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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墨韻‧書法】5天遊學團
湖州、宣城、屯溪、紹興

走進文房四寶之鄉，細味書法文化底蘊湖筆、宣紙、徽墨、歙硯

行程特點

✓ 走進文房四寶之鄉，參觀湖筆、宣紙、徽墨、

歙硯的歷史由來及工藝流程。

✓ 參觀【湖筆博物館】，了解湖筆簡史、湖筆

製作技藝、湖筆習俗、湖筆筆工與文人名家、

湖筆與湖州書畫文化等。

✓ 參觀歙縣老胡開文墨業為歙硯、徽墨的主要

傳承工廠，其"歙硯製作工藝"和"徽墨製作工

藝"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自清朝乾隆

三十年，已有二百多年歷史，廠內現有點煙、

和料、制墨、雕刻、描金等十多個工藝間，

從徽墨及歙硯的藝術上認識古老的悠久的中

國文化。

✓ 宣紙是中國文房四寶之一，被列入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安排參觀全國

最大的宣紙生產基地【宣紙文化園】，該處

是安徽宣城重要的產物之一。

✓ 參觀因書法名作《蘭亭序》而名聞海內外的

【蘭亭風景區】；園內融和了秀美的山水風

光，雅致的園林景觀，和豐厚的歷史文化，

以“景幽、事雅、文妙、書絕”為四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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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料

乘坐國泰港龍航空(KA直航客機來回，

舒適快捷。

去程﹕KA 626 香港/杭州 08:00 10:10

回程﹕KA 637 杭州/香港 19:30 22:05



【第一天】香港 杭州 > (約2小時) > 

南潯古鎮(張石銘故居、小蓮莊、嘉業堂藏書

樓) > 湖州

❖ 南潯古鎮，一個風光旖旎的江南古鎮，歷史悠久，

河流穿鎮而過，七百多年來的風風雨雨將它洗練成

一處人傑地靈、物華天寶的魅力之地。南潯古鎮自

古富人居多，建築也都是富戶的優美莊園，而且由

於西洋風曾經在此盛行，所以南潯也是一座中西風

格合璧的古鎮，高貴優雅。

❖ 張石銘故居又名懿德堂，是江南巨富、南潯“四象”

之一張頌賢之孫張均衡所建的大宅院。它完好的保

存了明清時期的舊貌，是一座中西合璧式樓群的經

典建築。

❖ 小蓮莊，又稱“劉園”，是晚清南潯“四象”之

首——清末光祿大夫劉鏞的私家花園，劉鏞因仰

慕元宋書畫家趙孟頫所建“蓮花莊”，所以讓自己

的花園也叫“小蓮莊”。小蓮莊以江南古典園林格

局為基調，參照當時南潯時興的西式風格而建，中

式古樸中透露古典歐風的影蹤。小蓮莊讓你欣賞清

末民初的園林藝術及木石雕刻工藝。

❖ 嘉業堂藏書樓，是劉鏞（小蓮莊的第一代主人）的

孫子劉承幹於1920年建成的，因末代皇帝所贈

“欽若嘉業”九龍金匾而得名。藏書樓以其宏大的

規模和海量的古籍藏書聞名於世，是中國三大私家

藏書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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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湖州 > 中國湖筆博物館(毛筆製

作體驗 ,  製成品帶走留念) > (約2.5小時) > 

宣酒文化園#1 > 敬亭山

❖ 中國湖筆博物館位於湖州蓮花莊路，於2001年9月

建成開館。建築外觀歇山頂卷棚，飛簷翹角，亭廊

樓榭皆為仿古建築。湖筆博物館是集湖筆歷史文物

排列、工藝流程展示、精品博覽和銷售於一體的地

域特色傳統文化博物館。其主題部分設：湖筆源流

廳、陳列湖筆歷史文物、湖筆工藝廳、展示湖筆傳

統製作工藝流程、制筆技工現場操作；湖筆陳列廳

，彙集王一品齋筆莊、善璉湖筆廠等生產的百餘種

各式精品湖筆。湖筆名人廳展出毛澤東、鄧小平、

江澤民所使用的湖筆名品，以及名人名流、書法家

讚譽湖筆的書畫作80餘件。

❖ 宣酒文化園，親身體驗宣酒小窖釀造的製作技藝。

(#1:如宣酒文化園不對外開放 ,  行程改為湖州蓮花

莊公園 )  。

❖ 素有“江南詩山”之稱的，詩仙李白七次登臨的國

家AAAA級風景區——敬亭山，遊覽古昭亭坊、翠

雲庵、皇姑墳、弘願寺等景點，感受佛教阿彌陀佛

聖境的無限魅力。

早餐: --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當地餐廳

住宿﹕提升級別 準5星湖州珍貝浙北大酒店或同級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當地餐廳

住宿﹕準5星宣城文苑山莊度假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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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宣城 > 宣紙文化園(參觀製作工

