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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极村概述

北极村是中国黑龙江省漠河县最北的村镇，同时也是中国最北的城镇。北极村位于北纬 53°33′3

0″，东经122°20'27.14"。那里常年寒冷如冬，夏季只有半个月左右，是我国唯一能欣赏光耀天地

、奇异瑰丽的“北极光”的地方。冬季极端最低气温曾达零下52.3摄氏度，一派茫茫雪海、千里

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

全村有农户243户，963人，居民房屋大部分为砖瓦结构平房，另外还尚存黑龙江林区特有的“木

刻楞”式的小木屋,驮着臃肿的白雪。袅袅升起的炊烟在清冽的空气中弥散、飘绕，充满活力和生

机，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在北极村有中国北疆第一哨、神州北极、古水井、日伪电厂遗址、

最北第一家等。每年夏至节期间都在江边举办夏至节簧火晚会，载歌载舞、通宵达旦。

北极村是漠河乡人民政府所在地.漠河曾因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的一把连烧28天的大火，将县

城化为了一片废墟，如今的漠河县城是灾后重建的，所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漠河，是个新兴的城

市。北极村也已经是一个规划完整的北极村风景区了。它依山傍水，民风纯朴，具有浓厚的乡土

气息和保存完好的生态环境，烟波浩渺的黑龙江从村边流过。对岸是俄罗斯阿穆尔州的伊格那思

依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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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北极村的最棒体验

北极村找北 

(图片由网友 @往事如烟 提供)

北极村的最大特点就是，随意一个地方，都可以说是中国最北端的：中国最北之家、最北的邮局

、最北的小学、最北的乡政府⋯⋯甚至还有最北的厕所。中国最北之家据说是经专家通过经纬度

测定验证最北的一户人家，是北极村的地标性建筑。来这里的人，临走前都不忘在中国最北端的

邮局里买张明信片，盖上最北端的邮戳，留作纪念。一个木栅栏上贴着的红色大字，充满着东北

人特有的幽默：找北，请您到漠河。

沿黑龙江岸边道路一直往北行进3公里左右，木栈道连接的紧靠我国领土一侧的小岛上，顺路而行

经玄武广场来到北望垭口广场。中国北极点、中国最北的卫生间、“我找到北了”的石柱、由名

家、学者题写的数不胜数的各种“北” 字等都在这一带。

传说中的北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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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回忆都淡了 提供)

夏至前后夜间能看到的北极光。极光是一种发生在地球极地罕见的自然现象。它的产生，是由于

太阳发出的高速带电粒子受地球极地磁场的影响而偏向两极，并与大气层中的分子、原子猛烈撞

击而产生的光束。在南极发生的叫南极光，在北极发生的叫北极光。

北极光的形状多种多样，目前人们看到的有的像圆弧，有的像圆柱，有的呈带状，有的呈梭状，

有的似葫芦等。颜色有的是橙红，有的是紫色，有的是杏黄，有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相间。极

光从初现到消失，在空中停留的时间有长有短，短则几分钟，长达几十分钟。如1957年在此出现

的一次弧形极光就达45分钟之久。并且其间变幻莫测、五颜六色、缤纷奇丽、可谓壮观。

漠河县是我国观测北极光的最佳地带，所以漠河县委、县政府将夏至定为“北极光节”。每年这

一天，海内外成千上万游客欢聚该县，既度过难得的白夜，又盼望着能观赏到神奇的北极光。但

是北极光并非年年出现，据了解，当地一些中老年人大都见过北极光，而年轻人见过的并不多。

凿冰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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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寒云冰芬 提供)

冬天的黑龙江已经全部结了冰，西北风把上面的冰雪刮成了鱼鳞状，江这边是中国，另一方则是

俄罗斯。零星可见的凿冰捕鱼的漠河人非常可爱，每张脸都被吹得红红的，道道沧桑，像极了爱

斯基摩人。走过去询问捕鱼的技巧，无论是大人小孩，都会热情地为你讲解。黑龙江面上看雪地

搁浅的北极光号邮轮，看村民在冰面凿开人孔大小的窟窿安网捕获冻傻了的冷水鱼，

坐马拉雪爬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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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回忆都淡了 提供)

