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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旧时光 感受新江南

古镇三时三餐
江南鲜味秘籍
古镇美食，
不止于味，
那是一
种记忆的味道。江南人的三时三
餐，
有着自己的美食密码，
它流淌

流连贞丰里

辰时·食时（7：00~9：00）

小桥流水、白墙黛瓦、曲径通幽、如诗
如画，邂逅原味江南，怎能忘了那流传千
百年的传统手艺？石板街上、弄堂巷里、
古石桥旁，那一间间充满古朴气息的小铺
中，
是熟练掌握老手艺的师傅们不停忙碌
的身影。捏面人、纺织、刺绣、拓印、竹
编……手艺人们用双手描绘了一幅细腻
且充满人情味的江南水乡图。
在周庄的贞丰文化街上，以锦缂堂、
绣艺坊、木器坊、豆腐坊、铁铺坊、鞋艺坊、
竹编坊、核雕坊、酒作坊、土布坊、砖坯坊、
席艺坊为代表的
“贞丰十二坊”
，正静默地
向万千游客展示着专属周庄的老生活、老
文化。
土布坊中，技艺熟练的阿婆正转动这
纺纱机，一声声富有节奏的机杼声仿佛悦
耳的鸟鸣，从古老的历史中传来，为我们
吟唱着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之音。周庄
竹编历史悠久，在竹编坊中，老手艺师傅
用手中的竹刀把竹片分劈成五层青黄蔑
片，
手法纯熟，工艺精良。
古镇逛累了，
就来豆腐坊点一碗豆腐

花吧，甜口或咸口，都有好味道。这里的
豆腐都是老板现场通过手推磨磨制而成，
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推上几圈体验一把
磨豆腐的乐趣。
木器坊里的师傅也有好手艺。笔筒、
家具、花板……这些木制品以樟木为原
料，
表面刻有山水、花鸟等吉祥图案，
从原
木到成品，从粗糙到精细，这过程俨然是
艺术升华的过程。
锦绣江南，当然离不开赫赫有名的苏
绣。绣艺坊中，苏绣简介上的每个文字，
都是绣工一针一线绣出来的。这里的作
品大多是刺绣名师姚慧芬和她的学生的
作品，手法精纯，
让人叹为观止。
鞋艺坊里，60 岁的奶奶，穿着小花布
衣衫，扎着两个小辫子，
戴着一副老花镜，
在不盈方尺的鞋材上飞针走线。一双双
虎头鞋，都是正宗的千层底布鞋，不仅精
致还耐穿。
缂丝，又称“刻丝”，是中国传统的一
种挑经显纬的欣赏装饰性丝织品。宋元
以来一直是皇家御用织物之一，常有“一
寸缂丝一寸金”
和
“织中之圣”
的盛名。锦
缂堂中，钱包、布袋、扇子，以缂丝为主题
的伴手礼文艺又典雅。
柔韧的草，在经过巧手的魔法后，变
成了具有集趣味和艺术于一体的手工艺
品。席艺坊老板从小开始做手工、习艺，

在古镇的小桥流水里，氤氲在老
街的袅袅炊烟中，隐藏在江南的
寻常百姓家。

店内的包包、草席、鞋子和稻草人等都出自老板
之手。
“一缸酒，
经过发酵、沉酿，
最终能够品尝，
一
共需要四年时间。”在有着百年历史的源丰顺酒
作坊里，酿酒师傅一边倒着几杯黄酒，一边娓娓
地说着传统酿酒工艺。源丰顺酿酒的工艺始于
道光年间，
酒香飘过两百年。
这里的每一坊都浓缩了古镇的传统精髓，
经
过岁月的打磨，这些老手艺熠熠生辉，水乡原味
淳朴的生活情调，
让远道而来的人沉醉其中。

