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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长春最棒的体验

坦白说，很多人不是特别喜欢长春。尤其是在南方长大的你，或许会不喜欢东北的气候，冷，干

燥，漫长的黑夜。典型的城市，在兴盛之中隐藏着破败。各种老式楼房如同补丁一般点缀在一块

巨大的抹布上。

但是假如你生活在这里，

在寻常的夜晚，读林语堂先生的《风声鹤唳》。当大雪飘散数日之久，地下的一层尚未融化马上

又被新的一层覆盖了，在这种有雪的冬天，城市不会显得荒凉，原本缝隙相间的石路一下子被铺

成平地，掩藏了本来的面目。冬天，你可以把这里想象成雪国。

(图片由网友 @逃之夭夭 提供)

   

1、睡火炕  

寒冷的冬天，东北人有睡火炕的习惯。火炕多以土坯或砖砌成，上面铺上牛皮纸，刷上油漆，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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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又美观大方。火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一般火炕在里屋，炉灶在外屋，做饭烧火，热烟通

过炕洞转一圈到烟囱腾升，一日三餐烧三遍火，炕面上始终是热乎乎的。

但是在现在的长春，睡火炕已经成为老一辈的回忆了，在偌大的城市里再难找到有火炕的一隅。

如果你想怀旧，体验这种老东北的风情，可以往长白山一带走走，那边的一些村落还是可以看到

的。相关旅行信息详见长白山攻略：http://d.lvren.cn/gonglue/changbaishan/

   

2、冬钓  

(图片由网友 @无法戒掉的温暖 提供)

说起钓鱼，眼前呈现出绿草如茵、流水潺潺的江畔河边那一个个聚精会神、规规矩矩端坐的垂钓

者身影。然而，东北人的寒冬垂钓却是另一番景象：在白雪皑皑、千里冰封的江面上凿开个脸盆

大的冰眼，把系在半米长短棍上的渔线投入水中，然后，手持渔竿上下抖动，说说笑笑中把鱼儿

钓上来了。奥妙何在？原来，渔线前端系着个小“木头鱼”，“鱼”身上拴着钩，鱼儿看见摇头

摆尾的“小鱼”，信以为真，瞅准了一口吞入腹中，可谓“愿者上钩”。

   

3、冬吃冰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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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非常喜欢在冬天吃冰棍。寒冬腊月的街头巷尾到处叫卖着“冰棍！”还有雪糕、糖葫芦等

，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皮手套，手里拿着冰棍在津津有味地吃着

。  

(图片由网友 @无法戒掉的温暖 提供)

东北人之所以有冬天吃冰棍的习惯，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居住条件好，外面冰天雪地，室内温暖

如春，日久天长，人们适应是这种温差悬殊的气候条件；二是身体素质好，加之冬天食肉多，周

身热量大，吃根冰棍不算啥；三是冬吃冰棍开胃口，刺激食欲且加强了血管收缩能力，促进了血

液循环，提高了御寒抗病能力，延迟了生理机能的老化。东北人寿星多，平均寿命高，大概与冬

吃冰棍有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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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冻饺子  

东北人素有吃冻饺子的习惯，尤其是在春节。人们预先把饺子包好，送到屋外冻实，然后用袋子

装起来，等要吃的时候，把冻得结结实实的饺子下锅煮，不过火要旺一些，一开锅就掀盖浇少许

冷水，免得皮软。煮熟后吃起来犹如新包的一样鲜美。这样即方便省却用电冰箱，又节省了时间

。  

   

5、冻水果  

漫长的冬天给人们带来了寒冷，也赐予了方便的天然冰箱。东北地产水果有限，绝大部分靠从关

内购进。春夏市面上的水果多会出现腐烂的情况，而冬季水果却很新鲜，就是因为冷冻着的缘故

。像冻梨、冻柿子、冻苹果等，一个个硬得如钢球一般。不懂的人拿起来只能咬下一道白印，而

东北人吃冻果却有决窃。既不用热水泡，也不用旺火烤，而是把冻果放在凉水中缓缓解冻，半个

钟头，果子表皮就结出一层冰，里面却软软的，咬上一口，酸甜瓦凉，真是大开胃口啊！

   

