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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乘坐乌篷船游览水乡风情的时候，切记要小心，一船只能乘坐
三名游客，上船后要坐稳，不要因为看到出色的风景就过于激动，
站立起来或指手画脚，这样会使船颠簸不稳，比较危险。
2、个别景点会出现一些手提肩背，过分殷勤兜售的小商贩，他们
出售的商品多数不够正宗，存在一定的质量隐患，最好小心选购。

特价酒店

者或者作者发现自己作品被使用，请及时向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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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9073616、空间旅行者、水之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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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做的事
1、跟着教科书回味每个“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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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走街道，体味古镇绍兴的闹与静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空间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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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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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内涵。

6、咪酌黄酒，醉于“汆筒热老酒

3、听越剧，领略水戏台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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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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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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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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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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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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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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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戏。

白墙的酒家里，尽在眼底穿过的小河和乌篷之上……

4、赶早市，买土货，看淳朴古城生活

7、感受乌篷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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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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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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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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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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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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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早间的集市。带乌毡帽的菜农在吆喝声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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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台门.民居.名人故居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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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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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绍兴
绍兴地处浙江中北部，下辖越城区，绍兴县，诸暨市，上虞市，
绍兴县包括了整个越城区，而绍兴的老城区和柯桥板块是绍兴旅游
的重点区域，胜利西路和 104 国道是老城区通往柯桥的两条主要
干线，中间仅 10 公里距离，所以，绍兴是个县市一体的城市。
越城区以环城河以内称作老城区，整个老城区从北到南 4.8 公
里，从东到西 5.6 公里，主要以鲁迅故居等一系列名人故居景点为
主。
柯桥是绍兴发展新区，位于老城区西面，西距人间天堂杭州仅
30 公里，沪杭甬铁路、高速公路、104 国道横穿境内，交通区位

甚为优越。拥有亚洲最大的布匹集散中心--中国轻纺城，
现成为浙江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主要以柯岩风景区为代
表等一系列人文，山水为主的大景区。

越王勾践建立的"越池”
绍兴历史悠久，名人辈出，景色秀丽，物产丰富，素称“文物
之邦、鱼米之乡”，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春秋战国时，越王
勾践建都绍兴，卧薪尝胆时，“越池”一度成为我国东部政治文化
中心。汉代置都稽州，隋朝改称吴州，唐朝又改称越州，南宋时改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空间旅行者

为绍兴府，沿袭至今。
名人辈出
“悠悠鉴湖水，浓浓古越情”
。绍兴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
一，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之一，是著名的水乡、桥乡、酒乡、书

银项圈的玩童；迈进咸亨酒店，你可以尝尝正宗的茴香豆；回到乡
间，去看一场传统的社戏……
江南水乡

法之乡，绍兴出名人，是鲁迅、周恩来、竺可桢、秋瑾、王羲之、

绍兴就是这样一座地方色彩很浓的著名水城。

陆游、蔡元培、马寅初等名人的故乡，毛泽东主席称绍兴为“鉴湖

悠悠古纤道上，绿水晶莹，石桥飞架，轻舟穿梭，有大小河流、

越台名士乡”。

桥梁 4000 余座，构成典型的江南水乡景色。东湖洞桥相映，水碧
于天；五泄溪泉飞成瀑，五折方下；柯岩石景，鬼斧神工；兰亭以

鲁迅故里
一代文学巨擘鲁迅的许多作品中都反映了绍兴文化浓郁的地
方性色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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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而被称为书法胜地；沈园则因陆游、唐琬的
爱情悲剧使后来者嗟叹不已；此外还有唐代纤道，南宋六陵，明清
石拱桥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绍兴风土人情，以乌蓬船、乌毡帽、乌干
菜为代表，令人仰慕神往。
寻访一个个功垂万古的名人，或许会让你沾上一些灵气。

