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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雪乡，看雪花儿那个飘

   

1、名副其实的雪乡

　　雪乡的雪好大，积雪最深可达两米，“中国第一雪乡”也因此而得名。而且这里的雪雪质细

腻，晶莹剔透，还极有讲究：稀稀拉拉的是小雪；如粉粒状的是清雪；绵绵密密、大片大片的叫

棉花套子雪；最猛烈的暴风雪被称为烟泡雪。烟泡雪最大，大得铺天盖地，人在雪中睁不开眼睛

，喘息不得，十几米之外不辩人面。一夜之间，大雪封门、小屋没顶，一下就是1米多厚。雪过天

晴，男女老幼便开始“战天斗雪”。先是有力气的男人用力将门顶开一条缝，然后用铁铲开出一

条雪洞，孩子们则在雪窝里摸爬滚打着各种游戏。 

                                                 3 / 25



�������

雪乡：冬日童话
   

2、看雪：雪房子，雪蘑菇，雪蛋糕。

　　进林场，最先看到的就是家家户户房顶上突出来的雪檐，像圣诞节时迪斯尼的店铺，仿佛走

进檐下就可以买到彩球、魔力棒等各式各样圣诞树的装饰，还有数不尽的玩偶和礼物。雪檐大都

一两米宽，半尺来厚，伸出房檐三四尺还低悬不落，叫人很容易联想到生日宴会上巨大的奶油蛋

糕，让人馋涎欲滴。最有趣的是，有的雪檐竟在空中拐了个弯，一直伸到地上，和雪地长在了一

起，于是就把房子严严实实地包起来，成了一个完整的雪屋。 

　　雪乡的房子多是木格棱式的老房子，一场大雪过后，它们就像是从雪地里刚长出来的一株株

矮矮胖胖的“雪蘑菇”，慵懒而立。老房子外面的小院儿，都是用木栅栏围起来的，线条简洁却

不规则，如同炭笔画漫不经心的勾勒。当栅栏的木枝披上了银色外衣之后，则酷似一根根即将融

化的奶油冰棍，和中间的“蛋糕”相映成趣。

　　漫步雪乡，看着那些“雪蘑菇”、“雪蛋糕”和“奶油冰棍”，仿佛置身于《绿野仙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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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女神的宫殿，一切的一切，都被雪公主的巧手做成了冰清玉洁的雕塑。称这里是一座天然的

“雪雕城”，真是一点也不过分。

   

3、山顶俯瞰《林海雪原》，再看《闯关东》

　

　　深山老林里，小说《林海雪原》中描述的杨子荣智取威虎山，解放夹皮沟的故事就发生在如

今的雪乡风景区。雪乡影视城的土匪窝，跑马场，木屋，栈桥，吊楼，地窨子，白桦林形成了一

道原始的人文风情，再现了抗战时期的林海雪原。羊草山上的日出更是一种神奇的梦幻世界。白

雪，红日，雪松，祥云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圣洁的图画。

《闯关东》，《闪亮军刀》等都是这里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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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雪乡在哪里呀，雪乡怎么走

   

1、位置

　　雪乡位于黑龙江省海林市长汀镇大海林林业局境内。有两座近1700多米的高峰，两山山顶终

年积雪不化，年积雪期长达7个月，积雪最厚处近二米。每年冬季，皑皑的白雪在负力的作用下，

随物具形，千姿百态，雪乡双峰成了一个冰雕玉琢的童话世界。解放军"八一"滑雪场就坐落在这

里。 

　

　　雪乡其实很小。唯一的一条主干道叫雪韵大街，估摸着也就400米左右，大家熟悉的周大姐家

、影友之家，都在雪韵大街上，相邻不过50米。雪韵大街的尽头是一个Y字形，一头往长汀方向

去，一头往仙境沟。在靠着往长汀方向去的路那边，还有另一条分叉路，前往雪级滑雪场，也不

过150来米就到尽头滑雪场了。

   

