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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angzhou              杭州

城市速览 City Brief

城市印象1

# 江南水乡 # # 人间天堂 #  # 慢节奏生活 #

杭州是浙江省的省会城市，位于浙江省北部，钱
塘江下游地区，著名的《新白娘子传奇》使杭州
美景人尽皆知，再加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
美誉，使杭州镀上一层朦胧美。杭州的丝绸也是
家喻户晓的，丝绸质量极佳，品色也很好。

目的地情报

目的地 
杭州

所属省份 
浙江

外文名
Hangzhou

别名  
临安 钱塘 武林 杭城

官方语言  
普通话

面积 

 约 1.66 万平方千米

著名景点
西湖风景区 西溪湿地

断桥 雷峰塔 

人口 

约 946.8 万人

特色美食 
小笼包 西湖醋鱼 东坡肉 

龙井虾仁 宋嫂鱼羹

南航航班信息 

目前，南航已开通广州、
北京、深圳、武汉、重庆、
乌鲁木齐等 23 个国内城

市直飞杭州的航班  



2Hangzhou              杭州

到西湖音乐喷泉感受浪漫
去灯光绚烂的西湖音乐喷泉，看变换着形状和色彩的喷泉，欣赏优美的音乐。

去灵隐寺感受独特的幽静
在灵隐寺漫步，感受“仙灵所隐”之处。

到断桥重现白娘子情景
前往《新白娘子传奇》中最为经典的断桥，重现浪漫剧情。

去千岛湖体验浑然天成的自然美景
在千岛湖上泛舟，体验千岛湖的美景。

在浙窑陶艺公园里享受陶艺之旅
穿一身舒适的衣服，体验醉心的制陶工艺，享受杭州的慢生活。

围绕西湖风景区骑行
租辆自行车在西湖湖边骑行，体验西湖美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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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必做的事To Do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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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日历 Travel Calendar

穿衣指南

杭州春秋两季昼夜温差较大，出门记得带件外套，六月梅雨季节时，多雨水，出门记得带伞。

最佳旅行时间

春季和秋季是杭州最佳的旅游季节，杭州夏季炎热高温，冬季寒冷。

消费水平

杭州的一顿简餐大概在人均 20 元左右。

通信

杭州区号：0571

注意事项

杭州夏季温度较为炎热，但仍有很多游客前去西湖赏荷，如在此期间出游的旅客记得防晒。

 

西湖荷花节 西湖桂花节 西湖国际博览会
荷花节过去之后，西湖景
区的桂花飘香让无数游客
驻足欣赏，另外还有品茶
等特色活动在这里举行。

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在十
月下旬左右举行，这一博览
会沿承了民国时期的文化，
曾因时局动荡不安陷入停
滞状态，但在 2000 年，杭
州又将这一盛会重新操办。

每年 6 月底至 7 月初，西
湖上的荷花竞相开放，即
使是酷暑时节，也会有很
多的游客前去参观盛大的
荷花盛宴。“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描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

至7 月上旬 至10 月上旬 至11 月上旬

June September October

18 15  15

         南航独家 Tips

杭州的西湖在春季最美的时候，各种植物花卉竞相开放，苏堤和白堤上花团锦簇，显示出一片生机勃勃和生机盎
然的景象 ；杭州秋季天气气温较为凉爽，相比于春季来说，游客较少，但城市中弥漫的桂花香使杭州变得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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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环游西湖，
重现《新白娘子传奇》

推荐行程

# 绿树红花 # # 骑行环湖 # # 清幽之旅 #

旅游天数：3 天
行程简介：骑行游览西湖风景，3 天时间饱览杭州绝大多数风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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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Y

2
DAY

3
DAY

断桥 - 白堤 - 孤山 - 曲院风荷 - 苏堤春晓 - 花港观鱼

从萧山机场乘坐武林门线的机场大巴到达武林门站，之后乘坐地铁或者公
交到达酒店，建议住在西湖附近，方便接下来几天的游玩。

到达酒店安置好行李后，乘坐 7 路、51 路或者 52 路到断桥站，下车步行至
西湖景区的第一个景点——断桥残雪。断桥是白娘子和许仙初识的地方，所以
也是西湖景区最热门的景点之一。在断桥附近有很多租赁自行车的地方，按天
计算，大概 50-80 元一天。西湖景区很大，建议旅行者选择环湖骑行。

骑着自行车从断桥经过，可按照指示牌去往白堤。白堤共长 2 公里，是连接“断
桥残雪”和“平湖秋月”的纽带，同时也把孤山和北山连接起来，白堤可分为内
侧和外侧，内侧种有柳树，外侧则是桃树，从远处看，就像是一座世外桃源一般
让人如痴如醉。

穿过白堤后，就可到达孤山。孤山内不可骑自行车，可以把自行车锁在孤山
外，步行游览孤山。孤山顶部西侧有著名的西冷印社，同时也是杭州三大赏梅圣
地之一，山上绿茵遍布，还存留有乾隆当年游玩时的一些石刻，历史气息浓厚。

出了孤山，继续骑行至“曲院风荷”，它是西湖景区的著名十景之一，因池
塘内遍布色彩明丽的荷花而出名，同时也是 G20 峰会的晚会演出场地。荷塘上
有很多形状不同的小桥，建议漫步在小桥上，穿梭于菡萏妖娆的荷花中，感受沁
人心脾的芳香。

逛完荷塘之后，可骑行至“苏堤春晓”，此景是西湖景区十大景点之首。每
到春季来临，苏堤上的香樟树等各种植物使“苏堤春晓”在西湖十景之中显得
独树一帜，加之桃花的盛开，吸引了无数游人前往。另外苏堤比较特别的是，植
物一年四季常绿，无论哪个季节前往，都能看到美丽的苏堤模样。

从苏堤出来之后，骑行前往“花港观鱼”。全园分为红鱼池、牡丹园、花港、
大草坪、密林地五个景区，其中红鱼池、牡丹园和花港原为一位南宋官员的私家
花园，园内不仅有红鱼可观赏，还有芍药、牡丹等可供欣赏。晚上可前往西湖音
乐喷泉，欣赏优美的音乐和色彩绚丽的喷泉。

