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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葫芦岛和兴城的关系

       葫芦岛是辽宁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原名锦西（1994年10月更名为现名），是京沈

线上重要的城市之一。葫芦岛是半岛，伸向辽东湾内，因头小尾大，中部稍狭，状如葫芦而得名

。

       兴城市归属于葫芦岛市管辖,位于葫芦岛市西南部，东南濒临渤海。所以去葫芦岛旅

游就可以去兴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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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芦岛有个别称叫中国筝岛，也称“筝岛”。这里说的不是风筝，是古筝。由于葫

芦岛市在古筝新筝艺术领域成就显著，被有关部门命名为“中国筝岛”。

       葫芦岛和兴城由于临近渤海，成为辽宁和北京、河北人民休闲度假的的热门旅游目

的地。人少、海鲜好吃是大家选择这里的一个重要理由。

       葫芦岛的可玩的地方并不多。 龙湾海滩算一个，2007年曾成功举办千人古筝成功的

刷新了吉尼斯世界记录。2008年夏龙湾海滨被国家旅游总局评委4A级天然海滨。

       兴城景点比较多。兴城古城就是明朝的宁远城，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

古城之一。兴城是中国最值得欣赏的10座小城之一。

       去兴城必去菊花岛。菊花岛总面积13.5平方公里，离岸10公里，是辽东湾最大的岛

屿，岛内菩提掩映、香烟缭绕，号称“北方佛岛”。

       兴城温泉很有名。因地下溶岩的作用而形成的天然矿泉。泉水清澈透明，无色无臭

，水温67左右，酸碱度为7.4，泉水比重为1.006，属于高温弱碱性食盐矿泉。泉水可以口服、冲洗

和浸浴，以浸浴为主。张作霖曾在此地修别墅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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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绥中县是葫芦岛的另一个旅游热点。九门口长城是万里长城上仅有的一段水上长城

，“城在河上过，水在城下流”，蔚为壮观，是中国东北地区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地；碣石宫遗址

闻名中外，秦始皇、汉武帝曾东巡到此，曹操曾在此吟下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壮丽诗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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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去葫芦岛

这里主要介绍从北京如何去葫芦岛。

火车：

动车组，共三列：

D23 北京 17:20 葫芦岛北 19:59 135元

D27 北京 13:50 葫芦岛北 16:33 135元

D 5 北京 09:20 葫芦岛北 12:03 135元

快车k215 13:13 葫芦岛北20:40 硬卧140元

其他的就慢些，但便宜点，普通列车，在兴城下最好，也可以在葫芦岛下。葫芦岛距兴城20公里

吧，打车到兴城车费30元。

大巴：

在八王坟客车站坐虎跃快客大巴到葫芦岛，时间和5小时左右。票价在单程123.5元，往返195.5元

。

自驾车：

从北京—葫芦岛:走京沈高速——锦州方向——有葫芦岛出口。单程高速费115+20+40=175元（小

车）

北京-葫芦岛自驾车地面距离450公里。（供参考）

从北京—兴城：走京沈高速，兴城出口，单程高速费115+20+35=170元（小车），进兴城直接去海

滨码头，可以存车30元一天，北京到兴城行驶430公里。需要注意，自驾过了兴城服务区一公里后

才是兴城出口。

北京到兴城火车都为区间车，详情请点击旅人火车时刻表查询：

http://huoche.lvren.cn/shikebiao/beijing-xingcheng

葫芦岛市交通

       葫芦岛城区不大，出租车价格适中。一般来说城区内基本5元搞定，城郊周边10元

即可，通常情况不打计价器。

       兴城市出租车起价5元/3公里，之后1.2元/公里，价格十分便宜。不用打表，游客并

不吃亏，海滨到火车站15元，海滨至古城南关10元。市内行程一般是5元、10元、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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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兴城市内公交主要是两条线路：

