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北京滑雪2011

                                                 1 / 91



�������

北京滑雪2011
　

北京滑雪2011
　

北京，滑雪，冬景，南山滑雪，怀北滑雪，崇礼滑雪，单板，双板，猫

跳

　

封面 .............................................. 1

一、北京滑雪场里最棒的体验 ............................ 4
1、菜鸟初体验：渔阳滑雪场、怀北滑雪场、莲花山滑雪场 ........ 4

2、单板天堂：南山滑雪场 .............................. 5

3、资深玩家桑拿雪：石京龙滑雪场 ........................ 5

4、夜场不停歇：万龙八易滑雪场、军都山雪场 ................ 5

5、小资玩法：军都山滑雪场 ............................ 6

二、目标雪场详述 .................................... 7
1、目标雪场之一：南山雪场 ............................ 7

2、目标雪场之二：军都山雪场 .......................... 14

3、目标雪场之三：石京龙雪场 .......................... 33

4、目标雪场之四：渔阳滑雪场 .......................... 38

5、目标雪场之五：怀北雪场 ........................... 42

6、目标雪场之六：莲花山雪场  .......................... 49

7、目标雪场之七：万龙滑雪场 .......................... 51

8、目标雪场之八：多乐美地雪场 ........................ 57

9、目标雪场之九：乔波室内滑雪馆 ....................... 61

10、目标雪场之十：万龙八易滑雪场 ...................... 66

11、目标雪场之北京周边：云居、云佛山、八达岭、龙凤山、雪世

界滑雪场 ......................................... 70

三、旅人网特别提示 ................................. 80

                                                 2 / 91



�������

北京滑雪2011
1、滑雪手续办理流程 ................................ 80

2、滑雪安全须知 ................................... 81

3、滑雪装备小议 ................................... 81

4、滑雪行为准则之十大要点 ........................... 86

四、旅人装备推荐 ................................... 87
1、Women’s Carmel Vest .............................. 87

2、Men’s Puffpack Down Jacket .......................... 88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 90

封底 ............................................. 91

                                                 3 / 91



�������

北京滑雪2011
  

一、北京滑雪场里最棒的体验

经历了从春困到秋乏的等待，转眼间秋深至冬，终于盼来了2010/2011新雪季，北京及周边十几个

雪场即将陆续开业，白色鸦片的诱惑之下，你心动了没有？今年的雪场和去年比起来，既有久经

考验的老牌值得信赖，又有后来居上的新贵等你检验。无论你是发烧友、爱好者，或是对滑雪运

动正蠢蠢欲动的IN人，只要你人在北京，或者冬天会来到北京，就跟我们一起来吧，走出都市的

喧闹，投入山间的白色世界，享受滑雪这项集速度与高度的刺激于一身的时尚户外运动。

   

1、菜鸟初体验：渔阳滑雪场、怀北滑雪场、莲花山滑雪场

 (图片由网友 @幽魂小钱 提供)

渔阳、怀北、莲花山三个雪场都是极为适合初中级菜鸟滑雪爱好者的地方。“吃在渔阳”：渔阳

滑雪场的“大旺生态园”还是有点特色的，可以同时接纳1500余位客人同时就餐，二楼还有包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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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点餐，也有自助餐（50-80元）。另外，还有在户外的露天小吃台。天气好的时候不妨在这

里晒晒太阳，看看雪道上的趣事。如果你带外地朋友去体验滑雪，最特别的莫过于怀北滑雪场的

烽火台。怀北滑雪场位于怀柔区城北 18 公里，雁栖湖北行 5 公里的九谷口自然风景区内，河防口

长城的夹扁楼烽火台是怀北滑雪场独具一格的景观。怀北滑雪场地处位置群山巍峨，气势磅礴，

四周明代修筑的长城依山而建，环绕在雪场四周，在雪场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看到雪场四周的古

长城烽火台，南侧山峰上的“夹扁楼”烽火台，是万里长城中独具一格的景观，只有在北京怀北

国际滑雪场才能看到这一建筑奇迹。

   

2、单板天堂：南山滑雪场

南山滑雪场是北京辖区内人气最旺的雪场，也是最时尚的雪场，是单板滑雪爱好者的乐园，最近

两年还成了“猫跳”玩家、公园滑雪板玩家的聚集地。一年一度的雪季末光猪大赛，加上各类花

哨的比赛和节日活动，口碑良好的雪况，绝对是个冬季好去处。

   

3、资深玩家桑拿雪：石京龙滑雪场

作为北京最有代表性的老牌雪场，石京龙在滑雪爱好者中有着不错口碑，是滑雪爱好者提高阶段

的聚集地。2002年起推出的雪桑拿，在国内雪场可算独一无二，冬阳高照，在开阔壮美，一望无

垠的雪野中脚踏雪板，从银装素裹的高山上风驰电掣呼啸而下，然后身着泳衣进入雪地温泉池内

泡一泡，那种感受用语言是无法表达的。

   

4、夜场不停歇：万龙八易滑雪场、军都山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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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雪场都开设夜场，但是往往因为交通不便或者安全因素而不适合夜间游玩。不过万龙八

易滑雪场开设夜场的时间为晚上6点至12点，含评价还不错的自助晚餐，是南边、西边雪友在下班

后的过雪瘾好去处。此外，军都山也是不错的选择。

   

5、小资玩法：军都山滑雪场

在军都山雪场可以摘了雪板坐着缆车上去，到白羊座咖啡厅里喝着咖啡看雪道和道上高手。是滑

雪之余享受小资式午餐的好去处，调调很足，价格基本与市区的咖啡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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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标雪场详述

   

1、目标雪场之一：南山雪场

(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北京最“全科”的滑雪场

1．    雪场简介

南山滑雪场是北京辖区内人气最旺的雪场，也是最时尚的雪场，是单板滑雪爱好者的乐园，最近

两年还成了“猫跳”玩家、公园滑雪板玩家的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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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雪季末光猪大赛，加上各类花哨的比赛和节日活动，口碑良好的雪况，绝对是个冬季

好去处。

简单介绍一下，南山滑雪度假村位于北京密云区河南寨镇圣水头，现有高、中、初级、练习雪道1

8条， 南山－麦罗单板公园内有4个跳台、单板墙、6个铁杆以及 U

型槽等设施，开辟了“猫跳”（Mogul专用道、波浪（Waves

Slope）练习道和儿童雪地摩托专用道，以及国内首座六人制雪地足球场。

2．    总体评价

1）优缺点分析

正因为南山太好玩，去的人自然也多，特别是周末的南山，价格比大多数雪场要贵不说，基本是

排队会占据太多最多时间，所以建议如果能安排开时间，就在非周末去南山享乐吧。非周末去南

山还有一大好处是价格比周末要便宜不少。

2）雪道

中级“猫跳道”拓宽延长，还单独配置大托牵一条；后山高级道弯道至缆车中间站的260米缓坡段

，已改造为“小波浪”雪道，并在末端增加了一座中型跳台，西中级道中段也设置了同样数量的

“小波浪”；双板初级教学区中心线路新建自动循环的新型“魔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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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普罗米修斯 提供)

