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栖
居
江
南
风
雅
，
多
少
吴
中
故
事

从前的时光很慢，

车马也慢，

一个小小的信封一两个月才到达，

生活悠闲、干净，

让你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每天身处水泥都市，艰辛而匆忙地向前冲，日复一

日忙碌繁杂的都市生活，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让我们

与心中所向往的生活渐行渐远，愈发想找一处优美静谧

的地方，慢下来，去生活，慢下来，找到生命的美好。

只要心向远方，旅行中沿途所有的风景，都是浪漫

温情的邂逅！走进一座城，每个人都期许可以拥有关于

那座城的慢时光的回忆，而住进这座城的民宿，或许是

给予你这种记忆的最好体验，真实自然、朴实无华。吴中，

从来都不乏江南特有的小调调，小桥流水人家、吴侬软

语姑苏城，低吟浅唱步步皆含情。

悠悠吴地，源远流长，吴中不但有丰沛的物产，还

有湖光山色之美。一个岛、两个人、三日闲，不计将来，

不念过去。以简单温补食物养养胃，让灿烂阳光晒晒背，

用清新怡人空气洗洗肺，约上朋友在此休憩，看云卷云

舒，花开花落；在柔软的大床上感受烟雨江南的独特之

处，开窗就是一片美景，看粉墙黛瓦，听吴侬软语；呼

吸着新鲜的空气，微风拂过，时光静谧，不骄不躁。在

这样的地方度过一日休闲时光，感觉是如此美好。

原来，有些梦想离我们并不远，

原来，有些美丽需要邂逅，

带上相机，带上心情，

遇见吴中，感受江南的灵动，

遇见吴中，让你我私享一段悠然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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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山雕花楼宾馆

东山雕花楼宾馆坐落于东山镇内，和“江南古建名楼”雕花楼位于同一院内。雕

花楼又名“春在楼”，典出苏州清代诗人俞樾殿试名句“花落春仍在”，建于 1922 年，

原主人是民国初期东山富商，“上海棉纱大王”金锡之。大楼融砖、木、石雕技艺于

一体，几乎“无处不雕，无处不刻”，是一座艺术价值极高的江南住宅建筑，是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经典传世佳作。

雕花楼宾馆始建于上世纪 80 年底，行走在雕花楼宾馆内，一栋栋中式风格的楼宇，

“隐藏”在一座古典园林中，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景致。现有园林房 27 间，豪华园林

房（大床间）19 间，别墅 3 栋（共 13 间），宾馆闹中取静，整体装修风格以中式

为主。共有大小会议室 2 个，最大的琼阙厅约 150 平米，最多可容纳 90-100 人左右；

位于景区内春茗馆三楼的小型会议室，最多可容纳 20 人。

雕花楼食府新址离客房不过几米路程，方便住客用餐，食府有一个能容纳十余桌

的大厅和七个大小包间，还有私密性更好的“独一桌”——水榭。食府以苏帮菜为主，

“依青山，四季花果入席；傍秀水，三白鱼虾见长”为特色，为您烹制天然健康的美食。

 吴中区东山镇紫金路 58 号    0512-66281001

逸致·良辰

东山，一个小隐隐于野的地方，白墙灰瓦，三面环水，万顷湖光连天，

把江南的风韵演绎的淋漓尽致。除了湖光山色，这里还有一众名胜古迹。

流传千年的古文物，为它增添了几分厚重的气息。来到这样一个满怀奇

绝景致和人文气息的地方，那些隐于山水之间的雅致古朴的民宿，让这

个风光美如画的地方，多了一份悠然自在。

漫梦水墨江南 • 东山

风雅·栖在吴中
ELEGANCE AND HABITAT IN WUZHONG 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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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梦水墨江南•东山
Ramble in Ink Jiangnan-Dongshan

风雅·艺术

上：东山宾馆      下：东山驿馆精品酒店

左上、下：望听·雨花胜境      右上、下：芙蓉塘外

 东山宾馆

作为一座久负盛名的花园式宾馆，坐落于东山镇的东山宾馆拥有景致如画的环

境。走进宾馆的大厅，富丽的装潢尽显奢华大气，体现出风度非凡的大家风范。宾馆

房间也是一处观景圣地，从大大的落地窗往外看远处的风景，一览无余。

你可以去餐厅尽享吴地美食，可以带上家人去环湖游景，还可以去听当地特色评

弹，这里是一处绝佳的休闲度假之地。

 吴中区东山镇启园路 46 号    0512-66281888

 东山驿馆精品酒店

伫立在太湖水岸的东山驿馆酒店，外观为船帆状，宛如扬帆起航的船只，与太湖

风景融为一体。融合园林式的内部设计风格同样令人眼前一亮。挑眼望去，旖旎的湖

光山色就在面前。漫步园中，庭院、小道和流水组成的画面，让心情不自觉的沉淀下

来，别有一番趣味。   

房间的陈设精美舒适，为在旅途的你提供一段惬意的放松时间，为这趟休闲之旅

增添几分诗意美好。

 吴中区东山镇湖滨路 9 号    0512-66033333

 望听·雨花胜境

望听民宿位于太湖东山半山上、

雨花胜境之侧，在这里可以听闻鸟语

花香，静观东山之美。望听共有 4 层，

11 间客房，分别以“望”字和“听”

字命名，望日月星云，听风雨山水，

共度一段美好时光。

民宿还聘请了当地知名的厨师，以

太湖湖鲜为主，鸡鸭肉类则源自东山本地散养家禽，蔬菜更是当地居民自家种植的时

令蔬菜，凭借东山得天独厚的物产富饶优势，烹饪出美味的菜肴。

 吴中区东山镇雨花路 5 号 ( 雨花胜境景区旁）  

0512-56882979  18015492110

 芙蓉塘外

进入陆巷古村，沿着石板路走来，叩开木门，便来到了芙蓉塘外。民宿的设计

采用简约风格，以质感的原木色搭配白色，凸显出民宿明净整洁的氛围。

芙蓉塘外的六间客房分别为：水芸、泽芝、扶蕖、玉缳、菡萏、芙蓉，均采用

莲花的别称命名，倒也与这里简约无华的情调相符合，生活或许就应该这样简简单单。

聆听自然的声音，感受庭院安稳的生活，这里是放松享趣的好去处。 

 吴中区东山镇陆巷古村守溪街守溪食府旁    133061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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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梦水墨江南•东山
Ramble in Ink Jiangnan-Dongshan

素朴·归隐

左上、左下：伊人舫    右上、右下：岛隐

 仁德山庄

仁德山庄位处诗画东山，面对太湖浩渺碧波，坐落在青山怀抱之中，徒步 2 分

钟就能看到太湖美景。山庄共有 20 间客房，每间房景致不同，但都充满中国风的耐

人寻味，画桥烟柳，水榭亭台，揽尽人文极景，好一派国风苏韵！

民宿里还有各色茶居、KTV 等娱乐体验，餐饮也独具特色，所有食材均为当天

采购，野生的太湖鱼虾，自家种的绿色蔬菜，配上大厨的精心烹调，品尝过后心中只

有两个字，值得！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纪革村 5 组（近外婆桥）    18915536000