2、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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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火车前往：

　　哈尔滨——牡丹江的火车多数在海林停靠（比牡丹江提前约30分钟抵达海林），硬座票价为2

8——50元不等。哈尔滨火车站问讯电话：0451-86420115

　　到海林后可直接包车到长汀，跑线车会在80元/辆左右，拼车25元/人，您是游客可别让黑心司

机忽悠了，也可以搭乘客车到长汀，10元/人。

　　2、汽车前往：

　　牡丹江市——长汀：(牡丹江西三条路客运站)从早8：00到下午4：00每1小时一趟车发往长汀

，票价：13元/人，特别提醒：其中下午2：00的车次途经长汀可直达雪乡，如果是早上从哈市来

的朋友，能赶上这趟车，这样从哈市到雪乡只需一天就可到达。

　　长汀镇——雪乡,现在有三班车，中客，早6：40；下午13：30；晚16：50，票价16元/人，运

行3—3.5小时,在林业局客运站（原小火车站）上车，也可以从海林直接包车至雪乡，夏利车会在3

00元/辆左右。牡丹江——海林20分钟，海林——长汀1小时左右，长汀——雪乡用时2个小时左右

（今年雪乡公路全线贯通，通往雪乡的公路实现了全硬化路面）。

　　3、自驾车：

　　可以从牡丹江和哈尔滨两个方向前往。

　　路线：哈尔滨—亚布力—雪乡（其中亚布力到雪乡 82公里 路面宽）　　

哈尔滨--雪乡路书

　　奔五常方向，公里指示牌：五常96公里，吉林217公里。

　　出城口6公里处，有固定测速点，限速40。返程测速点在7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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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公里处拉林收费站，收费15元。

　　94公里处进入五常市区，直行出五常市区。

　　125公里处山河道口左转，进入山河屯，过山河检查院右转。注意：中途需补给、加油，可在

山河屯，林业局大街立红粗粮馆用餐13159852506

　　135公里处山河收费站，收费12元。

　　148公里处进入向阳平交路口（鑫龙中心商场）左转（有去"凤凰山和磨盘山漂流的标志"）。

过丰收村有移动测速点，白色松花江微型车，无牌照。

　　166公里处岔路口，左转走"沙河镇"方向（右行为"沙河子"方向）。

　　179公里处过桥出现岔路口左转，往奋斗林场方向。

　　218公里处出现岔路口，直行往雪乡方向（右转为凤凰山方向，距凤凰山12公里）。注意：进

入雪乡路段请缓慢行驶，坡多路滑，S型U型弯路多，护栏不全。

　　244公里处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入口。门票80元/人，车20元/台。　　

       266公里处，到达雪乡,

　　沿途加油站如下:

　　101公里处，中国石油。途中最大的一家，建议加油补给在此处。

　　过了五常市区都是以下的小加油站，均无97#汽油。

　　126公里处，中国石油。93#汽油，35#柴油。

　　127公里处，太平山加油站。93#汽油

　　144公里处，向阳加油站。93#汽油，35#柴油。

　　169公里处，中国石油。93#汽油，35#柴油。

　　176公里处，中国石油。93#汽油，35#柴油。

　　188公里处，第一加油站，93#汽油，35#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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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北菜，东北炕－吃住在雪乡

   

1、吃

　　东北的家常菜可以是样样都有特色，东北大米劲道有黏度，饺子馅大皮薄，特别是酸菜馅的

最有风味，什么杀猪菜，贴饼子、拉皮也都不错，再来两口醇厚的高粱烧酒，还有自家晾的冻柿

子可以在茶余饭后尝尝。东北人实在，菜量很大，一般相当于平时的两倍。 

   

2、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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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农家客栈，吃住条件都还不错，火炕，有少数人家可以提供洗澡。今年的住宿价格是6

