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为什么到寒山寺听钟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如诗中写到的一样，寒山寺的钟声闻名

天下。  

   

寒山寺钟声自古闻名。但唐代古钟历经兵燹，早已湮没无存。明代嘉靖年间铸

造的巨钟，据说已流落日本。日本有关人士四处搜寻，未见下落。于是在 1905 年

由日人山田寒山发起募捐，集资重铸铜钟，赠于苏州寒山寺。上有模铸铭文《姑苏

寒山寺钟铭》：这口青铜乳头钟凝结着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将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每年的除夕夜，都有来此世界各地的游客专程到寒山寺听新年钟声。  

 

除夕钟声要敲 108 下，据说这表示一年的终结，有除旧迎新之意，因为一年有

12 个月，24 个节气，72 个候（每 5 大为一候，合计 108）。  

   

另按佛经教义，凡人在一年中有 108 种烦恼，只要闻钟声，便可“烦恼清，智慧长，

菩提生”，所以每年除夕之夜，中外游人信士云集寒山寺，玲听钟楼中发出的一百零

八响钟声，在悠扬的钟声中辞旧迎新，祈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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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寺听钟门票     
 

 

 

时间：2012.12.31 

 

票价(元)：320 450 

 

A 套： 票价为 450 元 (其中晚宴、年夜面为 130 元 ),活动内容为：欢迎晚宴 ,江枫洲

民俗灯会，寒山寺内活动，春节烧头香活动，听钟声活动纪念品、年越面。   

 

B 套：票价为 320 元，活动内容为：江枫洲民俗灯会，寒山寺内活动，春节烧头香

活动，听钟声活动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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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寒山寺如何游玩  
 

寒山寺内的古迹和名胜有很多，除了听钟以外，您也可以借此行好好游览一下

这座千年古刹。下面为您介绍一下寒山寺的游览路线和景点景观，以供参考。  

 

来到寒山寺，首先看到的就是照壁墙。  

 
照壁墙像一道屏障耸立山门之前，朝西临河而立，上置脊檐，饰有游龙，气势

非凡。黄墙上嵌有三方青石，上刻“寒山寺”三字，款署“东湖陶濬宣书”。  

 
绕过照壁墙，您便可以看到寒山寺的寺门——山门。  

 

寒山寺最早的山门早在五六十年前就已经破败倾颓了，如今寒山寺的寺门其实

就是天王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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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有联一副曰：  

大肚鼓圆，能容天下难耐事；  

满腔欢喜，迎接世间有缘人。  

 

天王殿的两侧，塑造了庄严威武的彩绘四大天王。所谓四大天王就是四位佛教

寺院的大护法神。一般俗称四大金刚。  

 

穿过天王殿，就到达前院。此处遍植花木，满目葱郁，清幽萧远，顿觉一片清

凉。正面为大雄宝殿，两侧配殿对峙，庄严肃穆，四周回廊缭绕，曲径通幽。在前

院正中树着一座有奇岩异石构成的“观音峰”，非常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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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廊来到大雄宝殿，大雄宝殿是寒山寺正殿，大殿四周围绕着汉白玉栏杆，

上面饰以莲花宝座、海棠等图案，雕工极其精细。前方露台中央设有宝鼎，鼎上铸

有“大化陶镕”、“百炼金刚”、“大清宣统三年”、“重建寒山寺造”等字样。鼎内终

日香云缭绕，增添几许宁静安谧的气氛。  

 

殿中高大的须弥座用汉白玉雕琢砌筑，晶莹洁白，一尘不染。须弥座上安奉释

迦牟尼佛金身佛像，慈眉善目，神态安祥。  

 

两侧靠墙壁供奉明代成化年间所铸十八尊铁铸鎏金罗汉，造型生动，神态逼真，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1981 年由佛教胜地山西五台山移置于此。  

 

寒山寺大雄宝殿如来佛像背后的墙壁间，供奉着寒山、拾得石刻画像，而不是

海岛观音，这与其他的寺庙有所不同。造像出自清代乾嘉年间扬州八怪之一罗聘之

手。   

 

