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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中山陵國慶活動
內容：靈谷桂花節、音樂台紫金山音樂節（9月29日）
玄武湖公園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梁洲盆景館市第八屆職工盆景展
紅山動物園第三屆動物狂歡節
時間：9月29日-10月14日
夫子廟秦淮風景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遊船中秋送祝福、紀念孔子誕辰 2563 周年、

貢院鼓樂、秦淮畫舫賞月節等活動
中華門城堡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老城南石鎖精英表演、射箭表演
白鷺洲公園森林卡通童話實景舞台劇
時間：10月1日-3日上午10：00
李香君故居桃花扇筆繪表演
時間：9月下旬-10月上旬
莫愁湖第九屆莫愁煙雨文化節
時間：11月30日前
河西濱江公園環球繽紛嘉年華
時間：國慶期間
南京雲錦研究所中國織錦展
時間：國慶期間
閱江樓景區文化藝術節
時間：國慶期間
雨花台景區公務員相親會
時間：10月1、2日
南京科技館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經典影片展演、兒童劇《你好，阿凡提》
將軍山第八屆秋季燒烤節
時間：10月底前
大吉溫泉度假村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最炫民族風、篝火美食街、歡樂大吉行
珍珠泉度假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 「暢享山水間，親情珍珠泉」主題活動
老山國家森林公園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登山健身、人鳥互動、森林尋寶、街舞
弘陽歡樂世界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童話森林、啤酒節閉幕、 「鑽石新娘」評選
六合區龍袍、冶山、竹鎮國慶活動
內容：雨花石文化節、龍袍蟹黃湯包節、冶山農民畫

藝術節、竹鎮鄉村旅遊節
時間：10月28日前
高淳固城湖螃蟹節暨國際慢城大地藝術節
時間：10月16日前
溧水傅家邊農業觀光園採摘、農家美食活動
時間：10月15日前
大金山風景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汽車影院電影節、休閒遊樂匯

蘇州
山塘景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中秋祭月與有獎互動、漢文化民俗展
蘇州樂園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街頭文化節、攝影賽、糖果世界兒童紅歌比賽

與吉祥物搜羅、綵燈花月夜、舞林大會 Show
、泳裝博覽

盤門景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祭月表演、台灣小吃展、傳統工藝展等
同里古鎮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夜遊退思園、民俗表演、燈謎、許願燈
太湖國家濕地公園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滑水表演、民族特色演出、原音原舞、湖鮮美

食、太湖潮物
木瀆景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COSPLAY動漫嘉年華、靈岩山中秋賞月嘉年

華、 「我扮乾隆遊木瀆」帝王體驗之旅
穹窿山景區國慶活動
內容：豬豬俠‧百變童年、哈利波特‧魔法學院、乾

隆巡遊‧時光穿越、花園寶寶‧童趣無限、喜
洋洋帶你童玩、五感記憶 童話市集等

時間：10月9日前
光福景區國慶活動
內容：桂花節、遊名勝採蜜桔
時間：10月15日前
旺山景區國慶活動
內容：大型文藝演出
時間：9月29日上午
金庭鎮消夏灣國慶活動
內容：第四屆中國蘇州牛仔風情節
時間：11月18日前
東山國慶活動
內容：太湖蟹起捕、 「品蟹一條街」開街和千人品蟹

活動，採桔、太湖漁港陸巷碼頭開業
時間：10月18日
金庭鎮縹緲峰景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激情黃金周 逍遙縹緲峰
甪直景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水上遊，打連廂和古戲台演出，畫展、刺繡展

、夢幻5D影院優惠
張家港永聯村國慶期間鄉村遊樂節
內容：尋寶樂、農家美食樂、動物逗逗樂等
相城區國慶活動
內容：蓮花島大閘蟹開捕節暨相城陽澄湖旅遊節、荷

塘月色濕地公園荷展、蘇州珠寶國際交易中心
奇石展

時間：10月25日前

無錫
黿頭渚風景區國慶活動
內容：漁家風情節、賞月煙花大會、高空鋼索表演、

動態實景秀、攝影展
時間：10月30日前
錫惠景區國慶活動
內容：盆景花卉展，插花賽暨花藝大師評選
時間：10月20日前
梅園橫山風景區國慶活動
內容：百龍燈會、紅色藝術收藏展、賞桂
時間：10月20日前
蠡園蠡湖風景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金秋茶會、寶界公園時尚觀影飲料節
無錫動物園‧太湖歡樂園國慶活動
內容：動物巡遊、動物月餅DIY、黑熊迎親
時間：9月30日-10月31日
無錫博物院國慶活動
內容：謝稚柳書畫、六朝青瓷、特效影片等展，DIY