柳浪闻莺 - 雷峰塔 - 三潭映月 - 吴山广场 - 河坊街

昨天游览了西湖的北线和西线，今天可继续游览西湖的
南线，南线的景点主要包括“柳浪闻莺”、“雷峰塔景区”、
“三潭映月”。

早起前往柳浪闻莺，可选择步行，也可乘坐 K4、12、
102、308、504、K315、Y9、 Y1、 Y2 路、J5、7 路公交到
柳浪闻莺站下。“柳浪闻莺”包括友谊、闻莺、聚景、南园
四个景区，南宋时是皇帝的御花园，所以园内植物花草众多，
景色宜人，环境清丽典雅。

之 后 可 乘 坐 4 路、31 路、52 路、87 路、287 路、334
路、822 路、游 2/y2 路、游 6 线 /y6 路至净寺站下车到达
雷峰塔景区。雷峰塔是《新白娘子传奇》中法海关押白娘子
的地方，但实为吴越的国王钱俶为庆祝其妃子——黄妃生下
皇子所筑，登到塔顶可看到半个西湖和一元人民币背面的图
案——三潭映月，景色尤为壮观。

从塔上下来乘坐游船前往三潭映月的小岛，55 元 / 人，
船票中已包括了游小瀛洲的门票，包来回，游玩结束后可凭
票乘船返回至花港、湖滨、中山、岳庙码头其中任意一个码
头。在这里可仿照一元人民币背面的图案进行拍照，也是游
西湖的一种乐趣。

从岛上游玩归来，西湖的风景已游览了一大半，剩下的
时间可以乘坐公交 25 路、31 路、35 路、52 路、206 路、
208 路、212 路、216 路、514 支线等到吴山广场，体验古
色古香的杭州风情。

晚上步行至美食游玩一条街的河坊街，吃着美食，在文
艺店铺闲逛，享受悠闲的杭州生活。

飞来峰 - 灵隐寺 - 龙井村 - 钱塘江大桥

第 三 天早 起 前 往 灵 隐 寺 景 区，可 乘 坐 7 路、游 1 线 /
Y1( 外环单线 )、游 2 线 /Y2( 内环单线 )、807、837，灵隐寺下
即可，先步行前往飞来峰。印度僧人慧理曾问：“此乃中天竺
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以飞来？”，因此称为“飞来峰”。苏
东坡 更有“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峰”的诗句称赞
飞来峰。

游览完飞来峰，步行至灵隐寺。灵隐寺在杭州的地位可
与西湖相提并论，众人皆知的济公就是在灵隐寺出家的。灵
隐寺内的天王殿和大雄宝殿是不可错过的地方。漫步在灵隐
寺内，感受独特的清幽和佛教文化，也是对心灵的一种净化。

从灵隐寺出来后，在灵隐东路乘坐 103 路区间 ( 或 103 路 )
到黄泥岭站 ( 西湖区 ) 下车，然后原地乘坐 27 路定时班车到
龙井村下车。龙井村是西湖龙井的产地，在这里可以体验到
采茶、品茶的乐趣，龙井村四周群山环绕，风景秀丽，也是度
假的好地方。

之 后 乘 坐 514、504、522、308、538、324、510、K4、
K599、2、Y5 路公交到达钱塘江大桥。走在钱塘江大桥上，观
看钱塘江的潮起潮落，也可欣赏桥身的独特设计。

逛完钱塘江大桥就可返回酒店，收拾行李回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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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点3

最热榜单

必去景点

1

2

杭州西湖景区

西湖
西湖是杭州西湖风景区的首要景点。除了潋滟湖光水色，春
有苏堤春晓，夏赏映日荷花，秋来层林尽染，冬季冰雪世界，
四季各有不同美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关于西湖的诗作、典故、传说数不胜数，传唱千年，萦绕着
浪漫的诗意，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一睹她的芳容。
开放时间：开放式景区全天开放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湖风景区
如何前往：地铁 1 号线到龙翔桥站，出站步行 400 米就到
西湖。
   

 

 

 

TOP 1 
杭州西湖

TOP 2 
灵隐寺

TOP 4 
河坊街

TOP 5 
千岛湖

TOP 3 
西溪湿地

         南航独家 Tips

苏堤春晓、曲苑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
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这
种围绕西湖分布的美景被称为西湖十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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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潭映月
西湖中有三潭印月岛、湖心亭和阮公墩三岛，岛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并因“三潭印月”的奇特景观而闻名，也就是一元
人民币上所印背景图。

苏堤春晓
春天正是西湖最美的季节，烟雨朦胧中漫步苏堤，可以
享受到暖春凝花柳、吹得游人醉的诗情画意。

曲院风荷
曲院原为酿酒的作坊，附近有一处荷塘，每当夏日来临，
暖风拂过之时，荷花轻舞，酒香花香四溢，让人如痴如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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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音乐喷泉
西湖音乐喷泉位于杭州湖滨公园附近，每晚有两场演出，分
别为 19:00 和 20:00，高达 126 米的喷泉和梦幻的色彩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去欣赏，音乐时而悠扬，时而激昂，而喷泉的
形状会随着音乐的变换而变换，十分精彩。
开放时间：每天 19:00、20:00 各一场，每场约 15 分钟
景点位置：湖滨三公园附近湖面上
如何前往：乘 Y2 路公交到清波门下
注意事项：观看音乐喷泉会有免费的座椅，但因游客众多，
建议提前一小时进场。

孤山
孤山的风景十分秀丽，站在山顶便可鸟瞰整个西湖，被誉
为杭州的“三大赏梅最佳地点之一”。山上有著名的西冷
印社，《盗墓笔记》曾在这里取景，景观设计一层叠着一层，
错落有致，山上还有乾隆当年来此营造行宫的一些石刻，
十分有历史气息。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杭州市西湖区孤山路 1 号
如何前往：乘 y10 路公交在浙江博物馆站下车可达

龙井村

西湖龙井是有名的茶种，而它主要的产地就在龙井村一带，
这里离西湖景区十分近，进入这里便可感觉到阵阵茶香扑鼻，
可以自己体会采茶的乐趣，还可以免费品尝。
开放时间：07:30-17:30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西湖区虎跑路 47 号西湖区风篁岭山龙井路
如何前往：27、Y3 路公交车龙井站下车即可
注意事项：龙井镇中十八颗御茶的地方需要门票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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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隐寺

