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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木渎，你便走进了唐诗宋词的幽雅意境；
穿越古镇，你便穿越了二千五百年的历史风云。

—— 乾隆六次到过的园林古镇
木渎位于苏州城西，太湖之滨，是江南著名古镇。境内风光
秀丽，物产丰饶，又恰在天平、灵岩、狮山、七子等吴中名
山环抱之中，故有“聚宝盆”之称。
作为中国唯一的园林古镇，木渎在明清时有私家园林 30 多
处，迄今仍保留了 10 余处。
木渎私家园林既秉承了苏州园林的精致幽深，又有其空旷高
远、山林野趣的个性，充满了一种大气和皇气。在 28 届世
界遗产大会期间，我国著名文物、古建专家罗哲文、郑孝燮

门票
成人票(联票)

门市价 60 元

同程价 48 元

成人票(联票)(暑假特惠月)

门市价 60 元

同程价 42 元

联票包含景点：严家花园、虹饮山房、古松园、榜眼府第。
景区内其他娱乐项目：香溪游船 10 元/位。

立即预订

等人参观了木渎古镇私家园林之后，激动不已地说：
“这才是
真正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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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与离开
地理位置
木渎镇，位于苏州城西，太湖
之滨。东与苏州市西南郊相
邻，南与横泾、越溪两镇交界，
西与胥口、藏书两镇相接，北
与枫桥镇和苏州国家高新技
术开发区相连。东距苏州市区
12 公里，距上海虹桥机场 80
公里，西北距无锡市 50 公里，
北至张家港码头 70 公里。紧
靠沪宁高速公路、312 国道和
京杭大运河。

杭州方向
1、散客自助游
在杭州集散中心（黄龙体育中心）或汽车东站乘坐豪华巴士
至苏州南站，转乘公交 43 路、63 路车可直达木渎。公交车
最晚返程时间 22：00。

苏州本地交通
苏州市公交车游 4、502 路、38 路、63 路、64 路、65 路、
69 路、58 路、312 路、511 路、505 路、506 路、2 路、326

2、自驾车

路、512 路等均可直达木渎。市中心至木渎行程约 20 分钟公

从苏嘉杭高速转苏州绕城（东、西山方向）至“西山”出口

交车最晚返程时间为晚上 10 点。

下，十几分钟即达木渎。

上海方向
1、散客自助游
在上海集散中心乘坐豪华巴士直达木渎，行程约 90 分钟。上
车地点：上海虹口足球场 2 号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 5 号门
（咨询电话：021－64265555）。
也可乘火车或高速大巴至苏州火车站，转乘 公交游 4、502
路、38 路、63 路、64 路、69 路均可直达木渎。

地铁一号线到“木渎站”下，1 或 2 号出口到最近的公交车
站乘公交到“木渎严家花园”站即到了古镇。

南京方向
1、散客自助游
长途客运中心（建宁路 5 号）乘坐豪华巴士至苏州北站，或
乘坐火车至苏州火车站，转乘公交游 4、502 路、38 路、63
路、64 路、69 路等均可直达木渎。
2、自驾车

2、自驾车

从宁沪高速“苏州新区”出口下，上高架，走西环路高架至

从沪宁高速“苏州新区”出口下，上高架，走西环路高架至

劳动路出口下，走索山桥沿竹园路，直达木渎。

劳动路出口下，走索山桥沿竹园路，直达木渎。
返回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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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详解
严家花园
严家花园在木渎镇山塘街王家桥畔，门对香溪，背倚灵岩，
“虽处山林，而斯
园结构之精，不让城市”（童寯《江南园林志》），为江南名园之一。
严家花园占地 16 亩。中路为五进主体建筑，依次为门厅、怡宾厅、尚贤堂、
明是楼和眺农楼。其中位居第三进的尚贤堂为苏州罕见的明式楠木厅，迄今
已有 400 多年历史，木础石质，典雅古朴；楠木直柱，圆润柔和；雕刻简洁
疏朗，色调淡雅素净，具有实用和审美功能。尚贤堂和明是楼前各有清代砖
雕门楼一座，所雕人马戏文玲珑剔透，意趣隽永，虽依附于厅堂，却未尝不
是一件独立的艺术品，极富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