  璞隐别院

璞隐别院，隐于太湖东山。初见这所

民宿，便被它大气的外观所吸引，颇有质

感的木门，精美的灯笼，仿佛来到了几百

年前大户人家的宅院。一进门便能感受到

浓浓的中式情调，墙绘的苏式庭院，饱含

诗情画意。

璞隐别院的客房风格各异，包括新中

式风格、热情的美式风格和素雅的北欧风

格，给人带来不同的心情。待在屋里，坐

在茶桌旁，守着一方小天地，也是趣事一件。

 吴中区东山镇陆巷村含山 17 组
0512-66283222

 伊人舫

位于东山镇的伊人舫，名字取自“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雅致中充满情调。客房分为水上船屋以及湖岸别墅。枕水而居的别墅，七条船屋依次

排开，还有几分乡村田园的味道。夕阳西下，漫步船屋，湖光山色渔舟醉的写意油然

而生。

湖边的独幢小别墅除了有水光潋滟的景色，还多了几分生活气息。自备的厨房，

提供了自给自足的场地，亲手为家人准备一桌丰富的菜肴，这才是归家的味道。

 吴中区东山镇湖滨路 8 号    0512-66033333

 岛隐

登陆三山岛后，沿着林荫小路步行约十分钟，就到了岛隐民宿的所在地。门外稀

疏的篱笆围住了白墙黛瓦的院子，墙面由老宅青瓦拼接，伫立在湖边，遗世而独立，

格外静谧安然。岛隐把山体的岩石搬进了室内，天然去雕饰的客厅，完美地融合了山

野自然，与民宿名称相得益彰。

若你对逍遥自在的生活念念不忘，若你向往一段远离尘境的生活，岛隐会是你不

错的选择。

 吴中区东山镇三山岛小姑村小姑山    0512-6606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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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梦水墨江南•东山
Ramble in Ink Jiangnan-Dongshan

上、左下：水宿东坡      右下：逸琚十六舍

 守溪草堂

进入东山镇后一路向前，行至陆巷古村守

溪街口，便见到了守溪草堂。守溪草堂共有五

个主题鲜明的客房，分别是王鏊文化的“守溪

草堂”、唐伯虎文化的“桃花坞”、祝枝山的“枝

山小屋”、文征明的“征明坊”、徐祯卿的“昌

谷轩”，古韵盎然。

墙上的老照片，老式的留声机，富含着浓

郁人文气息的守溪草堂，守住了时光和古香。

置身其中，体会“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

享受一段悠闲自得的假日时光。

 吴中区东山镇陆巷村守溪街 20 号    
0512-66397738

 五云丰胜

出苏州城往南，沿着环山公路行驶至东山镇，

方才见得五云丰胜客栈。客栈采用日式简约的装

修风格，清新淡雅，给人舒适的视觉感受。房间

内还有开放式阳台，面湖而栖，万顷湖景就在眼

前，是赏景的好地方。

店内每个角落的摆件都精心布置，床头灵动

妙趣的花鸟图，朦胧婉约的山水画，增添了一股

古典韵味之美。客栈风格隐世安静，太湖之美浑

然天成，构成了一幅天赐的水墨画。

 吴中区东山镇尚锦村周湾 7 组   
0512-66521333

 巢园

初遇隐于东山镇的巢园，便让我想到了陶渊

明的著名诗句：“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走到巢园门前，轻推柴门而入，映入眼帘的是院

子里的花木扶疏，小池里有几尾锦鲤游来游去，

一派自然田园风光。

外部装扮古朴，内部的陈设散发着雅致气息，

圆月门、山水画、竹木，还有精致的花瓶装饰房

间，民宿主人精心打造了一所自然的人文居所。

这个依山傍水，花木林立的院落，一定可以让你

体会到一种回归自然的亲切之感。 

 吴中区东山镇杨湾大浜    
0512-66280489

 水宿东坡

水宿东坡坐落在东山镇一个名叫湾里的村庄里，走近它，水墨江南的诗意扑面而

来。外部的黑白线条简洁大方，内部的陈设精致优雅。床边的茶桌，舒适的躺椅，一

块榻榻米的空间，再配上一壶茶，一盘棋，给了你宅在房间的理由。

推开窗户，太湖的景色一览无余，从阳台望去，夕阳散落的余晖洒在院子的躺椅

上，木质肌理折射出温暖的味道。在这里，放下琐事，坐在庭院里，围炉夜谈看星空，

留下一段回忆。

 吴中区东山镇长圻码头湾里村    18626291199

 逸琚十六舍

逸琚十六舍地处莫厘山麓，伫立在一片绿树山林中。这家民宿有着十六间风格迥

异的客房，每间房都是一处风景，远望出去，太湖水是那么蔚蓝，水天一色的风景连

成了一幅浑然天成的山水画。民宿的陈设也是民宿主人用心打造的精品，二楼的书吧

静谧安然，定制的床品柔软舒适，周末还会有驻唱的歌手嗨唱。

从都市出走，来到逸琚十六舍，回归自然的空间，感受自由的态度，发现身边点

滴的美好。

 吴中区东山镇莫厘村 53 号    0512-66396664

1110

眼底江南  心上吴中



当世俗的烦恼羁绊住了脚步，梦想着为心灵寻找一处呼吸的天地。

当行走的足迹寻得一处与自然山水为邻的民宿，惟愿静静的过一段拙朴

静谧的原乡生活。作为苏州美丽的山村，散落于旺山地民宿，尽得山水

之灵气。这里，大概就是最适合生活的地方。

重现生态之美 • 旺山

风雅·栖在吴中
ELEGANCE AND HABITAT IN WUZHONG 素

朴•

归
隐

素朴·归隐

 十里尧峰

苏州吴中旺山村，有尧峰山，明清文人汪琬修葺尧峰山庄，幽静别致。吴地陆

家后人，相约故乡热土，筑“十里尧峰”民宿。车停下、人住下、心放下，清茶一

杯，休闲发呆，沉浸于此，悠然自在。

14 间客房，简约大方，地暖、中央空调、恒温热水、智能马桶、泰国乳胶床

垫带来极致舒适体验；院落绿意盎然，花草芬芳；楼阁均设置茶吧，在民宿中走走

停停，随时可以歇歇脚，与友人畅谈，或是放空一切。十里尧峰，这里有我们的诗

与远方。

 吴中区旺山景区生态园尧旺路 169 号    0512-65015188

 菡莀外

菡莀外民宿就藏在旺山脚下粉黛砖瓦的村落中，走近便是一间气质斐然的小

屋。门前绿竹猗猗，山石池水点缀，青砖白壁……这里既有田园之感，又得时尚之

质；既含古典之美，又兼具现代之气。现代时尚的设计带来视觉审美，一中一西，

宜古宜今。

民宿共有 8 间客房，分别以中药材“莘夷、荷蒂、浮石、茜草、梅片、竹苓、

玄参、桂心”来命名。赤脚在房中席地而坐，享受自在、闲适、放松的小日子，自

然纯粹，返璞归真，这才是生活应有的模样。

 吴中区旺山景区界郎 15 号    18626215300 

左：十里尧峰      右上、下：菡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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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古镇，一段历史，青石板垒起的是几代人的回忆。有人说，

