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竹海旅游攻略

简介
宜兴竹海风景区位于江苏省宜兴市区西南 31 公里的湖父镇境内，是国家 AAAA 级旅游区、国家风景名胜区、省级森林公园、无锡旅
游十八景及宜兴十佳景点之一。风景区横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方圆几十多万亩的竹子，堪称“竹的海洋”。竹海风景区处于竹的
海洋中心，万亩翠竹随山势起伏，好似波涛翻滚，绵流不绝，素有“华东第一竹海”之称，是我国竹风景、竹风情和竹文化的代表性
景区。景区内山清水秀，一日之内，四季之间，奇趣天成。主要景点有“太湖第一源”、
“苏南第一峰”、
“竹报平安”、
“镜湖秀色”、
“索
桥凌波”、“寂照禅寺”、“竹林飞瀑”、“翡翠长廊”、“悬空栈道”等等，或气势宏大，或清幽深邃，或曲折迷离，各具特色。镜湖内还
存活着大量十五亿年前的活化石——桃花水母，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观赏价值。

竹海看点

神奇之处
交通
住宿
游览路线

美食
（图片由@宜兴竹海景区提供）

门票 开放时间
开放时间

8:00-16:30

成人门票

门市价：80 元

（同程价：70 元 >> 立即预订）

温馨提示：
所售门票不包含景区交通、全程导游、游乐项目等费用，如需要，请于景区内自行选择。
电瓶车分单、双乘，价格分别是 10 和 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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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中国第一竹海
宜兴竹海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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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山区竹乡，但见竹海茫茫，无边无际，那重重叠叠的翠绿依山就坡，春风徐来，形成一层层铺景叠翠的波浪。自然成画，夏日当
空，绿影铺地，秋雨飘洒，冬雪初萁。浓装淡抹，分外俏丽。“竹海”内曲径幽幽，登山眺望，碧波起伏，习习风生。春来嫩笋破土，
茫茫竹海更显无限生机。这里山青水秀，山水相依，山连山，峰接峰，满眼翠竹层峦叠翠。拥有奇竹、奇水、奇树、奇石、奇洞、奇
花的竹海风景区宛如一道清凉世界的绿色屏障，隔绝了尘世的喧哗和浮躁。翠竹青青，溪流淙淙，翠鸟声声，绿荫茶座，凉亭小桥，
幽廊古寺┄┄游人至此，莫不有步入世外桃源之感。徜徉于无边无际的竹海风景区，游客可观竹赏竹、用竹吃竹、乘竹筏、赋竹诗、挖
竹笋、听竹乐、嬉竹溪、探奇竹、购竹工艺品，在大竹海的怀抱中，尽情领略竹文化生态旅游的无穷乐趣。

（图片由@宜兴竹海景区提供）
竹子的种类：
宜兴竹海拥有 150 余种不同的竹子，丰富的品种和浓郁的文化让这里获得了百竹园的美名。游客在这里可以了解和竹子相关的知识以
及各种故事传说。
山水竹：多用于观赏；
小琴丝竹：庭院观赏或盆栽的上佳材料；
茶杆竹：材质优良、耐用，可制造家具、滑雪杆、钓竿等，是雕刻工艺美术原料；
毛竹：又名“楠竹”，“孟宗竹”，秆大型，用途广泛，常与梅、松共植，誉为“岁寒三友”；
……
@清歌长袖
在这里，一定要慢下脚步，慢一点，在慢一点，如此，才可静静的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返璞归真；在这里，你可以拿起手中的相机，
随意的按下快门，风景便在眼中定格。偶尔，会有鸟鸣在林间回旋，或有蝴蝶在路边停歇，除此之外，便是水之潺潺，林之曳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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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湖
一路顺流而上，未几，一池碧水映入眼帘，水面如镜，无浪无波，只有风乍起时会皱起
一丝涟漪，宛如一位淡妆浓抹的美人，三分含笑的沉静。
“镜湖”之名，想来十分贴切。
据说此湖可以看到生物进化研究的“活化石”—桃花水母，它属于腔肠动物，出现时
间比恐龙还早,可追溯到 6 亿 5 千万年前，十分珍贵，可惜难得一见。
（图片由@宜兴竹海景区提供）