3）雪具

南山开业年头长，雪板雪鞋旧是多年的问题了，经过最近二三年的更新，加上新近南山进口各式

新款滑雪板及固定器1000套，还添置了300双曲张指数60的NODICA四扣双板雪靴，估计雪具“成

色”会改善不少。

4）服务

在服务水平及态度方面，南山因其多年的经验，雪质即使在人多到超限的程度时仍能保持良好，

但可能是因为生意太好了，服务态度普通，颇有点卖方市场的感觉。 

 (图片由网友 @幽魂小钱 提供)

5）吃在南山

上个雪季，南山有四个风格不同的餐厅可供就餐休息：苔露丝餐吧和以自助西餐为主的西餐厅，

环境不错，价格在人均60－100元；大花堂东北农家菜和露天烧烤店，就餐人多时比较“噪”，丰

检由人。新雪季南山在散客厅东南角新建了400平方米的阿尔卑斯山地风格的室内咖啡厅及雪地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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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露台，配备露天躺椅，供应各种热饮和西式糕点及外卖，价格不详。还有户外爱好者带着炉头

餐具加食物，自助“料理”，也是个办法是道风景。 

 (图片由网友 @干脆面你怎么了 提供)

6）住在南山

南山还有几栋北欧风格的雪地别墅，可供住宿。一种小一些的是阿尔卑斯风格的雪顿木屋 ，24间

标准间全部配备光电壁炉，既温馨又浪漫。价格是平日380元/间/夜；周末380元/间/夜；节假日580

元/间/夜。

如果是团队，可以选择挪威别墅 :每栋别墅配备6间卧室，带有客厅、老虎窗、壁炉、厨房，为家

庭滑雪度假提供舒适的居所。价格是3880元/每栋/每晚；圣诞节，元旦，春节长假4880元/每栋/每

晚； (每栋6间卧室，可住12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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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普罗米修斯 提供)

3．    交通指南

自驾车线路：从市区上京承高速到密云出口（高速费30元），下高速后往密云方向走，看到第一

个红绿灯右转，再看到红绿灯右转，之后就可看到南山路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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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场班车：南山滑雪场会在每个雪季开通滑雪直通巴士。上个雪季的情况是周一至周日天天发车

，全程高速，往返30元，50分钟内即可到达南山滑雪场。发车时 间和地点：早上8：30，三元桥时

间国际写字楼下（永和豆浆）门口停车场；下午17：30从雪场停车场准时返回。需要注意的是，

搭乘巴士需要提前一天预 定，周末甚至可能没有位置，咨询及班车预定电话：010-89091909。

4．    11-12雪季价格

南山滑雪场的门票是20元，如果你只想感受一下雪场气氛，就只要买张门票，当然这种可能性不

大吧？ 而如果你提前购买或者预约了雪票，则通常是包含门票的，别买重了。

雪票、雪具、教练等消费价格分别是：（价格来自雪场官网，如有变动以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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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标雪场之二：军都山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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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普罗米修斯 提供)

1.    雪场简介

北京军都山滑雪场位于昌平区崔村镇真顺村588号，距离市区仅30 余公里。

雪道总长度达到4000 余米，两条近1000米的具有20种不同坡度变化的中级道，高级道相对落差247

米，长度1200米，最大坡度40%。

虽然因为距市区近而温度较高、雪季相对较短，但不得不说军都山的雪质还是不错的，雪道维护

也很到位，不穿雪鞋的人是绝对不允许进入雪道。

2.    总体评价

1）优缺点分析

军都山滑雪场有几大优点：

一是服务水平高，服务意识强，办理手续的流程顺畅有序，雪道上的安全防范和秩序维持都做到

了各雪场中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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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夜场很有吸引力。军都山雪场夜场是5点到晚上10点，雪质不比白天差，超大功率的专业照明

系统保证了夜场的视线，夜场雪票包含自助晚餐，十分适合家住北边或者在北边上班的雪友，下

了班后去过过雪瘾；

三是硬件设施好，办理手续的流程相对规范便捷，雪具大厅什么时候都能保持井然有序，雪具用

品都比较新，据称有3100套进口滑雪器材。

军都山的缺点是价格比其他雪场要贵一些，个人办理次卡或者跟团队相对比较合适。

2）雪道、雪具、服务

但这儿的服务与设施、初级与中级雪道都很合适初学滑雪者，无论是入门还是进阶练习，都有适

合的坡度。对于中级雪友来说，从山顶直插而下，倾斜坡度局部达到40度的军都山的高级道，从

开设那天起就是心中的目标“高点”，以又陡又窄而著称，现在更是在上半小段做成了“猫跳”

练习区，如果你是新雪友，又想上这儿的高级道开开眼界，有一个办法：摘了雪板坐着缆车上去

，到白羊座咖啡厅里喝着咖啡看雪道和道上高手。 

(图片由网友 @干脆面你怎么了 提供)

3）吃在军都山

军都山的餐厅在雪具大厅南侧，有自助餐和点餐2种用餐方式可供选择，人均约40－50元；雪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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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里还有个咖啡厅和VIP休息区，视野和阳光都不错，可以喝喝茶聊聊天看看雪道上乐呵着的人

们；高级道起点的山顶上还有个“白羊座”咖啡厅，是滑雪之余享受小资式午餐的好去处，调调

很足，价格基本与市区的咖啡厅一样。

4）住在军都山

雪场的硬件设施到位，附属住宿、餐饮设施齐全。在半山腰有4幢俄罗斯木屋别墅，能够满足一些

滑雪者的住宿需求，这些俄式别墅设计美观，内部设施齐全。

3.    11-12雪季价格：

（价格来自雪场官网，如有变动以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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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时

 间

平

 日

周

 末

元旦、春节期间 备

    

注

  

滑雪费用

  

2小时

  

100元/人

  

150元/人

  

160元/人

  

含租用一套滑雪器材及使用缆车、拖牵和雪

道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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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滑雪计时以2小时起，不足2小时按2

小时计算

（2）滑雪计时以小时为基本结算单位，超时15

  

3小时

  

120元/人

  

180元/人

  

20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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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按1小时计算，超时不足15分钟按1元/