 

大殿后面供奉寒山拾得石刻，匾额写着：心包太虚，含意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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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寒拾泉沿小径而行，绕过大雄宝殿，就来到了为纪念两位传奇性浓厚的得道

高僧而特别建造了一间“寒拾殿”。“寒拾殿”内供奉寒山拾得的金身，寒山执荷枝，

拾得持宝瓶，两人垂发赤足，披衣袒胸，嬉笑逗乐，惹人喜欢。   

 

“寒拾殿”之上为“藏经楼”。上层檐下高悬“藏经楼”匾额，系赵朴初所书。

屋脊上雕饰《西游记》人物故事。八戒手持钉钯，沙僧肩挑经箱，悟空手执金箍棒，

唐僧手牵白龙马，师徒们在西天取得真经，回归中土。雕塑主题与藏经楼十分贴切，

寓意隽永。楼内收藏各种经典，其中尤以清代刻印梵筴本《龙藏》最为珍贵。  

 

走出藏经殿，迎面而来的是庄严的“普明宝塔”。  

 

普明塔院位于藏经楼的后面，是近年来新拓建的院落，平面呈“回”宇形，普

明宝塔就坐落在塔院的中央。院中建筑造型古雅，斗拱粗硕，吻兽雄壮，出檐深远，

具有浓郁的唐代建筑风格。  

 

登塔俯瞅，弯弯大运河，巍巍铁铃关，琼楼杰阁，临河人家，如绘如绣，就像

一幅生动的《姑苏繁华图》。  

 

宝塔四周有放生池，池内许多乌龟和金鱼优游其中，别有一番景致。与宝塔一

水之隔的就是法堂，又名弘法堂。是高僧大德讲经说法的讲堂。法堂坐北朝南，面

阔五间，高居于院北台基之上。堂前辟有露台，下面碧池环绕，甚为气派。  

 

露台中有一九龙五凤青铜宝鼎，露台正中所立九龙五凤青铜宝鼎，系金石书画

家朱复戡生前精心设计，座高十九厘米，鼎高九十七厘米，口径宽七十一厘米，象

征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祖国，青铜宝鼎已成为寒山寺的又一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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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明宝塔东西两侧，是著名的“诗碑廊”，陈列许多历代硕儒名宦所吟咏的寒山

寺诗词，以及许多书法名家、骚人墨客所书的张继名诗，可谓琳琅满目，蔚为壮观！ 

在藏经楼南侧，有一座六角形重檐亭阁，造型轻盈，轮廓优美，这就是以"夜半

钟声"名闻遐迩的钟楼。也是我们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地。  

 

 

 

出钟楼，沿回廊可至钟房。这是一间小轩，里面陈列四口形制各异的铜钟，左

边三旧为明清古物，都是从其他寺院移置而来的。右边一钟，高二点五米，外径一

点六五米，重达五吨。1986 年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之际，由海外同胞捐铸。上面"

寒山寺"三字铭文，系现代作家叶圣陶的字迹。  

 

寒山寺听钟门票      票价(元)：320 元 450 元  

 

A 套：票价为 450 元(其中晚宴、年夜面为 130 元),活动内容为：欢迎晚宴,江枫洲

民俗灯会，寒山寺内活动，春节烧头香活动，听钟声活动纪念品、年越面。   

B 套：票价为 320 元，活动内容为：江枫洲民俗灯会，寒山寺内活动，春节烧头香

活动，听钟声活动纪念品。  

返回 目 录  

                                              寒山寺



第三章   寒山寺交通情况  

1．如何到达苏州 

1）乘飞机去苏州  

苏州没有民航机场，乘飞机一般取道上海虹桥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和江苏省境

内的无锡硕放机场。上海两机场与苏州之间长途客运班线频繁，交通方便。  

  

>> 去上海飞机票查询    

>> 上海虹桥航班时刻表查询        >> 上海浦东航班时刻表查询  

 