玩具比拼、數獨賽
時間：11月3日前
無錫市名人故居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學生書畫和人物事迹展，讀書輔導
地點：顧毓琇、秦邦憲、錢鍾書等故居
東林書院國慶活動
內容：少兒經典誦讀活動，夜公園開放
時間：10月1、6、7日全天
薛福成故居國慶活動
內容：戲曲遊園會、 「非遺」文化展
時間：10月1-3日下午、10月4-6日上午
靈山景區國慶活動
內容：江蘇省舞龍大會精英邀請賽
時間：10月1日-3日
無錫影視基地水滸城 「叼羊大賽」 活動
時間：10月1日-7日
太湖花卉園科普節
時間：9月28日-10月28日
崇安文化旅遊藝術節
內容：戲曲大聯歡、金秋購物節等
時間：10月20日前
地點：江海廣場、二泉映月廣場、鐘樓圖書館
清明橋古運河歷史街區民俗活動
內容：龍舟、雜技、繅絲、錫劇等戲劇表演
時間：9月30日-10月2日晚間
南禪寺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美食節、汽車文化和青年創意展、拼客賽
惠山古鎮金秋文化美食節
時間：9月27日-10月7日
無錫綠羊溫泉農場溫泉節
時間：9月30日-10月7日
新區中華賞石園智慧堡樂園動漫狂歡節
時間：9月28日－10月31日
陽山鎮農家生態園國慶美食活動
時間：10月1日-30日
華西新市村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探訪新農村、體驗科技大棚、飛機遊覽等
江陰鵝鼻嘴公園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登高祈福、賞月、軍事與紅色遊
江陰雙涇生態園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垂釣、拓展、燒烤、篝火、品嘗農家菜，土產展銷
江陰璜土鎮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考古專題片展、圖片展
宜興善卷洞風景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野人風情與梁祝戲曲表演，新蝴蝶館開館
宜興竹海風景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曬幸福照片贏旅遊基金，抽獎送禮品
宜興陶瓷博物館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陶瓷設計賽作品暨原創陶藝邀請展
宜興湖滏籬笆園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中秋國慶雙響特惠周暨金秋板栗品嘗月
宜興西渚興望農業文化園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小豬運動會、名人書畫展

連雲港
花果山風景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微博攝影活動、鬥戰聖佛祈福之旅
東海石樑河、溫泉度假區國慶活動
內容：葡萄玉米採摘、磨山登高、親子溫泉
贛榆石橋蘋果採摘節、金山徐福節
時間：11月10日前
灌雲大伊山風景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登山、民俗表演、佛事活動
灌雲縣果園、潮河灣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七里松生態採摘節、小吃美食節
市區南城古鎮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果蔬採摘、蒙古包露營燒烤、真人CS
連島度假區海鮮美食節
時間：9月28日-10月5日
環球嘉年華園區廣場舞大賽
時間：9月29日-10月5日
海州李汝珍紀念館和雙龍井文化園等活動

內容：少兒書畫展、淮海戲和音樂展演
時間：10月2、3、6日

揚州
瘦西湖風景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木偶、清曲、箏簫表演，盆景、麵塑展
個園風景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彈詞揚劇、歌舞晚會，臉譜、人物畫展
馥園 「千秋粉黛」 綜藝演出
時間：中秋、國慶晚間
何園風景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吃蛋糕比賽、古樂表演等
茱萸灣冰雕藝術節、茱萸文化節
時間：10月31日前
鳳凰島風景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祭月、伍德斯托克節、真人CS、篝火、假面舞會
雙博館花鳥畫、青銅器、玉器展
時間：9月28日-10月28日
揚州八怪紀念館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米盼生、獨峰、韓家禮、楊小揚書畫展
儀征棗林灣紅山金秋賞月美食節
時間：10月18日前
寶應寶應湖濕地公園、荷園節日活動
內容：大閘蟹美食節、射陽湖淘藕節

常州
中華恐龍園萬聖狂歡夜公園活動
時間：9月30日-10月28日
淹城春秋樂園最炫民俗風情節
時間：節日期間
環球動漫嬉戲谷 「幻想季」
時間：9月30日-10月6日
天目湖南山竹海登山節、溫泉秋泡
時間：10月30日前
紅梅公園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首屆金秋 「紅梅新廟會」
天寧寶塔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紙塔挑戰賽，微博、木雕評選、攝影等
淹城野生動物世界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國際馬戲狂歡嘉年華
天目湖蓓茗山莊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篝火晚會

泰州
鳳城河風景區10月份活動
內容：湖蟹大會，書畫木雕展，票友演出
秋雪湖花博園國慶活動
內容和時間：向日葵展，10月15日前
天德湖公園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第一屆稻草人文化藝術節
姜堰溱湖濕地、水岸商業街、溱潼節日活動
內容：八鮮美食節、特色商品展、民俗表演
興化李中森林、市博物館10月份活動
內容：金秋品蟹旅遊月、朱天曙書畫展

淮安
淮安‧中國淮揚菜美食文化國際旅遊節
內容：大閘蟹節、風味小吃節、露營大會
時間與地點：10月20日前，市區
周恩來紀念景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反腐倡廉展、徵稿攝影活動
古淮河文化生態景區國慶旅遊周
內容：婚紗攝影賽暨 「最美新娘」評選等
鐵山寺國家森林公園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對話火山石、採栗、水上獨竹漂、農家樂
淮安市博物館10月份活動
內容：齊白石藝術作品展
吳承恩故居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紀念吳承恩逝世430周年活動
淮安運河博物館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非遺項目剪紙展、票友演唱
里運河文化長廊中秋賞月
內容：花好月圓中秋夜 康熙運河水上遊
淮陰劉老莊、碼頭鎮、高家堰馬術活動
內容和時間：節日期間，攝影、漢風探訪、馬場馳騁
金湖白馬湖生態漁村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領略湖河風光 體驗漁家生活