分钟收费

（3）办理租赁手续时需交纳30元储值卡押金

  

4小时

  

140元/人

  

200元/人

  

240元/人

                                               20 / 91



�������

北京滑雪2011
  

5小时

  

160元/人

  

240元人

  

28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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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时

  

180元/人

  

280元/人

  

32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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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时

  

200元/人

  

320元/人

  

36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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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时

  

220元/人

  

360元/人

  

39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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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场

  

80元/人

  

80元/人

  

8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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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

    

20元/人

  

20元/人

  

3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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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带雪具

  

按当日门市滑雪费用的60％结算        

  

办理租赁手续时需交纳30元储值卡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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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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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服

  

30元/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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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圈

  

100元/小时/个

  

赠时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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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具养护

  

100-200元/套

  

修补板底、磨刃、打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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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衣柜

  

10元/个

  

4.    交通指南

自驾车：八达岭高速到昌平西关环岛口下高速，交费15元，向东约5公里，再向北2公里，约1小时

行程。

公交车：345路(支)或919路德胜门发车到东关环岛换乘小21路到滑雪场。

                                               32 / 91



�������

北京滑雪2011

5.    第一次前往该滑雪场的费用预算（参考）

交通（以自驾为准，往返）    150元

购买帽子、手套    50-200元不等

租用雪服的租金    30元/套

租用柜子    10元/个

吃饭、喝水    30-50元

门票    20元

   

3、目标雪场之三：石京龙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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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普罗米修斯 提供)

石京龙滑雪场2010-11雪季已经开始营业。

1.    雪场简介

作为一个资历很老的雪场，石京龙多年都是资深雪友的聚集地。难易不同的雪道位滑雪爱好者带

来乐趣。不同水平的滑雪爱好者都能在此找寻到滑雪带给人们的乐趣。为满足单板滑雪者的需要

，雪场还建立了单板乐园，您可与世界同步享受单板滑雪的精彩体验。

雪场还拥有吊椅式缆车两条，其中双人吊椅式缆车长 500 米；四人吊椅式缆车长 900

米；大拖牵索道五条，普通拖牵式索道 2 条，每小时输送量达 5000 人次，能及时将滑雪者送到起

点。如果不滑雪，也可乘缆车观光，雪场空气清新、微风和煦，自然美景尽收眼底。

2.    总体评价

1）优缺点分析

作为北京最有代表性的老牌雪场，石京龙在滑雪爱好者中有着不错口碑，是一个滑雪爱好者提高

阶段的聚集地。2002年起推出的雪桑拿。在国内雪场可是独一无二的做法，冬日高照，在开阔壮

美，一望无垠的雪野中脚踏雪板，从银装素裹的高山上风驰电掣呼啸而下，然后身着泳衣进入雪

地温泉池内泡一泡，那种感受用语言是无法表达的。

缺点：石京龙与新雪场相比设施确实显得陈旧，交通方面因为要走八达岭高速到延庆，经常会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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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堵车的情况，加之高速费用是比不小的开销。

2）雪道

目前雪场内设有滑雪道7条（高、中、初三个级别），总长5000多米，其中高级滑雪道长1035米，

垂直落差300米，最大坡度30度，平均坡度为16度，平均宽度达到50米；中级道2条，总长1000余米

，其中东侧中级道最大坡度28度，平均坡度14.6度；初级道总长3000余米，平均坡度10度左右。有

吊椅式缆车两条，其中双人吊椅式缆车长 500 米；四人吊椅式缆车长 900

米；大拖牵索道五条，普通拖牵式索道 2 条。

3）吃在石京龙

雪场入口进来后的左侧有个东北家常菜餐厅。有一个两层楼餐厅，一层可以点菜也可以提供自助

式套餐，最里侧还有一个茶室，二层的几个包间比较适合团队包桌。还有一座法式咖啡屋建在中

级道与初级道的交汇处，有很好的阳光露台和地道的西餐，在没有风有阳光的日子到到此享受美

食、恢复体力。

4）住在石京龙

石京龙雪场有一家温泉酒店，天然温泉水采自冠帽山下1800米地热温泉，温泉温度为38-45摄氏度

左右，如果打算在此滑雪两天以上，可选择温泉来消解除滑雪的疲劳。

3.    11-12雪季价格参考

（价格来自雪场官网，如有变动以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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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指南

公交车：德胜门乘919路到延庆南菜园转乘920路到滑雪场站下车，东行500米。

自驾车：从北京市区上八达岭高速到延庆县城，高速交费70元，经110国道龙庆峡路段到黄柏寺处

，西行一公里即可到达石京龙雪场，全程130公里。也可在昌平环岛直接走110国道。雪场交通图

如下： 

5.    第一次前往该滑雪场的费用预算（参考）

交通（以自驾为准，往返）    200元

购买帽子、手套    50-200元不等

租用柜子    10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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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喝水    30-50元

   

4、目标雪场之四：渔阳滑雪场

(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1.    雪场简介

渔阳滑雪场位于平谷区，建有高、中、初级雪道9条，初级一道、初级二道、中级一道、中级二道

、高级道、中级三道、单板公园、雪圈道、摩托车道。安装有四人座滑雪缆车1条，大小地面拖牵

缆车12条。

总体上看，这儿的雪道比较适合初中级水平滑雪者，平日及周末、节假日的价格均相对较优惠，

很有市场竞争力。

2.    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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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缺点分析

这儿的高级道独享缆车但必须持有雪场考评出具的高级滑雪者证，这是北京唯一坚持这项安全工

作的雪场，同时也保证了高级道上人不太多，安全系数相对高，值得表扬。而这儿的雪质普通，

个人体验感觉高级道上雪层造得不够厚，容易出现小石子，心疼自己雪板的雪友要考虑这一点。

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有所改观。

渔阳滑雪场的服务质量及教学水平均没有什么突出特点，也没有明显的不足，渔阳滑雪场算是北

京比较新的滑雪场，因此雪场的设备与雪具都比较新，吸取了很多滑雪场的经验，办理滑雪手续

流程也相对顺畅。美食是渔阳的一大特点，大家去渔阳的时候一样要尝试下。 

(图片由网友 @普罗米修斯 提供)

2）吃在渔阳

作为一个有酒店背景的雪场，渔阳滑雪场的“大旺生态园”还是有点特色的，里可以同时接纳150

0余位客人同时就餐，二楼还有包间，可以点餐，也有48元/位的自助餐。另外，还有在户外的露

天小吃台。天气好的时候在这里晒晒太阳，看看雪道上的趣事。

3）住在渔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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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酒店�渔阳国际会议中心是一家涉外四星级酒店。除了渔阳酒店，在渔阳滑雪场大厅二层也