2）坐火车去苏州  

除直达车外，京沪铁路上几乎所有经过苏州的列车均会停靠此站。苏州-上海往

返的火车平均每隔  20 分钟左右就有一班。车程约  30 分钟到 1 小时  30 分钟。 

 

苏州火车站地址：苏州市平江区车站路  27 号。  

>> 苏州火车时刻表查询    

途径火车站的公交：  

主要有 529 路、40 路、324 路、82 路、85 路、32 路、522 路、44 路、64 路、

316 路、游 2 路、10 路、6 路、101 路、81 路、游 5 路南环线、游 5 路北环线  等

公交经过苏州火车站。  

 

3）坐汽车去苏州  

 

主要汽车站：汽车北站、汽车南站、吴中汽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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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南站附近公交  

汽车南站：529 路、933 路、3 路、39 路、900 路、60 路、308 路、514 路、811

路、62 路、16 路、168 路、43 路、66 路、504 路、63 路、551 路、52 路、512

路、103 路、101 路  

汽车南站北：529 路、931 路、39 路、42 路、900 路、60 路、514 路、811 路、

53 路、218 路、168 路、55 路、52 路、108 路  

汽车南站东：931 路、3 路、67 路、900 路、200 路、550 路、218 路、4 路、10

路、310 路、快线 1 路  

 

汽车北站附近公交  

汽车北站：26 路、87 路、86 路、44 路、56 路、54 路、119 路、81 路  

 

吴中汽车站附近公交  

吴中汽车站：3 路、932 路、550 路、522 路、43 路、57 路、58 路、59 路、55

路、63 路、628 路、551 路、52 路、1 路  

吴中汽车站南：932 路、550 路、103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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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到达寒山寺 

寒山寺地理位置：寒山寺位于江苏苏州（城西）阊门外枫桥镇 ,是国务院确定的汉地

佛教全国重点寺院之一。  

 

苏州市区到寒山寺乘车路线：  

从苏州火车站出发  

打的：约 15 元  

公交：324 路、406 路来凤桥或何山桥下；33 路何山桥下。  

 

从苏州北站出发  

打的：约 18 元  

公交：324 路、406 路来凤桥或何山桥下；  

 

从苏州汽车南站出发  

打的：约 25 元  

公交：10 路、31 路来凤桥下  

 

苏州市其它地方可以坐如下线路在何山桥或者来凤桥下。  

经过何山桥的线路：301 路、307 路、313 路、324 路、33 路、406 路、415 路  

经过来凤桥的线路：10 路、324 路、406 路、45 路、9 路、931 路  

 

何山桥、来凤桥是寒山寺附近的站牌，下车以后步行数分钟即可到寒山寺东门。  

苏州公交无人售票、投币上车，所以请欲坐公交车的朋友准备好 1 元面值的零钱。  

 

上海方向来寒山寺：  

列车：可从上海站乘坐发往苏州的列车班次。  

快客：可从上海汽车站站乘坐发往苏州的班车。  

自驾：沪宁高速高新区下，城北东路，西环路，枫桥路  

 

浙江方向来寒山寺：  

杭州高速公路直达苏州，如乘火车则与上海方向来寒山寺路线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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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听钟当天交通管制 

 

一年一度的寒山寺听钟声新年祈福活动将在 12 月 31 日凌晨举行。届时寒山寺

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消息，游客前去听钟时须注意提前选择好出行路线。 

 

  据了解，现场交通管制时间统一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 18：30 至 2011 年 1

月 1 日 1：00。因受焰火燃放影响，12 月 31 日 23：30 开始，何山大桥实施绝对

交通管制，待焰火燃放完毕后恢复。  

 

  “机动车管制区”为桐泾路枫桥路口、金门路西环路立交 (包括立交东口 )、西

环路西园路口和滨河路何山路口 4 个管控点构成的以内区域，禁止无通行证机动车

进入。持通行证车辆进入机动车管制区后，统一经西环路枫桥路口进入，经何山大

桥东匝道驶离。  

 