灵隐寺和飞来峰是飞来峰景区中的两大景点，其中灵隐寺是
除西湖之外杭州的第二大风景。清幽的山间伴随着鸟鸣声，
任何浮躁在这里都会化为平静，灵隐寺周围高树林立，一片
郁郁葱葱的景象，寺外的飞来峰也让人为之震撼。
开放时间：灵隐寺：07:30-17:15；飞来峰：08:30-16:30
门票价格：要进灵隐寺必须先购买飞来峰景区门票，飞来峰
45 元，灵隐寺 30 元。
景点位置：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路法云弄 1 号
如何前往：J17、J18、K837、K7、K807、Y1、Y2 路到灵隐站下
怎么玩：进入飞来峰风景区，先登飞来峰观赏佛像石刻，再入
灵隐寺感受千年古刹的底蕴。

西溪湿地

西溪湿地以水著称，共有六条河流，相互交错纵横，美不胜
收，一踏入西溪湿地的景区内，便感觉到一阵绿意清凉。
开放 时 间：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为 08:00 至 17:30（16:30
停售门票，禁止入园）11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为 08:30 至
17:00（16:00 停售门票，禁止入园）
门票价格：80 元 / 人，儿童免票入园；也可以选择 145 元
的套票，包括门票、船票以及观光电瓶车的费用。
景点位置：浙江杭州市区西部
如何前往：乘 193、310、356 路等公交车在西溪湿地高庄
站下车可达。
怎么玩：先游玩东区，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西区，还可以在西
溪湿地泛舟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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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坊街

河坊街是杭州的美食游玩一条街，里面既有古玩字画，又
有各种类型的特色小吃。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自由画家在
街边画画，也可以看到传统手工艺——剪纸的展示。
开放时间：全年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杭州市上城区河坊街
如何前往：乘 25、35、51、108、187、212、327、992、西湖
南线景区假日线、y10、y8 等公交车在吴山公交中心站下车
可达。
怎么玩：逛逛河坊街内的百年老店——王星记的纸扇，景
阳观的酱菜，方回春堂、胡庆余堂的药材都是值得珍藏的
好物；淘淘小店也充满乐趣，“佟小曼曲奇店”是你不可
错过的店铺，或者只是沿着小道散散步，慢慢品味这条杭
州小巷古朴而真实的味道。

千岛湖

千岛湖位于浙江省淳安县，离杭州不到两小时的车程，是江
浙一带有名的度假胜地，去过的游客都称可与桂林山水相媲
美。千岛湖之所以称为千岛，是因为在这片区域共有 1078
个岛屿，其中梅峰岛是千岛湖中的著名岛屿，登到峰顶便可
体会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开放时间 ：旺季（3 月1日至 11 月 30 日），08:00~17:00； 淡季（12
月1日至 2 月29 日），08:40~16:30 
门票价格：旺季 150 元，淡季 120 元，游船 45 元 / 人
如何前往：杭州长途汽车西站 - 千岛湖客运中心，6:00-18:50
每 30 分钟一班，约 60 元，车程约 2 小时 。

吴山广场内的建筑是仿古建筑，时常有穿着汉服的人前来拍
照或者拍剧取景。广场于 1999 年建造而成，占地 8 万平方米，
现如今是杭州当地人的休闲娱乐之地。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南山路 186 号
如何前往：乘坐公交 25 路、31 路、35 路、52 路、206 路、
208 路、212 路、216 路、514 支线等公交车到吴山广场站
下车即可
如何玩：吴山广场内有城隍庙，不过是收费的，感兴趣的游
客可以前去参观。                   

吴山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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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宋城景区

杭州宋城景区是《奔跑吧，兄弟》的录制地点之一，也是中国最受欢迎的主题公园之一。景区内工作人员身穿宋朝服饰，
店铺等也是仿照宋朝的建筑建造而成，园区内的胭脂巷、市井街等六大主题街区形象生动的展现了宋朝文化，吸引无数游
客前往。
开放时间：10:00-21:00
门票价格：宋城门票：80 元；如要观看《宋城千古情》的演出，请参考以下表格（以下票价为宋城门票 + 宋城千古情的演
出门票）

景点位置：杭州市西湖区之江路 148 号

如何前往：乘坐公交 318 路或 287 路到宋城站下即可

如何玩：宋城内的大型歌舞剧《宋城千古情》是去宋城必看的歌剧，演出有固定时间，第一场：14:00-15:00，第二场：
19:20-20:20。

种类 门市价 网络销售价

豪华席成人票 480 无

贵宾席成人票 310 290

贵宾席成人票 300 280

         南航独家 Tips

《宋城千古情》是利用现代科技技术演绎古人的艰辛、宋代皇宫的辉煌、岳家军的事迹以及梁祝、许仙白娘子的
经典传奇故事，与拉斯维加斯的 "O" 秀、巴黎红磨坊并称 " 世界三大名秀 "。

         南航独家 Tips

特惠政策：1.2 米 ---1.5 米（不含 1.5 米）的儿童、现役军人、残疾人、30 年教龄持有荣誉证书的教师、70 周岁以
上的老人凭本人有效证件可购买优惠票。1.2 米以下的儿童免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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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大桥

大多数人最初熟知钱塘江大桥应该是从小学课本里学到的，它是我国著名桥梁学家茅以升设计的全国第一座钢架双层公
路、铁路两用大桥，待到丰水期（一般为八月或十月中旬）时前去参观，江水波涛汹涌，十分壮观。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如何前往：乘坐 514、504、522、308、538、324、510、K4、K599、2、Y5 路公交都可到达。
怎么玩：建议骑着自行车横跨大桥
注意指南：因钱塘江大桥是开放式的，所以在骑行或者散步时注意安全。

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是许多艺术学子的梦想之地，校园内的艺术展
品众多，艺术氛围浓厚，其建筑设计也颇有艺术风。校园内
干净整洁，来到这里，你会时常看到学生在进行户外写生，
被称为“文艺小清新的必去之地”。
开放时间：全年（有时节假日不对外开放）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南山路 218 号
如何前往：坐 7 路车，到解百下车，然后找到南山路，一直
往南走即可

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

小河直街历史街区展现了“老杭州”的景象，街区内的房子
大多是原汁原味的杭州老房子，在这里可以体验到杭州真正
的慢生活，逛一逛街区，找个小咖啡馆或者小茶馆坐下，看
着窗外的人来人往，也别有一番韵味。
景点位置：杭州市拱墅区拱宸桥小河直街
如何前往：乘 1、76 路等公交车在长征桥站下车可达
拍照指南：街区内可拍复古类照片，所以提前选好适合拍照
的衣服吧
注意事项：因这里是居民生活区，所以不要大声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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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古镇3