有11个标准间和8个休息室。标间的费用是580元/天。休息室价格是150元/小时，2小时起租。

据说，从天津、石家庄过来的雪友通常选择周末两天滑雪，即可在此住上一晚，好好休息。

在大厅的二层，除了住宿，就是VIP区了。额外支付，可以到享受这里的服务。比如看看风景，

享受高档的ATOMIC雪具，电子衣柜等，适合商务性滑雪团队和不差钱的雪友。

3.    11-12雪季价格参考

（价格来自雪场官网，如有变动以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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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指南

公交车：这儿没有公交车可到达，但有雪场班车可以预订，目前雪场网站尚未开放，目前尚不知

新雪季的班车如何安排、预订，可等网站开放后查询。

自驾车：距北京市区约60公里，交通比较便利，可选择从机场高速转京平高速。

具体路线如下图： 

5.    第一次前往该滑雪场的费用预算（参考）

交通（以自驾为准，往返）    150元

购买帽子、手套    50-200元不等

租用雪服的租金    30元/套

吃饭、喝水    30-50元

   

5、目标雪场之五：怀北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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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干脆面你怎么了 提供)

1.    雪场简介

怀北滑雪场位于怀柔区城北 18 公里，雁栖湖北行 5

公里的九谷口自然风景区内，慕田峪长城的夹扁楼烽火台是怀北滑雪场独具一格的景观。

去怀北滑雪，无论是时间、路程、价格到雪道和服务，都是比较适中的，离怀柔县城也不远，住

宿方便，适合初、中级的滑雪爱好者进行滑雪体验游。

2.    总体评价

1）优缺点分析:

怀北滑雪场地处位置群山巍峨，气势磅礴，四周明代修筑的长城依山而建，环绕在雪场四周，在

雪场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看到雪场四周的古长城烽火台，南侧山峰上的“夹扁楼”烽火台，是万

里长城中独具一格的景观，只有在北京怀北国际滑雪场才能看到这一建筑奇迹。

 缺点: 长方形雪具大厅显得比较冷清，没有什么特点，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应当扩建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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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干脆面你怎么了 提供)

2）雪道

怀北拥有高中初级雪道总长达3800 米，由1条高级道、2条中级道和4条初级道组成。

其中中高级道长度超过700米，落差达到238 米，顶端的高级猫跳道是人工铺设的，如果你

不是Mogul高手，建议还是在缆车中间站下车，避免在雪包阵中丢盔弃甲的尴尬。

高级道底下连着一条蜿蜒曲折的中级道，雪道宽度比较窄，对中级滑雪者来说也颇有挑战，是滑

雪水平进阶的好地方。

怀北的初级道上建有魔毯，适合运载初学者到正面的初级雪道起点。还有一条2人缆车也是给初级

道使用的，为北京周边仅有的有缆车的初级道。

上个雪季怀北还在后山开辟了一条新的高级雪道，但是由于奥运期间不给批炸药，没能为之架设

缆车，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期待10-11雪季能开放这条新的黑道，吸引更多的发烧友前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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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普罗米修斯 提供)

3）雪具

怀北的租赁雪具以比较老式的大头板、直板和旅游式滑雪鞋为主，去得晚的可能就只能用老掉牙

的直板了。不过这两年新增了VIP专区，提供HEAD的新雪板和四扣竞技雪鞋，看来想要用更新更

好的雪具，你就只能多花点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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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幽魂小钱 提供)

4）吃住在怀北

雪场的综合楼集雪具店、餐厅和客房（雪景别墅）等多项娱乐设施于一体，为滑雪者提供优质便

捷的服务。中西式快餐可容纳 500 人同时就餐，餐厅提供团队餐和点菜，还有露天木座椅区域供

应韩式石锅饭，烧烤和麻辣香锅等，人均消费在30-50元。

3.    11-12雪季价格参考

（价格来自雪场官网，如有变动以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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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交通指南

公车线路：北京怀北国际滑雪场距北京６７公里，在东直门乘９３６支线公交车直达滑雪场。公

交车运营时间东直门首班6:30、末班19:00。 

自驾线路：

1）从市区上京承高速至14号出口下高速，经开放路环岛3号出口向丰宁，雁栖湖方向行驶。

2）京承高速至15号出口下高速，沿雁栖开发区向丰宁、雁栖湖方向行驶

3）从三元桥或四元桥上京顺路京密路，到开放环岛向雁栖湖方向行驶。

5.    第一次前往该滑雪场的费用预算（参考）

交通（以自驾为准，往返）    150元

购买帽子、手套    50-200元不等

租用柜子    10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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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金（雪具、雪服、柜子等）    300元

吃饭、喝水    30-50元

门票    20元

   

6、目标雪场之六：莲花山雪场 

(图片由网友 @干脆面你怎么了 提供)

1.    雪场简介

  莲花山滑雪场位于顺义区的张镇，从枯柳树环岛沿着顺平路一直向东就能到达，也可以在东直

门长途汽车站乘坐918路车直达雪场，交通比较便利，很适合作为滑雪入门的雪场。

2.    总体评价

1）优缺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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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山的规模在北京周边属于中等，共有初、中、高级雪道共7条，高山四人吊椅索道一条，拖牵

索道5条，另辟有雪圈道和雪地摩托道。莲花山的高级道长约500米，平均坡度25度左右，对中级

水平的滑雪者来说颇有挑战。配有专用的四人缆车，由于和初学者分开，绝大多数时间不用排队

，但是缆车速度不快。雪道不是很宽，在中间的缓坡上看不见底下陡坡上的情况，所以需要控制

速度。

2）雪具

前年引进的一批Atomic新大头板，四扣竞技雪鞋，其余是半新的沃克等品牌的大头板和竞技雪鞋

、旅游式雪鞋，比起别的雪场，莲花山的雪具还算是有优势的。

3）吃在莲花山

这里的绿色餐厅是一个像温室大棚的餐厅，外面白雪皑皑，里面却是另一番热带景色，餐厅供应

大碗面20元，汉堡包25元，套餐38元，雪友们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口味进行选择。

4）住在莲花山

滑雪场一角的木屋别墅，可惜还没有开放。如果想住宿的，可选择周围不远的安利隆生态农业旅

游山庄。由于雪场规模不大，而且目前还没有住宿服务，比较适合一日活动。

3.    11-12雪季价格参考

（价格来自雪场官网，如有变动以实际为准。） 

4.    交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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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从东直门乘坐918路公共汽车在良山站下车，走上几百米也可到达。 

