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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呼和浩特最棒的体验

1、青城夜市烧烤街

黑赐予夜神秘，夜赐予了夏凉爽，人赐予夜动感，夜赐予爱温暖，青城的夜让整个世界绚烂起来

！霓虹灯下清风徐徐，褪去白天的燥热，忘却工作的烦恼，呼朋唤友在路边烧烤摊相聚，品尝烧

烤的美味，饮尽杯中的甘醇！

2、参观昭君博物院 

(图片由网友 @最后一页悲伤 提供)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塞外青冢昭君

墓石碑上镌刻着董必武的《谒昭君墓》。这首诗在呼市随处可见，一个默默无闻的汉朝女子，偶

尔间被推上了历史舞台，她圆满地扮演并完成了胡汉和亲的历史使命，一位美女一段佳话。

3、走进蒙古风情园，做一天蒙古人

    这里可以领略到蒙古文化中最精湛的内容和蒙古族古老的生活习俗，同时还可以通过参加

一些具有蒙古族特点的娱乐活动，加深对这种文化内涵的了解，景区可以说是蒙古族文化精华的

浓缩。这里能够让您领略到悠久而古老的蒙古族文化，亲身体验一下蒙古族游牧生活。

4、游览伊斯兰风情景观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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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最后一页悲伤  提供)

伊斯兰风情景观街南起旧城北门、东至中山路西端、北接新华大街，全长1150米，是纵贯呼和浩

特南北的重要交通要道。这里回族群众聚居、伊斯兰风格建筑集中、穆斯林商业繁荣。道路两侧

造型独特的楼宇参差错落，排排尖拱型并列的门窗、浑厚饱满的金色或绿色的球形殿顶、高耸的

柱式塔楼、巨大的标志性尖拱门，以沙漠黄为主绿白相间的色调，以及这里浓郁的民族经济文化

氛围，无不令人感到天开地阔、心旷神怡。

5、体验格根塔拉大草原的神奇与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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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工藤凯儿 提供)

不去大草原，枉来内蒙古！距呼市128公里的格根塔拉大草原被誉为“首府的草原”，这里浓郁着

草原的诗情，悠扬着远古生命的意蕴，那份神游于天地间的自由和自在，那份与天地冥合的浑朴

感和宇宙感，是格根塔拉的独到之处！住蒙古包吃烤全羊，骑骏马看摔跤，坐勒勒车喝马奶酒，

围着篝火狂欢，躺在草原上看满天繁星！

6、免费参观蒙牛工业旅游区 

(图片由网友 @倪の瑷 提供)

中国每两杯牛奶中有一杯牛奶产自呼市，这里被誉为“中国乳都”。蒙牛乳业开通了蒙牛生产全

过程的透明通道，让大家了解牛奶的生产全过程，你能看到一头头奶牛排着队自动上流水线挤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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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到庞大的消毒分解的机器，还能看到罐装流水线机器人包装流水线等很多有趣的东西，看

蒙牛的发展了解企业的精神体会呼市人的骄傲。

7、品尝风干牛肉 带回去与亲友分享

 风干牛肉—是内蒙古独具特色的产品，号称蒙古大军军粮，也称“成吉思汗军粮”，历史悠久

，素有“草原肉金子”之美誉，具有肉质纯正、口感香醇的特点。制做1斤成品风干牛肉大约需要

6.5斤鲜牛肉，而且必须是精鲜牛肉。内蒙古大草原，是天然的草牧场。水草丰美，牛羊肥壮，生

活在这里的蒙古民族牧民有世代凉晒牛肉干的生活习惯。

追溯牛肉干历史，早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蒙古骑兵与牛肉干有着不解之缘，只要有供马匹

和畜群食用的水草，蒙古人就可以自给。一头牛宰杀后，百十公斤重牛肉凉干后捻成沫后，只有

十几斤肉沫，装袋后背在身上，只要有水便可冲饮。这在后勤上大大减少了军队行进的辎重。牛

肉干在远征作战中起着很重要作用。草原牧民自古就有凉晒牛肉干习俗，是招待贵客的食品。只

有尊贵的客人来时才肯拿出烹制。而现今，风干牛肉已经成为内蒙的一道休闲美食，呼市大小商

场均设有专柜，各种包装各种口味任选，回去的时候给亲友们带上一些，让大家分享一下草原独

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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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呼和浩特概述

        呼和浩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土默川平原，居住着汉、蒙、回、满、朝鲜、鄂

伦春等37个民族，现辖有玉泉区、回民区、新城区、赛罕区四个城区。呼和浩特历史悠久，早在5

0万年前，“大窑文化”就拉开了呼和浩特地区古老文明的历史帷幕，悠久的历史为呼和浩特留下

了众多的名胜古迹和游览景观。境内有战国赵长城、秦汉长城、明长城、北魏盛乐古城、“胡汉

和亲”的见证昭君博物馆，辽代的万部华严经塔、内蒙最早的黄教寺庙“大召寺”、清将军衙署

、公主府等文物古迹。另外还有最近几年开发的哈素海度假区、南山生态百亭园、哈达门高原牧

场、乌素图旅游开发区等等，同时，伊利旅游景区、蒙牛工业旅游示范点也已经成为了呼市旅游

的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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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呼和浩特景点详述

   

1、大召寺

(图片由网友 @工藤凯儿  提供)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召寺建于明朝万历六年，是呼和浩特建造的第一座喇嘛教召庙，先后

出现过几位活佛。大召的珍藏极为丰富，银佛、龙雕、壁画被称为大召“三绝”。寺内有世界上

最大的汉白玉佛像，佛身镶满钻石。辉煌的殿宇、传神的雕塑、精美的壁画、浩荡的经卷以及神

秘的恰木舞蹈和佛教音乐，展现出独特的“召庙文化”。大召著名

的艺术“三绝”，银佛、龙雕、壁画，是明代的历史遗物，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和欣赏价值。

看点：

银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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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佛，即供奉在佛殿内的释迦牟尼像，距今已有400余年，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银佛之一。佛像呈坐