一是火车站－古城南关－市医院－古城西关－城市中心广场－大学城－海滨北门（菊花岛码头）

－终点开往四家街道办事处邴家村。全程票价一元。

二是火车站－古城南关－市医院－市政府－兴海南路各疗养院－海滨大门。全程票价一元。

葫芦岛到兴城：

汽车很方便，车票只3元钱。如果打车,价钱在2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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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兴城古城

       兴城古城，是五百年前留下来的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

座明代古城，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兴城古城、西安古城，荆州古城（今江陵县城）和山西平

遥古城同被列为我国迄今保留完整的四座古代城池。 

       兴城古城始建于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总兵巫凯、都御史包怀德呈请督造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毁于地震；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经明右副都御史袁崇焕复修。

       兴城古城略呈正方形，城墙周长3274米，就8.88米，底宽6.5米，顶宽5米。墙顶外沿

筑垛口，内修女儿墙。城墙基础砌青色条石，外砌大块青砖，内垒巨型块石，中间夹夯黄土。城

墙四面正中各设有城门一座，东曰春和门，南为延辉门，西名永宁门，北称威远门。各城门上修

筑高耸的箭楼，各门内侧沿城墙修有蹬道。四角高筑炮台，突出于城角，用以架设红夷大炮。

       兴城是当年明清宁远之役的主战场，当时还是后金的努尔哈赤就是在此被红夷大

炮击中，身负重伤，回盛京之后不久身亡。 如今的兴城火车站广场正中就立有袁崇焕立像。

现在古城主要景点有：

祖氏石坊：

       祖氏石坊坐落于古城南大街（延辉街）中部，原有两座，相距85米。南为明前锋总

兵祖大寿＂忠贞胆智＂坊，建于崇祯四年（1631年）。因有倒塌危验，1969年拆除，现已经修复

；北为明援剿总兵祖大乐＂登坛骏烈＂坊，建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两坊均为四柱三间五楼

式，单檐庑殿顶，柱高楼小，雕饰细腻。祖氏均为兴城人，祖大寿为大乐堂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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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坊宏伟壮观，雕刻工艺精美、手法细腻逼真。虽已经受360年来风雨剥蚀、但仍

保存完整，这对于研究明清以来劳动人民创造的石刻艺术和研究明清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

文庙：

       亦称孔庙。位于古城东南隅，始建于明宣德五年，与古城同龄。 　文庙共分三进庭

院，贯穿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建筑格局与古代建筑风格一样，采取左右对称式。文庙占地面积7

500多平方米，东西宽43米，南北长175米，庙的周转有高墙。东西垣墙各配角门。南面垣墙正中

有一照壁与垣墙连立。东西两角门各有一块石碑，上刻“文武官员军民等人至此下马”，这就是

下马碑。 　入角门为文庙的第一进院，院落见方。此院南有照壁，北有棂星门，为四柱三间三楼

式、多房斗拱的木结构牌坊。中间坊额的“棂星门”三个大字，兰底金字，笔力雄劲。 　三进院

内苍松荫翳，古柏参天，圆门相望，曲径通幽。大成殿威然耸立，门额高悬“万世师表”巨型牌

匾。这是从清朝康熙年间保存下来的珍品，有很高的文物价值。殿内供奉孔子神位，殿后有崇圣

祠，内供孔子的上五世祖。

古城墙：

      始建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明代古城。城墙为正方形，

周长3274米。城墙四面正中各设城门，上皆有箭楼，为两层楼阁。城墙四角设台，突出于城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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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区东南角有魁星楼。