化的怀旧之旅，站在河边，你可以看到戴着小毡帽的船夫以及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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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推荐
绍兴景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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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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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走走就到了，也不需担心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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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藤书屋 → 府山公园：在凰仪桥站乘坐 36 路到市城建大楼站，
步行到府山公园
府山公园 → 秋瑾故居：旅游观光巴士西线到新侨饭店下车步行到
秋瑾故居
秋瑾故居 → 鲁迅故里：坐 15 路公交到鲁迅故里站，步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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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

附近会有很多的餐厅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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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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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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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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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景点，去咸亨酒店转
转，找寻一下教科书中的孔乙己。
交通
咸亨酒店 → 东湖：步行至绍兴剧院站，乘坐 1 路车在东湖景区站
下车
东湖 → 鲁迅故里风景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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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空间旅行者

午饭

可以在咸亨酒店享受美食，这是很多人在绍兴必去的餐馆。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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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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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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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故里风景区 → 会稽山风景区 → 蔡元培故
居 → 周恩来纪念馆 → 东湖景区

鲁迅故里风景区 → 咸亨酒店 → 古玩广场 →
沈园 → 仓桥直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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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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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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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鲁迅故里风景区 → 会稽山景区：在鲁迅故里站乘坐 10 路公交车
在大禹陵站下车
会稽山景区 → 蔡元培故居：乘 2 路车在咸亨医院下车步行至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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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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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故居 → 周恩来纪念馆：乘 117 路车在市妇保院站下车，

街

步行前往
周恩来纪念馆 → 东湖景区：乘坐 117 路车前往东湖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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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
鲁迅故里景区、东湖景区附近有很多餐馆可以选择，所以不用担心。

上在仓桥直街随便找家餐馆就可以，附近餐馆也不少。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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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欣推荐线路

鲁迅故里三味书屋沈园兰亭东湖【免费
接】120 元起

立即预订

杭州到绍兴兴一日游
100 元起

立即预订

降雪量绍兴柯桥乔波滑雪场门票预订
128 元起

立即预订

>>更多线路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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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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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交通
飞机

汽车
>>更多打折机票信息

>>更多汽车时刻信息

绍兴有汽车东站，汽车西站，轻纺城汽车站，客运中心，即 4 个长

绍兴距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仅 30 公里，绍兴市解放南路 35 号通联

途汽车站。

民航票务中心出售杭州发往各地机票。柯桥距离萧山国际机场仅

绍兴汽车东站主要发往——嵊州 ，新昌 ，上虞 ，崇仁

20 公里。柯桥金昌商务大厦内有出售杭州发往各地机票。
绍兴汽车西站主要发往——义乌，金华 ，诸暨 ，丽水 ，衢州 ，
机场大巴—绍兴、柯桥

常山 ，兰溪

机场发车时间：06：20—18：55

轻纺城汽车站和客运中心发往全国各地和浙江各地都有车，轻纺城

柯桥发车时间：06：20 ；08：25 ；09：15； 10：05 ； 11；

汽车站发往杭州，上海，义乌等班次较多。

45 ；12：35 ；14：15；

绍兴市客运中心问讯热线：0575-88022222。 轻纺城汽车站问讯

15：05 ； 15：05 ；16：45 ；17：35； 18：25； 18：55

电话：0575——84119222

绍兴发车时间: 08:30—18:30，每隔一小时一班 。

绍兴汽车西站电话：0575——5151026

绍兴上车地点：王朝大酒店门口
柯桥上车地点：柯桥金昌商务大厦（镜湖宾馆旁）门口
票价：柯桥每位 20 元 绍兴每位 30 元
绍兴至杭州机场专线大巴咨询电话：0575-85135301 / 0571－

绍兴汽车东站问讯

电话：0575——8644350
长途汽车小贴士：
上海沪太路长途客运站（ 票价：75 元/张，全程 3 个半小时左右）
上海长途客运南站（全程 230 公里，车程 3 小时左右）
。
返程：轻纺城汽车站每天发往上海的班车非常多，平均每 50 分钟

