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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亚布力的最棒体验

   

1、最长雪道上风驰而下

(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亚布力的雪道实在雪道太长了！ 二索雪道到一索出发点全长4000多米，也就是4公里，一天滑4趟

，16公里，加上S型路线⋯⋯，冷风在耳边呼啸，身体以加速度下滑，林海雪原飞逝而过，一个字

爽！不像在一些滑雪场刚做两个动作就到头了，还没记住感觉就要排队坐缆车。亚布力充分给你

试验－失败－再试验的机会，这种体会很难在其他滑雪场感觉到。一个个红色、黄色、绿色、紫

色、花色的鲜艳身影，在宽阔的雪场各处涌现。或飞驰、或蹒跚、或摔倒，仿佛现实中的一切尴

尬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剩下的只有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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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车阵里忘记归途

(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风车山庄的山上是108架的风车网阵，风轮由二极管制成，远远望去一片耀眼的红色。山下的每幢

别墅也都有风车作为装饰和标志，滑雪归来雪后阳光下漫步风车网阵和可爱的乡村小木屋，就足

以让人惊喜不已。

   

3、乘小火车观林海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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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森林，窄轨，蒸汽，原木。建国初期森林蒸汽小火车是接山里山外的唯一交通工具，也是运输山

上所有的木材的唯一通道。每当小火车客车即将到达林区小站时，每个车站或停车点都像逢年过

节一样热闹非凡，小火车站上挤满了人，3天才能见到一面的森林小火车给寂静的大森林带来欢笑

和希望。如今它已推出了历史舞台，只剩下供游客游览的一小段铁路，客运车厢随着弯曲的铁道

线咣当当当、咣当当当地奔跑着，沿途的大山、森林、河流、农田一一映入眼帘。

   

4、免费看世界冠军驰骋翻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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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亚布力是国家滑雪训练基地，同时作为国内顶级雪场，各路大侠都汇集于此。抬头仰望山顶的高

级道，单板运动员，双板高手，U型道上都有潇洒的身影驰骋在平地、在斜坡，在岗谷，S弯身后

一溜烟飞扬的雪尘，令人大饱眼福，而且，是免费的哦。

   

5、东北火炕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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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白天雪在飘，晚上就是小烧在烧。纯朴的农家小院儿的墙上挂着红尖椒、老玉米，外面是木栅栏

围起的小院，暖暖的灯光从贴着窗花的玻璃上透了出来，隐约的笑声也隔着厚厚的门帘儿传了出

来。你滑了一天的雪已是饥肠辘辘，踩着厚厚的积雪，然后掀帘而入。农家院的主人们总会热情

地邀你进屋，盘腿坐在屋内暖烘烘的土炕上，点一桌热气腾腾的地道东北农家菜，满满地摆在面

前的小炕桌上：热气腾腾的饺子，猪肉酸菜炖粉条，小鸡炖蘑菇可劲造。然后，要二两小烧，一

定要用那种古老的白瓷酒瓶盛着，用那种容易喝得数不清是多少的小小酒盅喝下去，那滋味，美

妙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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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亚布力雪场概况

如果你想滑雪但没听说过亚布力，不用说，菜鸟。亚布力之于中国乃至亚洲，如阿尔卑斯之于欧

洲。亚布力滑雪场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滑雪场，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综合性雪上训练中心。主要由

高山滑雪场、自由式滑雪场、跳台滑雪场、越野滑雪场和冬季两项滑雪场等五个竞技、训练场地

和两个旅游滑雪场组成。 

 

它位于尚志市东南部，距哈尔滨市190公里。地处长白山系支脉张广财岭的余脉，大锅盔山、二锅

盔山和三锅盔山所环绕的广阔腹地。俄语原名亚布洛尼，“果木园”之意。清朝时期为皇室及满

清贵族的狩猎围场。滑雪中心分为两大滑雪区域：一个是亚布力竞技滑雪场，主要用于举办国际

国内竞赛，也可供中、高级滑雪水平的滑雪者使用；另一 区域是风车山庄滑雪场(现更名为阳光

度假村滑雪场)，主要是供不同水平的滑雪者进行旅游滑雪和一般性竞赛滑雪的。

 

亚布力滑雪场分为大锅盔、二锅盔、三锅盔三个山头。滑雪场自建立以来，先后承办了第三届、

第五届、第七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第四届亚洲少年高山滑雪锦标赛和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等大

型的国内和洲际滑雪比赛，以及数十次国内和省内的滑雪比赛。第十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雪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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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将于2003年在此地举行。国家极地科学考察办公室（原名为国家南极科学考察办公室）的训

练基地也设在这里。从1984年该基地设立至今，已经接待了十五批赴南极科学考察的人员进行培

训，且有两名雪场员工随科学考察阶段赴南极进行站务管理工作。

联系电话：0451—53455126 53455128

官方网址：www.yabuliski.cn

亚布力滑雪场区域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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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发前: 李鬼和李逵篇

(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亚布力雪场众多 ,黑导游更多。从哈尔滨火车站一直到亚布力,会有无数人提供打折带路等服务和

信息，你表现出丁点兴趣搭个上一两句，就算开始入套了。每个雪场设施和价格不同，都集中在

一起，你往往会被高级雪场设施忽悠上车，实际去了小型的便宜雪道。所以出发之前搞清楚亚布

力的状况是紧要功课。

亚布力滑雪度假区的雪道分初级，中级，高级。电视上滑雪运动员那种风驰电掣的速度和惊险刺

激的镜头大都是高级雪道上的高级运动员或替身完成的，一般人还是别去模仿，而且高级道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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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各种重大比赛和国家队的训练任务，不常对外开发。

  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一进大门，左侧分别有大青山滑雪场，交通山庄雪场，好汉泊雪场，国

家体委雪场（奥林匹克竞技中心），右侧是非常闻名的风车山庄。通常说的亚布力滑雪场是指国

家体委雪场（奥林匹克竞技中心）和风车山庄(现改名阳光度假村)雪场，它们的设施最全，雪道

最多最长，本文后面介绍的各篇也都指的这两个地方。如果你只想在旁边鱼龙混杂的初级道上玩

玩，干嘛还大冬天的跑到东北那嘎瘩？下面介绍亚布力度假村内的各个大小滑雪场供参考，主要

用于您识别冰缝子的掉包计（见本文最后一部分“提示”），要是您坐了火车倒汽车零下二十度

守着国内最好的雪场不去非要上名不见经传的小雪道，不拦着。

(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大青山雪场，是一个初级雪道，坡度小，有2条雪道，为拖牵牵引，这里比较适合刚刚接触滑雪的

朋友，一旦穿上雪板，就会觉得这里不过瘾了。这里也有

一些滑雪教练，如果有条件可以请教练的，滑雪价格是80元2个小时，基本2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是交通山庄，交通山庄的宾馆为三星级标准，宾馆后就是条初级雪道，坡度跟大青山相当

，长度约为600米左右。这里也有滑雪教练，滑雪价格也是80 元，雪道上坡也为拖牵牵引。

好汉泊雪场，是个面临好汉泊的雪道，为初级雪道，也是适合初学的朋友，具备滑雪教练，滑雪

教练的价格是120元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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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委滑雪场（奥林匹克竞技中心），这个雪场是中国国家的，也是南极科考人员训练，国家