6、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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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逃之夭夭 提供)

长春的冬天就是滑雪爱好者的天下，净月潭滑雪场总是人满为患，莲花山滑雪场情况稍好点，但

是交通不太方便。    如果不是太会玩滑雪这种运动，就应该敞开心尽情体验它的刺激，不要

太谨慎小心，太注意动作要领了，这样反而会失去放松、摔跤得来的乐趣。   

   

7、电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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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无法戒掉的温暖 提供)

长春作为全国有名的电影城，这一娱乐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不用跑到长春的电影院去欣赏一部大

片，而是去长影世纪城和长春电影城这样的主题公园近距离接触电影艺术。     这两个地方

不光可以看到高科技的3D、4D电影，还能了解电影制作的过程，甚至有机会自己出演电影中的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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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春概述

  ????????

  ????????

  ????????

  ??????????

  ?????????

  ????????

  ????????

  ??????????

  ??????????

  ????????

  ????????

  ???? ???????

(?????  @???? ??)

地理位置：地处东北平原中央

电话区号： 0431

气候特点：

长春东部和南部虽距海洋不远，但由于长白山地的阻挡，削弱了夏季风的作用；西部和北部为地

势平坦的松辽平原，西伯利亚极地大陆气团畅通无阻，冬季风的势力影响很大。故全年温度变化

显著，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夏季温暖短促，秋季晴朗温差大，冬季严寒漫长。1-2月间是长

春最冷的时候，也是最美的时候。

长春城市风光颇具特色，当地的绿地覆盖率居全国之首，有“森林之城”、“塞北春城”之称。

历史上，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国都，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这里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并建立了伪满洲国，留下了大量伪满殖民遗迹，如伪 满洲国皇宫、伪满国务院、八大部（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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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部、伪军工部、伪司法部、伪经济部、伪兴农部、伪交通部、伪文教部、关东军司令部）、伪

满中央银行等。另外，还有 护国般若寺、农安古塔等古建筑。

长春自然风光以湖和森林为主。南湖公园是长春市最大的公园，园内有小桥亭阁，与湖光林色相

映成韵；市区东南部的净月潭森林公园是国家级风景区，这里夏季林木葱茏，湖水荡漾，冬季冰

封湖面，一片银白，是进行冰上运动和滑雪活动的场所。

长春真正在哪儿？一是地理意义上的文化发生地，二是人心中位置上的文化发生 地。长春最早的

城市形态就是宽城子，也就是现在的南关区一带，大量闯关东的人都落户在这里，从七马路到东

大桥，一些老字号、老店铺、前店后院的生活形态也 都集中在这里，这里不但是典型的富人区，

也形成了最早的商埠区，并一直得以良好的发展。即使在1896年俄国人开始建设中东铁路，以及1

904年爆发的日 俄战争，商埠区也并没有因此而受到破坏或中断，仍旧保持着发展的态势。因此

从地理位置上说，这里就是长春的文化发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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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春景点

长春的景点不多，数起来比较受欢迎的是净月潭。推荐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走在笔直的马路

上，穿过广场，看看广场里面的老人孩子们。生活一下子也是那样的灿烂，灿烂的暖和了你的心

，暖和了你的人。

北方总是那样大气的，那样朝气的，那样特别的。在冬天的阳光里，来自心底的怀念，往往无法

用言语表达。 

(图片由网友 @逃之夭夭 提供)

   

1、净月潭森林公园 

净月潭位于长春市东南12公里处，是一处群山环抱，森林茂密的水库游览区，因其与台湾的日月

潭相对应而得其名。八十年代末被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是国家AAAA级旅游区。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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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风景区具有冬雪夏爽，集湖、林、山、田为一身的独特风貌。潭水面积有4.3平方公里，水面宽

