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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洋淀：芦苇荡中的风景画

白洋淀是中国海河平原上最大的湖泊，旧称白羊淀，又称西淀，位于河北省中东部，大部分水域

在安新县境内。现有大小淀泊143

个，其中以白洋淀、烧车淀、羊角淀、池鱼淀、后塘淀等较大，总称白洋淀，面积 336 平方千米

。这里水产资源丰富，并以大面积的芦苇荡和千亩连片的荷花淀而闻名，素有“华北明珠”之称

。

白洋淀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高大的芦苇，水中荡漾的小船，以及那关于小兵张嘎、雁翎队的

抗日传奇故事。这里纯正的水乡风光和独特的渔家文化，分外引人。它是荆柯壮别燕子丹的易水

，是康乾留恋忘返的水围场，在这里你可以度过一个消闲的完美假期。 

白洋淀风光(图片由网友 @冰上芭蕾 提供)

入淀费 ：30元 （儿童 15元/人）

白洋淀节庆活动：

白洋淀荷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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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新县每年7月底至9月初，两个月期间，都会举办白洋淀荷花节。白洋淀荷花节突出三大主题：7

月的主题是“出水芙蓉”。8月的主题是“白里荷香”。9月份的主题是“荷塘月色”。荷花节期

间，赏万亩荷园，还可以参与到各项休闲娱乐活动当中。

最佳旅游时间：

白洋淀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2℃。四季分明，冬季寒冷，春季多风沙，来此旅游一般

以夏秋季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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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洋淀必玩景点

   

1、白洋淀文化苑

白洋淀文化苑是白洋淀旅游首选景点之一,占地80万平方米，建筑宏伟，气势壮观。苑内有西淀风

荷、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水生植物园、东堤烟柳、康熙水围行宫、敕赐沛恩寺、祈福钱屏、嘎

子村八个景点。集优美生态文化，悠久历史文化、革命传统文化、淳朴民俗文化为一体的大型旅

游景区。

苑内苇绿荷香生态美，水清鸟鸣自然純，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为淀内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将无限神奇的奥秘展现给游客。使人在游览中融入自然，回味历史，感受文化。

门票：50元

开放时间：08:00-18:00

建议游玩时长：2~3小时

   

2、白洋淀荷花大观园

荷花大观园，翠柳环抱，碧水浩淼，湿地水生植物相映成趣，水生动物相伴而居，是我国北方最

大的自然生态观赏园。荷花大观园名副其实，确有荷莲的洋洋大观，园中荟翠中外名贵荷莲366种

。百顷荷园，睡莲园、水生植物园，蟹园、禽鸟园等众多植物、生物供游人观赏；还有书画摄影

作品展、孙犁纪念馆、湿地文化馆等满足游人文化需求；更有新鲜刺激的升空氦气球、水上步行

球、摩托艇、冰山跳水、歌舞厅、篝火晚会等娱乐消闲活动让人放松心神。如果想体验下民风民

俗就可以去捕鱼捉蟹、打水仗、划船，在映天莲日下感受属于白洋淀的田园生活。

门票：50元

开放时间：07:00-19:00

建议游玩时长：2～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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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白洋淀宝岛水上游乐园

白洋淀宝岛水上游乐园又名宝岛，距县城直线距离2.4公里，总占陆地面积189亩。独特的地理位

置，奇特的构思及景观与自然风情巧妙结合，集观赏性、参与性、知识性、趣味性、竞技性和挑

战性于一体，惊险刺激，其乐无穷，是旅游休闲的极佳首选。

门票：40元

开放时间：08:00-18:00

建议游玩时长：2小时

   

4、元妃荷园

元妃荷园综合游乐场位于安新县旅游码头南侧，建于2001年,占地面积1800亩，是白洋淀内著名的

大型综合性生态旅游公园。

元妃荷园以自然生态为主题，园内分为沙滩浴场区、荷花观赏区、红色旅游区、芦荡迷宫区、水

上娱乐区、餐饮住宿区等六大主题区域。元妃荷园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好、最完整的千年古荷园，

园内不仅能够饱览白洋淀的生态美景，更能找寻元妃－－李师儿的动人爱情故事。

门票：20元

建议游玩时长：2小时

   

