无言 提供)

常州的名菜有：天目湖砂锅鱼头、长春不老千球、鸡脑豆腐、珍珠皮冻、椒叶凤爪、芝麻鱼排、

花果粉盅、常州糟扣肉等。

常州的小吃是常州人们的最爱，也颇具盛名，常州最常见的小吃有蟹黄小笼包、大麻糕、萝卜干

、酒酿元宵、三鲜馄饨、蟹壳黄等。

常州主要美食街区包括：晋陵中路、劳动西路、光华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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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常州购物零接触

常州自古就是富庶之地，宋时就有“苏常熟，天下足”的民谚。常州的著名物产有：竹笋、板栗

、西瓜、螃蟹、鱼头、水芹、萝卜干、大麻糕等，在江浙一带市场上十分走俏。 

(图片由网友 @邹拉波娃 提供)

另外丰富的物产为常州的手工业发展提供了条件，南宋时期常州手工业得到蓬勃发展，手工作坊

遍布各地，而手工业的发达使常州迅速成长为一个大规模的商埠。常州手工艺品品种多如牛毛，

除了传统的手工艺品如梳篦、微雕、根雕、乱真绣、留情竹刻、丝绸等外，近年来，常州开发了

许多新式工艺品，以景泰蓝工艺画、恐龙旅游纪念品、鸵鸟蛋工艺品等最为出名。

常州地区经济发达，大型购物商场自然很多，常州市内现在拥有许多特产商场—美术工艺商场、

梳篦店、纪念品商场等，这些特产商场是旅游者们的购物首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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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常州住宿推荐

近年来，随着常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宾馆酒店等旅游服务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整个市区不大

，但各类宾馆，档次齐全，设施完备，还有许多旅馆、招待所，大都价格合理，服务周到，可基

本满足不同层次需要。

常州市中心不大，住在市中心去各个景点都会比较方便，所以第一次去常州的游客最好选择市中

心附近的酒店作为住宿点。此外也可以选择在各大景区周边选择酒店住宿，比如常州恐龙园、淹

城春秋乐园、嬉戏谷、天目湖等景区都有配套的住宿设施。 

(图片由网友 @夕阳无言 提供)

火车站区域

火车站周边是常州旅游住宿的首选地，这里可搭乘不同公交前往各重要景点，且距市中心繁华商

业街也不远，而且靠近常州汽车站，方便搭车前往溧阳游天目湖。

此区域内有不少酒店，中高档酒店推荐常州金陵明都大饭店、常州大酒店等，价格在300元到400

元不等。快捷连锁酒店推荐如家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店、格林豪泰的常州局前街店、7天连锁的常

州火车站店、速8的常州五角场店等等，价格在170元到2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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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周边区域

恐龙园附近有一些的高档酒店，推荐常州香树湾花园酒店、常州环球恐龙城维景国际大酒店，如

果游客想泡温泉，可以选择住在常州恐龙谷温泉度假村内。这些酒店价格为600元左右。

常州嬉戏谷附近推荐常州嬉戏谷开元度假村，价格在500元左右。

淹城春秋乐园附近可选择入住长兴华美达淹城公园酒店。

去天目湖游玩可以住在溧阳天目湖宾馆或溧阳天目湖国际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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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常州交通

常州奔牛机场位于常州西北郊，距沪宁高速公路常州西（罗墅湾）出口3分钟车程，有专用公路直

接通达市区。现已开通往返18个城市的航班，每周有高达250多班次的飞机。

常州市与外省市的陆路交通也非常便利，沪宁铁路和沪宁、宁杭、常澄、锡宜、沿江（常苏）、

扬溧等高速公路以及312国道、104省道等构成了常州发达的陆路交通网。此外沪宁城际轨道常州

站、京沪高铁常州北站的开通大大改善了常州铁路的条件。

常州市内的城市公共交通也十分发达，2008年常州市开通了快速公交（BRT），这是江苏省内首

个快速公交系统。市区内100余条公交线大多可以享受空调车1元刷卡6折的优惠。是继北京以后全

国第二个给予市民公交优惠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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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常州节庆活动

常州月季花灯会

时间：每年5月15日-6月1日

地点：红梅公园

天宁寺庙会

历史上天宁寺香烟极盛，尤其是六日、十八、十九几日，更是热闹非凡，香客、游人摩肩接踵，

川流不息，由于水路交通十分发达，明清以来天宁寺的庙会成为远近闻名的物资集散市场。

时间：农历七月廿八、廿九

地点：天宁寺

天宁寺听钟声祝福活动

天宁寺“法会之盛闻名遐迩，庄严妙胜甲于东南”，每年的春节，常州天宁寺都要举行除夕听钟

声祈福活动，活动内容除了撞钟祈福外，还有僧众梵呗唱诵、法师祈祷祝福，锣鼓礼花。

时间：每年除夕

地点：天宁寺

天目湖啤酒之夏

国家4A级旅游度假区—“天目湖”，位于江、浙、皖交界的天目山畔，四周群山连绵、林木繁茂

、鸟语花香，湖水碧绿无垠，生态环境极佳。近年来，随着天目湖旅游业的发展，以天目湖自然

资源为依托并以“天目湖’’为品牌的其他产业相继诞生，其中就有江苏省著名的啤酒品牌—天

目湖啤酒。

一年一度的“天目湖啤酒之夏”活动，将天目湖啤酒与天目湖的风光美景结合，令人心旷神，因

而创造了一种天然、清新的绿色品牌形象。

时间：每年9月

地点：常州

                                               14 / 16



�������

常州：常乐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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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