苏南第一峰
最高峰玉女峰不仅生长着大片的竹林，而且常年云雾缭绕，奇花异草遍地，是登山赏景的极佳场所。玉女峰每个五十和一百米就会设
一块路牌，告诉登山者还差多远就能到达顶峰，这无疑是一个很聪明也很有效的方法。尤其当看到最后五十米的路牌时，那种几乎忘
却了疲惫的兴奋，一鼓作气登上顶峰，凌云阁赫然在立。旁边，是一道类似山门似的牌坊，上书“玉女峰”，其间石阶向上继续延伸，
原来峰中有峰，上面才是真正的顶峰。
@清歌长袖
终于到了峰之顶峰，路之尽头，虽无绝色之风光，却有俯瞰群山碧海的辽阔，那份豁然开朗，那份如释重负，那份登顶后的悸动，是
在途中无论如何都体会不到的。
@13813nvsnzm
其实攀登苏南第一峰是感觉有点累，但是有竹海的遮阴蔽日，有凉风习习，更主要的是这天然氧吧的清新空气，脚步也变得越来越有
劲了。登顶后的一览众山小更是让你成就感油生。

凌云阁
山顶上天风拂动，林幽壑奇，百鸟争鸣，山巅经常白云缭绕，奇花异草满山遍地，加上“玉女峰”、“冒龙池”、“木莲救母”等美丽的
传说故事，让人大有“疑是天仙客居处”之感。有远大志向的年轻人和学子们入 “凌云门”、步“凌云道”、登“凌云阁”、圆“凌云
梦”、又别有一番滋味。

缆车
新建成的缆车索道全长 1500 米，上、下站台落差 400 米，96 个吊厢，每天可接待游客 5000 人左右，是目前华东地区之最。坐缆车
登山顶，途中可空中饱览竹海全景，如遇风，可欣赏竹海的气势磅礴和惊涛骇浪。

太湖第一源
太湖第一源，水非常清澈，从山上流下来的清泉，泉水叮咚，真是让人喜欢。
有资料记载，太湖共有 5 个源头，位于湖父山区的天目山余脉便是这 5 个源头之一。因为
距太湖最近，流域最明显，竹海风景区内的这个源头就有了“太湖第一源”的说法。在太
湖第一源前，只见潺潺清泉从岩石中奔涌而出，哗哗而下，四周的竹海里，高大的毛竹如
一根根笔直的戈矛，拱卫四周。绕着太湖源岩石细细观察，无从发现这些山泉从何而来。
当地人说，这是山泉水，从地下直接冒上来的。要是春汛时节，山上雨水下来，这里四处
都是溪流，非常壮观。游客争相掬水入口，一股清凉甘甜直入心尖。将泉水灌入随身带来
的矿泉水瓶，瓶上立刻起了一层水雾。当地人告诉我们，这是因为泉水的温度远低于外界
气温的缘故，当地人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到了夏天就将需要过夜的食物放在泉水中降温
保质。现在，有些农家乐饭店为了吸引客人，夏天冰镇啤酒不用冰箱的，而直接将酒瓶放
进溪流中，片刻即成清凉饮料。据说到竹海游玩最好是挑下小雨的时候来，山间雾蒙蒙的，
云彩飘在竹林里，形成美丽的白色腰带。水声、风声、雨声、竹涛声，浩浩荡荡，呈现出
截然不同的景象。