门票 严家花园单独门票 30 元。
严家花园的前身是清乾隆年间苏州大名士、《古诗源》编者沈德潜的
寓所。道光八年（公元 1828 年），沈氏后人将此院落让给木渎诗人钱
端溪。光绪二十八年（公元 1902 年），木渎首富严国馨（台湾政要严
家淦先生祖父）买下此园，重葺一新，更名“羡园”。因园主姓严，
当地人称“严家花园”。
（图片由景区提供）

虹饮山房
虹饮山房位于严家花园东 200 米处，是清代乾隆年间苏州近郊著名园林，因
为门对香溪，背靠灵岩，“溪山风月之美，池亭花木之胜”远过于其它园林，
所以乾隆皇帝每次下江南游木渎的时候，必到虹饮山房，在这里游园、看戏、
品茗、吟诗，直到夜色降临，才依依不舍，顺着门前的山塘御道，返回灵岩
山行宫。因此，虹饮山房在当地又被称为乾隆皇帝的“民间行宫”。
虹饮山房现存许多与乾隆相关的遗迹遗物。山房门前是御码头和御碑亭。乾
隆十六年（公元 1751 年）春天，乾隆首次南巡，御舟经过运河，转胥江，
折入香溪，在此舍舟登岸。当他见到这条山塘古道幽奇古绝，不由诗兴大发，
当即口占七律一首。后来，这首七律被当地官员镌刻于碑，置于亭内，与对
面的明代怡泉亭两相映照，成为古镇一大景观。
当年，乾隆皇帝住在灵岩山行宫，而那些词臣随扈则住在虹饮山房。据信史
记载：刘墉曾二度下榻虹饮山房，与主人徐士元相交默契，虹饮山房的匾额
及花厅内“程子四箴”的横批，就是刘墉赠给徐士元的。

门票 虹饮山房单独门票 30 元
（图片由景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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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松园
山塘街鹭飞桥东五十步有古松园。其建筑布局为前宅后园，典型的清代宅第
园林风格。宅内各处建筑古朴雅致，雕刻十分精细，有一定的艺术和文化价
值，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后园有一株明代罗汉松，苍翠虬劲，姿态优美，
古松园即因此松而名。
古松园为清末木渎富翁蔡少渔所建。蔡少渔祖籍洞庭西山，原在上海做洋货
生意，发达回乡造屋置地，良田万顷。蔡少渔与严国馨（严家淦祖父）、郑龄
九、徐凤楼三家合称木渎“四大富翁”，富甲一方。

门票 古松园单独门票 20 元

（图片由景区提供）

榜眼府第
榜眼府第在木渎镇下塘街，为林则徐弟子、晚清启蒙思想家、政论家冯桂芬
的故居。其宅坐南朝北，门对胥江，前宅后园结构，具有典型的清朝早期江
南宅第园林建筑风格。前宅为门厅、大厅和楼厅。出大厅西折有花篮厅和书
楼。花园则以池为中心，亭、轩、廊、榭、桥和黄石假山散落其间，高低错
落，绿树掩映，充满了诗情画意。

门票 榜眼府第单独门票 10 元
（图片由景区提供）

周边景点
灵岩山景区
位于木渎镇西北，山中突起一石，数十里外望去就能辨认。灵岩山怪石嶙峋，
因为灵岩塔前有一块“灵芝石”十分有名，因此得名“灵岩山”。
相传西施被献于吴王夫差后曾在此住过，山顶有灵岩山寺，为净土宗道场。
主要景观有：吴王井、玩月池、流花池、西施洞、琴台等。寺院东侧有灵岩
塔一座，又名多宝佛塔、永祚塔。塔高 33.4 米 ，七级八面，黑瓦黄墙，古
朴凝重，与整个寺院浑然一体，成为灵岩山的标志。

