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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苏”秋
LOVING AUTUMN IN JIANGSU

当大家收到本期《江苏旅游报》时，江苏已开始步入秋天了。满山红枫、金黄银杏，醉美秋

色尽收眼底，当然也少不了人见人爱的大闸蟹。

江苏各市之秋别具韵味，这一期的“江苏焦点”和大家分享了 10 条金秋江苏精品路线，涵

盖了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地道美食及主题乐园等，有助于业界制定更多特色产品，向旅客推介

最精彩的江苏秋季行程。

《延禧攻略》虽已播毕一段时间但热潮未减，其中皇后和一众妃子的头饰原来大有来头！南

京绒花是2006年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工艺，因此剧热播而再次受到大众关注。

在本期“文化江苏”中，我们有幸请来该剧的绒花制作者，为大家讲述绒花的故事。

另外，秋游江苏当然要品蟹。这一期的“一期一食”除了介绍阳澄湖大闸蟹和品蟹的季节外，

还送上“吃蟹八步曲”，教你如何吃蟹吃得干净又优雅！

自上一期创刊号出版后，我们陆续收到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旅游业者的反馈。许多业者询问关

于江苏旅游的最新资讯，并希望我们多报道市场较不熟悉的苏北地区。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

们会听取意见，提供更多精彩内容。

各位如对《江苏旅游报》有任何建议，都欢迎与我们分享。

秦永忠
江苏旅游（新加坡）推广中心

info@travellution.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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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
ABOUT JIANGSU

江苏共有 13 个市，长江以南为苏南（5 市），以北为苏北（8 市）。由于苏北地域

辽阔，所以有时又将扬州、泰州及南通 3 市单独列为苏中，狭义的苏北仅包括徐州、连

云港、盐城、宿迁及淮安 5 市。

苏北地区地势平坦，拥有众多景色优美的湖泊，包括洪泽湖、高邮湖及骆马湖等等。

连云港和盐城靠海，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及众多盐场，是中国“海盐文化”的典型地区；

而古代著名交通要道京杭大运河的其中一段则经过徐州、宿迁和淮安，沿途遍布许多人

文古迹。

历史上苏北地区地灵人杰，汉朝开国皇帝刘邦、西楚霸王项羽、《西游记》作者吴

承恩、中国总理周恩来均来自苏北。此外，和苏北地区颇有渊源的淮扬菜闻名全世界，

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

江苏知多少 —— 
ABOUT NORTH JIANGSU

中国第 2 大铁路编组枢纽站，也是高

速公路线路和里程最多的城市之一，

交通非常方便。徐州拥有丰富的汉代

文化遗产，例如被称为“汉代三绝”

的汉墓、汉画像石及汉兵马俑；苏东

坡曾在徐州担任过知州，游览云龙山

能够欣赏到放鹤亭、谊亭及东坡石床

等和苏东坡有关的遗迹。此外，徐州

督公山滑雪乐园总面积 8 万平方米，

设置了适应不同人群的各式滑雪道，

对来自热带的旅客极具吸引力。

XUZHOU

KEY WORDS：汉兵马俑、苏东坡遗

迹、老少咸宜滑雪道

徐州

江苏最年轻的地级市，也是中国重要

的电子商务中心，知名电商企业京东

的客服中心就设立于此。喜欢“楚汉

争霸”这段历史的旅客，可前来宿迁

参观项王故里，感受历史的余韵。此

外，宿迁段运河及皂河镇的龙王庙行

宫于 2014 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具

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乾隆六下江南就

有五次住此行宫。作为“中国白酒之

都”，宿迁同时拥有洋河、双沟两大

知名白酒产区，享誉全中国。

SUQIAN

KEY WORDS：项羽故乡、乾隆行宫、

中国白酒之都

宿迁

有“中国运河之都”的美誉，中国大

运河最早开凿的河段邗沟就在淮安境

内。淮扬运河淮安段及清口枢纽、双

金闸、清江大闸、洪泽湖大堤、总督

漕运公署遗址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淮安拥有许多人文景观，包括汉代名

将韩信故里、《西游记》作者吴承恩

故里及中国总理周恩来故里景区等。

来到淮扬菜的发源地淮安，一定要试

试文楼汤包、平桥豆腐、钦工肉圆及

软兜长鱼等经典美食。

HUAI 'AN

KEY WORDS：运河文化、历史名人

故里、淮扬菜

淮安

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也是中国重要

的港口城市。这座城市山海相拥，花果

山四季美景各有特色，连岛则是江苏最

大海岛，集青山、碧海、奇石、沙滩、

渔村等景观于一体，是著名的海滨旅游

景区。连云港下辖的东海县被誉为“世

界水晶之都”，蕴含全中国近一半的水

晶储量，世界水晶之王、毛主席水晶棺

材等均出自于此；东海温泉属氟硅复合

型医疗热矿水，即可浴疗又可饮疗，有

“华东第一温泉”的美誉。

LIANYUNGANG

KEY WORDS：山海相拥美景、世界

水晶之都、医疗温泉

连云港

江苏面积最大的一个地级市，沿海滩

涂面积占中国的七分之一。大丰麋鹿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目前世界上占地

面积最大、野生麋鹿种群数量最多，

并建立首个麋鹿基因库的自然保护区；

盐城国家珍禽自然保护区内共有国家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4 种，并且也是全

球丹顶鹤最大的越冬地。此外，盐城

在历史上亦是著名的海盐产地，盐城

海盐历史文化景区及东台西溪古镇是

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

YANCHENG

KEY WORDS：珍稀动物麋鹿、丹顶

鹤、海盐文化

盐城

周
国
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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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摄江苏
ENCHANTING JIANGSU

