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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Focus 

 

鲁迅故里 这里是鲁迅青少

年时代生活、工作的地方。在这

里你可以跟随鲁迅的散文《从百

草园到三味书屋》寻觅一回，找

寻书桌上刻着的那个“早”字… 
 

 

沈园  绍兴的爱情故事，最好

的事是什么？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可是，陆游不够勇敢，唐琬

不够透彻，爱就成了悲剧。或许

这也不是沈园想要的结果。 

 

 

东湖 据说是大汉的青石山，

历一代代工匠的开山凿石，才成

就了今天的嶙峋山势幽深碧潭。

后来，陶潜先生的第 45 世孙大

概颇有先祖遗风，在此筑堤围湖。 
 

时机 Timing 

五泄是绍兴自然风景最优美的地方，每年的 4-5 月一般为丰水

期，尤其是遇到暴雨、水量突增，风景尤为秀丽，此时游览效

果最佳。而兰亭国际书法节、吼山桃花节等著名节日庆典也多

于此时举办。度过梅雨季节，待到金秋十月，暑热减退，所谓

“十月小阳春”，正是出游的好时机，而且绍兴的黄酒节、湖塘

桂花节多在此时举办。 
 

贴士 Tips 

① 绍兴的三轮车说带你去哪里住啊游玩啊，最好不要听，有目

的性的乘三轮车，比较好，可以避免被人斩。 

② 到绍兴，乘火车来去还是比较方便的，到了以后第一件事情，

记得要顺便把回程的票给解决了。否则到时候，买到的只能是

站票，周末的火车还是比较拥挤的。 

③  臭豆腐还是仓桥直街那里比较原味，其他地方普遍不怎么

样，柯岩风景区门口路边有家三味臭豆腐的店，有兴致的还是

可以品尝一下的。 
 

便利   convenience 

 
 
 

P2 印象绍兴 
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在绍兴不得不做的事 

P4 交通 到达与离开 
飞机    自驾车    汽车 

绍兴内部交通    游船    出租车   公交车 

绍兴度假线路 

 

P6 景点导览 
鲁迅故里风景区   柯岩风景区   鉴湖   鲁镇   

新昌大佛寺   东湖   会稽山  沈园   兰亭 

咸亨酒店   吼山风景区  诸暨五泄  安昌古镇 

 

P14 行程推荐 

青藤书屋→府山公园→秋瑾故居→鲁迅故里风景区 

鲁迅故里风景区→会稽山景区→蔡元培故居→周恩 

来纪念馆→东湖景区 

柯岩风景区→咸亨酒店→东湖→鲁迅故里风景区 

鲁迅故里风景区→咸亨酒店→古玩广场→沈园→仓 

桥直街 

柯岩风景区（柯岩→鉴湖→鲁镇）→鲁迅故里→东 

湖景区 

 

P16 绍兴住宿 
火车站附近    市中心附近   鲁迅故里风景区附近 

P19 绍兴特色菜  

P20 那些节庆、风俗 

P21 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感谢网友   版本信息     

版权声明   加入微信 

 

我要纠错  特价酒店  特价机票  优惠门票  度假线路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hotel/list_330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flight/jp-383/#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list_330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dest/city/shaoxing/38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330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flight/jp-383/#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list_330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dest/city/shaoxing/389.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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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   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一座拥有 2500 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群

星璀璨的“名士之乡”，世界文豪鲁迅先生的故里。这里是著名的

江南水乡、酒乡、桥乡，素有“东方威尼斯”的美誉，并荣获联合

国人居奖的城市—绍兴。 

“某个春日里，我走进了静静的绍兴古城，那里生活被斑驳的台门

记录，古典用朴素石头来对话，悠闲被流水依带，生活被文化浸染，

历史被生活延续，缓缓地在我的眼前蔓延开来 ……”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孔乙己的茴香豆到故乡的社戏，随处可见

鲁迅文化中的故乡情结。游览绍兴，也许就是一次鲁迅文化的怀旧

之旅，站在河边，可以看到戴着小毡帽的船夫以及戴着银项圈的玩

童；迈进咸亨酒店，可以尝尝正宗的茴香豆；回到乡间，去看一场

传统的社戏……  

 

 

 

 

 

 

 

 

 

 

 

 

（本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蓝小艾  提供） 

 

在绍兴不得不做的那些事 
 

 

 

 

 

 

 

 

 

 

 

 

 

 

 

 

（本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蓝小艾  提供） 

 

 

绍兴就如同一部书，你肯定能在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章节。找回儿时欢快

的记忆，那你可以跟随鲁迅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寻觅一回；体

验戴望舒的《雨巷》，那你可以静静的依立于石板路间，偷偷打开你内心的

初恋情愫或在青藤书屋感慨一代才子的坎坷人生…… 

 

 

绍兴古城的街和路为一闹一静，这边还是热闹现代的街区，后背就有一条

安静的小巷或老街。让人想到纽约的中央公园，繁华的华尔街到原始公园

就一街之隔。大凡绍兴名人的故居都在小巷和小路上，如青藤书屋、蔡元

培故居、鲁迅故居等，让人感受洒脱和淡泊的内涵。 

 

 

 

在绍兴有种特有的戏种—越剧，它的肢体语言及曲调将委婉、惆怅等人类

内心深处的情愫表现得淋漓尽致，与京剧有明显区别。绍兴除了越剧还有

地方性的绍剧，要正在了解江南和绍兴，欣赏地方戏曲是不可缺少的。绍

兴地方戏曲的舞台很特别，有堂会、水上戏台、社戏。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1 跟着教科书回味每个“书境”  

2 走街道，体味古镇绍兴的闹与静  

3 听越剧，领略水戏台的魅力  

 

http://www.17u.com/blog/102351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102351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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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古城内有一条街叫府横街，位于解放路中段，这是一条贯穿古代近代

和现代的街还是早上 4、5 点的时候，这里就已经聚集了各种商家，山麓

边、老房子旁边沿街席地为市、三轮车成摊，成了一个早间的集市。带乌

毡帽的菜农在吆喝声此起彼伏。 

 

 

绍兴的传统民居多为石头、砖瓦、木头结构，再用台门包容，天井、马头

墙间隔，弄堂串联。民居或沿河布置或被台门包裹。 

绍兴民居的门有三种材质，分铁皮、木头和毛竹；门的颜色有黑色和木本

色；门的款式有大门和摇门两种。从建筑的角度，绍兴两种。从建筑的

角度，绍兴的摇门应该是最有特色的，一般情况下，大门是开的，而摇门

是关的，这样有利于邻里间的沟通，又很好地将公共空间隔开，防止陌生

人或其他小动物的突然闯入。 

 

 

如果你迷恋法国的葡萄酒烂漫甜蜜、迷恋俄罗斯伏特加的热情烈焰，那你

肯定会迷恋上黄酒的温纯和浓郁，如绍兴的古老、如江南的少女…… 

一杯黄酒下肚，人会瞬间飘渺起来，或许会诗兴大发。这正是绍兴老酒带

给你的愉悦。醉与不醉尽在那琥珀色的琼浆间，尽在那黑瓦白墙的酒家里，

尽在眼底穿过的小河和乌篷之上…… 

 

 

 

 

 

 

 

 

 

 

 

 

 

 

 

 

 

 

 

 （本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蓝小艾  提供） 

 

 

 

 

 

 

 

 

 

 

 （本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蓝小艾  提供） 

 

 