走过这些古镇，就像是倾听了无数故事，它们既包容着白日游人的热闹

喧嚣，又独辟出一方幽静的天地，粉墙黛瓦，烟廊雨巷。入夜，漫步于

古色古香的夜景中，品味慢生活的意境，穿梭于悠悠的岁月中，做一个

关于吴中古镇的梦。

再忆千年深情 • 木渎

风雅·栖在吴中
ELEGANCE AND HABITAT IN WUZHONG 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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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园大饭店

中华园大饭店坐落于木渎风景秀美的天平灵岩山麓，地理位置绝佳，临窗即可眺

望天平山、灵岩山风景。饭店的整体建筑以欧式风格为主，并融合了东方传统园林的

空间美学。从踏入饭店大堂的一刻开始，无处不在的原木元素，让您像在山间一样自

由的呼吸。映入眼帘的是远处静默的青山，一剪塔影，满目翠绿。邀三五好友幽幽品

茗，博古论今。

饭店拥有各类套房、标准房，其中商务房 14 间，普通套房 27 间，普通标间 38 间，

房间宽敞舒适、风格典雅，陈设功能齐全；精心布置的婚房，温馨甜蜜；另建有五幢英、

日、法式别墅，独成一体，临湖而建，依山傍水，梅花、垂丝海棠、杜鹃、含笑、桂花、

樱花、竹子等围绕而生，让您如入世外桃源。饭店配套设施齐全，有 KTV、游戏机、

歌舞厅、健身房、桌球、壁球、网球、棋牌、美容美发、瑜珈等。还专设中华园养生

会所，拥有室内温水游泳馆、桑拿，另有香薰 SPA，令您身心得到极大放松。

 吴中区木渎镇金山南路 198 号    0512—66256666

逸致·良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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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忆千年深情•木渎
Take Memories of The Millennium-Mudu

 天平大酒店

天平大酒店地处木渎金山路，依傍著名的风景区天平山和灵岩寺，汲苏州山水之

灵气，具吴侬之风情。

酒店多种房型可供选择，功能齐全。还有 6 间设施齐全的会议室，可接待 10 人

至 500 人的各类型会议。酒店内有 2000 多平方米的花园，小桥流水的景致，让你

摆脱都市的喧嚣，沉浸在天地合一的大自然中。同时，店内有古色古乡的中餐厅，可

举办大型宴会的多功能厅和自助大堂吧，一应俱全。

 吴中区木渎镇金山路 168 号    0512-66268888

风雅·艺术

 孙武书院·罗浮山庄

罗浮山庄酒店坐落在穹窿山脚下，毗邻秀

美的穹窿山国家森林公园。依山傍水的位置，

亭台楼阁的外观，门前还有一座蜿蜒的木栈桥，

融进了苏州的灵秀，格外富有意境。房间以古

色古香的横木为主材，充满中式风味。作为一

家度假型酒店，罗浮酒店不仅拥有各式中式风

格的房间、餐厅和宴会厅，涵括了茶室、健身

房和 KTV 等等，为客人提供了舒适全面的服

务。吴郡名山第一山，翠微心在碧霄间。集休

闲、文化底蕴为一体的罗浮酒店，可谓是一处

难得的度假胜地。

 吴中区穹窿山风景区金鸡山路 2 号

0512-66932999

 君临行舍酒店

君临行舍由一代“苏绣皇后”沈寿的故居改建而成。酒店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沈寿

故居原有的样子，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设计，保存原汁原味的同时加入现代舒适的体验

设计。入住酒店的客人，都会有贴身管家全程接待并提供 24 小时服务。从香溪岸坐船，

到御码头弃船登岸，也是君临行舍酒店区别于其它家酒店的独特体验，别具一格的仪

式感让客人赏心悦目。

酒店分为“琴”“棋”“书画”“曲”“酒”“茶”“花”“香”八个主题房间，

以八种不同的效果呈现出风雅和不凡，客房打破了房间的传统布局，全面创新的室内

空间兼具新奇与时尚。入住君临行舍酒店，你可以感受到千年的光阴缓缓流淌，在院

内做一回仙风道骨的文人，私享一段江南雅趣时光。

 吴中区木渎镇山塘街 55 号    0512-68018366

 筱驻山塘

筱驻山塘坐落在木渎山塘街上，由一座清代传统民居改造而成。独特的江南园

林庭院，大长廊的假山竹林，融入造型丰富多姿的盆景作品，透露出江南文化韵味。

100 多平米的禅茶室，既可品茗谈茶，亦可写字绘画。民宿一共有 17 间客房，设计

成了 7 种不同的风格。有倚窗可见内庭园林的庭院房，有大片落地窗的浴缸阳光房，

有露天泡汤套房等。

房间内的各种设施都是按照五星级酒店的标准来配备，包括美国进口定制款金可

儿床垫、西班牙乐家洁具、泰国素万高低按摩乳胶枕、远红外线生态采暖系统、德国

威莱雅洗漱用品、天地精华、定制款山泉水等。晨起，从筱驻出门，便是古镇生活，

踏着青石板，去拜访苏绣的手艺人，去看看严家花园、虹饮山房，去听听吴王夫差和

西施以及乾隆帝在江南的故事……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吴中区木渎镇山塘街 67 号     0512-6679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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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忆千年深情•木渎
Take Memories of The Millennium-Mudu

 岚溪

坐落于木渎古镇中的岚溪民宿，离尘不离城，周边有灵岩山、天平山、穹窿山等

风景名胜区。民宿有五层楼，大厅中有沙发区和餐桌，看一本好书或是和好友来上一

顿简餐都十分合适。四楼有一个宽敞的休闲空间，四周都设有书架，你可以随手拿一

本书，找一个喜欢的位置，惬意悠闲地度过一个下午。

岚溪的每一个房间都由掌柜精心设计，轻奢小资情调的客房，是你旅途休憩的

上佳选择，蓝白主调，木质的家具简约舒适，让人全身心的放松。房内采用西班牙

Roca 卫浴设施，英国 Slumberland 舒睡床垫，让你享受星级酒店的奢华，并设有

多种房型满足不同的出行需求。客房均配备了木渎当地旅游、美食指南和历史介绍，

让你体验到木渎深度的文化之旅。

生活本就不止苟且，还有眼前的诗与岚溪。你可以坐在舒适的沙发里，泡一杯香

浓的咖啡，静观流年，度过一段惬意的假期。

 吴中区木渎镇下沙塘 20 号    15862415838

素朴·归隐

 玖树·溪岸

玖树·溪岸，一座与繁华为邻却又隐于喧嚣的人文旅店。低调地坐落在木渎古镇

的一隅，倚枕在香溪岸边。院内精致的雕花门廊，满是年代感的地砖、梁柱和岁月斑

斓的青瓦，一切都古朴得刚刚好。大堂的公共区域有很多书籍，这些书大多是关于苏

州的深度介绍，画作大多都是苏州本土艺术家创作的。

玖树·溪岸一共有 13 间客房，每间都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溪山、

溪岸、若谷、岸芷、和光。相同的还有那悠然自得的生活美学。玖树·溪岸在保留了

1  严家花园——虹饮山房——古松园——榜眼府第

早上去严家花园感受深厚的文化蕴积，幽雅的园林环境，然后去乾隆年间江
南著名山水园林虹饮山房，领略江南文人园林的秀美；下午去传统明清建筑中融入
现代风格气息与时尚装饰元素的古松园；最后去林则徐弟子晚清启蒙思想家、政论
家冯桂芬的故居榜眼府第；晚上可在筱驻山塘或溪岸留宿。