5、白洋淀之窗和鸳鸯岛

鸳鸯岛为白洋淀景区王牌景点，占地64000平方米，集吃、住、娱、玩、行于一身。白天淀风习习

、波光粼粼、视野开阔，可以看到淀内秀丽的景区；夜晚渔家灯火、鸳鸯映月，如诗如画可以让

你领略微风环抱的感觉。

白洋淀之窗位于河北省安新县白洋淀之风景秀丽的鸳鸯岛上。以祥实的历史资料和丰富的实物，

真实的展示了白洋淀悠久的历史文化，生动的再现小兵张嘎和淀上神兵"雁翎队"的光辉足迹，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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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的介绍独具特色的淀区文化。朴实淳厚渔民生活，充分地展现白洋淀的自然资源和水乡美景。

门票：40元

建议游玩时长：3小时

   

6、异国风情园

白洋淀异国风情园位于白洋淀中心位置，占地二万三千平方米。园中的娱乐项目集参与性、竞技

性、趣味性、科学性和自我挑战性于一体，尽展异国风情。豪华巨轮嘉年华，各种娱乐项目供游

客尽情体验高空达瓦孜表演，挑战专项世界记录；泰拳搏击、泰国民间歌舞、欧洲泥浆摔跤、展

示异国别样特色。人与鳄鱼的“死亡子吻”、非洲狮子野牛的自然搏斗，惊险刺激；次声波之谜

、园内之谜--水倒流的怪坡，领略高科技与自然地强大威力；挑战自我的高空弹跳，攀爬岩等参

与性极强的项目，帮你挖掘自身无穷的潜力。

门票：40元

建议游玩时长：2~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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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洋淀娱乐

白洋淀娱乐活动有很多，且大多数都与水有关。看荷花、采莲蓬、划船、放荷灯、吃农家饭是必

不可少的活动；撒网、捕鱼是体验地道渔家生活的最佳选择；水上摩托艇、水上滑翔伞、白洋淀

游泳等休闲项目让人体验到刺激与欢乐；嘎子印象生动幽默的再现了抗日小英雄张嘎子机智勇敢

的形象；而异国风情园里惊险刺激的表演、浓郁的泰国人妖表演等引人入胜。夏日的白洋淀更是

不会让你失望，美景与凉爽的消闲活动相结合让人很容易就沉浸其中。

去异国风情园看表演

异国风情园内除了各种惊险刺激的游乐项目外，各类风采独特的表演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在这

里你能一次性饱览诸如泰拳搏击、泰国民间歌舞、欧洲泥浆摔跤、非洲狮子野牛的自然搏斗等展

示异国别样特色的节目。

《嘎子�印象》

白洋淀《嘎子�印象》主要以搞笑、幽默、滑稽的舞台剧表演为主，兼有一些二人转表演，还有

人与鳄鱼惊险表演，高空弹跳蹦极。以白洋淀雁翎队水上伏击日本鬼子为背景，展现了除汉奸、

端岗楼、打伏击等革命故事情节，让人捧腹。

门票：40元

表演时间：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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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洋淀美食

白洋淀的美食也和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的菜品属冀中南派的保定菜，以山禽和水鱼为主

。享誉中外的“白洋淀全鱼宴”堪称鱼类菜肴中的佳作；极富地域特色的一锅鲜，味甜、香、酥

，不可不尝；养目清心、排毒强身的卤煮野鸭，肉质鲜嫩，润而不腻。除此之外，白洋淀还有很

多美味，如熏泥鳅、小鱼咸菜、圆鱼汤、凉拌藕丝等在白洋淀全能吃到，且价位实惠，极富特色

。

特色美食推荐：

全鱼宴

“白洋淀全鱼宴”在全国有名，属河北菜。白洋淀全鱼宴极富特色，是鱼类菜肴中的精品。白洋

淀“全鱼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包括鱼、虾、蟹等水产品在内，而狭义的只包括鱼类。