姿，高达3米，由纯银铸成。据史籍记载当年银佛落成时，西藏的达赖三世索南嘉措曾亲临大召，

为银佛举行了“开光法会”。大召也因此有了“银佛寺”之称。

龙雕

龙雕，是指银佛座前的两条造型生动的金色蟠龙高约10米，分别雕在两根通天柱上，由下上望，

双龙对翔，张牙舞爪，盘旋布上。大召的龙雕形神兼备，气势磅礴，充分显示了明代龙雕艺术的

精湛技艺。

壁画

壁画，是大召的一大特色。题材丰富，画面生动。内容以佛教人物、故事为主，描绘了天上、人

间及地狱的各种景象。其中以佛祖与外道六师辨经、斗法图最为精美，引人入胜。画面既整体连

贯，又能独立成章。全图绘有神佛、凡俗等各种人物770余人，场面宏大，颇为壮观，反映了我国

明代绘画艺术的高超水平。大召壁画用天然石色绘制而成，虽历经数百年之久，至今依然色泽艳

丽。

佛事活动

正月初八至十五，祈愿大法会，诵经8天；正月十四下午，送巴令活动；六月十五上午，晾大佛，

跳恰木、转召；四月初八至十五，纪念释迦牟尼诞辰，诵经8天；五月十三上午，祭敖包活动；

六月初八至十五，诵经8天；六月十四下午，送巴令活动；六月十五上午，晾大佛，跳恰木，转召

；八月十四至十七，嘛呢法会，三天昼夜诵经；

十月二十三至二十五，纪念宗喀巴大师圆寂，诵经；十二月二十三，祭灶活动；十二月二十五，

点佛灯活动；十二月三十，夜间诵经，清晨接财神；

平时每月初二上午诵经；初八上午诵经；十五上午诵经；二十五上午诵经

信奉佛教的游客们，可以按照这些时间段去大召寺，求神拜佛，祈求平安健康幸福！

晾大佛

晾大佛，是大召一年中两次盛大的佛事活动。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和六月十五，大召都要将寺内

珍藏的一幅长2丈、宽1.5丈的迈达佛（未来佛）像，抬出来挂在佛殿前展晾。晾佛时，要在佛像

前举行法会，众僧诵经祈祷，演奏法乐。与会信徒向大佛顶礼膜拜、敬献哈达，布施钱物等。晾

佛既能让民间百姓瞻仰佛容，沐浴佛恩，以达到弘扬佛教的目的，又能使佛画受风吹日晒，防止

虫蛀，起到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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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恰木

跳恰木，简称“跳恰”，即“跳神舞”。是大召的一项佛事活动，有打鬼驱邪、庆贺丰收和预祝

来年吉祥好意等多层含意。

每年的农历正月和六月，大召都举行两次大型的跳恰活动。跳恰时，舞蹈人员要穿上特定的服装

，戴上面具，扮成各种神灵模样，在喇嘛教特有的大号、海螺、大镲、人腿骨号等乐器的伴奏下

起舞，跳恰木的场面庄严而热烈。舞蹈神幻迷离，令人莫测。

送巴令

送巴令，即“送鬼”之意。是藏佛教特有的一项佛事活动。大召每年要在农历正月和六月举行两

次送巴令活动。“巴令”，是一种用油面捏成的三棱状身躯，头顶骷髅的魔鬼形象。送巴令时，

要先诵经祈祷，之后由两人将巴令从佛殿抬到广场上，再进行打鬼形式的跳恰活动。跳恰完成后

，将巴令抬出山门外，用火焚烧后，活动结束。送巴令，喻意是一年之中的晦气和灾病等送走的

意思。整个活动，场面热闹，观看者云集如潮。

门票价格：30元  学生：15元

开放时间：早8：00至晚6：00

电 话：0471-6303154

导游价格：30元

交通提示：乘6、42、38、58、59、302路公交车至大召寺

旅人提示：游览大召寺不准吸烟、照相、吃零食。

特色纪念品：塞上老街

   

2、昭君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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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最后一页悲伤  提供)

昭君博物院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名昭君墓，又称“青冢”，蒙古语称特木尔乌尔琥，意

为“铁垒”。青冢兀立、巍峨壮观，远远望去，显出一幅黛色朦胧、若泼浓墨的迷人景色，历史

上被文人誉为“青冢拥黛”。墓前有一座高4米，重5吨的单于和王昭君马上并驾齐驱的大型铜铸

雕像。

王昭君相传有“落雁”之美，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汉元帝时被选入宫， 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

亲，昭君自愿出嫁远入匈奴，后立为宁胡阏氏，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昭君出塞”的故事。唐代杜

信《通典》中最早记载了这座昭君墓，以后历代记载甚多。

在中国历史上，王昭君是一位献身于中华民族友好事业的伟大女性。在民间百姓中，昭君是美的

化身。数千年来，她的传说、故事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自唐、宋以来，历代文人咏

唱昭君、抒发情感的诗文、歌词、绘画、戏曲更是多不胜数，形成了千古流传的“昭君文化”。

家翦伯赞赞美：“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

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

“琵琶一曲弹至今，昭君千古墓犹新”。今天的昭君墓，宛如北方草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成为

名扬世界的旅游胜地。这里不仅有历史悠久的文物古迹，还有鸟语花香的自然情趣和独具特色的

人文景观，其诗情画意，令人流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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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活动：每年8月至9月期间举办昭君文化节大型文化活动。

景区地址：呼市南郊9公里处

门票价格：65元   学生：35元

开放时间：早8：00至晚6：00

咨询电话：0471-5150061

导游价格：10人以下30元，10人以上40、50元

交通提示：乘1、6、27、42、55、62路公交车至农业学院转乘44路公交车

   

3、固伦恪靖公主府

(图片由网友 @工藤凯儿  提供)

建于清代康熙年间，距今已经300余年历史，是清康熙皇帝的第六女和硕恪靖公主下嫁给喀尔喀郡

王敦多布多尔济后居住的府邸。古建筑面积4800平方米，房舍69间，为四进五重院落，是全国保

存最完整的一座清代早期王府建筑群，具有较高的历史科研和艺术价值！

景区地址：通道北路62号

                                               13 / 47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911&do=album&picid=31133


�������

呼和浩特：塞上明珠
门票价格：30元   学生15元

咨询电话：0471-6524793

导游价格：20元

开放时间：8：00至18：00

交通提示：市区乘5、37、62、74、84路公交车

   

4、内蒙古博物院

(图片由网友 @倪の瑷  提供)

若想最快时间了解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去博物馆无意是最好的选择，内蒙古博物院位于呼市东

二环与新华东街的交汇处，是一座现代化特色建筑物，该博物院立足自治区丰厚的古生物化石、

现代生物、历史文物、民族文物等资源优势，以“草原文化”为主题思想，贯穿全部基本陈列和

专题陈列。其中，二层“远古世界”、“高原壮阔”、“天下宝藏”、“飞天神舟”四个基本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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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介绍草原文化的生成之地，景物交融、生动活泼；三层“草原雄风”、“草原天骄”、“草原