自驾车：从三元桥上京顺路到枯柳树环岛右转，到顺平路穿过顺义向张镇行驶，直到看见莲花山

雪场的路标，右转即可到达。如果走东六环或者北六环走到南法信路口后向东，沿着顺平路约30

公里处即到。这里的停车位还是很充足的，停车费是每小型辆车5元一天。

5.    第一次前往该滑雪场的费用预算（参考）

交通（以自驾为准，往返）    150元

购买帽子、手套    50-200元不等

租用柜子    10元/个

吃饭、喝水    30-50元

   

7、目标雪场之七：万龙滑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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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雪场简介

位于张家口崇礼县的万龙滑雪场，一直是北京发烧级雪友的心之向往地。

(图片由网友 @普罗米修斯 提供)

2.    总体评价

1）优缺点分析

万龙的最大优点是拥有初、中、高级共十几条雪道，今年又将新开设6条雪道，雪厚雪质好，且长

度都是北京周边雪场无法比拟的，就算在亚洲也算得上前几位的雪场。

第二大优点是地处河北崇礼，气温比北京要低不少，开业时间比北京周边雪场大约要早一个月左

右的时间，雪季长降雪多，还有林间野雪可以玩，特别是今年夏天雪场将林间雪道的石头、树桩

都处理掉了，新雪季的野雪道将更安全也更有玩头。上个雪季11月5日开业，成为亚洲最早开业的

雪场，而本雪季将在本周末（11月7日）开业，目前正在加紧造雪，期待呀期待。

第三大优点是万龙滑雪学校网罗了郝世花、迟源、宋志勇、李春雨（单板）等国内最为知名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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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级滑雪教练，还会在雪季中请来国外专业教练来进行专项教学，比如教猫跳，让不少雪友从中

受益提高。

从雪场的设施配套及服务水平来说，整个滑雪流程比较简单，雪具品质中上且年年新增高档雪具

，滑雪及吃住行价格偏高，雪具大厅、二层餐厅均不错，在2009年12月份开业的6条新雪道也配备

了一条新缆车，服务意识和水平年年在改进。

缺点：当然是费用问题，从北京到万龙有250公里左右的路程，去回一趟通常需要至少2天，在费

用和时间上远高于北京周边雪场，有效滑雪时间和滑雪质量同高，对于有时间且能承受一个周末

花销在1000元以上的雪友来说还是很值得一去的。

值得提醒的是，万龙跟北京周边雪场在价格上的不同是，有自带板和租板价格的区别，如果你有

自己的全套雪具，则能省下不少银两。

2）吃在万龙

在万龙雪场内中餐可以选择在雪具大厅二层的餐厅，环境很好，可以边吃边隔窗看到雪道上的风

景，口味比较多样，总体上还不错。如果想节省时间更多地滑行在雪道上，也可以选择在山顶木

屋吃简餐，有饺子、炒饭等。

而在一天滑雪之后，如果住在双龙酒店，晚餐可以在双龙餐厅解决，有点菜式的餐厅，也有火锅

餐厅；住在农家院就在住的地方吃吧。此外，崇礼县城里有很多好吃的馆子，无论是铁锅焖面还

是口外涮羊肉，都很美味。

总体上，去万龙滑雪，吃的方面消费不高，每餐的人均消费在30-50元。

3）住在万龙

万龙有自己的高档酒店--双龙酒店，就在雪道下面，很方便也很腐败。如果考虑住得实惠一些，

崇礼县城里最近几年建了不少宾馆，价格在200-500元/标间不等，去年开业了两家专门针对滑雪爱

好者的宾馆，叫爱雪、容城，可供选择。如果想更省钱一点，可以选择住在距雪场很近的黄土嘴

村，这儿一到雪季家家都开农家院，吃住一条龙式地为雪友服务，实惠又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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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滑雪价格

 1）身高1.40米以下—1.20米以上的儿童享受滑雪五折优惠；身高1.20米以下(含1.20米)享受索道

免费，雪具租赁五折优惠。

 2）70岁以上老人（含70岁）滑雪享受索道免费优惠。

备注：享受免费索道票优惠的需单独购买保险，保险费10元，收银窗口办理。

3.11-12年滑雪价格（官网数据以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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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指南

公共交通方式：可选择到北郊长途汽车站坐北京至崇礼县的班车，去年价格在80元左右，然后打

的士到雪场（约12公里）。或者坐火车或长途汽车到张家口，再包车前往雪场。

万龙雪场还开设了北京班车，具体情况如下：3人以上统一价格为 100元/人/单程，包金杯车为600

元/单程，包金龙为2600元/单程。可电话咨询发车时间及地点，并预定，联系方式为010-52219966

（北京），0313-4613872（雪场）。

自驾车：是前往万龙的主要方式之一。从市区上八达岭高速接京张高速接丹拉高速，张家口市出

口下，单程收取高速费７５元。

张家口到崇礼县城再到雪场的几十公里不是高速但路况也不错，需要注意的是雪后可能路面有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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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慢行。

在路面没冰、天气正常、交通不堵的情况下全程用时通常在３－４个小时。

5.    第一次前往该滑雪场的费用预算（参考）

交通（以自驾为准，往返）    450元

购买帽子、手套    50-200元不等

租用雪服的租金    30元/套

租用柜子    10元/个（小柜子）

吃饭、喝水    30-50元

   

8、目标雪场之八：多乐美地雪场

(图片由网友 @幽魂小钱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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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雪场简介

多乐美地国际滑雪学校由原意大利国家队的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练和中国具有丰富教学的专业滑

雪教练组成，教学水平还是不错的。多乐美地供租用的雪具质量也不错，特别是雪板比其他雪场

的出租板要短一些，初次来此的雪友可能得适应一下。

一期综合服务楼全部采用“滑雪中心自动监控系统”，包括雪具大厅、特色餐厅等。这儿的餐饮

同样有着意大利特色，地道的披萨和意大利面是值得推荐的，同时也提供中式菜品。

特别推荐这儿的国内滑雪场首部高速防风箱式缆车，以每秒 5 米 的速度运行，可供6 人同时乘座

缆车，保暖防风且速度超快，有效滑雪时间大大增加。两条高速拖牵的长度分别是600米和800米

，每秒2米-3.5米，运力900人/小时。

2.    总体评价

1）优缺点分析

总体来看，多乐美地与万龙滑雪场同处于张家口崇礼县，拥有同样的天然小气候条件，降雪量比

东北雪场还多，雪季时间长，也有非确定消息说本周末可能开始试营业喔，一样的期待。多乐美

地的缆车设施是极大优势(意大利进口的高速防风缆车，速度那叫一个快)，其雪道数量不如万龙

多，意大利设计师将雪道依山势变化而建，好几条雪道都是左右两侧高低不同，很有特点，增加

了不少滑行乐趣。雪道两侧的白桦林让整个雪场显得更加美丽。

从上个雪季的情况看，不足是造雪量不足，林间小石头被风吹到雪道上没能及时清理掉，比较伤

雪板。09-10雪季多乐美地新购进了12台造雪机和一台压雪机，现造雪机总量达18台，压雪机共2

台，新建造了蓄水池和造雪井，看来新雪季不必再为多乐美地的造雪能力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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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普罗米修斯 提供)