其一，部分鱼菜是吃鱼不见鱼的。这主要是采用了多种刀工和烹调方法，从造型到口味。色调都

不相同，有的造型很美，富有诗情画意。

其二，因材施艺，物尽其用。以炒鱼片儿为例，主要是用鱼背，这里肉肥而嫩；鱼头则可

做鱼汤了，成为名副其实的一鱼两做。

其三，讲究当地原料入馔，以烹制鲜活见长，原料丰富，刀工细腻，口味清淡。菜品配以精美瓷

器，别具风格。

卤煮野鸭

白洋淀卤煮野鸭系野鸭品种家养而成的。卤煮时，采用传统秘方，高温卤煮，口感为肉质鲜嫩，

润而不腻。由于野鸭是用小鱼虾、水草等饲养而成，所以含有丰富的钙、磷、铁等多种微量元素

。食用后有养目清心、去除毒素、强身固本的保健作用。

一锅鲜

一锅鲜，又叫贴饼子熬小鱼，很有特色。饼子用的是玉米面、黄豆面、小米面、绿豆面、白洋淀

菱角面、白洋淀藕粉等6种面粉制成的，小鱼是白洋淀水域里自然生长的一种长约一寸的野生鱼。

因饼子靠近鱼，所以出锅后的饼子带点鱼味，口味甜、香、酥，非常独特，不可不尝。

红白莲子羹

白洋淀莲子又有红、白莲子之分。红白莲子营养价值高，含多种维生素质脆味香，晒干后熬羹，

过去一直为宫廷营养用品。

凉拌藕丝

藕在白洋淀很受欢迎，无论朋友相聚宴请还是节日菜谱、婚宴席上，都少不了一道凉菜凉拌藕丝

。白洋淀的藕素以洁美、质细、脆甜、入口无渣滓而久负盛名。以鲜嫩著称，用热水烫过后凉拌

，别有风味。

卤河蟹

白洋淀河蟹个大肉厚，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久负盛名。白洋淀河蟹海水产卵，淡水生活。三四

月孵化，六七月入淡水，八九月蟹正肥，所以有八月中秋持蟹赏月的说法。现在，白洋淀河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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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工养殖，以满足游客需求。

圆鱼

圆鱼是白洋淀重要名产之一。由于白洋淀水质肥活，光照时间较长，水生的藻类丰富、为圆鱼的

繁殖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白洋淀的圆鱼肉肥味鲜，营养价值很高，以圆鱼为主料的菜肴很多

，有清蒸圆鱼、爆炒圆鱼、圆鱼汤、红烧圆鱼等，很受国内外游客欢迎。

熏鱼

白洋淀熏鱼，是具有浓厚水乡风味的独特鱼制品。其独特风味主要来自熏鱼的多道工序和传统的

配料。熏鱼品种较多，主要根据体形大小而分。大熏鱼包括熏鲂鱼、熏鲢鱼。也有的熏大鱼（鲤

鱼），只是要将鲤鱼劈成两半，以便熏透。熏小鱼则指熏黄瓜鱼。熏鱼由于味道好，便于携带，

深受旅游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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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白洋淀购物

