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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抢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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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
乌镇是江南水乡六大古镇之一，古风犹存
的东、西、南、北四条老街呈“十”字交叉，
构成双棋盘式河街平行、水陆相邻的古镇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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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船菜
南湖船菜曾经声名一时，
，当时的游船一般
在后舱设有厨房，船娘们在不大的船舱中，
发挥着爆、炒、燎、煮、炸、熘、烩、焖
等绝技，因“船”而宜，准备了各色各样的
佳肴备料，随时等候客人的招呼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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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故居
徐志摩祖居位于海宁县，诗人在这里度过
他的童年、少年，第一进北厢房即为当时
读书处。这里的居民，都知道徐志摩这个
人，知道他是个大诗人，有的还能说出他
是“新月派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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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住宿推荐
P18：嘉兴美食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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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早知道

P22：嘉兴节庆活动

适合人群： 所有人
适合天数：2—3 天

P23：旅游贴士

花费预算：600 元
最佳旅游时间：春秋最佳。每年 5 月，嘉兴南湖都将举办旅游节；
每年农历八月十六到十九，在海宁盐官举行中国国际钱江观潮节。

本地人忠告

鸣谢:

1、嘉兴气候湿润，常年多雨，旅游时要记得带上雨具。
2、嘉兴饮食具有浓厚的江南特色，小吃别有风味，如南湖蟹、

本攻略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果版权拥有者或者
作者发现自己作品被使用，请及时向欣欣旅游网提出通

文虎酱鸭，不得不尝。
3、备两种类型的鞋子：一是运动鞋，方便登山或远途旅程；二
是防水、平跟凉鞋，到了嘉兴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穿拖鞋的，比较
轻松，而且方便穿到沙滩海边。

欣欣百宝箱

知，欣欣旅游网将及时移除相关内容或者添加作者的版
权信息。
在此，本攻略特别鸣谢网友：zhangxiaoyan、游爽、

背包族、爱你不变、 neon1987、岁月有痕
品质线路

特价酒店

优惠门票

打折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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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做的事

岸的红灯笼都已点亮，河中漂着河灯，烟雨长廊下人们座在一起喝
茶吃饭，旁边是宁静的河水，夜晚的凉风吹在脸上很舒服。西塘的
酒吧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泡泡吧，直到凌晨。

邂逅原生态的江南小镇
乌镇和西塘，是江南的代名词，也是属于嘉兴的最美地标。在
嘉兴，信步西塘，闲逛乌镇，成为体味江南韵味的最佳选择。

乌镇是江南四大名镇之一，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素有“鱼
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一条流水贯穿全镇，它以水为街，以岸
为市，两岸房屋建筑全面向河水，形成了水乡迷人的风光。青瓦白
墙、石拱桥流水、鲜嫩葱绿的垂柳、闲逛的小狗、停在门口的黄包
车、木结构的居民屋子、河边洗衣服的妇女、深远的小巷、朴实干
净的青石板路、生炉子的老人……随便举起镜头聚焦，定格的都是
醉心的美景。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zhangxiaoyan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乌镇上的小桥、流水、人家更能让人变
得从容、惬意。夜晚乌镇的流光溢彩，将江南水乡的秀美神韵演绎
得淋漓尽致。乘着乌篷船在桨声灯影中夜游乌镇，静谧、清幽的美
感更能让人细细领略古镇夜韵。
夜游乌镇的人们带着几分想象，也有几分猜测。只见色彩斑斓
的轮廓灯把石牌坊、古房、古桥装点得分外俏丽多姿，特别是古桥
上面灯光照出的色彩，桥洞里都镶嵌着无数盏彩灯，灯光映入河面，
把一座座千年古桥的倒影齐刷刷地映在河面上。

体验独特魅力的红色旅程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zhangxiaoyan

嘉兴与红色结缘，嘉兴人的“红船情结”，都是源于 1921 年
夏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上海兴业路一座石库门老

西塘，河流纵横，绿波荡漾，晨间，小桥流水，薄雾似纱；

房子转移到嘉兴南湖，在一艘画舫中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

傍晚，夕阳斜照，渔舟扁扁，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的写照。在西塘，

此嘉兴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南湖成为人民心目中向往的革命圣

逛逛宽窄石弄，或在廊棚发呆，或随便转进哪家饭馆或者人家，点

地，红船也成了中国革命的象征。

上半碟青豆，几个一口小粽子，两块八珍糕，再让店家烫上一壶黄
酒，神仙般的日子也就如此这般的逍遥了。

乌篷船上感受古镇的夜晚
在西塘，是一定要享受这里的夜色的，20RMB 一位的乌篷船
带你游览整个西塘：西塘的原住民们在河边桂花树下摆上小桌椅，
老鸭汤、西塘炒青豆端上，再来一口黄酒，远处的戏台上传来袅袅
的越剧唱调，时不时从眼前河边划过一艘载满笑声的游船。沿河两

南湖革命纪念馆、南湖画舫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和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重要基地，开中国红色之旅先河。2010 年是红色旅游在嘉兴
得到大发展的一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嘉兴南湖景区获选长三角世
博体验之旅示范点“越韵吴风，红船绿城——嘉兴·水城”。

看宝塔一线潮的奇景
海宁潮，又称钱江潮，是世界一大自然奇观。每当江潮来临，
数米高的潮水涌入喇叭型的杭州湾，澎湃汹涌，势不可阻，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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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横江的奇观；潮头过处，惊涛拍岸，令人心惊动魄，叹为观止。
宋苏东坡赞曰："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观潮节一直沿袭至今，
每年都有数十万人前来争相观潮。海宁观潮最佳地段在海宁市盐官
镇海塘镇海塔下观潮亭一带。在这里可看到"宝塔一线潮"的雄奇壮
丽景象。观盛大的海宁潮，方能体味大自然震撼人心的巨大能量。

赏丝绸学知识购佳品
嘉兴是古代的“丝绸之府”，当代的“中国绸都”，以极为丰富的
丝绸资源谱写了源远流长的中国丝绸史。在嘉欣丝绸工业园景区，
游客可以了解蚕农辛勤养蚕的过程。通过对缫丝、织绸、绣花、印
染和服装成衣等景点的游览，游客也可以详尽了解从一颗小小的茧
子如何变成一件件高档丝绸时装。游客通过身临其境的互动方式，
融知识性、趣味性和通俗性于一体。从 5 月开始到 10 月每天都可
以看到养蚕的实景。
嘉欣丝绸工业园里面有个丝绸博物馆，通过历史厅、综艺坊和
文化苑三大展厅陈列展示，反映了 4700 多年的历史岁月中，中国
丝绸逐渐形成的独特丝绸文化以及嘉兴丝绸的悠久历史。顺便还可
以到旁边的金三塔购物中心买点丝绸的东西做个纪念么，毕竟是嘉
兴本土出产的名特优产品，而且质量很不错。
嘉欣丝绸工业园地址：嘉兴市中山西路 2710 号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爱你不变

于越剧中品人生百态
欣欣小贴士：
门票：平时观日潮 15 元，观夜潮免费；观潮节期间
观日潮 40 元，观夜潮 20 元。
注意事项：
1、观潮日： 海宁潮一天二次，白天称潮，夜间称汐，
昼夜间隔 12 小时。每月的农历初一至初五、十六至
二十、均为大潮日，一年有 120 多个观潮佳日。春分
和秋分两个节气前后，涌潮更为壮观。每年的农历八

说到江南，便不得不提起越剧。越剧是中国五大戏曲种类之一，
是目前中国第二大剧种。越剧长于抒情，以唱为主，声腔清悠婉丽
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极具江南灵秀之气。
在西塘的送子来凤桥对面岸边的驳船码头，有一座水上戏台，
夜色中，坐在对面的廊棚下，或者坐着手摇船飘荡在河中，吴侬软
语的越剧唱腔在回荡在耳边，恍惚能够感受到些许鲁迅笔下社戏的
味道！委婉的唱腔，柔美的手势，细腻的剧情都让人意犹未尽。

月十八，是流传千年的传统观潮节。每年此日，海内
外数十万宾客云集观潮胜地海宁观潮。
2、即使是当地预报的观潮时间也可能不准，必须提
前 40 分钟侯潮，以免错过良机。

寻找藏在粽子里的幸福
嘉兴粽子历史悠久闻名华夏，嘉兴粽子为长方形，有鲜肉、豆
沙、八宝、鸡肉粽等品种。嘉兴粽子当推"五芳斋"为最，素有"江南
粽子大王"之称。它的粽子从选料、制作到烹煮都有独到之处。米

3、观潮节期间，人声鼎沸，一个座位也要卖到 30 元。

要上等白糯米，肉从猪后腿精选，粽子煮熟后，肥肉的油渗入米内，

加之农历八月，天气还较炎热，与其出钱在烈日下爆

入口鲜美，肥而不腻。许多海内外朋友皆因品尝过嘉兴粽子后，方

洒，不如找个地方避个清闲。

知浙江嘉兴的地名。

推荐去最早迎来大潮的小普陀寺，位于在观潮公

说起嘉兴粽子，必须得说到五芳斋。五芳斋于 1921 年成立于

园内的最东端，门票 2 元，寺内提供素斋，便宜实惠，

嘉兴(巧的是，中国共产党也是这一年成立的，也是在嘉兴)，是大

吃饭者还可免门票。

名鼎鼎的中华老字号。嘉兴街头到处都是五芳斋的门店，其中最大
的一家，有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的题额“粽子第一品”！到了嘉兴
——这座藏在粽子里的幸福小城，自然要亲口品尝纯正香粽，方能
真切感受到嘉兴城的甜蜜时光。
返回目录