风情”、“草原烽火”四个基本陈列以板块串珠形式展示草原文化“古代-近代-现代”的纵向发

展线条，简明生动，通俗易懂；四层“草原日出”、“风云骑士”、“草原服饰”、“苍穹旋律

”、“草原华章”、“古道遗珍”六个专题陈列以亮点聚焦方式呈现草原文化的六大精彩之处。

以前人们参观博物馆不能摸不能碰，进入内蒙古博物馆，可有各式各样的互动，让这里变得生动

有趣！

景区地址：呼市新华大街44号

参观时间：夏季9：00-17：30   冬季9：30-17：00

周二至周日免费开放，周一全天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咨询电话：0471-4614000  4614333

交通提示：乘2、3、4、21、26、52、58、59路公交车

旅人提示：

想对博物馆做一番深入了解的话，请自带水和充饥食物，博物馆的展品很多，足够您观赏一天。

   

5、蒙古风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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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倪の瑷  提供)

气度非凡的拱形入园大门似彩虹练舞，如哈达飘逸，迎接着尊贵的客人，按国家4A级标准建设的

特大型蒙古文化主题公园，占地一万亩、20组反映草原文明的雕塑矗立在蒙古大道的两侧，形成

蒙古民族历史文化时空隧道的生动线条；气势恢宏的四星级标准可汗宫大酒店是您梦想的草原宫

殿、马文化博物馆以马为主线揭示北方游牧文化的丰富内涵；成吉思汗纪念堂是全面展示蒙古民

族崇拜成吉思汗的传统祭祀的宫殿；蒙古大汗营精彩演绎蒙古族的军旅文化；位于万亩草原中心

的腾格里敖包不仅可登高观景、转包祈福，更有大型传统敖包祭祀仪式和草原实景婚礼表演；集

马背竞技、马术表演、民俗演艺于一体的赛马场让游客一睹“男儿三技”的风采；休闲垂钓、品

味人生，草原渔村令游客流连忘返。众多的动态歌舞、风情表演、礼仪习俗等互动性活动别具一

格，使您仿佛置身于蓝天、白云簇拥着的草原上，感受遥远而豪放的马背民族的游牧生活。

景区地址：呼市玉泉区昭君路3公里处

接待时间：9：00-18：00

门票价格：50元

公交提示：乘1、27、44、55、62至农业学院转乘6路

咨询电话：0471-5151500  5151190  5153241

导游价格：景区内普通线路50元 全程精品线路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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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活动：每年6月中旬祭敖包、祭祖活动

官方网址：www.mgfqy.net

   

6、大窑文化遗址

位于呼和浩特东郊大窑村南山，距市区30公里，110国道从旁穿过。是首府一处既能体会古人类生

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又可达到休闲旅游的场所。大窑文化遗址自发现以来，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

目的重大发现。遗址及保护区170万平方米包括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制造场遗存，是目前所

知的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古人类石器制造场遗址。除文化遗迹外，这里的自然风光也非常美丽，有

无字天书、磨光巨石、凤凰展翅、双龙戏珠、莲花并蒂、百米古洞、登临远眺、遗迹斑斑。这“

大窑八景”也使慕名而来的游客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景区地址：呼市东郊33公里处

接待时间：8：30-18：00

门票价格：15元

交通提示：从游客集散中心乘车可达

   

7、将军衙署博物馆

位于市中心，闲暇路过这边的时候就可以进去看一下。将军衙署是清代绥远将军的办公衙门，浏

览景区可以了解到清代边防屯兵和八旗制度的具体情况，还可以熟悉满族民俗和呼和浩特城市发

展变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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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工藤凯儿  提供)

景区地址：呼市新华大街31号

接待时间：8：00-19：00

门票价格：25元

公交提示：2、3、4、15、19、27、29、54、59、61、62、63可达

咨询电话：0471-6902191

   

8、蒙牛工业旅游区

蒙牛工业旅游区位于和林格尔县，在当地流行着这样的民谣“一家一户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一家一户两头牛，生活吃穿不用愁；一家一户三头牛，三年五年盖洋楼；一家一户一群牛，我

们比蒙牛的老牛还要牛”，和林格尔曾是个贫困县，自1999年蒙牛入驻和林县以来，这边的经济

发生了质的飞跃！蒙牛距呼市市区37公里，车行一路，都能看到沿途牧场里很多奶牛悠然自得地

啃着青草。蒙牛液态奶生产线和企业文化对游客最有吸引力。建有全封闭游览通道，有专职导游

负责游客的接待、讲解和管理工作。亚洲最大的冰激凌生产线也很有看头，回到大厅的时候还能

                                               18 / 47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911&do=album&picid=31145


�������

呼和浩特：塞上明珠
领到蒙牛冰棍解暑呢！ 

(图片由网友 @倪の瑷  提供)

景区地址：呼市和林格尔盛乐经济园区

接待时间：9：00—12：00   14：00—17:00

门票价格：免费

交通提示：汽车南站乘呼市至和林县中巴

咨询电话：0471-7390199  7390344

网址：www.mengni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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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餐饮

   

1、呼市特色美食

1、全羊席或“烤全羊” 

烤全羊蒙语为不禾勒，是蒙古族招待贵宾的传统佳肴，又称整羊席，是蒙古民族最古老、最隆重

的一种宴席，一般只在盛大宴会、隆重集会、举办婚礼或者接待高级贵宾时摆设。将整羊加工后

摆在长方形的大木盘里，像一只卧着的活羊，肉味鲜美，香飘满堂，浓郁扑鼻。宾客在进餐前还

要举行一定的仪式，高唱赞歌，朗诵献整羊的祝词，请出德高望重的贵宾解下挂在羊头上的哈达

，然后用刀切下第一片羊肉，大家齐声欢呼，把整羊切开就可以开吃美味了！

2、羊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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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背子是蒙古族人民最喜欢、最名贵的佳肴，只有在祭祀、婚嫁喜事、老人过寿或欢迎亲朋贵宾