千舟竞发
古人云：“夏三月，川泽不

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两千

多年后，连云港的渔民仍遵循

这一古训，让鱼虾在夏季里尽

情生长，绝不竭泽而渔。今年 5

月 1 日至 9 月 16 日是漫长的黄

海伏季休渔期，在这休养生息

的季节里，渔民们或参加培训，

或打短工，或修补渔具，纷纷

养精蓄锐，为秋捕做好准备。

经历了 4 个半月的伏季休渔

后，连云港数千艘渔船整装待

发，准备迎接 9 月 16 日的全面

开海。中午 12 点到了，“开海

咯！开海咯！”的喊声此起彼

落。抱着丰收的希望，带上家

人的祝福，沿海的千艘渔船在

迫不及待中起航，再次回到最

熟悉的大海……

THOUSANDS OF BOATS 
SET SAIL TOGETHER

视觉中国 / 图

江苏省连云港
 LIANYUNGANG, 

JIANGSU PROVINCE

拍摄地点



8 9江苏旅游报˙JS NEWS

w   

南京高淳固城湖螃蟹节
南京的固城湖内水质清新、水草丰茂，

是长江系中华绒蛰蟹的优质生长地。在

螃蟹节期间，游人不仅能尝到肉质丰嫩

肥美、味道鲜美油足的螃蟹，还能到蟹

塘体验抓蟹。各个景区也将在每个周末

呈献大马灯、跳五猖等非遗表演。

即日 - 11月NANJING

无锡锡菜美食文化节
在第十九届中国美食节暨 2018 中国无锡

锡菜美食文化节中，主办单位将特别设

置江苏餐饮新食材展，展示大闸蟹、小

龙虾、湖鲜、长江三鲜、太湖三白等优

质食材，同时开设国际美食嘉年华板块，

集中向游客推介中华美食及世界美食。

10 月 26 - 28 日WUXI

淮安“菊世无双”菊花展
在这个金菊飘香的秋天，到淮安白马湖

赏菊必定是个难忘的体验。在为期两个

月的菊花展中，游人有机会欣赏占地面

积约 150 亩的 500 多个菊花品种。此

外，多种造型的菊花景观也将构成菊田

花海，为秀丽的白马湖锦上添花。

即日 - 11月 28 日HUAI’AN

连云港全面开海
经历了 4 个月半的伏季休渔后，连云港

终于全面开海。9 月 16 日起，沿海地区

的数千艘渔船整装待发，准备到黄海秋

捕。届时，连云港将有大量海鲜上市，

包括海蛏、花蚬、八带鱼、梭子蟹、虾

婆婆及香螺等。

9 月中旬之后LIANYUNGANG

盐城“金秋暨十一黄金周”
为了展现盐城秋季之美，盐城推出“金

秋暨十一黄金周”旅游活动。9 月至 11
月参观中华麋鹿园的游客能与小麋鹿近

距离互动；国庆期间盐城丹顶鹤湿地生

态旅游区将会有丹顶鹤免费放飞；9 月

至 12 月金沙湖旅游度假区举行沙雕艺术

节，呈献多个沙画作品及表演。

即日 - 12 月YANCHENG

徐州重阳节登云龙山
古人有重阳节登高的传统，自从 2013 年

重阳节被定为“老人节”以来，徐州的

庆祝活动越来越精彩，每年都有超过 10
万人在重阳节前夜登云龙山彻夜游乐，

迎接日出。节日当天，饮鹤泉、怀古亭

及东坡石床等景点到处都是登山的人

群，非常热闹。

10 月 17 日XUZHOU

南通啬园秋季花展
2018 年啬园秋季花展将于即日起正式向

游客开放，持续时间 2 个月左右。本届

秋季花展以“花之海 • 啬之魅”为主题，

将鼠尾草、向日葵、虞美人、美女樱、

万寿菊等秋季花卉分 7 个色系在不同区

域展示，利用各种色彩之间的碰撞，为

游客带来感官享受。

即日 - 11月NANTONG

泰州兴化千垛景区赏菊
泰州兴化千垛景区的“垛田”地貌驰名

中外，春天的“油菜花开金满地”美景

更是令人难忘。事实上，千垛景区的秋

景同样迷人。每年 6 月，景区会在油菜

收获后种植万寿菊，秋季时进入盛花期。

到兴化品红膏大闸蟹时，也可顺道前往

千垛景区观赏菊花。

即日 - 11月中旬TAIZHOU

常州“文化 100”活动
9 月至 11 月到访常州，有数不尽的节目

等你参加。随着“文化 100”活动展开，

常州将在这 3 个月内推出 8 大系列共

305 项活动，包括文博展览、舞台艺术

表演、书画摄影展、阅读活动、艺术周、

戏曲专场及文化讲座等，喜欢文学艺术

的朋友万勿错过。

即日 - 11月CHANGZHOU

扬州第十届江苏省园艺
博览会
第十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将在扬州枣林湾

旅游度假区举办，主题为“特色江苏 • 美好

生活”。博览会共有 13 个江苏城市展园、2
个大师园及1 个专题展园（园冶园），游客

除了能够感受园林之美，还能欣赏古乐表

演、创意服装秀及花艺大师作品展等演出。

即日 - 10 月 28 日YANGZHOU

镇江焦山桂花节
“2018 焦山景区第二十届金秋桂花节”