运动员训练的地方。实际供游人滑雪的，是临近灵芝湖的雪道，该雪道宽阔，雪道为初级， 拖牵

牵引，再往上就是高山了，那里可以看到跳台，以及山顶的高级雪道，在那里能看到让人羡慕的

滑雪者下滑的身影。

最后再说下风车山庄(现改名阳光度假村)，风车山庄在国内外是比较有名气的，它具有风车网阵

滑雪场，雅士奇初级雪场，三锅盔初级雪场，三锅盔中高级雪道。 风车网阵雪道也是一条面向初

级的雪道，但无论论坡度，长度，以及弯度，都很不错，上山的时候乘坐索道或者拖牵，这里有1

08座风车矩阵组成，特别是傍晚， 灯光打开甚是壮观。雅士奇雪道，离风车饭店很近，1分钟的

路程（有些夸张呵呵，其实一点都不夸张），这里也是初学者滑雪的场地，更多的 时候，都是聚

集在下坡这一小段距离，这里宽敞，坡度小，离酒店近等因素吧。滑雪价格是110元，有教练，费

用是160元，不过这里的滑雪教练都很厉害的。 所以人比较都在这里滑雪娱乐。山锅盔山上有一

条初级雪道，上山的时候，要乘坐索道缆车上山，山顶的初级雪道也是拖牵牵引的。从山顶到山

脚下，分别有几条不同级别的雪道，最著名的是6号雪道，有幸福大道之称。山顶有雪具店，餐厅

，为饮食带来了方便。下滑的雪道有11号，9号等雪道。这里滑雪的价格为180元。也同样能请到

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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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篇

   

1、哈尔滨出发

火车＋汽车

A 哈尔滨－亚布力镇火车车次

旅人提示：

所有火车在亚布力只经停2分钟，进站前必需做好下车准备。另外从北京、沈阳、大连、哈尔滨等

城市始发到牡丹江的列车均在亚布力站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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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力站和亚布力南站。亚布力站,指的是亚布力镇里,南来北往的火车都经过这里，亚布力站是东

西铁路线上的一个中间站。无论是去牡丹江方向还是哈尔滨北京方向，都经过这里。这里途径的

列车非常多，平均40分钟差不多一趟经过的列车。而亚布力南站，就是在镇南方，距离镇大约27

公里远，一般来说南站就是指亚布力滑雪场了。因为到南站下车的，基本去滑雪场的多。出来南

站，就是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的山门了。目前每天只有一趟往返的列车。

B 亚布力镇－亚布力雪场

包小面：

出了亚布力火车站出站口，到处都是微型面包车的司机叫喊着拉客去雪场，一般一个微型面包车

到滑雪场，约为50元，时间为30分钟左右，行程在30公里，每个微型车能乘坐六个人。 

大客车班车

到滑雪场的大客车，车费10元，车到了滑雪场度假区的山门，每个人会收取10元的门票。一般游

客坐亚布力镇上的小巴前往滑雪中心，抵达的是附近的交通山庄或其他，而别的山庄距离滑雪中

心步行需20分钟，要知道在零下几十度的天气步行20分钟是什么样的感受。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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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亚布力镇后先看看缺少什么生活日用品，在镇买完再去血场，雪场的东西价格贵。

山门的门票：工作人员早上7点半上班，晚上5点半下班，其它时间是没有人收票的。可以晚上到

亚布力镇吃饭（比雪场便宜很多），吃完晚饭再去雪场，又省了不少。

 汽车

A哈尔滨火车站对面龙运客运站（电话0451-3634528）乘坐旅游班车到亚布力镇，班车每天往返数

次，单程约三小时。到达亚布力镇后再换乘小巴到亚布力滑雪场，详情参加哈尔滨出发火车＋汽

车部分

B汽车火车站广场对面的龙运汽车站每天上午7：30、10：00和下午13：20各有一班直达亚布力风

车山庄的旅游巴士，单程约3小时。

 

C从哈尔滨南岗对路客运站乘877、 977、978路长途汽车到亚布力镇，再换乘中巴车到雪场。每日

8：00和13：20各有一班开往亚布力风车山 庄的旅游班车。

D滑雪节和冰雪节期间，每天在天鹅饭店、新世界北方酒店、凯莱商务酒店等地有专线旅游大巴

车。

旅人提示：

乘坐直接到达亚布力镇的车，在亚布力镇下车的地方，就是传说中的“大厦”，那是比较繁华的

地方，而且，各种车也都停靠在路边，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路边有大 客车，车的前后玻璃窗上都

有牌子表明去哪里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根据个人的意愿，是直接找车去雪场，还是看看这个

小镇了。

自驾

哈尔滨已开通了直通亚布力的高等级公路，哈尔滨自驾车到亚布力镇2个半小时左右（约230公里

）即可到达。哈尔滨出城收费站至亚布力收费站197公里，公路下道至滑雪场缆车站（即下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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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绥芬河的301国道）22公里。公路单向收费（小车）37元，滑雪场山门每人10元，每车15元。 

   

2、牡丹江出发

火车＋汽车

                                               17 / 59



�������

亚布力：滑雪胜地

到达亚布力后再坐中巴到达雪场，详情参加哈尔滨出发火车＋汽车部分

汽车

牡丹江至亚布力公路收费站的班车自牡丹江长途车站早6：00起，每30分钟一班。乘坐牡丹江的长

途车途径亚布力，要在亚布力出口下车了，这里是301国道亚布力的出口，离亚布力大约有3公里

远，别想零下几十度走到亚布力，除非是铁打的腿，这个就要来之前找车到国道去接你直接去滑

雪场，不用去亚布力镇了，否则再去雪场那是回头路。

   

3、沈阳出发

对于上班族，如果想利用周六、周日到亚布力爽滑两天，共有三种走法（以下用镇和雪场分别代

替亚布力镇和亚布力雪场）：

沈阳－哈尔滨－镇－雪场，

沈阳－哈尔滨－雪场

沈阳－镇－雪场。次条路线节省时间和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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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力：滑雪胜地
这三种路线的分别是：

A．沈阳－哈尔滨－镇－雪场：这种走法的优点是吃得好、睡得好，但花销和时间是个问题。星

期五沈阳去哈尔滨需要半天，当天晚上前往亚布力镇，星期六早晨上雪 场，看似安排周密，行动

迅速，但是需要时间和钞票跟得上。仔细分析可知抵达哈尔滨的时间不能太晚，不然到亚布力镇

将是一个问题，包车意味着费用的直线上 升，而且要早到哈尔滨就必须周五提前出发。如果时间

充裕、腰包鼓鼓，可以选择这种走法。但是相信能看到这篇文章的人，基本算不上是“有钱又有

闲”的，所以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B 沈阳－哈尔滨－雪场：这种走法其实更不合算。周五晚宿哈尔滨，周六早晨跟滑雪直通车前往