宴席上才能见到。所谓羊背子，是把全羊卸成七大件（除去胸叉），带尾入锅，加盐煮熟，用大

铜盘先摆四肢、羊背颈、羊头放在羊背上，似羊的爬卧姿势上桌。吃时每人先用蒙古刀从羊尾巴

上拉下一条先吃掉，而后就可各取所需。席间还有配菜、奶食品和马奶酒等。

3、手把肉

手把肉是蒙古族人民经常吃的一种食品，做法是将带骨牛羊肉分成若干块，放入锅内，加少量盐

煮熟为止，易于消化，是招待客人和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的菜肴。

4、涮羊肉

涮羊肉起源于元代。相传元世祖忽必烈统帅大军南征，一次经过激战后，人困马乏饥肠辘辘。部

队停下杀羊烧火，正准备烤羊肉时，探马来报，敌军大队人马追赶而来，仅距驻地十里。忽必烈

边下令部队开拔边喊着“羊肉拿来”。可烤羊肉已经来不及了，厨师急中生智，飞快地将羊肉切

成片，放在沸水锅中搅拌，待肉色一变即捞在碗里，撒上盐面、葱花、姜末，送给忽必烈食用，

食后迎战获大胜。筹办庆功宴时，忽必烈特意点了战前吃的羊肉片。厨师效仿上次的方法精细制

作，并配以腐乳、辣椒等多种佐料，将士们吃了赞不绝口，忽必烈当即赐名为“涮羊肉”，虽然

我们在全国各地均能吃到涮羊肉，但既然来到内蒙古，必定要尝一下发祥地的味美纯正的涮羊肉

。

推荐餐饮场所：小肥羊（联系电话：0471-6687789）

             三千浦（联系电话：0471-5962833）

             大不同（联系电话：0471-6511777）

5、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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莜面出自莜麦（学名燕麦），其磨成的面粉称莜面，莜麦是一种成熟期短，耐寒、耐盐碱的低产

作物。产量虽低，但含有高蛋白、脂肪和大量铁、钙、磷等多种微量元素。早在南北朝时期，呼

和浩特一带就有农民种植莜麦。到清代初期已大面积耕种，享有“阴山莜麦甲天下”的美称。现

在仍为当地人民的上等主食。民间的吃法颇多，有搓鱼鱼、推窝窝、卷囤囤等等，吃时可按各人

的口味不同和季节的不同佐料以羊肉汤、盐菜汤等，再加一些辣椒、蒜蓉，更觉可口，深受当地

人喜爱！游客可以到这里尝尝正宗的呼和浩特莜面！

推荐餐饮场所：西贝莜面村、半亩地

联系电话：0471-6493378 （西北莜面村）

          0471-4662286 （半亩地莜面村）

6、烧麦

烧麦又称稍美，是呼和浩特的一种流传很久，至今不衰的传统风味食品。早在清朝时，当地是稍

美就已经名扬京城了。当时，北京前门一带，烧麦的饭馆门前悬挂的招牌上，往往标有“归化城

烧麦”的字样。外地客人来到呼和浩特，都要品尝一下烧麦，才算不虚此行！

推荐餐饮场所：老绥远烧麦   麦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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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471-6361059（老绥远烧麦）

          0471-6935290（麦香村） 

7、奶制品

a、奶皮

蒙语为“乌日沫”，有两种：一种是将牛奶、马奶或羊奶、驼奶放入器皿里存上一两天，奶子发

酸后，在表面上形成一层薄皮，称“图黑乌日沫”，也叫“珠黑”，即生奶皮子，是做黄油的原

料；另一种是将鲜奶熬开后放入器皿里放凉后表面结成薄奶皮，称宝勒森乌日沫，即熟的奶皮，

是酥油的原料。奶皮味道香甜可口，是拌炒米吃的上等食品。

b、酸奶子 

牧民一般不爱喝牛奶，而喜欢喝酸奶子。制法有二：一是将鲜牛奶倒入大锅中烧开，再放在通风

处晾凉，使其发酵产生酸味；另一种是将鲜牛奶置于阳光下或温度高的地方，使其受热发酵产生

酸味，便成为酸奶子。酸奶子营养丰富，醇香扑鼻，夏季常饮，止渴祛火，帮助消化。

c、奶茶

奶茶是蒙古民族传统的热饮料。由转茶水加鲜奶熬制成。喝时通常要加少许盐，还可以加黄油泡

炒米和奶制品使用。可终日饮用。有暖胃、解渴、充饥、助消化的功能。即可代汤下饭，又可待

客。

8、炒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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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米（蒙语为胡日森布达）是蒙古族日常的主要食品之一。加工方法是将糜子筛选后，淘去沙土

，放入大锅中，加适量的开水，用慢火焖至基本熟后出锅,经炒锅炒熟，再碾去皮，即为炒米。炒

米香脆味美，可口耐饥，是蒙古族农牧民的传统食品。

   

2、呼市特色餐馆

御丰会馆            5956666  赛罕区昭乌达南路赛罕区政府东侧

西贝阳光海岸        6793378  坝子口呼武公路3公里处

麦香村              2296666  大北街44号

巴彦德乐海          4912800  新华东街75号

草原城              6588470  兴安北路阿尔泰游乐场北

玛拉沁饭店          6926685  新华大街34号

北国之春            4602888  乌兰察布东路246号园艺所旁

卓玛雍布拉康藏餐吧  6936388   新华广场东金叶阳光大酒店一楼

蒙格乐奶茶          3334977  呼伦北路

大江南北            4924888  昭乌达路内大东门对面

草原兴发小活羊      2320088  呼伦北路济民医院对面

巴音浩日娲          6518009  海中路军区政治部东侧

草菁菁              4687558  东影南街58号

小肥羊都市华庭店    6687799  锡林南路少年宫南银都大厦A座

草原酷佬            2230188  东影南街

蒙古大营            6538738  呼伦贝尔北路赛马场院内

全金城烧烤          3339550  新华东街

老绥远烧卖          2324586  桥华世纪村北区

金汉斯南美烤肉      6694799  文化宫街贝尔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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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宿

内蒙古新城宾馆        6661888  呼伦南街40号

内蒙古饭店              6938888  乌兰察布西路3号

内蒙古锦江国际大酒店    5666666  呼伦南路119号

呼和浩特香格里拉大酒店  3366888  锡林郭勒南路5号

内蒙古国航大夏          6608888  新城北街

呼和浩特假日酒店        6351888  中山西路33号

内蒙古伊泰大酒店        2233388  东影南街1号 

内蒙古宾悦大酒店        6605588  昭乌达路52号

内蒙古华辰大酒店        6622888  海东路801号

内蒙古金岁大酒店        6606608  兴安南路60号

内蒙古维力斯大酒店      6607777  新华东街89号

内蒙古金仕顿大酒店      6629999  海拉尔东路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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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昭君大酒店        6668888  新华大街69号