将于即日至 10 月 28 日举行。景区桂花

园共有 15 个品种的近万株桂花树，包括

金桂、银桂、丹桂及四季桂等，分布在

7 大园区。活动期间，游客还能品尝桂

花茶、桂花糕、桂花糖白果、桂花赤豆

糊等传统美食。

即日 - 10 月 28 日ZHENJIANG

江苏月历
JIANGSU CALENDAR

苏州太湖灯花节
参加于苏州太湖园博园举行的 2018 苏州

太湖灯花节，白天黑夜都有惊喜。近百

亩的百日菊搭配明艳的向日葵，让游人

沉浸在一片花海中；夜晚的太湖灯会设

有迎宾灯区、光影区和福禄寿灯区，以

传统彩灯融合新型光雕艺术灯组，让人

耳目一新。

即日 - 10 月 21日SUZHOU

10-11月

宿迁国庆系列活动
10 月中国国庆期间，宿迁洪泽湖湿地举

办一系列精彩活动。博物馆广场前将举

办持续一整个月的“持鳌封菊——金秋

菊花展”；“湿地“蟹”礼——品蟹大赛”

将于 10 月 1 至 5 日在鱼族馆广场展开；

10 月 3 至 5 日则有书画大家示范如何在

扇面上作画。

10 月SUQIAN

石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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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情报
JIANGSU NEWS

龙宫大白鲸世界荣膺国家 4A 级景区
经江苏省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评定并公告，淮安龙宫大

白鲸世界于 8 月 31 日正式批准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这使得淮安市

的 4A 级及以上景区数量达到 16 个，位居江苏省第 5 位。龙宫大白鲸

世界是海洋与科技相结合的景点，包含室外“欢乐世界”与室内“嬉

水世界”两大主题园区。自 2017 年 6 月正式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

客量 130 万人次。

“环太湖十景”公布
9 月 11 及 12 日，“首届中国·湖州国际滨湖旅游节暨中国环太湖国际旅

游节”在湖州长兴县隆重举行。在活动中，江苏省的苏州、无锡与常州

连同浙江省的湖州，共同发起成立环太湖四城市旅游联盟。此外，为进

一步推动环太湖旅游一体化，打响环太湖旅游共享品牌，4 个市的旅游

局共同推出以苏州湾景区、无锡灵山景区、常州太湖湾景区及湖州龙之

梦景区为主体的“环太湖十景”。详细名单如下：

景区名称

苏州湾景区

东山景区

西山景区

无锡影视城景区

鼋头渚景区

景区名称

灵山景区

常州太湖湾景区

中华恐龙园景区

龙之梦景区

南太湖景区

所属城市

苏州

苏州

苏州

无锡

无锡

所属城市

无锡

常州

常州

湖州

湖州

SUZHOU, WUXI & CHANGZHOU

HUAI’AN

中山陵试行

预约参观和禁噪管理
南京中山陵景区自 6 月 1 日起试行实名

预约免费参观，并且全面禁止在陵寝区

使用扩音讲解设备。预计试行半年后，

该制度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运行。

按照预约规定，散客和旅行社最多可

提前 30 天通过“钟山风景区”微信服

务号、钟山风景名胜区官网，或游客自

助服务终端进行预约。而实施全面禁噪

后，游客可租赁自助语音讲解器或预约

导游讲解，也可选择使用手机微信端语

音讲解服务。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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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情报
JIANGSU NEWS

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
 南通市港闸区通刘路 299 号

拙政园、狮子林

全网售票
9 月 1 日，苏州拙政园、狮子林网

上实名制预约售票系统正式上线，

两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园林将迈

入“全网售票”时代。届时，游客

可通过苏州园林旅游网、拙政园和

狮子林景区的官网以及其他旅游类

线上平台购票。

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正式开放
坐落在南通市港闸区幸福镇的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于 10 月

1日正式对外开放。10月1日至12月31日将执行开业特惠价，

成人票 150RMB/30SGD，优惠票 75RMB/15SGD。动物园共

占地约 10.12 平方公里，其中车行区 5.26 平方公里，步行区

4.86 平方公里（包括水域面积 2 平方公里）。游客可乘搭小火

车近距离观赏来自 5 大洲的野生动物，或是选择在长达 9 公里

的全中国最长动物园自驾线路尽情游走。此外，动物园还设有

全中国首创的船行游览线路，亚洲最大生态鸟笼就位于这一游

览区内。园内计划展出野生动物 300 余种，近 20,000 只，包

括非洲狮、白虎、斑马、环尾狐猴及火烈鸟等，落实后将成为

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规模最大的野生动物园。

SUZHOU

NANTONG

苏北最长玻璃栈道
看过网上分享的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是否瞬间腿

软？可是又心痒痒，想要挑战一下？盐城大丰区水

韵龙湾城市森林公园即将开放东北侧的玻璃栈道，

让游客在平原地区就能体验走玻璃栈道的刺激感

受。栈道全长 500 米，宽 3 米，利用光电技术设

计了多处“吓人”的把戏，例如一踩上就溜走的鱼

及“裂痕”等效果。漫步在玻璃栈道上，实在是心

惊胆战，哦不，心旷神怡！

水韵龙湾城市森林公园
 盐城市大丰新丰荷兰花海（S226 省道）西南侧

YAN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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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民众对苏州阳澄湖的大闸蟹再熟悉不过，而蔡幸娟名曲《东方女孩》中的一句“看栖