雪场，理论上可行。但是抵达雪场时已经是星期六的11：30了，对于我们这些视时间为金钱的人

来说，少滑一个美好的上午是不可饶恕的。所以除非迫不得已，不建议这么走。

C沈阳－镇－雪场：星期五17：38北站2017次列车（大连－牡丹江），星期六4：37抵达亚布力镇

（硬卧下113元）。如果确定返程时间，就立刻在车站 买好返程票，然后在晨曦中直奔雪场。这

种走法既节省了一夜住宿费，又保证了最高效地利用有限时间，个人认为是最佳方案。

如果在去北站的路上不堵车的话，星期五16：00你应该能够到达沈阳北站。由于是过路车，2017

停站的时间不是很长，检票时间好像也不能保证。如果不想一 身大汗地运足丹田气冲列车员大喊

“等我，还没上完呢”，我建议尽量在候车时往前站。列车上无话，21：30熄灯，做个好梦吧，

亚布力在等着你。

星期六凌晨4：00，这时候你应该醒了。不然一阵忙活后，满头大汗的你将直接面对黑龙江的低温

和烈风，还没见到雪就感冒可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建议尽量提前晾干身上的汗再下车。

凌晨4：37，终于踏上亚布力镇的国土了，注意是镇，离雪场还远着呢。如果你能够在出发前提前

给镇上的私人小旅馆打个电话预约一、两个床 位，这时就能避免在零下20几度的严寒里蹲火车站

了，其次还可以解决一下个人问题，一身轻松，没睡醒的可以再接着睡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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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力：滑雪胜地
最后乘坐亚布力镇的大巴小巴直奔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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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力：滑雪胜地
  

五、设施和服务

   

1、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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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力：滑雪胜地
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分为竞技滑雪区和旅游滑雪区。竞技滑雪区拥有九条高山滑雪道、七条越

野滑雪道、六条滑雪缆车，其中包括一条六人吊箱式缆车和一条防风罩吊椅缆车。同时，拥有国

际标准的花样滑雪跳台、九十米级高山的滑雪跳台、冬季两项靶场、室内体育馆各一座。

它的高山滑雪道是亚洲最长的。滑雪场内还有长达5公里的环形越野雪道及雪地摩托、雪橇专用道

，设有2条吊箱索道、5条吊椅索道、3条拖牵索道及1条提把式索道。雪场还拥有多台造雪机、压

雪机、雪上摩托车等现代滑雪场机械设备；滑雪者可以从任何一处乘索道，不需要脱掉雪板，滑

遍场内全部雪道。

这里为游客提供高山滑雪、越野滑雪、雪橇滑雪、雪地摩托、狗拉雪橇、马拉雪橇、湖上滑冰、

堆雪人、雪地烟花篝火晚会等游艺项目。还辟有儿童滑雪娱乐区和风车传统滑雪区。同时，设有

雪具出租店和滑雪学校，山顶、山腰、山下设有多处酒吧、快餐店、购物中心、红十字救护站，

以及国际国内长途电话及卫星电视等服务配套设施。

   

2、详述

位于大锅盔山的亚布力国家体委（奥林匹克竞技）滑雪场拥有9条高山滑雪道、7条越野滑雪道、6

条滑雪缆车，其中包括1条6人吊箱式缆车和1条防风罩吊椅缆车。同时 拥有国际标准的花样滑雪

跳台、90米级高山的滑雪跳台、冬季两项靶场、室内体育馆各1座。在不影响各级运动员训练的情

况时，它也会对外开放，在那里除了坡

陡、雪少、难度系数大外，就是身边飞驰而过的运动员让人眼晕。

大锅盔雪道分三段，一般叫一索、二索、三索（不是麻将）。一索缆车从山脚出发到半山腰，行

程大约10分钟，轿箱和半封闭四人座椅穿插上山；二索缆车 起点在一索缆车终点站下山方向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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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全部为轿箱，行程大约8分钟（光做缆车就将近20分钟，兴奋ing）；三索一般只对运动

员开放，不过不要郁闷，有能力从二索雪道飞驰而下的人已经不是一般人了，值得大家敬佩，不

信你自己试试看。

阳光度假村（风车山庄）滑雪场在三锅盔山，拥有高山滑雪初、中、高级雪道11条，总长度达30

公里，其中4号雪道是亚洲最长的高山易滑道。此外还有一条长达5公里 的环形越野道、2公里长

的气垫船和雪地摩托及雪橇专用道。各级别的滑雪场地均配有索道供滑雪者乘用。由于气候的原

因，不是所有的雪道每年都开放。8、9、

10号为高级道，6号为中级道，11号为初级道对于众多的滑雪爱好者来说， 6、8、11号雪道已经足

够用来训练和提高了，9、10号雪道则是绝对够刺激的了。初级滑雪道有灯光照明，可夜间滑雪。

亚布力阳光度假村冬季雪场雪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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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力：滑雪胜地
雪道编号 雪道等级 雪道长度(米) 雪道平均宽度(米) 适合人群

A1（原6号） 中 3842 25 中级滑雪者

A2 高 3517 40 高级滑雪者

A3 高 3024 30 高级滑雪者

A4 高 2736 30 高级滑雪者

A5（原9号） 高 2700 35 高级滑雪者

A7 高 3168 20 高级滑雪者

A8 初 850 40 初级提高者

A9 儿童 500 30 儿童

B1 高 1950 25 高级滑雪者

B2 中 1973 30 中级滑雪者

B3 中 2072 27 中级滑雪者

B4 中 2202 38 中级滑雪者

B5 中 2156 30 中级滑雪者

C1C2 初 385 60 初学者

   

3、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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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力：滑雪胜地

(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雪具大厅非常宽敞，进门右侧是雪鞋区，正对面是休息区，左侧是雪板区，二楼是餐厅。雪场的

双板全都是法国fischer大头版，而且有多种级别，只不过高档板不供普通滑雪者使用；单板品牌

稍差，多为外贸板、代工板，质量参差不齐而且保养得不好。建议单板朋友自己带板前去，不但

滑雪价格更便宜，而且滑得爽。大厅里有存包处，可以将换下的东西打包寄存。

（注：36码的雪鞋8斤，雪板12斤重，鞋码每大一号，雪具就增加1斤）

   

4、雪具租用流程

先到大厅交钱买票，雪场会给你一个黄色胳膊箍，千万别丢了，否则可要赔100大洋。买票后取雪

鞋，保险也在雪鞋区买，3元一份的保险，保额为意外伤害24000元，意外医疗6000 元。之后取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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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一般雪板区那几个小丫头会随便给你拿板，如果你觉得不合适要求换板，她们就会说“鞋和

板都是对号的，不能换”等等之 类的话，不过多理论一会，她们也会给你换。建议在他们取板前

先说明要多长的板，免得费口舌。

然后租柜子换装存衣服。换好装备的朋友注意，在你办理雪票的时候，雪场会给你一张不干胶，

上面打印着你的滑雪时间。一般都把它贴在外衣上，供缆车管理员看。如果是自带板，这张纸可 

千万别丢了，他是你滑雪的门卡，丢了很难补，没法证明你买票了；租板的朋友问题倒不大，有

黄胳膊箍可以证明你的滑雪时间，但还是小心为好。

最后，螃蟹似的走出大厅直奔雪道，不会穿雪鞋走路的菜鸟摔过两个跟头之后，滑雪开始啦！

   