城通票 50元/人 ；城墙 15元/人 ； 钟鼓楼 20元/人；文庙 35元/人；将军府 10元/人。

旅游线路推荐：

       前往兴城古城游览大多游客是从南门即延辉门进入的，因为南门地处南关商业街，

这里地段不但繁华，而且交通方便，１路车就从南关经过。从兴城车站或兴城海滨都可以直接到

南关。从南门进入，门口就有售票亭，您可以直接买票进入。进了南门您该怎样走呢，这里向您

推荐一下，谨供参考：

1、从南门（延辉门）进入——游览周家住宅——从南门登城墙——沿城墙向东走——魁星楼——

从东门（春和门）下城墙——走东街（春和街）——钟鼓楼——明代一条街——祖氏石坊——逛

文庙（注也可以下城墙就去逛庙）——返回明代一条街——回到南门——结束古城之旅。

2、从东门（春和门）进入——走东街（春和街）也可先去逛文庙或从东门登城墙——钟鼓楼——

明代一条街——祖氏石坊——文庙——返回明代一条街——到南门去周家住宅——从南门登城墙

——沿城墙向东走——魁星楼——到东门下城墙——结束古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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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个海岛：菊花岛

      

       菊花岛，俗称大海山，在唐宋时代称桃花岛，辽金时代称觉华岛。因岛上盛开野菊

花，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改称菊花岛。与古城、温泉并称“兴城三宝”。

       菊花岛位于兴城东南10余公里、距海滨浴场9公里的海中，从海滨出发50分钟之后

就可以抵达。菊花岛成长葫芦形，面积13.5平方公里，地势南高北低，最高海拔198.2米，海岸线

长27公里，是渤海湾中最大的岛屿。其面积堪称“北方小澳门”。

       岛上有一个八角井，井边有一棵菩提树（金代的）可以许愿。然后有大龙宫寺，一

个很大的寺庙，信佛的话可以许愿。还有唐王洞，李世民东征时呆过的地方，唐王洞像一条地道

，很长。现在只开发了其中的一段，那边的出口就在大龙宫寺的南墙下面。其实菊花岛最好玩的

地方是怪石滩！怪石滩还有一个九海龙王庙。如果愿意探险的话可以在屯粮城宿营，那里曾经被

皇太极杀死好几千人，至今那里都没有人家！

        金代诗人王寂于公元1175年游览觉华岛时，即兴作了《觉华岛》。《留题觉华岛

龙宫寺》等诗。诗中有“云奔雾涌白浪卷，一叶掀备洪涛中”；“平生点检江山好，我自龙宫觉

华岛”；“四顾鲸波翼宝岩，玻璃环押青螺髻”；“夜凉海月耿不寐，几欲举手扪天星”等名句

。清代诗人和瑛也用“碧海真如画，蓬壶隔水崖，波澜成雉堞，精凿隐人家。时放桃花棹，堪寻

菊谷花，何当乘跻往，绝顶隐流霞”的五言诗来赞美菊花岛。菊花岛迷人的自然风光便可见一斑

。菊花岛内建有环岛公路，公路的个别地段为碎石路面，旅游时节有中巴车环岛游。机动车只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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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顺时针环岛游，环岛一周约25公里。全岛属菊花岛乡，分北村和南村，下属8个屯子，全岛以打

鱼、少量农作物和旅游为主要生活来源，岛上居民住家大多打有水井。菊花岛环岛有许多沙滩，

但会搀杂有一些碎石和贝壳。

菊花岛通票：175元/人

怎么去菊花岛：

从兴城市区(火车站附近)到码头15元/辆(小面包5-7人),去菊花岛的船在旺季(6月-9月)会定点发船,

否则是不定点的,早上不到8点左右就有一班,以后大约1小时左右有一班船。票价包括往返船票、岛

上景点通票、导游费、旅游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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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座名山：笔架山