鎮江
市區、金山風景區、世業洲國慶活動
內容：金山旅遊文化節、全國百家媒體攝影名家采風

活動、中國小姐模特大賽、長江草莓音樂節、
植物展

時間：9月-11月
西津古渡風景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慢生活暨城市民謠草地音樂會、台灣美食街、

HIFI音樂節、書畫展
世業洲Super Juniorm專場演唱會
活動時間：10月28日
焦山風景區第十四屆桂花節
時間：10月底前
南山風景區第六屆長壽節
內容：音樂、書法、瑜伽、運動、飲茶、中醫與健康

系列活動
時間：11月15日前
句容茅山旅遊文化節

時間：10月份
揚中園藝博覽會 「音、詩、畫」 歌舞晚會
時間：9月29日19：30
丹徒區江心洲第五屆柑橘節
時間和地點：10月18日前，橘江里橋
京口文化藝術節藝術表演
時間和地點：9月28日，四牌樓文體中心
潤州區嶂山村特色文化休閒廣場活動
時間：9月28日
鎮江新區鎮江最美新娘大賽
時間和地點：9月下旬，永隆城市廣場

南通
南通國際江海旅遊節
時間和地點：10月底前，全市
狼山、園博園、嗇園賞桂之旅
活動時間：10月31日前
南通淘寶城旅遊商品展銷會
時間：10月1-7日
南通博物苑旅遊商品大聯展
時間：9月30日起
狼山景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登高、看戲、祈福、許願、慶團圓
南通園博園菊花命名市花30周年展
時間：9月30日-11月20日
如皋第八屆國際養生美食大賽
時間和地點：10月中下旬，如皋市區
水繪園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相親文化節、冒辟疆書畫展、特技表演
啟東黃金海灘國慶七天樂活動
時間：10月1日-7日

宿遷
中國‧宿遷西楚文化節美食周
時間和地點：10月3日前，國際飯店
宿城羅圩聯伍村國慶鄉村採摘活動
時間：10月7日前
駱馬湖湖濱浴場水上遊船歡樂行
時間：10月1日-7日
沭陽虞姬公園花燈焰火藝術節
時間：10月7日前

鹽城
專場文藝、淮劇進萬家國慶廣場演出活動
地點：鹽瀆公園、漂舟戲苑、中茵海華廣場
大豐麋鹿自然保護區10月份活動
內容：狼尾草叢中賞麋鹿特色遊
鹽城珍禽自然保護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 「仙鶴飛舞、祝福祖國」歡樂遊
大縱湖旅遊景區金秋旅遊活動
時間：10月份
東台永豐林生態園10月份活動
內容：美食節、採摘節、拓展、真人CS對抗
東台仙湖農業示範園玩轉金秋活動
時間和內容：10月份，垂釣賽、健身
響水東林生態園國慶 「水世界」 活動
內容：游泳、釣魚賽，水上表演
射陽瀚陽生態園國慶期間系列活動
內容：大禮包、動漫遊樂城、垂釣、農家菜
建湖九龍口水鄉風情美食節
時間和內容：國慶期間，水上遊覽、採菱捕魚
建湖弘宇生態園歡度國慶特別活動
內容：美酒美食度佳節，歌舞演出
潘黃街道仰徐村葡萄園採摘節
時間和內容：節日期間，採摘體驗、品嘗精品葡萄
穩強農業生態園美食溫泉活動
時間和內容：節日期間，果蔬基地、鱷魚池遊，溫泉
通榆河水利樞紐景區生態旅遊節
時間和內容：節日期間，垂釣、觀鳥、遊船
濱海黃金周歡樂遊
內容：射陽河垂釣板罾，農家菜，故道黃河遊
射陽洋馬十里菊香景區菊花節
時間和內容：11月底前，菊產品展銷、民俗表演、藥膳
射陽黃沙港、千秋鎮生態漁家樂
時間和內容：10月份，扳罾垂釣、漁家體驗、品海鮮
射陽金耦耕農業園、萬壽墩農家樂
時間和內容：國慶期間，採摘、農家木屋、垂釣跑馬
鹽都華都森林公園10月份特色遊
內容：採摘梨果，真人CS
射陽縣高爾夫名人邀請賽
時間：10月上旬

徐州
沛縣漢文化景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文藝和民俗展演、健身操表演
睢寧兒童畫活動中心兒童畫大賽作品展
時間：10月1日-7日
邳州土山、港上銀杏園、艾山景區活動
時間和內容：國慶期間，關公文化節等系列活動
新沂馬陵山、窰灣古鎮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感受紅色文化，民俗風情表演
龜山漢墓景區國慶期間活動
內容：民俗藝術展、漢舞表演、知識競猜

江蘇省旅遊局發布

教育 通識新世代 大公園 文化 小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