2）雪道

多乐美地建成的8条雪道以意大利著名城市命名：米兰道是长1800米的中级道，宽60米，平均坡度

21%；博洛尼亚道是2000米长的中级道，85米宽，平均坡度21%；佛罗伦萨道是980米长的高级道

、宽35米，平均坡度27%，局部达到42%；那不勒斯道长达1150米，平均宽度30米，难度近乎高级

道；都灵道是840米的中级道，平均宽度28米；帕尔玛道是长960米的中级道，平均宽度32米；比

萨道是为自由式滑雪准备的，长480米单板及new school

ski花样道；罗马道是450米长的初级道，设有两条进口魔毯。

09-10雪季开放全部雪道，树林公园也在紧张建设中，已于09年 12月开放。

3）雪具及餐厅

新雪季，多乐美地还有些配套设施上的小变化： 将雪具大厅2层原来的休息厅和自带板更衣柜全

部改为快餐区，新增加了中式套餐和快餐小吃，室外餐区除了原有的羊肉串和关东煮、麻辣烫外

，还新增了迷你涮涮锅。 一层大厅好进行了改造，在原出口电动门位置扩建出约500平米，设为

自带板更衣区，原进门处的财务窗口在原3个的基础上增加为8个。

3.    11-12雪季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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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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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一次前往该滑雪场的费用预算参考

交通（以自驾为准，往返）    450元+150元高速费

购买帽子、手套    50-200元不等

吃饭、喝水    30-50元

   

9、目标雪场之九：乔波室内滑雪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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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营业时间： 全年

1.    雪场简介

乔波室内滑雪馆位于顺义顺安路6号，2005年夏天开业，是中国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室内滑雪馆。

乔波总共只有两条雪道，初级道长200米，宽40米，平均坡度8%，引进了国际先进拖引设备“魔

毯”，使初级滑雪爱好者在保证安全、便捷的情况下，充分体验滑雪的魅力。

中高级道长300米，宽40米，平均坡度17%，使用拖牵伸缩杆式索道登上滑雪场的至高点。初级道

和中高级道完全分开，避免了不同水平的滑雪者互相影响的情况。

初级雪道和中高级雪道的底部坡度宽度完全相同，中高级雪道最开始的100米坡度可达25度左右，

今年新增的Mogul道，单双板freestyle公园增加了雪道的多样性。

很显然，这样的规模和任何一个室外滑雪场相比都不值一提，但是请不要忘了，每年的户外雪季

只是短短的3-5个月，只有在乔波，不论室外的温度是零下15度还是零上40度，室内积雪仍将超过

半米厚，环境温度则始终维持在零下三度左右，压雪车经常维护雪道，雪质也保持得不错，几乎

可以和室外雪场相媲美，从而使滑雪爱好者一年四季都可以享受滑雪带来的快乐。

2.    总体评价

1）优缺点分析

一年四季皆可享受滑雪的乐趣，但是因为是室内滑雪场，雪道只有2条，不能在雪道上飞驰，而且

雪质不能和室外滑雪场比美。价格上相对较贵，但是在炎炎夏日能感受滑雪带来的乐趣，贵点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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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值得的。

2）雪具

乔波的硬件设施相当齐全，从大厅的接待到雪服雪具的租赁都非常专业，先进的电子收费系统、

合理的计时方式、优质体贴的全方位服务，让滑雪者享受到更多的人性化关怀。雪板都是比较新

的金鸡大头板，雪鞋也全部采用竞技式雪鞋，给滑雪者比较好的滑雪体验。滑雪馆设有专业的滑

雪运动学校，所有教练都得到国家相关机构的认证，标准化的教学体系以及“学会滑雪只需两课

时”则是学校对保证学员学习质量的郑重承诺。

3）吃住

乔波除了专业的室内滑雪馆外，配套设施也不错，一个四星级的酒店及保龄球、游泳池等康乐设

施，还配有中餐厅、西餐厅、咖啡馆和超市。

酒店价格如下：

房间种类    门市价    加床价格

豪华标间    1088元/间    150元/床

豪华套间    1888元/间     150元/床

3.    10-11雪季价格（来自雪场官网，如有变化以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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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指南

乔波配有往返市区的免费班车。

发车时间是周一至周六早8：00，下午5：40从雪场返回市内；发车地点是城铁立水桥站路东的“

聚元建材家具市场”停车场，(周一早发车周五晚收车到学院桥)。

建议提前电话预约座位，预订电话010-69419999。

自驾车前往可按右图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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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一次前往该滑雪场的费用预算（参考）

交通（以自驾为准，往返）    150元

购买帽子、手套    50-200元不等

吃饭、喝水    30-50元

   

10、目标雪场之十：万龙八易滑雪场

(图片由网友 @幽魂小钱 提供)

1.    雪场简介

这儿的最大优势是近，就在西五环边上，地处六环以里，在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八一射击场里。

而且万龙八易开设夜场的时间为晚上6点至12点，含评价还不错的自助晚餐，是南边、西边雪友在

下班后的过雪瘾好去处。

八易的雪具大厅干净、温暖，与万龙是同一家经营者，在服务和餐饮方面的品质都不错。

2.    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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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缺点分析

万龙八易的东家可是大名鼎鼎的好利来集团，美食自然是雪场的主打特色，28元的自助美食绝对

可以和5星级饭店的自助餐比美。夜场也是万龙八易得一大特点，平时下班后你就可以开车直奔雪

场享受几个小时的滑雪乐趣。缺点：没能形成万龙八易自身的特点，没能形成滑雪爱好者的小阵

营。

1）雪道

万龙八易滑雪场建有二条初级道、三条中级道、一条高级道、一条雪圈道共七条不同级别的雪道

，初、中级道均采用魔毯传送带，高级道采用2条4人缆车传送。

八易的初级道特别适合滑雪初学者进行练习，雪道坡度低雪道平坦且较宽，不会发生滑雪者拥挤

的情况。八易的滑雪教练很敬业，在八易你不会看到教练员站在雪场入口揽客的情况，八易的所

有教练员都分布在雪场的各个地方，他们的责任是在雪场里随时指导滑雪者，在滑雪者摔倒时教

练能够迅速的到达滑雪者旁，进行搀扶帮助，并能及时告诉滑雪者应注意什么事项，怎样掌握正

确的滑雪技巧，教练的服务非常热情。 

(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2）吃在八易

中午在八易用餐可是一大享受，八易的餐厅在雪具大厅的楼上，餐厅面积很大，能同事容纳800人

用餐。餐厅采用自助式，28元的餐费，相比其他雪场暴贵的价格，这真的称得上是北京雪场最低

的餐费价格了。用餐标准可是北京最好的，70多道中西自助菜，可以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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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12雪季价格参考（价格来自雪场官网，如有变化以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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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指南