游
玩
线
路
推
荐
：

姑苏老房子基本结构的同时，将现代舒适的居住硬件植入其中。从古香古色的苏式床

榻到日式风格的榻榻米，从雕花窗棂到现代卫浴，从檀木地板到藤编蒲团，再从茶宣

信笺到江南小食，在这里总能与时尚现代的元素不期而遇。

早起，漫步在街道，撑一把油纸伞，去溪山堂享用早餐，呼吸着质朴的江南韵味，

在这最好的时光，就是遇见最真实的自己。

 吴中区木渎镇山塘老街 199 号香溪岸 ART     0512-62909998

 孙武居

隐于山林之中的孙武居，坐落在孙武文化园的圣湖之上。周边竹林婆娑，溪水萦

绕，透着一股恬淡的气氛，一种隐居生活的静谧感油然而生。孙武居的主题雅间，装

修风格注重简单文雅，原木的素色和清新的条纹，凸显幽静诗意的意境，与依山傍水

的环境浑然一体。午后的阳光洒落进来，四周是湖水随风波动的荡漾声。蓝天、白云、

碧水、绿林的风景，营造一方宁静清新的画面。

除了主题雅间，孙武居另外打造了湖心观景船客房。位于水巅之上的客房，周围

是葱翠山峦的清幽，优美景色就在咫尺。身在青山绿水，于群山之中，绿树之间，栖

居山间，自得其乐。在孙武居小憩一晚，和静谧的山野相遇，度过一段闲适的山谷假期。

 吴中区穹窿山风景区孙武文化园松海路 528 号    0512-6693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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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水乡第一镇——甪直是江南六个著名古镇之一。她拥有 2500

年的悠久历史，历经了沧桑的岁月，却依旧保留了古韵遗风。寻一个晴

空万里，踏入甪直古镇，感受它的古朴自然，放松心情，赏自在小桥流

水，穿过小巷古宅，找间民宿或酒店住下，枕水而眠，做一场关于江南

水乡的美梦。

风雅·栖在吴中
ELEGANCE AND HABITAT IN WUZHONG 

惬意江南水乡 •   直

素
朴•

归
隐

 光影墅

光影墅位于轻舟流水的甪直古镇，民宿保留了黑土白墙建筑，岁月斑驳的墙壁、

茶香怡人的书舍、矮墙四合的院子、珍藏时光的暗室，一派古典雅致的气息。

民宿内共有八间客房，分别是“云影天光入怀抱”“窗涵山影月初斜”“夕阳满

地青枫影”“倚琴送尽飞鸿影”“明月一窗梅影横”“向晚飞花度墙影”“照人月影

入斜檐”“花影相和满客衣”。以诗词命名的房间自带一股风雅气息，原色的木门花

窗则带来舒适的视觉感受。有的客房还在床旁贴心的准备了浴缸，让客人卸下疲惫，

享受江南水乡的梦境。
 吴中区甪直镇东市上塘街 193 号    0512-66175945

素朴·归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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惬意江南水乡•甪直
The Comfortable Jiangnan Water-Luzhi

 梅花墅酒店

梅花墅曾是甫里八景之一 , 据《吴郡甫里志》记载梅花墅是“山水亭榭为吴中奇

胜”。它初成于明朝万历年间，宏伟壮丽，结构精巧，被誉为仅次于杭州西湖、苏州

虎丘的“江南第三名胜”。

梅花墅酒店是由业内资深设计团队遵循“江南第三名胜”梅花墅进行设计还原的，

踏入门扉，古典雅致的气氛扑面而至，每一步皆有每一步的欢喜。以园林为美学的酒

店，少不了那一处逶迤长廊，以古典建筑元素展现梅花墅之秀美。富丽古雅的客房，

把最佳的视野留给客人，高档床品、全智能马桶，尽享悠闲的私密空间，雅居于此感

受闹中取静的浪漫与舒适！

整个酒店集室内外中餐、西餐、会议、演展为一体，内设 SPA、足浴、健身房、

棋牌室等多项娱乐设施，酒店位置毗邻叶圣陶纪念馆、万盛米行、保圣寺等景点，交

通便捷，是商务活动、自驾出游的优选。

 吴中区甪直镇梅花墅路 1 号    0512-65028388

1  沈宅——万盛米行——叶圣陶纪念馆——保圣寺——水乡服饰博物馆

早上去沈宅游玩，适时去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中的万盛米行，看场景是否
如当时一样，然后去叶圣陶纪念馆参观游玩，了解叶老生平经历和成就；中午去江
南四大寺院的之一的保圣寺，看看唐代著名雕塑家杨惠之所塑的九尊泥塑罗汉，是
否历经千年沧桑，却仍然保存完好；下午去水乡服饰博物馆近距离欣赏甪直水乡妇
女服饰之美；晚上可在此处有别院或光影墅民宿留宿。

游
玩
线
路
推
荐
：

久居繁华都市，习惯了它的炫彩与多情，也厌倦了它的喧嚣和嘈杂，

心灵的港湾开始渴望自然，渴望时间变慢， 渴望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的诗意生活。太湖西山是无数人的向往之地，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

有凉风冬有雪。这里的民宿或小资舒适、或浪漫温情、或田园风光、或

文艺清新，这里是让你流连忘返的理想桃源。

情醉山水人家 • 金庭

风雅·栖在吴中
ELEGANCE AND HABITAT IN WUZHONG 风

雅•

艺
术

素
朴•

归
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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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醉山水人家•金庭
Intoxicated in Natural Village Household-Jinting 