03

景点分布图

嘉兴地理位置图

嘉兴旅游景点交通图
返回目录

04

嘉兴概况
嘉兴，南湖，烟雨楼。江南的娉婷，水乡的风韵，斑驳的墙粉，迷醉在那柔柔的灯光。
嘉兴市位于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腹心地带，东临大海，南倚钱塘江，北负太湖，西接天目之水，大运河纵贯境内，尤以在人间天堂
苏杭之间著称。这里风景旖旎、民风淳厚、物产丰富、名人荟萃，是一座具有典型江南水乡风情的历史文化名城。衍延 2600 多年的古朴
与舒缓成为历史赋予嘉兴的独特个性。
嘉兴自古人杰地灵，名人辈出，特别是文化名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沈钧儒、王国维、茅盾、徐志摩、丰子恺、金庸等都享
有崇高的声望。举世闻名的海宁钱江潮，尤以农历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嘉兴有浙江三大名湖之一的南湖，南湖革命纪念馆、南湖画
舫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基地，开中国红色之旅先河。南北湖是我国唯一集山、海、湖为一体的风景区。嘉兴还有很
多丝绸古镇，如：嘉善的西塘、桐乡的乌镇等，置身这些古镇老街，你能感受到江南水乡的独特风韵。

气候
嘉兴市地处北亚热带南缘，属东亚季风区，冬夏季风交替，四季分明，气温适中，雨水丰沛，日照充足，具有春湿、夏热、秋燥、冬
冷的特点，因地处中纬度，夏令湿热多雨的天气比冬季干冷的天气短得多。年平均气温 15.9℃。年平均降水量 1168.6 毫米。年平均日照
2017 小时。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游爽

历史
嘉兴因地处两省交界，且多移民，具有包容并蓄的特质，乐于接受新生事物，适应潮流，开通风气。南宋时嘉兴成为畿辅之地及 “龙
兴之地”，嘉兴人抓住这个机遇“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明清时期文学艺术的开宗立派，也是这种进取求新传统的延续。
嘉兴民间习俗与当自然地理条件和民风民性有着巨大的关系，是当地民风的在生产、生活等社会实践中的特定表现形式，也是地方文
化、民间文学的一种重要载体。这些风俗习惯有的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有些是官方推行、约定俗成的。嘉兴民俗大致可以分为生产习俗、
生活习俗、礼仪习俗、岁时习俗、庙会习俗等几大类。由于嘉兴古代农业发达，稻作习俗和蚕桑习俗最为普遍且最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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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推荐
水乡一日游
第一天;南湖—>石皮弄—>种福堂—>送子来凤桥—>烟雨长廊—>卧龙桥—>西园
1

首先来到嘉兴南湖景区，南湖自古以来是市境各主要河流蓄泄的枢纽，而且风光旖旎。

2

接着在王家子孙两宅第之间游一条特色的弄叫石皮弄，欣赏了这里的深宅大院之后，在石皮弄的东侧，是王家的宅第——种福堂，

是典型的江南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
3

接着来到小桐街东侧的送子来凤桥，老百姓也俗称晴雨桥，桥顶有棚，红檐黛瓦，非常适合欣赏河中景色哦。

4

然后是一座袖珍园林——烟雨楼，传说乾隆皇帝因为太过钟爱，六下江南居然光顾了八次。在北栅市河口可以看到单孔石拱桥

——卧龙桥，是镇上最高的桥梁，建于清康熙五十八年。
5

最后来到了西塘古镇内最大的私宅——西园，典型的江南大户人家建筑风格。

餐饮：早饭可以沿着烟雨长廊一路走，看到什么吃什么，一路品尝臭豆腐、豆腐花、粽子、扎肉、小馄饨等小吃；午饭到老品芳去品尝老
鸭馄饨煲，尝第一锅的鲜美；晚饭在响堂吃，坐在他家靠岸边露天摆摊的木桌上，点上蜡烛，看游船从脚下经过，十分惬意。
住宿：住宿集中在烟雨长廊两岸，有陈家老宅、随缘小筑、姚宅等古色古香的临水客栈。在视角最美的永宁桥畔，集中着老品芳、钱塘人
家、明清时代等多家食肆。

乌镇风光游
第一天：游览各景点展馆和当地民俗风情
游客接待中心（摆渡）→安渡坊码头→草本染色作坊→昭明书院→雨读桥→福安桥→三寸金莲馆→乌镇老邮局→水上戏台→评书楼→恒益
堂药店→厅上厅→金银民俗馆→通济桥→文昌庙→关帝庙→白莲塔寺→如意桥，晚上夜宿乌镇民宿，游老街。
第二天：重要参观当地的手工作坊和特色胜景以及休闲购物
水上剧场→沈家桥→诗田广场→益大丝号→乌锦作坊→乌将军庙→虞奥桥→秀水廊街→女红街→定升桥→灵水居→孔另境纪念馆→沈泽
民纪念馆→茅盾纪念堂→茅盾陵园→王会悟纪念馆→水上集市→亦昌冶坊→叙昌酱坊→通安桥→景行桥→安渡坊码头（摆渡）→游客接待
中心返回

嘉兴经典三日游
三天的时间可以充分享受在嘉兴的慵懒时光，感受这里古色古香的风韵。
第一天：南湖—>石皮弄—>种福堂—>送子来凤桥
1

首先来到嘉兴南湖景区，南湖自古以来是市境各主要河流蓄泄的枢纽，而且风光旖旎。

2

接着在王家子孙两宅第之间游一条特色的弄叫石皮弄，欣赏了这里的深宅大院之后，在石皮弄的东侧，是王家的宅第——种福堂，

是典型的江南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
3

接着来到小桐街东侧的送子来凤桥，老百姓也俗称晴雨桥，桥顶有棚，红檐黛瓦，非常适合欣赏河中景色哦。

4

晚上坐船观看西塘美丽夜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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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烟雨长廊—>卧龙桥—>西园—>乌镇—>逢源双桥—>财神湾—>江南百床馆—>宏源泰染坊—>余榴梁钱币馆
1

早上来到袖珍园林——烟雨楼。在北栅市河口可以看到卧龙桥。接着来到了西园，典型的江南大户人家建筑风格。

2

中午坐车来到美丽的乌镇。下午主要游览东栅老街传统民居区和传统作坊区，先看看高杆表演再走到逢源双桥上眺望财神湾再一

路参观风俗民情街，进入传统手工作坊区后可以看到有糕点作坊、湖笔作坊、铜器作坊、布鞋作坊、刨烟作坊等。
餐饮：中午在“翰林府第”或者“逢源酒楼”用餐，或者在传统小吃一条街品尝风味小吃。
住宿：建议提前预定酒店，在古镇附近有很多酒店可供参考。

第三天：茅盾故居—>乌镇古戏台—>修真观—>皮影戏馆—>访卢阁—>汇源当铺
1

今天主要游览传统文化区及传统商铺区和水乡风景区。从茅盾故居到皮影戏馆都不要落下。乌镇之所以这么有名，与一代文豪茅

盾的关系很大，茅盾故居只在白天开放，到了乌镇如果没有去茅盾故居，等于没有去过乌镇。
2

傍晚返程从兴华桥堍泛舟夜游，或沿河南岸踏着青石板老街悠然慢行，小坐水边美人靠，观赏对岸枕河人家风景，返回景区外停

车场，结束三天的旅行。
餐饮：乌镇景区内有很多小吃和餐厅，价钱也比较合理。

欣欣线路推荐

[独立成团]亲子旅游攻略 嘉兴湘家荡

杭州出发嘉兴旅游 嘉兴南湖、月河古街一

亲子沙滩狂欢一日游

日游 杭州周边团队旅游

290 元起

立即预订

145 元起

嘉兴西塘水乡一日游
108 元起

立即预订

立即预订

[独立成团]杭州出发到水乡古镇嘉兴西

[独立成团]杭州出发到嘉兴农庄一日游_杭

[独立成团]苏州嘉兴南湖二日游-杭州到苏

塘一日游

州到嘉兴农家休闲游

州嘉兴南湖旅游线路

128 元起

立即预订

130 元起

立即预订

>>更多线路推荐

450 元起

立即预订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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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的跨海大桥，2008 年 5 月 1 日开通后，在沪杭甬之间形成一

交通攻略

个二小时的“金三角”交通圈，大桥过路费为 80 元。
嘉兴市区有西、北两个主要长途汽车站，两站之间有 20 路公

到达嘉兴

交车相连。

>>更多打折机票信息

飞机

07:10、08:00、09：10、10:10、11:10、12:10、13:10、14:10、15:10、

嘉兴附近无机场，最近的就是杭州萧山机场，可以乘坐机场大
巴到嘉兴。

16:10、17:20、18:20
上海徐家汇站——嘉兴西站（高速）
07：40、08:40、09:40、10:40:、11:40、12:40、13:40、15:40、16:40、