冬天的河面变成了人们的冬季乐园，热闹非凡，打雪仗的闹成一团，一架架马拉套子在江面上飞

驰，冰嘎子不停地在冰面上飞旋。爬犁过后，纯净雪地里留下弯弯长长的车辙痕迹，与在阳光下

深潜的野味留下的巡山印记两相呼应。长时间在爬犁上，手脚冻得没有知觉时，就下来走路，5分

钟就缓过劲来了

 

看林海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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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寒云冰芬 提供)

茫茫雪原之上是固守着的莽莽林海，勇敢、强悍的漠河人冒着严寒伐运木材，追踪猎物。仔细看

，在这白色世界中，曾经作为慈禧御用金矿的胭脂沟也隐约可见，使这片原始森林更加充满神秘

感。

极寒体验 

冬天纵是全副武装，还是会体会到酷寒的滋味。一到室外，呼出的热气就会迅速变成一条条飘曳

的白烟。凛冽的寒风，像一根根细针扎在脸上，有丝丝灼痛感。最奇特的是，在自己身上就能看

到“雾凇现象”：我们呼出的带有水分的热气，凝聚在眉毛、头发、睫毛上，形成乳白色的疏松

的针状冰晶。不戴帽子的男人个个像圣诞老人，女子自然无一例外的是白毛女。我想眨眨眼睛，

那结满了冰晶的眼皮却是非常重而僵硬。掏出镜子看看，这种冰雪凝眸的样子却也别有风味。

这个季节，东北人说气温都不说零下，只说度数。比如，当天最低温度是零下45度，他们就会说

：今天45度。-45度呀，是我一生经历的最低温度了，真是冷得淋漓尽致呀。

这里的汽车在这个季节，如果稍微长点时间不开的话，都是要娇气地住在房子里的。也就是说，

晚上我们休息时，汽车也得呆在暖库里。否则次日肯定点不着火。如果，不幸住的宾馆没有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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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得把车钥匙交给服务员，让他们一个小时去点一次火，暖暖车。连部队上的军用悍马越野车

也要到这里来进行极限防寒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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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到达与离开--一路向北

从北京到那里可以有四条线路选择

1、北京——哈尔滨——漠河——北极村

2、北京——加格达奇——漠河——北极村

3、北京——齐齐哈尔——漠河——北极村

4、北京——白城——齐齐哈尔——嫩江——漠河——北极村

1、北京——哈尔滨——漠河——北极村

北京——哈尔滨可作如下选择

D25， 07：15发，15：23到， 硬座386元，硬卧463元；

Z15， 20：50发，16：34到， 软卧429元；

K19次， 22：56发，14：45到， 硬卧192元，软卧310元；

K39次， 22：56发，14：45到， 硬座175元，硬卧308元；

然后换乘晚上从哈尔滨东始发的N41次列车前往漠河

N41次21：55从哈尔滨东发，18：27到漠河县，硬座150元，硬卧265元，（选择：硬座+硬卧

192+265=457元）

第二天坐早上9：15的班车前往北极村。

从北京出发坐D25次到漠河共用时间36个小时。

2、北京——加格达奇——漠河——北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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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加格达奇