 篱尘

篱尘，位于吴中区金庭镇缥缈村，大观音禅寺旁。民宿四周青山环绕，尽得自然

之好。后方的大如意圣境，为这个美丽的地方增添了几分仙气。

充满艺术气息的大厅，古香古色的装饰风格中又融合了现代的韵味。清晨，缓缓

拉开窗帘，阳光透过落地窗洒满整个地面，整个世界变得蔚蓝金黄，心情也随之变得

更加舒畅。

 吴中区金庭镇绮里坞 56 号    15850103358

 柒月北岸

柒月北岸民宿位于金庭镇上太湖之畔，是一家颜值超高的湖景民宿，整体设计为

简约的地中海风。民宿内的露天无边泳池直面美丽的湖光山色，无论是在泳池畅游，

还是坐在池边的躺椅上吹着湖风，都让人分分钟有种置身国外海岛的错觉。

柒月北岸共有 11 套房间，每 1 间推开门都是全然不同的体验，沙发、读书角、

按摩浴缸、智能马桶、投影仪、定制床品、每日更换的鲜花、高级洗护……充满小心

思的细节等待你去亲自发现。

 吴中区金庭镇东村横山 1 组 38 号    13584830541

风雅·艺术

左：篱尘    右：柒月北岸

素朴·归隐

 林屋小筑

林屋小筑，位于太湖金庭镇林屋洞附近的毛公坛。一进门的大厅内，中式设计风

格，给人简约舒适的感觉。建筑师基于自身的专业知识，将艺术价值和苏式传统文化

融合在一起，打造出林屋小筑精品民宿独一无二的个性。

旅行中最不可辜负的就是美食。林屋小筑有自己家的菜园子，是一个充满家常气

息的地方。林屋小筑，用家的方式传递爱与美的芬芳。

 吴中区金庭镇梅园路 10 号   18206135777

 粗衣食吾

苏州太湖金庭镇的北侧，有一个依山傍水，花木成畦的精品民宿——粗衣食吾。

还没进门的时候，远远地就能从外观欣赏到它的“建筑之美”。

步入大厅，当代、禅意、轻奢混搭风格的室内装饰映入眼帘。石材、原木、水泥、

贝壳等多种材质的融合运用使得空间充满了家的温馨！拾级而上，用节气命名的七间

住房引人入胜，每个房间的主题都根据民宿主人和设计师的精心设计布局而定，在进

入房间的那一瞬间，整个人就开始安静下来，享受这江南独有的灵动与清丽。

 吴中区金庭镇东村村爱国 7 组下泾 126 号    13382176639

 吾乡山舍民宿

吾乡山舍毗邻金庭镇林屋洞、石公山、

明月湾古村等景区。民宿主体为明清建筑风

格，白墙黑瓦在丛林碧水映照下，给人以明

快的感觉，素雅清淡，韵味无穷，实为现代

的繁杂都市生活之外，不可多得的散心居住休闲场所。

吾乡山舍拥有三层别墅一幢，280m2 的开阔空间仅仅打造了 7 间客房。每间房

都有着诗情画意的名字：流云、墨缘、独乐、归朴、皓月、听荷、吟风，古朴典雅的

气息流淌在房间每个角落里。室内外配有多个公共区域，新中式客厅、温馨的阳光玻

璃房、精致的荷花池塘都值得用半天时间来发呆。

 吴中区金庭镇衙甪里村柯家村 10 号    13862083100

左：林屋小筑      右：粗衣食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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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玖树·水月

玖树·水月是一家人文民宿，由 “贡

茶院”改建而来，茶圣陆羽曾经多次造访，

并举荐小青茶为贡茶之地，小青茶即为后

来的碧螺春。紧邻着金庭镇的水月禅寺，

直接把寺庙的禅意引入民宿，从民宿某个

特别的角度望去，还能看见寺院屋顶“心

想事成”四个字，颇为玄妙。

玖树·水月共有客房 12 间，访庄、

釀桃、浇书、醒石、味象、潄句、浣砚、

问月、谱泉、缥香、品梵、澄怀。背靠茶山，

院内揽着贡茶院、院后立着陆羽像，茶文

化似乎浸透了这里，每间房内都有独立的

茶空间。

 吴中区金庭镇缥缈峰水月坞

400-0018-945

 缥缈居

缥缈居位于缥缈峰景区百米处，挑高的地势，可一览太湖一线美景。民宿内最具

特色的莫过于门前的超大湖景泳池，是缥缈峰景区周边极具特色的一家网红泳池民宿。

民宿共有客房 10 余间，配置齐全，宽敞整洁，每个房间都独具特色。俯瞰式全

湖景浴缸等，每一处设计都让客人惊喜不断。清晨看着波光粼粼的湖面，远处淡淡薄

雾和水光，整个太湖看起来似乎柔情款款。傍晚，和友人一起在楼顶超大阳台上，看

远处点点星斑，月影晃动，此情此景，美妙至极。

 吴中区金庭镇堂里村涵头（3）35 号    13375167646

左上、下：安禾家      右上、右下：妙庭·燕子坞

 安禾家

安禾家庭院民宿坐落在太湖金庭镇上，临水而建，依山而居。园内有一方池塘，

清澈见底，山石环绕，游鱼戏水。一庭一院，一石一木，一花一草，无不透着这一方

田园生活的宁静与安逸，让人依稀有种归家的感觉。

安禾家占地一千多平方，内设 9 个房间。标间、大床房、家庭房，各色房型满

足不同需求。室内布置方面，安禾家选择了大量的灰白色调，配合带着自然气息的木

质家具，将对生活美学的热爱融入在营造简洁而温馨的空间上。民宿还准备了一间自

助厨房，满足亲朋好友的聚会需求。

 吴中区金庭镇缥缈村村委会 ( 村委会斜对面 )    18136189079

 妙庭·燕子坞

“姑苏城外燕子坞，水榭听香醉太湖”，既有金庸老先生笔下的侠气，又附着江

南水乡的柔情。燕子坞园林采用苏式园林极简设计，以石为山，以砂为水，以虚为实，

一山一水一花一草无不蓄势借景，禅意非常。民宿分为 4 个不同主题的院落：琴韵小筑、

还施水阁、诗酒田园以及听香水榭。

燕子坞的房间分布在 4 个独立的庭院内，入眼尽是古色古香。园内每间房都配

备了全套智能系统。室内空间是敞开式的大通间结构，木制四柱床，配上轻纱帷幔，

有空灵古朴之感。客房摒弃了繁杂的设计，多用木制的桌椅橱柜，辅之以小巧的中式

茶具等简单的小物件，透露出浓郁的新古典中式韵味。

 吴中区金庭镇金庭游客服务中心燕子坞 1 号    0512-6627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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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屋洞—罗汉寺—明月湾古村

早上，去徐霞客出行首游地——林屋洞，赏洞内奇景；中午去游罗汉寺，观千
年古藤绕双树的奇景；下午参观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明月湾古村，晚上可在玖树 • 水
月民宿休息，度过一个静谧夜晚。

2  大如意圣境——缥缈峰——禹王庙

早上来太湖中的佛国仙境、人间天堂中的天堂——大如意圣境，看山水相连，
水天一色；再到七十二峰之首的缥缈峰，站在峰顶的瞭望塔上极目远眺，仿佛身在
云端之上；下午参观禹王庙，看庙后太湖烟波浩渺；傍晚可在樱桃民宿酒店休憩。

游
玩
线
路
推
荐
：

 樱桃

樱桃民宿位于太湖金庭镇中心地区，距离金庭镇区仅 1 公里，是一家以特色农

业为主题的民宿。民宿内共有客房 15 间，房间设计简洁大方，处处透露出家的温馨，

并追求时尚与潮流，注重空间的布局和使用功能的完美结合。每间客房均有独立的阳

台，可近距离欣赏山景，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民宿内还有面积超过 200 平方米的单独露台，可以在这里用餐、喝茶、闲谈。

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共享厨房、专业茶室、轰趴烧烤、农业主题园林、农家书屋等，