塘栖古镇：

塘栖古镇属于杭州市余杭区，在杭州市中心有公交直达，江
南特色的街区和店铺环境处处洋溢着江南水乡的味道，最有
特色的还是在河边曲曲折折连在一起的长廊，这些长廊将整
个古镇连在一起，韵味非凡。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进入古镇免费，参观检票景点需收费。
景点位置：杭州市余杭区塘栖古镇
如何前往：乘坐 K342、350、K786、319 路等公交车在塘
栖站下车可达

周庄

周庄是昆山市的一座古镇，整个小镇以蜿蜒的河水代以街道，
家家户户临水而居，楼阁枕水而建，极富江南水乡的意境之
美。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进入古镇免费
景点位置：昆山市周庄古镇景区
如何前往：从杭州东站乘坐 G9510/G9511 次列车至昆山南
站下车，再搭乘昆山 130 路公交在周庄汽车站下车，全程约
2 小时

乌镇

乌镇地处嘉兴市，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镇，以小桥流水式的江南风景闻名。还有青砖小瓦，红雕木刻，以及那随着河
水向前蜿蜒的水阁建筑也独具柔美婉约的特色，吸引无数游客慕名前来。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东栅门票：通票全价 100 元；西栅景区：通票 120 元，一天可进入多次。
景点位置：嘉兴市桐乡市乌镇风景区
如何前往：乘坐 G1382 次列车至桐乡火车站下车，搭乘桐乡 K282 路转桐乡 K350 路公交至乌镇风景区下车，全程约 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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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4

最热榜单

当地特色美食

1

2

西湖醋鱼

提到杭州美食，排行第一的就是西湖醋鱼。西湖醋鱼一般用
的是草鱼，在做之前会把草鱼饿上两天，以减轻草鱼身上的
泥土气味，吃起来更加清香。西湖醋鱼鱼肉鲜嫩，淋在草鱼
身上的汁料香气扑鼻、酸甜可口。
推荐餐厅：菲乐餐厅
推荐理由：菲乐餐厅在杭州当地是一家老店，也是杭州人最
喜欢去的餐厅之一，装修风格也很有历史气息。
价格水平：人均 100 元
开放时间：10:00-22:00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白傅路 7 号

东坡肉

东坡肉是苏东坡最喜欢的一道美食之一，肉质鲜嫩，肥瘦参
半，肥肉入口即化且肥而不腻。
推荐餐厅：楼外楼
推荐理由：楼外楼是一家颇具历史年代感的餐厅，始建于
1848 年，虽然价格相对普通餐厅来说稍显昂贵，但是却名
不虚传。餐厅坐落在孤山脚下，可以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品
尝美食。
价格水平：人均 130 元
开放时间：10:00-22:00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孤山路 30 号

 

 

TOP 1 
西湖醋鱼

TOP 2 
东坡肉

TOP 4 
宋嫂鱼羹

TOP 5 
知味小笼

TOP 3 
龙井虾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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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虾仁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西湖龙井茶，除了品茶之外，还被杭州人充分利用制作成了龙井虾仁这道名菜，颇受当地人和游客欢迎。
龙井虾仁色泽诱人，入口清香，很适合作为开胃菜品尝。
推荐餐厅：杭州酒家
推荐理由：杭州酒家地理位置优越，紧靠西湖，做出的龙井虾仁口感 Q 滑，富有弹性。
价格水平：人均 120 元
开放时间：10:00-22:00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 205 号

知味小笼

知味小笼也是人们常说的杭州小笼包，有猪肉、虾仁、火腿
等口味可供选择，与普通小笼包相比，皮薄且透，肉馅丰富，
汤汁鲜美，可作为游客的早点选择之一。
推荐餐厅：知味观
推荐理由：知味观的店面很大，是一家老字号，同时也是杭
州人喜欢吃早餐的地方，生活气息浓厚，知味小笼肉质鲜香，
皮薄肉多。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仁和路 83 号
价格水平：人均 20 元
开放时间：10:00-20:00

宋嫂鱼羹

宋嫂鱼羹的历史可追朔至南宋年间，鱼类用的鳜鱼或者
鲈鱼。在南宋时，宋高宗曾在西湖游玩，品尝了一名叫
宋五嫂的商人制作的鱼羹，颇为赞赏，并赐名宋嫂鱼羹，
从此在民间名气大增。
推荐餐厅：知味观味庄
推荐理由：知味观味庄是一家百年老店，素有“知味停车、
闻香下马”的雅称，在杭帮菜菜系餐厅中名气较大。    
价格水平：人均 90 元
开放时间：11:00-22:00
地址：西湖区杨公堤 10-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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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地图3

杭州口碑小吃店
杭州的美食多以甜酸为主，如果不想在吃这一项上花费太大的话，不如去一些小吃店铺，尝一尝杭州及其他各地的小吃风味。

咬不得高祖生煎

“咬不得高祖生煎”被人称为杭州最好吃的生
煎店，轻轻咬下第一口便能感受到虾肉等肉类
的鲜香，汤汁鲜嫩，价格实惠。

地址：杭州上城区高银街 22-30 号 ( 河坊街口 )

奎元店

奎元店的招牌是虾爆鳝面，面十分劲道且有嚼
劲，面汤入口留香，令人回味无穷。

地址：杭州上城区解放路 154 号

新丰小吃店

新丰小吃是杭州有名的小笼包店铺，可以达到家喻户晓的
境地，不仅是小笼包，店内的馄饨等美食小吃也十分受人
欢迎。

地址：平江府路 1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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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美食街
杭州有众多的特色美食街，对于吃货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福利，所以腾空肚子，赶紧去和美食来个大作战吧！

湖滨路步行街 

湖滨路步行街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紧邻西湖，道路两旁
的梧桐树把美食店映衬得格外文艺清新，这里的美食大都
是比较出名的店铺，因环境优美，所以价格相比普通商铺来
说偏高。

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 235 号

中山南路美食街

这条街在南宋的时候被称为“御街”，但却是平民老百姓们
经常来的地方，这里的美食街以小吃为主，各种各样的美食
小吃色泽诱人，想必会让你眼花缭乱。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中山南路