       笔架山风景区距葫芦岛20多公里，面临辽东湾，毗邻锦州港，总面积8平方公里，

以笔架山和天桥为主，是闻名暇迩的旅游胜地。

       笔架山是近海中的连陆小岛，因其状似笔架，而称笔架山。小岛南北长1120米，东

西宽220米，海拔78.3米，面积为1.2平方公里。笔架山距海岸1620米，其间有一条潮汐冲击而成的

连接海岛与陆地的天然卵石通道，俗称“天桥”，也叫“神路”。这座“天桥”随着潮汐的涨落

时隐时现，堪称佳景奇观。每当落潮时，海水便慢慢向两边退去，通道便像一条蜿蜒的蛟龙浮现

海中，潮水落尽，天桥便完全显露出来，直通笔架山，游人可沿此段沙石路登岛上山。每当涨潮

时，海水又从两边夹击而来，“天桥”在海浪中渐渐变窄、直至完全隐去。

       笔架山上还有五母宫、太阳殿、吕祖亭、三清阁等景点。 　　

       从海岸到笔架山岛有一条长1620米，高出海滩的砂石路，人曰“天桥”，天桥平坦

径直，把海岸和山岛连在一起，象一条蛟龙随着潮涨潮落而时隐时现，神奇绝妙，堪称“天下一

绝”。

       笔架山风景区以笔架山岛和“天桥”为主要景点，大致分为岛上游览、海上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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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边娱乐、沙滩海浴和度假修养五个区域。总面积8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4.72平方公里，海域

面积3.28平方公里。这里山水秀丽，环境优美，物产资源丰富，生活服务设施配套，交通便利。

自然景点密集，有马鞍桥、一线天、神龟出海、石猴泅渡、虎陷洞、梦兰湾等。有众多的文物古

迹：吕祖亭、太阳殿、五母宫、万佛堂、龙王庙、三清阁等。

       三清阁是岛上古建筑中的代表。因其六层上下为全石仿木制结构，没有一钉一木而

文明。阁内供奉着四十八尊佛像，形象逼真，栩栩儒生，六层上供奉神话中的开天辟地之神——

盘古氏，为天下众神之首，是为国内罕见。

笔架山门票：50元/人 （单程船票13元/人）

如何去笔架山：

在兴城坐车到葫芦岛（票价5元），在火车站坐3路公交车（票价1元）客运总站下车，坐到笔架山

的车（票价20元）

如果想看到这种奇观要掌握海洋的潮汐时间，大自然可是相当准时的。

附潮汐表（农历记）

日期（农） 满 潮 干 潮 满 潮 干 潮

初01.16 05：20 11：35 17：47 23：59

初02.17 06：11 12：33 18：39 00：47

初03.18 06：59 13：11 19：23 01：35

初04.19 07：47 13：59 20：11 02：23

初05.20 08：35 14：47 20：59 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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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06.21 09：23 15：35 21：47 03：59

初07.22 10：11 16：23 22：35 04：47

初08.23 10：59 17：11 23：23 05：35

初09.24 11：49 17：59 00：11 06：23

初10.25 12：55 18：47 00：59 07：11

初11.26 13：23 19：35 01：47 07：59

初11.27 14：11 20：23 02：35 08：47

初12.38 14：59 21：11 03：23 09：35

初14.29 15：47 21：59 04：11 10：23

初15.30 16：35 22：47 04：59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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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两片海：兴城海滨与止锚湾

兴城海滨

       兴城海滨浴场绵延14公里，由兴海湾、港口湾、邴家湾、老龙湾四个海滨浴场，即

第一、二、三、四海滨浴场组成，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天然浴场。海滨浴场内无明石暗礁，岸边沙

滩细软洁白，晶莹如玉，海水深浅适宜，水稳波清，清澈见底，海岸地势开阔，绿树掩映，是大

海送给人间的一片天然乐园。

       兴城海滨是迷人的，尤其是海滨第一浴场即兴海湾更加靓丽多姿。当您步入海滨第

一浴场，兴目望去，是一座四柱三门二楼单檐庑殿门式正门，牌坊上边是著名书画家范曾题写的

“洪波涌起”和“古城在望”八个大字。超过此坊，便走进如诗如画的兴海湾。兴海湾入口处一

尊用花岗岩雕琢的的高大的菊花女塑像正颌首相迎。菊花女就是“菊花杀恶龙”传说中的菊花姑

娘，她是美丽、善良、勇敢、智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化身，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兴海湾南端有“三礁揽胜”，在起伏绵亘的三座盘踞海中的明礁上，建有一座造型