86662539
通联民航票务中心（解放南路 35 号）订票电话：0575-85111382

左右一个班次，发车时间为每天 6：15 到 19：25 之间，全程 230
公里，票价 80 元/张，咨询电话 0575-84119222。

柯桥国际国内机票订票中心（金昌商务大厦内）订票电话：
0575-84078660；84093664

自驾车
火车

>>更多火车时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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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甬铁路横贯市境，绍兴西至杭州 50 分钟，东到宁波 1 小时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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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钟。宁波始发的所有列车都经停绍兴站。在绍兴可预订杭州、上

收费 20 元，嘉善-枫泾段收费 10 元，枫泾-莘庄段收费 30 元。
（价

海始发全国各地车票，订电话：0575-88812345，绍兴火车站问

格仅作参考）

讯电话：0575-88022584。
火车小贴士：
上海火车南站（全程 224 公里，车程约 2 个小时左右，票价为-硬
座 69，软座 83。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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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程：上海火车南站每天有 8 班次发往绍兴的班车，车程 3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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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杭甬高速—绍兴出口，总行程约 58 公里，车程 50 分钟。

景点介绍

南京出发

鲁迅故里风景区

南京—沪宁高速—宁杭高速—杭甬高速—绍兴出口，总行程约 360

了解鲁迅故里

公里，车程 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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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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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苏嘉杭高速—杭甬高速—绍兴出口，总行程约 185 公里，

生活、学习、工作的地方。

车程 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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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交通

的西厢房，新近恢复的周家新台门、长庆寺、土谷祠、静修庵等与

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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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公交信息查询

火车站始发的公共汽车：1 路（往东湖）、2 路（往大禹陵、香炉峰）
，
7 路（往鲁迅故居）
小贴士：通常起价 1 元，空调车起价 2 元，通常是有人售票，绍兴
公交车大部分是分段收费，最高全程车费大概是 5 元左右，603 路
公交车是直接连接鲁迅故居和柯岩风景区，大香林等景点的一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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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交旅游专线。通常老城区内的公交车收班较早，而老城区到柯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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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班车大概晚上 9 点半才收班，班次较多，比如：5 路，88 路，

接打的，一般都在起步价，经济快捷。

66 路，613 路等，车费大概 2-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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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车
起步价 7 元（2.5 公里），超 3 公里后每公里 2.2 元。起步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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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到达。鲁迅故居到柯岩风景区打车大概 10 公里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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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轮车
通常起步价 5 元，比出租车便宜 1 元——2 元左右。

乌篷船
越城区内 40 元/半小时，瓜渚湖 10 元/人/半个小时，安昌古镇 10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水之韵 2

元钱/人/半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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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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4A 级景区，包括了柯岩——鉴湖——鲁镇三大风景区为一
体。集合了绍兴的石文化，山水文化，人文风景，鉴湖景区是《大
唐双龙传》，
《新白娘子传奇》内地版等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地，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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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票可以免费坐画舫，品黄酒。近年来，柯岩开发了莲花听音、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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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岩、三聚同源、越女春晓、镜水飞瀑、越中名士苑等新景点，成

公交车或打的。

为绍兴旅游的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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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玩景点

兰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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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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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在这里进行，如抢亲、祝福大典等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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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照寺】唐式风格建筑，合缘壁、钟楼、财神殿、弥勒殿、大

系。关于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有一个关于“太”字的故事，而王

雄宝殿、手印山、罗汉院、龙腰池、气势恢弘。园内罗汉院有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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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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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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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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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城区可以乘坐 3 路；303 路到达，柯桥阳光庭院站——617 路

八卦台、文昌阁等景观。

—兰亭镇，然后步行或者人力三轮至风景区。

【鲁镇】鲁镇在中国地图上是找不到的，鲁镇是鲁迅小说《祝福》、

小贴士

《孔乙己》、
《社戏》等虚构的地方，而今的“鲁镇”是绍兴柯岩景

去兰亭可以选择热天，此时的山间凉爽宜人，还有水上餐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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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尝绍兴的特色菜，价格不贵。有各种刻有书法作品的石镇纸，尤

含着旧时绍兴城镇的民俗风情、建筑风韵等，可以说是绍兴水乡的
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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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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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1806907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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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稽山风景区 大禹陵 东湖 沈园