0-80元/天（包括一日三餐）。春节期间是旺季，人特别多，住宿价格会翻倍，吃住全包每人每天

240元左右，而且一定要提前预定，否则会没地方住的。 

　　雪乡客栈

　　地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国雪乡（双峰林场）

　　联系：0453-7410788   13766645060   刘长富

　　价格：包吃包住60元/人

　　推荐理由：房间条件在当地来说很属于上等，能洗澡，价格实惠，老板娘人极为热情，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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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错，饭菜合口。

 

　　雪乡闫德奎家庭旅店

　　东北火炕，室内有卫生间，沐浴，各种山产品，导游，向导，旅游询。

　　价格：.60－70元/人包吃住，3－5人炕，室内卫生间，淋浴。

　　联系人：候掌柜

　　电话：0453-7410783----15945370658

　　传真：QQ:291191019----131297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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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雪乡撒欢儿

　

雪塑娱乐区

　　白雪在风力的作用下随物具形，形成如蘑菇、奔马、野兔、雄鹰、海龟，千姿百态，栩栩如

生，奇异雪景就称为雪塑区。娱乐区有雪地土魔毯、雪圈、下山虎、爬犁等等。雪乡雪塑娱乐区

门票价格80元/人。

　　影视城

　　这里是《闯关东》部分拍摄基地，只要是带雪的场景全在雪乡影视城拍的；曾经热播电视剧

《北风那个吹》月亮湾大队也是在这里拍摄的，还有《大约在冬季》的中左小青扮演的女主角的

家就是在雪乡拍摄的。

　　雪乡影视城门票50元/人

　　二人转演出

　　东北人说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在城市看的二人转是艺术性的二人转，在雪乡看的是原汁

原味的东北二人转。二人转门票100元/人。

　　雪地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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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驰的雪地摩托让你感受到快乐与刺激。雪地摩托乘坐220元/人。

　　登山车

　　雪乡的最高峰是羊草山，羊草山如梦如幻的日出和夕阳，浩瀚雪海使您沉醉在美色陷阱中。

如果想到羊草山顶，只能做雪地登山车。在乘坐登山车之前需要穿过一个雪塑区，雪乡一共有3个

不同的雪塑区，位置也不同，每人240元含登山车和雪塑区。

　　拍雪乡人的灯笼

　　这里家家户户的居民有挂灯笼的习惯，一盏盏的红灯笼在太阳的照射及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

外通红透亮，给人一种幸福喜庆的气氛。庭院胜景第一家拍摄每人10元，晚上如果让老乡开灯拍

摄，也需要花费1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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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去雪乡，穿衣服是个严肃的事儿

   

1、季节和温度

　　雪乡受山区小气候影响，每年秋冬开始，就风雪涌山，积雪深达2米，雪期也长达7个月，号

称全国降雪量最大的地区。雪乡的皑皑白雪随物具形，堆积成一个个千姿百态蘑菇状的雪堆，和

上典型的东北民居，相得益彰。

　　林海深处的双峰林场被群山环抱着，是一个神奇的小盆地。那里植被丰富，由于受海洋性环

境和大陆性季风的双重影响，加之海拔高，受山区小气候的影响，双峰林场夏季降雨充沛，冬季

降雪早，雪期长，是我国降雪最大的地区。每年十月，山外尚金秋烂漫，那里却已飘起鹅毛大雪

，一直飘到阳春三月。于是，那里的人们便守着一盆白雪，度过漫长的白色冬天。

   

2、穿衣保暖

　　雪乡温度一般在-15到-30度之间，防寒很重要。贴身要穿厚点的保暖内衣，厚点的袜子[备两

双最好]，外套穿厚点压风的衣服，羽绒服，或者滑雪服。鞋子要穿雪地鞋，防滑还保暖。如果要

穿越最好要有鞋套，把裤子和鞋子紧密的联合起来防止雪灌进鞋里把脚冻伤。帽子，手套也要选

择保暖厚实的。最好买条围巾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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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装备及注意：