霞山上枫如醉”，更是将江苏最美的秋景唱进普罗大众心中。江苏的四季各有特色，其中秋天气

候凉爽、舒适，和云顶高原相近，景色却更多样、迷人。

本期小编将介绍 10 条金秋江苏精品游路线，其中涵盖了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地道美食

及主题乐园等。无论是大人或小孩，吃货或乐园控，都能在金秋江苏寻获各自的精彩。

蟹肥菊黄 红枫如醉

金秋江苏精品游

10 AUTUMN ITINERARIES OF JIANGSU 徐州金秋银杏寻梦之旅
邳州是徐州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该市长达 40 公

里的邳苍公路旁，种满了高耸挺直的水杉树，因而

赢得了“天下水杉第一路”的美誉。邳州的另一大

特色是银杏，全市有数千棵树龄逾百岁的银杏古

树。坐落在上港镇的银杏博览园是中国单树种国家

级森林公园，共有银杏 5 万亩，至今仍保存两棵高

大浓密的姐妹树。此外，邳州还有一条被称为“时

光隧道”的特色乡村公路。每年秋季，披上金黄外

衣的时光隧道，吸引无数旅客前去观光。漫步在一

片银杏海中，怎不教人心醉？

南京一叶知秋赏枫之旅
栖霞山与北京香山、苏州天平山及长沙岳麓山并列

为中国四大赏枫胜地。位于栖霞山西侧的枫岭，深

秋时满山红叶，层林尽染，呈现出“万花都落尽，

一树红叶烧”的迷人景致。栖霞山的红叶主要包括

红枫、枫香、三角枫、黄连木及鸡爪槭等，其中百

年以上的枫树多达 500 余株。幕燕滨江风貌区就

在长江边上，江边崖陡壁峭，岸线长逾 5 公里。除

了有众多佛教景观，秋天时这里最适合观赏长江景

色。明孝陵同样秋色宜人，每年秋天，石像路的地

面上铺满了银杏树叶，是摄影发烧友的必到之处。

这段路也被南京人称为“南京最美 600 米”。

NANJING2

XUZHOU1ROUTE

ROUTE

银杏时光隧道

 徐州市邳州市九龙大道与

 310 国道交叉口南 100 米

 全天开放

 免费

银杏博览园

 徐州市邳州市港上镇博览园北路

 ww.yxbly.com
 10RMB/2SGD

Day 1: 游览邳州古栗园→银杏湖景区→银杏博览园→银杏时光隧道

Day 2: 游览沙沟湖水杉公园→禹王山抗日阻击战遗址纪念园→艾山景区

Day 1: 游览栖霞山→幕燕滨江风貌区

Day 2: 游览明孝陵→灵谷寺→朝天宫→瞻园→中华门城堡

明孝陵景区

 南京市玄武区石象路 7 号

 zschina.nanjing.gov.cn/mxljq/
（3 -11 月）6:30am-6:30pm

   （12 月 - 次年 2 月）7:00am-5:30pm
 70RMB/14SGD

幕燕滨江风貌区

 南京市栖霞区永济大道 9 号

 8:00am-6:00pm
 免费

栖霞山名胜风景区

 南京市栖霞区栖霞山名胜风景区

 www.njqxs.net
 7:30am-5:30pm
（平日）25RMB/5SGD；（红枫节）40RMB/8SGD

陈一年 摄

周国强 摄

唐载清 摄

祝天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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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祈福亲子之旅
狼山是中国八小佛教名山之首，景区内的圆通