绍兴是一个鸟语花香的江南水乡城市，所谓水乡，当然有船。这小小的乌篷

船就是绍兴一道独特的风景。乌篷船不仅很长，而且又窄又深，翘起的船头

和船尾像弯弯的新月。船顶上是一张乌篷，漆黑漆黑的，上面还有别具一格

的条纹。乌篷船行驶起来非常轻快、灵敏。 

绍兴的桥大多都是拱桥，每一座桥都有自己的名字。坐在乌篷船里，穿过一

座又一座拱桥，吃着可口的茴香豆，温一碗绍兴黄酒尝尝，是一种享受。 

清晨，东方欲晓，晨曦微露。一只只乌篷船穿梭着接送着来来往往的乘客。

傍晚，岸上缕缕炊烟袅袅地飞上天空时，多数船夫便荡起桨划着船回家去。

天黑了，夜深了，仍有少量乌篷船在桂花丛中穿来穿去，让游客欣赏绍兴的

夜景。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4 赶早市，买土货，看淳朴古城生活  

 

5 台门 .民居 .名人故居  

 

6 咪酌黄酒，醉于“汆筒热老酒”  

7 感受乌篷船的生活  

http://www.17u.com/blog/102351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102351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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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到达与离开 
 

飞 机 

即先到杭州再转车去绍兴。绍兴距离杭州机场只有 30 公里，

绍兴市通联民航票务中心和民航绍兴售票处出售杭州发往各

地机票。 

机场大巴—绍兴、柯桥 
机场发车时间：7:20-20:00；绍兴发车时间：6:00-18:30，

差不多一小时一班。 

绍兴上车地点：玛格丽特大酒店门口 

沿途停靠站点：柯桥（镜湖宾馆旁）、绍兴 

票价：柯桥每位 20 元  绍兴每位 30 元 
 
杭州萧山机场信息请查看杭州攻略      >> 查看详情  

汽 车 
绍兴客运中心 中兴北路环线口，8、12、13、17、23 路到

昌安渡头下。发往：绍兴始发跨省或跨市的班车在此发车，

有高速班车发往上海、杭州和宁波。 

地址：绍兴游客中心位于鲁迅中路 438 号（鲁迅故里东入口） 

杭州汽车东站出发去绍兴 早上 6：30 开始发车，每 10 分钟

发一班车，50 分钟到绍兴，高速巴士 18 元，普通巴士 10

元。 

宁波南站出发去绍兴 早上 6：40、7：40 ，之后每 1 小时

一班，1 个多小时可到达绍兴。 

上海沪太路站出发去绍兴 早上 6：20、8：40，日发 13 班，

3 个多小时可到达绍兴。 

绍兴汽车东站 环城东路东街口，1、7、107 可达，发往上虞、

嵊县、新昌、余姚方向流水发车。 

自驾车 
如从上海出发，上沪杭高速公路到杭州，再换杭甬高速公路

到绍兴出口处下。去程莘庄-枫泾段收费 30 元，枫泾-绍兴段

收费 80 元；回程顺道可以到嘉兴一游，柯桥-嘉兴段收费 55

元，嘉兴-嘉善段收费 20 元，嘉善-枫泾段收费 10 元，枫泾-

莘庄段收费 30 元。（价格仅作参考） 

 

 

 

 

（本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蓝小艾  提供） 

2012 年 8 月，国家颁布了今后每逢春节、清明节、劳动节、

国庆节四个重大节假日的小长假，7 座及以下载客车辆，包括

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可以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

路的政策，免费时段从节假日第一天 00∶00 开始，节假日最

后一天 24∶00 结束(普通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

间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热爱

自驾游的朋友可以更加轻松地驾车出游啦。 

 

           自 驾 车 线 路  

上海出发 

上海—沪杭甬高速—绍兴出口，总行程约 250 公里，

车程约 2.5 个小时。  

杭州出发 

杭州—杭甬高速—绍兴出口，总行程约8 公里，车

程 50 分钟。  

南京出发   

南 京 —沪 宁 高 速 —宁 杭 高 速 —杭 甬 高 速 —绍 兴 出

口，总行程约 360 公里，车程 4 小时。  

苏州出发 

苏州—苏嘉杭高速—杭甬高速—绍兴出口，总行程

约 185 公里，车程 2 小时。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 预订杭州特价机票 

http://www.17u.com/guide/index.asp?id=383&guidetype=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gongluehangzhou&utm_content=jiaotong
http://www.17u.com/blog/102351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flight/jp-383/#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flight/jp-383/#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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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内部交通 

公交车 
绍兴市内有公共汽车线路二十余条，火车站始发的公共汽车

有：1 路(往东湖)、2 路(往大禹陵、香炉峰)、4 路(往里木栅)、

14 路(往筠溪)。7 路和 l0 路为市区环线。通常起价 1 元，全

程 2 元，但间隔时间比较长，末班车结束的也比较早。前往

近郊 (绍兴县各乡镇 )可在分别位于南门和北门的绍兴汽车南

站、汽车北站乘中巴。 

旅游观光巴士东线  火车站至吼山，途径：周恩来祖居、东

湖；回程途径青藤书屋、鲁迅纪念馆、沈园、大禹陵、香炉

峰。 

旅游观光巴士西线  火车站至兰亭，途径：周恩来祖居、鲁

迅纪念馆、塔山、秋瑾故居；回程途径东浦徐锡麟故居、羊

山石佛。 

 
 

出租车 
起步价 7 元。绍兴城市不大，一般起步费就可以到达。但到郊

区景点，打的就比较贵了，如从市区到柯岩打的要 40 元左右。 

出租车叫车服务电话：0575-85333333； 

 

游 船 
40 元/半小时，可以还价到 15 元/15 分钟，在柯岩风景区大

门内的小河和柯桥镇柯桥码头下可以租到游船。 
 

 

度假线路  

 

 

 

 

 

 

 

 

 

 

 

 >> 所有到达绍兴度假线路查询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古镇绍兴柯岩 1 日游 

85 元 起    立即预订  

 

 

 

 

 
 
 

三味书屋 绍兴 1 日游 

95 元 起    立即预订  

 
 
 
 
 

绍兴-吼山桃花节 2 日游 

198 元 起   立即预订  

 

 

 

 

 

http://www.17u.com/travel/dest/city/shaoxing/38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249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249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22492/#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18070/#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18581/#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18070/#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18070/#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18581/#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item/18581/#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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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景点  

寻找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三味书屋  

 

了解鲁迅故里  
鲁迅故里包括鲁迅纪念馆、鲁迅祖居、鲁迅故居（含百草园、

绍兴民俗展览、朱家台门）、三味书屋等全部建筑，是鲁迅青

少年时代生活、学习、工作的地方。 

在看到原汁原味三味书屋的同时，还能看到鲁迅祖居从未对

外开放的西厢房，新近恢复的周家新台门、长庆寺、土谷祠、

静修庵、恒济当与鲁迅笔下有关的遗迹，以及寿家台门、朱

家花园等一批古宅古迹。 

一条窄窄的青石板路两边，一溜粉墙黛瓦、竹丝台门、花格

木窗建筑，连同展示着众多绍兴土特产的名家名店，热闹非

凡，成为了绍兴最具明清特色的商业步行街。 

同时，景区内设有“三味”早读、老台门迎宾、绍俗婚礼、

折子戏、莲花落表演等活动，以重现鲁迅作品的一些场景。 

门票 免费  

附近推荐景点 
◆ 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    ◆ 周家老台  

◆  乌蓬船码头           ◆ 鲁迅祖居  

 