市区旅客可方便乘坐机场巴士往返萧山机场与杭州市区、萧山
城区、绍兴、柯桥、义务、金华等地，周边城市旅客可以乘坐省际
旅客班车往返苏州、嘉兴等地。

17:40、18:40
嘉兴西站——桐乡：06:30—17:30,5 分钟一班
嘉兴西站——乌镇：07:20、09:50、13:40、14:10、14:30、16:45
嘉兴西站——南北湖：08:05、09:05、10:05:12:25、13:25、15:25

机场巴士候车室位于机场候机楼 1 楼到达厅 5 号门北侧
机场发车时间：09:50、11:20、14:20、06:30、19:30、21:10
嘉兴发车时间：07:20、08:40、11:35、14:00、16:30、18:20
票价：41 元/人

汽车北站（中环北路禾兴北路口，火车站乘 22 路直达）
嘉兴北站——苏州：06:10—17:40,20 分钟一班，票价 19 元
嘉兴北站——善加：06:30—17:20,5-15 分钟一班
嘉兴北站——西塘：06:40-16:30,40-60 分钟一班

电话：0571 —8666 1751

火车

上海恒丰路站——嘉兴西站（高速）

>>更多火车时刻信息

嘉兴位于沪杭线的中点，距上海、杭州各 90 公里，通往南昌、
厦门、怀化、南宁、福州、衡阳、广州、武昌、重庆、柳州、昆明、

自驾
杭州到嘉兴：
环城北路--艮山西路--杭甬高速--沪杭高速--嘉海线--G320--纵二路
--二环南路--中环东路。

杭州、宁波、义乌、兰溪、衡州、温州、上海、无锡、常州、南京、
合肥、阜阳、淮北、济南、北京、包头、吉林、齐齐哈尔等地的列

上海到嘉兴：

车。

从上海出发，到莘庄上沪杭高速公路，嘉兴出口下高速即可。

【嘉兴火车站】

宁波到嘉兴：

车站位于嘉兴市南湖区城东路, 在城东路与勤俭路交叉口，人

从宁波出发，上杭甬高速沿余姚、慈溪方向开，过杭州湾大桥转入

民公园对面，距南湖风景区仅 2 公里，距最繁华的市中心也只有 2

沪杭高速到嘉兴出口下高速即可。

公里。

当地交通

地址： 嘉兴市中山东路附近

出租车

电话： (0573)82079394
交通：乘坐 2、 k3 路, 在 火车站 下车。
【嘉兴南站】

主要车型为桑塔纳或奥拓，起步价 8 元（2 公里），燃油附加
费 1 元。嘉兴城区面积不大，穿行于火车站、汽车站、南湖和市中

地址：余新镇黎明村

心之间，车资也就 8-15 元左右。

交通：乘坐 k108 路空调, 在 高铁综合交通枢纽站下车。

公交
客车

>>更多汽车时刻信息

沪杭高速公路、320 国道、沪杭复线快速干道横贯全境。杭州
湾跨海大桥连接了嘉兴海盐和宁波慈溪，全长 36 公里，是世界上

>>更多公交信息查询

嘉兴市区的公交车，大部分采用空调车，全部无人售票，单一
票价 2 元，班次间隔 5-10 分钟。多数公交车在晚上 6 点左右就停
止运营了，请游客注意时间。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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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

西塘风光(20 张)的桥梁又把水乡连成一体。古称“九龙捧珠”、“八
面来风”。
古镇区内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群多处，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

乌镇

研究价值，为国内外研究古建筑的专家学者所瞩目。鸟瞰全镇，薄
雾似纱，两岸粉墙高耸，瓦屋倒影。傍晚，夕阳斜照，渔舟唱晚，

乌镇是江南水乡六大古镇之一，古风犹存的东、西、南、北四
条老街呈“十”字交叉，构成双棋盘式河街平行、水陆相邻的古镇格
局。这里的民居宅屋傍河而筑，街道两旁保存有大量明清建筑，辅
以河上石桥，体现了小桥、流水、古宅的江南古镇风韵。虽历经
2000 多年沧桑，仍完整地保存着原有的水乡古镇的风貌和格局，
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工艺精湛。
全镇以河成街，桥街相连，依河筑屋。整个乌镇分为东栅和西
栅，也就是大家平时说的东大街和西大街。东栅开放得比较早，还
有一些原住民居住在里面，西栅是后期修缮开放的，夜景是这里的
特色之一。镇上有修真观、昭明太子读书处、唐代古银杏、转船湾、

欣欣小贴士
1、 西塘并不像乌镇那么复杂，所以不必担心找不到路，
只要沿着河流走，所有景点就都能转到。
2、 来到西塘，最好能在这里住上一晚，体验下早晨、
黄昏和夜晚不同的风景，走上廊棚，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感
受。
3 、西塘古镇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旅游区，里面还是有
很多居民居住的，找一个当地的居民，跟他们喝喝茶，聊
聊天，也许，他们会告诉你更多关于西塘的秘密景点，给
你带来不一样的旅程体验。

双桥等景点，同时乌镇还是茅盾的故里。东侧的立志书院是茅盾少
年读书处，现辟为茅盾纪念馆。

灯火闪耀，酒香飘溢，整座水乡古镇似诗如画，人处其间，恍然桃
源琼瑶，不知是人在画中游，还是画在心中移。

南湖景区
南湖是浙江三大名湖之一，我国 AAAA 级景区，素来以“轻烟
拂渚，微风欲来”的迷人景色著称于世。嘉兴南湖不仅以秀丽的烟
雨风光享有盛名，而且还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
胜利闭幕而备受世人瞩目，成为我国近代史上重要的革命纪念地。

南湖红船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背包族

欣欣小贴士：
由于乌镇声明远播，随着一些列假期的到来人们纷纷
踏上寻梦之旅，乌镇在假期尤为人多，建议如果有时
间的朋友们不妨错峰出行，不然你看到的只有密密麻
麻的小人头和迎风飘舞的导游旗。

西塘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湖的一艘
画舫上完成了最后议程，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的航船
从南湖扬帆起航。
停泊在烟雨楼前水面上的，是 1959 年仿制的一条当年"一大"
开会的游船（原有的游船已经在抗日战争时期消失了），作为"一大
"会议纪念船，它向人们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场景。
这条"一大"纪念船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南湖红船"。

烟雨楼
烟雨楼始建于五代后晋年间（公元 936-947 年），初位于南湖

西塘是江南六大古镇之一，地势平坦，河流密布，自然环境十

之滨，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 1548 年）
，疏浚市河，所挖河泥填入

分幽静。有 9 条河道在镇区交汇，把镇区分划成 8 个板块，而众多

湖中，遂成湖心岛，次年移楼于岛上，从此这里被称为“小瀛洲”。
返回目录

09

登烟雨楼望南湖景色，别有情趣。夏日倚栏远眺，湖中接天莲叶无

刹为国内罕见的纯铜鎏金铸成，耗用了三公斤纯金。壕股塔是目前

穷碧；春天细雨霏霏，湖面上下烟雨朦胧，景色全在烟雾之中。

嘉兴市内唯一可攀登的塔，塔中 179 级木梯盘旋而上，可俯看南湖
全景，整个嘉兴城全貌亦尽收眼底。

会景园
会景园坐落在南湖南岸，呈半岛形。园内假山瀑布、楼台庭院、
林荫步道、古桥流水，充分展现了江南园林风格。

会景园融望湖赏景、旅游休闲、文化娱乐和旅游接待服务于一
体，是浏览南湖风景名胜区的主要入口。

欣欣小贴士：
门票：南湖——月河大联票：120 元/人
南湖景区联票：60 元/人（包含景点会景园、湖心岛、
纪念馆、揽秀园、壕股塔）
湖心岛 50、红船参观票 20 揽秀园 5、壕股塔 10

湖心岛
湖心岛位于南湖中心，是一座人工小岛，全岛面积 17 亩。小

电话：0573-82533437， 82532848
交通：嘉兴火车站乘 1 路车可达，乘出租车起步费 5

岛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清朝代。岛上亭楼众多，如主建筑烟雨楼、

元，三轮车 3 元可到。

清晖堂、小蓬莱、来许亭、鉴亭、宝梅亭、访踪亭等，形成了一古

网站：http://www.nanhu.com.cn

园林建筑群。亭台楼阁、假山回廊、古树碑刻，错落有致，营造了
湖心岛独特的典型江南园林景致。

揽秀园
揽秀园位于南湖西侧，占地 11300 余平方米。揽秀园以"文星

南北湖风景区
南北湖风景区是我国唯一融山、海、湖为一体的景区，位于杭
州湾北岸海盐县境内，是浙江省第一批省级风景名胜区，浙江十大
“最佳休闲度假胜地”之一，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南北湖山围

桥"、"仿古街"为中心，分南、北两园，北园于 1994 年 5 月竣工并

湖而立，海仗山湖而依，湖光、山色、海景相互映衬。春日的南北

对外开放，南园正在规划中。北园西侧以中轴线对称，四进庭院式

湖桃红柳绿，百花争艳，茶树吐新；夏天万木垂荫，荷花竞放，湖

风格，东侧为自由开放式园林布局。

海浪游；秋季遍野金黄，丹桂飘香，橘压枝头；冬时鹰窠睛雪，苍
山皑皑，山海湖浑然一体。

南湖革命纪念馆
为了纪念"一大"在南湖胜利闭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南湖革命
纪念馆成立了。建馆之初，馆址设在湖心岛。1991 年 7 月，建党
七十周年前夕，一座由嘉兴人民捐款 320 万元兴建的南湖革命纪念
馆在南湖东岸拔地而起。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馆名。新馆将于 2011
年建党节前后对外开放。

