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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里镇与苏州城，坐车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但幽静的小镇相比繁华的城市却是另一番    天

地。这里水多、桥多、文人雅士多，有着“水乡小桥多，人家尽枕河，柳桥通水市，河港入

湖田”的景观，也走出过严宝礼、费巩等名人。同里古镇不大，你可以早早起床在清晨看古

镇的阳光与薄雾，可以在夜晚享受古镇的寂静与安逸，可以用脚步去丈量每一寸通幽的石板

路，可以在临水的河岸看船来船往，听一曲宣卷放空自己，找到感受古镇最好的方式。

明清街：同里最繁华的老街，商铺林立，也是美食集散地。

三桥：三桥是同里桥中之宝，沿河青石驳岸，河中船来船去、桥上人来人往，是同里古镇一

道独特的风景。

同里湿地公园：经济高度发达的江南绝无仅有的湿地公园，处处是田野风光。

同里速览 Introducing Tongli

02              同里速览 / 特别推荐

03              亮点 / 景点

06              住宿

07              美食

09              购物 / 娱乐

10              线路推荐

11              节日 / 实用信息

12              外部交通 / 内部交通

13              旅行路上

最佳旅行时间  同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气候宜

人，无寒冬酷暑，四季景色各领风骚。因此，到同

里不必介意时节，但春夏雨季更为秀美，小雨、薄雾、

轻烟、暮霭，使水乡的景致更添几分韵味。

同里旅游淡、旺季时间一般为：旺季（3 月 1 日—

5 月 31 日、9 月 1 日—11 月 30 日）、淡季（6

月 1 日—8 月 31 日、12 月 1 日—次年 2 月 29 日）。

穿衣指南  同里天气和苏州差不多，因此按正常

季节选择穿着就可以。春夏时节（4-7 月）是同里

的雨季，此时出行记得备上雨具。夏天蚊子多，特

别是住在临水客栈尤为如此，适当带些防蚊用品，

同里的冬季到初春尤为（12-2 月）尤为寒冷，而

且是南方才有的湿冷，需要多准备些衣裳防寒。

消费指数  同里消费水平不高，到同里游玩主要

为交通和门票费用，除往返交通，500-800 元能

基本涵盖在同里的花销。

封面提供：尼洋

图文提供：Kumikowing  Zing-ing  私奔的公主  flysquirre  阿伦 

饭饭  悠哉曼宝  嘟嘟小狮  river2014 大河  homelessPig  下一站：

未知  在路上 Mini 茉籽飛魚 Terrencewang 悬崖上的百合  白兰地

奶茶  不知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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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mikowing  幽静的江南水乡

特别推荐 Specials
同里是个极有小情调的江南水乡。找一家临水客栈，或推开窗凭栏而眺，或坐在临水院落的

躺椅上沏杯茶，静静享受古镇的慢时光。同里的精华在一早一晚，早晨伴着阳光从朦胧中逐

渐醒来；入夜，街旁各式各样的窗、门，透出低色温的光线，走在其中，透着一种温馨中的

浪漫。如果只是来度假，那就别管什么路线了，不妨把小镇内的每条街都走一走，累了就在

街边的特色小店坐坐，买些吃的，和街边晒太阳的阿公阿婆对望，发发呆。到了吃饭时间，

家家都炊烟袅袅，你会发现，同里如此鲜活。

http://www.mafengwo.cn/i/32989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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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退思园赏江南园林

退思园（见第 3 页）是同里最有名的私家园林，也是江南古镇唯一的世

界文化遗产。小巧的园子面积不大，但既简朴无华，又素静淡雅。园内

布局独特，亭台楼阁、廊坊桥榭、厅堂房轩一应俱全，花园中还可以看

到精巧的太湖石。

三桥上观人来人往

三桥（见第 5 页）是同里的交通要道，也是桥中之宝，自然形成环行街道。

沿河青石驳岸，岸边和欢、女贞花临波倒映，两岸筑有花石栏。河中船

来船去、桥上人来人往，是同里古镇一道独特的风景。在桥边静静地看

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正在看桥上的你。

崇本堂内赏雕刻艺术

崇本堂（见第 3 页）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的各种雕刻，里面有木雕 100

多幅，内容从《西厢记》到《红楼梦》，再到《八仙过海》，或是从“花

卉博古”到“鲤鱼跳龙门”，崇本堂将雕刻艺术发挥到极致，连每门槛、

门闩这些细节都不放过。每个雕刻都是一个故事，每一方都透出平安富贵、

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来。

古戏台听曲罗星洲赏月 

和周庄、乌镇这些古镇比起来，同里显得安静很多，相比于逛景点，同

里更适合清晨在临水客栈前望着湖景发发呆，在古戏台（见第 4 页）边

静静听一遍《珍珠塔》。再漫无目的地沿着小河闲逛，直至夜色降临再

去罗星洲（见第 4 页）看看月亮。古镇最有韵味的时间自然是一早一晚，

可不要错过了。

 homelessPig  古镇里的戏台，很喜欢这个调调，很美，很中国。

Sights景点

同里的主要景点可概括为“一园”（退思园）、“二堂”（崇本堂、嘉荫堂）、

“三桥”（太平桥、吉利桥和长庆桥）。其中退思园已同苏州园林一起，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同里的主要景点可分为通票上的九大景点、其他