这里不仅仅是一家民宿，还是一处园林、图书馆，从每一处设计都能感受到民宿主人

的细致与用心。

 吴中区金庭镇东和坞里天王门口 38 号    15370017917

山灵水秀，洞天福地，是形容光福再恰当不过的成语了。光福的

美就像是一幅诗情画意的山水画，当身临其境时，才能真正体验到寄情

于山水是何等洒脱的心境。而那些隐藏在其中的，依山而建、临水而居

的民宿，依托自然之景和山水之好，打造出了惬意自然的落脚处，让旅

途中的行路人带着温度继续前进。

静品湖光山色 • 光福

风雅·栖在吴中
ELEGANCE AND HABITAT IN WUZHONG 素

朴•

归
隐

28



静品湖光山色•光福
Enjoy The Beauty of Lakes and Mountains-Guangfu 

 福隐雪海

福隐雪海，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也是一个

风景如画的民宅。周围群山怀抱，散发着一股恬

静的气息。福隐雪海内的房间均带有两个露台，

极目远眺，群山相依，好像置身于山水自然中。

房间内的桌椅是由原木制作而成，墙面由石头堆

砌而成，屋内粉刷的素白色墙体，搭配灰色的地

面，干净素雅。庭院内随意搭起的篱笆院，门前

的一片竹林环绕，独有一份趣味，显示出民宿主

人的优雅趣味。归隐山林听鸟语，空山新雨晚来

秋，大概就是此处了。到福隐雪海，于山水之间，

感受自然之趣。

 吴中区光福镇光福景区香窑路上官山 50-1 号

15862536680      0512-66516366

素朴·归隐

 米山米舍

米山米舍位于光福镇坎上村米堆山的脚下。沿着院子走进来，随眼可见栽培的植

物，藤编的护栏，还有摇曳的竹枝，在夕阳的映照下铺上了薄薄的一层淡金色，温暖

而又富有生命力。庭院里还种植了竹子和绿树，小院生机勃勃，充满生活气息。米山

米舍共有 12 间客房，房间装饰采用中式田园风格，木制的家具散发出浓浓的古典气息，

宁静中带有一份厚重，给人踏实的感觉。

这里有天然的湖湾，还有波光、石滩、渔船相得益彰，融为一幅清新雅致的风景

画。在这样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地方，约上三两好友，隐于青山绿水，藏于湖光山色，

私享一段悠然的慢时光。

 吴中区光福镇坎上村 16 号    18862151778

 吾山居

太湖之滨，光福香雪海附近藏着一处园林式民宿——吾山居。古、秀、精、雅，

不出城廓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院内有清凉池水，亭台楼榭，还有

两只娇艳的孔雀。一共十间房间，名字从“壹”到“拾”，简单随性。有些房间拥有

超大落地窗，园林景色尽收眼底，部分房间的飘窗外还有一个露台，布置了枯山水与

桌椅。房间内配备美国舒达床垫、科勒卫浴、定制毛巾、衣架、浴袍等洗浴用品。吾

山居的自家厨房，供应美味私房菜，即使是路过的客人吃上一次也回味无穷；自家果

园的新鲜水果甜蜜供应，也是伴手礼优选。来吾山居体会优雅生活吧！

 吴中区光福镇果林场    13914040491

 太美·雪绿

太美·雪绿依山势而建，5 栋建筑坐落在青山

的怀抱之中，隐于山林松竹间，既可观山又可望湖。

建筑整体以白色为主色调，庭院内绿植遍布点缀风

景，与山湖相映成趣。人气房间 270°湖景大床房，

拥有两面全景落地窗，可尽享广阔太湖湖景；湖景

loft 套房可满足多人出行需求，更有山景大床房、竹

景大床房等多种风格待解锁。

想感受慢生活的你，可在“雪绿书香”读书、观影、

品茶，在餐厅感受味蕾升华的欢乐时光，在方寸造

物坊体验核雕、木雕等手作工艺，在拾柒酒茄吧度

过一个令人沉醉的夜晚……你想拥有的生活情调，

雪绿正好都有。

 吴中区光福镇邓尉村桑园里苗圃（环太湖大道东侧）    
1370141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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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喜欢旅行的人，都会格外用心地挑选旅途中的落脚点，因为

它不仅是旅行中的歇脚地，更像是纷繁之余的一处心灵驿站。在那喧嚣

的时代中，这里的栖息地给你超然物外的艺术感受，让你不禁惊叹，原

来于山林之间也可以有此时尚摩登。所以喜欢旅行的你们，不妨让这些

舒适而又有趣的栖息地成为你旅行的目的地。

悠享韵致风光 • 香山

风雅·栖在吴中
ELEGANCE AND HABITAT IN WUZHONG 逸

致
·
良
辰

风
雅
·
艺
术

 苏州太湖高尔夫酒店

苏州太湖高尔夫酒店坐落于苏州

太湖旅游度假区，一面依山三面环湖，

使得酒店独揽太湖水岸绝佳的观景视

野。

酒店的每个房间都有其独特的风

景。一进入客房，你会被这定制惊喜所

感动，不论是宝贝生日、新婚燕尔、还是高尔夫爱好者，都能得到定制服务。房间内

的落地玻璃窗设计，采光极佳，不管入住哪一间都不会留有遗憾，因为都可以将醉人

的太湖美景尽收眼底。

 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墅里路 2 号    0512- 66217777

 苏州太湖万豪酒店

苏州太湖万豪酒店位于有“人间天堂”美誉的太湖之滨，空气清新怡人，坐拥

甜美的湖光山色。万豪酒店整体选用了金色的主色调，搭配大气的建筑设计，呈现出

一种高贵优雅的质感。

酒店的客房风格摩登现代，同时融入当地风情元素。客房内的办公区域设计突

破常规，以灵活的圆桌搭配休闲的躺椅，为宾客打造了一个兼顾工作与休闲的区域。

宽敞明亮的落地窗，使宾客足不出户便可饱览烟波浩淼的太湖风光。

 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墅里路 6 号     0512-65693333

 苏州太湖万丽酒店

苏州太湖万丽酒店位于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进入酒店，黑白灰的主色、

自然灵动的线条，让人感觉这就是太湖该有的样子。开阔的视野，灵动的水波，粉墙

黛瓦……酒店的设计契合江南风格，别有韵味，不禁让人沉浸于这江南水乡的惬意时

光。客房设计以现代装饰诠释当地文化魅力，采用自然色调，间或点缀明丽的蓝绿色。

酒店的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大阳台，在享受私密性的同时，可将太湖风光一览无余。

 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墅里路 6 号    0512-65696666

逸致·良辰

左：苏州太湖万豪酒店      右：苏州太湖万丽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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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享韵致风光•香山
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ry-Xiangshan

 香山国际大酒店

香山国际大酒店坐落于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中心区，处太湖之畔，可近距离

感受江南的山青与水秀。依托太湖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资源，香山国际大酒店深耕、