5、场地服务

雪道都有救生巡逻队巡逻，他们不时地巡行于各雪道中，以便及时帮助那些可能需要帮助的滑雪

者。雪场有两处（山顶、山下各一处）医疗站可以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及小手术。此外，中瑞合作

的滑雪培训学校有专业教练为客人提供不同层次的教练服务，人们常常会请到20出头的高级教练

却是有12年 滑雪经历的省队队员，在这里遇见国家队的队员当教练也不是件稀罕事儿。在山顶和

中站还有2个音乐酒吧、1个快餐店，尤其是山顶的青云酒吧，时常爆满，大家去那里鲜有喝酒的

，大多数是滑雪累了，喝杯热茶吃些点心补充体力和热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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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玩乐篇

   

1、观风车

风车山庄（阳光度假村）以“风车”得名，风格各异的风车别墅群再现了十四世纪以来世界各国

风车经典，110座新古典风车组成“大地之子”风车网阵，堪称“世界风车博物馆”。户内与户外

休闲体育运动结合，冬季与夏季旅游项目兼

顾，森林风光与人文景观交融，是风车山庄引以自豪并获得众多游客交口称赞的三大特色。 

(图片由网友 @花惢大萝卜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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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力：滑雪胜地
   

2、滑雪

(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此滑雪非彼滑雪。其实玩什么，说起来枯燥无比，玩起来其乐无穷。不少雪场，都有高高的雪山

，高约8米多，宛如一座小山，全部是雪，货真价实，从四面爬上去，再从上面坐在破纸盒上滑下

来，也许半途就摔倒，叽勒轱辘地摔下来，搞得浑身都是雪，那种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看着

别人翻滚狼狈不勘的样子，还有自己连滚带爬的，除了开心的喜悦外什么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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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滑轮胎

(图片由网友 @孤独谁知晓 提供)

说是轮胎，样子象汽车里带，实际不是，也是那种充气后，鼓起来的轮胎状东西，人坐在上面，

在高处滑下低处，人坐在上面，无法控制速度和 方向，轮胎转着圈的滑了下来，上面的人就会尖

叫着转了下来，当然，自己重心没有掌握好，还会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一个跟头翻滚下来，但放心

，摔不坏的，都是 雪，摔着的时候，才真正感觉地贴近自然，贴近大地。

   

4、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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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滑道是风车山庄的娱乐项目，说白了，就是个铁皮槽子，顺山势蜿蜒而下，乘客在山顶乘坐特别

制作的滑车，速度可以由操纵杆自由控制，在山上 的入口滑下来，惊险刺激，全程2688米，被载

入吉尼斯记录。上山的时候，是乘坐索道上山的，只是一次，很多人说不过瘾，如果口袋的银子

多，就再来一次吧！

   

5、滑车

世界第一滑道上坐滑车下山。所谓滑车其实就一块板，中间有一个刹车模样的扳手，自行掌握速

度 ，单、双人都可以坐。这条引进德国技术建造的滑道，又称之为旱地雪橇，整条滑道长2680米

，一共有48个弯道，也就是说，胆子捎大些的人要刹车48次，快一点的4分钟就可到山底。 

 

   

6、篝火

这个实际是需要条件的，建议要10个人以上才能玩，在空地上生起一堆篝火，放着动感节奏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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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力：滑雪胜地
乐，大家手拉手围着篝火跳舞，作老鹰抓小鸡的 游戏，足够疯狂一阵子，最后，点燃烟花爆竹，

达到娱乐高潮，美丽的烟花在纯净的夜空显得那么美丽壮观，每一个爆破声是那么的清晰有力，

感觉大地都在颤抖。 这种活动，人一生中也许就这一次。费用大约是500元左右。特别适合公司

员工外出拓展项目，可以加强人和人之间的亲和力。

   

7、雪人雪仗

(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如果能赶上下雪，这时候是最美的景色了，雪花慢慢悠悠地飘了下来，握个雪团打雪仗，再现儿

时时光。找个雪厚的地方，慢慢地团雪，最终滚成一个大雪团，堆个雪人，随便找点什么东西装

饰一下，一个特色雪人就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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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力：滑雪胜地
8、雪地摩托车

(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这个东西好，速度快，还能爬坡，当年打座山雕的时候，要是有这个交通工具可就方便多了。样

子就是个大摩托，就是没有轮子，下面是履带。

   

9、狗拉爬犁

                                               32 / 59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073&do=album&picid=38625


�������

亚布力：滑雪胜地

(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体验体验狗拉爬犁着实叫人开心，不必说儿童的欢欣跳跃，就是大人们坐上狗拉爬犁，也会露出

孩子般的微笑。天天坐惯了车子、椅子，坐狗拉爬犁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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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力：滑雪胜地
  

七、住宿篇

亚布力滑雪度假区，住还是挺方便的，无论是三星级酒店，还是公寓，或者火炕，很 多，但如果

是在过年的时候，可就要提前预定了，否则没有地方住的。度假区内的三星级宾馆有三处，宾馆

有多处，别墅，公寓，农家火炕，从上千元的别墅到几十元的农家炕，基本适合各类人群住宿。

旅人提示：

1、房价在非周末(周一－周四)便宜很多，雪季开始和结束前后打折力度大。

2、建议住在亚布力度假村，在亚布力镇内有不少小旅馆，价格非常便宜，但在亚布力镇里住，稍

微有些不方便，比较来回路程要1个多小时，再搭来回车钱就不值了。

   

1、烧钱型

亚布力阳光度假村（原风车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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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酒店共计拥有客房308间，其中丽濠酒店133间，御林山舍155间，沐云楼20间。度假村的308间客房

分为八种房型，标准大床房7间，高级大床房76间，高级双床房42间，豪华双床房26间，豪华大床

房99间。还特意为家庭式的游客准备了初级套房26间、家庭套房31间。此外还有9个风格各异的餐

厅、酒吧，有可容纳750人的大宴会厅，5个多功能同声传译的会议室，健身俱乐部，星吧娱乐夜

总会、SPA室内外温泉水疗及足疗服务、美甲沙龙、最新型设备的健身房、零售商店和购物中心

、室外水疗池及室内游泳池、儿童电脑游戏室等。

优势在于滑雪可以打折，而且出门就有穿梭巴士送你去缆车站，不用走远道；住其它宾馆则要徒

步十几分钟到山庄来。

沐云楼（山上）

亚布力最好的酒店当属三锅盔的沐云楼了，这个酒店为超五星级，也是世界少数的高山酒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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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十多个房间，可以领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风情。在山顶餐厅，给客人提供精美、