零散景点以及周边的湿地公园。

同里镇通票九大景点

进入同里镇需要购买通票，通票包含退思园、崇本堂（江南水乡婚俗馆）、

嘉荫堂、王绍鏊故居（留耕堂）、耕乐堂、珍珠塔、罗星洲、松石悟园、

陈去病故居九个景点。

票价：100 元（60 周岁以上老人、学生凭证件享受半价 50 元优惠，1.2 

米以下儿童及 70 周岁以上老人免票），其中罗星洲景点要坐船过去，门

票已经包含了坐船费用。

开放时间：古镇全天开放，景点开放时间一般为 7:30-17:30，其中退思

园除此时间外在每天 19:00-21:30 会增加开放一次夜游。

退思园

退思园是同里最有名的私家园林，也是江南古镇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与

苏州的四大名园相比，退思园是个小巧的园子，面积不大，但既简朴无华，

又素静淡雅，具有晚清江南园林建筑风格。园子里的建筑大多贴水，亭台

楼阁、廊坊桥榭、厅堂房轩一应俱全，花园中还可以看到精巧的太湖石。

地址：同里镇云梨路 919 号

联系方式：0512-63439000; 0512-63439650

用时参考：1 小时

 

 Zing-ing  退思园内的亭台水榭

嘉荫堂

嘉荫堂是民国建筑，庭院高大宽敞，肃穆庄重。最好看的部分是门窗梁栋

上的精美雕刻，梁头棹木上刻有《三国演义》中的“古城会、三英战吕布”

等八幅戏文透雕，形象逼真，在雕刻中非常罕见。嘉荫堂内楼阁临水而筑，

小巧玲珑，置身其中，近可闻风声、水声、鸟叫声，远可观小桥驳岸，老

树苍翠，是感受自然与建筑相融合最好的方式。 

地址：同里镇竹行街 134 号

联系方式：0512-63330673

用时参考：30 分钟

崇本堂（江南水乡婚俗馆）

崇本堂现在被改为江南水乡婚俗馆，介绍当地嫁娶的风俗，里面陈列有明、

清、民国到解放后的聘礼、物件、结婚证书等文物，展示各种石刻、木刻、

衣饰、生活用具等。对此感兴趣的人不妨看看从前的人们是如何经历婚俗

仪式。

http://www.mafengwo.cn/i/906675.html
http://www.mafengwo.cn/i/32736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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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建筑群体量虽不大，但非常紧凑和精致，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各种雕刻，

内容从《西厢记》到《红楼梦》，再到《八仙过海》，连每门槛、门闩

这些细节都不放过，每个雕刻都是一个故事，每一方都透出平安富贵、

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来。

地址：同里镇三桥北面

用时参考：30 分钟

 私奔的公主  里面有很多过去的结婚物件

珍珠塔

珍珠塔并不是塔，而是陈氏旧宅，是同里最大的园林，著名锡剧《珍珠塔》

的故事就源于这里。现宅院内仅存故事的女主人公陈翠娥书楼部分遗迹，

后院有珍珠塔的模型，其他均为近代所建，电视剧《戏说乾隆》曾在这

里取过景。

珍珠塔有一些免费导游，游玩后会带你到查祖姓的地方，这个地

方要收费，如果没有需要最好不要进去。

地址：同里镇富观桥与永安桥之间

用时参考：30 分钟

松石悟园

松石悟园是同里松屏石展馆所在地，馆内陈列着非常多的松屏石板画精

品，蔚为壮观，你会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石头都变成了一幅美丽

的图画。园内风景也不错，草木茂盛，百年银杏挺拔巍峨，错落有致的

粉墙黛瓦，衬托出女儿墙的端庄灵秀。喜欢收藏石头、观赏石头的人可

一定不要错过，外行人来此涨涨知识也是很好的体验。

地址：同里镇珍珠塔旁

用时参考：30 分钟

耕乐堂

耕乐堂是同里唯一建于明代的建筑，堂中有古建筑古陈列物，还有许多

精美的根雕和玉石雕刻，厅堂多得让人眼花缭乱，走马楼也精巧别致。

从门楼砖雕、亭台楼阁和鱼鸟花草等物就能看出这里原来的主人生活品

味非常高雅。堂内桂花厅自成院落，院中植有金桂、银桂两株古树，历

尽风雨沧桑，每年金秋季节，古桂花树依然馥郁芬芳。

地址：同里镇西部

用时参考：30 分钟

王绍鏊纪念馆（留耕堂）

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的王绍鏊，早年就生活在同里，他的故居留

耕堂内展示了王绍鏊的生平和成就。纪念馆堂内屋宇鳞次栉比，内宅兜

抄曲折，有东、西、中三条陪弄进出，来到此地会有“侯门深如海”之感。

地址：同里镇崇本堂东侧

用时参考：30 分钟

陈去病故居

陈去病是孙中山的追随者，近代诗人，也是同里的著名文人雅士。他的

故居是一处古朴平常的清代民居，占地面积不大，展示了陈去病生前所

用的物品及他的革命历程，这里还有孙中山亲笔题字的匾额“鞠育教诲，

以致于成”。

地址：同里镇三元街

到达交通：古镇步行，出了古镇游览区正门直走，下桥转弯，沿河直走

到尽头左转即可到达 

用时参考：30 分钟

罗星洲

罗星洲是同里湖中的一个小岛，是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圣地，岛上有城隍殿、

文昌阁等宗教建筑。从古镇坐船过去，小岛由远及近，会生出“有位佳人，

在水一方”之感。夕阳西下时分，由岛上可远望同里湖万家灯火，别有

一番意境。每逢夏秋季节，荷花盛开，同里人都会来此赏荷，盛况空前。

地址：同里镇东部

费用：门票包含在同里古镇通票内，单独游览门票为 10 元

开放时间：8:00-17:00

到达交通：罗星洲码头有免费班船，约 20 分钟一班，船程 5 分钟；快

艇 10 元 / 人

用时参考：1-2 小时

 flysquirre  乘船过来沿途可欣赏同里湖烟波浩渺、鱼帆点点的水乡景
色。放眼望去，眼前就是以烟雨景观闻名的罗星洲寺庙，像是浮在碧波上的

仙境。

http://www.mafengwo.cn/i/1299317.html
http://www.mafengwo.cn/i/11373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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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内其他景点