开拓会务会展市场，服务于度假区内会议会奖经济，拥有大小会议室共 13 间。

酒店拥有 346 间优雅的客房，11 种不同类型的房间，最小面积 45 平方米，每

个房间都配有阳台，巧妙的设计让所有房间都可饱览太湖的怡人风景。浴室还采用电

动浴窗的玻璃墙面设计，配有盆浴和热带雨林喷淋系统。卧室配有休闲桌椅，所有房

间都配有高速互联网，无论标准房、家庭房或套房，都能让您尽享舒适与惬意。

 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烟波路 1 号    0512-68796666

 苏州太湖智选假日酒店

苏州太湖智选假日酒店位于苏州太湖

国家旅游度假区，酒店周边景点环绕，毗

邻太湖湖滨国家湿地，驱车到太湖东岸群

山之冠的穹窿山约 10 分钟，还临近光福、

东山和西山风景区等，您可以带着家人和

孩子寻找到世外桃源般的美好，也能体验

各种果实采摘带来的乐趣。

酒店还设有 2 间 50 平方米的会议室，

为您的会议或活动提供多样化的选择。酒

店还提供自助上网区域和自动售货机等其

它自助式服务设施。无论是休闲度假，还

是商务出行，苏州太湖智选假日酒店都是

您到访苏州的理想选择。

 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孙武路 2017 号

0512-66235555

 苏州太湖假日酒店

苏州太湖假日酒店位于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180°直面整片太湖美景。假

日酒店拥有 251 间装饰清新雅致的客房和套房，所有房间均配有蓝牙闹钟音箱、卫

星频道以及宽敞的工作区域等完善设备。

透过开阔的落地窗，湖景房可以把风光旖旎的太湖胜景尽收眼底。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常规的室内恒温泳池和健身房，酒店还配有一个桑拿房和全新建成的儿童俱乐部。

 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孙武路 2017 号 A 座    0512-66236666

 苏州太美逸郡酒店

太美逸郡酒店位于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置身太湖之畔、渔洋山坳，坐拥太

湖秀美迷人的瑰丽美景，毗邻吴国王城遗址，依山势而建，如玉山水，错落有致，处

处渗透浓厚的吴文化气息。

酒店拥有 81 套设计典雅的多功能综合型客房，中式客房 30 套，日式客房 29 套、

日式合院 5 幢，海岛风叠加客房 16 套，豪华别墅房客房 1 套。

 太湖旅游度假区环太湖大道 12 号    0512-65656666

 水云天酒店

水云天酒店地处风景宜人，人文荟萃的苏州太湖胥口镇，濒临太湖，紧邻东西山

景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酒店拥有精心打造的各式豪华客房、多功能厅和标准的室内游泳池，设施先进、

配套齐全。酒店坚持“以人为本”，实行的 24 小时“管家”式服务，为奔波在外的

客人送上家的温暖。 

 吴中区胥口镇孙武路 899 号    0512-66877777

左：苏州太湖假日酒店      右上 : 苏州太美逸郡酒店      右下：水云天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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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享韵致风光•香山
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ry-Xiangshan

游玩线路推荐：渔洋山——太湖新天地

早上，去渔洋山顶观太湖美景，中午，去太湖新天地用餐，下午游览以湿地体
验、湖滨观光、娱乐休闲和文化感悟为主的苏州太湖湖滨国家湿地，晚上可在太湖

假日或渔洋码头 •湖驿留宿。

渔洋山

渔洋山位于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的中心区域，三面临湖，形如鳌首，东接
胥口古镇，北对光福景区，南望东洞庭山，西由太湖大桥联通西洞庭山。自古以来
渔洋山就是观赏太湖美景的最佳去处。众多的文人墨客为渔洋山的优美风光所吸引，
经常相聚渔洋，或泛舟湖上，或齐聚山顶，把酒临风，挥毫泼墨，留下了大量传世名作。

太湖新天地

太湖新天地，坐落在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景观大道湿地公园和水星游艇俱
乐部之间。绿草如茵，垂柳婀娜。内设的生态 SPA，可满足人们呼吸太湖、聆听太
湖的愿望，SPA 的“味、色、觉”让人完全释放。内设多功能餐厅、茶楼、酒吧等
经营设施，创造以湿地体验、湖滨观光、娱乐休闲和文化感悟为主的生态公园。太
湖新天地每一处细致与纯正，只为心灵打造一处放松之所。

线
路
游
玩
：

风雅·艺术

 渔洋码头·湖驿

渔洋码头·湖驿南临太湖，北靠渔洋山，翠幕遮忧、碧水涤愁、山水相依，颇有

几分脱俗之感。推门而入，民宿内部吧台、餐厅、休闲区彼此呼应，但又互不干扰。

室内空间宽敞明亮，温馨与惬意的室内空间，偏欧式的装修的风格，让人眼前一亮。

二楼幽静的书吧，修饰简约精致，捧一本书，品一杯茶，在书吧里小憩半晌，沉淀一

下心情，是很好的选择。穿过中央庭院，靡靡花廊连接大堂与客房，一路芬芳。

24 间客房分布在一幢两层洋房内，随处可见的绿植，干净治愈且舒适。每间客

房都带露台或阳台，近可观水，远能眺山。民宿主人想给旅居在外的客人感受到家的

温暖，所以在房间的灯光、窗帘、床幔等细节上都选取了柔和与温暖的色系。晨起，

临窗而坐，时光辽阔，舒适又纯粹。渔洋码头，咫尺之间的自然风光，扶窗所见的青

山秀水。与心爱的人牵手，从晨阳到日落，波光粼粼之间，时光在这里悄悄流淌。

 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环太湖大道 26 号    0512-89177666

位于太湖之滨的临湖是一处充满灵气的宜居之地。清晨温暖的阳

光，透过窗户耀眼的照进来；在这里，清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耳

边传来的清脆的鸟声；这里还坐落着成片自然淳朴的村舍，有良田美池

桑竹之属。散落其中的各家特色民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都市人远离喧

嚣，享受一段恬静的慢时光。

宜居醉美乡村 • 临湖

风雅·栖在吴中
ELEGANCE AND HABITAT IN WUZHONG 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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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醉美乡村•临湖
The Most Livable Countryside-Linhu