壕股塔
壕股塔是古时嘉兴七塔八寺之一，因北临城濠，其水曲如股而
得名。相传苏东坡曾到此饮茶，并与文长老（徐渭）在此晤谈。现
重建的壕股塔位于南湖西侧的南湖渔村之中，塔高 63.36 米，七层，
塔身为阁楼式，四周有回廊，沿袭宋代建筑风格。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游爽

鹰窠顶
南北湖的群山为天目山余脉，山体连绵，近翠远黛，由环湖十
一峰、三湾六山、滨海六山等诸山组成，其间最有名的当属环湖十
一峰中的鹰窠顶了。

每层的四角翘檐上搁置一个精致佛像，下面垂挂古朴风铃。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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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窠顶山径曲折，并多石景，沿九曲径登鹰窠顶山，有狮头岩、

桥、明星亭，西曰小宛桥、馨谷亭。

合掌岩、痴景岩等景致，历来是南北湖的必游之地。登临鹰窠顶，
眼前豁然开朗，能将山、海、湖尽收眼底，也能欣赏山屋村舍入画
来的别致风情。鹰窠顶大、小看台是观赏海上日出的绝妙所在。每
逢农历十月初一，更可一睹“日月并升”奇景。

谈仙石城
谈仙石城在景区西部谈仙岭上，海拔 96.7 米，是海盐、海宁

钱江潮源
钱江潮以其气势磅礴的壮观景象闻名于世，而潮的源头在何处
却鲜为人知。钱江潮的源头就在南北湖风景区的巨石狮子头上。狮
子头是一块突兀在海上的大石，形似一头雄狮而得名。据水文站测
量，狮子头一带平均潮差 5.6 米，最大潮差 8.93 米，在农历初一和
十五后的二三天里，都可看到起潮。

两邑交界处，也是古代海盐县至省城杭州的驿道。谈仙岭的得名与
谭峭有关（古文“谈”与“谭”通）。宋《澉水志》载，上有谭仙庙。
相传为南唐道家谭峭炼丹得道之处，至今留有仙人脚、石浴缸、炼
丹井等遗迹。

白鹭洲
北湖中央的小岛，每当夏末秋初，便有成群的白鹭飞临栖息，
故名“白鹭洲”。岛内有水榭、长廊、花木扶疏、绿树成荫。中央有
一带状内湖，养有水禽和荷花，名为“月露池”。这湖中岛、岛中湖，
小巧别致，相映成趣，游人们亲切地称它为“小三潭印月”。

云岫庵
座落于鹰窠顶山腰，有“海上名山”、“夜普陀”的美誉。庵名出

欣欣小贴士：
票价： 80 元/人（备注：门票包含除云岫庵以外的所
有景点；云岫庵 10 元/人）
开放时间：8：00—16：30
交通
自驾：从嘉兴乍嘉告诉（乍浦方向）到海盐出口下，
过海盐大桥（右拐，杭州方向）至通元（左拐直行约
8 公里）至南北湖（北大门）
公路：嘉兴西站——南北湖 06:00、08:15、09:05、
10:05、12:35、13:25、14:15、15:25、16:10、17:00
嘉兴北站——海盐 06:40—16:50 （快客，每
20 分钟一班）

自东晋陶渊明《归去来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返”的名句，

海盐——南北湖 06:00—17:40 （每 10 分钟一

形象地点出了云岫庵世外桃源的意境。民间传说，观世音菩萨的道

班）

场在普陀，因香火旺盛，日夜难以安静。于是听从龙女献计，晚上

网站：http://www.nbh.com.cn/

跨海来此休息。后因走漏消息，善男信女闻风而来，故云岫庵又有
“夜普陀”之称。

提示：每年农历九月三十是云岫庵的庙会日。

蝴蝶岛
南湖上的小岛，面积 12 亩。为纪念上海三十年代影后胡蝶来
南北湖拍摄《盐潮》而堆砌，状似蝴蝶。岛上建有山海阁，八边形，
地上 3 层，地下 1 层，阁高 18．18 米。从底层到阁顶，层层敞开，
面面洞然。阁虽小，却包容了湖山海景。

海宁盐官古镇
盐官镇是浙江省首批准的十五个历史文化名镇之一，以其悠久
的历史、灿烂的民俗文化、动人的民间传说和壮观的海宁涌潮闻名
于世。中国浙江海宁盐官是中国唯一的潮乡——钱江潮。海宁潮又
称钱江潮，是世界一大奇观，钱江潮以其磅礴的气势和壮观的景象
闻名于世，以“一线横江”被誉为“天下奇观”。观潮之外，海宁还有
着众多的旅游景点。

海神庙
鲍公堤
南北湖，因湖中有堤将湖分为南北两半而得名。长堤乃清康熙、
乾隆年间海盐知县张素仁、鲍鸣凤两次竣湖时修筑而成，故又名张

海神庙是一座专门祭祀“浙海之神”的宫殿式建筑。破例由中国
清朝雍正皇帝下旨、由国家拨款、政府要员监督，建造了这么一个
规模庞大的建筑群。

公堤、鲍公堤。堤阔 10 米，长 500 米，东连飏山，西接麂山，成
为南北湖最具标志性的景观带。长堤两端各有一桥一亭，东曰永安

中国古代十分注重精神的力量，认为人与自然的沟通需要借助
于神灵：人类与钱塘江的沟通就需要借助于“浙海之神”的力量，这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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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海神可以决定沿海所有人和物的命运。
门票：12 元/人

门票：10 元/人
交通：嘉兴有多班火车到海南，在海宁火车站可乘专线中巴到
盐官镇，仅需半小时，车资 10 元。另有 T109 路旅游专线巴士往返

观潮胜地公园
观潮胜地公园于盐官镇南，南临钱塘江，北靠杭金公路。园内
拥有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鱼鳞石塘、明代占鳌塔、孙中山观潮亭
——天风海涛亭、毛泽东观潮诗碑纪念亭、乾隆手植古朴、史量才
纪念碑、镇海铁牛等景点
门票：25 元/人

于市区与景区之间，市区始发站海宁火车站广场，终点站盐官。

平湖东湖风景区
东湖，国家 AAAA 级景区，位于平湖市区城东。时至今日，
当我们再次诵读北宋科学家沈括游东湖留下的“柳色青天雨乍晴，
鸭头细草绕提生。林间野日依依见，水底春光寸寸明，犹喜乱花时
入眼，可能万事顿忘情。

鹉湖春色
鹉湖即东湖，“鹉湖春色”为八景榜首，泛指东湖春天美景。春
天的东湖，春意盎然，春水浩渺，河水如油，芳草一碧，兼之活桃
岸柳，相映争妍，画船往来，美景天成，荡人心魄。

含珠凝晖
含珠凝晖景区紧靠繁华的园林商业街解放路和人民路，人们休
闲观光最为便捷。景区的整体环境风格体现了现代和传统的有机结
合，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完美统一，表达历史和文化的延续。

金庸书院
座落于海宁盐官古城海神庙西南，占地面积四千多平方米，参
照古城内原有建于清嘉庆年间的安澜书院之建筑格局设计建造。书
院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金庸先生的学术成就，并将成为研究和弘扬金
庸武侠文学的重要场所，以及金庸先生回乡讲学、传播学术思想的
圣地。
门票：25 元/人

陈阁老宅
座落于宰相府第风情街，主人陈元龙位高权重，贵为雍正朝文
渊阁大学士，世称相国（宰相），明、清两代相国（宰相）又称阁
老，故其故宅民间俗呼“陈阁老宅”。 陈列与海宁陈家有关的小说、

塔影垂虹
历史悠久的报本塔院和东西塔桥，是东湖风景区主要景观之
一，暮色初降，环东湖华灯齐放，报本塔、九峰一览楼、十杉亭及
东西塔桥，流光溢彩，晶莹华丽，犹如琼楼玉宇，似入人间仙境。

北源牧唱
北原牧唱景区是东湖的一块翡翠碧玉，市民把这里比喻为杭州
西湖的一角，是一座“天然氧吧。”景区内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牧
笛悠悠，湖风阵阵，呈现一派江南水乡的田野风光，是一座绿色生
态园林。

南村书堆

影视剧面市，使这座地位显赫而又讳莫如深的宰相府第充满了传奇
色彩。
门票：25 元/人

花居雅舍
展示古代青楼女子的生活与才情，分为青楼与红楼两大区块，
试图通过展示青楼与历史、与名士、与音乐、与文学的关系，及古
代青楼女子日常生活的场景来解读青楼文化在中国古代史上所占
据的重要历史地位。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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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村书堆景区的建成，弥补了古代“东湖十景”中南村书堆只留

相传当年西施每天梳妆，倾脂粉于湖中，螺食而成五彩，故湖中产

其名不见其形的缺憾，再现了众多诗文中所描述的风致和意境，并

五彩螺。范蠡湖多名家手迹，文徵明“浮碧”等石刻，明万历车大任

且改为临湖而筑，自成一组江南书院制古典园林建筑，又重现清代

所书“放生池”、池郭所书“陶朱公里”碑、清乾隆时钱陈群所作《重

张园中十杉亭的杉风景致，成为东湖风景区环湖构建的园林中最成

建金明寺碑记》及王蘧常、谭建丞、张振维等名家的墨迹。

独立体系、最具古典风韵、最耐人寻味、最有欣赏价值的景观。

案山晓翠
景区内依山傍水以植物造景，翠竹林区在案山南麓；银杏枫香
林区在案山北麓；红梅腊梅园在景区北端；别具风韵的樱花园在景
区南端，沿湖滨广植桃树杨柳，显示江南水乡特有的风貌。

