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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甪直：神州水乡第一镇

江南的古镇虽都有小桥流水、桨声灯影、粉墙黛瓦和柳堤诗韵，但亦各具风姿。距离苏州市区不

到一个小时车程的甪直古镇，有“神州水乡第一镇”之美誉。它虽有一个难识的地名，却是一个

令人难忘的地方。甪直的“甪”字有三横三竖加左上角一撇构成，有人说，这是因为有六条河流

从镇内穿过，三条横向、三条纵向，正好构成一个“用”字，加上沿着镇一侧流过的吴淞江，就

形成了一个“甪”字，每一笔都代表着小镇的河汊。 

(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甪直依水而建，前街后河，人家枕河而眠。宁静是它的特点，没有乌镇那么多人。穿行在窄小的

古巷里，斑驳的墙壁上长满了青苔，似乎能闻到时光留下的潮湿味道。沿河道漫步，观赏古桥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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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看渔船人家，别有风韵，让人回味无穷。

最佳旅游时间：全年皆可，但每年4-10月为最佳旅游时间。

地理方位：

甪直隶属苏州市吴中区，位于苏州市东部。北靠吴凇江，南临澄湖，西接苏州工业园区，距市区1

8公里。 

甪直古镇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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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可错过的甪直景点

门票：联票78元，张林园20元

开放时间：夏季08：00-17：00；冬季08：00-16：30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晓市路

电话：0512-69007900

网址：www.luzhitour.net 

甪直景区示意图

古镇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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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圣寺

江南一座著名的千年古刹，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及至明代成化年间，寺内仍有200多间建筑

，保持了一流寺庙的格局，号称江南四大寺院之一。寺内现存建筑有二山门、天王殿、古物馆等

，古物馆里的塑壁罗汉相传是唐代塑圣杨惠之的作品。

江南文化园

文化园位于甪直古镇东南，与古镇紧密相连，占地面积150多亩，是一个集休闲、娱乐、观光于一

体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古典式园林。园内建有甪直水乡妇女服饰博物馆、甪直历史文物馆、盛唐

甫里街、甫里书院、休闲水街、演艺工场、中心园林区、古戏台等景观。

叶圣陶纪念馆

叶圣陶当年任教的“吴县第五高等小学”旧址，现被列为江苏省学校德育教育基地、江苏省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历史文物馆

位于江南文化园东南，馆内陈列了甪直澄湖遗址在1974、2003年二次发掘出土的文物。

萧宅

是古镇现保存最完好无损的清代民宅，此宅原系清代武举人杨姓所建，后售于里中望族萧冰黎，

故称萧宅。萧冰黎毕业于苏州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地方作出诸多贡献。而她的孙女萧芳芳则是一

位红遍大江南北的影星，六岁开始涉足影坛，最终获得诸多头衔，金像奖最佳女主角、西班牙影

展最佳女主角等。现萧宅内设为萧芳芳演艺馆。

沈宅

沈宅是甪直古镇保存完好的豪华宅第，同盟会会员、甪直教育家沈柏寒先生的故居。现已经被列

为上海4422处不可移动文物目录之一，厅内摆放着“吴东水乡妇女服饰展”，在这里，可以感受

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服饰。

王韬纪念馆

王韬纪念馆在甪直中市下塘街6号，为一座具有清代建筑风格的住宅，占地800平方米。坐东朝西

，共分王韬生平事迹陈列室、王韬故居和韬园三部分。

万盛米行

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中描写粜米场景的片段以《粜米》为题，被选进了小学语文教科书，万盛

米行也随之闻名海内外。其实，万盛米行的原型是甪直镇南市的万成恒米行，位于甪直镇南市河

的西岸。万成恒米行是甪直镇一家老字号店铺，始于民国初年，由镇上沈、范两家富商合伙经营

。米行规模宏大，有存放米食的廒间近百，是当时吴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大米行，成为甪直镇及周

围10多个乡镇的粮食集散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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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农具博物馆