交通 
① 与鲁迅有关的景点，除绍兴一中外，都集中在市中心，建

议直接打的，一般都在起步价，经济快捷。  

② 乘公交车，可在火车站坐 7 路(西向)到鲁迅路口站下车或

姜家园站下车、30 路到鲁迅故里站下车。 

③ 绍兴客运中心坐 9 路、32 路到鲁迅路口站下车，或走到市

人民医院站坐 8、88、13、317、318、319 路等到鲁迅故里

下车。 

 

 
 
 
 
 
 
 

（本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东水湾小猪  提供） 

 
景区介绍 
鲁迅故里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棵是枣树，还有

一棵也是枣树……”这是鲁迅在散文《秋夜》一开头说的两句

话。鲁迅故里位于都昌坊口周家新台门西首。1881 年 9 月

25 日鲁迅就出生在这里，一直生活到 18 岁去南京求学，以

后回故乡任教，也基本上居住在这里。 

鲁迅纪念馆  
纪念馆是淡白色的建筑，有着中国风味的飞檐。里面藏品丰

富有点出人意料，文字照片书籍图纸自不必说，更吸引人的

是实物；有先生用过的家具、衣服 i、有孩提时的玩具，还有

闺土送给他的贝壳...如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去探探不远处的绍

兴名俗博物馆。 

三味书屋  
还记的教科书上的鲁迅的三味书屋吗，那个在课桌上刻下的

“早”字，这些一直是每个来绍兴必须要寻找的细节。书房

正中上方悬挂匾额，是清末著名书法家梁同书所书。书屋中

间是老师的八仙桌和木椅，学生都坐在窗前壁下。 

东北角的一张有两只抽屉的硬木书桌是鲁迅用过的，桌面右

上角那个一寸见方的撛鐢字，是先生当年亲手刻下的。有一

次鲁迅因故迟到，受到先生批评，就在书桌右上角刻“早”

字以自勉。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鲁迅故里风景区 

http://www.17u.com/blog/147594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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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的经典   必游景点             

                                         

◆ 柯岩风景区 

 

从绍兴城往西行车 12 公里到柯桥，老远就可见到一孤石突兀，

高十丈余，上宽下窄，犹如一座倒立的宝塔。柯岩石景以云骨

最为奇绝，堪与吼山相媲美。只见云骨顶端古柏苍翠，老枝横

斜，游人到此，莫不叹为奇观。 

距云骨约百余步，有石佛一尊，是利用一块高约 10 余丈的岩

石雕凿而成的。石佛端坐在石壁之中，佛像高达 4 丈，法相慈

祥，雕琢精美，对研究古代雕刻艺术，颇有价值。 

近年来，柯岩开发了莲花听音、七星岩、三聚同源、越女春晓、

镜水飞瀑、越中名士苑等新景点，成为绍兴旅游的新宠。 

游玩景点 
【台门戏台】双面戏台广场是鲁镇中轴线上的中心点，大型活

动多在这里进行，如抢亲、祝福大典等表演。 

【普照寺】唐式风格建筑，合缘壁、钟楼、财神殿、弥勒殿、

大雄宝殿、手印山、罗汉院、龙腰池、气势恢弘。园内罗汉院

有 18 尊常人大小的石罗汉。 

【雕塑牌坊】广场上耸立着一座牌坊，绍兴方言叫“行牌”；

还有鲁迅先生的坐像“民族魂”和纪念碑亭供游客参观。 

【石佛景点】三国时期，这里曾是采石场，经历代的不断开凿，

造就了石宕、石洞和石壁。现已形成天工大佛、炉柱晴烟、七

星岩、八卦台、文昌阁等景观。 

贴士 
石佛、云骨不可不看，莲花广场不可不喊。蚕花洞清凉湿润，

可作歇脚之地。景区内有茶座，颇有古风。有土方的豆腐干，

风味甚佳。草坪多而大树少，注意防晒。 
 

◆ 鉴湖 

  

鉴湖落在柯山脚下的鉴湖景区为鉴湖的一个主要部分，面积

1.47 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占 48.7%，建有四大景点，即

东汉笛亭、南洋秋泛、五桥步月、葫芦醉岛。她既能与柯岩景

区连缀一起，山水兼容、岩湖互衬，又可单独成景，风光秀丽。 

游玩景点 
【东汉笛亭】汉代风格的仿古建筑，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亭

内陈列有蔡邕塑像、连环画等内容的竹画、竹刻、竹雕、竹描

等精湛竹工艺品。 

【南洋秋泛】湖中有百条乌篷船和鲁迅、孙中山、周恩来等游

鉴湖时乘坐的六条游船画舫。大船小艇泛波于鉴湖，领略“人

在镜中游”的悠闲情趣。 

【五桥步月】位于东汉笛亭与葫芦醉岛之间。有五座形态各异

的绍兴古桥，巧妙连接景区内群岛。 

【葫芦醉岛】湖中一葫芦形岛屿，与东汉笛亭南北遥对。岛上

建有壶觞酒楼、投醪劳师群雕、曲水流觞等景点，充分展示绍

兴黄酒誉满中外的酒文化。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柯岩景区 鲁镇 鉴湖             

（本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展辰  提供） 

门票   门市价 100 元  同程价 90 元 

                    >> 立即预订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841531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5950.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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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镇 
 

 

 

 

 

 

 

 

 

 

（本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展辰  提供）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这是鲁迅最早在《孔

乙己》上提到的鲁镇。作为他笔下的外婆故乡——鲁镇，究竟

在何处？ 

其实，鲁镇在中国地图上是找不到的，鲁镇是鲁迅小说《祝福》、

《孔乙己》、《社戏》、《风波》、《明天》等虚构的地方，而今的

“鲁镇”是绍兴柯岩景区根据鲁迅笔下的“鲁镇”还原的一个

乡村小镇主题公园，其间蕴含着旧时绍兴城镇的民俗风情、建

筑风韵、自然景观，可以说是绍兴水乡的一个缩影。  

鲁镇入口，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石牌坊，绍兴方言叫“行牌”，

上书“鲁镇”两字，是鲁迅先生的手迹。一座石砌的凉亭，坐

落在镇门外，一旁是鲁迅先生坐在藤椅上的青铜雕像，比真人

约大一倍，颇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之神韵。 

游玩景点 
鲁镇入口，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石牌坊，绍兴方言叫“行牌”，

上书“鲁镇”两字，是鲁迅先生的手迹。 

一座石砌的凉亭，坐落在镇门外，一旁是鲁迅先生坐在藤椅上

的青铜雕像，比真人约大一倍，颇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

甘为孺子牛”之神韵。 

一走进鲁镇，但见粉墙黛瓦的古居、枕河临街的店铺、静穆庄

严的寺庙、千姿百态的石拱桥、古色古香的石板路、纵横交错

的深水巷，绍兴的桥文化、石文化、水文化、酒文化、名士文

化扑面而来。 

豪华气派的鲁府、外土内洋的钱府、旧木板房的民宅错落有致，

鲁迅小说中写到的鲁家祠堂、奎文阁、阿 Q 调戏小尼姑的静

修庵和阿 Q 栖身的土谷祠，一一呈现在眼前。 

 
 