白洋淀可谓是个宝地，自古就有“日出斗金”之说。白洋淀水域辽阔，物产丰富，盛产大米、鱼

虾、菱藕、苇席等众多水产品。这里的鲤鱼、河蟹、青虾、熏鱼、圆鱼等远近驰名，莲、菱、藕

、芡等久负盛名。购买这些产品的地方也很多，各景点基本上都设有销售摊点，货品种类也非常

齐全。

特色工艺品推荐：

芦苇工艺画

芦苇工艺画特别选用白洋淀所产的优质芦苇为原料，经多道工序精心创作而成。不添加人工色素

，天然环保，无毒无味，可谓“绿色艺术画”。芦苇画可长期保存，不退色、变形，具有浓郁的

乡土风情。适合装饰房间或馈赠亲朋。

白洋淀苇席

白洋淀的苇席以历史悠久、皮白质柔而闻名，如安州的“州席”、关城的“花边席”、边村垒头

的“小边席”都是席中的上品，不妨带一两张回家，既可留作纪念，又可馈赠亲友。

特产推荐：

藕

白洋淀的藕素以洁美、质细、脆甜、入口无渣滓而久负盛名。藕切成片后，中间一大孔，周围六

小孔，存放一天不变色。藕掰开后藕丝长长，确有“藕断丝连”的感觉。

白洋淀莲子

白洋淀莲子又有红、白莲子之分。红莲结子后，去掉黑色硬皮，莲子肉为暗红色；白莲结子后，

去皮，莲肉为白色。红白莲子营养价值高，含多种维生素，有保健强身作用，便于贮藏与携带。

熏鱼

白洋淀熏鱼也叫锅包鱼，是白洋淀一种传统的熏制风味食品，是传统的美味佳肴，具有浓厚水乡

风味。味道好，且便于携带。

茶纹松花蛋

茶纹松花蛋，又名皮蛋，是白洋淀名特产品之一。蛋源为放养鸭子所产之蛋，采用传统工艺加新

的科学配方制作。白洋淀茶纹松花蛋主要特点为色泽鲜亮，味道鲜美，茶纹清晰。

红心老腌蛋

红心老腌蛋，又名腌青果，主要用放养鸭子所产之蛋。腌蛋的最佳时间为每年3月初至11月。这个

时节，淀里小鱼、虾及水草较多，鸭子吃活食后，多产红心蛋。红心老腌蛋的特点是蛋心红色，

切开后有油淌出，蛋黄蛋青，红白分明。口感好，不咸不淡，适做佐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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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白洋淀住宿

白洋淀住宿多选安新县境内，淡旺季区分明显，单是景区内就有众多宾馆和农家院，供游人选择

。来白洋淀住宿，预算允许的话建议住景区内，环境好、档次也高；另外就是住白洋淀码头附近

的农家院，民风民俗比较浓重，干净卫生，房间以三人间为主；如果是自驾的话住安新县城也是

不错的，选择余地大，性价比高。

码头附近宾馆主要有凯盛国宾温泉度假村、白洋淀影视度假村、白洋淀温泉宾馆、交通宾馆等，

它们都在旅游路上，比较集中，有酒店、公寓，也有特色的四合院等，配套设施完善，便于选择

。

县城里边的宾馆选择的余地大些，有三星级宾馆也有普通的宾馆，主要有虹奥大酒店、九州大酒

店、休闲岛宾馆、华珠大酒店等。

景区内主要有荷花大观园宾馆、白洋淀文化苑内嘎子村宾馆、鸳鸯岛宾馆、国税水上宾馆、王家

寨民俗村等。就在景区里，游玩非常便捷。

住宿推荐：

凯胜国宾温泉度假村

在白洋淀地区，设施和服务都堪称一流，适合差旅人士。地理位置好，距白洋淀不到一公里。价

位较高，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地址：河北省安新县旅游路北侧，毗邻白洋淀景区

白洋淀十里荷香度假村

度假村四面环湖，荷花花开之时，花香四溢，温馨宁静。度假村客房总数70间，房内基本设施完

善。就在景区内部，服务热情适合家庭入住，游玩很是便利。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郭里口村十里荷香景区内

白洋淀水上人家

水上人家南邻白洋淀文化苑、东邻荷花大观园是白洋淀景区必经的主航道，至今还保留着野生荷

塘、芦苇等多种野生植物。建筑充满鱼乡风韵，接近自然，现代化设施齐备，可在此享受现代化

农村的生活面貌。

地址：河北省安新县大张庄村

荷花大观园民俗寨

宾馆外观典雅，内装舒适。设有民俗寨建有民俗庄园风格的六套四合院，贵宾楼不但设施高档还

便于临床览景。荷园别墅黄精幽雅，适合居家休闲。就餐、娱乐都很便利，宾馆本身就有野鱼香

餐厅以及众多活动项目。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白洋淀风景区内

小贴士：

1、凡是景区内部宾馆均需购买景区门票方可入住。

2、进入景区住宿，需携带本人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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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通指南

   

1、铁路

保定火车站位于保定市北市区，处在京广线上，每天都有许多列火车通往各主要城市，非常便利

，主要停靠和出发东北各线、京沪线、京包线、山东方向列车和国际列车。

如何到达：市内乘坐22、27路公交车均可到达

保定东站位于保定市孙村与前营村之间，距保定市中心约9.5km。原保定站所有动车客运业务以及

高铁客运业务均在此站运营。

如何到达：公交K1线发往火车站；K2线发往汽车站。

保定火车站订票电话: 0312-2022160

保定火车站咨询电话: 0312-7942222

   