纯正的川菜、粤菜、自助外，酒窖中还盛藏2500瓶美酒，将给客人展开世界红酒鉴赏之旅。在高

高的山顶，在阳光丽舍的

咖啡厅，可以悠闲地喝着喜欢的饮料，尽情享受心旷神怡的雪山美景。 

美中不足，就是实在太高了，对于夜晚想外出者，带来极大不便。

房间类型  平日 周末 节日

豪华间   1980 2180 2480

小套房   2580 2780 3080

家庭套房 3080 3280 3580

旅人提示：

1、加床每张300元收费，退房时间为14：00，超过14：00按半天收费，超过18：00按全天收费  

2、平日：周一至周四  周末：周五—周日

节日：圣诞（12月24—12月26日）元旦（12月31—元月2日） 春节（大年三十—正月初七） 

3、以上价格须另加15％服务费，价格不含早餐   

4、早餐：68元/位 

山下：

丽濠酒店

房间类型 平日 周末 节日

标准间 1680 1880 2180

高级间 1780 1980 2280

豪华间 1980 2180 2480

小套房 2280 2480 2780

家庭套间 2780 2980 3280

总统套间 5280 5480 5780

风车贵宾楼（准四星） 

房间种类 平 日 周 末 节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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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市 门市 门市

双人标准间 780 880 1180

商务服务

亚布力阳光度假村酒店提供的商务服务包括：扫描、复印、打印、电子邮件与高速上网、打字/秘

书、传真、个人电脑、专用轿车、航空和火车票预定、DVD播放器租赁、移动电话充电服务。

个性服务

托儿、美容美发、礼宾、干洗/洗衣、外币兑换、客房洗衣设施（洗衣机/烘干机）、门房/行李员

、保管箱、秘书、24小时擦鞋、提前到达和延迟离开、代客泊车、24个小时多语言门房、健身俱

乐部等服务。

   

2、家庭小康型

 新闻宾馆（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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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1996年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期间用于接待新闻记者，后按三星级标准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更

新。有宽敞明亮的大堂和温暖舒适的客房。

房间种类 平 日 周 末 节 日

门市价 门市价 门市价

套房 520 580 880

双人标准间 360 400 480

三人标准间 400 450 580

南极宾馆（准三星）

房间种类 平 日 周 末 节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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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市价 门市价 门市价

双人标准间 360 400 480

亚布力山庄（挂牌三星）

房间种类 平 日 周 末 节 日

门市价 门市价 门市价

双人标准间 780 780 780

三人标准间 1080 1080 1080

大套房 1380 1380 1380

小套房 1180 1180 1180

   

3、经济型

青年公寓

距离风车山庄不远，特别推荐那里的三人房，就同宾馆的标房无异，只不过多了一张床位，公寓

很干净，布局上有点象学生宿舍，平日房价270元/间；另外，还有四人房，非常干净，设备齐全

，只不过卫生间是大家 合用的，平日价240元/间。不过，在青年公寓内没有餐厅，用餐的话，得

跑到风车山庄去。24小时热水供应。

高山楼

一索终点旁的三层小楼是运动员休息的地方，从风车山庄入口处沿公路一直向上走2公里，俗称高

山楼。住宿条件很差，伙食更差，但收费较风车山庄低廉，只有“发烧级”的才去那里滑雪；这

里里一个人30元一宿（一床），全部为6人间，上下铺，男女分开住，可以说是最实惠的地方了（

不保证睡眠质量）。但这里只适合中级及以上滑雪者，是国家高山滑雪训练基地，归黑龙江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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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所属。不过据说房源紧，应该先下手为强。

   

4、农家院

目前在亚布力只有青山村有农家院住宿，风车山庄曾经附近的农家院被拆走了，风车山庄最近也

改名叫“太阳度假村”。从亚布力南站走到青山村特别近，大概就500米。出了南站顺着公路左拐

，走1000米就能看见青山村的地标了。往村里面走，就是一家一家的农家院，大家可以用自己的

眼睛好好挑选。农家火炕20－40元/人（有淋浴设施）。

   

5、抠门型

在吃、住上节省的办法是住在亚布力镇里, 滑雪后几个人包车回到亚布力镇，然后在镇上住小旅店

，第二天再起早前往雪场。不要怕麻烦，省钱就是硬道理！镇上大多数小旅店每张床15元左右，

吃的很好而且非常便宜。早餐后租“面的”上山，8点可到达雪场，车费50元左右。次法省钱王道

在于多人包车，人越多越便宜。不适用于单人或双人。

这里推荐红梅宾馆（0451－57887055）。他家离火车站非常近（100米），从火车站出来沿大道左

转，第 二个路口右转左边二层小楼既是，而且价格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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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饮食篇

滑雪中心和滑雪场附近的屯子里都有众多餐馆可供选择。去过的人认为价格公道是最重要的，还

有是不是食有所值，不一定是农家菜就比餐厅里的便宜，一定要多留个心眼。无论是宾馆还是农

家，基本炖菜都是很不错的，这个可以炖，那个也可以炖。另外东北菜的玉米，锅贴， 排骨，小

笨鸡炖蘑菇，各种野鸡，野兔，山鸡是特色。最重要的一定要小烧酒，当地产的小烧酒分2种，一

种是纯小烧酒，度数一般在40-60度间，还有一种是泡酒，就是小烧酒里泡的人参，枸杞，鹿茸五

味子等。小烧酒喝起来不上头，入口不辣嗓子，落肚热呼呼的，细品醇香悠悠。

亚布力镇

有不少的饭馆，有的有自己的特色菜--如自己灌的香肠就很有一套，价格很便宜，更重要的是，

这里的菜码特别大，都是大大大的盘子，好像饭店的菜不花钱，没有成本一样。可能这就是所谓

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关东风情吧呵呵。豪爽的性格在菜码里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度假区

度假区内各家宾馆的餐饮都可以，有些特色菜，却都是很昂贵的，比如林娃（蛤蟆），一斤都要

几百元，还有其它野味。

 

 大炕农家院

在风车网阵下面，有个号称50人大炕的农家院，这个是风车山庄的十号区。进得房间，果然是大

，一个炕上摆了4个炕桌，几十个人同时就餐没有问题，因为是炕，在上面特别热乎，而且也很舒

服。可以一歪身就躺下。这里可以提供各种熘钞，还可以吃火锅，基本上什么都不缺，跟农家没

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这里的管理较正规罢了。有一点注意，吃的时候一定要看下价格，不要

买单的时候手哆嗦。

新闻楼餐厅

20元一位自助餐，4个热菜、3种凉菜，1种汤、2种饮料，对滑雪过后饥饿的我可真是一个福音。

如果住在雪场附近，早餐也可以

到这里吃，10元一位，几种凉菜，主食很多种，适合大体力运动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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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通讯

虽然是山区，但这里的手机信号好得惊人，原来国家支持亚布力搞滑雪运动，花了12亿元修建了

从哈尔滨到亚布力的公路——301国道，完善了这里的电讯，所以象风车山庄这样的宾馆还可以收

看凤凰卫视以及Channel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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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技术篇