除了古镇内通票包括的景点，还有其他名人故居、明清时期建造的宅院，

这些景点不收门票，有些地方还会有居民住在其中，经过时不妨走进其中，

体会同里深邃的文化内涵。

三桥

太平桥、吉利桥、长庆桥三座桥统称三桥，是同里的桥中之宝。沿河青

石驳岸，岸边和欢、女贞花临波倒映河中船来船去、桥上人来人往，是

同里古镇一道独特的风景。按照同里人的习俗，满月、结婚、60 大寿是

一定要兜三桥的。正所谓“走过太平桥，一年四季身体好；走过吉利桥，

生意兴隆步步高；走过长庆桥，青春长驻永不老”。

地址：同里镇富观街（近仓场弄）

费用：免费

到达交通：镇内步行可达

用时参考：30 分钟

影视摄制基地

同里镇具有得天独厚的水乡风貌，又保存了大量完整的明清建筑，十多

年来吸引了大批影视剧组。《红楼梦》中黛玉葬花的花园，《林冲》里

林冲鲁智深饮酒的小楼，《家》《春》《秋》里森严的高府，《董小宛》

中的董宅都可以在同里找到。至今为止，到过同里的海内外剧组共有 58

个，这里的每个角度都曾是剧中的景。

地址：同里镇新填街 234 号退思园附近

费用：免费

到达交通：镇内步行可达

用时参考：30 分钟

 阿伦  石板上刻着在这里拍过的影视剧名字，来数数你都看过哪些。

穿心弄

穿心弄是古镇内很窄的一条小巷子，窄得只能容下一个人通行，如果两

人对面相遇，需要侧身而行，顾长卫《情归同里》的宣传片中男女主角

就是在这个巷子艳遇的。巷子的两边是高达三米的高墙，墙壁上刻满了

文字，灰白斑驳，长有青苔。你可以缓缓行走在穿心弄里，仔细找找在

这里散落的故事。

 

 饭饭  狭窄的穿心弄

务本堂

务本堂西街临河，坐南朝北建筑群规模不小，其堂名“务本”，与镇中

“思本”、“崇本”命名一样，皆“以人为根本”，寄托几代人的期望。

务本堂的建筑格局犹如一只伏卧的仙鹤，为了不坏宅第风水，老祖宗规

定墙门内不得挖井开泉，惟恐那仙鹤取水后展翅而飞，因此，生活在务

本堂的人们，宁可受累拎水，也不愿坏了风水。

同里周边

同里湿地公园

公园湿地资源丰富，这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江南绝无仅有。景区很大，园

中林木茂密，荫天蔽日，有银杏、桃树、枇杷等树种，无论哪个季节来

景色都是美美的。步行欣赏花花草草，或租一辆自行车，绕着树林骑上

一圈，再惬意不过了。这里也非常适合摄影，能拍出田野风光或人像的

大片。现在园内还有烧烤区、垂钓区等游玩区域，如果时间充裕，不妨

在古镇一角好好放松一下，感受大自然吧。

地址：同里镇东北部约 13 公里（屯村以东）

费用：20 元

联系方式：0512-63191209

开放时间：8:00-18:00

到达交通：乘 303 路公交车，每 20 分钟一班，运行时间为 6:20-18:00 

用时参考：2-3 小时

 尼洋  像我这样的摄影发烧友，一年四季在这里总能找到亮点，人像外
拍是最适合的，如果是婚纱的话，一定更能拍出独特的韵味。

http://www.mafengwo.cn/i/965066.html
http://www.mafengwo.cn/i/1095922.html
http://www.mafengwo.cn/i/33335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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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Sleep