门票 灵岩山 20 元

同程价 16 元

>> 立即预订

灵岩山寺收费 1 元/人，香火自理。

交通 沿木渎古镇山塘街古御道可直达山巅。另外，可乘游 4、91 路、315
路、63 路、64 路、65 路、43 路、58 路、621 路到灵岩山站。

贴士 如果只是去登山，不看灵岩山园林景观文化，可直接从后山登山道直
接登山。若爬到山顶，一定要去吃有名的双菇面。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宁波老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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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岩牡丹园
灵岩牡丹园位于姑苏城西南的木渎灵岩山南麓，占地 50 亩，内植 15000 枝
牡丹，300 余个品种，是江南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多的牡丹园。其中有黄、
黑、绿、红、粉、紫、蓝、白、复色系列的几十个名贵品种。是江南地区规
模最大、品种最多的牡丹园。

门票 20 元
交通 与灵岩山景区在一起，只要到了灵岩山便很好找到牡丹园。
贴士 室内的花分批观赏，所一次无法看到全部，而且很多由于在室外摆放
会造成花容适当受损，但与 3、4 月份室外的相比花朵大，品种多，更漂亮。
而 3 月份开始室外有更多的花绽放，总体环境很舒心。所以各有优缺，根据
各人兴趣选择时间观赏吧。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云影当空提供）

明月寺
明月寺建于后唐清泰二年（公元 935 年），僧明智所创，明洪武初归并普贤
寺。清光绪十六年（公元 1890 年），僧道根重修。“文革”中遭毁，1993
年修复开放。明月寺附近原有一大片梨树林，每逢初春，
“千树万树梨花开”，
成为古镇一景。清李果有“梨花明月寺，芳草牧牛庵”之句，传诵一时。

门票 5 元。
交通 从严家花园往东走百米就到明月寺。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草根王子提供）

白象湾生态园
白象湾，位于苏州西郊，藏书羊肉美食街北侧。北倚天池山脉，东邻木渎古
镇，境内群峰环抱，草木葱茏，更有一泓湖水荡漾其中，清幽秀绝，是繁华
都市的生态绿肺，太湖之滨的快乐“桃花源”。

门票 5 元。
交通 ①苏州地区乘公交车游 4、38、43、58、63、64、65、69、502、
512 路等公交车抵达木渎，转乘 663 路公交车直达白象湾景区。②先到苏
州体育中心（家乐福超市），然后乘 312 路公交车直达白象湾景区。

美食 藏书羊肉美食街，位于白象湾南侧 1 公里，整条街上有大小羊肉店
50 多家。藏书羊肉以活杀山羊为原料，运用传统独特的木桶烹饪技艺烧煮
而成，以不腥不腻、汤色乳白、肉酥嫩而不烂、口感鲜美、常食不厌闻名江
南。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132hvmztyqy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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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古瓷馆
明清古瓷馆位于木渎镇山塘街西施桥南，主要展示中国历代瓷器，包括宋朝
陶罐，明朝青花碗、清朝和民国各类瓷器、瓷片、挂屏，花、粉彩、五彩、
青花釉里红等异彩纷呈，内容丰富，构思独特，是了解中国瓷器文化悠久而
灿烂历史的极好窗口。

门票 5 元。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阿文四郎提供）

交通 位于木渎镇山塘街西施桥南，从古镇步行前往。

苏州太湖湿地公园
苏州太湖湿地公园是一个自然与文化相融的个性独具的原始时尚休闲景区，
汇集了生态环境、度假休闲、旅游观光、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景区有湿
地渔业体验区、湿地展示区、湿地生态栖息地、湿地生态培育区、水乡游赏
休闲区、湿地生态科教基地、原生湿地保护区等七大功能区，全面展现了现
代水上田园的自然生态景观。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言诺提供）

门票 >> 立即预订
太湖湿地门票+船票（含湖滨浴场） 110 元

成人门票说明：含大门票、熊猫馆、苏

太湖湿地成人票

州世博馆、小马尔代夫湖滨沙滩，不包

公交路线 乘坐 43、441 路、快 3 公交车直达太湖湿地公园。

括景区电瓶车和 XD 电影，需要到景区
单独购买，都是 20 元。
太湖湿地公园小马尔代夫——湖滨浴场
七，八月免费畅游，自 7 月 1 日起到 8
月 31 日，湖滨浴场开放时间延长到晚
上 20:00，景区内部其他项目开放时间
依然截止到 16:30。湖滨浴场更衣室需
付费 20 元的保管费用。