交通 
驾车路线  绍兴方向 → 柯岩风景区 

沪杭甬高速柯桥道口  →  杭金衢高速杨汛桥道口下去各一刻

钟  →  沪杭高速转杭甬高速至景区 

公交路线  绍兴方向 → 柯岩风景区 

①  绍兴市区 603 路、77 路公交车直达柯岩风景区。 

②  绍兴火车站再坐公交 4 路到塔山下车，到对面坐 603 到柯

岩或出租车可直达景区。 

③  柯桥轻纺城汽车站（服装市场）有 77、607 路公交车直达

柯岩风景区。 

④  从杭州汽车东站坐柯桥的快客（约 30 分钟一班），到达后

可坐公交车或打的。 

⑤  杭州吴山广场每天 8：20 亦有旅游专线车前往柯岩风景区。 

住宿推荐 

 

 

 

推荐住宿           >> 绍兴特价酒店  

绍兴如家快捷酒店 

特惠商务房  同程价：142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标准双人房  同程价：161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推荐住宿           >> 绍兴特价酒店  

绍兴雅豪大酒店 

豪华单间    同程价：245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豪华标间    同程价：245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841531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330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747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47479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747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330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862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862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8629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862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747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7479.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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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藏古寺    江南第一大佛                     

                                                                               

游玩景点  

【射雕村】 
射雕村”三字，这是金庸先生的手笔。走过一段石板路，就是

“牛家村”，左边是曲三酒店，右边是街面店铺，牛家村的两

位人物郭啸天和杨铁心经常到这个酒店喝酒，酒店老板曲三是

个跛子，是东邪黄药师的弟子。走过小石桥是一个大水车，水

轮直径六米，靠水流带动使它旋转起来，房子里面就是江南已

消失的水碓磨房，年糕就是在这里加工而 成，如有兴趣，现

在就可以掺一包酥糖等做馅。 

【木化石恐龙园 】 
新昌大佛寺木化石有以 

下几个特色：一是层次 

多，地下发现有六个层 

次的硅化木；二是数量 

多，在境岭原产地木化 

石的数量之多也是非常 

罕见的三是分布广；四 

是个体大；五是开发早，南宋宰相王火龠为娱双亲，在新昌澄

潭老家建了东花园，当时就是用木化石做假山的。六是树木品

种多，除了常见的落叶松、水杉、桦树、银杏以外，还有别的

地方还未发现的新昌型南洋杉木。 

【佛山圣境】 
佛山圣境俗称露天弥勒 

山体宛如大佛的身躯， 

盘腿而坐，袒胸露腹， 

右手扶在膝盖上，左手 

扶着一只布袋，如果光 

线恰当，连肚脐也会看 

到，自然形态唯妙唯肖。 

设计者巧妙地在这个小山头上安置了一尊头像，高约十米，连

身躯通高约为三十米，这样，一尊头顶蓝天、笑口常开、憨态

可掬的露天弥勒就展现在大家面前。 

【千佛禅院】  
千佛禅院位于大佛寺西北约 300 米，紧邻大佛寺的外山门，

是除大佛之外的另一处石窑造像。因石窟内佛像总数超过 

一千，故名千佛禅院，俗称千佛岩。 

 

【般若谷】  

在木化石园附近的一处山谷，是大 佛寺近期增加的五百罗汉

堂，众罗汉或坐或立，均布置在山腰的一处山洞之中。山洞对

面还有以整个山头为一尊的大 肚罗汉，形象逼真，神态生动，

也是游客必定光顾的地点之一。 

【罗汉洞】  
“罗汉洞”这三个字是 

金庸先生题写的。这个 

山洞以前叫蟠虎洞， 

看它的形状很像一只卧 

着的老虎罗汉一词,是梵 

文译音，原称阿罗汉， 

佛教信徒修行的功夫不 

同，所以取得的成就也有上下高低之分，每一种成就叫一个果

位。在大乘佛教中，至高无上的是佛，然后是菩萨，再次是罗

汉；在小乘佛教里面罗汉是最高的果位，成就最高。 

 

交通 
城区内乘 2 路、6 路、7 路、8 路公交车至“大佛城”站点，

进入大佛寺风景区大门后，电瓶车费用每人 2 元（左右）。 

住宿推荐 
 

 

推荐住宿           >> 绍兴特价酒店  

绍兴格林豪泰酒店 

普通大床房  同程价：161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商务大床房  同程价：170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新昌大佛寺 门票   门市价 100 元  同程价 90 元  

                  >> 立即预订  

http://www.17u.com/hotel/list_330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648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36482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648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594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6482.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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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帝王加封祭祀的著名镇山之一  

                                           

◆ 东湖 
 
 
 
 
 
 
 
 
 
 （本 图 片由 一 起游 网 友  @草根 王 子  提供 ）  

位于绍兴城东的箬篑山麓。相传秦始皇东巡，在此供饲马，俗

称“绕门山”。湖上有石桥 9 座，横卧其间，将湖分成 3 片；

有陶公、仙桃两洞，皆可通舟。山水相融，洞窍盘错，凿自人

工，天然成趣。 

湖畔还有香积亭、饮渌亭、听湫亭等点缀风景。湖西有“陶社”，

为纪念辛亥革命烈士陶成章所建。近代孙中山、毛泽东、刘少

奇、鲁迅、郭沫若等名人均留遗踪。 

 

船票 
乌篷船单程 50 元，来回 90 元，每船限坐成年人 3 人，湖的

两端都有售票亭，均可买票。另外景区还有攀岩每次 30 元。 

交通 
东湖位于绍兴市区城东；沪杭甬高速公路出口为 12 公里；市

内交通有 1 路、107 路、137 路、157 路、167 路公交车直达。

沪杭甬高速公路离绍兴客运中心就有 10 公里，客运中心到东

湖景区还有 2 公里左右（外环线开车）。 

贴士 
乌蓬船不可不坐（如果想自己试着用脚划，请千万注意安全），

走走万柳桥，公园内还有一个四面开窗户的茶室，有新茶可品。

最理想是傍晚去看夕阳，再夜游公园。 

◆ 会稽山 
整个度假区由大禹陵、香炉峰、宛委山、石帆山、若耶溪五个

景区组成。大禹陵建筑很有气势，依山而建，是大禹的葬地。

大禹我国古代的第三个皇帝，开创了夏朝，并从那时候开始了

青铜器时代。在禹的时代，我们人类曾经遭遇了一场洪水的浩

劫，这和西方诺亚方舟的传说是一致的，而我们华夏民族因为

有禹那样的圣人出现，才使得民族得以生息。 

 

◆ 沈园 
 

 

 

 

 

 

 

 

 
位于鲁迅中路，从鲁迅祖居门前穿越中兴路往东不出二百米。

沈园至今已有 800 多年的历史，是绍兴古城内著名的古园林。

沈园为南宋时一位沈姓富商的私家花园，故有“沈氏园”之名。

一处私人花园，经历如此岁月沧桑，至今仍得以流芳，全因为

一则千年不老的故事，一首催人泪下的《钗头凤》。 

住宿推荐 
 

 

推荐住宿           >> 绍兴特价酒店  

绍兴鼎鑫大酒店 

标准间     同程价：170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商务大床房  同程价：190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会稽山风景区  大禹陵 东湖 沈园 门票    门市价 130 元 同程价 120 元 

                   >> 立即预订  

http://www.17u.com/blog/5064617#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330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photos-530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photos-530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photos-530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595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photos-530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photos-5308.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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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多乎哉？不多矣。”  

 

 
 

 

 

 

 

 

 