西浦鱼罾
西浦鱼罾景区，将重建镜漪堂，设钓鳌台，树“鱼乐国”碑设置
有关渔民生产活动的传统实物，如鱼罾网、簑衣、笠帽等等，洲外
筑步行长廊，可以垂钓或捕鱼，洲上以栽植观赏花灌木为主，成为

门票：免费

观赏和游览休闲的好去处。

交通：乘坐 7 路，16 路在城南公园下车即到，或者梅湾街步行也

九龙戏珠

可到达。

景区位于东湖中之大瀛洲，俗称大湖墩，此前是东湖公园，是
平湖现存最古老而又蕴含丰厚当湖文化内涵的名胜景地。

绮园
绮园为中国十大名园之一，位于浙江海盐武原镇绮园弄，占地
14.8 亩。该园原为明代废园，后冯氏在此建园，人称冯家花园。为
江南典型私家园林风格。绮园园主冯缵斋系清代诗人、剧作家黄燮

欣欣小贴士：

清之次婿，黄家先后拥有拙宜园和砚园，黄燮清将两园作为次女黄
秀陪奁。清咸丰年间（1851-1861），两园均遭兵火毁坏，同治六年，

平湖东湖风景区贴士
门票：南村书堆景区中的九峰一览楼：5 元/人

冯缵斋集两园山石精粹，并添置一些太湖石，修筑此园，同治十年

塔影垂虹景区中的报本禅寺：10 元/人

初具规模。后又续建了亭台楼阁等，增设景点，并将其命名为绮园，

其余免费开放

意为“妆奁绮丽”。

交通：平湖－嘉兴：6：30－18：30，每隔 15 分钟一班
平湖－杭州：6：20－18：40，每隔半小时一班
平湖－海盐：6：00－17：20，每隔 20 分钟一班
平湖－上海：5：30－17：30
电话：0573－85135667

58010030

网站：http://www.phdhjq.com/index.html
提示：每天晚上 18：30－21：00：案山晓翠景区东田
社鼓戏台卡拉 OK 点歌活动
。每年的九月份：西瓜灯节、西瓜灯展、烟花晚会以其
它各类文艺演出。每周六晚：在案山晓翠景区放映露天
电影。
门票：5 元

范蠡湖公园
范蠡湖公园无门票，是嘉兴人休闲的好去处，园以水景取胜，

交通：嘉兴汽車西站坐车到海盐， 到海鹽坐 2 路车，人民医院下
车，然后打听下步行再走 5 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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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君陶艺术馆

莫氏庄园

钱君陶艺术院院内陈列着钱老生前捐赠的四千余件明、清及近

莫氏庄园位于平湖市当湖镇南河头东首。 作为江南六大厅堂

代名家绘画、书法、印章、印谱以及瓷铜器等珍贵文物。艺术院占

(莫氏庄园、网师园、采衣堂、卢宅、退思园、春在楼)之一的平湖

地七亩。这是一所由同济大学丁文魁教授设计的既高雅又具现代风

莫氏庄园，至今己经历了三个世纪。是清代富商莫放梅祖孙三代居

格的白色建筑，线条简洁明快，布局错落有致，主楼周围嘉树葱郁，

住的庄园。建筑高低有序，错落有致，浑然天成，彰显中国古建之

楼前曲桥流水，绿草如茵，环境十分清幽恬静。

美。

门票：10 元
开放时间：8:30-17:00

诚如古建筑专家陈从周先生所言：平湖莫氏庄园具有江南民居
特色，小巧玲珑，布局紧凑，这在江南乃至全国也屈指可数。

地址： 桐乡市区梧桐镇庆丰南路
电话： 0573-4564161
交通：市内没有直达景区的公交车，可乘坐当地出租车或包车前往
景区，车资 5-10 元左右。

丰子恺纪念馆
丰子恺纪念馆是以名人文化为主，是大众的艺术殿堂。丰子恺
纪念馆分为两个部分：丰子恺故居“缘缘堂”和丰子恺漫画馆。故居
“缘缘堂”始建于 1933 年春，是丰子恺先生积自己的稿费亲自设计
的，采用中国式结构，全体正直，单纯明快，高大轩敞，三开间两
层建筑，具有江南民居的深沉朴素之美。

门票：15 元
开放时间：8：00―16：30
建议游玩时间： 2 个小时
地址： 浙江省平湖市境内人民路 37 号
最佳旅游时节：春夏季。充满绿意的庄园更充满了江南民居的意境。
交通：平湖汽车西站乘 1 路公交，南门下车再步行大约 10 分钟即
到。

吴镇纪念馆
吴镇纪念馆是元代四大画家之一吴镇的故居和墓葬地。现有吴
镇作品陈列厅和多个展厅，并有吴镇墓、梅花亭、八竹碑廊、洗砚
池和千虹阁等十余处景点，融赏梅、观画、读碑、游园为一体，为
门票：10 元

江南一大人文景观所在。
门票：5 元

开放时间：8：00-16：30

开放时间：8:00 至 18:00

建议游玩时间： 1 个小时

建议游玩时间： 2 个小时

地址： 浙江省嘉兴桐乡市石门镇西市街大井弄 1 号

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魏塘镇花园路 178 号

电话： 0573-88611275

电话： 0573-84033247

最佳旅游时节：每年 5—10 月。春秋季节更能够江南民居的深沉朴
素之美。
交通：从杭州汽东站出发至桐乡汽车站，再坐中巴车即达石门镇。

最佳旅游时节：每年 8—9 月。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避开最
热月 7 月的酷暑，且此时绿意正浓。
交通：从杭州汽车东站出发至嘉善汽车站再坐中巴车或出租至景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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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推荐
嘉兴的住宿很方便，市内有很多酒店、宾馆，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同时在著名的江南古镇里还有当地居民提供的民宅旅馆，可以更
直观的感受水乡生活，价格也很公道。

南湖区住宿：
简介：嘉兴凯禄开心客栈地处嘉兴市黄金
地段，北邻繁华的中山路，东接火车站，

顾客点评：酒店住宿还不错，房间不是很大，
但是挺温馨，床铺也很舒服。

南枕风光旖旎的南湖和古色古香的梅湾

顾客点评：开心酒店的环境非常不错，特别

街，可谓交通便捷，环境优雅。

是坐落位置离市中心较近，就餐比较方便，
酒店的房间也比较整洁，床比较舒服，前台

欣欣价：139 元起

>>立即预定

的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比较好，值得推荐。
>>>更多

嘉兴凯禄开心客栈
简介： 嘉兴德亨酒店位于南湖区南湖景区

顾客点评：酒店房间干净整洁，周边交通便

西，是香港德亨商务酒店连锁集团有限公

利，餐厅的饭菜也很好吃，价格适中，出差

司拓展内地市场的首家高级商务型酒店。
酒店邻近人文气息浓厚的嘉兴船文化博物
馆，自然风景优美的明月公园，去往新凯
旋门 KTV 十分快捷，毗邻弘扬春秋名将范
蠡气节的范蠡湖公园。
嘉兴德亨酒店

欣欣价：208 元起

入住比较合适。
顾客点评：酒店有点老，房间不大，还干净，
这个价钱含早饭，性价比不错，离火车站很
近。 >>>更多

>>立即预定

简介： 嘉兴吴越假日宾馆是一家商务型宾

顾客点评： 订的标间送早餐，房间和卫生间

馆，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拥有豪华

都大，但床是 1.1 米的小床，床单很旧，有

套房、标准客房、单人客房等特色商务房， 破洞，房间内有饮水器，水嘴开关较脏。酒
其中商务套房中配备电脑、标准客房配备

店胜在停车场所是公路局的停车场，不怕没

有线电视、免费宽带网络系统。宾馆内部

车位，很方便。

设有大、中、小会议室，是举办各种庆典、
会议等活动的理想场所，并配有电梯和大
型停车场。
嘉兴吴越假日宾馆

欣欣价：138 元起

顾客点评：总体都还可以，主要是早餐不错，
这次去是考试去的，里那个清河中学的考点
非常近，过河就到了，总体性价比还是蛮好

>>立即预定

的，卫生什么的都比较满意吧>>>更多

简介：嘉兴戴梦得大酒店是按国家四星级

顾客点评：性价比较高的酒店性价比较高的

旅游涉外宾馆标准建造的，位于沪杭高速

酒店性价比较高的酒店。

公路中段地处嘉兴市中心繁华商业区内，
环境幽雅，交通便捷。

顾客点评：酒店地理位置不错 房间装修豪华
入住时住的 1602 房间 服务员的服务态度很

欣欣价：258 元起

>>立即预定

好 早餐也不错 前台的服务态度也不错。
>>>更多

嘉兴戴梦得大酒店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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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住宿推荐：
简介：嘉兴新喜来宾馆地处嘉兴城南商务