更多苏州旅游景点请见
《一起游苏州旅游攻略》

60 元

同程价 80 元
同程价 50 元

自驾线路
①苏州市区：高新区太湖大道往西至绣品街，绣品街到底至太湖湿地公园。
②如果我在上海：沪宁高速→苏州新区出口→寒山桥→长江路→太湖大道往
西→绣品街到底
③如果我在南京：沪宁高速→苏州新区出口→寒山桥→长江路→太湖大道往
西→绣品街到底
④如果我在杭州：苏嘉杭高速→苏州城区出口→南环高架→西环高架→太湖
大道往西→绣品街到底

苏州乐园
苏州乐园欢乐世界集西方游乐园的活泼、欢快、壮观和东方古典园林的安闲、
安静、自然的特点于一体，而水上世界以东方沐浴为主题，有很多惊险刺激
的水上游乐项目。糖果世界是大型室内儿童亲子主题乐园。

门票

>> 立即预订

欢乐世界成人票

130 元

同程价 123 元

苏迪糖果乐园亲子套票（2 大 1 小） 160 元

同程价 150 元

水上世界成人票（7.1-8.31）

同程价 95 元

100 元

交通 327 路、313 路、322 路、312 路、302 路等公交车停靠或直达苏
州乐园欢乐世界。苏州轻轨一号线直达苏州乐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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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木渎古镇景点分布图

乾隆寻踪游

苏州旅游行程推荐

度假线路

木渎古镇景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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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寻踪游
A 线：木渎古镇（乾隆六次幸临之地）→天平山（乾

D 线：木渎古镇→穹窿山（乾隆御道、上真观）

隆御道、御碑、高义园）

交通：

交通：从古镇乘坐公交 315 路、游 4、662 路到天平山站下。

方式①：从古镇乘坐 58 路或 63 路到方家桥站下车，然后步
行至穹窿山，约 600 米。
方式②：从古镇乘坐 312 路到韩世忠墓站下车，步行至穹窿

B 线：木渎古镇→灵岩山（乾隆行宫遗址）
交通：从古镇乘坐公交 312 路 43 路 65 路，路程不远，也

山，约 700 米。

可步行前往。

住宿推荐

>> 更多木渎古镇附近住宿

C 线：木渎古镇→光福圣恩禅寺（乾隆寻父之处）→

苏州如家快捷酒店（木渎店）

香雪海（乾隆赏梅处）

特惠大床房

同程价 132 元

>> 查看详情

交通：建议打车前往，约 40 元。

大床房

同程价 170 元

>> 立即预订

苏州旅游行程推荐
线路①：观前街→拙政园→苏州博物馆→平江路

免费游：苏州博物馆→平江路→山塘街→十全街

交通

交通

① 观前街 → 拙政园：公交 923、811、309、529、202、

① 苏州博物馆 → 平江路：步行

518、178、游 5、55、50、 游 2

② 平江路 → 山塘街：公交游 2、游 5

② 拙政园 → 苏州博物馆：步行

③ 山塘街 → 十全街：公交游 2、8

③ 苏州博物馆 → 平江路：步行

大型景点一日游：周庄
线路②：虎丘 → 枫桥 → 寒山寺 → 平江路

古牌楼 → 贞固堂 → 逸飞之家 → 双桥 → 古戏台 →

交通

张 厅 → 沈厅 → 全福 讲寺 → 迷 楼 → 蚬 江渔 唱 → 贞

① 虎丘→枫桥：公交 146 或游 2 至清塘新村北，转 324 路

丰民俗文化街 → 贞丰古牌楼

② 枫桥→寒山寺：公交 301、442、324、300、
③ 寒山寺→平江路：公交 301

度假线路

木渎古镇纯玩 1 日游

108 元

起

立即预订

第一水乡周庄 1 日游

58 元

起

立即预订

狮子林-定园-寒山寺

68 元

起

立即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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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木渎古镇 （→