内蒙古草原明珠大酒店    3399318  新城北街2号

内蒙古满都拉宾馆        6226616  锡林南路13号

内蒙古金辉大酒店        6940220  锡林北路105号

内蒙古巴彦塔拉饭店      6963344  锡林北路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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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天酒店          2263888  锡林北路1号

内蒙古天元大酒店        6601086  中山西路98号

内蒙古金蓝港大酒店      2202099  回民区兴明大街136号

内蒙古世奥酒店          6625555  中山西路9号

机场宾馆                4942777  呼市白塔机场机场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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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夜生活

夜幕下的青城，有许多灯火辉煌、消暑纳凉的好去处。炎炎夏日，这些场所往往是呼和浩特晚上

最具人气的地方。晚饭过后，邀上好友、携上家人，来这些地方感受青城夜的魅力，感受徐徐的

凉风，是再惬意不过的事了。夜晚的景色将为你呈现出一个别样的呼和浩特。

1、新华广场

呼和浩特最具历史的休闲文化广场，经过了数次重建扩建，已经成为青城市民夏日夜晚的必去之

处。广场上的电子大屏幕，可供数千人同时观看，人们可以在重大赛事或其他节目直播时来此共

同观看，分享感受。 

(图片由网友 @最后一页悲伤  提供)

2、伊斯兰风情景观街

来自异域的建筑风格，每当夜幕降临，街道两侧的建筑上的灯饰勾勒出美丽的曲线，倾洒而下的

各色灯光将整条街道映衬的灯火通明，在城市的夜空下蜿蜒曲折，仿佛一条光芒闪烁的巨龙，甚

是壮观。

3、东河

呼和浩特最美的夜景之一，通过改造的如意河，已经成为青城市民夏日夜晚的必去之处。怡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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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风吹过，彩色霓虹映衬着音乐喷泉忽高忽低的水柱，斑驳水面倒映着灯光和星空，实为夏日独

有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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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周边景点

   

1、格根塔拉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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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工藤凯儿  提供)

       格根塔拉是中国唯一的4A级草原旅游景区，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规模最大、距呼和浩

特最近的草原旅游景区，抵达景区交通极为便利。

今天的格根塔拉，有带卫生洗浴条件的现代住宿蒙古包近50顶，战车式住宿包100顶，传统蒙古包

210顶，可一次性接待1500人住宿；有大小餐厅30多处，包括千人宴会厅和豪华雅间，可同时容纳

3000人就餐；有赛马场、观礼台及民族体育活动区，可供2—3万人观赏马术、赛马、摔跤、射箭

等表演以及骑乘活动；有篝火晚会表演场、桑拿洗浴设施、游客中心等。

格根塔拉拥有自己专业的民族歌舞表演艺术团，自己的马术表演队、博克表演队、迎宾马队、活

动马队，推出了马队、查玛舞等迎宾礼仪。每天为游客安排了赛马、摔跤、射箭、骑马、骑骆驼

、访问牧民家庭、祭敖包、篝火晚会、坐勒勒车、骑马漫游草原、蒙古婚礼表演等活动项目，每

年的7月25日—31日举办每年一届的内蒙古旅游那达慕大会，每年农历5月13举办蒙古族传统祭敖

包节。 

在格根塔拉，从豪华接待大包到卫生间的装饰，从菜肴推出到服务的特色，从游览项目到参与的

活动，处处都体现出浓郁的蒙古民族文化。游客进入格根塔拉，矫健的马队就会迎上前来，从车

窗两侧伴您疾步驶向迎宾广场；在缓缓的查玛舞步中，在悠扬的马头琴声中，身着民族服装的蒙

古族姑娘热情地为您唱起敬酒歌，敬上醇香的奶酒，献上哈达；酒香未散、歌声尤存，您便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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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进专门待客的蒙古包，那里已准备好热腾腾的奶茶、黄灿灿的炒米、香蓬蓬的奶制品；一边品

尝着这传统的蒙古族茶点，一边听主人介绍草原的今昔⋯⋯;第一时间就能让您置身于浓厚的蒙古

文化氛围之中。

格根塔拉饮食文化纯粹是地道的蒙古族餐饮文化，目前已开发出烤全羊、烤全牛、烤羊腿、羊背

子、烤牛排、炸羊尾、羊血肠、手把肉、酸奶饺子、草原沙葱、奶茶、各种奶食品等一百多个品

种蒙古餐饮，任您品尝，一饱口福。

交通：

格根塔拉草原旅游中心距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128公里，乘车从呼和浩特出发只需2小时。呼和浩

特各长途汽车站有路过车辆可达。 

路线：

到呼和浩特后经过武川、乌兰花(四子王旗旗政府所在地)到格根塔拉。可乘“呼和浩特”开往“

二连浩特”的大巴路过“格根塔拉”，也可乘“呼和浩特”开往“乌兰花”的大巴，然后很方便

地转车到“格根塔拉”。呼和浩特火车站等地的各长途汽车站有上述车辆。 

食宿：

草原上住宿建议自带帐篷，当地还备有供一万人住宿的帐篷出租，备有食品出售，也可住蒙古包

；草原上的餐饮以肉类食品居多，南方人可能会不太习惯，可以提前准备一些常用的健胃消食的

肠胃药，以备不适之需；此外内蒙古属半干湿的中温带季风气候，气候变化无常，最好带上雨衣

或雨伞，草原昼夜温差较大，一般可低达10度左右，所以到这里“摇滚”不妨多带衣服。

游览费用：

骑马10元/人次、骑骆驼10元/人次、乘骆驼车10元/人次、射箭5元/3箭、访问牧民家10元/人、观看

赛马摔交表演10元/人、观看民族歌舞表演10元/人、全项活动30元/人（包括骑马、乘骆驼、射箭

、坐勒勒车、观看各种表演、访问牧户、登敖包山）

内部交通：骑马、乘骆驼、坐勒勒车等。

最佳旅游时间：

每年的夏、秋两季是格根塔拉草原旅游的最佳时机，特别是8月下旬的那达慕盛会时期。

饮食：在格根塔拉草原旅游中心可以尝到蒙古的风味特色食品，有马奶酒、白奶豆腐、酸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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酪、炒米等。