去同里游玩最大的享受是细细品味这里的清静与古朴，因此在同里呆一

晚很有必要。同里住宿条件成熟，有高档宾馆、特色客栈、民居小旅馆等，

数量众多，设施齐全，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意的住宿点。

住宿价格：普通客栈在淡季标间价格约 100-200 元 / 天，节假日标间价

格约 150-300 元 / 天。

古镇内部

古镇内部的客栈临水而居，多是古朴典雅的老房子，是在古镇游玩非常

好的住宿地点，明清街、退思园、三桥附近是临水客栈最受欢迎的住宿点。

淡季不必担心客满，旺季时价格会略有上调，房源紧张，最好提前预定。

敬仪堂客栈

客栈由350多年历史的水利制服衙门改建而成，是同时具有“在水边”“有

庭院”“明清风格民居”三个特点的客栈之一。这里最大的优点是往西

去耕乐堂只需 3 分钟，往东去退思园 3 分钟，门口就是崇本堂，过河就

是嘉荫堂，没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当地的风俗表演：抬花轿走三桥、鸬

鹚抓鱼。这些表演都是别人花钱才能看到的，但是住在这里就能很方便

的看到。

地址：同里镇富观街 5 号

联系方式：0512-63338805

参考价格：标间 150 元 / 天起， 雕花大床 195 元 / 天起

Mini  我们去住的雕花大床房，除了感觉有点潮之外没有任何不适，他们

家客栈院子很漂亮，抬头有一葡萄架的葡萄，很酸～～

万顺民居客栈

网络人气很高的万顺客栈，老板顾老哥夫妻俩非常热情，做事认真实在。

房间虽然不大，但干净、整洁、温馨，各个细节比较周到，有家的感觉。

临河而建，游船皆从客栈前经过，从二楼客房窗内可欣赏水乡风光。

地址：同里镇鱼行街 177 号

联系方式：0512-63331608; 0512-63907608

参考价格：标间 120 元 / 天起

茉籽飛魚  万顺客栈离三桥景区就几分钟的一小段路，出门就是穿心弄，

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客栈老板超好人，很亲切很有活力，还用小单车帮

我们载行李。

恩泽堂客栈

客栈是老房子，古香古色，明清家具都在百岁以上。环境和地理位置都

很棒，门口就是乌篷船停泊的地方。而且老板娘的私房菜带着明显的苏

帮菜风情，备受追捧。

地址：同里镇东溪街 20-3 号（过古戏台向前 20 米）

联系方式：0512-63334807

参考价格：标间 180 元 / 天起，雕花大床房 320 元 / 天起

 悠哉曼宝  古典大床房

那时花开客栈

客栈内有很多花花草草，非常文艺范儿，小院子里还有古藤椅子，可以

在这里休息看风景。房间的名字取得很特别，有仙踪林、维罗纳、普罗

旺斯等，房间内床单被罩都根据房间名字选择同样的主题，很有家的感觉。

地址：苏州同里古镇景区内富观街石皮弄 23 号（珍珠塔、松石悟园旁）

联系方式：13584898426

参考价格：大床房 129 元 / 天起

Terrencewang  客栈闹中取静，也不难找，在外面看一点儿也不起眼，

走进后别有洞天，十分别致，老板娘服务很周到、亲切，这是酒店体会

不到的，住的是仙踪林，还带个小阳台。

枕河人家民居客栈

客栈临河而建，闹中取静的环境。推开窗就能看见三桥和明清街的全景，

一副小桥流水人家的自然画卷，只是临河房间不多，预定时要特别说明。

老板人很热情周到，要是有时间可以和他聊聊同里过去的故事。

地址：同里镇鱼行街 146-14 号

联系方式：0512-63333109; 15995531425

参考价格：标间 120 元 / 天起 

古镇外部

同里古镇不大，住在景区外部也十分方便，镇外的客栈价格一般会低于

古镇内的客栈，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木香居客栈

客栈很新，位置也十分便利，靠着停车场，走到景区也就 1 分钟。客栈

内亭台楼阁榭俱全，住宿环境非常好。另外，店里养了一只叫木木的萨

摩狗，很可爱，也很黏人。

地址：同里镇东溪街 111 号（镇北停车场南）

联系方式：0512-63021917 

到达交通：古镇内步行即可到达

参考价格：标准间 280 元 / 天起

http://www.mafengwo.cn/i/32403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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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ng-ing  到同里时店掌柜已经在车站等候了，如朋友一样，感觉很亲
切，一路上解答我的问题。

花荣客栈

客栈在一条小巷子里，是店主家自住的房子改建的，距离同里古镇入口

很近。房间很干净，就是遇到下雨天房间内比较潮湿。

地址：同里镇新填街 210 号（近中川路）

联系方式：18912728875

到达交通：古镇内步行即可到达

参考价格：单人间 130 元 / 天起，大床房 200 元 / 天起

江南印象酒店

酒店依水而建，四面风光非常好，白天可以在河边尝尝同里家常菜，晚

上可以欣赏同里夜景灯光。酒店地理位置还不错，步行至退思园只要 5

分钟，明清购物街 1 分钟，离停车场也非常近。内部房间干净整洁、设

施也很新。

地址：同里镇新江南商业区河边 1-8 号（第 2 检票口附近）

联系方式：0512-63019990

参考价格：标间 248 元 / 天起，大床房 210 元 / 天起

悬崖上的百合  家里一起去的，酒店是新开的，以家庭旅馆而言做的非常

不错，在景区口不认识路了还出来接。唯一不好的是酒店对面有个酒吧，

晚上有点吵。

美食  Eat
同里的餐饮文化带有典型的江南特色，地道的水乡名菜和特色小吃深受

欢迎。特色菜品有“太湖三白”、状元蹄，小吃有袜底酥、退思饼、酒

酿饼、麦芽塌饼等，好吃又不贵。餐厅和小吃主要集中在明清街和三桥

沿河两岸。

特色菜品

同里盛产河鲜及各种水生作物，最有名的是白鱼、白虾、银鱼，俗称“太

湖三白”，除此还有状元蹄、响油鳝糊和用白鱼、鲈鱼、桂鱼等河鲜烹

制的水乡名菜。

状元蹄  

来到同里，你会被街道两旁香气四溢的状元蹄所吸引，同里的状元蹄香

而不腻，酥而不烂，做法非常讲究。各大美食节目都曾介绍过同里的状

元蹄，现在不论是来同里的客人，还是缝上喜事的本地居民，都喜欢买

状元蹄讨个好彩头。

 嘟嘟小狮  这个肥肥的就是状元蹄啦！

白虾

白虾天生肉质好，是“三白”中最鲜的，同里的白虾又是在本地同里湖

中捕捞上来。最常见的做法是清炒、盐烧，都能保留原来的味道，新鲜

又美味。

白鱼

同里的白鱼多以清蒸和白灼为主，上面撒上姜、蒜等少量作料，以保持

原味，同里的白鱼都很新鲜，品尝时入口鲜嫩，味浓醇厚，鲜甜的味道

让人回味无穷。

银鱼

银鱼和鸡蛋简直就是绝配，二者本身就很鲜美，制作时也不需要多加别

的佐料，无论是银鱼炒蛋还是银鱼蒸蛋，都很鲜美。

响油鳝糊

鳝鱼一定要是当天宰杀才新鲜，爆炒后颜色偏深红，尝起来油润而不腻，

新鲜可口。鳝糊上桌后盘中油还在噼里啪啦作响，看着就非常有食欲。

特色小吃

同里的特色糕点数不胜数，有袜底酥、退思饼、百果蜜糕、青团子、闵饼、

猪油年糕、雪饺、芡实糕、酒酿饼、麦芽塌饼、小熏鱼等，街边小店铺

和茶楼中都可以尝到。

袜底酥

袜底酥是同里镇传统茶食之一，清新松脆、甜中带咸。刚出炉的“袜底酥”