　　1、鞋：专业的登山鞋或雪地鞋最好。鞋的防滑性一定要尽量好，因为路上会有冰坡，很滑很

难走。

　　2、袜子：越厚越好。

　　3、雪套：如果你不想过于亲近雪，那么完全没有必要准备雪套，因为路上的雪都被踩实了。

但如果你愿意尝试一下在雪窝子里摸爬滚打，那么，一定要准备专业的雪套！因为路边的雪动辄

就有没膝深，专业的雪套可以保证你的鞋里面不进雪。否则，一旦鞋里进了雪，就会化掉然后结

成冰，脚会受不了的。

　　4、裤子：以防水、不沾雪的面料为佳。不要过于担心冷的问题，穿越途中会很热的。两条厚

的保暖裤，外面一条防水面料的薄棉裤。

　　5、上衣：保暖内衣+羊绒衫+抓绒衣+羽绒服，视个人体质和当天气温情况能减则减。否则穿

越中途会出很多汗的。

　　 6、围巾、口罩带着备用。个人认为完全不需要把脸蒙起来，如果觉得冷了，就用手搓一搓

，皮肤很快就会适应的。特别是戴眼镜的朋友，如果戴口罩的话，眼镜上总是一层哈气，极其影

响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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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手套：准备了一双线手套、一双防水的滑雪手套。戴着滑雪手套照相不方便，就用线手套

。冷了就戴滑雪手套。

　　8、帽子：一定要能护住耳朵的。

　　9、眼镜：太阳镜是没必要的，因为都是在树林里走，阳光根本不刺眼。有隐形眼镜的朋友，

最好戴隐形眼镜。因为身上热气蒸腾，一旦低头拿相机或者整理一下围巾什么的，镜片上很容易

有哈气，而且由于气温低，哈气瞬间便结成冰了，很难擦，感觉很麻烦。

　　10、登山杖：配备一下还是好的，没有的也没关系，山上很多树枝随手拣来可以做拐杖。

　　11、头灯或手电：有需要的人就准备一个。雪乡的街道一般不黑{因为有白雪的映衬}，月光

强的时候都可以看书呢！

　　12、背包：尽量轻装吧。如果雇人背包，100元。

　　13、相机：低温下电池很容易放电，最好贴身存放，尽量保持相机和电池的温暖，并且多准

备一套备用电池。

　　14、食品和饮料：路上要走5-6个小时，中间没有吃饭的地方，可以带一点巧克力一类的高热

量食品，水要带保温杯。

　　15 不可以空手触摸铁质器皿，防止手会冻伤。在雪乡山路行走的时候尽量走别人走过的足迹

，否则路边厚厚的积雪会把你的身子陷下一半，不得不爬着出来了。风大走路时候尽量背对风走

，避免风刺伤皮肤。想坐马拉爬犁的话，要多穿衣服，因为坐马爬犁不运动会很冷。

　　16. 自驾游的朋友需注意。车子要做好全套的防寒措施，要用防冻机油，添加防冻液，使用高

号优质柴油，汽油。车胎配置防滑链。行驶在冰雪路面时速度控制在 30-40迈之间，尽量避免紧急

刹车，车之间要拉开安全距离，不可以跟的太近。下坡时带档行驶，不可以挂空档。自备牵引绳

，铁铲等自救工具。另现在雪乡有加油站了，这个可以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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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雪乡那疙瘩呆几天咋整－雪乡线路

   

1、哈尔滨-东升-雪乡-长白山6日包车徒步

　　D1哈尔滨---东升

　　早八点哈尔滨准时出发至东升，车程约5个多小时，加1小时途中在五常市午饭, 约14:00到达东

升林场(午餐最好准备干粮,到时视天气、路况再决定途中下车吃饭还是车上吃干粮)，东升林场没

有被开发，所以并没有游玩的项目,但原生态保存完好，大家到了后可以四处走走，堆堆雪人打打

雪仗，晚餐可以吃地道的东北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地三鲜等所有东北农家特色。晚餐后，