阔且清澈似镜，整个景区可分为月潭水光、潭北山色、潭南林海、潭东田舍四个部分。 

森林氧吧，很美的地方。周末约上家人或三五朋友去踏青散步是很不错的选择。 

(图片由网友 @寒風啸月 提供)

说实话，来长春最值得一去的地方就是净月潭了，当时我是环净月潭走了一周，真正的感受到了

她的魅力，非常的漂亮，心情很放松，感受着长春的蓝天白云，一汪碧蓝的潭水，堪称美景！ 

如果从外地来去净月潭也很方便，出火车站有轻轨直通净月潭，票价应该是3到4块吧，行程大约

一个小时，不过轻轨车坐着挺舒适，当然若是你也想我一样环净月走一圈的话得准备一双能走路

的鞋了， 不过时不时路过的一些景区的游览车还是可以帮助一下大家的，实在不行的话还是坐车

了，不要累着自己了。

这里空气特别好，秋天的时候很有味道。门票30元对本地人来说有些高，建议办一张年卡，只为

周末的时候可以去那儿好好放松一下，休闲一把。 

   

2、长春动植物园  

长春动植物公园位于长春市东南部，人民大街东侧500米，距市中心人民广场3公里远，占地面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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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顷。公园内地型复杂，人工湖将公园分成三个自然部份。园的西部以高30米的人工山为主体，

山上栽植了产于长白山的树木；东部以动物展区为主；北部以大型游乐园和花卉温室生产区为主

。

门票 ：10元

电话：0431-5642495

   

3、长春世界风景园 

(图片由网友 @寒風啸月 提供)

长春世界风景园位于长春市二道区劝农山镇，占地138公顷。园内汇集了世界上近四十个国家、近

百个著名人文、自然景观，是东北地区唯一的微缩景观公园。“游一园之景、观世界风光”，在

这里游客可以欣赏到古代与现代、蛮荒与文明、东方与西方风格各异的景观与建筑，感受到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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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的轨迹、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秀美风光。在这里四季都有美景可赏，春踏芳草地，夏游碧

波池，秋赏长娥月，冬登风雪楼。 

交通 ：可以到长春市三马路的郊线公交车站坐101路公交车。

门票 ：30元

   

4、东方好莱坞——长影世纪城  

(图片由网友 @逃之夭夭 提供)

借鉴美国好莱坞环球影城和迪斯尼游乐园的精华，长春电影制片厂在位于长春市净月潭风景区西

侧，毗邻国家森林公园的地方，建造一个集世界上最先进的各种特效电影于一园，为世界独有、

令人称奇的电影主题公园——长影世纪城。

 

长影世纪城是我国首家电影制片工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电影主题公园，堪称东方好莱坞。

建议游玩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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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感球幕影院（魔方星城）-航天影院（宇宙森林）-立体水幕影院（飞龙宫）-激光悬浮影院（悬

浮宫）-4D影院（世纪明珠）-电影探秘馆（奇妙宫）-英雄秀场-密林古堡-阴阳庐（八卦阵）-鹰神

山（火山爆发）-中心广场看表演。

交通：

从火车站坐轻轨到达全程64分钟，另有120路、160路，102路到净月潭正门换乘专线即可到达。

门票：4月1日－10月31日价格为240元，16：00后半价；

          11月1日－3月31日价格为198元，15：00后半价。

         周二半价（另行购票：星际探险专票60元/张、极速穿梭票40元/张）。

   

5、最后的皇宫——伪满皇宫博物院  

(图片由网友 @寒風啸月 提供)

伪满皇宫博物院是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充当伪满州国傀儡皇帝时的宫廷遗址上建立起

来的一座宫廷遗址型博物馆，现已成为全国优秀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首批AAAAA级旅游景

区。

   

6、搜罗来的长春音像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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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音像店

地址: 长春朝阳区北安路 

宝丽金音像

地址: 长春朝阳区同志街(西康胡同东侧20米) 