 

 

 

 

（本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叶老师 yyyppp 提供） 

店内有一个紧靠街面并与之平行的曲尺形柜台，上置木栅，中

间摆着下酒的菜肴“过酒坯”。与街面垂直的柜台主要用来做

买卖，也可供“短衣帮”站着喝酒。 

店门外的空地上有真人大小的孔乙己塑像，长衫褴褛，瘦骨嶙

峋，一碗水酒一碟茴香豆，惟妙惟肖。到这里来品尝绍兴地方

菜，酒足饭饱之后别忘了与他合张影。 

今天的咸亨酒店和鲁迅时代已经大有不同。在这间小小的、保

留了最原汁原味的咸亨酒店四周，呼啦冒出了许多以咸亨、孔

乙己、鲁迅、树人命名的酒店、商务中心等，霉干菜、茴香豆、

绍兴酒、乌毡帽应有尽有。 

来这里做生意的三轮车夫不少都穿着布衫、戴着乌毡帽，真是

时光倒流，商机无限。 

交通 
鲁迅路 44 号。绍兴火车站坐 2、4 路公交车到鲁迅路口站下

车，绍兴客运中心（走 100 米到市人民医院站）坐 9 路到鲁

迅路口站下，8、88、13、15、315、317、318、319 路到

鲁迅故里站下。离鲁迅故里景区 2 分钟路程，位于故里的西边。 

小贴士 
在“咸亨酒店”，如果你选择其中工薪阶层吃的那种，人均消

费也不过 20-30 元，就能吃得很舒服了。推荐臭豆腐、茴香

豆、盐水花生、干菜焖肉，绝对正宗。 

 

越王勾践实现雪耻复国大业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门票   门市价 40 元   同程价 34 元  

         一起游春游特价 25 元   >> 立即预订  

看点 
【试剑亭】试剑亭边上有一块试剑石。绍兴是出产青铜宝剑的

地方。春秋时期，当时最为著名的铸剑人欧冶子，就在离此处

不远的日铸岭为越王勾践铸成五把宝剑。 

【放生池】池深 20 水质清澈。池边残岩洞壁，多处古代人题

刻，字迹朱碧兼之，清晰可见，投入池中泛起层层筛影。 

【烟萝洞】谓“人间天堂”，“世外桃园”。其中“一洞天”更

具气势，令人叫绝，它是一块与岩壁相连的巨石向外延伸，由

两根石柱支撑着，顶有小洞，仰视洞口，一线天色。 

【寿宁禅寺】寿宁禅寺是南宋爱国大诗人陆游的二祖父陆傅于

公元一一二三年所建，取名东山禅寺。 

交通  

公交 1 路、28 路到皋埠转乘 361 路直达吼山其中 1 路双休日、

节假日市区直达吼山。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咸亨酒店 吼山风景区 

每年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的“桃花节”，登山观奇石，

踏青赏桃花。另外吼山有二十余个品种水果，可供人品

尝，给人一种无限温柔的口福。尤其蟠桃、人称“蔡公

桃”皮薄肉细，鲜甜无比。  

http://www.17u.com/blog/8904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593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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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的“72 峰，36 洞，25 崖”  

 

 

 

 

 

 

 

 

 

（本 图 片由 一 起游 网 友  @山远 水 宽  提供 ）  

在诸暨市西 30 公里群山之中。所谓“泄”，就是瀑布之意。

瀑从五泄山巅的崇崖峻壁间飞流而下，折为五级，总称“五泄

溪”。五泄景区主要由五泄湖、桃源、东源和西源峡谷等四个

景区组成。 

历史：五泄景区山水久负盛名，东汉《越绝书》、北魏《水经

注》、唐代《隋书》等书中都有描述。唐代五台山高僧灵默禅

师慕名到此创建了五泄禅寺，佛教曹洞宗创始人在此出家。  

门票 80 元  

交通 
①  火车站乘 57 路直达；从绍兴长途汽车站可坐一个小时左右

的车到诸暨，平均 10 分钟一班车，票价 19 元，下车后换到

草塔的公交车到小百货下再换 57 路即到。 

② 自驾车：上沪杭高速公路在杭州不到处转道绕城高速（注

意并非杭州绕城）在萧山处可上杭金衢高速公路，到诸暨出口

下，第一个红绿灯右转，往大唐镇方向行驶，下高速后大约行

驶半小时可直达诸暨五泄风景区，全程 3 小时。 

小贴士 
五泄的风景靠的是水，因而一定要在夏季水多的时候去游览，

一来瀑大溪满，风景秀美而富有灵气，二来可以享受嬉水之乐。

其它时候的水少，不仅瀑布毫无声势，原来有溪的地方都成了

小沟，人走在峡谷里便少了很多情趣。 

 

绝世佳作《兰亭集序》的诞生地 

 

 

 

 

 

 

 

 

 

  （ 本图 片 由一 起 游网 友  @蓝小 艾  提 供）  

王羲之是东晋时代的书法家，王羲之在渚兰山下汇聚当时的名

流和亲朋好友在此进行修禊活动，并写下了天下第一行书的

《兰亭序》，兰亭序表达了王羲之对人生的的感悟，这和当时

玄学盛行不无关系。 

关于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有一个关于“太”字的故事，而王

羲之告诉儿子练好书法的秘诀就是将后院 18 缸水都练完。在

《兰亭序》御碑亭旁有供游客书习的桌台。 

廊上“墨池”两字特别醒眼，据说王羲之经常在这里洗毛笔，

就将整口池洗成了墨色。 

门票 40 元 

交通  
①  绍兴客运中心乘 3 路直达，火车站乘 7 路西向到市政府站

下换成 3 路。 

② 在鲁迅故里买好绍兴旅游的联票，乘旅游巴士前往。 

小贴士 
可以选择热天不愿意去别的地方玩时去，因为山间凉爽宜人。

九曲流水、几个有代表性的碑亭可别错过。这里有水上餐厅，

有绍兴的特色菜，而且不贵，值得一试。 

有各种刻有书法作品的石镇纸，尤以《兰亭集序》片段受欢迎。

价格可砍至 10 元以下。还有嫩笋干味道不错，不妨带些走。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诸暨五泄 兰亭 

http://www.17u.com/blog/849003#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102351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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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  @快乐行走的强子  推荐景点  — 安昌古镇  

                              
 

                              

古镇简介 
在绍兴以西十几公里有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水乡古镇——安

昌。也许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古镇，但要说到“大禹三过家门而

不入”的典故，可能就无人不晓了，其中的家指的就是安昌。

相比周庄、西塘、乌镇，安昌就显得小了许多，也显得那么的

默默无闻，或许正是由于它的默默无闻才促使我更愿意走进

它，去了解它。  

最佳出游时间  腊月 

腊月应该是安昌最迷人的时候，也是最美味的时候，而我也刚

好赶上了这个好时节。那房檐下、河廊间，挂满的一串串腊肠

在艳阳下红得发亮；只只风干的酱鸭、酱鹅、鳊鱼在微风中酱

香浮动，撩人肠胃。应该只有在这个时候，安昌才是最热闹的，

平常应该没有这般热闹，或许腊月本就应该属于安昌。 

当地饮食 
古街上有好几家小酒馆，绝对是原味的地方。清晨，还可以到

老茶馆里，那里的茴香豆和碗茶，毡帽和绍兴方言会让你置身

鲁迅的阿 Q 时空。  

镇上的宝鳞酒店卖的是一弯弯腊肠，以及陈列着的小小黄酒

坛。这家小店的主人沈宝麟竟远近闻名。就连电视台都慕明而

来，使他成了绍兴昌安对外宣传的大使。 

 