高银街

高银街在河坊街附近，却没有河坊街人多，这是大多数人都会错过的一个地方，但是走进胡同里却别有洞天，这条街主打杭帮菜，
味道极好。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高银街后市街 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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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物5

最热榜单1

TOP 1 龙井茶

西湖龙井是喜欢喝茶的人必不可错过
的一种茶，色泽翠绿，清香扑鼻，味
道醇厚，形状美观，所以颇受爱茶之
人的喜爱。        

售价：根据茶的品质不同售价不同

推荐购买地点：龙井镇

TOP 2 丝绸

杭州丝绸基本上是每一位到杭州的游
客都会带回去的手信，质地柔滑，色
彩艳丽，在杭州还有杭州丝绸博物馆，
感兴趣的可以看一看。
售价：因材质做工不同而售价不同 
推荐购买地点：杭州丝绸中国城

TOP 3 藕粉

杭州盛产藕粉，藕粉不仅蛋白质高，
对于贫血的女性帮助也很大。藕粉做
法很多，冰糖藕粉或者直接冲藕粉味
道都不错。
售价：30 元左右
推荐购买地点：杭州的超市等路边小
店都有卖

TOP 4 杭州刺绣

刺绣起源于汉代，在汉朝时不管是民
间女子还是宫廷女子都会刺绣，而这
一项传统手工艺的发展，时至今日在
杭州还十分火热。
售价：因材质做工不同而售价不同。
推荐购买地点：杭州各大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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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货地点2

武林广场

武林广场是奢饰品商圈的集结地，包括银泰百货、杭州大厦购物城、杭州百货大楼，其中杭州大厦购物城的奢侈品牌最多，
百货大楼属中高档层次。
地址：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 530 号
如何前往：杭州地铁 1 号线武林广场站下即可

湖滨商圈

湖滨商圈较武林广场商圈而言，价格较为亲民，主要包括湖
滨路国际名品街、利星名品广场、西湖时代广场和解百购物
广场。
地址：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平海路 124 号
如何前往：1 号线龙翔桥站下即可

南山路艺术休闲街

南山路艺术休闲街十分美观，整条街道都透露出一种文艺
气息，每天晚上 07:00 左右，路两边大树上的银色灯光便
照亮了整条马路，如童话世界一般浪漫。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南山路
如何前往：K25、K291、K102、K514、K12、Y9、809、
k504、K60、K4 路公交到南山路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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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6

西湖地区
45% 旅客的选择

武林广场地区
20% 旅客的选择

杭州火车站附近
10% 旅客的选择

周边玩乐 西湖风景区、灵隐寺 杭州大厦、银泰百货 杭州火车站、河坊街

交通
出酒店步行即有公交到达西湖风景

区的各个景点
处于商圈，离地铁站很近

火车站附近交通路线很多，乘
坐地铁、公交、出租都很方便

均价 200-600 元人民币 300-800 元人民币 200-500 元人民币

优点
景色优美，且距离景点较近，

比较安静
处于中心商区，购物吃饭交通

较为方便
交通便利，距离火车站较近

缺点 离商圈较远 比较嘈杂 附近景点较少

适合谁 想要体会杭州慢生活的旅客 热爱购物的游客 旅行时间较短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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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7
外部交通1

火车

杭州有三个火车站：杭州火车站，杭州东站和余杭火车站。其中距离西湖较近的是杭州火车站，且列车大多发往周边城市，
如上海、宁波、温州等地；杭州东站规模最大，是国内列车交通一大枢纽，停靠车次多；余杭火车站则是最便于搭乘地铁
的一个火车站，便于出行。

飞机

杭州市有萧山国际机场，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空港大道，是国内重要的干线机场。
南航已开通广州、北京、深圳、武汉、重庆、乌鲁木齐、郑州、长春、大连、海口、哈尔滨、贵阳、桂林、牡丹江、南宁、
南阳、沈阳、汕头、三亚、厦门、西宁、湛江、珠海等 23 个城市直飞杭州的航班。

长途汽车

杭州主要有四个长途客运站

杭州客运中心 主要有发往江苏、福建、湖北、山东、安徽、上海等地的班车

杭州汽车西站
主要有发往衢州、桐庐、淳安（千岛湖）、新安江、龙游、衢州、江山、常山、开化，
安徽省的歙县、屯溪、黄山，江西省的南昌、景德镇、上饶、九江、波阳、玉山，湖

北省的武汉等地的班车。

杭州汽车南站 主要是通往杭州以南地区的班车，辐射浙江、广东、福建三省

杭州汽车北站 主要有发往安徽、江苏、上海、北京、河南、山东、湖北、重庆、浙北等地的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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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交通2

地铁
杭州有三条地铁线，详细信息如下：
运营时间：06:30-22:30
票价：2-8 元不等

1 号线：临平 - 湘湖 

2 号线：钱江路 - 朝阳

4 号线：彭埠 - 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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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

公交

南京的公交系统十分完善，从市区到郊区都可乘坐公交到达。
运营时间：05:00-22:30（夜间公交：23:00-05:00）

票价：2 元

交通套票

旅游天数多的游客可以选择购买杭州 IC 卡，地铁公交通用，25 元可退工本费，但是每月扣 5 角钱，最低充 50 元，所有杭州
公交享受 9.1 折优惠。

起步价（3 公里）
  

 每公里加收价（3-10 公里）
 

超过 10 公里

 
11 元

 
2.5 元 加收 50% 的回空补贴费

类型   
  

票价

 
普通公交 1-1.5 元

     
空调公交（K 开头）

 
2-3 元

中巴 3-4 元

观光巴士（Y2-Y9，主要围绕西湖景区） 一般为 2 元

快速公交 2 元

杭州出租车分为普通出租车（蓝色）和电动出租车（黄色），两者票价相同。其中电动出租车空间更大，无噪音。

         南航独家 Tips

BRT 有专用车道、专用站台，比搭乘普通公交更快速、转乘更实惠。BRT 搭乘方式与公交一样，乘客搭乘 BRT 前
可在站台刷卡、投币或买票，收费为一票制，票价 3-4 元，同台换乘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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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8
杭州当地生活节奏较慢，

风景如画，
很多人都会选择来到这里度过自己的小假期。

你可以选择骑行环绕西湖，
如果你对江南风光还意犹未尽，

还可以到乌镇感受不一样的江南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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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地游览 #  # 城市味道 #  # 人文意境 #