宝殿和大圣殿分别供奉大势至菩萨及大圣菩

萨，香火鼎盛，许多信徒都会到此祈福。濠河

是环绕南通老城区的古护城河，河岸有古城墙

遗迹北极阁、唐代古刹天宁寺及明代古塔文峰

塔等古迹。晚上乘船夜游，听随船工作人员讲

解人文历史，是很独特的体验。南通也非常适

合一家大小亲子游。南通野生动物园于 10 月 1
日正式对外开放，园内全中国首创的船行游览

路线，将会给孩子们带来无穷欢乐与惊喜；风

筝博物馆展示的风筝琳琅满目，造型丰富，在

新马并不多见，必定能吸引孩子们的好奇目光。

淮安山水温泉养生之旅
隶属于淮安的盱眙是著名的山水名城。10 月秋高气爽，

最适合到铁山寺森林公园呼吸新鲜空气。这里有广袤的

次生林及群山环抱的天泉湖，而且空气中的负离子含量

高出全省平均数 50 倍。明祖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祖

辈的衣冠冢，神道旁的 19 对石像气势非凡。老子山镇离

县城仅 30 分钟车程，这里温泉酒店林立，是泡温泉的好

去处。洪泽湖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湖面辽阔，夕阳

景色迷人，而且盛产甲鱼、鳝鱼、鳜鱼、鳗鱼、青虾及

螃蟹等水产，是观景尝鲜的好去处。

扬州田园乡村亲子体验游
秋季到扬州旅游，正好赶上第十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

本届园博会于 9 月 28 日至 10 月 28 日，在扬州仪征的枣

林湾旅游度假区举办。该展会按照江苏省的区域特色，以

1,800 亩云鹭湿地写意式微缩 10 万平方公里的江苏全景。

此外，江苏 13 个市都各有一个主题园区，展现当地独特

的城市面貌。想要和孩子共度欢乐时光，可以到润德菲

尔庄园呼吸新鲜空气，采摘蔬果，湖畔垂钓，体验欧洲

田园风情；又或是到天乐湖嬉乐谷尽情放松，体验骑马、

滑草、高空绳索、卡丁车及皮划艇游船等项目。

连云港观光休闲精华游
花果山景区位于连云港市南云台山中麓，是中国 5A 级旅游景区。水帘洞是花

果山最有代表性的景点，而玉女峰的树林中住着逾 300 只活泼可爱的猕猴，来

到这里，仿佛进入《西游记》的神奇世界。此外，三元宫的银杏古树，更是为

山中秋景锦上添花。东海森林温泉景区距离连云港市区 1 小时车程，是罕有的

天然苏打温泉。东海同时也是中国的水晶之乡，此处的东海水晶城除了出口水

晶及相关制品到欧美及日韩等地，也从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进口水晶原料。

NANTONG3ROUTE

HUAI 'AN5ROUTE

YANGZHOU4ROUTE

LIANYUNGANG6ROUTE

Day 1: 游览狼山→参观南通博物苑→风筝博物馆→夜游濠河

Day 2: 参观南通野生动物园→洲际绿博园→游览唐闸古镇

Day 1: 游览铁山寺森林公园→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明祖陵→老子山镇温泉酒店

Day 2: 游览洪泽湖→到洪泽湖渔村品尝湖鲜

Day 1: 游览花果山→体验东海森林温泉

Day 2: 游览西双湖→参观东海水晶城

Day 1: 参观第十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游览润德菲尔庄园→到天乐湖泡温泉

Day 2: 游览天乐湖嬉乐谷→捺山

狼山风景名胜区

 南通市崇川区狼山镇临港路 2 号

 www.chinalangshan.gov.cn
（北门）6:00am-4:30pm

   （南门、东门）7:30am-4:30pm
（2-6 月、10 月）70RMB/14SGD

   （7-9 月、11 月 - 次年 1 月）50RMB/10SGD

夜游濠河

 南通市崇川区濠北路 508 号

   （濠河游客中心）

 www.mlhaohe.com
（夜游场）6:45pm
 60RMB/12SGD

风筝博物馆

 南通市崇川区北濠桥路北濠桥东村静业庵内

 www.cn-kite.com
 8:30am-11:30am；1:30pm-5:00pm

  （星期一闭馆）

 免费

第十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

 扬州市仪征市万年北路 220 号

 www.2018jsybh.com
 60RMB/12SGD

润德菲尔庄园

 扬州市仪征市西郊新集庙山

 8:30am-5:30pm
 免费（游玩项目及餐饮另行收费）

天乐湖嬉乐谷

 扬州市仪征市谢集乡四庄村江扬路

 8:00am-5:00pm
（成人票）180RMB/36SGD

   （亲子家庭票（一大一小））270RMB/54SGD

铁山寺森林公园

 淮安市盱眙县西南丘陵山区

 www.tsstqh.com
 8:00am-6:00pm
 50RMB/10SGD

明祖陵

 淮安市盱眙县明祖陵镇 306 乡道

 www.xymzl.cn
 7:30am-5:30pm
 50RMB/10SGD

花果山景区

 连云港市海州区郁林路 5 号

 www.lyghgs.cn
（3 -11 月）7:00am-5:00pm

   （12 月 - 次年 2 月）8:00am-6:00pm
 100RMB/20SGD

东海森林温泉度假区

 连云港市李埝生态旅游度假区

 www.dhslwq.com
10:30am-11:30pm
（景区门票）30RMB/6SGD

   （温泉门票（含景区））198RMB/39.60SGD

东海水晶城

 连云港市东海县牛山街道中华北路 1 号

 www.zgdhsjc.com
 9:00am-5:30pm
 免费

周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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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悠闲逍遥游
常州中华恐龙园是中国第一座恐龙主题的大型游乐圆，园