香气四溢，没有多少人能抵挡它的诱惑。同时，袜底酥的烘烤技术性很强，

烘烤时师傅须一步不离地守在职边盯住炉膛，直到酥饼呈现鲜亮的光泽、

散发出清香时才出炉。这样你尝到的袜底酥就会一层层薄得透明，吃起

来松脆爽口。

http://www.mafengwo.cn/i/3273638.html
http://www.mafengwo.cn/i/33412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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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团子

清明时节来同里，你会发现古镇大街小巷都被一种东西所占领，那就是

用糯米粉做出来的团子，外表呈青草色，人们叫它青团子。同里的“闵饼”

就是青团子的一种，目前同里镇上唯一做闵饼的只有来军点心店，5 元一

个。

 饭饭  青团子，颜色非常明亮。

赤豆糕

农忙过后，同里的乡村流行吃一种叫赤豆糕的糯米食，这样的时令糕点

深受镇上各个年龄层次人的欢迎。一般来说会将赤豆糕作为早餐，沾着

白糖吃，或平常用于甜品的制作。

退思饼

退思饼只有在同里才能吃到，以甜味为主，烤制后洒满芝麻，香甜可口，

价格也便宜，约 1 元 1 个。

酒酿饼

酒酿饼是同里春季的一种时令食品，是一种由酒酿和面粉经发酵、烘焙，

并包入甜馅制作而成的一种薄饼，尝起来酸甜可口。

百果蜜糕

糕点中加入了核桃、蜜枣和松子仁等坚果，糯香浓郁，是同里人非常喜

欢的日常点心。价钱也不贵，1 元 1 个，或 5 元 1 份。 

餐厅推荐

同里古镇金碧辉煌的餐厅并不多，但古镇内的小饭店数不胜数，大多来

古镇的游人喜欢在三桥河边点菜吃饭，这些菜都是河边开店的老板自己

烧的，地道的同里家常菜。

一七五梅家菜

艺术大师梅兰芳生前爱吃的私家菜，菜品鲜咸适口，太湖白虾、梅干菜

烧肉不可错过的。餐厅临河而居，可以边吃饭边看风景。

地址：同里古镇上元街 175 号（近三桥景点）

联系方式：13913070301

参考价格：人均 63 元

 

 Kumikowing  盐灼白虾味道非常棒

状元居

同里当地非常有名气的餐厅，临江而居，风景非常好。饭菜的味道很好，

价格也算便宜。推荐柴扎卤肉、状元蹄、清蒸白丝鱼和白虾。

地址：同里镇上元街 156 号（太平桥西 200 米）

联系方式：0512-63334839，13812723783

参考价格：人均 50 元

 river2014 大河  清蒸白鱼在江南许多古镇都有，这种鱼肉质细嫩但是
鱼刺较多，做法简单，上锅蒸熟就可以了。

酒坛子饭桶

餐厅店面不大，却是非常正宗的同里家常菜，很多美食家都推荐过。小

店沿着河边，两层的房子，楼梯比较陡。菜不算贵，鱼、虾味道比较正宗，

自家酿的米酒也非常好喝。推荐状元蹄、太湖三白、竹笋肉丝。

地址：同里镇竹行街 13 号（平桥旁）

联系方式：4006665034

参考价格：人均 44 元

http://www.mafengwo.cn/i/1095922.html
http://www.mafengwo.cn/i/3298935.html
http://www.mafengwo.cn/i/3353956.html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9中国系列