进行愉悦的篝火晚会。夜宿东升林场，为第二天东升—雪乡激情穿越做准。

　　D2 东升---雪乡

　　吃完早餐约8点左右开始体验冰雪世界的激情穿越：东升--双峰（雪乡）走传统线路，从东升

到雪乡穿越约13公里, 上升高度800, 穿越最高点1235米, 正常走是4个小时左右，但是穿越途中我们

需要拍照搞最酷的创作，用时5个小时左右，短短的5个小时会让您完全领略北国的冰雪世界，原

始森林的奇异自然雕塑，让您丝毫感受不到什么是累!一点多到达双峰林场，午餐可以自选，午饭

后自由活动，带着相机在雪乡居民区留下美好的记忆，色驴们搞搞题材创作，拍下最美的相片，

堆堆雪人，打打雪仗，天也黑了，玩了一天了，大家也都累了，北方的火炕还有地道的北方菜（

东北小鸡炖蘑菇，杀猪菜，猪肉炖粉条。而且东北人家有特色山野味林蛙，野兔，野鸡，飞龙等

。口味绝佳，而且价格不贵建议品尝。}大家应该庆祝一下，喝点雪乡人家自己泡制的药酒再好不

过了，驱寒，解乏。让劳累了一天的身体得到有效的恢复，为第二天滑雪准备好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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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喜欢看日出的需要在5点前起床，乘坐雪地摩托或者观光车登羊草山顶观雪山日出,别有一

番风韵.拍完日出后回到老乡家吃饭。不喜欢看日出的，早上7点起床，洗漱完毕，早餐吃东北香

甜玉米，农家笨鸡蛋，来碗二米粥，就着可口小咸菜。八点出门拍点雪乡炊烟，然后去滑雪场，

来此不滑雪 妄来雪乡{雪乡雪道虽然不长，雪质超佳，纯天然雪，质地疏松最适合滑雪。不喜欢

滑雪的还可以去雪乡影视城，或者大北岔走走，那里游客很少涉足，原始而美丽，比较穿越线是

另一种魅力，{穿越线是林间原始林风景，大北岔是山涧加原始林风景}喜欢玩的朋友可以在雪乡

，松软洁净的雪地上开卡丁车，玩滑雪圈，坐狗拉爬犁或者滑冰爬犁，打冰嘠。晚餐继续雪乡特

色菜{猴头炒肉，榛蘑肉片，广东菜，薇菜，蕨菜等}

　　D4 雪乡---长白山

　　雪乡到二道白河约8小时，雪乡每天都有金杯车或者捷达车到长白山，途径镜泊湖，驴友们可

以下来溜冰、拍照等。夜宿二道白河。或者可以直接上山去温泉宾馆{但是雪乡出发时间必须提前

，否则当天晚上5点前到 不了长白山门就不能上山了。上山环保车最晚5点停。}

长白山北坡刚刚开放3年，每年都有很多南方驴友到来，但是由于很多宾馆冬天不营业，导致宾馆

也很紧张，建议在来之前预定好住处，一定要宾馆标间，一般小宾馆都是个人的，热水是太阳能

，洗洗就没有热水了。

　　吃主要以朝族特色为主，韩式烤肉，狗肉，米肠，打糕，大长今晚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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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5 二道白河---长白山

　　早上大家都要很早就起来了，因为今天要去向往的长白山嘛，二道白河-长白山北坡山门30公

里，包车60每辆。到了北坡山门乘坐倒站车直奔长白山上天池，下了倒站车需要步行3千米到天池

畔体验天池在脚下的壮丽！此段需要3-4小时游玩时间。然后可以选择去地下森林{步行3小时往返

时间，观赏原始森林的火山地貌}或者登天文峰{乘坐观光车360每人，登到峰顶可以俯视长白山脉

，拍天池全景。此程需要3小时}或者选择泡露天温泉，可以体验下冰火两重天的感觉，不泡温泉

，也一定要吃一个80多度温泉水自然煮熟的鸡蛋哦，

　　D6想去雾凇岛的可以乘坐客车或者从敦化乘坐火车到吉林 。

   