古镇交通 
古镇安昌属浙江绍兴境内，可从绍兴客运中心或在汽车西站

(近绍兴国际大酒店)外乘 118 路公交车经柯桥后到达安昌，绍

兴去安昌的末班车为晚 8 点，票价 3 元，每 5 分钟一班。亦

可从杭州东站坐巴士先达柯桥，后转公交车 208 路达安昌古

镇。自驾车从沪杭甬高速公路柯桥路口下，约 5 公里到安昌镇。  

主要景点 
穗康钱庄、石雕馆、安昌“花行堡”、师爷馆、城隍殿、中国

银行旧址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走过一座石桥， 

发现桥头上晒着笋干菜， 这

让我感到很亲切； 

仿佛瞬间把我带回了童年； 

@ 快乐行走的强子 

记得小时候奶奶经常也会在乡下的坝子上晒笋干菜； 

那时候我常常问奶奶：“集市上有卖的，为什么还要

这么麻烦自己做呢？”  

奶奶会对我说：“因为自己晒的吃着香。”  

现在想想，晒笋干菜，不仅是为了吃着香，更多的，

或许也是晒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吧。  

           ——（展辰 《【浙江 .绍兴】腊味飘香

的安昌古镇》）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94645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94645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94645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94645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946452.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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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青藤书屋 → 府山公园 → 秋瑾故居 → 鲁迅故里        鲁迅故里 → 会稽山景区 → 蔡元培故居 → 周恩来纪念馆 → 东湖景区 

柯岩风景区 → 咸亨酒店 → 绍兴东湖 → 鲁迅故里风景区      鲁迅故里 → 咸亨酒店 → 古玩广场 → 沈园 → 仓桥直街  

柯岩风景区（柯岩→鉴湖→鲁镇）→ 鲁迅故里 → 东湖风景区                             

 

青藤书屋 →  府山公园 →  秋瑾故居  →  鲁迅故里风景区  

在绍兴旅游寻找故居是你行程安排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其中鲁迅故里、秋瑾故居都是很多代表性的地方。 

▲ 交通  

① 青藤书屋 → 府山公园 → 秋瑾故居：在凰仪桥站乘坐 36 路到市城建大

楼站，步行到府山公园；旅游观光巴士西线到新侨饭店下车步行到秋瑾故居。 

② 秋瑾故居 → 鲁迅故里：坐 15 路公交到鲁迅故里站，步行前往。  

▲ 午饭  晚饭   

绍兴景点附近有很多餐馆，特别是去鲁迅故里风景区的途中，你会遇到

很多餐馆，所以在绍兴旅游你不需要为你吃饭地点担心。  

▲ 住宿  

推荐住在鲁迅故里景区附近，周边有很多酒

店宾馆，景点都是走走就到了，也不需担心

交通。  

推荐住宿       >> 绍兴特价酒店  

绍兴 7 天连锁酒店 

经济房     同程价：147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自主大床房 同程价：157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鲁迅故里风景区 →  会稽山景区  → 蔡元培故居  →  周恩来纪念馆   →  东湖景区  

此线路建议你至少准备 3 天时间在绍兴，鲁迅故里是绍兴旅游必去的地方，而会稽山景区以及东湖景区都是绍兴的象征性景点。 

▲ 交通  

① 鲁迅故里景区 → 会稽山景区 → 蔡元培故居：在鲁迅故里站乘坐 10 路

公交车在大禹陵站下车；乘 2 路车在咸亨医院下车步行至蔡元培故居。 

② 蔡元培故居 → 周恩来纪念馆   → 东湖景区：乘 117 路车在市妇保院

站下车，步行前往；然后还是乘坐 117 路车前往东湖景区。  

▲ 用餐  

鲁迅故里景区附近有很多餐馆可以选择，绍兴吃饭的地点很多，所以不

用担心。也可以选择在东湖景区附近吃饭。  

▲ 住宿  

会稽山景区附近住宿也很多，或者选择住在

鲁迅故里周边也可以。  

推荐住宿       >> 绍兴特价酒店  

绍兴鼎鑫大酒店 

标准间     同程价：170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商务大床房 同程价：190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list_330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914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49140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914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330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30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5308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30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绍兴  

                           - 15 -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柯岩风景区  → 咸亨酒店  → 东湖 →  鲁迅故里风景区  

咸亨酒店和鲁迅故里景区是你在绍兴的必游景点，去咸亨酒店转转，找寻一下教科书中的孔乙己。 

▲ 交通  

① 咸亨酒店 → 东湖  → 鲁迅故里风景区  ：步行至绍兴剧院站，乘坐 1 路

车在东湖景区站下车。然后在东湖景区站乘坐 1 路车在亚都大酒店下车，

步行 10 分钟左右就可到鲁迅故里。  

▲ 午饭  

可以在咸亨酒店享受美食，这是很多游客在绍兴必去的餐馆。  

▲ 晚饭  

鲁迅故里附近有很多餐厅可以选择，价格都很适中，还能吃到地道的绍兴菜。 

▲ 住宿  

建议住在柯岩景区附近，出行方便，1 路车

就可以游玩这条线路了。  

推荐住宿       >> 绍兴特价酒店  

绍兴金昌大酒店 

单人间     同程价：145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标准房 B   同程价：155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鲁迅故里风景区 →  咸亨酒店  →  古玩广场  →  沈园   →  仓桥直街  

沈园是被制造出来的民园，却因有着千古绝恋吸引了太多人的前往。如果你时间充裕，很建议你去沈园走走。仓桥直街是一条历

史街区，有青藤书屋、张家台门、姚家台门等等，台门在绍兴是一种地域特色的民居建筑组织形态，值得游览。 

▲ 交通  

① 咸亨酒店 → 古玩广场 → 沈园：距离不是很远，可以询问一下当地人步

行过去既可。步行至鲁迅路口站，乘坐 7 路车在沈园站下车。 

② 沈园 → 仓桥直街 ：乘坐快线 2 在市政府站下车，步行前往仓桥直街。 

▲ 用餐  

午饭在咸亨酒店吃就可以，很多菜系都是绍兴一直保存下来的。晚上在

仓桥直街随便找家餐馆就可以，附近餐馆也不少。  

▲ 住宿  

推荐住在鲁迅故里附近，或者咸亨酒店附近

也可以的，景点附近的住宿很多、交通也很

方便。  

推荐住宿       >> 绍兴特价酒店  

绍兴浙纸建国宾馆 

标准房 B  同程价：180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标准房 A  同程价：228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柯岩风景区（柯岩  →  鉴湖  →鲁镇）→  鲁迅故里   → 东湖景区  

因为有鲁镇，柯岩风景区就像鲁迅故里一样，是来绍兴旅游不可错过的景点。 

▲ 交通  

① 柯岩景区 → 鲁迅故里：在柯岩风景区需要有一天的游玩时间，第二天早

起乘坐 603 路公交车到鲁迅故里，时间会稍微有点长。 

② 鲁迅故里 →  东湖景区：乘 10 路公交车在儿童公园下车转 107 路到

东湖风景区站下车。  

▲ 用餐  

第一天在柯岩风景区附近吃饭就好，第二天鲁迅故里以及东湖景区附近

会有很多的餐厅供选择。  

▲ 住宿  

建议住在柯岩风景区附近，出行较方便；或

者第一天住在这里，第二天住在鲁迅故里附

近，按照自己的行程安排选择。  

推荐住宿       >> 绍兴特价酒店  

绍兴鉴湖大酒店 

单人间     同程价：135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标准房 B   同程价：155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list_330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755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17552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755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330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757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757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17577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757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330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961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961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9618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9618.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绍兴  