1467次，19：55从北京站发，20：52到加格达奇，硬座179元，硬卧333元；要住一个晚上。第二天

换乘从哈尔滨东开出的N41次列车前往漠河，N41到加格达奇的时间09：33，开出的时间09：44，

18：27到漠河县。硬座70元，硬卧127元。

（选择硬卧+ 硬座 333+70=403元）

此条线路到漠河共用46.5个小时。

3、北京——齐齐哈尔——漠河——北极村

北京——齐齐哈尔

T47次，16：50发，07：52到，硬卧323元；软卧511元；

然后换乘齐齐哈尔始发的

6245次，10：52发09：31到，硬座50元，硬卧117元

（选择硬卧+ 硬卧 323+117=430元）

此条线路从北京到漠河共用时41.5个小时。

但是6245次的卧铺票很不好买，这是一趟慢车，只有一节卧铺车厢，我们一路一直想打这趟车的

卧铺票，但是哪里都没有。所以要选择这条线路，要有思想准备和体力储备。我们就是没有买到

这趟车的票才选择了第四条线路。

4、北京——白城——齐齐哈尔——嫩江——漠河——北极村

北京——白城

2189次，15：30发，08：53到硬座68元，硬卧143元，

然后换乘大连方向开来的2169次列车，10：54白城开，14：19到齐齐哈尔，票价17元，

再换乘齐齐哈尔始发的4075次列车前往嫩江，15：35开，20：05到嫩江，票价20元。再换乘N41次

嫩江05：23开18：27到，票价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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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硬卧+ 硬座+硬座+硬座 143+17+20+79=259元）

这条线路到漠河共用时51个小时。

说明：所有选择线路的原则是白天硬座，夜晚硬卧。

其他路线

火车：（营口，漠河县，齐齐哈尔，哈尔滨出发）

K7041次-特快-哈尔滨直达漠河：哈发车时间：21：50分到达漠河时间：次日18：29分运行时间：2

1小时全程公里数：1213公里硬座 154 硬卧下 281

6245次-普客-齐齐哈尔至古莲（漠河）：齐齐哈尔发车时间10：51分，到达漠河时间：次日9：30

分运行时间22小时39分，全程923公里，硬座 50元，硬卧下121元

2667次-金州直达漠河：金州发车时间：8：40分到达漠河时间：20：12分运行时间18小时13分，全

程906公里，硬座 59 硬卧下 130

航空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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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河最新北京-哈尔滨-漠河往返航班时刻表

CZ6224 10：50 漠河机场 12：30分哈尔滨班期每周一、三、五 机型 320

CZ6280 15：30 漠河机场 17:10 哈尔滨班期 每天机型319

CZ6224 20:50 漠河机场 22：30 哈尔滨

汽车：

（乘坐地点漠河县客运站，在漠河县北陲市场西侧50米处，票价每人20元）

早6点 北极村发往漠河县 约九点到达

上午9点 漠河县发往北极村约11点半到达

下午13时 北极村发往漠河县

下午15时30 漠河县发往北极村

晚上到达漠河县的驴子们如果想到北极村有两个方法：

A、在漠河县住一晚。

B、直接包车到北极村。

分别分析AB的优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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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漠河县住宿，需要在火车站打车到县内，需要10元打车费。漠河县的宾馆分级价格不同，金马

（准四星）480一间，三星级宾馆价格一般为120元左右。普通床位的价格一般要20元一位。加上

晚饭、次日早餐、到北极村的车费等等。

A的优势在于可以让旅途不很劳累，第二天再去北极村还可以沿途欣赏风景（但须包车，大巴车

是不能随走随停的。）劣势在于，到漠河县住宿一晚有些浪费资源，县城里没什么景点可看，前

几天五六火灾纪念馆着火了，暂时封闭，因此没啥景点可看了。

B、如果直接包车到北极村，一般一辆车可以坐四个人，从漠河县火车站出来就能看到不少等客

的司机，讲价的话最低可以到150元一辆车（车型夏利，单程）。平均每人不到40元，车程大约两

个小时，80公里。

B的优势在于下火车直接到北极村，晚上到了之后可以沿途欣赏风景，次日清晨爱好摄影的朋友

可以早起拍到很多独有的景色。

劣势在于晚上前往北极村只能包车，而且现在出租车不让进村，只能停在村口，而晚上村内的电

瓶车都下班了，只能自己走进去，要走一个多小时吧。（我因为提前和自游公社预订了房间，所

以店主用自己家的小车到村口接了我一趟，呵呵，我还省了20元的电瓶车费。

到漠河县城后，建议在漠河县城住一晚上，不要租车去北极村，县城有北极星广场。

从漠河县城到北极村有班车，每天两班，早上9：15一班，下午3：00一班，票价16.5元。

一个人往返包车费150元，4个人往返300元。带我们走的赵利军（13604871839）

很健谈，人挺好。另外一个赵仁吉（13845712600），网上也有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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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极村景区详述