2、东升－雪乡一日穿越

　　东升穿越雪乡线路：从哈尔滨市出发，到东升林场这一段路，可以分为以下三段，时间需要

一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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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哈尔滨→五常。五常市是隶属于哈尔滨市的县级市，位于哈尔滨东南方。哈尔滨火车站对

面的南岗长途客运站，每隔20分钟便有一趟去往五常的大巴，车程两个半小时左右，票价27元（

含1元保险）。只要能在上午9点以前坐上去五常的大巴，就完全赶的急。

　　 2、五常→山河屯。五常到山河屯的长途车很多，大巴、中巴均有，车程1小时左右。到达

山河屯后，不要在山河屯长途站下车，因为发往东升林场的车不是从这里出发的，离这里还有很

远呢。一定要到“山河屯林业局”下车，也就是龙山宾馆旁边的广场。如果距发车时间还早，可

以考虑在龙山宾馆开个房间休息一下，睡个午觉什么的，标准间30元。

　　3、山河屯→东升林场。每天只有一班车，下午1点半钟开始停在龙山宾馆旁边的广场上，2点

30分发车（很准时），车程三个多小时，票价20元。途经向阳、奋斗、新旗、长青几个林场，晚

上六点左右到达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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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所需时间一般连走带玩的5小时左右，从东升上升600米{海拔}至羊草山顶1200米}之后下

降200米到达雪乡。中途到达山顶的时候可以转道去趟羊草山，这样一次下来把两处景点都玩了。

如果要想看羊草山日出的话就没必要这样走了。

   

3、雪乡三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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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牡丹江市或哈尔滨出发，午餐后在双峰滑雪场进行趣味滑雪，嬉雪、滑雪撬等活动

或浏览山货大集，夜宿雪乡，晚餐后观赏雪乡夜色。

   　 第二天  早餐后赏雪，摄影创作或欣赏影视群落，午后去国家级雪上训练基地，中国人

民解放军"八一滑雪场"观摩国家级运动员雪上训练，晚餐后观赏雪乡夜色或参加篝火晚会。

   　 第三天  早餐后尽情领略北国雪乡的"雪情、雪韵"，乘观光游览车游览黑龙江省第一高峰

老秃顶子及羊草山，下午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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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门票和价格

　　雪乡门票：80元/人

　　住宿30元/人，.包吃住70元/人每天

　　东升食宿：大约50~80元/人

　　穿越向导费：100元

　　汽车门票：10元—30元/辆　　

       雪乡滑雪：约120~180元/2小时（会随节假日有所浮动）

　　雪乡的八一滑雪场是部队的，不对外开发，私人开的滑雪场，设施一般，价格不稳定。

　　农家院参考菜价

　　特色东北炖菜-雪里红炖豆腐-26元--排骨窝瓜玉米、豆角--48元--五花肉白菜粉条--28元--小笨

鸡炖蘑菇--120元--红焖肉粉条--38元--紫菜双丸汤--40元--蛋花林蛙汤--120元--窝瓜炖土豆--28元--

氽白肉--28元--土豆炖海带--28元

　　野味系列-- 野兔(炖萝卜,炖土豆,家常,红焖肉土豆炖野味)160元.--野猪肉(红烧,辣爆,家常)120元

--鹿肉(红烧,家常,氽丸子)200元/斤--狍子肉(红烧,家常,溜肉片,家常，氽丸子）160元--野鸡（炖蘑

菇，干崩，红焖）200元--飞龙（干崩，氽丸子，飞龙汤）240元

咨询电话：0453—750244 7550285 （黑龙江省雪乡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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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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