穿过万盛米行的石槔大院来到“耒耜堂”，堂内陈列着江南旧式稻作农具和加工谷米的器具，成

为一处独具水乡风情的农具博物馆。一部农具史，就是一部典型的农业发展史以及一部社会发展

史。这是灿烂的吴文化中一笔宝贵财富。来到甪直的游客，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

张林园

俗称张陵山，位于镇西南1.5公里处，相传为汉丞相张苍之墓。在张陵山没有发现张苍的墓葬，却

发现不少文物。

其它景点：

冯斌作文博物馆

该博物馆成立于2004年3月20日，被誉为“作文博物馆，全国独一家”。位于苏州甪直古镇南市下

塘街15号，馆址左近王韬纪念馆，右临万盛米行，与叶圣陶纪念馆隔河相望。馆内收藏右近五百

多本各个年代的中小学语文课本。

朱寿珍刺绣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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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甪直江南文化园2010年引进的高端艺术机构，展示了苏州刺绣工艺大师朱寿珍刺绣作品。艺术

馆分为两层。底层为接待区，二层为作品展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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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甪直行程推荐

甪直一日游：

早上吃过早饭后乘车前往甪直古镇。游览保圣寺、叶圣陶纪念馆、沈宅、万盛米行、水乡农具博

物馆、萧宅、王韬纪念馆、江南文化园（甪直历史文物馆、甪直水乡妇女服饰博物馆）等，观历

代古桥、逛古街购物、观看民俗表演。晚上夜宿古镇，第二天早起感受宁静的甪直。

甪直两日游：

甪直是苏州著名的古镇之一，可以和其它古镇一起游览。

第一天在古镇看小桥、流水、人家，游船，夜宿古镇，枕河而居。

第二天早起感受清晨宁静的甪直。中午抵达周庄，在古镇内选一家特色的饭店吃午餐，下午可坐

船游览“中国第一水乡”周庄，也可走路逛水乡特色商店，参观江南私家园林张厅和沈厅。时间

充足，可以夜宿周庄，隔日清晨到三毛茶馆喝一杯阿婆茶，听听苏州评弹。

第三天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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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属于甪直的别样风情

   

1、江南桥乡

单桥：

东大桥（正阳桥）又名青龙桥、震阳桥，习称东大桥。位于甪直古镇最东端，是古镇区最大的一

座古石桥东大桥，一桥跨吴昆两市。

双桥：

三元桥万安桥

三元桥俗称三官桥，因位于中市上塘三官弄口而得名。东桥堍与北侧之万安桥南堍相接，构成中

市街的一对“三步两桥”景观。两桥一高一矮，且地处目前古镇旅游区的中段。

万安桥习称矮凳桥，位于中市下塘眠牛泾浜西口，花岗石梁桥，20世纪60年代改建为平梁桥。桥

面与街道的路面持平，桥身低矮，桥上无望柱，栏杆石较低，故有矮凳桥之名。桥南堍与三元桥

东堍相连，成为中市河上的一对“双桥”。

南昌桥永福桥

南昌桥习称牌楼桥，因桥西原有两座节孝牌坊而得名。位于兴隆桥南约80米，王家浜之南20米处

。东桥堍与永福桥（吉家浜桥）北堍连接，是古镇南市河上又一处“双桥”景点。

永福桥又名吉家浜桥，位于南市下塘吉家浜西口，南北走向，在南昌桥东侧。北桥堍与南昌桥的

东桥堍相连，构成一对“钥匙桥”。

和丰桥环玉桥

和丰桥又名中美桥，文革期间曾易名朝阳桥。它横跨于古镇东西向市河上，地处古镇中心，为东

西市河之分界，原为闹市区。它又与东南侧之环玉桥组成一对“双桥”。

环玉桥习称剥狗桥、北沟桥，位于和丰桥（中美桥）南堍东侧，跨于中市河北端，东西走向。西

侧连接和丰桥南堍，两桥如情侣，紧紧相抱成连体桥。造型美观，乃古镇双桥之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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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东美桥交会桥

东美桥（鸡鹅桥）桥畔原为古镇闹市区之一，家禽上市尤多，习称鸡鹅桥。位于东市塔弄西北，

北港西南，与交会桥构成直角形“双桥”，形如老式铜锁钥匙，也称“钥匙桥”，本镇习称“三

步两桥”，为桥镇奇观之一。

交会桥位于北港南口，原吴昆交界处，因东桥堍北侧下北港南段有座总管堂，故习称总管桥。由

于跨越之北港河道，一河两治，西侧为吴县甪直镇，东侧是昆山南港的交界，故名交会桥，难怪

有人将此桥当作“甪直七十二顶半桥”中的半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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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街弄