幽雅的观海亭，一曰“雪浪亭”，一曰“迎霞亭”，各亭之间栈桥相连，真可谓是“三礁石恋大

曲桥，百皱岩戏千重浪”。桥上游人来往不绝，或登亭观潮听浪，或依亭背海摄影，或蹲礁静心

垂钓，真可谓各得其所，各离其乐。倘若赶上落潮，“三礁揽胜”里侧的海水退却海滩半隐半露

，还可拾贝、捉蟹，更是乐趣横生。

门票：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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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锚湾

       止锚湾在绥中县万家镇，号称辽宁第一滩。这里是一个小码头，具有原生态的自然

特点，止锚湾这里环境优美、无污染、民风淳朴。那里的碣石海滩相对人少清静，是畅游的好地

方。止锚湾附近的港湾，沙底、水浅且清，是赶海捉蟹的好地方。

       这里虽然与山海关、北戴河一脉相承，同属一片海滨，但止锚湾却要幸运得多。

因为这里深藏未露，淳朴天然，呈现的还是至真至纯的蓝天、碧海、渔村。 站在海滩上向西远望

，只见一道山，以及山上长城隐约的轮廓。这里风光秀丽，气候宜人。海水清澈见底，水浅波轻

，海滩宽阔平缓，白沙细腻无泥，海中无礁石。

       海滨浴场的海底坡缓，距岸边百米之外海水仅齐胸深。在距岸边200余米的海面之

中，耸立着三块巨大礁石，高出海面约20余米. 民间传说为孟姜女投海葬身之处.每逢落大潮，从

岸边到礁石隐约现出一条巨石铺就的海中栈道，可直达礁石脚下。

       在姜女坟的东西两侧海岸，各有一峭壁伸向海面，东侧叫红石砬子，西侧叫黑石砬

子(又称黑山头)，象两条巨龙静卧在海中,构成似“二龙戏珠”(海中礁石)的独特景观。近年来，

经过考古发现证明，姜女坟就是当年秦始皇、汉武帝、魏武帝“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碣石,红石

砬子、黑石砬子和碣石正对的石碑地都发现了秦汉皇帝巨大的行宫遗址。另外，海岸边一块巨石

上刻有“徐福入海处”的大字，那可是几千年前秦皇遗使东渡寻仙上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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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门口长城

       该长城明代以前是重要的军事关口。九门口长城全长1704米，是中国万里长城中唯

一的一段水上长城，其跨河墙长达100多米。九江河水从城下的九道水门直流而过，“城在山上走

，水在城下流”，景色壮观。这里曾是李自成与吴三桂决战的地方。也就是“一片石”。李自成

在此遭到清军夹击大败，清军从此入关。门票：通票50元（5～10月），40元（淡季）。 

                                               18 / 28



�������

葫芦岛：兴城海滨

吃住：

       紧邻大海的渔家院每个床位从15到50元不等，分2、3、4甚至6人间。若去的人多，

可跟老板砍价。有的渔家院离海稍有点远，但价格更便宜，带淋浴带厕所的标间一般50~80元，若

你晚上睡觉不想听海浪声，不妨选择这种房间。

       这里的伙食基本都是海鲜加农家菜，螃蟹、琵琶虾、扇贝、白眼鱼敞开了供应，价

格跟北京差不多，贵在一个新鲜。过了休渔期，游人可以直接跟打渔归来的船家购买海货，然后

委托店老板帮忙烧熟——不过要事先谈好加工费。只是因为没有专业大厨，所以菜品的味道有些

差强人意，若你想下厨露两手，那老板自然求之不得，总之东北人好说话，只要价格谈好，一切

方便之门皆为你打开。

如何到止锚湾：

       止锚湾距离山海关更近。距离兴城有100公里。在兴城去要坐火车到海关，中午12

点左右，2小时到达，然后再打车到止锚湾。

       止锚湾海滨自驾：走京沈高速，出山海关即见万家镇路牌出高速，右转，朝南走

约10公里到止锚湾，单程行驶3小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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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兴城住宿