购物：格根塔拉草原旅游中心有一家自己的工艺品生产厂，主要产品有鼻烟壶、蒙古刀、结盟杯

、马头琴等，都是非常不错的旅游纪念品。

住宿：在格根塔拉草原旅游中心有蒙古包可供游人住宿，分为传统蒙古包和豪华蒙古包（带卫生

间）两种，分别由6人地铺、3人床位、2人标准间和单人间，价格由150-280元不等。

景区地址：内蒙古乌兰察布四子王旗

咨询电话：0474-5448000  5448088  5208888  16831500-1115（全国市话）

景区网址：www.gegentala.com

旅人提示：关于那达慕

那达慕，蒙语是“娱乐”或“游戏”的意思。作为蒙古族牧民的传统娱乐活动，“那达慕”有着

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地区特点。那达慕由来已久，它起源于古代蒙古族的祭山祭包活动，经

过700余年的变迁，现在的那达慕是在草原花草茂盛、牛羊肥壮的夏秋季节，即每年的7月-8月间

举行的融民族、文体、经贸、旅游为一体的盛会，除了有赛马、摔跤、叨羊、姑娘追、江格尔弹

唱之外，还有马术、射箭、赛骆驼、商品展销、文化交流等项目，使人们充分领略到边塞草原风

貌和湖光山色；亲身体验蒙古人豪放彪悍的气质，热情好客的风范和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

习俗。大会同时还开展丰富多彩的商贸活动。草原盛会——那达慕，以文体搭台，经贸唱戏为主

旋律，向世界展示草原风光魅力，民俗风情的魅力。

   

2、五当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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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倪の瑷  提供)

在包头市连绵起伏的大青山深处，有一座气势磅礴，规模宏大的藏式喇嘛庙，这就是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4A级旅游景区、闻名遐迩的五当召。它与西藏的布达拉宫、青海的塔尔寺和甘肃的

拉卜楞寺齐名，是我国喇嘛教的四大名寺之一。�

五当召位于山谷内一处突出的山坡上，整个建筑采用纯藏式的建筑风格，平顶方形楼式结构，结

构严谨，布局合理，映照在蓝天、青山之下的白色外表，更显辉煌耀眼，被誉为“小布达拉宫”

。

五当召是喇嘛教文化遗产的一座宝库，是一座有着宗教、历史、民族、艺术价值的古建筑群，寺

内现存金铜像400尊、唐卡500幅，瓷器30多件，壁画面积达到1200多平米，还有其他宗教文物等

，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有些文物甚至是孤品。

五当召每年有许多大小宗教节日，但最为隆重和有影响的是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小月为二十

四）至八月初一的“嘛呢法会”，法会期间远近信徒云集在这里，全寺喇嘛在苏古沁独贡昼夜诵

念“嘛呢经”一周内连续不断。每日下午六点多钟喇嘛手拿各种法乐、鼓号齐鸣，信徒相随转庙

几周，祈降福运。现在嘛呢法会往往和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共同举办传统的赛马、摔跤、射箭等

文体活动。

景点地址：包头市西北阴山深处，距包头市区约7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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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45元

导游价格：50元

开放时间：8：00—18：00

咨询电话：0472-8711568

景区网址：www.wdzly.com

   

3、成吉思汗陵

(图片由网友 @工藤凯儿  提供)

成吉思汗陵在鄂尔多斯境内，成吉思汗陵是震撼世界的历史伟人成吉思汗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珍

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供奉这位伟人英灵的神圣地方。雄伟的成吉思汗陵园，气势恢宏，叹为观

止。成陵旅游区集景点观光、餐饮住宿、民俗展示、文化表演为一体。主要景点有气壮山河入口

门景、铁马金账群雕、亚欧版图、蒙古历史文化博物馆、那达慕马术活动中心、天骄大营酒店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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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壮山河凝刻历史的图腾

“山”字型的建筑，犹如巨大巅峰自顶劈开，圣山如崖，壁刻粗狂豪放的13世纪蒙古文字和草原

岩画，一段段历史映入眼帘。成吉思汗跃马雕像，矗立中央，英武神威，直入苍穹，门景显示出

了开天辟地、气壮山河的宏伟景观，是最具特色的蒙古文化门景。

（2）铁马金帐再现蒙古铁骑的恢宏

铁马金帐是世界上唯一完整展示成吉思汗军阵行宫的大型实景雕塑群，再现了成吉思汗一生戎马

，征战南北，横跨亚欧，浩浩荡荡，气势磅礴，创建伟业的历史画卷，仿佛感受到成吉思汗指挥

百万大军，奋勇出征、统一蒙古的真实场景。

（3）亚欧版图，旷古辽远的草原帝国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创建的广袤疆域，横跨亚欧，地括3200万平方公里，打通了东西方文明通道，

也促进了世界文明进程和历史文化的发展，亚欧版图是中外历史上最大的以版图形式重现蒙元帝

国疆域的景点。

（4）文化大成 创意建筑

蒙古历史文化博物馆，作为成吉思汗陵旅游区重要的文化旅游项目，建筑造型独具匠心地设计为

蒙古文字的“汗”字形状，即帝王之意。是国内外唯一专题收藏、研究、展示蒙古族历史文化的

博物馆，馆内珍贵的成吉思汗以来的蒙古历史文物和精美独特的民族器物，为继承和弘扬蒙古民

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基地。

（5）叩拜圣祖的福祉地：八白室

魅力的鄂尔多斯因为有了成吉思汗宫殿而神圣。鄂尔多斯人，近八百年来完整地保留下来成吉思

汗八白室及其祭祀文化，还有八百年永不熄灭的圣灯。成吉思汗守陵人达尔扈特，近八百年来世

代守护、祭祀成吉思汗陵八白室。达尔扈特起源于十三世纪，担负祭祀、管理成吉思汗陵寝的神

圣职责，目前有35名达尔扈特。闲游陵园，不经意间还能看到三匹转世马，通体纯白无一杂毛，

据传成吉思汗的生前特别喜欢自己的坐骑，人们一直让它们在陵园里陪着成吉思汗的亡灵，马儿

死后，人们又精心挑选了转世马来接替它们。由此可见成吉思汗在蒙古族人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

（6）天骄大营酒店

天骄大营酒店是具有典型蒙古族传统文化特色的星级酒店，其中堪称“天下第一包”的大鄂尔多

蒙古包，可同时容纳一千人就餐，边品尝蒙古风情的美味，边欣赏一台以成吉思汗文化和蒙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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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主题的大型民族舞台剧《永远的成吉思汗》。