                           - 16 -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绍兴住宿  

火车站附近 （→ 查看火车站附近酒店    →  查看绍兴特价酒店） 
介于出行方便，或者在晚上到达绍兴的游客，可以选择住在车站附近。 

食：建议去家乐福那边吃，离火车站不是很远。比如：味千拉面、大娘水饺、西餐德胜客、还有外婆家等等。  

 

                    绍兴如家快捷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时尚大床房       142 元     

时尚标准房        151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火车站附近酒店  

[15158ejedsv] 房间挺大的，干净舒适，交通便

利，去各个景点以及客运中心都有公交车。虽然

在城市广场附近，但是却很安静。 

[心随 LI 飞] 时尚型房间，蛮有个性化的，离火车

站蛮近的，离商业区也很近，附近就有两家大型

超市，购物也很方便的。 

→ 查看 903 条酒店点评 

   

       绍兴水联商务宾馆  
 

 
房型            同程价       

大床房 B        148 元     

标准房 B        15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火车站附近酒店  

[15088gcqwrq] 内部环境不错，而且比较安静，

交通也很便利。 

[15158pyzsjb] 位置比 较好 ， 交 通挺 便 利的 ，

看上去内部装修也还可以。  

[3264uoijpb] 交通方便，吃饭容易，设施完善，

值得推荐，可以一试。  
→ 查看 8 条酒店点评 

         

  

         绍兴城市之星宾馆（解放北路店） 
 

 
房型             同程价        

大单间房          158 元     

普标房          15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火车站附近酒店  

[笔笔 tt] 酒店离车站很近，交通挺方便也比较容

易找。装修还比较新，也比较干净卫生。 

[teddyxing] 酒店位置不错，靠近火车站，离绍

兴商业区不远，步行可达。房间很高兴，所有的

东西都是新的。 

[13456pkmdut] 不错的，新开的环境还行的。

离火车站也很近，走 7,8 分钟就到了。 
→ 查看 30 条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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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附近 （→ 查看市中心附近酒店    →  查看绍兴特价酒店） 

食：绍兴市中心吃饭的地方就很多了。而且出行也很方便，连着步行街。  

 

                    绍兴如家快捷酒店 
 

 
房型             同程价       

特价标准房 B       148 元     

标准房 B           18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市中心附近酒店  

[13757lysohc] 环境幽静，卫生整洁，交通比较

方便，用餐也比较方便。 

[13401quuohv] 酒店在市中心，闹中取静，可

以停车，环境相对安静。卫生值得表扬，卫生间

很干净，可以放心使用马桶等等。还有，特价房

还包括早餐哦，自助早餐口味不错，品种很多。  

→ 查看 125 条酒店点评 

   

       绍兴台门人家  
 

 
房型            同程价       

舒适双人房       160 元      

舒适三人房        19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市中心附近酒店  

[poet] 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三床房还是

非常实在的。酒店前面一条小河，家具装璜古香

古色很有江南特色。而且最重要的是旁边就鲁迅

故里，距离周围景点都不远。而且绍兴的人文气

息很浓郁，居民也非常好客，素质很高。绍兴给

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 查看 179 条酒店点评 

         

  

                绍兴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标准房 B          198 元     

大床房 B         22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市中心附近酒店  

[9tbmatr] 酒店地理位置很好，周围交通便利。

酒店房间温馨、干净！而且非常安静，这些都很

满意。提供的自助早餐品种丰富、营养卫生也十

分准时。 

 [13486qayhqv] 很舒适安静，内部设施很齐全

了。房间也很干净。 
→ 查看 65 条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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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故里风景区附近 （→ 查看鲁迅故里景区附近酒店    →  查看绍兴特价酒店）  

 

                    绍兴豪尚豪商务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小单间           160 元    

标准间            18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景区附近酒店  

[15855bfydcj] 酒店的地段很好，出行和购物都

方便。虽然房间不是很大，但布置的很舒适，尤

其是一些小细节个人很喜欢。 

[13575xaejon] 装修得很温馨 ,地处市中心 ,出去

逛街很方便 ,感觉不错哦!  

→ 查看 78 条酒店点评 

   

       绍兴梦江南假日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普通标准间       188 元      

普通大床间        19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景区附近酒店  

[13301a1bb03] 地点很好，就在鲁迅故里对面，

到沈园也很近。房间很大，感觉不错。 

[雪千依] 绍兴梦江南假日酒店：入住以后，首先

就感觉整洁方便、其次是物超所值，以后会向朋

友推荐，比期待中的好。 
→ 查看 136 条酒店点评 

         

  

               绍兴假日之星酒店 
 

 
房型              同程价        

特价标准间          138 元    

大床房 B          15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景区附近酒店  

[963931868_cedumz 绍兴假日之星酒店位于

市中心地区，交通便捷，闹中取静，住宿环境干

净整洁，温馨舒适，服务很周到，下次还来住，

感觉很好！ 

 [13636jzcutk] 距离火车站很近。步行 15 分钟，

距离城市广场步行 10 分钟。 
→ 查看 346 条酒店点评 

               绍兴龙翔国际宾馆 
 

 
房型              同程价        

豪华标准房         190 元     

商务双床房         20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景区附近酒店  

[18920yimvhi] 闹中取静的位置，交通比较方

便，离中心区域坐三四站地就可以。很干净，服

务态度不错，早餐挺好。 

 [13623qgcsev] 酒店环境安静舒适，离鲁迅故

居很近、很方便。服务周到、热情。 
→ 查看 21 条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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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特色菜  

台门美食小吃 

推荐地一：台门面馆 
这家面馆位于鲁迅故里西 300 米，叫鑫龙面馆，面馆是老台门改造，不加

任何的装饰，花了 8 元钱吃了碗片儿川，味道不错，料足、汁浓。  

推荐地二：“一石居”小饭馆 

台门人家客栈对面有家“一石居”的饭馆，店的名字从鲁迅先生的文章里

来的。老板娘很热情，她给我推荐了几个绍兴特色菜，绍式三鲜、春笋干

菜等，当然老酒是少不了的。哈哈，在小桥流水边品味正宗的绍兴老酒，

悠哉悠哉。  
  

 臭豆腐 
绍兴的臭豆腐，在鲁迅的笔下名扬海内外，绍兴的臭豆腐代表要数咸亨酒

店的臭豆腐和鲁迅纪念观的三味臭豆腐，据说三味臭豆腐是绍兴臭豆腐比

赛第一名的得主，绍兴吴字坊的臭豆腐也很不错，全国开了很多连锁店。 

绍兴臭豆腐，既可以蒸也可以油炸。蒸的不用加调料可以就饭，各小店都

有，3、4 元一盘。 

上等的外皮不要太老，里面看上去像絮状，入口即化。油炸的更便宜，每

个路边手推车都有，1 元 1 串，一串有 4，5 个，调料有甜的和辣的。上

等的外皮金黄，又香又脆。干巴巴的不好。 

去绍兴，一般都会去咸亨酒店，看一下那乌黑的高柜台，摆满酒坛子的桌

子，窄窄的板桌，四只脚斜着，两边是种细细长长的条凳，来上两斤黄酒，

一碟茴香豆，一盘豆腐干，几块臭豆腐，便仿佛进入了绍兴民间。 

 