在这里推荐到兴城住宿，毕竟这里游览景点更多更方便。

海逸假日宾馆

特色：装修好，整洁舒适

地址：兴城市海滨公园内

价格：200元 

中国铁建兴城疗养院一疗区

特色：交通便捷、环境幽静

地址：兴城市兴海北路附近

价格：120元

松风园宾馆

特色：交通便利，服务好。

地址：兴城海滨新东路15号

价格：180元

                                               20 / 28



�������

葫芦岛：兴城海滨

菊花女渔村宾馆

特色：地理优越，设施完善

地址：兴城海滨风景旅游区内

价格；200元

龙园山庄

特色：整洁舒适

地址：兴城老滩度假村村北

价格：150元

家庭宾馆（仅供参考）

可心家庭宾馆

特色：

装修典雅，卫生整洁，环境清净、优雅，交通方便，是广大游客理想的旅游食宿场所。

联系人 ：马先生 　　

电话：0429-3501355　 　　

手机：13358833211　　　

邮箱：yuanxin05@163.com 　 　　

地址：辽宁省兴城市钓鱼台街道办事处钓鱼台村

房型价格

　　双标间 淡季每床10~20元，旺季平时每床20~30元，周末除外。

　　三人间 淡季每床10~20元，旺季每床20至30元，周末除外。

　　注：团体价格优惠，可一团一议；旺季即7月至8月，其余时间为淡季，黄金周除外。

钓鱼台家庭客栈

特色：

游客在这里可以吃到新鲜、平价海鲜。最主要的是游客还可以随渔船出海打渔，体验一把渔民的

生活，打到的海鲜都归您。

联系人 ：张先生 　　

电话：0429-5419555 3502899 　　

手机：13709894109 　

地址：辽宁省兴城市钓鱼台街道办事处钓鱼台村

房型价格

　　标准双人间（夫妻间）： 50-60元/天 （周末除外）

　　三人间： 20元/人 （周末除外）

鑫宝家庭宾馆

                                               21 / 28



�������

葫芦岛：兴城海滨
特色：

宾馆环境幽雅，交通便利，自家拴有渔船，游客不但能吃到新鲜的海产品和家常菜，而且还可以

随船出海打渔，体验一把渔民生活。

电话：0429－5410998 手机：13704297600

联系人：张薇

地址：从兴城车站乘1路车可到钓鱼台站点下车，在钓鱼台桥南左走百米即到（免费接站）。也可

打车，车资10至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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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兴城好吃的地方

推荐要一定吃的东西有:

      

古城南门附近的胖姐麻辣烫(每年都去吃),明珠洗浴对面的春饼(薄的透光,夹各种菜吃)。

东山(是一条路)的锦州烧烤一条街,鸡脆骨是关节骨,推荐烤鸡头(分生的熟的两种,熟的比较好);

古城的烤老玉米好吃,刷酱烤,一定要烤到黑黑的豆爆开了才香;虾爬子(当地人这么叫皮皮虾)8月份

左右去10块钱能买3斤,就在海滨的沙滩上卖,有加工的,煮完了弄上两瓶当地的菊花啤酒(挺好喝的,

推荐喝"小企鹅"暖壶大小的扎啤形状象企鹅)

黄金时间表:

       

五一吃螃蟹(还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虾叫"花腰子"长了一只大钳子);7月上半月封海育海蛰不要去，没

东西吃还贵;8月份爬虾便宜,大;9月份大对虾,10月份螃蟹虾耙子 值得一提的是阴历七月晚上退潮后

在离海边10米左右(水齐膝)就能逮到杯口大(壳,不算腿)的螃蟹,还边随时还有免费的海鲜，牡蛎,自

己拿个小刀挖着吃, 去的时候别忘了自己带一管wasabi(青芥辣)