沈园的词
要不是陆游和唐琬的千古绝唱，一处江南随处可见的私家园林

门票
成人票 门市价130元

也许不会如此游人如织。看沈园，说透了就是去看那堵刻有《钗头
凤》词句的断壁，和这一对苦恋着的人儿留下的足迹和泪痕。

主要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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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园原本是南宋越州沈氏的私家园林。遥想当年，陆游亦不过
是沈园的游客罢了，开始是与唐琬一起来的，采了菊花，弄了菊枕，
后来却是离异后沈园偶遇的无限怅然，陆游所有的爱意和伤心都留
给沈园了。从入口处的“断云岩”、
“诗境石”
，到园中的“问梅槛”
、
“春水亭”，哪个不是出自陆游的诗句或源于他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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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八百年沧桑，沈园被彻底地翻修遍了，留下的古物唯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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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古井而已。不过，到这里的人都宁愿相信这块断壁依然是当年陆

才使得民族得以生息。

游和唐琬写词的断壁，边上黄色腊梅的一缕缕清芳，亦曾被唐琬闻

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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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交通：

门山”。湖上有石桥9座，横卧其间，将湖分成3片；有陶公、仙桃

位于浙江省绍兴市鲁迅路 318 号，从火车站乘 7 路车或旅游

两洞，皆可通舟。山水相融，洞窍盘错，凿自人工，天然成趣。湖

观光巴士东线直达。离咸亨酒店和鲁迅纪念馆都不远，打车起步价

畔还有香积亭、饮渌亭、听湫亭等点缀风景。湖西有“陶社”，为

内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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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时间：7:00 - 17:00
电话：0575-88064863
门票：30 元（含绍兴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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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1806907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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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昌古镇
在绍兴以西十几公里有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水乡古镇——安

交通
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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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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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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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到诸暨，平均 10 分钟一班车，票价 19 元，下车后换到草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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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车到小百货下再换 57 路即到。

正是由于它的默默无闻才促使我更愿意走进它，去了解它。
自驾车
最佳出游时间 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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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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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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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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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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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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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泄风景区，全程 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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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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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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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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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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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暨五泄
游览五泄，一般从青口进入，古人云："五泄名山青口锁，到
此看山山便可"。沿公路前行，路旁曲溪青流，远处便是叠石岩。
它壁立数十丈，层层叠叠如彩屏。再前便是称作"五泄湖"的水库，
其弯弯曲曲，长 2 公里许，犹似一条绿色的绸带飘浮在群山之中，
颇有富春山水的风采。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zhangxiaoyan

吼山风景区
二千四百年前，越王句践实现雪耻复国大业的重要根据地之
一。这里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古越青瓷窑址；宋代爱国大诗人陆游先
祖三代，筑屋建寺、世居于此。历经千年的开山采石，形成山、水、
洞、潭、佛等多元而奇特的景观。
门票

40 元

交通
门票

成人票 门市价 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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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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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在绍兴住宿十分方便，建议选择一家具有江南特色的酒店，或者住在位于市中心鲁迅中路一带，不论是出行交通，还是休闲餐饮都很方便。
这一带除了有像咸亨大酒店一类的星级酒店，也有不少性能价格比都较好的小旅舍。星级宾馆一般价格在 300 元左右，卫生条件不错的小
旅馆价格在 20～40 元/床。

