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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C19 今日烟台

相约六大古镇

三三月月吹吹起起““江江南南SSttyyllee””
三月，旅行开启“江南style”。在青石板上踏行，领略古镇风韵；在花海

中驻足，享受纯美时光；在老街上小憩，品味古朴宁静；在河边驻足，感受静
谧祥和……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动心了？本期《攻略》就带大家走进江南六
大古镇，享受那份醉人的江南风韵。

简介：同里位于江苏省
吴江市东北部，距上海80千
米，距苏州20千米，是一个
具有悠久历史和典型水乡
风格的古镇。

同里镇外四面环水，镇
内由15条河流纵横分割为7

个小岛，由49座桥连接。家
家临水，户户通舟；明清民
居，鳞次栉比；宋元明清桥
保存完好。同里以“醇正水
乡，旧时江南”的特色闻名
于世，著名景点“退思园”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同里处于泽国
河网之中，历史上交通不便
而少有兵燹之灾，古建筑保
存较多，是江苏省目前保存
最为完整的水乡古镇之一。

交通：在苏州、无锡、上
海、杭州、宁波等地都有旅
游专线直达同里。其中，以
苏州市内汽车站最为便利。
景区内有人力三轮车、游
船、电瓶车。步行是好选择。

最佳季节：3-5月，春季
最佳，四季皆宜。同里是典
型江南水乡，气候宜人，无
寒冬酷暑。春季烟雨绵绵，
夏季气温稍高，但在此时有
许多民俗活动，如六月下旬
的闸水龙、七月末的烧地香
放水灯、八月初的铜铜鼓
等。秋季古镇桂花飘香，秋
高气爽，天蓝如画。冬季也
不冷，游人少，更能体味古
镇寂美，可来此晒晒太阳，
享受闲散时光。

简介：甪(音：Lù)直镇位
于苏州市东南部，曾被费孝
通誉为“神州水乡第一镇”，
以水多、桥多、巷多、名人多
而著称，更因塑壁罗汉和水
乡妇女服饰闻名天下，有
2500年的文明历史。古镇区
原有宋元明清时期各式石桥

“七十二顶半”，现尚存四十
一座，素称“中国古桥博物
馆”。古银杏也是一大特色。
以卵石及花岗石铺成的街道
两旁为黛瓦白墙、木门木窗、
宽梁翘脊的古建筑，多为明
清时代所建。有58条巷子，最
深达150米，较罕见。

交通：可乘火车先到苏
州或昆山，然后前往甪直；

或乘飞机前往上海虹桥机
场、浦东机场，乘开往苏州
的大巴，途经甪直，约2 . 5小
时；苏州、上海、杭州均有公
交车可抵达甪直。镇内交通
工具为观光三轮车，起步价
2元，送到各景点。

最佳季节：3-5月和9-
11月最佳。春季桃红柳绿，
仿若画中游，4月会有水乡
服饰文化节。秋季不仅气候
温和，可赏古镇银杏，也正
值丰收时节，可一尝“鱼香
藕脆菱角肥”。夏季气温较
高、潮湿，但水乡建筑美不
变；冬季游客少，可来晒太
阳，若逢下雪之日，也别有
一番滋味。

简介：中国第一水乡古
镇，历经900多年沧桑，仍完
整保存着原来的水乡集镇
的建筑风貌，全镇百分之六
十以上的民居为明清建筑，
有近百座古典宅院和60多
个砖雕门楼，最有代表性的
当数沈厅、张厅。周庄的水
道有的可以直接通到宅院，
主人足不出户就可以上船。
周庄古桥多，知名度最高的
就是“双桥”，周庄还保存了
14座各具特色的古桥，它们
共同构造了一幅“小桥、流
水、人家”的水乡风景画。

交通：周庄面积很小，
没有机场。去周庄一般选择
乘火车或大巴先到上海、苏
州、昆山、南京，然后转乘旅
游专线或班车，十分便捷。
也可以选择自驾的方式。周
庄内部交通相对便捷，有游
船可以乘坐。

最佳季节：四季皆宜。
如果夜宿周庄，一定不要错
过周庄的黄昏和清晨，小桥
流水，那时的周庄呈现给人
的是更古朴、真实的美。来
一碗阿婆茶，听上一曲昆曲
更是惬意。

简介：西塘古镇位于江
浙沪三省交界处的浙江省
嘉善县，作为中国首批历史
文化名镇，国家4A级景区，
已被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
产预备名单。

西塘“桥多、弄多、廊棚
多”，临河而建的沿街廊棚
最为吸引人，除此之外景区
内多处保存完好的明清建
筑群，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
观赏性。西塘是个平民化的
小镇，没有周庄的繁华，没
有南浔的富甲之态，没有浓
厚的商业氛围，但其独特魅
力令留宿旅者陶醉。

交通：这里没有机场和
火车站。可乘飞机取道杭州
及上海的机场。火车、汽车
均可先到嘉善，再转大巴车
至西塘，大约20分钟。西塘
古镇内部主要是步行游玩，
也可以乘木船游览。