兴城自购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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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兴城，离海滨浴场不远，路程也是就15分钟那样，顺着1路汽车的那条线路，坐

车也就是1站或者2站，有一个海鲜的市场，海鲜可直接在饭店就给加工，每斤2元，（指的是用水

煮的）。

海鲜时令价格：

        今年伏季休渔期从6月1日12时至9月1日1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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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游览线路推荐

旅行社线路行程安排（供参考）

第 1 天行程 途经： 北京 兴城

       您可选择6：20分在第一集合地点西三环公主坟桥西北角新兴宾馆门口集合6：30出

发；或7：00在第二集合地点东三环国贸桥东南角招商局大厦往东100米丰树大厦前集合7：10出发

，前往美丽的海滨辽宁兴城（约400公里5小时抵达，请自备午餐），抵达后游览中国保存最完整

的明代古城堡——宁远古城（约游览1.5小时）（明清一条街，祖氏石坊、钟鼓楼、城隍庙等免费

，如果蹬城楼小景区观看，产生费用自理），入住酒店后兴城海滨浴场自由活动。晚餐自费品尝

海鲜烧烤。

第 2 天行程 途经： 葫芦岛 锦州 兴城

       可早起海边散步、自由观日出。早餐后自愿跟随导游乘车（车程约1.5小时）前往天

下一绝笔架山（门票50元/人自理，船票单程13元/人自理游览约2.5小时）（体验天国神路、海门

、山门、真人观、吕祖亭、太阳殿、五母宫、三清阁、盘古文化广场等景点），观锦州港外景，

中途乘车游览龙回头观海、葫芦岛新貌、飞天广场（航天英雄杨利伟塑像）。午餐后自愿游览葫

芦山庄（费用自理60元/人游览约1.5小时），观东北风情民俗馆，葫芦文化馆，访《求爷爷告奶奶

》主景地，逛辽西匠人一条街或圣水湖畔自由活动，观庆奎影视基地；晚餐自费品尝海鲜烧烤。

第 3 天行程 途经： 葫芦岛 北京

       可早起海边散步、自由观日出。早餐后自愿跟随导游乘船赴关外第一佛岛菊花岛（

船票，门票，到站车共180元/人自理，游览约5小时）游览八角井、菩提树、大龙宫寺、大悲阁遗

址、唐王洞、渤海观音、妈祖庙。岛上远观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第一个航空母舰训练基地。午餐后

海产品超市自由购物（集鲜海产品超市，主要产品为海干和土特产，停留30分钟左右）约14：00

乘车返回北京，约19：00点到达北京，结束愉快的海滨之旅。（市内堵车太严重，坐地铁更方便

，所以回程只在国贸一个地点停车解散）

自驾游：

       第一天从北京出发走京沈高速，出山海关即见万家镇路牌，右转，朝南走约10公里

到止锚湾然后沿海寻店家(全程3个半小时)。中午吃过饭之后，去海边玩耍，再去世界文化遗产九

门口水上长城去看看。晚上回来吃吨海鲜大餐。好好休息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顺着滨

海大道走，沿途都是大海。1小时到绥中，可以在那里的海边玩会，继续沿着滨海大路走，1小时

到达兴城，在那里可以去海滨和菊花岛游玩。在那里吃过午餐后，沿着滨海路继续走，20多分钟

到达葫芦岛，在那里游玩之后去笔架山住宿。第三天在笔架山游玩，下午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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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游提示

1、兴城下了火车，谨防出租车司机的“忽悠”。他们都是和旅馆等有联系的。

2、兴海公园在早上6：00以前是没有人查票的；

3、兴城海滨管理差，设施一般，餐馆经营还比较正规。

4、兴城的旅馆晚上10点后基本都是没有水的，要洗漱一点要赶早。

5、葫芦岛打车都是砍价，不打表。

6、止锚湾海滩上有不少军事通讯基地，尽量远离它们，强大的雷达辐射对身体极度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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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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