公共交通：乘坐一号线地铁到八角游乐园站，出来后打车直奔雪场，很近的。

自驾方式：从西三环上莲石路一直向石景山方向行驶，在水屯芦井路出口下莲石，在芦井路口向

南行驶，从莲石路到达万龙八易滑雪场大概需要25分钟。 

5.    第一次前往该滑雪场的费用预算（参考）

交通（以自驾为准，往返）    150元

购买帽子、手套    50-200元不等

租用柜子    10元/个

吃饭、喝水    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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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目标雪场之北京周边：云居、云佛山、八达岭、龙凤山、雪世界滑雪场

除了以上推荐的十家雪场，还有几家雪场一样值得推荐，价格上较有竞争优势且各有特点，也可

成为一般滑雪爱好者的选择，以下简单介绍： 

 (图片由网友 @幽魂小钱 提供)

1.    云居滑雪场

建有高级、中级、初级滑雪道8条，现已开放初、中、高级滑雪道，雪圈道共6条，滑雪道总长500

0米，平均宽度45米，最大落差98米，最大坡度25度。一直说要开一条高级道，可成为这个雪季的

期待。另有消息称，雪季云居滑雪场拟开通免费班车，直达雪场，但具体时间和发车地点未订。

总体上看，云居滑雪场的价格比较便宜，雪道可以满足一般爱好者的滑雪需求，配套服务设施和

硬件设施稍微陈旧，雪场的服务人员服务意识不是很强，雪场距市区路程较远，来回市区要将近3

个小时左右，比较适合丰台、房山、门头沟、大兴的滑雪者。全程往返150公里，高速交费20元。

门市价：平日80元/日，周末100元/日（包含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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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普罗米修斯 提供)

2.    云佛山滑雪场

位于北京市密云县溪翁庄镇，建有长度为1000米的高级道一条，300—700米长的中级道三条，100 

—300米长的初级道四条，600米长的雪地摩托车道、与国外共同开发1.5公里长越野健身滑雪道、

U型单板滑雪道各一条。

如果想住宿，作为隶属云佛山旅游度假村的云佛山滑雪场还是有不错的条件的，可同时接待650人

入住。另外还有康乐中心，多功能会议室10个，比较适合公司团队活动。另外除了选择三星级的

云佛山度假村外，周边也有不少有特色的农家院。如果是几个朋友来此，结束了一天的滑雪，吃

上一锅热腾腾的农家饭，也是种不错的享受。

如果是自驾车，可从京密路到密云县城，向北约15公里处(有指示牌)；

公交车方式则是从东直门坐987路直达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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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年滑雪价格（以实际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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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幽魂小钱 提供)

3.    八达岭滑雪场

建有两条800米长的初级滑道、二条600米的中级滑道、一条800米长120米落差的高级滑道以及一

条2300米堪称北京目前最长的雪地摩托车道和二条300米长的雪上飞蝶道。

这个雪场建在八达岭高速边上，交通便利，但据说雪场常常风大，雪道上雪质偏硬。

官网价格（以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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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南如下： 

4.    龙凤山滑雪场

位于门头沟区永定镇万佛堂村龙凤山，距离门头沟区中心仅5公里。交通指南：乘地铁在苹果园站

下车，有雪场班车免费接送；乘地铁在苹果园站下车，转乘977、931、981路抵达雪场；自驾车可

从二、三、四环上108高速公路，或沿阜石路向西抵达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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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年龙凤山滑雪场的价格（以实际为准）： 

5.    雪世界滑雪场

建有面积为10万平方米的雪道，初级、中级滑道两条，各长500米；为初学者设计了国际标准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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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长380米。

交通

公交路线：德胜门乘345路支线或919路昌平政法大学下车，换乘3路小巴到雪世界滑雪场下车。

自驾车：八达岭高速路13C

出口，前行昌平西关环岛向北直行（110国道）5公里泰陵园路口左转800米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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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旅人网特别提示

   

1、滑雪手续办理流程

  无论到哪个雪场找乐，上雪道之前都有一整套手续要办理的，而各雪场的流程大致相同，在此

简单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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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然是购买门票才能进场，不过如果你是提前预订或购买了雪票，就看一下雪票中是否包含

门票（多数雪场是含门票的）。

进了场之后找到雪具大厅，在指定窗口购买雪票，交纳雪具、雪服等滑雪装备的押金，这在各雪

场有所不同，通常是200-300元。

然后拿着存有押金的卡，到指定窗口分别办理雪具、雪服、柜子等的租用手续，并按需求相应领

取。在此需要提醒的是在领雪板时选择比自己身高少10-15CM的长度的雪板比较适宜，雪杖则以1

70CM个子的雪友使用110CM的长度，雪鞋领取时最好试一下，以偏紧为宜，不合脚则可以去换，

不要怕麻烦，雪鞋太小的话在滑雪过程中容易伤脚，太大则无法有效地将力量传递到雪板上，影

响滑雪乐趣与水平提高。

必须用品全到手后，换上雪服、蹬上雪板，你就可以上雪道啦。不过，如果是个新雪友，建议请

名教练“领进门”，既能保证安全，又能尽快找到雪上感觉，少走弯路。

   

2、滑雪安全须知

“安全第一 快乐滑雪”

  新雪友要根据自己的水平选择适合你的滑雪道，切不可过高估计自己的水平而贸然行事，要循

序渐进，第一次去滑雪最好能请一名滑雪教练。

在雪道滑行中如果重心失控，应迅速降低重心向后坐，不要随意挣扎，顺势侧倒。中途摔倒后，

要尽快脱掉雪板，走到雪道边上，不能停在陡坡下面、雪道中间，并注意从上面滑下来的滑雪者

。

滑行中如果感觉滑雪器材有异常时，应停下来检查。在结伴滑行时，相互间一定要拉开安全距离

，避免与他人相撞。

视力不好的滑雪者，不要戴隐形眼镜滑雪，如果跌倒后隐形眼镜掉落，找回来的可能性几乎不存

在。尽量配戴有边框的由树脂镜片制造的眼镜，在受到撞击后不易碎裂，避免眼睛受伤。

各滑雪场均提醒雪友自行购买滑雪保险，同时配有医务室，受伤可到医务室紧急处理。

   