水乡创意多
从前慢，不着急，却能速成结果；当年情，很
质朴，
让人倍感温馨。就像一份见面有情的伴手
礼，不必贵，
不必重，
本然滋味，
心意至诚。
在昆山，
结合本土文化和创意的旅游产品正
不断丰富。创意手工艺品、陶塑杯具、纸质模型
……充满趣味和美感的各种文艺小物为水乡增
添了活泼的色彩，
下面跟着小编一起去看看吧。
裁一张纸片，
忆一场童年。纸箱王主题创意
园区。纸箱王位于周庄古镇，
是一家用纸玩味生
活、设计生活、创造生活的主题创意园。入口处
用纸张制作的公仔和向游客招手的可爱猫咪，
会
将人带入一个创意天空，穿行于纸箱故事馆、纸
箱动物园、蜜蜂故事馆中，
沉浸在牛皮纸包包、小
型纸灯、风车、手机架、回力车、纸模型的创意小
物里。创意园中的周庄景点，包括全福塔、双桥
等全部采用瓦楞纸制作，甚至桌椅、坐凳、香炉、
财神像等也都是纸制品，
一个浓缩了水乡之美的
周庄跃然纸上。值得一提的是，
纸箱王的纸雕作
品完全不用胶粘，
陈列的各式纸类用品均可以回
收再利用，
环保理念深入每一件文创产品。
寄一封书信，等一刻美好。猫的天空之城，
更多人称它“猫空”。它是书店、咖啡店、还是邮
局？它是一个文艺清新的角落，
一个个新奇的文

创小物，
一张张寄往未来的明信片，
一杯杯
香浓的咖啡，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天
空之城，
很容易让人想到宫崎骏的动画，
浪
漫且唯美。而来到“猫空”，也能感受到唯
美的延续。仿佛一进这儿的大门，就变成
了文艺青年，
忘记时间，
在这里拍照、写字、
把玩屋里的小物件，
自由自在，
营造心中久
违的美好。
“猫空”
毗邻贞丰轩，
一本本精美
的画册和图书是它最馨香的注脚。来这里
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点一杯丝袜奶茶，再找
来一本书翻上几页，挑一张合眼缘的明信
片寄给未来的自己。
“猫空”
是书店，
是咖啡
店，
也是邮局，
更是一个心灵栖息地。
逛一处故居，听一段故事。 南山百
年书院。手捧一卷好书，品悦百年沧桑。
走进南山百年书院，
两进的宅院里，
游人可
在天井品茶，
在庭院聊天，
在厅堂阅读。典
雅的布局，点缀的花香，耳边是轻轻的音
乐，眼前是排满木架的书籍、文创小物、陶
艺，
咖啡、牛奶和茶任你选。修葺一新的南
社百年书院曾是著名南社诗人叶楚伧的故
居。少年时期的叶楚伧曾在这里饱读诗
书。书院除了给游客提供当代书籍外，以
线装古书为主打特色，让游客在欣赏古镇
风情之余，更能领略到周庄鲜为人知的近
现代历史风云。书院免费对外开放，让爱
好阅读的古镇居民和外来游客多了一处品
茗看书、购物休闲、慢享生活的好地方。
携一缕芬芳，赴一次约会。气味博物
馆。有人说，
长时间闻一种味道，
你就会慢
慢习惯它；也有人说，视觉与知性相连，听
觉与理性相连，触觉与肉体相连，
而嗅觉与
记忆相连，一个正常人能记住 5000 种气
味，
就像一组无形的密码，
有时候能在瞬间
开启回忆的锁。气味博物馆，你听说过
吗？在周庄蚬江街有一家卡汶凯瑟气味博
物馆，它是嗅觉空间里的情调家。在这里
充满情趣而且小资的气味小瓶，收藏了来
自草木、花、蔬果等大自然的基本元素，通
过蒸馏和真空提炼相结合的新科技把纯天
然的气味提炼出来，
保证其真实性。嗅觉，
是一个无所不能的魔法师，它可以为你呈
现一个魔幻的世界，气味博物馆是通过嗅
觉感官，
连接视觉、触觉、味觉、听觉创造出
一个多感官融合的异想世界。在这奇异的
世界里，不光能发现萦绕在四周的温暖气
息，
更能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的记忆。
（文 宣）

晨光熹微，蒸汽翻腾。坐在
明窗之前，用丰盛的早餐唤醒沉
睡一夜的身心。
一 碗 面 条 开启昆山人的 一
天。
清晨，
东方的鱼肚白初现。燃
起炉灶，
古镇在阳光下苏醒了。煮
卤、备料、烧水、和面，
江南人的一
天从一碗元气满满的面条开始。
在周庄古镇的富安桥下，
一家
名叫
“贞味江南”
的老店里已经有
不少游客入座。这家店最大的特
色便是
“古法手作”
，
周庄最本真的
滋味就来源于此。店里主打的特
色是手擀面，
最招牌的还是阿婆菜
手擀面。吃一口，
那旅途的劳顿便