顾客点评：环境很好，性价比很高，只是有

版块的交通与地理核心，邻近放鹤洲和南

点酸味，去西汽车站、北汽车站、火车站都

湖景区，周边配套完善，交通便利，出入
老城中心也十分便利。

欣欣价：128 元起

很方便。服务态度一般吧，不算好也不算坏。
顾客点评：不错，新开的，东西简洁，很新，

>>立即预定

而且很便宜，服务态度很好。
>>>更多

嘉兴新喜来宾馆
简介： 如家快捷酒店-嘉兴中山东路店位

顾客点评：第二次入住了，每次去嘉兴都会

于嘉兴中山东路，交通便利.拥有舒适温馨

去这家，在市中心，买东西，吃饭都很方便，

的标准房、商务大床和大床间房共计 117
间，提供 24 小时热水淋浴、分体空调、有
线电视、消防及安全监控系统、电话、饮
水机和免费宽带上网，有标准舒适的软床
及配套家具，设施齐全。
如家快捷酒店（嘉兴中山东路店）

欣欣价：161 元起

>>立即预定

中心, 旁边就是电影院麦当劳戴梦得, 很方

>>>更多

简介： 嘉兴南湖区城西亚芬汀精品商务酒

顾客点评： 早餐菜品虽然少些，不过口味不

店位于酒店位于西马桥住宅小区旁，步行

错，工作人员服务很好，性价比很高的酒店，

可至汽车北站，方便前往嘉兴火车站，交

值得推荐。

雅致单间、豪华标准间、商务单人间等多
种房型，每间客房均可宽带免费上网，并
且部分房间带电脑，免费使用，是商旅客
人理想的下榻之地。

欣欣价：218 元起

顾客点评：装修风格很喜欢，欧式的，很干
净且档次较高。房间里面设施齐全，有 4-5
星级酒店的感觉，服务也很好。地理位置方
便，交通便捷，很适合旅游，出差人士入住。
下次去还想住，推荐大家去这家酒店。

>>立即预定

>>>更多

简介：锦江之星嘉兴火车站店坐落于江南

顾客点评：交通非常方便，周围公交，餐饮

“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嘉兴市火车站广

比较多，火车站繁华区域，适合商务，休闲

场西侧，售票处及候车室近在咫尺。酒店
周围交通十分便利，方圆 5 分钟车程即可
到华亭步行街、南湖景区、月河街、梅湾
街、嘉兴经济开发区等。

欣欣价：229 元起
锦江之星（嘉兴火车站店）

顾客点评：还不错, 网速还很快, 位置处于市

便。

通便利。酒店的装修带欧式的风格，拥有

亚芬汀精品商务酒店

这家店不错！。

旅游。
顾客点评：酒店就在嘉兴火车站的旁边，乘
火车非常方便，周边吃饭也比较便当；酒店

>>立即预定

的房间比较大，干净卫生，住着比较舒服。
>>>更多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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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洲区住宿推荐：
简介：嘉兴中山西路世纪广场店位于浙江

顾客点评：非常推荐 交通便利 房间整洁 住

省嘉兴市秀洲区中环西路 1021 号，地处中

的大床房 147 的价格很值。

山东路、中山西路及中环西路交汇处，交
通便利（本店有免费停车场）
。本店毗邻嘉

顾客点评：挺不错的，双人间床很大，两个

兴汽车西站、二环西路公交站和汽车西站

人睡一点问题都没有，很干净，和我住过的

公交站，从汽车西站有大巴直达杭州萧山
机场。
7 天连锁酒店（嘉兴中山西路世纪广场

欣欣价：137 元起

>>立即预定

七天一样，很喜欢。
>>>更多

店）
简介： 嘉兴帝怡酒店位于中山西路与中环

顾客点评：价钱蛮便宜的，标间 150 左右，

西路交叉口往北 100 米，地处嘉兴市区主

环境不错，位置也还可以早餐也蛮丰盛的，

干道上，紧邻嘉明大厦，位置优越，交通

就是得起早点，起晚了会有的不没有哦。

出行便利。酒店拥有舒适温馨的客房 50
间，房间内提供免费宽带、免费数字电视、
空调、独立卫浴、24 小时热水等配套设施
设备。
嘉兴帝怡酒店

路，但不吵杂，走到汽车站只需十分钟，从
那里可乘头班车去乌镇、西塘、海宁（观潮、
皮革城），票价只需几元，很方便。下次到嘉

欣欣价：150 元起

>>立即预定

兴我仍会选择这家酒店，也会向朋友推荐。
>>>更多

简介： 嘉兴和旭商务酒店为嘉兴新洲戴斯

顾客点评： 还不错。价格便宜，早餐适口。

大酒店的培训基地，建筑面积约 1.2 万平

房间明亮。也安静，住的舒服。性价比高。

方米，是集住房、餐饮、娱乐等于一体的
经济型商务酒店。位于长三角中心地带、
杭嘉湖平原之美丽禾城。这里居沪杭高速、
申嘉湖高速、乍嘉苏高速中段；东邻上海，
西靠杭州，北连苏州，公铁交通极其便捷。
嘉兴和旭商务酒店

顾客点评：地理位置好，周边都是宽阔的马

欣欣价：218 元起

>>立即预定

顾客点评：这个价格的酒店还有早餐实属不
易了，早餐还不错啦，还分中式西式，同去
的同事还是挺满意的。给我订酒店的任务，
应该是不辱使命。
>>>更多

简介： 嘉兴观唐·乐居商务酒店位于历史

顾客点评：住的是 188 的大床房，装修什么

文化名城、中国共产党诞生地——嘉兴，

的都还不错，卫生间蛮大，热水也很足。

是嘉兴市颇具规模的经济型商务酒店，地
处王店小家电生产基地，邻近王店镇政府，
交通便利。

顾客点评：位置还是比较好找的。装潢，设
施还是比较新的，早餐能吃，东西少点，有
的基本等不来，酒店还可以。

欣欣价：178 元起

>>立即预定

>>>更多

嘉兴观唐·乐居商务酒店

>>更多酒店预订信息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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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攻略
南湖船菜
嘉兴船菜兼有杭帮菜和沪菜的特点，嘉兴河流众多，水运发达，
自古以来，在船上制作出来的美味佳肴数不胜数，因其别具一格，
使得远近闻名。何谓船菜，顾名思义是在船上制作、又在船上享用
的佳肴。
南湖船菜曾经声名一时，，当时的游船一般在后舱设有厨房，
船娘们在不大的船舱中，发挥着爆、炒、燎、煮、炸、熘、烩、焖
等绝技，因“船”而宜，准备了各色各样的佳肴备料，随时等候客人
的招呼享用。
南湖船菜贵在精细，原料主要来自南湖特色时鲜，如鱼、虾、
蟹、鳗之类，尤其注意原料新鲜和烹饪手艺。船菜的品目有：五香
乳鸽、翡翠蟹斗、蜜汁火方、和合二鲜等，许多菜肴均在船上活捉、
活杀、现烹、现吃，可谓鲜美绝口。

嘉兴粽子
浙江嘉兴粽子历史悠久闻名华夏，嘉兴粽子为长方形，有鲜肉、
豆沙、八宝、鸡肉粽等品种。嘉兴粽子当推“五芳斋”为最，素有“江
南粽子大王”之称。
它的粽子从选料、制作到烹煮都有独到之处。米要上等白糯米，
肉从猪后腿精选，粽子煮熟后，肥肉的油渗入米内，入口鲜美，肥
而不腻。许多海内外朋友皆因品尝过 嘉兴粽子后，方知浙江嘉兴
的地名。

南湖船菜中还有虾仁、虾圆、蟹粉、蹄筋、白木耳、莲子等，
名菜有蟹黄鱼翅、八宝鸡、鱼肚、冷拌鳖裙、火腿幢、粉蒸肉等。

酥羊大面
嘉兴传统早点。羊肉切块后用苏草捆扎，置于蒸缸，加甘蔗梢、

南湖菱
嘉兴著名的特产南湖菱，圆而无角，肉质鲜嫩，又称元宝菱、
馄饨菱、和尚菱等，一般菱都有角，故称“菱角”，然而嘉兴的南湖

冰糖、红枣、酱油、黄酒、茴香、桂皮，用文火焖煮。入口即化，
用以佐面条，为冬季食补佳品。
80 年代以来又复盛销，仅嘉兴城区早市供应酥羊大面的饮食
店就有几十家。桐乡等地亦有供应，颇为群众喜爱。

菱却是无角的，可谓稀罕。
其皮色翠绿，两端圆滑，并以皮薄、肉嫩、汁多、甜脆、清香
而胜于其他同类品种，可生吃、熟吃，而且可以制糕点、佳肴或酿
酒、制糖。
生食者宜选色翠而鲜嫩，尤其是刚出水时口味更佳；熟食则选
色黄褐之老菱，洗净后煮食，口味香甜浓郁，肉糯可口；食风菱者
选黑色乌菱，洗净后在风中晾干，然后剥食菱肉，此时肉质坚硬，
但香味奇特，味美滋口。