旅游天数：7 天
行程简介：包含杭州、南京和上海三地景点，可以尽情游览华东风光。

杭州 + 南京 + 上海 联城七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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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Y

2
DAY

柳浪闻莺 - 雷峰塔 - 三潭映月 - 吴山广场 - 河坊街

昨天游览了西湖的北线和西线，今天可继续游览西湖的南线，南线的景点主要包括“柳
浪闻莺”、“雷峰塔景区”、“三潭映月”。

早起前 往 柳 浪闻莺，可选 择 步行，也可乘 坐 K4、12、102、308、504、K315、Y9、 
Y1、 Y2 路、J5、7 路公交到柳浪闻莺站下。“柳浪闻莺”包括友谊、闻莺、聚景、南园四
个景区，在南宋时为皇帝的御花园，所以园内植物花草众多，景色宜人，环境清丽典雅。
之后可乘坐 4 路、31 路、52 路、87 路、287 路、334 路、822 路、游 2/y2 路、游 6 线 /y6
路至净寺站下车到达“雷峰塔景区”。雷峰塔是《新白娘子传奇》中法海关押白娘子的地
方，但实为吴越的国王钱俶为庆祝其妃子——黄妃生下皇子所筑，登到塔顶可看到半个
西湖和一元人民币背面的图案——三潭映月，景色尤为壮观。

从塔上下来乘坐游船前往三潭映月的小岛，55 元 / 人，船票中已包括了游小瀛洲的
门票，包来回，游玩结束后可凭票乘船返回至花港、湖滨、中山、岳庙码头其中任意一个
码头。在这里可仿照一元人民币背面的图案进行拍照，也是游西湖一种乐趣。

从岛上游玩归来，西湖的风景已游览了一大半，剩下的时间可以乘坐公交 25 路、31
路、35 路、52 路、206 路、208 路、212 路、216 路、514 支线等到吴山广场，体验古色古
香的杭州风情。

晚上步行至美食游玩一条街的河坊街，吃着美食，在文艺店铺闲逛，享受悠闲的杭
州生活。

断桥 - 白堤 - 孤山 - 曲院风荷 - 苏堤春晓 - 花港观鱼

从萧山机场乘坐武林门线的机场大巴到达武林门站，之后乘坐地铁或者公
交到达酒店，建议住在西湖附近，方便接下来几天的游玩。

到达酒店安置好行李后，乘坐 7 路、51 路或者 52 路到断桥站，下车步行至
西湖景区的第一个景点——断桥残雪。断桥是白娘子和许仙初识的地方，所以
也是西湖景区最热门的景点之一，在断桥附近有很多租赁自行车的地方，按天
计算，大概 50-80 元一天；西湖景区很大，建议旅行者选择环湖骑行。

骑着自行车经过断桥，可按照指示牌去往白堤，白堤共长 2 公里，是连接“断
桥残雪”和“平湖秋月”的纽带，同时也把孤山和北山连接起来，白堤可分为内
侧和外侧，内侧种有柳树，外侧则是桃树，从远处看，就像是一座世外桃源一般
让人如痴如醉。

穿过白堤后，就可到达孤山。孤山内不可骑自行车入内，所以可以把自行车
锁在孤山外，步行游览孤山。孤山顶部西侧有著名的西冷印社，同时也是杭州三
大赏梅圣地之一，山上绿茵遍布，还存留有乾隆当年游玩时的一些石刻，历史气
息浓厚。

出了孤山，继续骑行至“曲院风荷”，它是西湖景区的著名十景之一，同时也
是 G20 峰会的晚会演出场地，因池塘内遍布色彩明丽的荷花而出名。荷塘上有
很多形状不同的小桥，旅行者可以漫步在小桥上，穿梭于菡萏妖娆的荷花中，感
受沁人心脾的芳香。

逛完荷塘之后，可骑行至“苏堤春晓”，此景是西湖景区十大景点之首。每
到春季来临，苏堤上的香樟树等各种植物使“苏堤春晓”在西湖十景之中显得
独树一帜，加之桃花的盛开，吸引了无数游人前往；另外苏堤比较特别的是，植
物一年四季常绿，无论哪个季节前往，都能看到美丽的苏堤模样。

从苏堤出来之后，骑行前往“花港观鱼”， 全园分为红鱼池、牡丹园、花港、
大草坪、密林地五个景区，其中红鱼池、牡丹园和花港原为一位南宋官员的私家
花园，园内不仅有红鱼可观赏，还有芍药、牡丹等可供欣赏。

晚上可前往西湖音乐喷泉，欣赏优美的音乐和色彩绚丽的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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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AY

4
DAY

夫子庙 - 老门东 - 玄武湖公园 -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从机场乘坐地铁 s1 到南京南站，再换乘地铁 1 号线至三
山街站下车，步行前往夫子庙附近酒店或客栈入住，安置好
行李之后，可步行前往夫子庙景区，由夫子庙北门入内便可感
受到夫子庙的热闹非凡，路边会有卖蟹黄包的小摊，可以感受
一下南京的美味。接着沿着夫子庙景区的主道路看到江南贡院、
中心庙院和大成院，有兴趣的可以进去看一下，但是要另付门
票，一般会在 5-15 元，有的景点学生证可以打折；

逛完夫子庙可坐公交前往老门东，老门东是一条历史街区，
进入大门直走便能看到城墙遗址处的爬墙虎，整个园区都充
满着文艺清新的氛围，道路两旁的特色小铺皆是古代建筑风
格，连街区内的小亭子都很有历史底蕴，配上景区内的涓涓
细流，令人心旷神怡。再往里走便是不一样的气氛，小路两旁
的特色美食店铺让人垂涎欲滴，桂花糕、梅花糕、鸡鸣包子、
赤豆元宵应有尽有；

然后坐地铁 1 号线至玄武门下车，步行前往玄武湖公园，
租一艘小船，泛舟在玄武湖上，享受独有的清净悠闲，如果你
是春季前往，沿湖可看到樱花、桃花、梅花等各类鲜花竞相开
放，不甚美哉。