消失于弥漫在齿间的香气中。
在锦溪古镇，人们喜欢用奥
灶面来开启新的一天。一碗红油
汤面，
无论是加大排还是素浇头，
都是一早上的元气所在。
如果你在千灯，也会找到一
见倾心的欢喜，老店铺里正忙着
做龙须面，细长精致的面条如龙
须银丝，对很多人来说那不只是
一碗面条，
更是一种匠心的守候。
除了吃面，
一碗豆花、一碟小
菜、一碗粥亦是简单有营养的早
餐搭配。或者踏着清晨的薄雾去
吃一碗清爽的小馄饨、豆腐脑或
各种松软清香的江南糕点，舒适
悠闲。

午时·日中（11：00~13：00）

正午，
仿佛一个时间的拐点，
把白天切割得平整，也把生活安
排得明白。正仪老街上，点一碗
皮薄蓬松的泡泡馄饨，沾一身属
于江南老街的传统气息，生活之
道，
有张有弛。
泡泡馄饨勾起淡淡的乡愁记
忆。
一条斑驳的老街，拴住了几
代人的回忆。这里不曾刻意堆
砌 ，少 了 份 人 来 人 往 的 到 此 一
游，却也多了点家长里短的相邻
相亲。美食是当地文化的一种
延伸，江南文化自古婉约精致，
当地美食也深受熏染。老字号
“文魁斋”里的经典糕点青团子，
备受食客追捧的泡泡馄饨加大
排，叫得上叫不上名字的特色糕
点，让这条不算长的老街充满了

生活的味道。
午餐时间，
放下手头的工作，
去正仪下塘街吃上一碗泡泡馄
饨，再忙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胃。
右手一只竹筷，
挑起一点肉馅，
抹
在薄如蝉翼的皮子上；左手用让
人眼花缭乱的速度聚拢捏起，用
时不过两三秒，一只泡泡馄饨就
完成了。此时，你只需要找个座
位坐下，
用勺子舀起馄饨，
再根据
店主的贴心提示：
一口一只，
再配
上一块油炸大排，
一口下去，
大排
的酥脆和馄饨的鲜香混搭得天衣
无缝，丝毫没有违和感。泡泡馄
饨店在正仪老街上有不少，随便
挑一家都不会错。吃饱后，还可
以在老街上逛逛消消食，在倚绿
楼里喝杯茶或者在老屋咖啡与书
点一杯咖啡，
享受片刻闲暇时光。

酉时·日入（17：00~19：00）
夜色降临，揭开了古镇夜生
活的序幕。人们卸下一日的疲
劳，
穿街角、过巷口，
看小孩嬉笑、
品舌尖滋味。
临 河 入 席 邂逅一场创意 大
餐。
江南人富足的小日子，恣意
的寻味之旅往往是平常人家举足
轻重的乐事。在昆山的古镇老
街，
创意与美食在结合，
不论是食
材本身还是外在环境，创意总能
带给食客无限的惊喜与感动。
在周庄古镇的出口处，
有一家
水乡港式时尚茶餐厅——全功楼，
凭借小资的清新环境、
地道的港式
美味和水乡的特色菜品，
引起了不
少游客的关注。餐厅设计灵感源
于吴冠中先生的画作《周庄》，
港式
茶餐厅的时尚简约风格融入水乡

建筑特色。走进餐厅，
窗明几净，
蓝色调调和暖色的灯光，清新淡
雅，
选一处临窗而坐，
窗外是绿意
萦绕的小桥流水人家。
说起创意美食，纸箱王不得
不提。它在水乡周庄落地生根已
有多年，
江南元素邂逅纸箱世界，
台湾原材料碰撞水乡风味，带来
一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在
这里，
纸被创造成万物，
处处上演
着魔法般的小变幻，堆砌出一个
纸上的双重盛宴。你可以做一回
童话里的小王子、小公主，
尽情享
受美食的可口和纸箱的别样魅
力。这里还是小朋友们的乐园，
小火车会带你畅游整个纸箱世
界。坐在纸壳拼成的椅子上看纸
雕周庄的小桥流水，享受此刻的
闲适，
静待时光流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