查看木渎古镇附近酒店

→ 查看苏州特价酒店）

苏州木渎永利假日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普通标准间

238 元

豪华大床房

258 元
→ 预订此酒店

[13816ixvuyt] 对酒 店 很满 意 ，环 境 蛮好 ，
房间 很整洁， 酒店服务 不错，进岀 很方便 ，
下次来木渎再入住该酒店！
[13688xicyrp] 性价比还可以，坐游 4 线直
达，就在木渎古镇站边，省的士费了。

→ 查看更多木渎古镇附近酒店

→ 查看更多酒店点评

苏州汉庭酒店连锁（木渎店）
房型

同程价

[1515282091b] 环境不错，距离古镇很近，

大床房

161 元

隔音 也不错， 就是走廊 曲曲折折， 房间不 好

双床房

18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木渎古镇附近酒店

找。
[蓝色大宝的挚爱] 酒店干净，交通便利，是
出差的很好选择，还回来。
→ 查看更多酒店点评

苏州如家快捷酒店（木渎店）
房型

同程价

[18921dnnnkx] 不错，下午到那边，一会儿

大床房

170 元

就办好了。很方便！

标准双床房

189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木渎古镇附近酒店

[13307xdjbhj] 经济 实惠 ，没有 特殊 要求 就
挺好的。
→ 查看更多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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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前街周边 （→

查看观前街附近酒店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 查看苏州特价酒店）

到苏州旅游，一般住在观前街，这里是苏州老城区的中心，与许多景点距离较近，交通也便利。另外，观前街是一条繁华的商
业步行街，如果你要品尝苏州老字号，或者购买苏州特产的话，这里无疑是最佳的去处。
食：观前街内的太监弄是苏州著名的美食街，也可步行到凤凰街，那里吃的也很多。

苏州观前假日酒店
房型

同程价

[13584iiibbe] 酒店位置比较好，就是房间给

标准间

168 元

我的不是很好的，里面有点不舒服

家庭间

188 元
→ 预订此酒店

[15939xjwrpa] 房间地 理位 址优 越， 设施 较
陈旧，服务还可以。

→ 查看更多观前街附近酒店

→ 查看更多酒店点评

苏州大都会商务酒店
房型

同程价

[13887jzbglw] 地段非常好，出门右转 10 米

大床房

158 元

就是市中心观前街，吃、玩、找去景点的车都

标准间

178 元
→ 预订此酒店

非常方便。酒店前台服务员态度好，借用电脑
转存相片给予帮助，非常感谢。
→ 查看更多酒店点评

→ 查看更多观前街附近酒店

苏州格林豪泰酒店（观前店）
房型

同程价

[13921peaiar] 房间有点小，其他都不错。离

单人房

151 元

观前街很近！

大床房

17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观前街附近酒店

[13665wfqcqu] 地理位置不错。离市中心很
近。停车也还算方便。就是酒店的设施还有装
修差了一点儿。凑合着住吧。
→ 查看更多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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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藏书羊肉-全羊宴
“藏书羊肉”有数百年的历史，享誉华东地区。“藏书全羊宴”的最
大特点是食客可以把羊身上的东西一样不少全部吃到，但它不像北
方人一样把整只羊往桌上一放，大家用小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藏
书人烧羊肉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把羊肉放在木桶锅里烧煮的，
烧出来的味道就特别鲜美。
品尝地点：藏书羊肉美食街，位于白象湾南侧 1 公里，整条街上有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川条胖鱼提供）

大小羊肉店 50 多家。

鲃肺汤

太湖河虾

鱼肝肥嫩，浮于场面，鱼肉细腻，汤清味美，是夏秋季

木渎所处的太湖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盛，具有浓郁乡土

节的时菜。

风味的湖鲜饮誉四方。

品尝地点：百年老店“石家饭店”， 位于中市街 18 号，

品尝地点：百年老店“石家饭店”。

创业于乾隆 55 年（1790 年）。

枣泥麻饼
苏州木渎枣泥麻饼是苏州特色糕点之一，其馅料是将黑枣蒸熟后捣成泥与芝
麻、松仁、瓜子、糖等搅拌均匀后制成。此饼外酥内绵，香甜可口，是老少
皆宜的糕点。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吴凯恩提供）