藝流程) > (約3小時) > 歙縣 > 胡開文墨廠

(參觀製作工藝流程 , 徵墨描金體驗30分鐘 , 

製成品帶走留念) > 屯溪 > 宋代老街

❖ 宣紙文化園由宣紙古作坊、文房四寶體驗園、宣紙

及世界紙陳列館、書畫廊（含書畫家工作室）、文

房四寶與書畫市場、古籍印刷與江南民俗園等七部

分組成，遊客可以參觀到傳承千餘年的古法宣紙製

作工藝。

❖ 胡開文墨廠現仍採祖法傳承的古法點煙手工製墨技

術，設有雕模、點煙、製墨、晾墨、打磨、描金等

多到生產工序的廠間和設備齊全的墨錠理化檢測中

心，並留存明清以來歷代名家創作雕刻的珍貴墨模。

於1999年，歙縣老胡開文墨廠兼併歙縣歙硯廠，

出產石實堅潤，紋理縝密，貯水不涸，發墨如油的

歙硯，為中國四大名硯之一。

❖ 宋代老街被譽為“活動著的清明上河圖”，是國內

目前保存較為完好的具有南宋和明清建築風格的古

代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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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屯溪 > 安徽徽州文化博物館 >

紹興(約4.5小時 ,  午餐安排於途中餐廳) >

魯迅故里 > 沈園

❖ 安徽中國徽州文化博物館是國家一級博物館，基本

陳列《徽州人與徽州文化》，分為：走進徽州、天

下徽商、禮儀徽州、徽州建築、徽州藝術、徽州科

技六個部分。展示內容有：新安大好山水、徽州與

徽州人、明清徽商、徽州女人、東南鄒魯、程朱闕

裡、徽州宗族、新安醫學、科技之星、文房瑰寶、

新安畫派、徽派版畫、徽派篆刻、徽州村落、徽州

民居、徽州三雕等。

❖ 魯迅故里是紹興市內的一條歷史街區，這裏是文豪

魯迅先生少年時生活過的地方。景區內不僅保留了

不少當年的老建築，還恢復了先生筆下的土穀祠、

壽家台門等景觀，以及百草園、三味書屋等兒時課

本中的場景。

❖ 宋代名園【沈園】，聆聽大詩人陸游與表妹唐婉千

古流芳的愛情傳奇；園內唐代的樓臺亭閣，宋代的

假山池塘，依然留存，一草一木都浸染著歷代文人

墨客的靈秀與墨香。

早餐: --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屯溪徵菜風味

住宿﹕提升級別 5星屯溪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紹興黃酒風味

住宿﹕準5星級紹興中金豪生大酒店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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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紹興 > 蘭亭風景區 > 蘭亭書法

博物館 > (約1.5小時) 杭州蕭山機場 香港

❖ 蘭亭位於紹興古城西南約13公里處的蘭渚山下，

因王羲之等人曾在此雅集，留下一篇著名的《蘭亭

序》而出名。蘭亭地方不大，但景色非常雅致。鵝

池碑、蘭亭碑、曲水流觴、御碑亭是這裏的主要景

觀。

❖ 蘭亭書法節的最大亮點可謂是新開館的中國最大書

法類博物館——紹興蘭亭書法博物館。站在新修

的博物館廣場上，“少長咸集”、“群賢畢至”等

八方古章嵌于石磚之間，眼前的博物館主體延續了

傳統建築特點，以灰色調為主，沿襲了老紹興台門

式、坡屋面等形式，與蘭亭風貌和諧相融。頗為難

得的是，館中更是收藏了第1屆至31屆中國蘭亭書

法節的所有珍貴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