2、公路

客车

乘坐客车到白洋淀，在雄县、安新下车都可以，这两个地方均有码头，可乘船进入景区。

保定市建北长途汽车站

地址：保定建华北路160号

电话：0312-2022707

保定客运中心站

地址：南市区裕华东路1085号

电话：(0312)5972888

保定汽车总站

地址：建华南路1号

                                               13 / 17



�������

白洋淀：华北明珠
电话：0312-5972888

保定——安新：

保定长途汽车站至安新县城往返班车每20分钟一班次，另有个体班车从保定老城根发车，每5分钟

一班次。

保定——雄县：

保定汽车站，到雄县24元每人，全程走高速，一小时的时间，从早晨到下午，每半小时一趟车。

北京——安新：

可从北京木樨园乘坐专门发往安新的班车，经固安、白沟到安新，行程170公里。

北京——雄县：

北京木樨园长途汽车站，北京到雄县，大约2个小时的路程，北京发雄县公交车从早六点到晚六点

，每40分钟一趟，末班车18：20发车；雄县到北京公交车从早3：40到下午3：20，中午之前每40分

钟一班，中午之后一小时一班。

自驾：

白洋淀在安新县境内，从北京、天津、石家庄走高速公路分别用1个多小时就能到达安新县城。从

县城到各景点必须到白洋淀旅游码头，县城距码头5公里，在码头上船可去各景点。如果走保津高

速来白洋淀，下高速路后，顺高速引线可直接开车到码头。

北京——安新：

（1）走京深高速，从徐水往东行，至容城下高速，走引线直接到安新，162公里。

（2）走京广公路，到保定往东行走省道保静线，直接到安新，190公里。

天津——安新：

（1）走津保高速公路，到容城下高速，走高速引线一直到安新，160公里。

（2）走津保公路，经白沟或经容城到安新（有班车），170公里。

石家庄——安新：

（1）走京深高速从徐水东行至容城下高速，走引线直接到安新，197公里。

（2）走京广公路，到保定东行走省道保（保定）静（静海）线，到安新。18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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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行程推荐

白洋淀渔家风情一日游

线路设计：十里荷香景区——郭里口品渔家风味餐

线路特色：

在碧波荡漾的白洋淀领略十里荷香的风情万种，与当地渔民一起捕鱼、划船、摘芦苇，体验渔家

生活。

行程安排：白洋淀旅游码头乘船前往十里荷香景区

，沿途可一览茫茫芦苇青纱帐，领略北国水乡白洋淀秀美风光。到达景区之后，可与当地渔民一

起捕鱼、划渔船、采摘芦苇叶，让人乐在其中。后赴白洋淀著名渔村郭里口

（曾是康熙皇帝驻跸并修建有行宫）吃正宗的渔家风味餐。中餐后可前往白洋淀原生态的芦苇地

，钻芦苇荡寻找白洋淀生态野鸭蛋，捡到的鸭蛋可以免费带走～

白洋淀消闲二日游 

线路设计：

D1：白洋淀文化苑——嘎子印象

D2：荷花大观园——鸳鸯岛景区

线路特色：

可以一次游玩四个白洋淀主要景点，领略白洋淀水域风光，体验嘎子智斗敌人的无限英勇，看万

亩荷园碧波盈盈，到白洋淀之窗展馆内看白洋淀悠久历史。

行程安排：

D1：白洋淀旅游码头出发乘船徜徉在华北明珠白洋淀，尽览水天一色的旖旎风光。赴白洋淀王牌

景点白洋淀文化苑

，游览康熙水围行宫、敕赐沛恩寺、御碑亭、九龙壁、祈福钱屏为代表的清王朝的皇家文化景点

在雁翎队纪念馆、嘎子村中体验当年抗日英雄斗争史；壮观的西淀风荷、鱼鹰捕猎还原了白洋淀

的民俗风情。中餐后乘船到嘎子印象

观看以搞笑、幽默、滑稽为主的舞台剧表演。之后，如果晚上在景区住宿的话还可参与白洋淀传

统民俗活动放河灯欣赏白洋淀夜色之美。

D2：早餐后乘船前往著名荷花主题公园荷花大观园

，踏千米赏荷桥，赏壮观的百顷野生荷花塘，在孙犁纪念馆，踏寻一代文学大师孙犁的足迹。午

餐后前往鸳鸯岛

，前往白洋淀之窗，了解白洋淀悠久的历史文化，追寻革命足迹；之后在鸳鸯岛上参观宏伟壮观

的“天下第一铜锁”，灵秀神圣的“月老祠”和集居着世界各地珍奇鸳鸯的“鸳鸯池”；观赏岛

内水乡婚俗表演、鱼鹰捕鱼表演等特色民俗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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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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