（图片由@宜兴竹海景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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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空栈道
竹海除了竹子外，最有魅力的景点就是悬空栈道，很多都知道三国里进入蜀国的栈道吧？基本原理和那种相似，但这里的栈道很安全。
走完栈道有一条继续往上的山路，直达苏南第一峰，哪里一个来回还需要 1 小时多一点。如果你不愿上去，可以沿着往下的石阶下到
海底，也就是进入竹海的主干道，海底哪里有茶室可以小憩，补充一点能量。
@天意使然
栈道两边竹林茂密，感觉竹林密得看不见底，把路的上空都遮住了。其实此刻的阳光非常猛烈，但是走在这里丝毫感觉不到。走在足
有两公里的绿色长廊，举目四周，全都是竹子，我们被包围在竹的海洋里，眼前整个世界都是绿色的。风过竹鸣，不知何处是竹的尽
头。

翡翠长廊
老竹列队，新篁成阵，紧紧地侍卫在路的两旁；靠路的竹子和竹梢，向路中峥嵘，几乎拱合，形成一个幽深的天然遂道。要是红日当
顶之时，一束一束的阳光穿透竹林，路面光斑跳跃；要是天低云暗之日，雾锁云横，昏沉沉黑压压的，如同走进遂洞。夏天长廊是一
个清凉的世界，冬天雪压修竹，琼花满枝，别有情调。长廊里空气中的负氧离子，比别的地方要高出几倍，因而格外温润清新。

古刹寂照寺
竹海里最具古韵的地方莫过于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刹寂照寺。寺院坐北向南（但并非正北正南向，而略有偏向，实为西北，东南向），
二进院布局，依山砌筑，北高南低。中轴线上依次排列有山门、天王过殿、大雄宝殿（亦即“正殿”）。山间的寂照寺，为竹海增添了
一些人文气息。寻找这里很简单，因为寂照寺的门前有两棵奇树，一棵千年古银杏，树干上还生长着朴树，形成了树中生树的奇观。
与银杏相对望的是娑婆树，当地人说它来自月宫。

（图片由@宜兴竹海景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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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海神奇之处
神奇之处一：在竹海风景区出现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脆蛇蜥”。脆蛇蜥”，属于
濒危野生动物，系我国较为原始的因长期穴居而导致四肢退化的蜥蜴物种！据
了解，“脆蛇蜥”在江苏省仅见于宜兴山区。
神奇之处二：竹海镜湖见--桃花水母 [桃花水母属于腔肠动物，出现时间比恐龙
还早,可追溯到 6 亿 5 千万年前，被称为生物进化研究的“活化石”。
神奇之处三：
“一脚跨三省”。在竹海里走走，没准会收到“安徽电信欢迎您”
“浙
江电信欢迎您”的短信，一天游遍三省啊！哈哈，想来竹海是在江、浙、皖三
（图片由@宜兴竹海景区提供）

省交汇处罢。

购物

美食

购在竹海：

食在竹海：

观光车下来后一出来边上就有好多小买部的，宜兴除了紫砂壶，
其实还有均陶、青瓷、绚丽的精陶、美彩陶等，品种多样，在小
卖部的地方，各种旅游纪念品，外地旅游的可以买个留念下子。
正好也看到了门口有买百合的，哈哈，买点回去做百合粥吃了。
门口那些老婆婆卖的竹笋啊，乌米饭啊，还有些山货真的好新鲜，
就是不方便带太多。