北极村门票

北极村属于国家3A级风景区，进入时收取大门票60元，如果没有联系车到村口接，还需要每人付

20元的电瓶车费。这种电瓶车在很多景区都能看到，是随停随走的那种，但因为村口离江边有五

公里左右的距离，因此没有车接的话直接走进来需要走一个多小时。

照壁，石碑和广场

进村口不久就会看到杨尚昆题词的“中华北陲”照壁，还有一个北陲亭和“北极村”的大石碑，

这算是第一个景点。进入之后，大巴车会停靠在客运站。这里是北极村的中心地带，下车后就能

看到市场，还有很多的家庭宾馆和饭店。

沿着右手方向走，大约五分钟就可以看到江边了，“神州北极”的大石头就在这个名为“北极广

场”的地方立着。广场很干净，江面不是很宽，但水很清澈，对面的山形状很奇怪，怪石林立，

但有长着郁郁葱葱的树木。看到的山就已经不是我们的了，而且人家俄罗斯的。

(图片由网友 @往事如烟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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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民族博物馆

博物馆位于北极村内的绿树丛之中。它的建筑造型系根据鄂伦春民族自古祭拜的北斗七星和其原

始住所“仙人柱”，将整个馆设计成了七个依次排列的“仙人柱”展厅，通过兴安猎神、猎民人

家、游猎兴安、神秘萨满、质朴民风、文体活动和崭新生活等七个主题，充分表现了鄂伦春民族

的历史变迁和发展过程。

北极村周边

胭脂沟 

(图片由网友 @回忆都淡了 提供)

位于漠河县漠河乡境内，从西林吉前往北极村的必经之地，这里是前人采集金矿的所在地。由于

这的金子曾为雌禧换过胭脂，故称“胭脂沟”，也称“金沟”。

交通指向：从漠河县坐专程大巴大概要40分钟，车费8元。

门票：20元/人 

洛古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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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往事如烟 提供)

洛古河是北方最大的木材集散地，每年冬天都从俄罗斯漂运来大批木材。洛古河又是黑龙江源头

第一村的村名，现有农家36户，至尽已有90多年的历史。

漠河以西82公里的地方，是黑龙江的源头洛古河江段，长200多公里，最深12米，最浅1米，沿江

两岸风光宁静秀丽。还可沿着一条古代的“黄金之路”，追寻一下那些曾经的淘金者。 

交通指向：此地不通公交车，最好从漠河火车站下车，包一个小面包，300元可用一天。可先到北

极村(不用负责司机的住宿，但管吃)，第二天从北极村回，顺路去洛古河和胭脂沟游览。

门票：无

线路规划:

漠河县——>胭脂沟——>北极村——>洛古河——漠河县

D1、早上从漠河县城前往北极村，沿途可游览胭脂沟和李金墉祠堂，中午的时候可到达北极村，

找北、找雪、找冷、找静，夜宿北极村。

D2、游览黑龙江源头第一村后返漠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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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吃在最北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北极村依山傍水，自然也少不了美味的山珍和鲜嫩的水产了。说