 Kumikowing  古镇里一个经典菜，银鱼炒鸡蛋！

来军点心店

景区内非常火的早餐店，好吃不贵的业界良心，当地人也非常喜欢。推

荐这里的青团子、猪油年糕、小馄饨都非常好吃，闵饼来晚了就吃不到

了哦。

地址：同里镇竹行埭 31 号

联系方式：0512-63336948

参考价格：人均 15 元

林家铺子

同里的百年老店，是购买点心和品尝小吃非常好的去处，店内有的糕点

味道都不错，尤其是招牌袜底酥，是来到同里不可错过的美食。

地址：同里镇竹行埭 32 号

联系方式：0512-63908857

参考价格：人均 15 元

不知流年  在这里买了袜底酥和退思饼，有包装好的袋装的，也可以散装

分开买，貌似是一元一个，味道不错。

谷香村食品楼

同里的一家百年老店，随着季节的变换，卖的食品也不同。糕点都非常

美味可口，更以酒酿饼和袜底酥闻名，是春季苏式代表食品，游玩时不

妨带些特色点心回去。

地址：同里镇中川南路（近同里古镇出入口）

联系方式：0512-63337606

参考价格：人均 10 元

购物  Shopping
同里水产丰富，水产品、土特产、各种包装小吃是购物的主要构成。去

同里必买的是上京白酒、芡实、芡实糕和同里酒酿饼，还有同里状元蹄。

此外，明清街有卖各种手工画、扇子、丝绸、紫砂壶和民族工艺品。不

过丝绸多数卖的是人造丝，所以价格一般在十几到几十块钱，真丝的价

格高，一般很少有游客买。

在同里购买这些小吃时，卖家会先让你试吃那些散装的。当你决

定要掏腰包时，卖家会拿出一个已经装好的。这时就要注意啦！

这些已经包装好的小吃，回家后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味道。为了防

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在购买时，让卖家将散装的封口。同里每个

小吃店都能为食物塑封。

推荐购物地

明清街

明清街是古镇重要商业街之一，也是同里主要的购物集中地。整条街为

明清建筑风格，较完整地保留了江南特有的上街、下街，两街道平行的

格局。街上摆满各种特产工艺，有字画墨宝、古玩刺绣、美食小吃。如

果你是一位古董的收藏爱好者，没准会在某个不起眼的摊头淘到历史的

遗留呢。

地址：同里镇中川桥东

陈家糟坊

随着锡剧《珍珠塔》故事的广为流传，“上京白酒”成了民间百姓渴慕

的酒中精品。这家店是纯传统手工制酒作坊，从制酒工具、制酒流程，

都是全开放式的，游客可观看酿酒的全过程。顺便买一些自己的喜欢的

口味，无论自己品尝还是送人都非常好。

地址：同里镇退思广场旁

娱乐 Entertainment

在多水多桥的同里，水上游古镇不容错过，沿途可赏同里名式名样的民

清古建筑。如果打算在同里小住一晚，听听同里的传统戏剧，在古色古

香的茶楼里品茶，晚上漫步夜花园也是不错的选择，这些都是真正享受

古镇之特色的最佳方式。

水乡听戏曲

在同里可以听一曲评弹或 “百戏之祖”的昆曲，亦可听一场曲艺表演、

单口相声逗逗乐，同川书场有评弹、宣卷等苏州特有的艺术形式。这些

都是同里老戏虫们最爱的休闲方式，也是最能感受同里文化的方式。

同川书场

同川书场是个不大的演出场所，走进同川书场，喝上一杯碧螺春，依靠

在光滑的圆椅上，闭上眼睛，享受着最为纯正的同里风味，仿佛置身于

一个变幻的大世界中，时而金戈铁马，时而儿女情长，都在这绵绵的吴

侬软语里。即便听不懂语言，你也一定会被演员的一颦一笑所打动。

地址：同里镇暮湾尚休闲街区 6 号

开放时间：9:00-21:00；其中评弹演出时间为周二—周日的 14:00-

17:00 及 19:00-21:00；宣卷演出时间为周六—周日 9:00-11:00

http://www.mafengwo.cn/i/32989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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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里古戏台

要想了解苏州的传统文化，听听苏州传统戏曲，那古戏台是再好不过的

地方了，同里古戏台每天都会有传统剧目上演，比如《梁祝》、《珍珠塔》，

地方味道十足，也许因为地域原因听起来并不是完全明白，但却不失为

了解当地文化的一个好去处。

地址：同里镇竹行街

开放时间：10:00-11:30; 13:30-15:00

水上游古镇

到水多桥多的同里古镇，当然不可错过穿梭河道游古镇之乐趣。包手摇

的木船，游一圈古镇大概 40 分钟左右，费用约 90 元 / 船，白天和晚上

都有。坐在船头，看着岸上的风景，体会一下古人坐船代步的感觉，别

有一番味道。也可以让船主教你划船，不失是一大乐趣。

 下一站：未知  我在船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看我乘船

观《水墨同里》

演出内容以珍珠塔爱情主线，讲述了一个才子遭难、佳人搭救，吉人自

有天相、势利眼终究自取其辱的大团圆故事，其中不仅展现了同里的美

丽风光，还可看到同里的乡土风貌、文化风情，最大程度上还原了旧时

同里水乡居民的生活场景。演出场地的布景和媒介技术手段都很高超，

在观看过程中会让你有一下子就穿越了的感觉颇有穿越之感。

地址：同里镇中川南路 1 号

费用：大众票 200 元

联系方式：0512-63320333

演出时间：下午场（13:45-14:45）周二—周日演出，夜场（20:00-21:00）

每逢周五、周六演出

漫步退思堂夜花园

退思堂不仅可以白天游览，还可以在星期五、六、日晚上 18:30-21:00

欣赏夜景，漫步庭院中，可以在楼阁细细品茶，可欣赏隔墙处悠悠的《春

江花月夜》，楼廊处吴侬的弹词开篇，亭台处飘落的《二泉映月》，岸

船处清亮的《珍珠塔》选曲，厅堂处婉转的宣卷曲调。园内晚上还有装

扮成旧时丫鬟小姐的人，让人傻傻分不清楚是否穿越到哪个时代。

 在路上  在退思园的贴水平台上，遇见在享受江南丝竹间的民间艺人，
他们也正如痴如醉，享受这曲调中的百转千回。

古楼品茗茶

如果时间充裕，你可以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古建筑楼阁中点上一盘点心，

叫壶茶悠闲地细细品味古镇的宁静。同里有许多百年老茶馆，都是感受

同里午后宁静很好的选择。静静地喝杯香茗，聆听小桥下流水的声音，

与当地人聊聊家常，有一种身在世外的怡然之感。

南园茶社

茶社是古镇历史上“南市晓烟”的原址，现在仍保留旧式模样。茶社内

部别有一番风味，古朴的吊灯、茶椅桌凳无不透露着雅致。除了不同档

次的茶品，这里还有同里的各种茶点，老板上茶时会带过来满满一暖壶

热水。茶社内还有个小戏台，可以在此聆听几段江南丝竹、宣卷、评弹、

戏曲、小调等曲子。如果镇子里逛累了，过来喝喝茶、歇歇脚，是个非

常不错的选择。

地址：同里镇南部

联系方式：0512-63332332

参考价格：人均 50 元

白兰地奶茶  老茶楼古风韵，不免让人产生“今夕是何年”的自问之感。

古朴的茶楼，怀旧的藤编暖壶。选一个临窗座位，品茶观景，怀念古贤，

百年历史与水乡风情就融合在这小小茶楼中。

线路推荐 Tours
如果时间充裕可在古镇小住 1-2 天，感受清晨和夜晚古镇最安静的时刻。

如果行程较紧，可只游览同里的精华景点。

同里一日游

线路特色

一日内游遍同里精华景点

线路设计

退思园—崇本堂—同里三桥—嘉荫堂—珍珠塔——罗星洲

线路详情

上午游览同里最著名的景点，集清代园林之长的退思园，接着游崇本堂

及著名的同里三桥，体验同里流传久远的习俗“走三桥”。

中饭就在三桥附近找家临水饭馆品尝当地的特色菜（清蒸白鱼、盐烧白

虾、状元蹄等），或到来军点心店点几份当地小吃（推荐：酒酿饼、闵饼、

青团子），感受古楼品名茶。

http://www.mafengwo.cn/i/964708.html
http://www.mafengwo.cn/i/30418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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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游览嘉荫堂、珍珠塔，再乘电瓶车至码头，乘船到三教合一的圣地