(图片由网友 @逃之夭夭 提供)

宝丽金音像

地址: 长春朝阳区红旗街地下商场

吉东VCD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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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长春南关区大经路(近美臣流行馆)

民生影视

地址: 长春朝阳区西康胡同(宝丽金对面)

长百影视购物中心

地址: 长春绿园区普阳街

大华音像

地址: 长春二道区菜园路

环球音像

地址: 长春宽城区黑水路

教育音像发行中心

地址: 长春朝阳区人民大街

电话: 0431-85383294

四海音像

地址: 长春宽城区黄河路

电话: 0431-82732989

金霸音像店

地址: 长春绿园区乐园路

金昌音像

地址: 长春宽城区黑水路

电话: 0431-82982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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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太阳音像行

地址: 长春绿园区锦西路

新视野音像

地址: 长春宽城区东三条街

艺兴音像书店

地址: 长春朝阳区万宝胡同

                                               19 / 30



�������

长春：关东雪国
  

四、长春住宿

住在商业金融中心地区  

长春星月时尚酒店（明德店）

经济型酒店

地址：明德路11号(近同志街)

最低价：107元 

 

长春吉隆坡大酒店

四星级酒店

地址：长春朝阳区西安大路823号(近人民大街)

最低价：298元 

 

长春吉林物贸大酒店

三星级酒店

地址：长春朝阳区人民大街6969号(近吉林广播电视大学)

最低价：279元 

 

长春卓展天天酒店

五星级酒店

地址：长春朝阳区重庆路1255号(近卓展购物中心)

最低价：470元 

住在长春火车站附近

 

长春星月时尚酒店（胜利店）

经济型酒店

酒店地址：北京大街339号(近胜利公园)  

最低价：116元 

 

长春科技城商务宾馆

经济型酒店

酒店地址：人民大街280号(近长江路步行街) 

最低价：1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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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锦江之星（火车站店）

经济型酒店

酒店地址：凯旋路429号(近铁北二路) 

最低价：159元 

 

住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附近 

长春锦江之星（会展中心店）

经济型酒店

地址：长春宽城区会展大街1111号(近东南湖大路)

最低价：189元 

 

长春中日友好会馆

四星级酒店

酒店地址：长春二道区自由大路102号

最低价：418元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大饭店

高档型酒店

酒店地址：长春二道区会展大街100号

最低价：310元

其他：

长春锦江之星（会展中心店）

经济型酒店

酒店地址：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会展大街1111号

距离净月潭约：8.11公里    

最低价：189元

长春吉林物贸大酒店

三星级酒店

酒店地址：长春朝阳区人民大街6969号 (近吉林广播电视大学)

距离净月潭约：12.20公里

最低价：279元 

 

长春锦江之星(全安广场店)

经济型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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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地址：长春南关区大经路2270号(近全安街) 

距离净月潭约：12.87公里

最低价：149元

 

长春星月时尚酒店（隆礼店）

经济型酒店

地址：长春朝阳区隆礼路1166号(近牡丹街)

距离动植物园约：0.51公里

最低价：116元 

长春如家快捷酒店（人民大街店）

经济型酒店

平泉路1950号 

距离动植物园约：0.69公里 

最低价：180元

 

长春星月时尚酒店（明德店）

经济型酒店 

地址：明德路11号 

距离动植物园约：1.10公里 

最低价：107元

更多住宿和在线预订，可以在介里找到~~  http://hotel.lvre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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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长春交通

航空：

长春龙嘉机场地理位置：龙嘉国际机场在长春九台市东湖镇与龙嘉镇的交会处，与长春市和吉林

市的公路距离分别为21千米和62千米。

(图片由网友 @无法戒掉的温暖 提供)

火车：

长春火车站现为东北地区四大特等站之一，全路第七大站，四站台，出发列车方向有：吉林、沈

阳、哈尔滨、白城。   客运：办理旅客乘降；行李、包裹托运。   货运：办理整车、零担、

集装箱货物发到；办理整车货物承运前保管；不办理整车爆炸品及一级氧化剂发到。

 