内设有勇闯恐龙山、穿越侏罗纪、过山龙、疯狂火龙钻

及通天塔等刺激活动。其中过山龙是继美国与日本之后

全世界第三台 4D 过山车，集合了悬挂、俯冲、跌落、飞

行等多种过山车体验。360°旋转座位，90°垂直俯冲及

126 公里超高时速，让人“又爱又恨”！溧阳天目湖四面

皆山，湖中多岛，适合乘船游览。此外，登上湖里山的

状元阁以及龙兴岛山顶，可远眺天目湖全景。这里不仅

风景宜人，还有许多特色美食值得一试，例如天目湖砂

锅鱼头、溧阳风鹅及溧阳白芹等。

盐城文化美食精品游
大纵湖是盐城的旅游名胜，“纵湖秋色”更被

列入盐城新十景当中。这里拥有全中国最大的

水上芦苇迷宫，面积 14 万平方米，共 66 条水

道。坐船在迷宫中顺水漂流，还能欣赏各种野

鸟，非常惬意。盐城的中国海盐博物馆是全中

国唯一一座海盐专题博物馆，坐落在古代著名

的人工运盐河串场河与宋代捍海名堤范公堤之

间，通过 4 个主要陈列厅展示当地源远流长的

海盐文化。参观后，可到博物馆北面的水街品

尝正宗淮扬菜“盐城八大碗”。顾名思义，八

大碗由八道菜组成，以汤菜和烩菜为主，是盐

城的道地美食。

大纵湖旅游景区

 盐城市盐都区滨湖街道大纵湖旅游景区

 7:30am-5:30pm
 100RMB/20SGD

中国海盐博物馆

 盐城市亭湖区开放大道 1 号

 www.chinahymuseum.com
 9:00am-5:00pm（星期一闭馆）

 免费（每日限定参观人数 3,000 人次）

盐城八大碗品鉴店

 盐城市亭湖区开放大道中路 3 号

 +86 515 8991 1177
 10:00am-1:30pm；4:30pm-9:00pm

兴化大闸蟹（迎春东路店）

 泰州市迎春路 17 号楼 107（华葆房产隔壁）

 +86 181 6856 6889
 9:00am-9:00pm

溱湖八鲜菜馆（泰州老街一店）

 泰州市老街 78 号（桃园路口旁）

 +86 152 9851 9790
 10:30am-1:30pm；4:30-9:00pm
 大约 65RMB/13SGD

鸿运酒楼（南环店）（蟹黄汤包）

 泰州市靖江市南环路 93 号近 229 省道

 +86 523 8023 1777
 7:00am-8:30pm
 大约 94RMB/18.80SGD

CHANGZHOU7ROUTE

YANCHENG9ROUTE

宿迁访古品酒之旅
宿迁是西楚霸王项羽的出生地，他在秦末乱世中驰骋沙

场，对抗秦朝暴政，因而深受后世敬仰。在项王故里除了

能参观和项羽有关的建筑及雕像，还能看到相传是他年幼

时种下的古槐树。乾隆行宫位于皂河古镇，乾隆六下江

南，有五次在此宿顿。这里保留了布局严整的龙王庙行

宫建筑群，包括牌楼、御碑亭及东西廓院等。宿迁的另

一特色是当地洋河酒厂推出的驰名白酒品牌——洋河蓝

色经典。该酒属浓香型大曲酒，使用美人泉水酿制而成。

来到洋河酒厂文化旅游区，可跟着专业讲解员一起深入了

解白酒生产工艺，参观百年地下酒窖，品尝洋河原浆酒。

SUQIAN8ROUTE

泰州经典品蟹游
秋天的泰州，关键词首推“蟹”。泰州兴化市盛产红膏

大闸蟹，膏红、肉鲜、味甜的成熟大闸蟹，赢得国内外

食客的一致好评。溱湖的簖蟹、青虾、甲鱼、银鱼、四

喜（又分“大四喜”和“小四喜”，各指4种不同的鱼类）、

螺贝、水禽及水蔬合称“溱湖八鲜”，其中又以青眼红毛，

膏厚肉腴的簖蟹最为有名，自古有“南闸北簖”的说法，

与苏州阳澄湖的大闸蟹齐名。靖江蟹黄汤包选用新鲜河

蟹的蟹黄，搭配猪肉皮、猪膀骨、老母草鸡，一同熬制

鲜美的汤包馅心。轻轻咬破皮薄如纸的外皮，透过小孔

缓缓地吸吮汤汁，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TAIZHOU10ROUTE

中华恐龙园

 常州市新北区环球恐龙城河海东路 60 号

 www.konglongcheng.com
 9:00am-5:00pm        230RMB/46SGD

天目湖山水园

 常州市溧阳天目湖镇

 www.tmhtour.com
（5-9 月）8:00am-5:30pm

   （10 月 - 次年 4 月）8:00am-5:00pm
（大门 + 游船）180RMB/36SGD

项王故里

 宿迁市宿城区黄河南路 288 号

 www.xiangwangguli.com
 9:00am-5:30pm
 80RMB/16SGD

乾隆行宫

 宿迁市宿豫区 102 县道

 9:00am-5:30pm
 60RMB/12SGD

洋河酒厂文化旅游区

 宿迁市洋河镇中大街 118 号

 8:30am-5:00pm
 60RMB/12SGD

Day 1: 到蓖箕巷购物→到中华恐龙园游玩

Day 2: 上午游览溧阳天目湖山水园→中午品尝江南特产砂锅鱼头

Day 1: 参观项王故里→乾隆行宫

Day 2: 游览三台山→洋河美人泉→洋河酒厂文化旅游区

Day 1: 游览大纵湖→三官村→逛欧风花街

Day 2: 参观海盐博物馆→逛水街品尝八大碗

Day 1: 李中水上森林景区漂游→午餐品尝兴化红膏大闸蟹→游览溱湖旅游景区

  →晚餐品尝溱湖八鲜美食→逛泰州老街品尝小吃

Day 2: 早餐品尝早茶“三宝”→游览凤城河风景区→参观梅兰芳博物馆

  →赴靖江品尝蟹黄汤包

石宝锈 摄

吕廷川 摄

周国强 摄

丁伟 摄

祝天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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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枣林湾丽朗精选酒店