晚上在夫子庙附近的南京大排档品尝特色南京菜，接着
可以沿着夫子庙内的秦淮河散步，夫子庙的夜景也是南京的
一大特色，尽情享受完就可以回酒店好好休息啦。

中山陵 - 明孝陵 - 玄武湖 - 新街口

今天主要游览钟山风景区，所以早起在夫子庙吃过早饭后，
前往中山陵，坐游 1 路中山陵停车场站下步行可进陵区。进
入陵区后，郁郁葱葱的树木便映入眼帘，顺着台阶上到中山陵
的顶端就是祭奠孙中山先生的地方。有时候陵墓不对外开放，
但是在顶端你可以看到半个南京的景观，呼吸新鲜空气；

从中山陵下来之后可以乘坐景区内的小巴士前往明孝陵，
感受不一样的氛围，明孝陵附近还有很多小陵墓，感兴趣的
都可以去看看；

晚上坐地铁一号线到南京站，出地铁站之后便可以看到
玄武湖，晚上的玄武湖有一种迷幻之美，各种颜色的灯光把
湖中心的小岛映衬的像世外桃源。你可以坐在湖边，听着当地
人的箫声，伴着微风，欣赏着南京中心的夜景。或者坐地铁一
号线前往新街口，看看南京最热闹的商业区，还可以买点自己
喜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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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AY

老城隍庙 - 人民广场 / 南京路步行街 - 外滩

第二天早上搭乘飞往上海的航班。中午时分，前往老
城隍庙小吃街享受丰富的上海特色小吃，红烧肉、白斩鸡、
汤包、生煎……种类繁多的美食让人大饱口福；

下午逛一逛人民广场 / 南京路步行街，去各大百货商
场和老字号好店扫一回货，享受魔都的潮流魅力；

夜幕降临，可以到外滩走走，品尝经典的上海本帮菜，
吹吹江风，欣赏东方明珠等迷人的上海夜景。

中华艺术馆 - 上海田子坊 - 新天地

早上搭车前往参观中华艺术宫，那里收纳着众多具有极
高艺术价值的文物藏品，值得一览；

中午在中华艺术宫附近的百年老字号杏花楼吃午饭，享
受最正宗的上海甜口美食；

下午乘坐地铁 8 号线，抵达上海滩田子坊游玩。这处老上
海味道的弄堂既有复古风情，又充满小资情调，有许多文艺小
店隐匿在弄堂深处，是年轻人尤其喜爱的景点，也是游上海必
去的拍照圣地；

晚上可搭乘地铁 10 号线前往参观新天地，漫步在步行街
内，感受老上海建筑与现代休闲生活的完美交融，体会历史的
无声变迁。第二天早上从机场飞回广州，圆满结束七天的旅行。

7
DAY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 南京总统府 - 南京博物馆 - 湖南路美食一条街

第三天早起后可以坐公交前往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般到这来的游客都
较多，所以尽量不要赶节假日、周末，如果人多的话顺着人流走就好，内部参
观也是一样，人多的话不要停留太长时间，排队进入就好。注意不要大声喧哗，
有的地方不要拍照，对逝世者给予尊重；

下午可去南京总统府，坐地铁二号线至大明宫站下，步行前往即可，南京
总统府至今已有 600 年的历史，是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同时也是见
证民国时代太平天国历史的见证者，进入景区内可沿中轴线参观，接着任选
左右两边的轴线欣赏美丽的风景；

从总统府出来后，可步行前往南京博物馆，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
上万件展品一定会让你大饱眼福，即使不懂历史的人也会为之震撼，南京的
中学和小学经常组织学生去南京博物馆参观，有时会遇到画师带着自己的学
生对博物馆的珍品进行临摹，栩栩如生。逛累了可在主博物馆的二层咖啡小
站处休息一会，逛一下内部商店，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书籍。

晚上可坐地铁一号线前往湖南路美食街，享受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尽
情大快朵颐。

5
DAY

         南航独家 Tips

杭州和乌镇是热门景点，不建议假期前往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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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水乡 #  # 泛舟乌镇 #

旅游天数：5 天
行程简介：包含乌镇和杭州两个城市景点景观体验不一样的江南风光。

杭州 + 乌镇五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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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Y

2
DAY

柳浪闻莺 - 雷峰塔 - 三潭映月 - 吴山广场 - 河坊街

昨天游览了西湖的北线和西线，今天可继续游览西湖的南线，南线的景点主要包括“柳
浪闻莺”、“雷峰塔景区”、“三潭映月”。

早起前 往 柳 浪闻莺，可选 择 步行，也可乘 坐 K4、12、102、308、504、K315、Y9、 
Y1、 Y2 路、J5、7 路公交到柳浪闻莺站下。“柳浪闻莺”包括友谊、闻莺、聚景、南园四
个景区，在南宋时为皇帝的御花园，所以园内植物花草众多，景色宜人，环境清丽典雅。
之后可乘坐 4 路、31 路、52 路、87 路、287 路、334 路、822 路、游 2/y2 路、游 6 线 /y6
路至净寺站下车到达“雷峰塔景区”。雷峰塔是《新白娘子传奇》中法海关押白娘子的地
方，但实为吴越的国王钱俶为庆祝其妃子——黄妃生下皇子所筑，登到塔顶可看到半个
西湖和一元人民币背面的图案——三潭映月，景色尤为壮观。

从塔上下来乘坐游船前往三潭映月的小岛，55 元 / 人，船票中已包括了游小瀛洲的
门票，包来回，游玩结束后可凭票乘船返回至花港、湖滨、中山、岳庙码头其中任意一个
码头。在这里可仿照一元人民币背面的图案进行拍照，也是游西湖一种乐趣。

从岛上游玩归来，西湖的风景已游览了一大半，剩下的时间可以乘坐公交 25 路、31
路、35 路、52 路、206 路、208 路、212 路、216 路、514 支线等到吴山广场，体验古色古
香的杭州风情。

晚上步行至美食游玩一条街的河坊街，吃着美食，在文艺店铺闲逛，享受悠闲的杭
州生活。

断桥 - 白堤 - 孤山 - 曲院风荷 - 苏堤春晓 - 花港观鱼

从萧山机场乘坐武林门线的机场大巴到达武林门站，之后乘坐地铁或者公
交到达酒店，建议住在西湖附近，方便接下来几天的游玩。

到达酒店安置好行李后，乘坐 7 路、51 路或者 52 路到断桥站，下车步行至
西湖景区的第一个景点——断桥残雪。断桥是白娘子和许仙初识的地方，所以
也是西湖景区最热门的景点之一，在断桥附近有很多租赁自行车的地方，按天
计算，大概 50-80 元一天；西湖景区很大，建议旅行者选择环湖骑行。