竹海外面的风味餐馆很多，想尝下野味的同志可以大饱口福
啦，如果不想下馆子的话也可以带点零食些的在竹海里草地上
席地而坐，不过吃完垃圾要扔进垃圾箱的哦。

野味参考价格：
红烧野猪肉：50 大洋。感觉不错，肉质紧且香。

宜兴特产：

竹鸡板栗：50 大洋。鸡肉很小，可能是品种的关系~板栗比

宜兴特产众多，紫砂提梁壶、阳羡唐贡茶、金沙泉水，并称为“宜

咸肉煨竹笋：50 大洋。这道菜是早已做好放在厨房的铁锅里

兴三绝”。

的，等上菜的时候就直接盛上来。咸肉还是冷的，笋也比较老。

整个宜兴地区盛产众多的传统工艺品，主要以陶瓷工艺品和工艺

炒山野芹：10 大洋。就是嫩点的清炒水芹，里面还放了点辣

精巧的宜兴竹制品为主。其中陶瓷工艺品最为著名，且极具纪念

椒和大蒜头做辅料。

意义和收藏价值。有古朴的紫砂陶、端庄的均陶、淡雅的青瓷、

鸡毛菜榨菜蛋汤：10 大洋。

绚丽的精陶、别致的美彩陶等，品种多样。而紫砂陶制品最为精
美与实用。

较新鲜，口感不错。

宜兴美食：

紫砂制品紫砂壶、
“苏缸”、酒坛、砂锅等陶器，质坚耐用，美观

宜兴物产丰饶，濒临太湖，盛产银鱼、白虾、溪蟹等湖鲜，是

大方，用其盛暑贮茶不易变味，盆栽花草不易烂根，是游人必购

著名的江南鱼米之乡。东部太湖沿岸出产的百合，被称为“太

的旅游纪念品。

湖人参”；以百合为原料制作的特色食品畅销海内外；南部山

同时，宜兴茶叶早在唐代就被列为贡品，现有“中国名茶之乡”

区盛产板栗等果品；宜兴山区特产金针、山鸡、野兔等山珍野

之称。“阳羡雪芽”、“荆溪云片”曾被评为中国名茶。

味，是宜兴食品一绝。另外宜兴有竹海，炒竹笋味道也不错。

此外，宜兴山区还有许多极具开发价值的特种果品。山鲜果品--

宜兴有不少特色餐馆，可供应由上述特产烹饪的各种地方名

板栗、毛笋和燕来蕈合称“宜兴三珍”。青梅、杨梅、柑橘等也

菜。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宜兴百合有“太湖之参”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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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到达宜兴竹海

交通 行在无锡
公交车

自驾线路：

无锡公交一票制，普通车 1 元，空调车 2 元，多为无人售票车。

（1）南京到宜兴竹海自驾车路线： 走机场高速-杭州方向出口，

刷太湖交通卡打 6 折，1 小时内公交换乘打 5 折。

顺着宁杭高速朝杭州方向跑， 在宜兴附近可以看到明显的红色

温馨提示

旅游标记出口。


（2）无锡到宜兴竹海自驾车路线： 锡宜高速到宜兴下，沿 104

太湖公交卡在无锡可以支付所有出租车费用，游客在下车
前提前告知司机刷卡，如果司机拒刷，可以向运管局投诉。

国道到丁山，到丁山就可以看到去竹海的路牌。出无锡沿太湖



边十八弯，上 S342 公路，一路直行，至 G104 国道右转。一进

持太湖公交卡可以在市区部分天惠超市购物，抵扣现金使
用。

入宜兴界内便有路牌指示，一路直行到有一个路牌指示右转时，



上面标着 12 公里，到一个教堂那里要左手转弯，那里标着到竹

无锡太湖交通卡可以乘坐上海市区公交、地铁、出租、轮
渡，以及苏州公交、杭州出租等。

海有 15 公里，这里所标的路程是正确的，一路到底便是竹海。



（3）张家港到宜兴竹海： 走锡张公路到无锡，经太湖大道穿

出租车

过无锡市区，一直向前走沿环湖路往马山方向，再转到钱胡公

上海交通一卡通也可以刷无锡的公交，享受无锡市民待遇。

起步价 10 元/3 公里。3 公里后，每公里单价 1.9 元，5 公里后，

路上,离宜兴只有 25 公里。

加收 50%空驶费。等候时间 5 分钟免费，超过 5 分钟，每 5 分
钟折合 1 公里。23:00 后，车费（含起步价）增加 30%。无锡

宜兴市公交线路：

出租车叫车热线：88008800

旅游 1 线:市车站--贝斯特大酒店--国际饭店--宜兴宾馆--宜兴
大酒店--分路口--川埠--陶瓷博物馆--张公洞--玉女潭--灵谷洞
--陶祖圣境风景区--竹海风景区。
（5：40—17：30，每 20 分
钟一班）