山水田园中的亲子天堂
9 月 29 日，丽柏乐酒店管理集团旗下的江苏枣林湾丽朗精选酒店正式开幕。

酒店所在地枣林湾地处南京市与扬州市之间，是今年 10 月第十届江苏园博会

和 2021 年世界园博会会址。随着枣林湾成为两大园艺盛事的焦点，

以“亲子度假”为定位，毗邻多处旅游胜地的丽朗精选酒店，

势必为海内外旅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旅游体验！

1

LIBRE COLLECTION YIZHENG

江苏枣林湾丽朗精选酒店坐落在江苏省仪征市枣林湾

风景区，周边不仅有二泉、三山、五湖，而且有樱花游乐园、

扬州芍药园等景点，同时还有天然湿地、优质茶园、经济

林果、花卉苗木和生态林点缀其中，自然环境优美，是苏

中地区生态保存最好的区域。

尽管远离尘嚣，但酒店的交通也很便利，距离扬州市

区仅 30 分钟车程。此外，即将开通的宁扬城际高铁线也将

设置枣林湾站，连接枣林湾与扬州、南京、苏州、上海、

杭州等周边城市，届时能够吸引周边 3 小时车程的旅客前

来度假。

酒店有 8 种房型共 42 间精致客房，其中包括 10 间精

美套房。假日厨房、尊顶、珍府及屋顶烧烤乐园等餐厅，

备有中式菜肴、当地特色的淮扬菜、西式荟萃、精致点心

及各式面条供宾客选择，其中有机特色农场食材更是一大

亮点。具有超大空间的家庭式俱乐部丽乐汇，则提供各种

酒类及饮品。此外，酒店还针对亲子度假，精心准备了儿

童自助餐台和特色儿童菜单等，实是家长们的一大福音。

江苏枣林湾丽朗精选酒店
 扬州市仪征市枣林湾长盛路 9 号

  （邮编：211400）

 +86 514 8038 9777
 800RMB/160SGD 起 / 晚

 www.libreresorts.com

LIBRE COLLECTION YIZHENG

南京市

扬州市

仪征市

苏州市
上海市

江苏枣林湾

丽朗精选酒店

亲子游的理想之选
提及亲子度假，肯定少不了丽柏乐集团的标志性亲子娱

乐品牌——威风探险家俱乐部，这一项目的目标是打造适合

儿童与成人的设施和活动。俱乐部内分成威风玩、威风学及

威风派对等区域，能满足 1 至 17 岁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娱乐

需求。孩子们除了参与艺术和表演课程，过程中也受到妥善

照顾。亲子一起玩游戏互动，不仅增进感情，也让家长们可

以暂时放松，忘记工作的疲劳。

另外，酒店的魔法师（MC）团队也丰富了宾客的度假

体验。他们是专业娱乐顾问，像魔法师一样既身怀绝技又积

极热情。魔法师们将不定时出现在酒店各处，为宾客提供咨

询和帮助，并且活跃度假气氛，提升家人间的亲密度，激发

更多度假灵感。无论是用餐或是参与威风探险家俱乐部的活

动，都能看见这些开心果的身影。

江苏枣林湾丽朗精选酒店强调“宿食乐行聚”+MC 6
大度假元素，为宾客创造独一无二的度假体验。在山水田园

中享受惬意，将是前往江苏亲子游的另一理想之选。

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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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澄湖大闸蟹