购买地：推荐老店“乾生元”。

民俗风情
“碰瘌痢会”

每逢农历正月十三举行，主要活动是抬猛

“四月初八吃乌米饭” 乌米饭，开始因道家认为久食

将老爷。猛将老爷是一个用香樟木调成的坐像，面容安详而

可以强身延年，成为了道家食品。到明代时，寺庙大兴，加

不失威武。但他却是光脚、秃头，这一绝无仅有的特色使这

上吴语“阿弥”与“乌米”的读音相同，于是乌米饭又成佛

个民间活动有了一个古怪而滑稽的名字“碰瘌痢会”。这个习

家食品。而四月初八传为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所以人们选

俗主要通过抬猛将老爷，乞求他能给人们带来财气和庇佑。

择在这天用乌米饭供佛，同时也成了“户户皆食之”的应时
食品。直到现在“四月初八吃乌米饭”的食俗相沿未变。

“灵岩走月”

相传吴越春秋时期，在灵岩山顶赏月就已

成为风尚。西施爱月，夫差为了讨好她，专门在灵岩山为她

木渎还有许多别具江南特色的传统习俗，如春节“拜喜神”、

修建了玩月池。历代名人雅士亦有喜爱登灵岩山赏月，如梁

“走三桥”中的走“永安”、
“吃年酒”、
“烧头香”；元宵节“走

简文帝、韦应物、白居易、李商隐、范仲淹、文征明、唐寅、

马锣鼓”、“闹元宵”；二月二的“撑腰搞”；立夏时的“吃甜

康熙、乾隆二帝等等。而苏州民间也有中秋到灵岩山赏月祈

酒酿，尝三鲜”；端午节的“赏端阳”；七月七的“七夕乞巧”

福的传统。

等等，多姿多彩，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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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木渎，追溯乾隆的踪迹
2011-12-15

作者：最美夕阳红

秋风乍起，渐染天平山麓的层层枫林，也吹皱了木渎古镇、香溪河畔的一池秋水。
周末，携两、三好友，前往苏州西南郊的天平山，赏红枫品香茗。归程中，途经灵
岩山脚，隐隐望见山巅矗立的古寺旧塔，似乎听得一阵依稀的禅音，徒然生出几分
凄凉和惆怅，那是一个江山和美人的时代……[查看全文]

追寻乾隆的足迹，探访木渎古镇
2011-12-4

作者：超级农民

在诸多的江南古镇里，也许再也没有第二处能比得过木渎古镇的了。此话并非虚言。
木渎古镇及其周边，有着丰富的吴越遗迹、山林石景，既有山林之胜，又有园林之
美，有着真山真水的江南古镇，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必到的地方，想来的确再别无二
家。某年某月的某一个初冬，突发奇想，前往木渎古镇……[查看全文]

在深秋重识木渎的美
2011-12-3

作者：言诺

上一次去木渎游玩，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是在夏天时节，我第一次认识了
木渎古镇深远、悠久的历史，认识了严家花园的宏伟壮阔，也认识了虹饮山房曾经
的辉煌和传奇。这一切，深深的烙在了脑海深处。时隔数年后的深秋，在一个晴朗
的周末，我决定再次前往木渎游玩……[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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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网友
本攻略感谢一起游网友 132hvmztyqy、阿文四郎、草根王子、超级农民、川条胖鱼、宁波老
乡、吴凯恩、言诺、云影当空、最美夕阳红的支持。

版本信息
如有批评建议，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本攻略将不定期更新，下载最新攻略请至一起游木渎攻略。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一起游旅游攻略。

版权声明
本攻略 PDF 版已得到 Adobe Acrobat 官方认证，本攻略最终解释权归一起游所有。

加入微信
欢迎您加入一起游微信（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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