罗星洲（有免费班船约 20 分钟一班，船程 5 分钟），可感受罗星听雨

或赏荷，并可远望同里湖美丽自然风景，最后返回古镇。

同里二日游

线路特色

慢节奏地享受古镇风光

线路设计

D1：退思园——三桥——崇本堂——嘉荫堂——珍珠塔——明清街

D2：耕乐堂——陈去病故居——罗星洲——南园茶社 / 同里湿地公园

线路详情

第一天上午到达同里古镇，入住后游览同里景点中的精华退思园和嘉荫

堂，走到三桥边后，可体验同里著名的传统习俗“走三桥”。中午在三

桥附近找个临河餐馆，一边品尝同里地道农家菜，一边听桥下溪水的声音。

下午游览古镇内的其他景点，崇本堂、嘉荫堂、珍珠塔，小镇内每条街

巷处处是景。晚上可到明清街寻觅美食，找找同里当地的特产。

第二天可起早感受古镇清晨的阳光与薄雾，拍拍照片，记录下古镇的静

谧，再来军点心店吃个饱饱的早餐，继续游览古镇内的其他景点，耕乐堂、

陈去病故居。然后在退思园后乘电瓶车至码头摆渡到罗星洲，远望同里

湖美丽自然风景。中午回到古镇吃午饭，下午可以选择找个茶社品茶听

曲儿，享受同里人的生活方式，将自己的步调慢下来，或者去往周边的

湿地公园呼吸新鲜空气。傍晚车返回苏州市区。 

节日  Festivals

点罗汉

正月初一到初五，四乡八邻的善男信女争先恐后地赶到坐落于古镇西南

的“南观”去点罗汉，以祈求四季平安。到了晚上近郊几个自然村便联

合起来出夜会，龙灯随着锣鼓翩翩起舞，其景色很是壮美别致。另有一

些村子则串马灯、串花篮、舞狮子，同样热闹非凡，其中以蒋家浜的独

狮子最为有名。

时间：正月初一到初五

朱天会

本是民间自发纪念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的活动，但同里却大部分是以老

婆婆为主，所以同里人很少有人晓得朱天会的实质，只记一句民谣：“三

月廿八轧老太婆”。主要活动是“坐蒲凳、吃素斋”。据说吃了大素菜

可以身体健康，百无禁忌。

时间：3 月 28 日

神仙会

这是一个地域较广的活动，但同里有同里的特色。主要活动内容有：踏

高跷、提香臂香、蚌壳精、荡河船。队伍很长，最后还有一批善男信女

穿着罪衣、罪裙以表示赎罪。

时间：4 月 14 日

射水龙

是同里的一大特色，实际上是一年一度的消防比赛。比赛地点从大庙开始，

向西一直排到渡船桥堍，越向西河面越开阔。拿龙头的人有时故意将龙

头朝天发射，把飘飘洒洒的水珠泼向没带雨伞的人群，十分热闹。

时间：农历 6 月 23

烧地香、放水灯

七月三十是地藏王菩萨生日。每家每户都在自己家门口或庭院地上点烛

烧香，结束后再放水灯，届时全镇的河面上都一闪一闪地亮起了水灯，

犹如满天星斗，随着水波由西向东慢慢消失在夜色之中。

时间：7 月 30 日 

晨钟暮鼓

同里于每年新年之际，在罗星洲上举行“晨钟暮鼓”的新年钟声祈福活

动。游客和当地百姓可在罗星洲上放花灯、扔祈福带、吃素面、敲钟打鼓、

观赏烟花，在 108 下钟声中迎接新年。

时间：农历 12 月 30 日

实用信息 Practical Information

语言

同里方言属于吴语太湖片，抑扬顿挫，重音低音起伏，悠扬婉转动听。

同里镇旅游开发较早，商业服务人员一般都会讲普通话，交流起来不会

有障碍。

邮局

同里镇邮编为 215216，邮局在古镇竹行街，古镇内有猫的天空之城等

店可以代寄明信片。

网络

同里景区上到度假村，下达客栈，都有 WiFi 连接，除了个别条件不算太

好的宾馆或者客栈，入住前请先询问清楚。

银行

同里古镇外的银行比较多，有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

行的营业点，主要位于迎燕东路。古镇内有邮政储蓄银行的营业点和一

台农业银行的 ATM 机，取款比较方便。

同里镇邮政储蓄银行

地址：吴江市同里镇竹行街 1 号

联系方式：0512-63331081

医疗

同里景区内并无医院，景区外有一个卫生院和一些专科诊所，处理些小

病小伤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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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地址：同里镇迎燕东路 355 号