三轮车
无锡部分景点分布在小巷中，汽车不能直接到达门前，此时三
轮车就是最好的交通工具了。无锡的三轮车尚无完善的行业规
范，因此在上车前要和车夫谈妥价钱，以免上当。

49 路公交车:每 5 分钟一班从市中心抵达湖滏，湖滏到竹海风景
区也有公交车，每 10 分钟一班。

自行车
无锡市首批投放的 300 辆公共自行车的 15 个投放点分别为:鼋

从无锡坐公共交通：

头渚公园充山大门、蠡湖西堤、渤公岛生态园、蠡湖之光、渔

无锡客运站：从无锡客运站坐班车到宜兴客运站，不用出站，

人码头、渔父岛、蠡湖中央公园，蠡园公园，长广溪湿地公园、

继续在宜兴客运站买去竹海风景区的小中巴旅游专线票即可。

湖滨饭店、太湖饭店、太湖花园度假村、金陵山水丽景大酒店、
山明水秀大饭店、太湖能源度假村。主要以服务沿蠡湖地区游

无锡火车站：无锡火车站西侧停车场有直达宜兴的中巴，票价

客为主，方便游客游览蠡湖风光。

23 元。在宜兴汽车站可直接转乘旅游 1 线可以直达竹海风景区。
宜兴返回无锡火车站末班车 18:15。

一起游无锡旅游攻略（2013 年版）
更多交通详情：如何到达无锡
更多景点详情：灵山大佛

飞机

鼋头渚

火车
蠡园

汽车

宜兴善卷洞

更多美食详情：太湖“三白”：银鱼、白虾、白缌鱼
更多购物详情：宜兴紫砂

城际租车
张公洞

无锡十大名菜

太湖珍珠

惠山泥人

太湖白鱼

更多人文详情：关于无文化那些事儿

泰伯奔吴

无锡八怪

灵谷洞
无锡十大名点

无锡水蜜桃

宜兴竹海旅游攻略

游览路线
路线①（快速游览路线）
景区大门入口处→映竹轩→镜湖→寂照禅寺→清风洞→景区出口

路线②（全程步行）
选择一：景区大门入口处→映竹轩→镜湖→戏水池→百竹园→清风洞→翡翠长廊→太湖第一源→海底→悬空栈道→观海亭→赏竹亭→
凌云阁→步道下山→景区出口
选择二：景区大门入口处→映竹轩→镜湖→寂照禅寺→清风洞→翡翠长廊→太湖第一源→海底→悬空栈道→凌云阁→下山→景区出口

路线③（缆车）
景区大门入口处→映竹轩→镜湖→索道上山→凌云阁→悬空栈道→海底→太湖第一源→翡翠长廊→清风洞→景区出口
贴士
1）山路和栈道不少，建议女士不要穿高跟鞋，着舒适透气性好的鞋子为佳。
2）景区较大，建议游客带一定的零食和饮料，补充体力。
3）夏季紫外线照射较强，注意防晒，带好防晒保湿用品。
4）注意天气变化，景区绝大部分是野外风景，带好雨伞等雨具。

住宿

竹海会议中心

宜兴醍醐山庄

观景大床间

488 元

普通大床间

228 元

行政景观放

538 元

豪华双人间

258 元

立即预定

相关攻略

立即预定

芭芭拉艺术宾馆
标准间

无锡中国饭店

188 元

高级间

418 元

特色标准间 198 元

商务间

448 元

立即预定

立即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