糟蛋
嘉兴糟蛋盛产于嘉兴平湖，为其传统美食之珍品。古时已是贡
品，历史悠久，平湖糟蛋大小均匀，糟用上等糯米发酵制成，有浸
米、蒸饭、配药、酿酒、消毒、洗蛋等一整套工序。每年从清明前
后开始，经过黄梅和三伏，到中秋上市。
因经过五个多月的糟渍，醇类、糖类、有机酸等物质渗入蛋内，
使蛋黄、蛋白逐渐固成胶冻状，蛋壳脱落，蛋膜不破，蛋色晶莹细
嫩，醇香可口，余味悠久。
食用时用筷或小刀挑破蛋膜，即可入口，不必烧煮，十分方便。
其香浓味美，咸甜适中，老少咸宜，顾每年慕名而来着不计其数。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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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塘八珍糕
八珍糕是西塘传统特产，早在 1920 年有西塘老中医钟道生按

秋风起后，那时乌镇的大街小巷中，各家羊肉铺里都坐满了大快朵
颐的食客。

荷叶粉蒸肉

“外科正宗”古方和自己临床经验首创制作。
1956 年前一直在钟介福堂中药店生产、销售，公私合营后，
制糕工人和原配方都转到西塘食品厂，从此产量大幅度增长，产品
也远销北京、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深受广大群众，特别是儿童
的欢迎。

熏豆茶
乌镇人称喝茶为吃茶。薰豆茶又称烘豆茶。豆茶的主要原料是
薰豆。薰豆是乌镇特有的加工方式，选用秋季上好的嫩晚黄豆，以
香粳豆为佳。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neon1987

荷叶粉蒸肉为古镇的传统名菜，五味调百味香。采用适宜的五
将新鲜晚豆在淡盐水中煮到半熟，捞出后沥干，然后盛在铁筛

花肋肉、五香炒米粉、豆腐衣和新鲜荷叶，配上丁香、八角、酱油、

中，架在炭火上烘薰。用来烘薰的必须是炭火，不可用柴火或煤火，

甜面酱等调料精制而成，此菜风味独特，肉质酥糯，清香不腻，既

否则会沾染烟火气和煤气。文火烘薰至青豆表皮起皱，有香气逸出

可下酒，又可作点心，且充分发挥荷叶解暑清热，散淤止血的药理

即可。这样烘成的薰豆，熟而不焦，酥而不硬，清香可口，余味无

作用。

穷。

姑苏饼

红烧羊肉
乌镇的红烧羊肉选料十分讲究，一定要以当年的“花窠羊”即青
年湖羊为原料，这种羊肉肉嫩脂肪少，皮细洁多膏，佐料一般有萝
卜、酱油、黄酒、红枣、冰糖、老姜等，须先用大火、后用文火烧
煮，火候全在于烧制者的灵活掌握。

乌镇糕点以姑嫂饼最有名，姑嫂饼的出名一来是由于它的传奇
故事，二来是因为它咸中带甜，油润麻香，入口酥、松、糯的乡野
风味。
姑嫂饼在乌镇至少已有数百年生产历史了，在清乾隆年间乌镇
同知董世宁原修、卢学溥续修的《乌青镇志》卷二十的“土产篇”中
就有它的“传记”：“用极细麦粉和糖及芝麻印成圆饼，有椒盐者，
有白糖者，味甘而润，远近著名。”

羊肉甘温，经归脾肾，有益气补虚、温中暖下、开胃健力之功
效，所含蛋白质远比猪肉多，常吃能使人容颜丰满，肌肤润泽。乌

美食地推荐

镇民间有“一冬羊肉，赛过几斤人参”的说法。

南湖船菜大酒店
乌镇的羊肉是用土灶木柴大锅烧制的，一般要烧一个晚上，老

地址：海盐塘路菱香路交叉口

饕们对羊肉各有所好，有的喜欢夹心的肥瘦相间；有的偏爱腿精的

地址位置比较好，南湖逛一圈后就可以来这里吃饭，菜式还比较有

鲜嫩多汁；有的爱好尾部的丰腴肥香；有的专挑脖项活肉，还有的

特色，江南风味能感受到一些，但总体环境比较一般，旅游时候偶

则专攻羊蹄下水……往往为吃一块中意的羊肉而不惜放弃清晨的
美梦，等着小火咕嘟了一个晚上的羊肉开锅。

尔吃下。

森林芡实糕坊
地址：嘉善县西塘古镇塘东街 18 号(烧香港北街口)

一杯小酒，一碗羊肉，或用新轧的细面下一碗羊肉面，洒上碧
绿嫩黄的蒜叶姜末，吃得心满意足。品尝乌镇羊肉的最好时间是在

慕名而去,西塘里的芡实糕到处都有卖的,这家店最有名。桂花味的
比较受欢迎。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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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特产
嘉兴的土特产有南湖无角菱、南湖蟹、五芳斋粽子、文虎酱鸭、

散心、不落瓣，花形完整，素净馨香。
饮用杭白菊能清热解渴，润喉生津，平肝明目，品尝时还能尽
观赏之雅兴。其色、香、味、形堪于西湖龙井相媲美。 近年来，

桐乡杭白菊、平湖糟蛋、海宁西瓜、西塘八珍糕等，工艺品有嘉兴

杭白菊袋泡茶、菊花晶、菊花露、菊花白酒以及各种以杭白菊为添

黑陶、嘉兴丝绸服装、平湖丝织毛毯、硖石灯彩、切菜刀、海宁皮

加成分的滋补品和护肤品纷纷上市，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革、桐乡蓝印花布等，是您旅游购物的首选。
位于嘉兴市西郊 320 国道上的洪合羊毛衫市场是全国最大的
羊毛衫市场之一。该市场东至上海 115 公里，南达杭州 92 公里，
北到苏州 72 公里，离沪杭高速公路出口处仅 6 公里，是双休日旅
游购物的理想场所。

嘉善黄酒
嘉善黄酒是中华民族历史最悠久、最古龙的酒种之一，也是中
华民族特有的酒种。历史上，黄酒名品数不胜数。它与与啤酒、葡
萄酒并称世界三大古酒。迄今已有 5000 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

五芳斋粽子

族的瑰宝。

号称“江南粽子大王"，以糯而不烂、肥而不腻、肉嫩味美、咸

嘉善的酿造业在明清时代已非常发达。汾湖牌嘉善黄酒系列是

甜适中而著称。五芳斋粽子按传统工艺配方精制而成，选料十分讲

以糯米作原料，加陈年黄酒，于冬季采用传统配方和工艺酿造而成。

究，肉粽采用上等白糯、后腿瘦肉、徽州伏箬，甜粽则用上等赤豆

酒液澄黄、透明，有光泽，醇香浓郁，味甘、醇厚、柔和，属半甜

“大红袍"，通过配料、调味、包扎、蒸煮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嘉

型黄酒，内含 18 种氨基酸，营养丰富，是大众喜爱的底度酒类，

兴五芳斋粽子有肉粽、豆沙、蛋黄等几十个花色品种。如今，嘉兴

适于筵席、宴会等场合。

五芳斋粽子因其滋味鲜美、携带方便、食用方便备受广大旅游者厚
爱，有“东方快餐"之称。产品远销日本、东南亚等地，并获得了首

海盐大头菜

届国货精品奖。
海盐盛产大头菜，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它作为海盐传统的腌
制加工蔬菜，仍名闻-沪一带，享有较大的声誉，深受消费者的喜
爱，特别是上海人对海盐大头菜有特别的钟爱。

大头菜即芥菜，又称芜菁、芥辣、芥菜疙瘩，是芥菜的一个变
种，为根用芥菜。它质地紧密，水份少，纤维多，有强烈的芥辣味
并稍带苦味，在襄樊地区，人们还把它叫作诸葛菜，传说吃大头菜
是诸葛先生首创的。雪里蕻和榨菜也都是芥菜的一种。榨菜质地肥
厚柔嫩，口感脆辣。雪里蕻又称雪菜，是叶用芥菜的一种，具有特
殊的香辣味。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san_cheng_zi

杭白菊
桐乡素有杭白菊之乡的美誉，其所产杭白菊占全国饮用菊总量
的 9／10，还畅销港澳台以及东南亚等国，是我国传统出口名特产
品。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桐乡白菊花就以其色、香、味、形“四
绝"成为饮用菊之佳品，目前市场上优质的盒装杭白菊，冲泡后不

经腌制后的大头菜，鲜味足、香脆爽口、略带一点酸、风味独
特，它可直接生吃，也可作炒菜或浇汤，与其它菜类搭配可配比出
各色各样的各种花色菜肴，口味纯真，鲜不释口。在九八年十月举
行的九八嘉兴优质农产品展示会暨科技交流会上被评为优质产品。
目前，广大农户正在扩种面积，改进大头菜的加工技术，提高品质，
使海盐大头菜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产品成为清费者青睐的畅
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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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丰生姜
南湖区新丰镇新坊牌生姜栽培历史悠久，早在明代就已开始种
植，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近几年种植面积稳定在 3000 亩左右。
年产生姜 3000 至 4000 吨，销往江浙沪一带，是嘉兴的一个传统
产品。
新丰生姜辣度高、纤维多、耐贮藏，全身是宝。嫩姜质脆嫩，
味鲜美；老姜质坚实、辣味足、香气浓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
的调味品，烹调鱼虾时放些鲜姜，不仅味道香美可口还可去腥。此
外，嫩姜还可加工成紫姜小包装、糖水姜、干姜、姜粉冲剂及盐渍、
糖渍副食品。生姜又能入药，姜性温，味辣，能入肺、脾、胃三经，
有祛寒、发汗、镇呕、驱风、化痰等功效。