起黑龙江中最好吃的鱼自然是古话说的三花五罗了，在这里特别推荐一种叫“细鳞”的冷水鱼，

味道特别鲜美，即使不放任何作料，也没有什么腥味。

最常见的农家菜就要数热腾腾的烀茄子，烀苞米，大葱蘸农家酱，自家腌的酸菜，黑龙江大马哈

鱼，保准让您胃口大开，此外农民自酿的小烧酒更让宾客红光满面。

山珍嘛自然就是木耳蘑菇之类了，现在这些都已经普及没啥稀罕，但当地一种野菜“老山芹”倒

是值得一尝。

还有当地的特产小干鱼也特别有味道，平时喜欢小酌两杯的朋友不妨买点回去尝尝，很适合下酒

。

在这里就餐，尽量不要点三土——土鸡，土猪肉，土鸡蛋。还有不要点江鱼——这里的鱼只有寸

把长，大鱼都不是黑龙江里产的，而是从别处运来的（一个饭店老板的原话）。

夏秋季节

北极村特产就是当地产的香瓜和西瓜了，那真是会甜到心里。但购买时一定要注意，不要在市场

上买，即使摊主告诉你是当地产的也大多数都是假的，在去往北极哨所的路上，途径很多瓜棚，

在这里买才能够保真，而且最好和主人一起去摘，体会一下丰收的乐趣。不过当地的香瓜和西瓜

因为产量少，因此价格很高，一般都要二三十元一市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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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住在最北

北极村传统民居：木刻楞 

(图片由网友 @往事如烟 提供)

主要是用木头和手斧刻出来的，有楞有角，非常规范和整齐，所以人们就叫它木刻楞房。修建木

刻楞房的第一步是要打地基，地基都是石头的，而且要灌上水泥，比较结实。第二步就是盖，把

粗一点的木头放在最低层。一层一层地叠垒，第二层压第一层。修建木刻楞房一般情况下不用铁

钉，通常都用木楔，先把木头钻个窟窿，再用木楔加固。 

 

建木刻楞的传统方法是要垫苔藓。苔藓垫在中间，好处在不透风。冬天零下30℃到40℃，有了苔

藓压在底下，等于是水泥夹在隔缝里一样，不透风，冬天非常暖和，而夏天又非常凉快。 

 

比较讲究的俄罗斯乡民在修建木刻楞时都总爱在房屋前面修一间像走廊一样的房屋。当地人称这

个小房屋叫门斗，起着防风的作用。木刻楞房盖好以后，可以在外面刷清漆，保持原木本色；也

可以根据各家各户不同的爱好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一般以蓝、绿色居多。

北极村住宿双人间15/20元人，有的可以淋浴，你要挑拣。但是在夏至前后这里的住宿费用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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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村里，如果是想好好玩玩转转，建议在江边找个客栈住下（推荐广场右侧的北极自游公社，

这家主人是土生土长的老师，一家人都很淳朴热情，主要是房间干净，而且价格公道），这样早

起可以很轻松地来到江边，呼吸难得的清香空气，而且离村内的另外三个主要景点：北极沙洲、

北极哨所、民族风情园都很近。正好在景点间居中的位置，十分方便。

现在北极村的房间什么价格的都有，最低的80元，最高的160元。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要住价格很

低的房间，因为房价低了之后，不是这家床单被褥经常不换，就是会在饭菜上使劲要钱。北极村

的饭店吃饭价格很高，一般都是家庭宾馆提供住宿的同时也提供餐饮服务。（说到这还得推荐一

下自游公社，因为这是目前北极村唯一一家可以和主人家一起搭伙吃饭的家庭宾馆，如果人少，

选择搭伙还是比较合适的，一天三五十元可以吃的很好。）

通江路上的鹿祥园农家乐客栈

，上网免费，3分钟到黑龙江边。120元4人间的火炕房。栈主是个看着就很安分的老实生意人，菜

有家常的质朴和平价，当地特色的是鹿肉和冷水鱼，还有一种叫做蓝颜知己的蓝莓汁，内蒙古产

的，只在东北销售。早餐的二米粥和馒头很好吃，还看得到小麦的纤维和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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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旅人提示