骑着自行车经过断桥，可按照指示牌去往白堤，白堤共长 2 公里，是连接“断
桥残雪”和“平湖秋月”的纽带，同时也把孤山和北山连接起来，白堤可分为内
侧和外侧，内侧种有柳树，外侧则是桃树，从远处看，就像是一座世外桃源一般
让人如痴如醉。

穿过白堤后，就可到达孤山。孤山内不可骑自行车入内，所以可以把自行车
锁在孤山外，步行游览孤山。孤山顶部西侧有著名的西冷印社，同时也是杭州三
大赏梅圣地之一，山上绿茵遍布，还存留有乾隆当年游玩时的一些石刻，历史气
息浓厚。

出了孤山，继续骑行至“曲院风荷”，它是西湖景区的著名十景之一，同时也
是 G20 峰会的晚会演出场地，因池塘内遍布色彩明丽的荷花而出名。荷塘上有
很多形状不同的小桥，旅行者可以漫步在小桥上，穿梭于菡萏妖娆的荷花中，感
受沁人心脾的芳香。

逛完荷塘之后，可骑行至“苏堤春晓”，此景是西湖景区十大景点之首。每
到春季来临，苏堤上的香樟树等各种植物使“苏堤春晓”在西湖十景之中显得
独树一帜，加之桃花的盛开，吸引了无数游人前往；另外苏堤比较特别的是，植
物一年四季常绿，无论哪个季节前往，都能看到美丽的苏堤模样。

从苏堤出来之后，骑行前往“花港观鱼”， 全园分为红鱼池、牡丹园、花港、
大草坪、密林地五个景区，其中红鱼池、牡丹园和花港原为一位南宋官员的私家
花园，园内不仅有红鱼可观赏，还有芍药、牡丹等可供欣赏。

晚上可前往西湖音乐喷泉，欣赏优美的音乐和色彩绚丽的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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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来峰 - 灵隐寺 - 龙井村 - 钱塘江大桥

第三天早起前往灵隐寺景区，可乘坐 7 路、游 1 线 /Y1( 外环单线 )、游 2
线 /Y2( 内环单线 )、807、837 路公交到灵隐寺下即可，先步行前往飞来峰。印
度僧人慧理曾问：“此乃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以飞来？”，因此称为“飞
来峰”。苏东坡更有 “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峰”的诗句称赞飞来峰。

游览完飞来峰，步行至灵隐寺。灵隐寺在杭州的地位可与西湖相提并论，
众人皆知的济公就是在灵隐寺出家的。灵隐寺内的天王殿和大雄宝殿是不可
错过的地方。漫步在灵隐寺内，感受独特的清幽和佛教文化，也是对心灵的一
种净化。

从灵隐寺出来后，在灵隐东路乘坐 103 路区间 ( 或 103 路 ) 到黄泥岭站 ( 西
湖区 ) 下车，然后原地乘坐 27 路定时班车到龙井村下车。龙井村是西湖龙井
的产地，在这里可以体验到采茶、品茶的乐趣，龙井村四周群山环绕，风景秀丽，
也是度假的好地方。

之后乘坐 514、504、522、308、538、324、510、K4、K599、2、Y5 路公交
到达钱塘江大桥。走在钱塘江大桥上，观看钱塘江的潮起潮落，也可欣赏到
桥身的独特设计。

逛完钱塘江大桥就可返回酒店，收拾行李回家啦。

江南百床馆 - 江南民俗馆 - 宏源泰染坊 - 江南木雕馆 - 茅盾故居

早起去杭州客运中心乘坐大巴前往乌镇，大巴每 25 分钟一班，三个
小时之后即可到达。乌镇分为东栅和西栅两部分，到了乌镇之后可以先
游览东栅，首先前往江南百床馆，里面有明、清时代的二十多张特色古床，
同属于江南风格，每一张床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

接着步行前往江南民俗馆，江南民俗馆展现了明清到民国时期江南
地带的一些风俗礼仪，包括衣着文化、婚孕习俗等，来到这里，一定会让
你对江南文化有更加直观的感受，也能让你细细品位江南特色风俗；

然后前往宏源泰染坊，正在热播的《高能少年团》的第一站就在乌
镇的宏源泰染坊拍摄，染坊始建于宋元年间，至今染坊的部分景象仍保
留着当时的模样，你可以在这里买一些特色染布带回家；

如果喜欢木雕的旅客可以去江南木雕馆参观江南的木雕历史，不感
兴趣的游客可以直接步行至茅盾故居，茅盾曾在这里生活了十三年，茅
盾纪念馆里现仍保留着茅盾十三岁时的笔记，矛盾故居也是江南的特色
民居，被列入了国家文化保护行列。

晚上可居住在西栅，泛舟穿梭于乌镇，才能体验到乌镇的风情，而
西栅是乌镇夜景最漂亮的地方，同时也方便第二天的游览。 

草木本色染坊 - 昭明书店 - 老邮局

早起在乌镇的早点铺里吃个早点，开始欣赏西栅风光，首先步行至草木
本色染坊，这里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以蓝色为底色的蓝印工艺，在这里还可以
看到彩烤工艺流程，当一排排的彩布挂在竹竿上晾晒的时候，就是染坊最好
的风景线，你可以站在旁边的高架上，记录这美丽的时刻；

然后步行至昭明书店，昭明书店是之前昭明太子萧统读书的地方，书院
属于半回廊二层硬山式古建筑群，庭院内古木参天，还有四眼天池相得益彰；

接着步行至老邮局，老邮局是从清朝光绪年间开办的，建筑也还是古时
建筑一直没有弃用，你可以写一封信或者一封明信片，寄给自己心里想着的人，
也可以寄给自己，然后戳一个乌镇的章，珍藏这份记忆。

下午便可返回到杭州，坐地铁前往机场，返回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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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郑重声明：
       本攻略部分内容来自于第三方或用户提供，且任何信息都存在滞后或会被更新的可能，因此南航不能保证在任何时
候任何信息都准确无误。您应谨慎判断确定相关服务及 / 或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并自行承担因此产生的责
任与损失。

最后修订日期为：2018 年 12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