最佳季节：3-4月最佳。
春季在雨中漫步西塘赏樱
花非常惬意；夏天较炎热，
不过走在烟雨长廊可免受
日晒，而且可品尝此时才有
的特产“六月蟹”；秋天桂花
飘香；冬天也别有一番风
味，可与水乡人民一起体会
古镇春节的味道。

简介：乌镇位于浙江省
桐乡市北端，素有“鱼米之
乡，丝绸之府”美称，具有六
千余年悠久历史。

作为典型的江南水乡，
乌镇完整地保存着原有晚
清和民国时期水乡古镇的
风貌和格局。乌镇的东栅景
区主要聚集了老街传统的
居民区和作坊区，你可以选
择上午游览东栅，感受古风
犹存的民居格局，中午在传
统小吃一条街品尝风味小
吃。下午则可以去聚集商铺
区的西栅逛逛。乌镇是“百
步一桥”，现存30多座桥。此
外，乌镇有许多地方特产，
如乌锦、丝棉、篦梳、蓝印花
布、湖笔等。

交通：乌镇周边没有机
场和火车站，可乘飞机抵达
上海虹桥机场、浦东机场或
杭州萧山机场；亦或乘火车
抵达桐乡站，转乘汽车即可
抵达乌镇。长途汽车十分便
捷，上海及浙江省内均有车
到达。亦可自驾前往。乌镇
内交通主要以公交、出租车
为主。大多数游客会选择步
行和游船游览。

最佳季节：3-5月最佳。
气候宜人，无寒冬酷暑。春
季，春雨和薄雾笼罩在古城
之上，使水乡景致更添几分
韵味，极有诗情画意之感。
冬季也不冷，游客较少，不
用担心拥挤，可以更好地细
细品味江南小镇的风韵。

简介：南浔位于浙江省
湖州市北部。拥有小莲庄、
嘉业堂藏书楼、独具江南风
情的明清古建筑群百间楼
等一批历史遗存。景区没有
太多的现代商业喧嚣，原生
居民的生活状态始终未改。
张石铭旧宅是江南巨富、南
浔“四象”之一张颂贤之孙
张均衡所建的大宅院，是江
南罕见的基本保持明清历
史旧貌的豪门巨宅之一，被
称为“江南第一民宅”。

交通：乘客车最便捷。
也可选择自驾。从杭州市区
到南浔约113公里，1小时40

分钟可达。也可坐飞机到杭

州再转车，或乘火车先到湖
州或嘉兴再转车。南浔当地
有公交车、出租车、游船和
人力三轮车等。

最佳季节：四季皆宜，
以春暖花开或秋风送爽之
时为最佳。春天，沿河两岸
绿柳迷人；秋季凉风习习，
行走于细长的石板路，感受
百间楼无穷的古朴与温美。
夏天是赏小莲庄荷花的最
好时候，满池盛开的荷花掩
映在宅院古楼阁之中，美不
可言。冬季，古镇春节的热
闹气氛与古建筑散发的浓
厚文化气息，让人难忘。

（李凝）

周周六六咱咱们们去去福福山山摘摘草草莓莓吧吧
齐鲁爱游俱乐部为本报读者精选有机草莓采摘

天气转暖，烟台的大棚草
莓也开始大量上市。为了让读
者体验一次质量有保障的采摘
之旅，本报齐鲁爱游俱乐部特
地从福山区挑选了一处草莓采
摘园。在这里，市民除了能根据
喜好摘取常规培育的草莓以
外，还能品尝、采摘到纯天然的
有机草莓。

我们这次为您挑选的草莓
采摘园位于福山区门楼镇，毗邻
门楼水库，优质的水源和土地孕
育着这一季最甜美的草莓。与普

通的草莓大棚相比，我们选择的
这处草莓采摘园在大棚高度和
草莓种植密度上都做了人性化
的调整，方便市民进园品尝、采
摘。

据草莓采摘园的主人董先
生介绍，除了常规的草莓大棚以
外，他还专门为市民准备了3个
有机草莓大棚，这里面的草莓没
有使用过农药和化肥，所用肥料
为附近养牛场处理过的牛粪，这
样生长出来的草莓虽然个头略
小，但是口感更好。

活动时间：3月14日(周六)

出行方式：自驾或旅游包车
自驾集合地点为芝罘区环山

路3号烟台市规划展览馆门前(金
沟寨立交桥东邻)，早8点集合出
发。旅游包车报名超过30人成团，
包车价格按照市场价平摊。
活动费用：采摘门票为20元/人，
摘下的草莓若要带走，按照15元/

斤计算。

本报齐鲁爱游俱乐部也诚邀
特色采摘园参与到本报采摘之旅
活动中，只要您的采摘园有特色，
您对自己的采摘园质量有信心，
或者您愿意为本报读者提供更多
的优惠，都可以与我们联系。

齐鲁爱游俱乐部草莓采摘报
名 咨 询 电 话 : 1 8 6 6 0 0 9 5 7 6 7 、
13406502888。

(齐金钊)

同里
建议游览天数：1-2天

甪直
建议游览天数：1天

周庄
建议游览天数：1-2天

西塘
建议游览天数：2-3天

乌镇
建议游览天数：1-3天

南浔
建议游览天数：1天

本次采摘活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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