简介：绍兴莫泰 168 连锁酒店（中兴北路店） 顾客点评：一个人背包，手机下的订单，
是经济型连锁酒店，毗邻绍兴市客运中心、

QQ 房。下了火车，直接打车去的酒店，

火车站、鲁迅故里，酒店十分便利，是商务

起步价 7 元，就在路边，醒目好找。酒店

洽谈，小型聚会和娱乐休闲的理想下榻场所。 门口就有公交车站，交通便利。前台服务
人员很热情，有耐心（退房后，前台可以

绍兴莫泰 168 连锁酒店（中兴北路
客运中心店）

免费寄存行李）。进了房间，房间比我想
欣欣价：104 元起

>>立即预定

象的要大一点，我就一个人，很合适，要
是两个人住也绝对没问题。卫生不错，床
上用品没感到不舒服。…更多

简介：绍兴玛格丽特酒店位于绍兴国际广场

顾客点评：我定的是豪标，之后加一张床，

玛格丽特商业中心西侧，近城市广场和绍兴

客房是标准的公寓套房，温馨；有四十几

火车站，环境舒适优越，交通便利。

平米，地处火车站正对面，有免费地下停

欣欣价：298 元起

>>立即预定

车场，方便；唯独一点退房拍挺长的队，
有些费时。…更多

绍兴玛格丽特酒店
简介：绍兴如家快捷酒店（摩尔城店）位于

顾客点评：酒店位置还不错，闹中取静的

绍兴城西辕门桥西侧，毗邻绍兴火车站、汽

感觉。门口正好是个古城楼，呵呵

车西站及 104 国道，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
利。

顾客点评：周边无商业，适合自驾游，离
火车站 1 公里，鲁迅故里 3 公里，地理位

欣欣价：151 元起

>>立即预定

置比较适中，性价比高。…更多

绍兴如家快捷酒店（摩尔城店）
简介：绍兴锦·阳光大酒店位于城南大道与二

顾客点评：自駕遊去的，老的導航沒有這

环西路交叉口，邻近鲁迅中学，地理位置优

酒店，打了前臺電話，服務很好，就找到

越，酒店交通便利。

了，酒店保安很負責，停車很方便，酒店

欣欣价：140 元起

>>立即预定

的衛生有瑕疵，和值班經理溝通后，得到
了圓滿的解決…更多

绍兴锦·阳光大酒店

>>更多酒店预订信息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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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绍兴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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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绍兴菜肴霉干菜烧肉可说是绍兴当地最有名的家常菜，另外酱

汁浓。

制菜肴也是小有名气，如酱鸭、酱鹅、酱菜等。许多在绍兴人眼里
看起来土得掉渣的绍式传统菜，如今已成为绍兴流行饮食的“香饽

推荐地二：“一石居”小饭馆

饽”。凡是绍兴的本地菜馆，都把这些绍式名菜作为“当家菜”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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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品尝的菜式有：白鲞扣鸡、银丝响铃、虾油浸鸡、珍珠文武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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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菜焖肉、霉苋菜梗、霉千张、鲞冻肉、扎肉、糟鸡、醉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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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小吃
【绍兴老酒】绍兴老酒品种颇丰，有元红酒、加饭酒、善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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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雪酒、花雕酒等，其中的古越龙山牌加饭酒和绍兴花雕坛酒最为

国开了很多连锁店。

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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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腐乳】当地人叫“霉豆腐”，又有“素扎肉”的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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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块正方见角，质地松酥细腻，味道咸鲜适口，不失传统的酿造风

状，入口即化。油炸的更便宜，每个路边手推车都有，1 元 1 串，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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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霉干莱】绍兴霉干莱分为白菜干、油菜干和芥菜干三种，
味道鲜美要数芥菜干，芥菜干又以“百脑芥菜”的品种腌晒干莱为
上乘。其味隽美，开胃增食。夏天，用霉干菜配上一撮嫩笋干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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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有生津止渴，解暑防痧，恢复体力的功能。
【绍兴香糕】是清朝皇宫的八大贡品之一，早有“进京香糕”
之美誉。用精白粳米磨成米粉，配上适量的中药丁香、砂仁、白芷、
豆蔻、大茴和研成粉未的食用香料，再拌以纯白沙糖，和粉成型后，
放到白炭火上烘焙而成。
【香榧】有化痰、止渴、清肺润肠.消痔等功能，香榧果衣还
可驱蛔虫，故食用时不必细加去衣。吃香榧有讲究，每颗香榧上有
两只“眼睛”
，吃时无需用嘴咬开果壳，只要用拇指和食指按着“眼
睛”一捺，硬壳便开裂。
【平水珠茶】其外形浑圆紧结，色泽绿润，香味浓郁，经久耐