衣着：

冬天建议穿棉内衣、皮衣、棉裤，帽子要过耳，两层手套，三层袜子，鞋子最好穿比原来大2-3码

。帽子应该选择能够保护到耳朵的，围巾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夏天必须要带一件厚些的长袖，因为当地早晚温差特别大，中午和晚上会相差近20度。而且晚上

外面蚊子特别多，一定要注意防蚊保暖。

特别提醒：

到北极村后一定要多问几句，尤其是价格。住下后，店家肯定会推荐当地的特色菜“小鸡炖蘑菇

”，但这里的小鸡炖蘑菇价格很贵，一个菜一般都要到150元到180元。如果你不问价就吃，到时

结账一定会吓一跳。所以一定要先问好价格，再问问是不是现杀的，自家养的小鸡现杀，价格会

高点，但鸡肉也很鲜嫩，味道不错。如果不是现杀的，就不值那么多钱了，和我们平时吃的没啥

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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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北极村气候--冰火黑白两重天

北极村处于北纬53°以上的高纬度地区，所以在夏季会发生极昼现象，白天通常长达17个小时以

上，而冬季则会发生极夜现象，是北极村的一大特色。

北极村全年平均气温在-30℃以下，极端最低气温在-50℃以上。

冬天

漠河的冬天非常漫长，夜长昼短，冬至前后白天只有3小时，当地人称之为“黑昼”，所以漠河又

叫“长夜城”。本应该是太阳高照的时候，这里却是夜色朦胧，家家户户都亮着灯，若不是街上

行色匆匆赶着上班的人群，还真把这当成了华灯初上的夜晚。到了中午，天上的太阳就像夜晚都

市街道上暖色的球形路灯，阳光给大地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白雪、白桦树、松树都被镶上了一层

金黄色的边，宛如现实版的“满城尽带黄金甲”。

外面虽冷，但屋里有温暖的火炕，外面石磨盘上的温度计显示零下34度，顿感屋内屋外冰火两重

天，50多度的温差只在一瞬间。

夏天

每当夏至前后，一天24小时几乎都是白昼，午夜向北眺望，天空泛白，西边晚霞未逝，东方朝晕

又起，既像傍晚，又像黎明，这时有近20小时可以看到太阳，这便是人们常说的极昼现象，幸运

时还会看到异彩纷呈、绚丽多姿的北极光。一天24小时几乎都是白昼，午夜向北眺望，天空泛白

，像傍晚，又像黎明，人们在室外可以下象棋、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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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旅人装备推荐

Women’s La Paz Jacket  600 

专为暖冬季节设计的轻质中间层；这款保暖效果极佳、压缩性强的夹克，可用于各种野外探险运

动，设计简洁时尚，让你在这个冬季体验温暖的时尚。

 

Men’s Aconcagua Jacket  550 

标准剪裁 / 可作拉链式可拆卸衬里穿着 / 两个插手袋 / 弹性束紧袖口 / 带抽绳下摆

The North Face�能从众多户外产品中脱颖而出，离不开产品与运动员的完美结合。每一件The

North Face�生产的产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市场调研、结合高新科技的专业设计、精心生产以及最

关键环节：运动员实地测试。为此The North Face�与世界各地优秀的耐力跑运动员、高山攀登运

动员、攀岩运动员、滑雪运动员、单板滑雪运动员和极限运动员签约，让他们在各自探险中体验

The North Face�的装备，并将他们的意见反馈回产品设计中。可以说，每件The North Face�出品

的装备，从超轻的外套，背包再到防护性极佳的探险帐篷，都经受了生命极限的考验。对于这些

户外运动员来说，The North

Face�的产品已经不仅仅是一件装备，更视可将性命交托的忠实伙伴。

      高蓬松度羽绒服的优点：

1） 出色的保暖性能和舒适度

2） 超轻隔热保温材料

3） 更小体积，更轻重量，更便携更少的羽绒填充，更高的蓬松度

4） 高品质，高填充度羽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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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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