甪直古镇的街道分为两类，沿河并行为街，河西、河北为上塘街，河南、河东为下塘街，多为商

用房和居住地，一般街面宽2.5-5米。与河垂直为弄（巷），一般宽约1-3米，最悠远的巷子长达15

0米，里弄内的房屋有3进、5进、6进，最深的还有7进。也有仅容一人通过的备弄，是居住街坊之

间的分隔，与热闹的街市迥然相异，形成宁静的居住环境。街巷都以石板或弹石铺成，流水通畅

，雨停路干。两旁或商铺林立，或粉墙黛瓦，具有浓郁的水乡风情。

目前主街为甪端广场永安桥开始，到进利桥折而向西可至和丰桥，向东可至兴隆桥。古镇核心街

道呈T型，店铺相接，行摊相连，上下塘街皆搭建街棚，棚棚相吻，雨天可无伞而行。中市上塘

街纵深200米的廊棚，俗称过街棚，廊坊沿河均有吴王靠，供人小憩。民国时期街名沿袭。解放后

，东西向统称东市街和西市街；南北向统称中市街；保留西汇街，老街最窄处对门两户，足不出

户可握手闲聊。

古街有东市上塘街、东市下塘街、西市上塘街、西市下塘街、中市上塘街、中市下塘街、西汇上

塘街、西汇下塘街、南市上塘街、南市下塘街等10条。窄巷里弄有百忍堂、鱼池弄、三元楼、鸿

园里、正阳里、严大房、思安浜、庙后头、马公场等69条。

   

3、水巷

水巷：

甪直古镇地处吴淞江要冲，素称“五湖之汀”（万千湖、澄湖、金鸡湖、独墅湖、阳澄湖）和“

六泽之冲”（吴淞港、清水港、南塘港、界浦港、东塘港和大直港），周边江河浦泾迤逦旖旎，

港溇沟浜纵横交错，湖荡潭池星罗棋布。古镇区主要河道呈“上”字形。间有支流河浜，如望江

溇、北港、凌家溇、思安浜、金巷浜、马公河、眠牛泾、吉溪浜、衙门浜、界浦等10条；主河道

全长约2380米，分为东市河、西市河、中市河、南市河、西汇河等5条。市河平均宽约5米，水流

平缓，河道出口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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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一微风儿轻吹 提供)

驳岸：

古镇5条主河道两旁砌有花岗岩条石驳岸，也有青石。驳岸能保护河床不受侵蚀。沿河建房，首先

要筑好坚实驳岸，驳岸亦是水景的有机组成部分。甪直的驳岸初建于宋代，屡圮屡修，古镇区现

有石驳岸共长4700米，1986年列为吴县文物保护单位。平整的石驳岸，与逶迤的水道相映成趣。

驳岸上的船缆石：

缆船石是旧时农民摇船上街或商家为招徕客户，供停船带缆绳之用。庄重古朴、典雅美观，雕刻

手法有阴刻、浮雕、圆雕，至今保存完好者有187个，大多为民间吉祥图案，有如意、寿桃、定胜

、蝙蝠、藩龙、灵芝百结、瓶（平）升三戟（级）、松鹤长寿、凤穿牡丹，以及狮子滚雪球、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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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戏金钱、鲤鱼跳龙门、并蒂莲花、万年长青、一鸣惊人（蝉）、双桔、象鼻、奔鹿、蕉叶、猫

眼、双榴等等。雕刻手法变化多样。有浮雕、立雕、透雕；阳刻、阴刻等手法。缆船石的款式千

姿百态。有平面、凸面、凹面；有竖式和横式。小小实物，却造型生动，形象淳朴，独具匠心，

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

驳岸上还保存67块雕凿的“滴水石

”，是污水排放口，也各有特色。古镇4700米驳岸中，间有244个花岗石砌成的河滩踏渡，形态各

异，供人们洗涤、取水、上船、下船等用处。

4700多米长的石砌驳岸，鳞次栉比的粉墙黛瓦，近40座大小不一，造型各异的古石桥梁，244个石

砌河滩踏渡，300多个缆船石组合一起，构成了古镇甪直一河二街、小桥流水的江南水乡风情。

   