 湖柳蝶坊

湖色垂柳堂前燕，小

楼一隅见天地。一栋体现

江南风韵粉墙黛瓦的小楼，

使人想起“庄周晓梦迷蝴

蝶”。屋内随处可见的蝴

蝶标本，都是民宿主人精

心挑选买回来的。每个房

间的名字都是由诗经散文

风雅·艺术

 半山·艺

沿着环太湖大道行至临湖镇柳舍村，映

入眼帘的是一群错落有序的古村落，半山·艺

就伫立在一片老屋之中。推门而入，一股老

村的沉淀感扑面而来，屋檐的灰瓦诉说着历

史的悠远。庭院里有一亩池塘，还能看见嬉

游的鲤鱼，古典文艺的苏式元素在半山·艺

体现得淋漓尽致。半山·艺以东方慢生活为

理念，房间整体以白色为基调，干净舒服，

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闲暇时，在茶室里品茶聊天，去书吧寻

找感兴趣的书籍和 CD，或者去品味村落里

的人情味。宿在半山·艺，时间缓缓流淌，

日色都慢了下来，这才是不负时光不负己的

生活。

 吴中区临湖镇柳舍村浜果角 5 号

13390841313

 右见·十八舍

紧邻太湖边的临湖镇柳舍村，有

一群白墙黛瓦的建筑，右见·十八舍

就坐落在此地。由村中老屋打造而成

的右见·十八舍，十八间房有着不同

的色彩与主题，房间名均取自《诗经》，

这些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房间，有

一股浓浓的书卷气息。右见·十八舍

的神奇之处在于，能够安放一颗烦躁

的心。白日里，可以在屋里看书发呆，

亦可以在岸边静静看妇人浣衣。到夜

深人静时，在水乡之间，枕着古村的

风景入梦。

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捧红了怀旧主义，一句“慢慢走，欣赏啊”，随着岁月流逝，

幻化为一种情结，扎根在都市人心中。来右见·十八舍，找一处心安，寻一份静心。

 吴中区临湖镇柳舍村右见·十八舎    0512-68526118

 易成居

“茶有诗更高雅，诗有茶更清新”，自古茶道便于雅致分不开。太湖之畔，有座

以“茶”为主题的精心、素雅之处——易成居，融合江南含蓄淡雅之美，打造出自然

亲和的理想茶空间。整个民宿以白色为主基调，配以实木家具，以茶器、绿植点缀，

给人清透舒适之感。

易成居一共七间房，其中六间房以中国六大茶系的颜色命名，诗意十足。第七间

房取名为「遇见」：世间一切皆因缘分而遇见。信步闲庭中，寻着茶的踪迹，更胜唯

美；清风悠扬间，赏太湖烟波苍茫，甚有情调。此处最幽处，唯有易成居。

 苏州吴中区临湖镇石舍村柳舍 4 组石脚盘 2 号    13862007435

衍化而来。美术专业出身的民宿主人，专业知识深厚，他将丰富的色彩运用和 ins 简

约风相融合，给每个房间赋予了更多活力和现代气息。室内家具均为木色为主，简洁

而又大方。

 吴中区临湖镇柳舍村    1500621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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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充满着时尚与现代味道的颜值酒店，身处闹市，尽显摩登繁华。

生活中不是只有诗与远方，还有当下享乐。星级的贴心服务和舒适的床

品设施，为行路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栖息地。住在城区酒店，既拥有了

老城区的文化意蕴，又享受了时尚前沿的酷感。

尽享摩登时代 • 城区

风雅·栖在吴中
ELEGANCE AND HABITAT IN WUZHONG 逸

致•

良
辰

逸致·良辰

 石湖金陵花园酒店

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毗邻风景如画的石湖风景区，是一家大型商务会议度假型酒

店。依托山好水美的自然环境，金陵花园酒店饱含着姑苏水乡的细腻风情。客房的布

置也颇有心意，床头的波纹壁画，地板上也遍布纹路，打开窗户可以看到石湖的绝美

风光，悄无声息的把江南水乡的诗意融入到酒店里。

除了舒适的客房之外，高颜值的餐厅也是酒店的法宝之一。风格各异的餐厅，各

具特色的美食，温馨幽静的用餐氛围，窗外是碧绿如玉的景色，美食与美景都不能辜负。

 吴中区越溪街道南溪江路 88 号   0512-65877777

 苏苑饭店 

苏苑饭店坐落于吴中区东吴北路，来到这里，便见到了浓缩在其中的园林之景。

从内庭花园到绿化盆栽，于细节处体现苏州园林式的低调优雅。饭店内有一处花园，

绿树掩映处的回廊画栋，具有园林韵味。

装修高雅的客房，雕刻镂花的桃木椅，古色古香的沙发，陈设构建起来的繁华体

现了中国风的味道。园林苏州，风雅苏苑，集苏式园林之美的苏苑饭店，一定会带给

您全新的感官体验。

 吴中区东吴北路 130 号    0512-66018888

左上：石湖金陵花园酒店      右上、下：苏苑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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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享摩登时代•城区
Enjoy Modern Times-Town

 皇家金煦酒店

苏州皇家金煦酒店，地处苏州大运河畔，环境清静优美。酒店整体的主色调为金

色，感觉很是气派，充满法式风情的内部装饰，与宾至如归的服务，给你皇家般的感

受。大堂的左侧是办理入住的地方，正前方有一片供客人们休息、聊天和办公的区域，

正对着外边的草坪和运河，在这里可以借由巨大的窗户看到外面的景色。

酒店共拥有 278 间客房，房间设计充分体现了中式风格和法式元素的巧妙结合。

值得一提的是，在酒店房间中，你可以看到一幅幅做工精细，栩栩如生的苏绣，这真

的是极其走心的装饰，小憩在房间之内，可以看到一件件巧夺天工的绣品，宛如身处

苏绣博物馆，足不出户，便可感受千年江南苏绣的独特魅力。

 吴中区太湖东路 1 号    0512-65686666

 澹台湖大酒店

苏州澹台湖大酒店位于历史文化名城苏州城南，毗邻地标建筑东吴电视塔、千年

京杭大运河畔，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酒店配备全套服务设施，2000 平方米千人无柱灵动宴会厅以及其它十余个大

小不一、设施设备齐全的会议及宴会场地；餐饮设施配备大堂吧、中式茶苑、以及

提供纯正中餐的 10 间私密包厢中餐厅，另设有 30 人朝湖景观餐饮大包厢；媞香庭

SPA、桌球室、乒乓球室、红酒吧、雪茄吧等娱乐休闲设施一应俱全，是不可多得

的闹市中的桃花源，带给您非同一般的私密奢华新体验。

 吴中区太湖东路 299 号    0512-66358888

 吴中福朋喜来登酒店

苏州吴中福朋喜来登酒店地处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吴中区中心地段，紧邻地铁

3 号线、4 号线。酒店拥有 175 间精美的客房，包含 8 间精致套房。现代简约的格

调设计点亮每次入住的舒适心情，让你安享一夜酣眠。

此外酒店拥有 1600 平方的会议及宴会空间，可最多容纳 880 人，是举办会议、

婚礼及其他特别活动的优选之地，度假休闲或是出差商务，总有一处是适合你的。宜

客乐全日制餐厅严选环球品质食材，匠心烹调将味蕾唤醒。

 吴中区吴中东路 147 号    0512-66196666

 独墅湖书香世家酒店

苏州独墅湖书香世家酒店紧邻金鸡湖、李公堤及独墅湖，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酒

店集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时尚、婉约与华贵为一体，倡导“体验生活，品味文化”的

现代生活理念。

充满吴门文化气息的舒适客房与套房，让您尽享愉快轻松的住宿体验。不过最值

得称赞的还是处处流露于细节的服务，房间的地板干净到孩子们可以肆意打滚撒欢，

过道与转角处还贴心摆放了时令鲜花，配着古色古香的陶罐在不同的季节里吐露芬芳，

淡淡的熏香，袅袅升腾，在静谧里便觉得身心自在。

 吴中区通达路 2699 号    0512-62795888

左： 皇家金熙酒店      右：澹台湖大酒店 左：吴中福朋喜来登酒店      右：独墅湖书香世家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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