滑雪最好在下午3点以前停止，因为那个地区是山林，冬天的时候，过了3点钟以后，气温会下降

，早上也要在8：30以后去滑雪，太早了，冷啊

穿鞋：

第一次可能不会穿，得把外裤拎起后，使劲得把鞋后的搭扣扣住，再把旁边的按纽揿下，放下外

裤，如果你是租用那边的雪服，他们特制的裤边搭扣还可以把雪鞋围住，防止摔跤时进雪，穿好

鞋后站起来，感觉象绑了石膏似的。之后还得踏上滑板，窍门是先前脚套住，后脚使劲的往

后蹬，听到响亮的“啪” 一声后，说明你已经踏上滑板了。

走路：

穿上雪鞋和雪板后，菜鸟们发现自己即使连走路也不会了。要想使自己不滑下，可以侧着身子走

，见过螃蟹走路的样子？就是那样。另外，要想使自己站稳的话，得用倒八字步。

牵引索道：

它会带着你从山底下滑上山，想当然地一把抓住牵引钩，准备心安理得地享受它滑上山的菜鸟往

往脚下没有跟上就是一跤，还死命拉着牵引钩不肯松手。用手抓住牵引钩的做法是错误的，牵引

钩应该夹在两腿中间，利用牵引索道 把人拖上山借助地是腿部的力量，而不是上身的。

 下滑：滑降是滑雪技术的基础。

第一天上午，选一条长一点（500米），坡度缓一点（5度），宽度大一点（50米），经雪道机修

整过的滑雪道。穿好滑雪器材，将两只滑雪板的后部向外推出，呈內八字状，膝盖向前顶，上身

稍向前倾，两脚平均负担体重，用两只雪板的內刃卡住雪面向坡下滑行。两只滑雪板形成的角度

越大，阻力就越大，滑行也越 慢，反之阻力就变小，滑行就加快。在滑行中需要不断的改变这种

角度的大小，以体验由此带来的速度变化。初学者可将此技术用于滑降中的減速和停止。 

动作是，双脚成为八字形，立于雪道之上，双膝稍弯，身体重心在两雪板之间，不要努力把滑雪

板平放在雪地上，这时滑 雪板与雪地之间应自然地形成一定的角度，滑雪板的边刃切在雪地上，

如果这时在坡度很少的雪地上，可以站在原地不动。

 

下午选择坡度不大的初级滑雪场，开始滑行，记住一定要两脚保持内八字形，滑雪板与雪地保持

有切入角。从开始滑直到停下来始终 保持这动作。顺着雪道滑下一次后，你会发现，滑到雪道的

下端平缓地时，速度会降下来，这说明犁式能降低速度，达到了控制程度的目的。回头我们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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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滑过痕迹，不是两条直线，而是两条滑雪板横刮的痕迹。

然后你就该学习直线滑降技术了。在相同的地点，穿好滑雪器材，两只滑雪板保持平行，雪板的

间距与肩宽相同即可，双脚平均承 受体重，身体微微下蹲，上身稍向前倾并自然放松，目视前方

，沿滚落线方向滑行。此滑行过程呈加速状态，速度越来越快，要求滑雪者在滑行过程中保持双

板平 行，间距相等。这个阶段主要练习在保持双板平行的快速滑动中如何掌握身体的重心，即做

到在滑行中不摔倒，达到目的后，你就完成了直线滑降技水的练习。然后 在一次滑降过程中将上

述两种技术动作交替使用，即当滑行速度过快时采用犁式滑降技术減速，当滑行速度较慢时采用

直线滑降技术加速。需要反复练习，直到熟练

掌握。以上两种技术动作至少需要拿出半天的时间来练习。

转弯：

转弯技术能使滑雪者轻易绕过障碍物。由于高山滑雪是加速运动，太快的速度使滑雪者不易控制

滑雪板，而转弯过程本身就是减速运动，通过转弯，可使滑雪者将滑雪板控制在均速状态下滑行

在滑降的基础上把身体重心由原来的两脚中间，移动到左脚或右 脚，先做原地练习，重心移到左

脚（或右脚）时要稳定动作几秒钟，在身体重心左右移动时，滑雪板始终保持八字形和与雪地间

的角度。 再来到滑雪道上，在下滑时，将重心移到左脚上停留一会，会发现向左转弯，再重心移

右脚，这时会向右转弯。（重心移到哪只脚上，身体就会沿这只脚的雪板 方向滑行）。转弯动作

不是重心移动了，就完成了，而是移动后，要将重心保持在一支滑雪板上一会，才会完成一个转

弯动作，也就是说，转弯是持续用力完成的动作。这个滑行动作需要多次反复练习。

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错误就是在滑雪转弯过程中速度增加处，由于面向坡下，速度增

加，心理紧张而没完成动作，就失去了平衡，摔倒，这时重要的是记住动作重点，保持动作，完

成转弯。在反复练习多次后，可以在速度减缓处使两条滑雪板平行滑行、在转弯时变为犁式滑行

转弯。初学者开始滑雪时，会觉得很累，这主要是掌握不好平衡，身体紧张造成的，能熟练滑行

以后，你会觉得象散步一样流畅，轻松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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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装备准备

DIY防止进雪

滑雪时难免会有跌倒的时候，如果没有专用滑雪服，跌倒后雪会从脚脖子、 手腕、领子等处钻进

服装里，令人非常讨厌。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一问题呢？其实非常简单，您只要有一副护膝，一

副宽条松紧带外加一条围巾即可解决问题。在冬季北京的小摊上经常卖一种由腈纶棉 织成的有弹

性的长筒护膝，长约40厘米，将其一头套在滑雪靴上半部，另一头套在腿上，即可有效防止进雪

。用一副宽条带尼龙贴扣的松紧带将滑雪手套腕门紧紧扎住，雪就进不去了。另外，用一条围巾

将领子与脖子之间的空间稍加填充， 能保证雪不会进入领口，而且还能起到保温的作用。这些物

品既简单便宜又实用采购起来还很方便。

 滑雪镜

由于雪地上阳光反射很厉害，加上滑行中冷风对眼睛的刺激很大，所以需要

有一副眼镜对眼睛加以保护。滑雪镜应具备以下几个功能：

第一、防止冷风对眼睛的吹浮；

第二、防止紫外线对眼睛的灼伤；

第三、镜面不能起雾气；

第四，跌倒后眼睛不应对脸部造成伤害。

按以上要求，您应该选择全封闭型滑雪镜。这种滑雪镜的外观类似潜水镜，但不把鼻子扣在内，

外框由软塑料制成，能紧贴面部，防止进风。镜面由镀有防雾防紫外线涂层的有色材料

制成。这种材料很柔软，用力扭曲只发生变形而不会断裂，以保证镜面受到撞击

时不会对脸部造成伤害。另外，在外框的上檐有用透气海绵制成的透气口，以使

面部皮肤排出的热气散到镜外，保证镜面有良好的可视效果。戴眼镜的滑雪者在

选择滑雪镜时，应选择镜框厚一点的滑雪镜，以便能将眼镜全部罩住。

近视人群选择滑雪镜有以下三种解决方法。

配戴隐形眼镜后再戴亚布力滑雪场镜

优点：经济实惠。省时省力。

隐形眼镜的价格相对比较低，建议亚布力滑雪场时我们选择日抛型高透氧隐形眼镜，不需要清洗

，配戴方便。当然，对于眼睛红肿、沙眼、发炎等情况下是不适合戴隐形眼镜的。

缺点：卫生条件差、安全性不够。眼睛容易红肿。雪场往往天气比较阴沉，多风沙。配戴隐形眼

镜容易污浊，不方便清洗更换，而且隐形眼镜配戴在雪镜内部，影响眼睛的透氧，易造成眼睛红

肿，严重还会引起炎症。在 高强运动量下或摔倒时，眼睛都会承受一定的压力，隐形眼睛很容易

被压出来，这时再将隐形眼镜戴回，是否能找得到？是否能清洗干净？这些都是隐患。如果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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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破碎在眼睛里更是得不偿失。