4、民居

古宅：

甪直古宅甚多，历史悠久，早在吴越春秋时期，吴王阖闾曾在镇南建有离宫，其子夫差也曾在甫

里塘北岸筑梧桐园；唐代陆龟蒙隐居甪直，在白莲寺西建造宅园，园内有清风亭、光明阁、斗鸭

池等；明朝由许自昌在太平桥南岸建有海藏梅花墅，占地约4公顷，规模宏大，有得闲堂、藏书楼

、湛华阁、寒吹亭等；清代由沈宽夫在西汇上塘街建宅，后称沈柏寒宅或沈宅。甪直还有萧宅、

戴宅、宋宅、陆宅、赵宅、徐宅等深宅大院。

甪直传统的宅院，多数以户主身分定型，基本类型可分为三种：

一是富豪官绅宅。深宅大院，前厅后堂，画栋雕梁，石库门楼，砖雕砖刻，封火山墙，幽深备弄

、深井、走马楼等豪华气魄，非同凡响。

二是富商巨贾宅。前店后宅，三、四间门面，三、四进住宅，装饰略次于官绅宅，紧凑有序。

三是一般民居。一两间门面，前店后宅，或小门小宅，或枕河为居，风格各异，此类传统建筑，

如今镇上为数较多。保持水乡集镇的历史风貌。

   

5、古寺

甪直寺庙、庵堂、祠堂、道院颇多。至清代，古镇区内有古寺庙64座。“南朝四百八十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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甪直占有保圣教寺、延圣禅院、白莲讲寺3座，另有张陵禅寺，关帝庙，猛将庙以及其它一些寺庵

遗迹。

保圣教寺：

保圣寺是江南一座著名的千年古刹,寺内古物馆里的塑壁罗汉是国之瑰宝，相传是唐代塑圣杨惠之

的作品，现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碛砂延圣寺：

以雕造佛教《碛砂藏》而闻名，全称《宋碛砂延圣寺刻本藏经》，是一部闻名中外的佛教诸藏汇

编，因开雕于平江府（今苏州）碛砂延圣寺而命名。

白莲寺：

原名白莲讲寺，位于保圣寺西，为保圣寺别院，晚唐诗人陆龟蒙别业。明代以后渐衰，仅存大殿

遗址。

                                               15 / 25



�������

甪直：江南桥乡
  

五、特色小吃 齿颊留香

特色小吃：

鱼：

甪直有“水云之乡，稼渔之区”美称，风光灵秀，水产丰富。这样一句话形容甪直“鱼鲜藕脆菱

角肥，河虾湖蟹尽你尝”。典型的江南水乡风味，清淡、鲜嫩、细腻。特别是甪直蘑菇、河蚌很

有名，点餐时不要错过。

八角红菱：甪直的特产，如果有缘赶上收获季节，一定记得品尝。

甫里蹄：

沿着古桥老街，随处望一眼两旁的商店，定能发现橱窗内泛着诱人光泽的甫里蹄。随意走进一处

茶室，殷勤的老板必会向你推荐这道美味。整只约有一斤多重，色泽艳丽、口味醇厚，佐料也似

乎略重，取斤把重的蹄子先用酱油腌过，再加入多种佐料如八角、黄酒、红糖等同煮，味道十分

的浓郁。因是腌过的原因，入口格外的酥糯，红糖的味道不似白糖，甜而不腻，咽下去却仍回味

无穷、口齿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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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一微风儿轻吹 提供)

甪直还有其他美食小吃，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甪直萝卜和南瓜糕。甪直萝卜创于前清道光年间，历

史悠久，风味独特。产品选用优质新鲜萝卜、精制盐、特富粉等原料，采用传统精细制作而成，

色泽经亮透明，味道香甜鲜嫩，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维生素、糖类等营养成分，为佐餐馈赠、居

家旅游之佳品，在苏南一带行销百年，享有盛名。

镇上的小吃是沿着河边古石板路分布，有专卖江南名吃“袜底酥”的香满园食品店；也有专营姑

苏糕点的“春香斋”，另外，位于香花桥附近的奥灶面馆也值得一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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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甪直特产带回家