台门美食小吃

泡，被嗜茶者赞叹为“江南第一名茶”。

推荐地一：台门面馆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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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越窑青瓷】越窑青瓷具有瓷釉晶莹锃亮、瓷质坚薄的特点，被古

口中留香之物：绍兴老酒、绍兴茴香豆、绍兴腐乳、绍兴霉干菜

件真正的秘色青瓷，可说是凤毛麟角，价值连城。

心中风雅之物：纸扇、会稽越砚、绍兴兰花、越窑青瓷、乌毡帽

【乌毡帽】戴乌毡帽是绍兴人的一个鲜明标志。现在生产乌毡帽的

购物推荐：

主要原料是羊毛，易浸水，不易沾上污泥，戴在头上能遮风、挡雨，

解放路上有些超市你可以选择一些特产，柯桥沃尔玛是推荐购物的

人赞美为“类冰似玉”。由于民间流传极少，故现今如能收藏到一

翻边处还用作夹烟、放钱。

地点，价格便宜也正宗，柯桥步行街，淘宝城，晚上很热闹繁华，

主要购物场所

可以淘到很多可心的东西，买特产的话可以选择在安昌古镇也比较

1、绍兴市区有很多超市，像黄酒、茴香豆、酱豆腐这样的当

便宜。

地著名土特产在超市和酒类专卖店里可以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到。
2、鲁迅广场对面的古玩市场非常值得一逛。古色古香的石牌
坊，里面长长的石板街，依着水，一家家玲珑的小店，可以看到古
朴精致的古玩、有些年月的字画，后来还有了邮、币、卡交易市场。
更有味道的是还保留了早先花鸟市场的部分，清晨前往或许可以买
到上等的兰花。
3、绍兴市郊遍布着很多大型专业批发市场，其中影响较大的
有柯桥镇的中国轻纺城，嵊州市的浙东服装领带市场，以及诸暨市
全国最大的珍珠市场等。

娱乐
【纸扇】绍兴纸扇分黑白两类，黑纸扇品种有“全棕”
、
“毛全
本”、
“早棕本”、
“二全本”等；白纸扇有“宣纸水磨”、
“白纸竹骨”、
“彩印竹骨”等。“全棕”黑纸扇扇骨细密，40 支以上为精品。
【会稽越砚】用会稽山区平水一带的绚丽奇石制成，使用稠润
细腻，呵气成云，磨墨无声，就水研墨似漆，发墨不损毫颖。
【绍兴兰花】绍兴为兰花世家的集居之地。每当早春时节，漓
渚花圃和棠棣花圃兰花竞开，其中“绿云”、
“宋梅”、
“圆蝶梅”尤
为兰花之绝品。
【绍兴鹿鸣纸】呈米黄色，质地薄而轻，松软、细腻。它是做
褶扇的原料，习字学画的理想用纸，又是东南亚各国做锡箔、抄写
佛经的必需用纸。
【绍兴丝绸】白居易曾作过《缭绫》一诗，盛赞绍兴丝绸之精
美。这里出产的白厂丝、绢丝、打线丝、丝绸服装，琳琅满目。

节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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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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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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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葡萄节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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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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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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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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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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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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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俗
端午风俗
端午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端午节这天，人们以菖蒲作宝剑，

绍兴传统服饰文化
当地农村妇女的传统服饰，具有浓郁的水乡风采。 上街、走

艾草作鞭子，蒜头作锤子，挂在门口，认为这样可以吓退蛇、虫、

亲、下田……妇女喜欢系上一块花毛巾或蓝布包头，身穿大襟衣服，

病菌，斩除妖魔。这个风俗，在不少老绍兴心中还保留着。

腰着百褶小围裙，背后垂下两条及膝的彩带，带头上还缀有红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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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裙下一条上青布裤，脚穿绣花滚边圆口布鞋。这就是地道的水
乡周庄农村妇女的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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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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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水之韵 2

嫂，就是鲁府的太太、小姐们也是被剥夺祝福资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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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贴士
绍兴风情方向标