配戴可直接"卡"近视眼镜的滑雪镜

优点：选择相对内部空间比较大的亚布力滑雪场镜直接扣在近视眼镜上。这是一种相当实惠、有

效的方法。

缺点：对雪镜和近视眼镜的要求都比较高，而且近视镜片的中心点不容易对在瞳孔上，配戴舒适

性差。

可直接“卡”近视眼镜的滑雪镜，价格相对一般的雪镜偏高一些，主要是在镜框上做了特别设计

，增加了制作 成本。在镜框左右两侧太阳穴的位置一般都开有凹槽，以方便固定近视眼镜的镜腿

。虽然这种雪镜内部空间大，但并不适合所有的近视眼镜，一般我们建议配戴：记 忆或TR90材质

，镜腿柔韧性好的眼镜以及近视眼镜采用防雾镜片，镜框比较小的人采用这种方法。

 推荐眼镜：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法国BOLLE的OTG系列、日本AXE的AX830、AX970、AX950以及艾乐威ALEVI

N的飞马系列、欧野OYEA的雪影系列都是可以直接配戴近视眼镜的滑雪镜。

选用可配近视匹配器的滑雪镜

优点：配戴方便，安全、视物清晰。

缺点：成本高。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滑雪镜，有些款式配有近视匹配器，即在雪镜内部卡个近视眼镜框，一般随雪

镜附赠的适配器都是专款专用的，即只能放在该款雪镜内使用。如高特ODS系列、艾乐威飞马系

列等。

法国BOLLE公司推出的SOS是一款通用型匹配器，一般雪镜内部空间稍大些的雪镜都可以使用，

如UVEX、AXE、SMITH、ZEAL等品牌雪镜均可配合使用。不过这款SOS相对成本比较高，零售

价在150元左右。

选择这种适配器，还需要配光学近视镜片，建议近视镜片选择防雾镜片，否则在极低温情况下，

雪镜防雾，内 近视镜片不防雾，同样会看不清视物，影响滑雪安全。因为雪镜弧度大，内近视镜

框也有弧度，故选配光学镜片时，要酌情适当的降低近视度数。同时不建议近视度

数700度以上的人选用这种组合的滑雪镜。

保护皮肤 

我国北方，冬季寒冷、干燥，皮肤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水分散失得很多，加上

滑雪时形成的相对速度很大的冷风对皮肤的刺激和雪面上强烈紫外线对皮肤的灼

伤是构成皮肤伤害的主要原因。为防止水分的散失和紫外线对皮肤的灼伤，可选

用一些油性的有阻止水份散失功能的护肤品，然后再用防紫外线效果较好的具有

抗水性的防晒霜涂在皮肤上。防晒霜只能在短时间内有效，所以应每隔一段时间

（一般2小时）就在暴露的皮肤上涂一次，切不可因为阴天不涂防晒霜，因为阴 天时紫外线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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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强烈。如果滑行中感觉冷风对脸部的刺激太厉害，可选择一个只露出双眼的头套，再加一个全

封闭型滑雪镜，可将面部完全罩住，能有效阻止 冷风对面部的侵入。

补充饮食 

我国北方冬季寒冷、干燥，人体水分散失较大，加上室内温度过高，人的内

火较旺，应注意每日多饮水，适当补充一些水果，例如：橙子、鸭梨等。桔子吃

多了易上火，最好不吃：如果能备点润喉片，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内衣

滑雪活动是一项在寒冷环境中进行的体育运动，如何选择和使用内衣就显很

重要。当人处于运动状态时，身体会排出很多汗液；而当人处于停止运动状态时 其热量和汁液的

排放就少得多。在选择贴身内衣时，最好不用棉制品，因为棉制品吸水性较好，当人体处于运动

状态时，棉制品会大量吸收人体排出的汗液；

而当人体处于静止状态时，棉制品上的汗液很难在短时间内挥发掉，贴在皮肤上

又冷又潮的棉内衣会将皮肤表面热量带走，使人产生寒冷的感觉，此时应及时

更换内衣。另外，您可以将一件带网眼的尼龙背心贴身穿，然后在外面套上一件

弹力棉背心，这样身体排出的汁液会透过尼龙背心吸附的弹力背心上，不会产生

寒冷的感觉。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您可以选一件丝普纶材料制成的内衣，这是国

际上一种先进的材料，曾作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已在国内研制成功。它的内层

有一层单向芯吸效应的化纤材料，本身不吸水，外层是棉制品，可将汗液吸附在

棉制品上，效果非常好，您不妨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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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线路篇

哈尔滨－亚布力一日行程

早晨从哈尔滨出发，乘火车或汽车到达亚布力，沿途观林海雪原北国风光，途中复习旅人亚布力

攻略和滑雪基本知识，中午抵达亚布力，饕餮东北农家风味餐；午餐后在亚布力滑雪场地使用全

新雪具滑雪2小时 （六人吊厢索道），之后乘座高山包厢缆车到达1374米的大锅盔山，欣赏世界稀

有植物——偃松、山顶林海、山顶石海（约一亿年形成）、在那里俯瞰亚布力的全景，欣赏林海

雪原的景色及观赏到百年奇树卧地松。下来以后坐小火车车游亚布力风景区，观风车网阵傍晚返

回哈尔滨。

哈尔滨－亚布力三天行程

第一天 哈尔滨－亚布力。 风车山庄、滑雪场、农家院、篝火晚会

中午到达亚布力镇，午餐。下午到达亚布力滑雪场，找住处放行李换衣服。到雪具店租一套雪服

和雪具，滑雪半天。 不会滑雪的朋友一定要请一名滑雪教练， 在教练的带领下练习半天滑雪后，

相信大家对滑雪的基本要领就可以掌握了，到了16：30亚布力的夜晚来临了，回公寓休息一会儿

，到附近找一家农户坐在温暖的火炕上吃吃东北农家大盘菜。用完餐后，大家还可以在户外打打

雪仗，参加篝火晚会；喜欢室内娱乐的朋友也可以去唱歌、玩游戏机看电影或者到酒吧坐一会儿

，想继续巩固滑雪技巧的朋友这时可以继续到夜间滑雪场练习。

第二天 亚布力 五指神树、滑道、森林蒸汽小火车、滑雪场、夜间灯光滑雪场

亚布力的早晨来得特别早，到了这里睡懒觉可是一种浪费，早点起来吧，这里的空气可是特别纯

净，在这里住几天如同洗肺了一般，胃口也特别好！早晨8点雪场就开放了，用过早餐可以兵分两

路：痴迷于滑雪的可以直接去雪场或者去玩玩雪地摩托、滑轮胎、冰上拔河；想去到处看看的，

这时可以坐缆 车直上大锅盔山顶（在这里雪具出租的费用中是包含索道费和场地费的），缆车大

约要走20分钟，在这个过程可千万不要错过浏览山色的好机会，尤其不要忘了回头看看；到了山

顶建议去参拜一下五指神树，还能欣赏到壮丽的雪原山色和美丽的白桦林，当然还有滑雪高手的

灵动身影。

然后你就可以去体验亚洲第一滑道的惊险刺激了。 一路风驰电掣到了山下后，对森林蒸汽小火车

有浓厚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观火车了。这里的火车是日俄时代遗留下来的，虽然小巧玲珑但喷出