   

4、响沙湾旅游景区

(图片由网友 @最后一页悲伤 提供)

响沙湾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响沙湾背依大漠龙头库布齐沙漠，面临罕台大川，又名“银肯”响

沙，宛如弯月相缀。沙坡高110米，宽400米，领略风光之余，自高处顺沙坡滑下，便可听到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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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测的响沙连绵不绝，堪称“世界罕见，中国之最”。这里拥有世界第一条沙漠索道、中国最大

的骆驼群、中国一流的蒙古民族歌舞团，有巨大的沙雕艺术，有十几种惊险刺激的沙漠游乐活动

，让您近距离亲近浩瀚大漠。

“这里的沙子会唱歌”！来这里，响沙湾给你沙漠激情全体验，一系列紧张刺激的沙漠活动任你

挑，滑沙、骑骆驼、沙漠滑翔伞、沙漠冲浪车、沙漠探险车。动感的你还可以骑马和驾驶卡丁车

驰骋在茫茫大漠上，也可以玩高空跳伞，遨游天际，或者钻进新奇的沙漠太空球，在沙海里自由

滚动。好静的游客乘坐观光索道，鸟瞰沙漠的壮观景象，而最简单的，就是租一对沙袜，从沙坡

滑下与沙共舞，听沙子在耳边啸叫！

沙漠的四季都神秘而神奇，这边不断变化的风光更是吸引了无数的摄影发烧友，把沙漠的魅力装

进你的内存，拿给亲友们炫一下吧！

景区地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中部

门票价格：40元  门票+索道=80元

咨询电话：0477-3963366  

投诉电话：0477-3963315

求援电话：0477-3963421

景区网址：www.xiangsw.com

旅人提示：

沙漠中昼夜温差很大，白天的阳光会把人烤得皮肤红肿，夜晚的寒凉则犹如冬季。所以夏季和冬

季的服装都要准备。

此外防晒油涂在身上后，会粘上沙子，使皮肤很难受，不如穿上浅色长衣，以抗拒紫外线，脸部

可适当使用防晒油。

不要忘记沙漠也是地球的一部分，在沙漠中也要有环保意识，尽量把垃圾带出沙漠，至少是就地

掩埋，否则我们的子孙有一天推开家门也许就会看见沙漠了。

骑驼时，要防止骆驼站起来和卧倒时将人甩下，在这时要抱紧驼鞍或驼峰。平时不要靠近骆驼的

后脚和头部，以防它踢人和用嘴喷人。骆驼虽然温顺，但受惊后却很危险，要防止突然的响声(如

突然的喊叫)和刺目的颜色(如突然打开色彩艳丽的自动伞)刺激骆驼。

在沙漠里玩耍，最好租沙袜，因为如果不脱鞋，鞋子里肯定会钻满沙子，会膈疼脚；选择脱鞋的

游客一定要在阳光不强烈的早晨或者傍晚，要不然发烫的沙子会烫伤脚丫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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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响沙湾的各种娱乐活动的收费在景点网站里有详细的说明，还有餐饮以及住宿，大家可以上

他们的网站仔细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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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行程推荐

1、南线：

乌兰夫纪念馆—经3公里—伊斯兰风情景观街—1公里—大召寺、席力图召—1公里—五塔寺—7公

里—湿地公园—2公里—蒙古风情园—0.5公里—昭君博物院—25公里—蒙牛工业园区—0.5公里—

盛乐博物馆—10公里—和林南山百亭园

线路特点：本线路以呼和浩特南部景区为主线，包含了内蒙古藏传佛教中心大召、席力图召，民

族团结的象征昭君博物院以及全国知名企业蒙牛集团，集历史、宗教、文化于一体。本线路道路

通畅，公共交通便捷，适宜各类方式出游。

2、西线：

新华广场—经3公里—乌兰夫纪念馆—7公里—伊利工业园—6公里—乌素图森林公园—8公里—白

石生态旅游区—20公里—喇嘛洞召—30公里—乌兰夫故居—30公里—哈素海景区及周边农家乐—

包头市、响沙湾、成吉思汗陵

线路特点：集中了呼和浩特西部景区，以生态自然游为主要内容，结合了红色旅游、工业旅游等

形式，本线路景点较多，内容丰富，为游客提供了多个选择，是市区居民节假日短程旅游的首选

线路。

3、北线：

阿尔泰游乐场—经3公里—成吉思汗大街—5公里—青少年生态园—2公里—野生动物园—5公里—

半亩地莜面大王—27公里—五道沟农家乐—3公里—哈达门高山牧场—65公里—希拉穆尔草原、格

根达拉草原

线路特点：这一线路将呼和浩特几大主题公园与城市周边的生态旅游、农业旅游结合在一起，使

游客既能感受到现代城市的脉动，又能走进乡村，走进自然，让心情得到彻底的放松。全线道路

通畅，游客可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景点组合，自驾出行。

4、市区内线路：

新华广场—经3公里—乌兰夫纪念馆—7公里—伊利工业园区—6公里—乌素图森林公园—9公里—

青少年生态园—2公里—野生动物园—3公里—成吉思汗大街—3公里—阿尔泰游乐园—4公里—内

蒙古博物馆—4.5公里—将军衙署博物馆—7公里—五塔寺—2公里—席力图召、大召寺—7公里—

湿地公园—3公里—蒙古风情园—1公里—昭君博物院

线路特点：此条线路包含市区的主要景点，囊括了呼市城区旅游景点的精华和特色，而伊利工业

旅游、乌兰夫纪念馆红色旅游是对此条精品线路的重点补充和衬托，由于市区内各种交通便捷，

游客可根据爱好自行编排线路，选择出行方式。

5、沿黄河旅游线：

呼和浩特市区—经97公里—托县博物馆—2公里—托克托云中古城—17公里—托克托黄河风情旅游

区—3公里—溜湾农家乐—75公里—清水河云滚洞景区—25公里—清水河老牛湾景区及古长城

线路特点：黄河文化源远流长，两岸民俗独具特色。此条线路把呼和浩特境内100多公里的黄河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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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景区进行整合编排，能让游客既能领略黄河优美的自然风光，又能体验两岸独特的民俗文化。