秋季品蟹正当时
说起江苏美食，许多人一定联想到大闸蟹。大闸蟹的学名叫作“中华绒螯蟹”，

因蟹螯上密集的绒毛而得名。中华绒螯蟹分布广泛，包括朝鲜西部及中国东部沿海的

湖泊河流都能见到它们的踪迹。江苏的太湖、固城湖、长荡湖及阳澄湖等水域

都盛产大闸蟹，其中名气最大的当属苏州的阳澄湖大闸蟹。

YANGCHENG LAKE HAIRY CRABS

苏州旅游局 / 图

阳澄湖水位稳定、光照充足，再加上水底淤泥少、土质

硬，且水草丰富，在此地生长的大闸蟹因而肉质肥嫩鲜美。

一般指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是从蟹苗阶段就在湖中生长，

直到交配季节肉肥膏厚才离开的大闸蟹。

众所周知，阳澄湖大闸蟹有 4 大特点，分别是“青背、

黄毛、金爪、白肚”，即青得发亮的蟹壳、蟹螯上密而软的

黄色绒毛、在光滑表面能撑起且爬行自如的金色蟹爪以及白

得有光泽的蟹肚。

对食客而言，更重要的是品蟹的季节。农历六月的公

蟹虽小，但特别鲜嫩，适合用来制作醉蟹及面拖蟹。秋天是

最适合吃大闸蟹的季节，民间有“九月团脐，十月尖”的说

法，指的是农历九月时母蟹壳内充满蟹黄，此时品尝最佳；

公蟹生长较慢，十月时脂肪最厚，是吃蟹膏的最佳时期。

独特的饮食文化
大闸蟹的做法以清蒸为主，口味鲜咸，搭配精心调制

的酱汁和黄酒食用，能调味去腥。吃大闸蟹分为“文吃”和

“武吃”两种。顾名思义，文吃是指使用大钳、剪刀等工具

细心挖出蟹螯、蟹壳及蟹爪的蟹肉，吃完后还能将各部位拼

凑出完整的样子；武吃不使用任何工具，而是直接将大闸蟹

掰开或啃咬。

星岛湖农家乐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旅游度假区清水村湖八鲜美食苑

 +86 512 6544 9223

蟹舫苑
 昆山市巴城镇湖滨路与迎宾西路交叉口东北 100 米

 +86 512 5765 3866

MUST-VISIT RESTAURANTS

驰名中外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形成独特的饮食文化，

还衍生出开捕节这一民俗。阳澄湖地区每年都会举办大闸蟹

开捕节，今年轮到昆山巴城举办，开捕时间落在 9 月 21 日，

比去年早了两天。这一人为划定的节点能起到辨别真假的

作用。有了这一节日，人们就能清楚知道，在开捕日之前，

市面上出现的阳澄湖大闸蟹绝无正宗的可能。

大闸蟹魅力无边，大文豪鲁迅、香港明星沈殿霞、羽

坛名将李宗伟等名人品过之后都赞不绝口。秋天来到江苏，

一定要尝尝这里的皇牌美食大闸蟹。“不是阳澄蟹味好，此

生何必住苏州。”如果过境苏州，可别错过大名鼎鼎的阳澄

湖大闸蟹！

吃蟹攻略：
1. 剪掉蟹爪和螯，留到最后吃。

2. 将蟹盖和蟹身分离。

3. 先吃蟹盖，挖出三角形的蟹胃后丢弃，吮蟹黄。

4.吃蟹身，先剪掉多余的蟹爪、嘴和肺，再将六角形的蟹心丢弃。

5.淋醋在蟹身上后吃蟹黄、蟹膏，再将蟹身掰成两半，拆出蟹肉。

6. 吃蟹爪时剪开两头，用蟹镊捅出。

7. 蟹螯的钳子部分需剪开两边，用手往相反方向掰。

8. 喝姜茶驱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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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绒花
《延禧》爆红 千年技艺重现荣光

绒花是指以绒制成的假花。由于谐音“荣华”，故有象征富贵之意。

古时为宫廷御用，直至近代南京人在婚嫁喜事、

春节、端午节及中秋节时都会以绒花装饰。

随着《延禧攻略》的成功，这项在 2006 年列入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工艺，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赵树宪、香港江苏社团总会、春泽记 / 图     杨敏聪 / 文

NANJING VELVET FLOWER

相传绒花起源于唐朝，而清朝是南京绒花的

极盛时期，当时城内的花行街是绒花的集中销

售市场。官府设七作二房，专供朝廷的绒花就

是花作的工匠们所制。江宁织造局更有人专门

采购绒花运往京城当贡品，曹雪芹《红楼梦》

中说的“宫里作的新鲜样法堆纱花儿”指的正

是绒花。

《延禧攻略》刚播出时，就有不熟悉清史的人认

为富察皇后的头饰太简单，与其身分不符，有甚者更把

绒花调侃为“多肉植物”，殊不知正是由于她“以通草绒花为饰， 
不御珠翠”的朴素，才赢得乾隆皇帝的敬重。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由各个绒花的家庭作坊合并组建而成的

南京工艺制花厂，制造了大量外销的动物类绒制品，绒花遂成当时

南京重要的出口工艺。然而，到了现今社会，绒花由于成本高昂，

技巧过于精细，且须以手工制作，虽被列入文化遗产，仍面临濒危

边缘。所幸《延禧攻略》的热播，使绒花得以以其脱俗之姿重新受

到大众关注，而它们的制造者，正是出身自花厂的赵树宪。

有心裁花花必开
赵老师初中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制花厂工作，过程中慢慢培养出

对绒花的爱和热诚。当年厂里共 400 多人，有绒花、绢花、塑料花、

涤纶花和纸花各种车间。他把每道工序都掌握得很出色，于是顺理

成章地进入厂里的设计室工作，后来更晋升为管理层。

由于传统手工艺受到工业化的冲击，中国政府便有意识地开展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赵老师于 2008 年开始在南京民俗博物馆

里的“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设绒花工作室。现在赵老师的

作品除了“花”外，也有不少家庭装饰品，客源主要是汉服爱好者、

演艺界和戏曲界人士等。

虽然他的整个团队只有 3 人，却包办了《延禧攻略》里所有的

绒花饰品。也许是上天想要回报赵老师对绒花的热爱，该剧造成的

热潮，也使他的订单呈倍数增长。正如赵老师所说：“艺术必须要

倾注感情，有感情的作品就有温度，就能与人产生互动交流，于是，

作品就有生命了。”

希望有更多人能欣赏绒花，让这份传统流传后世。花开不灭，

愿春常在。

在香港江苏社团总会主办的“风华金陵传承智造——

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中，赵老师（右一）指导香

港江苏社团总会会长唐英年（右二）制作绒花，唐会

长的月季绒花胸针出自赵老师之手。

【
金
鱼
】

【
福
在
眼
前
】

【
牡
丹
】

【
荷
花
】

【
全
福
】

南京民俗博物馆（甘家大院）
 南京市中山南路南捕厅 15 号

 +86 25 5221 7104
 www.gjdy.org.cn
 9:00am-6:00pm

NANJING FOLK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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