 茴香豆 
 “多乎哉，不多也”之茴香豆，甜甜的，香香的，后味很足，难怪绍兴

人用其下酒。 

茴香豆是绍兴几乎所有酒店四季常备的一种下酒物。用干蚕豆，当地人叫

罗汉豆。由于鲁迅先生在《孔乙己》中写到茴香豆，因而随小说的传播而

声国内外。 

现在，这种传统食品已成了旅游者的“纪念品”，许多外宾在参观了鲁迅

纪念馆后， 无不慕名赶到附近的咸亨酒店，要一碗酒，买一碟茴香豆，

体验—下当年孔乙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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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CE 在广州  左上图这个本鸡的做法的名

字很特别，叫：盐搓鸡，看到成品，发现和菜谱

上的有出入，不过真的很好吃，鸡本身很有鸡味

（好象是句废话，不过，我自己觉得没有比这句

子更贴切的了），配料也没有抢去鸡应有的味道，

想不出来怎么容易了，能说的就是：很好吃。 

左下图咸肉蒸豆角干，那咸肉吃上去的感觉很

特别，肥的地方吃起来也完全不觉得油，就是

常说的肥而不腻。  

@ ALICE 在广州 上图的菜叫马剑豆腐，听服务

生 MM 说，这种豆腐的做法和一般的酿豆腐不一

样，是在做豆腐的同时把肉放到里面的，很抽象，

想不明白，很好吃，每块只要 3 元，开始只要了

两块，后来又加了两块。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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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节庆、风俗  

 

 

 

吼山桃花节     3 月、4 月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赏花品酒，还可欣赏到精彩的古越民俗

风情表演，可谓绍兴旅游一大盛事。  

兰亭国际书法节    3 月   
主要内容包括曲水流觞、大型书法展览、书艺交流拍卖、国

际书法旅游研讨会等。兰花是绍兴的市花，每年 4、5 月间兰

亭还举行绍兴兰花节。  

公祭大禹    清明节  
自夏朝起至今的 4000 余年，祭禹活动连绵不绝。历代帝王

或亲临致祭或遣使特祭。可以说，千百年来，禹陵同黄帝陵

一样，已成为炎黄子孙心中的丰碑。1995 年在绍兴禹庙举办

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届公祭大禹活动，以后每年清明节都

在这里举行共计大禹活动，规模一届超过一届。  

上虞葡萄节     8 月   
8 月是“葡萄之乡”上虞的收获时节，葡萄节活动可谓热闹

非凡。  

绍兴黄酒节     10 月  
绍兴还是我国五大酒文化名城之一，喜欢美酒的游客可千万

不要错过。 

 

 

 

 

端午风俗  
端午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古代由于人们缺乏科学观

念，误以为疾病都是由鬼邪作祟所至，于是，端午节这天，

人们以菖蒲作宝剑，艾草作鞭子，蒜头作锤子，挂在门口，

认为这样可以吓退蛇、虫、病菌，斩除妖魔。这个风俗，在

不少老绍兴心中还保留着。  

在吃的方面，更是有着“五黄”的说法。那么，何为“五  

 

 

黄”呢？不少人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一般来说，“五黄” 

就是黄鱼、黄鳝、黄瓜、咸鸭蛋（蛋黄）、雄黄。 

 

绍兴年俗  
在绍兴，一跨入农历十二月，人们就忙着准备过年：买酒、春

糕、裹粽、掸尘、杀鸡宰鹅、买鱼买肉，准备新年穿戴的衣着

鞋帽，购置馈赠亲友的礼物等等，可谓忙得不可开交，唯恐筹

措不周，闹出笑话。 

不过，鲁迅在《阿长和〈山海经〉》一文中所说，绍兴那套“烦

琐”和“古怪”的礼节对小孩也是一场磨难，到了十二月”。

总之，在绍兴人眼中，年节是一个庄严、肃穆的日子，大家都

要十分虔诚。    

腊月二十三晚上，家家户户都要送灶神上天，供奉一种富有粘

性的糖，借此粘住灶神的牙齿，使他没法向玉皇大帝陈说人们

的过失。送灶神之后，除夕之前，每户人家总要选择一个祝福

的吉日，这是每家一年之中最为隆重的大祭典。 

祝福之前，必须把厅堂、祭桌、祭器等惮扫、洗刷得干干净净。

“五牲福礼”煮好后，盛放在木制的朱漆大盘里。其摆法都有

一定的规矩，如鸡鹅要跪着，头朝福神，表示欢迎；一尾活鲤

鱼用红绳穿过其背刺吊在“龙门架”上，用红纸贴住色眼睛，

是取“鲤鱼跳龙门”之意。 

祭典若在深夜举行，气氛更为庄严肃穆。男丁按辈份行三跪九

叩大礼，妇女和个别忌生肖的男丁都要回避。别说百身莫陵的

寡妇祥林嫂，就是鲁府的太太、小姐们也是被剥夺祝福资格的。 

祝福后便祭祖（俗称“请回堂羹饭”）。祝福时桌子是照桌面的

木纹横摆的，祭祖时则改为直摆；祝福时祭扫者朝外行礼，祭

祖时则朝内跪拜。祭祖后，便用煮福礼的汁汤烧年糕或面吃，

名日“散福”，表示神所赐之“福”放给了一家人。 

过年的习俗，绍兴和外地大同小异。“除夕吃喝，尤已穿着”，

这是过年的高潮。在新年旧岁交替的一个月里，人们就是这么

忙碌着的。 

然而，在吃人的旧社会里，对劳动人民来说，过年如过关，祈

神祭祖是得不到什么“福”的。像鲁四老爷家里那种阔绰的祝

福排场，只有在电影《祥林嫂》里，作为历史的陈迹而重现。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节  庆 

风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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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 关 攻略    
 

 

                   

 

 

 

 

 

  游 记 攻略   

 绍兴：踏雪寻梅响叮当 
2011-1-8  作者：蓝小艾 

其实，必须有两个绍兴，一个是我们想象中那个 2500 岁的古城，三山万户巷盘

曲，百桥千街水纵横，名人墨客领风骚。另一个是我们看到的小城，在古老与现

代中摇摆，它随着那一叶叶乌篷，在时光的潋滟中漂过……[查看全文] 

 走走看看：三味书屋悟三味 
2012-2-10  作者：文人风 

穿过天井，有一小竹园，竹园的北侧厢房就是“三味书屋”了。“三味书屋”四

个大字端庄有力，匾额下中堂画是一只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三味书屋”

屋柱上联书——“至乐无声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诗书”……[查看全文] 

 绍兴鲁迅故里 
2011-6-13  作者：东水湾小猪 

绍兴市市区鲁迅中路上的鲁迅故里，是一条独具江南风情的历史街区，是原汁原

味解读鲁迅作品，品味鲁迅笔下风物，感受鲁迅先生当年生活情境的真实场所。

鲁迅祖居—周家老台门，与三味书屋隔河相望……[查看全文 ]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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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谢 网友   

本攻略感谢一起游网友 ALICE 在广州、展辰、逆流的鱼、山远水宽、叶老师 yyyppp、草根

王子、  红豆冰、东水湾小猪等网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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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旅游攻略。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一起游官方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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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