  “非机动车、行人管制区”为西环路枫桥路口和何山大桥东匝道口以内区域，

禁止非机动车和无入场券、标志牌、工作证的人员进入。寒山寺景区陈列馆门前路

口以西区域，除指定的特种特殊车辆外，禁止一切车辆进入。  

 

  有通行证社会车辆（以小客车为主）可以停放在西环路枫桥路口以东、以南、

以北的枫桥路、西环路一侧、何山大桥东堍道路一侧与何山大桥桥面一侧。无通行

证社会车辆停放至西环路金门路路口南青少年活动中心停车场和机动车管制区以外

的道路两侧。工作人员、演出人员的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停放在江枫别墅三孔

桥北侧和何山大桥两侧人行道，禁止驶入管制范围内。其他非机动车停放在西环路

枫桥路口以东人行道、何山大桥两侧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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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寒山寺周边住宿  
 

寒山寺听钟活动结束后时间已晚，而寒山寺离市中心也有一段距离，所以建议

游客住在寒山寺附近的酒店，第二天再离开寒山寺景区。  

 

经济型住宿：  

 

苏州城市饭店  

三星级酒店   

地址：滨河路 1701 号            

距离寒山寺约：0.59 公里   

最低价格：120 元       

最高点评奖金：14 元    

共有 20 条点评  

 

 

 

苏州如家快捷酒店（寒山寺店）     

经济型酒店   

地址：枫桥路 688 号   

距离寒山寺约：1.09 公里   

最低价格：165 元                          

最高点评奖金：14 元                      

共有 770 条点评  

 

>> 什么 是 点评 奖 金？  

 

 

返回 目 录  

                                              寒山寺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10386&refid=2582175
http://www.17u.cn/HotelCommentsNew.aspx?id=10386&Flag=1&refid=2582175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636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n/HotelCommentsNew.aspx?id=6362&Flag=1&refid=2582175
http://www.17u.cn/helpmain.aspx?TabName=ksyd&TabId=0


中档型住宿：  

苏州桃园度假村  

四星级酒店   

地址：高新区金山路 68 号      

距离寒山寺约：1.70 公里   

最低价格：338 元                   

最高点评奖金：21 元  

共有 67 条点评  

 

 

苏州汇豪国际酒店  

五星级酒店   

地址：狮山路 58 号   

距离寒山寺约：1.85 公里   

最低价格：290 元                   

最高点评奖金：28 元        

共有 41 条点评  

 

 

苏州园外楼饭店  

四星级酒店   

地址：留园路 477 号   

距离寒山寺约：2.26 公里            

最低价格：358 元              

最高点评奖金：24 元  

共有 20 条点评  
>> 什么 是 点评 奖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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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档型住宿：  

 

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五星级酒店   

地址：塔园路 168 号   

距离寒山寺约：2.06 公里              

最低价格：1265 元                  

最高点评奖金：49 元  

共有 10 条点评  

 

 

苏州新城花园酒店  

五星级酒店   

苏州狮山路 1 号   

距离寒山寺约：1.93 公里   

最低价格：508 元                   

最高点评奖金：80 元                  

共有 5 条点评  

 

 

 

>> 什么 是 点评 奖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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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感谢攻略建设者  
 

本攻略相关内容由以下网友提供：（如有遗漏请联系一起游官方网站 www.17u.com） 

 

感谢网友 台湾爷爷  为  攻略第二章  作出的杰出贡献。  

 

特此鸣谢  

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支持同程官方系列攻略，如有批评建议，请至我有建议留

言。如有寒山寺相关问题，可至寒山寺问答提出。想要浏览更多寒山寺原创性作品，

请至寒山寺主页。  

 

本攻略不定期更新，最新版本请关注一起游寒山寺官方攻略！  

 

更多热门目的地攻略：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index.html  

   

                      

第六章   版权声明和加入微信  
 

本攻略 PDF 版已得到 Adobe Acrobat 官方认证，攻略内容为原创内容，著作版权

和最终解释权归一起游所有。  

 

欢迎您加入一起游微信（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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