古镇上小商品店较多，各种商品价格便宜，可适当选购。

甪直萝卜干：

甪直古镇独具风味的名优产品。始创于清朝道光年间，迄今已有150余年的历史。开始名称叫“鸭

头颈酱卜”，后又称“源丰萝卜”，解放之后才改称“甪直萝卜干”。制作时候将酱卜放人原甜

酱缸封存复制，至来年春末夏初取出。起缸之后经日光照晒，色体透明，食之清酥香醇，甜中带

咸。深受顾客的好评，在苏州一带名声大噪。

袜底酥：各式各样的糕点中最有名气的是袜底酥，形状像袜底，多层油面，吃起来香气扑鼻。

甫里蹄：论斤买，当场真空包装。

家织老粗布服装：

以前，甪直农村家家户户都有织布机，其织出来的粗布经久耐穿。随着化纤原料的盛行，机织布

的华丽，老粗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些年旅游者出于好奇，来寻觅者倒也不少，市场随至兴起

。

另外甪直的酱菜、蘑菇等土特产非常有名，秋季的八角红菱，更不能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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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水乡里一夜好眠

古镇不大，可当天返回苏州。但要体会甪直“水巷小桥多，人家尽枕河”的意境，就必须在古镇

留宿一晚。不管是水乡里的豪华住宅，还是适合背包客的家庭客栈，都有很浓的古镇风情。古镇

入口附近有宾馆和酒店。

迎宾馆

位于甪直繁华地段，是按照三星级标准建造装修，是目前甪直镇唯一一家旅游涉外饭店。

地址：苏州市甪直晓市路38号

水墨江南宾馆

位于江南文化园南侧，倚河而建，极具江南风情，内部处处透露着古典文化的韵味。宾馆内设有

标准房、经济房、蜜月房，茶室等休闲场所一应俱全。

地址：江南文化园南侧

甪直达圣客栈

离萧宅只有几步路程，对面有竹园酒楼，旁边还有两家超市，吃饭购物都很方便。

地址：甪直达圣路

甪直水乡旅社

自建四合院民居，有标房8间，普通房10间。整洁、卫生、价廉物美。标房35-70元，普通房10-30

元。

地址：甪直中心区和丰桥东南堍50米，日茂场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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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甪直交通

飞机出行：

苏州没有机场，所以乘飞机前往甪直的话需买到上海的机票。上海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均有开往

苏州的大巴，途径甪直。

自驾出行： 

甪直景区停车示意图

从上海出发：

1）上海—延安高架路—沪青平高速公路（A9公路—郊环公路（A30公路）（沪宁高速方向）—重

固大盈出口—北青公路—苏沪机场路—甪直

2）沪宁高速昆山出口—往南经长江路—转西—苏沪机场路—甪直

从苏州出发：

苏州东环路（高架—苏沪机场路—甪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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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杭州出发：

杭州—苏嘉杭高速—苏州绕城高速（苏沪高速）—甪直南出口下（或苏昆太高速甪直机场路出口

下）。 

从南京出发：

南京—沪宁高速—苏州绕城东线—甪直出口下。

京沪高铁出行至甪直：

2011年6月30日京沪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沿线华北城市坐高铁来甪直，行程时间缩短近一半。

去甪直可在苏州北站或昆山南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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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境内高铁车站—甪直景区公交线路：

京沪高铁苏州北站—甪直古镇：在苏州北站乘坐811路在苏州博物馆站下车转乘518路在荷韵新村

站下车，然后乘坐52路到达甪直汽车站。

京沪高铁昆山南站—甪直古镇：乘公交111路在南港汽车站下车，然后步行5分钟至甪直古镇。

苏州境内高铁车站—甪直景区地面交通路线： 

苏州北站—甪直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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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南站—甪直古镇

大巴：

从上海出发：

每逢双休日、节假日，上海杨浦体育中心、虹口足球场、上海体育场有旅游专线车前往甪直，下

午返回，120元/人（含来回车票、景点门票）。

中山北路806号中山客运站至甪直，每天22班。

从苏州出发：

苏州火车站站前广场有空调旅游中巴直达；苏州汽车北站往甪直的中巴，6：30-18：30，每30分

钟一班，票价7元；苏州吴县汽车站也有中巴开往甪直，6：20-17：20，每40分钟一班。在苏州城

东的娄葑乘18路公共汽车也可到达，票价2.5元，每小时发一班车，约行驶50分钟。

从杭州出发：

可在杭州东站先乘坐到苏州南站的汽车，然后乘坐52路汽车到达甪直古镇。

从南京出发：

可在南京汽车站乘坐班车到达苏州汽车站，然后乘坐52路到达甪直。

镇上交通：

镇内交通工具为观光三轮车，可到各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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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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