去长春火车票查询 http://huoche.lvren.cn/

 

汽车：

长春市的高速公路建设发展迅速，目前，已经开通了长春——四平、长春——吉林、长春——营

城子、长春——扶余高速公路。

长春市内交通

在长春乘公交车

长春市区交通十分便利。市区公交车网发达，截止2007年5月，包括国有公共汽车线路、小公共汽

车、专线小公共汽车和交线公共汽车共计近300条公交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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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春坐出租车

长春的出租车行业高度发达，出租汽车总量、人均出租车占有量以及出租车行业对经济贡献率均

居于全国前列，其中人均出租车占有量居全国第一位。长春的出租车司机热情好客，服务态度热

诚，长春“的哥的姐”全国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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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翠花上酸菜——东北饮食

长春美食以东北菜为主，比较有特色的是大兴安岭的各种山珍野味。

 

精品菜：

长白山珍宴、翡翠人参茅台鸡、烧鹿尾等，价位很高大概在400元左右。

推荐地：

北国之春大酒店（人民大街重庆路）、名门大酒店（人民大街自由大路）、喜福德大饭店（人民

大街南环路）。 

家常菜：

酱骨头、汆白肉、雪衣豆沙等，价位在20元左右。

推荐地：

王记酱骨头（文化广场）、东方饺子王（人民大街南湖大路）、南湖大路美食街（人民大街）。

 

特色小吃：

打糕、朝鲜冷面等，价格比较便宜。

推荐地：

桂林路、重庆路、红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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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这旮旯有特产

 1. 吉林人参  

  关东三宝之一。为多年生草本植物,素有“百草之王”美称。吉林人参以品质上乘、产量大而被

誉为中国人参的正宗。长白山的野山参，是人参中的最名贵者。园参因产地不同而分为集安路和

抚松路两种。集安路参为园参中的精品。   

 

2. 吉林鹿茸  

  关东三宝之一。主产于长白山区，取自梅花鹿新生的没有长成硬骨时的嫩角。因其营养丰富，

药效显著。   

 

3. 吉林紫貂皮  

  东三宝之一。为紫貂的珍贵毛皮。以其制作裘皮高档服装，轻巧灵便，美观高雅。具有“见风

愈暖，落雪则融，遇水濡”的高度御寒保暖性能。 吉林大豆 产于松辽平原，以敦化市黄泥河一带

所产小粒大豆（白山一号）质量最佳，蛋白质消化率达90％以上。   

 

4. 长春老茂生糖果  

  长春市老茂生食品厂生产的系列糖果，以香甜可口、营养丰富、老少皆宜的特点而饮誉海内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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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长春木雕 

我国古老民间工艺之一，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春木雕是利用长白山根木，进行手工雕刻

吉祥物、古今人物、神话人物等，造型美观，技艺高超，图案细致，形象生动，内容丰富多彩。

     

6. 胡记真不同酱菜  

1946年独创，选料精，加工细、配方绝。   

 

7 .长春市鼎丰真糕点 

已有60余年历史，风味独特，驰名各地。其中最奇特的有：萨其玛满族传统食品，特点是：外形

美观、色泽鲜艳、酥松绵软、有蛋香味。还有传统油炸点心冰蓼花，其特点是：内部起发均匀，

甜脆可口易融。 

 

8.德惠草编 

已有近百年的历史，除去人们常见的麦草，高梁杆皮编织品外，现以玉米皮制品为主，编制提篮

、首饰盒、果盒、面包盘、座垫、茶垫、拖鞋、草制地毯等。其特点是柔软富有韧性、轻便、不

                                               27 / 30



�������

长春：关东雪国
传热。有的具有天然色泽，有的可以人工染色，美观而实用。草编原料品种大致可以分为草、柳

、苇、藤四大类。德惠草编现已远销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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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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