3、滑雪装备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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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雪器材主要由滑雪板、杖、鞋、滑雪服、滑雪头盔、雪镜等组成。通常滑雪场都会有器材出

租， 滑雪板、杖、鞋通常选择租用，北京周边雪场的雪具租用是不另收费的。

滑雪服、帽子、手套的选择，应以保暖、防风雪、舒适合身、不妨碍行动及尽量减少风的阻力为

原则。专业的滑雪装虽质量精良，但价格昂贵，因此一般只需购买实用的普通防水保暖的衣物即

可。手套的作用是保暖和保护手指不受伤，因此建议手套尽量选面质硬一点的，戴上后能握住雪

杖就行。

眼镜方面，雪地上因阳光反射强烈，必须戴上有色眼镜来保护眼睛，镜架以塑胶制品较为安全。

当然，专业的雪镜是滑雪时对眼睛的最好保护。

其他非必备装备：滑雪头盔、护膝、护脸、防晒霜等。头盔是为了在滑雪过程中摔倒时保护头部

，选择的原则是跟个人的头型配合，大小合适，越轻越好。滑雪是一项膝盖用力较多较大的运动

，因此如果想保护膝盖，护膝也是有一定必要的，选择滑雪用护膝最好能兼具运动保护和保暖两

顶功能。而护脸是为了在低温、风大环境下保护脸部，防晒霜则是滑雪MM的必备，指数以30++

以上为宜。

正确的穿滑雪鞋

图示（内容来自银七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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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滑雪行为准则之十大要点

滑雪行为准则是一组由国际滑雪联合会（FIS:the International Ski Federation)制定并出版的规则，代

表着一个在滑雪者之间安全和礼貌的行为框架，感谢热心的雪友将其中的关键点翻译总结如下：

1、尊重其他滑雪者：要避免会使他人陷入危险境地或可能伤害到他人的行为方式

2、在控制中滑雪：你的滑雪速度和方式要适应你的能力，雪质，地形和天气条件

3、正确的滑行路线：当你从山上滑下，要确保下面的滑雪者的安全

4、超越：在超越其他滑雪者时要保持足够的距离，不要阻挡他人的滑行路线。同样重要的是，速

度较慢的滑雪者要以可以预测的方式滑行，这样，任何需要超越的滑雪者就可以安全的超过

5、出发和穿过雪道：无论任何时候，当你要出发，穿过，或是进入一条雪道；要往山上看以避免

从其他滑雪者面前滑过；然后要看山下以避免撞上其他滑雪者

6、停止：除非绝对必要，要避免停在雪道的中间；如果你必须停下来，通常要停在雪道的边缘，

并且要避免停在雪道的狭窄处或是视线的盲区。如果你摔倒了，要尽快移动到雪道的边缘

7、爬升：当向山上爬升时，通常要走在雪道的边缘。在能见度很差的时候，要完全离开雪道。

8、遵守标志：注意山上的警告标志。一定不要从关闭的雪道滑下，或是进入雪崩危险区。因为各

个滑雪区的雪道标志并不一样，要尽快使你熟悉当地的标识系统

9、发生事故时的协助：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在发生事故的时候提供协助。如果当时并不需要你的帮

助，请及时离开现场；否则，请停下来并做你能做的事。可以在休息站或缆车站找到滑雪巡逻员

，也可以通过山坡上的紧急联络电话联系巡逻员。

10、事故的证明：如果你是事故的目击者，你必须准备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如果后面有法

律上的行动，你可能会被要求提供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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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旅人装备推荐

   

1、Women’s Carmel Vest

改进的The North Face�经典羽绒背心，采用700蓬松度鹅绒填充，抓绒领口衬里可驱除运动摩擦

给下颚带来不适感，可在最严寒的冬季提供温暖保护。

特色：

修身剪裁

可作拉链式可拆卸衬里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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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绒护颚衬里

前中有拉链和门襟按扣

两个插手袋

内置胸袋

带抽绳下摆

价格：1198元/件

   

2、Men’s Puffpack Down Jacket

这款用途广泛、穿着舒适、防水透气的夹克具有多种颜色可选，是风雪天气的首选外套。

体色：

防水、透气、全压胶设计

可调节固定风帽

腋下透气拉链

带翻盖的胸前口袋

带拉链的暖手口袋

外侧有音频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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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雪镜袋

内有隐形口袋

带弹力夹的可脱卸防风雪裙

可连接雪裤穿着的搭扣

可调节下摆

上臂有带盖口袋

袖口处配件袋配有雪镜镜布

可调节的扣环袖口、扣钩

价格：1398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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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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 91

http://d.lvren.cn/feedback/
http://d.lvren.cn/gonglue/lijiang
http://d.lvren.cn/gonglue/emeishan
http://d.lvren.cn/gonglue/hangzhou
http://d.lvren.cn/gonglue/beijing
http://d.lvren.cn/gonglue/xiangganggouwu
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http://d.lvren.cn/gonglue/niboer
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

北京滑雪2011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91 / 91

http://www.tcpdf.org

	封面
	目录
	一、北京滑雪场里最棒的体验
	1、菜鸟初体验：渔阳滑雪场、怀北滑雪场、莲花山滑雪场
	2、单板天堂：南山滑雪场
	3、资深玩家桑拿雪：石京龙滑雪场
	4、夜场不停歇：万龙八易滑雪场、军都山雪场
	5、小资玩法：军都山滑雪场

	二、目标雪场详述
	1、目标雪场之一：南山雪场
	2、目标雪场之二：军都山雪场
	3、目标雪场之三：石京龙雪场
	4、目标雪场之四：渔阳滑雪场
	5、目标雪场之五：怀北雪场
	6、目标雪场之六：莲花山雪场
	7、目标雪场之七：万龙滑雪场
	8、目标雪场之八：多乐美地雪场
	9、目标雪场之九：乔波室内滑雪馆
	10、目标雪场之十：万龙八易滑雪场
	11、目标雪场之北京周边：云居、云佛山、八达岭、龙凤山、雪世界滑雪场

	三、旅人网特别提示
	1、滑雪手续办理流程
	2、滑雪安全须知
	3、滑雪装备小议
	4、滑雪行为准则之十大要点

	四、旅人装备推荐
	1、Women’s Carmel Vest
	2、Men’s Puffpack Down Jacket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