着不得违规收费，表扬一下，不过虽然都不收费，但是质量也还是
有很大差别的，有的很干净，有的很难忍受。
2、绍兴的公交车都没有空调车的，大热天有点难耐。
3、绍兴的公车站很好，来回的车站基本上就是对面的，很容

1、坐上乌篷船，在极窄的扇棚下，嚼着茴香豆，呷口绍兴加
饭酒，听着船头潺潺水声，悠然无限，亲身感受“山阴道上行，如

易找，不容易坐错方向。而且一般的车都是一元的，到郊区的，比
如到安昌、柯岩，是按路程来决定票价的。

在镜中游”的欢娱。
4、绍兴是个不大的地方，只有一个市中心，一个麦当劳，一
2、除了在东湖景区内可以尽情享受外，市区内乘坐乌篷船一
般在鲁迅故里或沈园门前上船，40 元/半小时，沿着绍兴城里的河

个肯德基，一个必胜客，一个家乐福，反正就是什么店基本上都只
此一家的。步行逛完整个市区也不会太累。只要天别太热。

道游览，可以经过八字桥、仓桥直街(老街)，城市广场等景点。如
果购买了鲁迅故里和沈园的联票，可以赠送两点之间的乌篷船游
览，如果单独乘坐这一段路程，需要 5 元钱。
3、傍晚还可以尝试夜游环城河，顺流而去，岸上粉墙黛瓦，

5、地图上的绍兴看上去很大，路很长，但是实际走走很近的
距离，别被地图上的距离吓坏了，走走都能到。
6、鲁迅故里的各个景点下午 16：45 分就停止售票了。

圆洞曲径，花丛柳影，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环城河约 12 公里，

7、在鲁迅故里的那条街上有很多拉生意的三轮车，说是要带

途经绍兴城区的主要景点，有 27 座桥横跨两岸，需历时一个半小

游客逛以前鲁迅真正住的地方，20 元一个人，当时差点动摇，好

时，价格为 30 元/人。

在爸爸坚持不要。后来才发现，他们带你逛的就是仓桥直街，个人

4、当然，绍兴的也有酒吧一条街，位于市中心的保佑桥直街。

特别提醒
1、绍兴的人文历史根源十分厚重，每个细节都需要仔细品位，
方能大有收获。行前最好先阅读一些相关的资料文献，或翻阅一些
名人的大作，将非常有利于深度的游览。
2、乘坐乌篷船游览水乡风情的时候，切记要小心，一船只能
乘坐三名游客，上船后要坐稳，不要因为看到出色的风景就过于激
动，站立起来或指手画脚，这样会使船颠簸不稳，比较危险。
3、绍兴的土特产非常丰富，但是个别景点会出现一些手提肩
背，过分殷勤兜售的小商贩，他们出售的商品多数不够正宗，存在
一定的质量隐患，最好小心选购。

个人经验分享

觉得还是自己走走比较有感觉。
8、咸亨酒店是买卡充值，然后消费的，建议三人充值 100 元，
两人 50 元也就差不多了。当然最后卡和卡内余额都是可以退的，
10 元押金也退的。
9、推荐奶油小攀，类似蛋塔的东西，鲁迅故里那里卖五元两
个，仓桥直街那里卖一元一个，差距啊，而且还是仓桥直街那儿卖
的比较大只，堆的比较高。至于味道，只尝过仓桥直街的，觉得味
道不错的。
10、、原来在鲁迅故里那条路靠近咸亨酒家的那一头有一座鲁
迅先生的站立像的，很挺拔，很有气势，可以拍拍照。
11、沈园分三块地方，其中一块是当时陆游住过的，另外两处
都是人工搭建的，一个作为了陆游收藏馆，还有一处是放着陆游的
钗头凤的石碑。
12、小黑面包车可以坐，不过一定要砍价，不然还不如坐公车。

1、绍兴基本上满大街的厕所，还都是免费的，厕所门口还写

13、绍兴基本上每个旅游的景点里都有坐乌蓬船的，船其实也
差不多，不过价格好象差的蛮多的，感觉是柯岩的比较便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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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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旅游攻略！如有批评建议，请
至我有建议留言。

周边攻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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