感受住窑洞、吃农家饭给您带来的别样感觉。

6、呼市以及周边景区一周旅游线路：

如果您有一周足够的时间对呼市以及周边的内蒙古文化、草原、沙漠和现代化工业做个详细的了

解，可以参照以下详细线路：

第一天：抵达呼市，在酒店安顿下来后，可以在附近转一下内蒙特产的商场或小店，如果是上午

到达的，中午可以去品尝一下内蒙特色的莜面或者涮羊肉，晚上去烧烤排档吃正宗的内蒙古特色

烧烤，欣赏呼市夜景。

第二天：8：00  乘车参观国家工业旅游示范点—蒙牛工业园区牛奶生产线和奥亚国际示范牧场

        9：30  驱车前往昭君博物院、大召寺

        11：30 返回市区吃饭 （沿途能看到伊斯兰风情景观街风貌）休息

        14：00 参观公主府

        15：30 参观内蒙古博物院

晚上如果不是很累，可以去白天看到的伊斯兰风情景观街看夜景，同样的建筑，晚上霓虹灯勾勒

出的景观街是另一种迷人风情

第三天：8：00 赴格根塔拉草原旅游区（4A级），体验草原马队迎宾的最高礼节，观看赛马、摔

跤和精彩马术表演

        下午：体验骑马、乘坐勒勒车、访牧民家庭、拜访敖包的蒙古族民俗

        晚上：观赏民族歌舞表演和篝火晚会，入住蒙古包

第四天：8：00 从格根塔拉旅游景区出发赴包头

       10：30 观看内蒙古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国家4A级景区五当召

       12：30 五当召午餐后赴北方兵器城，沿途可以看到包头市区风貌

       15：30 参观国家工业旅游示范点、国家4A级景区北方兵器城

       17：00 在包头市用晚餐后赶赴巴彦淖尔市维信高尔夫度假村住宿

第五天：8：00  坐电瓶游览车参观球场全景

        8：30  体验高尔夫

        10：30 维信高尔夫球场的采摘园，采摘水果

        12：00 午餐

         

午餐后赴鄂尔多斯市响沙湾旅游景区，晚餐并参加篝火晚会，晚上入住响沙湾旅游景区

第六天：8：00  游览响沙湾旅游景区（4A级），乘坐沙漠缆车、滑沙撬、冲沙浪、听沙响、骑

骆驼漫游沙海、看沙雕

        12：00 午餐并观赏大型民族歌舞剧《鄂尔多斯婚礼》，地点：响沙湾婚宴厅

        14：00  乘车赴成吉思汗陵旅游景区（4A级）

        15：30  到达成吉思汗陵旅游区，游览气壮山河门景、铁马金账群雕、亚欧版图

、蒙古历史文化博物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陵寝、领略天骄风采、感受成吉思汗神秘祭祀文化

        18：00  晚餐并欣赏大型民族歌舞剧《永远的成吉思汗》  地点：天骄大营

        21：00 篝火晚会  入住天骄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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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8：00  早餐后乘车赴国家工业旅游示范点—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工业园

       13：00  驱车参观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

    返程：可以直接在鄂尔多斯返程，也可返回呼市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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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呼和浩特主要节庆活动

喜庆和林元宵灯会 

(图片由网友 @最后一页悲伤  提供)

时间：2月9日                                    

                

地点：和林盛乐百亭园                                

             

内容：观灯、猜谜、焰火、民俗表演                         

大召夏季庙会         

                                      

时间：7月—8月                                   

         

地点：大召区块                                   

          

内容：佛教音乐会、美食活动

蒙古风情旅游那达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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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倪の瑷 提供)

时间：8月-9月                                    

         

地点：蒙古风情园、南湖湿地公园                           

  

内容：风情生态旅游体验

回民区农家旅游采摘节     

                                  

时间：6月底                                     

          

地点：攸攸板镇元山子村北后由农家院                         

内容：采摘活动  农家餐饮

盛乐金秋文化节     

                                   

时间：8月                                      

       

地点：和林县城关镇                                 

   

内容：文艺演出  焰火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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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提醒

1、旅游状况：内蒙古属于内陆地区，海拔在1500米左右，气候比较干燥，阳光直射较强，温差较

大。5月到10月是草原旅游的最佳季节，也是草原长草的季节，近年来，内蒙古十年九旱，所以导

致草原上的草很多都稀疏了，大多草原已经没有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但是一望无垠的

广阔平原还是会让人心旷神怡。

2、必备物品：内蒙古早晚温差较大，天气变化无常，刚才还阳光普照一会儿就会狂风大作，所以

去内蒙需要带长袖外套，遮阳帽，太阳镜，以及防晒霜，随身药品（如消炎药、清火类、感冒类

），内蒙古的食物以奶制品和牛羊肉为主，如果自己肠胃不太适应这些，也可以带一些肠胃的药

。在炎热无风的天气不要野外旅游，尽量穿浅色、质薄、宽松、吸汗透气的长袖衫为好，身体裸

露 部分应抹上防晒霜，尽量少洗“日光浴”。烈日下应戴上遮阳帽，太阳镜可避免强光对眼睛的

刺激。大汗淋漓的时应多饮含盐类和不溶性维生素的清凉饮料，以保持水分和盐类的代谢平衡。

此外，治疗中暑，清热解毒的药品也不妨随身带上。

3、思想准备：蒙古族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贵宾到来一定会以酒相迎。但不会强迫一饮而尽，

不会喝酒的客人可以接过银碗，表示礼貌，内蒙古的风俗习惯较多，请听从当地导游的安排。

4、景点景区应注意：                                 

                

（a）草原午餐尽量不要喝酒（特别是想骑马的客人），以免影响下午的活动，晚餐敬酒仪式前要

多吃菜，特别是羊肉和奶茶可解酒。                    

（b）骑马时不要往马后面站，左上左下，不要相互打闹，抽打别人的马以免马受惊。     

                                          

              

（c）将手表、手机、相机装带好，以免在骑马时丢失。同样在游览沙漠的时候，。可以避免细沙

进入仪器，引起损坏。

 5、内蒙古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条件一般，各种酒店餐厅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还是有些差异的

，接待条件有限，大家要以宽容的心来对待！也要尊重他们的生活习俗，不做不说带有歧视性的

动作和语言。

从距今五十万年的“大窑文化”开始，历经云中郡、丰州城、归化、绥远、呼和浩特一路风雨地

走来，现今的呼和浩特，没有了满目的苍夷，没有了风雨血腥，有的是车水马龙，高楼矗立。厚

重的历史赋予了这座城市古老的神韵，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腾飞更让这座青城展现出年轻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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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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