联系方式：0512-63339019

重要电话

旅游投诉：0512-63321999

紧急救助：0512-63320995

景区市场部：0512-63331140　

景区导游部：0512-63333125

景区票务部：0512-63333120

交通游览部：0512-63333129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火车

同里没有火车站，一般先乘火车到苏州后再转汽车，全国主要城市都有

发往苏州的动车或高铁，速度快出行方便。苏州有四个火车站，其中苏

州站和苏州北站附近就有客运站，转车去同里只需半个小时，非常便捷。

火车站广场有一些黑面包车，打着某某旅游公司的牌号，以可以

便宜购同里门票为由拉客，游客一但坐了他们的车到同里，除了

要付 100 至 200 不等的车费，所买的票也是团体性质的票，团

体性质的票是必须当天玩掉所有的景点。而在正规车站如平四路

车站，苏州北站、南站买的门票，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到同里的票

务中心办理第二天游玩的手续。建议不要上这种面包车。

长途汽车

苏州、周庄有直达同里的汽车，其他地区的直达车一般都为旅游专线，

每天只有一辆班，当天往返，班次较少。无论从哪里出发都可以在苏州

市转车，苏州去往同里非常方便，车辆班次非常多，在苏州各个汽车站

可直接购买同里古镇的门票，比在景点优惠 20 元，但不卖学生票。

苏州——同里

苏州去往同里班车较多，可在苏州汽车客运站 http://www.szqcz.com/

具体查询班次，也可在网站上购票，咨询电话：0512-65776577。

1、苏州汽车南站——同里，7:30-17:45，每半小时有一般发往同里的

班车，车程 35 分钟，票价 8 元；

2、苏州汽车北站（苏州火车站附近）——同里，首班车 8:00，末班车

17:05，约 1 小时一班车，车程 40 分钟，票价 8 元；

3、苏州北广场站（苏州火车站北广场西侧）——同里，首班车 5:50，

末班车 18:00，期间约半小时一班，票价 8 元，车程 1 小时。

周庄——同里

1、周庄到同里有直达公交，在周庄景区西南侧 100 米的江泽汽车站，

可乘坐 263 路公交汽车直达同里，票价在 5 月 15 日—9 月 30 日 2 元，

其余时间 1 元，全程约 20 分钟，运营时间为 7:00-18:00。

2、周庄汽车站有去同里的小巴车，每半小时一班（一般下午五六点钟后

就没车了），票价 8 元。

3、周庄距同里很近，也可包车过去，出租车价格约 40 元 / 车，摩托三

轮车 15 元—25 元 / 车。

上海——同里

可乘汽车直达同里，也可先到苏州后转乘汽车，第一种方式较方便，第

二种方式票价较便宜。要注意的是，直达同里的班车一般都为旅游专线车，

车票中包含同里古镇门票。

上海直达同里的为旅游专线车，上车地点在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八万人

体育场）和虹口体育馆，每天 8:30 发车，16:30 返回，双休日会增加一

班车次，但时间不固定，需当天咨询。票价 130 元中包含往返车票和同

里门票，车程约 1.5 小时。

无锡——同里

直达同里，可于汽车北站附近的旅游集散地乘坐旅游专线，每周六、周

日 6:50 出发，票价 78 元，包含车票和门票。

南京——同里

在建宁路 1 号的白鹭旅游集散中心乘旅游专线车到同里，票价 128 元，

包含车票及同里门票，发车时间为每周三、六、日上午 6:00

自驾车

南京——同里

经沪宁高速公路，在苏州东出口往南行至同里。

杭州——同里

1、经沪杭高速公路，在嘉兴出口往平望方向，经 205 省道至松陵往东

6 公里抵同里。

2、经沪杭高速公路，在嘉兴出口转苏嘉杭高速公路至同里。

苏州——同里

苏州→苏嘉公路→吴江→同里

上海——同里

1、从上海往 318 国道至黎星，往松厍公路抵达同里；

2、经沪宁高速公路，在苏州东出口往南行至同里；

3、经沪杭高速公路，在嘉兴出口向平望方向，经 205 省道至松陵往东

6 公里抵同里。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古镇内部不可以有车辆行驶，所以当地交通方式只步行、游船和电瓶车、

人力三轮车等。

电瓶车

退思园——镇口游客中心——罗星洲随叫随停，在三个停靠点（退思园

后门、镇口游客中心处、罗星洲）均有车可停，停在景区入口处公交站

背面不远处，10-15 分钟一班，一般一站 2 元，从镇口到退思园 2 元 / 人，

从退思园到罗星洲渡口 4 元 / 人。全程票价 5 元，满员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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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人力三轮车

人力三轮车是同里古镇的一大特色，上车一般 5-10 元。但是千万不要相

信人力三轮车可以花 10 块钱而带你进镇，到了景点依然要买景区通票。

游船

古镇三桥景色游：90 元 / 船（可坐 6 人）

同里湖风情游：200 元 / 船（可坐 40 人）

同里湖面冲浪游：80 元 / 艇（可坐 6 人）

晚上乘船，可以让客栈的主人帮你联系，价格会稍微便宜，约为

60 元左右一条船。可以与几个人合租一条船，但一定要讲好价

钱和时间。

推荐书籍《同里时光》

《同里时光》是由著名诗人长岛策划，著名散文家燕华君创作的长篇叙

事纪实性散文。全书分八个章节，十余万字，配以彩色精美的图片，全

景式、多方位、抒情而诗意地写尽了江南名镇同里的前世今生以及风花

雪月。时而华丽时而沉郁，时而奔放时而跳跃的文字，记述了作为世界

文化遗产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同里的全貌。从上古的崧泽文化到农业文

明，从富土同里到小镇诸多景点与风情，从一遗一街、二故二园、三堂

三桥到退思园，人文同里、历史同里、风雅同里、别样同里跃然纸上。

作者用安静而优美的文字，为读者奉献出了一个不同与以往的，安静的

同里。

推荐电影《情归同里》

顾长卫为同里量身打造的宣传片，电影中两条线索，一古一今，交叉出

现，两段浪漫的情愫在美丽水乡的古代与现代两个时空中弥漫。全片以

青绿色为基调，青翠欲滴，千年古镇像被裹进了一幅涂满青绿色颜料的

油画之中，青色幻化成了蓝天白云，绿色幻化成了碧波绿荫，古宅旧院、

石桥小巷在青绿色中流动，流过时空，流过记忆，流进男女主角的心里，

流进观众的心里。片中男女主角不同时空的真正相遇仅两次而已，绝大

多数时间都是在追忆和想象。而既使是相遇也只是谈谈地一笑，未置一词，

一种古典的美洋溢在从头到尾。

旅行路上 Travel on th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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