姚庄蘑菇
姚庄镇位于浙江省嘉善县东北部，东邻上海市青浦区和金山

购物好去处
台东步行街
“朝观壁画夜赏灯，购物休闲在台东”，台东商圈是嘉兴目前最
大的商圈嘉兴市台东商业步行街作为岛城五大商圈之一，东起延安
三路，西至威海路，全长 1000 余米，并以其舒适的购物环境、浓
厚的现代化气息和旺盛的人气，成为嘉兴最具特色的商业步行街。
街内现有国内外知名的沃尔玛、万达广场、百信鞋业、利群集
团、苏宁电器等各类业态的企业 245 家，涉及商业、金融、餐饮、
药品、文化五大行业。这也是全国最大的手工彩绘一条街，无论白
天还是夜晚，都人潮涌动，被称为“嘉兴的王府井”。
交通：2 路，320 路，222 路公交车，台东站下

中山路

区。姚庄蘑菇单季种植面积 1000.71 万多平方尺，年产量超过 8000
吨，是浙北地区最大的蘑菇集散地，姚庄蘑菇畅销江、浙、沪、闽
三省一市，姚庄荣获“中国蘑菇之乡”称号。

中山路是嘉兴的购物、休闲、娱乐的商业中心，一直延续至今，
而中山路的名声也日见传播，成为外地游客的购物首选地。在这里
买海产品最好到国贸商场旁边的国营海产店买，价格和品质都可以

凤桥水蜜桃

保障。中山路的地下商场，云集了各种商品，可以淘到物美价廉的
时尚潮品，是很多年轻人逛街的首选。

凤桥水蜜桃有早、中、晚熟品种，成熟期在 7-9 月，是嘉兴市
最大的水蜜桃生产基地,面积达 6500 亩, 总产量 10000 吨。
2001 年，凤桥水蜜桃获省优质农产品金奖，获嘉兴市农博会
优质产品称号。
凤桥水蜜桃果实外观艳丽，风味佳美，汁多味甜，具有独特的
香气，营养丰富，有益于人体健康。每 100 克果肉中含糖 7-15 克；
有机酸 0.2-0.9 克；蛋白质 0.4-0.8 克；脂类 0.1-0.5 克，各种维生素
含量丰富。

不过，这这里购物也要防止假货以及“乱开价”现象，要买放心
的可以去东区的精品区，价格会贵上一些（很难砍价），有时候也
许试穿，不过东西还是有保证的。如果只是普通的店，那要按照
50%~60%的比例去砍价。

即墨路小商品市场
没有品牌，有点质量，还算时尚的商品这里有不少，是年轻男
女的常来之处，一层是纽扣，太阳镜，打火机，办公用品，刀具，
手表，包装用纸的天下；二层是各种皮鞋，运动鞋和各种大包小包
钱包，特点是假冒但不是很伪劣；地下一层是各种服装和床上用品
以及内衣；地下二层是各种服装，相对地下一层要更时尚一些，还
有两间专门卖帽子的小店，帽子还是很全的。
韩国城和小商品市场连在一起，可是里面的韩国东西数量基本
上为零。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901”，缘于刚解放的时候挖防
空洞，这里是当时的 901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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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活动

嘉兴南北湖观光旅游节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集山、海、湖于一体的省级风景名胜区海盐

每年农历八月十六到八月十九，在海宁盐官举行中国国际钱江

南北湖,以山秀为特色,在每年四、五月间举行观光旅游节,进行文艺

观潮节，在继承传统观潮风俗的基础上，还举办丰富多彩的大型歌

表演、海盐民间唱腔骚子歌、地方戏表演、新景点展示、采桔等。

舞和传统民俗风情展示活动，再现了古代沿江百姓祭潮治患、喜庆
安澜的恢弘场面,每年 5 月，嘉兴南湖都将举办旅游节，有放荷花

嘉兴南湖旅游节

灯、水上拔河（抢荷花）、踏白船、划艇表演等水上游览项目。
节日在每年 5 月。有放荷花灯、水上拔河（抢荷花）、踏白船、

钱江观潮节

划艇表演等水上游览项目。旅游节期间，还举办粽子节、农民画展、
民间艺术展及摄影书画展等民间活动。

农历八月十六到八月十九 每年在海宁盐官举办的中国国际钱
江观潮节，在继承传统观潮风俗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丰富多彩的大
型歌舞和传统民俗风情展示活动，再现了古代沿江百姓祭潮治患、
喜庆安澜的恢弘场面。

连泗荡民俗庙会
秀洲区连泗荡刘公园是人们祭祀为民除蝗的刘承忠将军场所，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岁月有痕

每年除夕、清明和中秋都要举行系列民间活动，尤以八月十四日最
为隆重，江、浙、沪、皖等地民众纷至沓来，船只云集。

嘉兴粽子节

平湖西瓜灯节

嘉兴在每年初夏都会举办中国嘉兴粽子节，全国各地粽子厂家
云集，在嘉兴开展粽子文化系列活动，有粽子擂台赛、包粽子表演、
百粽宴、参观粽子博物馆和龙舟赛等民俗活动。

西瓜是平湖的著名特产,每年 6 月份都要举行大型旅游节庆活
动,用九彩龙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表演来庆贺西瓜丰收。同时在
关帝庙商城和九龙山开展商品交易会,举办尝瓜、游园、登塔、等
活动。

嘉兴南湖船文化节
嘉兴南湖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从七一前夕到中秋举行中国嘉兴

西塘旅游文化节
节日在每年的农历四月 节庆期间有“四月初三”西塘民间庙

南湖船文化节,主要旅游活动有南湖采船游、荷花灯会、踏白船、

会、西塘风情摄影展、杜鹃花展、嘉善黄酒传统工艺陈列和美食展

抢荷花、古运河逍遥游及旅游商品展示展销活动。

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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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贴士

安全问题
1

行前准备

话，酒店名称等，以备不时之需。
2

1

证件：出游时请随身携带有效证件包括身份证，以备不时

3

衣物：

春天：长袖衬衫、毛衣、夹克，最好准备一件薄外套。

4

鞋子要以舒适的运动鞋、平底鞋为宜。最好不要穿新鞋出

游。

晚上出游一定要结伴同行，并提前通知导游，留下联系电

话。不要到偏僻黑暗的地方，不随便与陌生人搭讪。
5

搭乘船只、缆车等任何交通工具时，请听从领队或工作人

员的指挥，依序上下勿推挤或超载。
6

冬天：有寒潮，着棉袄，戴手套围巾为宜。
3

在景区游玩时请警惕闲散游荡人员，帮忙拍合照时要时刻

注意物品安全。

夏天：短袖衣物即可，但是夏季多雨记得带好雨伞。
秋天：和春天相似，早晚温差较大，建议还是准备好薄外套。

请注意保管好随身物品，在酒店注意不要随便让陌生人进

入房间，贵重财物寄存在宾馆前台。

之需。
2

请记住当地旅游车的颜色、车型、车号及导游的名字、电

旅游摄影时，请注意安全，勿到有危险的地区拍摄或攀爬。

常用电话
旅游投诉

4

药品：游客可根据自身的需要携带常用感冒药、消炎药、

肠胃药、晕车药、创可贴等，夏天还要带备防蚊虫的风油精、花露
水。

嘉兴市旅游投诉电话：0573-96118
航空
民航嘉兴问询电话：0573-2085334
铁路

5

现金、银行卡：带备足够的现金，出游时财物要分开放。

6

其它物品：手机、相机、充电器、存储卡、伞以及常用洗

漱用品。

公路
嘉兴汽车站问询电话：0573-2081660（西站）、2217777（北站）
公交车

当地资讯
1

嘉兴火车站问询电话：0573-2072205

气候：嘉兴市地处北亚热带南缘，属东亚季风区，冬夏季

风交替，四季分明，气温适中，雨水丰沛，日照充足，具有春湿、
夏热、秋燥、冬冷的特点，因地处中纬度，夏令湿热多雨的天气比
冬季干冷的天气短得多。

嘉兴市公交公司服务质量投诉电话：0573-2222587
出租车
嘉兴市出租车投诉电话：0573-96520
嘉兴市秀城区、秀洲区出租车叫车电话：0573-95838；1390573000
嘉兴市平湖出租车叫车电话：0573-5333333；0573-5530666
嘉兴市海盐出租车叫车电话：0573-6111111；0573-6033333；
0573-6022111

2

景点：嘉兴南湖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风光旖旎，四季

宜人。西塘是江南六大古镇之一。
3

特产：五芳斋粽子、南湖菱角、余新蜗牛、平湖糟蛋、平

湖西瓜、桐乡檇李、平湖元青豆、西塘八珍糕、海宁皮革。
4

购物：在当地购物，为了维护您的切身利益，记得索取正

规发票，如实在没有发票的，建议您不要购买。

嘉兴市海宁出租车叫车电话：0573-7222111
嘉兴市桐乡出租车叫车电话：0573-8106666
嘉兴市嘉善出租车叫车电话：0573-4182222；0573-4263333；
0573-4033000
医院
嘉兴市第一医院电话：0573-2082937
嘉兴市第二医院电话：0573-208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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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制作者
本攻略由欣欣旅游网打造，并将定期更新，最新版本请关注欣欣旅游网嘉兴攻略！如有批评建议，
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周边攻略推荐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欣欣旅游网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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