的蒸汽还颇为壮观。 如果你对小火车没什么兴趣，那我建议您还是赶紧抓紧时间继续滑雪吧，经

过昨天的学习，今天大家的技术肯定会突飞猛进，滑雪是一件很上瘾的活动，一旦开始您会觉得

时间过得飞快，所以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

第三天 哈尔滨 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哈尔滨百货大楼、冰雪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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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乘坐班车至亚布力火车站赶乘08：56开往哈尔滨的子弹头特快列车，11：56到达哈尔滨。  

在哈尔滨火车站有直达中央大街的公交车，到达中央大街后可以先参观索菲亚教堂（门票10元）

，然后顺着大街来到哈尔滨百货大楼，购买哈尔滨红肠、 列巴（现在哈尔滨有各种牌子的红肠出

售，建议购买秋林公司或者哈尔滨肉联厂的红肠）。之后，可以找一家西餐厅品尝有名的俄式大

餐。餐后，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门票80元）。 

详情参加旅人哈尔滨攻略。http://d.lvren.cn/gonglue/haerbin/

                                               49 / 59

http://d.lvren.cn/gonglue/haerbin/


�������

亚布力：滑雪胜地
  

十三、价格篇

国家体委滑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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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力滑雪中心门票 ：10元／张

1、雪具出租价格逢周五、周六、周日上浮15%，12月31日至元月2日及2月4日至9日（春节）上浮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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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滑雪场日间开放时间为08：00-16：30。

3、1.2米以下儿童按门市价5折收费。

4、夜间滑雪场开放时间为16：30-22：00。

5、雪具出租费中含索道费及场地费。

6、自带雪具按雪具出租门市价7折收费。

7、雪具及雪服出租4小时以内按半天计费，超过4小时不足8小时按全天收费。

另外，滑雪全包价最低消费（2天1夜）408元/人，内容包括住宿、用餐、滑雪、门票、高山索道

观光、乘坐世界第一滑道、综合服务费（不包括往返交通费，10人以上成团）

租用雪场的雪具费用较高，特别是在周六、日会上浮150%之多，元旦、春节则更高。如果想常去

滑雪，最好的办法是置备一套雪具，想节省的话可考虑购买二手板。自带雪具只交场地费180元左

右。 

风车山庄滑雪场

风车山庄滑雪场可以提供普通高山板、专业高山板、单板（Snow boat）、滑雪服、旅游滑雪靴、

专业滑雪靴等雪具及雪地摩托。普通高山板主要在山下的雅士奇滑雪俱乐部，专业高山板集中在

双桥、青云二个俱乐部里，价格要比普通板高10%。

备注：

1、滑雪场日间开放时间为每日08：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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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价格包含一套滑雪器材（滑雪板、滑雪鞋、滑雪杖）租用费及

2、场地、缆车（高级雪场）/魔毯（初级雪场）的使用费

3、3、2-4小时按半天计费，超过4小时按全天计算

4、平日为：周一至周四；周末为：周五、周�、周日。节日为：圣诞（12月24日-26日）；元旦

（12月31日-2日）春节（三十至初七）

5、雪具及雪服出租4小时以内按半天计费，超过4小时不足8小时按全天计费。

旅人提示：

如果你想花费更少的费用去滑雪，不妨到3月1号以后再去，亚布力的雪期一直要延续到4月，但那

时的价格已经大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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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气候篇

亚布力山高林密,高度1374、8米，年平均气温2--10摄氏度。冬季山下积雪深度为三十—五十厘 米

，山上积雪厚达一米左右，雪质优良，硬度适中。年积雪期一百七十天，滑雪期一百二十天，这

里的极端最低气温是-44℃，平均气温-10℃，积雪期为170天，滑雪期近150天，每年的11月中旬至

次年3月下旬是这里的最佳滑雪期。

冬季平均积雪厚度为38.26cm，高山雪区可达60cm以上。亚布力白天气温-20℃左右。雪质为粒状

雪，积雪期为170天，积雪最深可达1米以上，没有污染，滑度好

 

实时雪场气温和开放情况查询：http://www.yabuliski.com/index.asp

非雪季

六至九月的亚布力景色非常美丽，在这个时候逃离都市的炎热和喧嚣去这个清凉之地小住几日，

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虽然那时不能滑雪，但可以游泳、滑草、滑道、打高尔夫、马球

、爬山、垂钓，而且那时房价极其便宜，没有蚊子

锅盔山主峰三锅春季野花飘香，夏季苍山滴翠，秋季霜叶似火，冬季万里雪飘。镇内有海拔1370

米的大锅盔山，挺拔雄奇，植被丰富，有横穿全境的蚂蚁河和黄泥河，清流激湍，四季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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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旅人提示

1、提防“冰缝子““冰缝子”是亚布力当 地人对那些黑地陪，非专业导游的通称。这些冰缝子

们在每年十二月底到三四月份的滑雪旺季，负责拉游客到亚布力的农家院或者宾馆住宿，从中提

成。拉到的客人 越多，他们的提成便越大。利益的驱使，使得他们对客人的争夺。

骗术一： 冰缝子利用网络进行骗术。现如今网络普及，人们往往去另外的城市旅游之前会在网络

上进行咨询，查找路线。前往亚布力的驴友往往在查询的时候就会遇到冰缝 子，利用网络平台，

冰缝子们讲90%的实话，略去10%赚钱的重点不提，吸引一些上网的年轻人主动与之联系。

把住宿、滑雪等低利润的价格公布在网上，吸引大家的眼球，略去餐饮的高价格不提。

住宿，很少有住宿地实景图片，很多图片失真严重，容易给游客造成误解，游客根本无从判断住

宿的环境到底如何，只能听信对方的个人语言，而且是否含有早餐很含糊，有些住宿地早餐费用

性价比很低；

滑雪，亚布力滑雪价格与门市价格差别很大，而且一般只公布滑雪的单独价格，而你真正通过他/

她滑雪，隐藏的强迫消费很多，如花言巧语诱骗你租用游玩其他项目等，这些价格基本都是隐藏

不提的。

 

骗术二：号称能提前预定往返亚布力南的火车票欺骗游客。一般他们在网上或电话咨询中都会告

诉游客他们能够预定到往返亚布力南的火车票，但事实确是：负责订票的人根本没提前订票，也

是临时到窗口去买的票，他的作用是把游客一个不少的带到冰缝子的手中。

  

  骗术三：在火车站出入站口，车厢中 争抢旅客，号称可以拿到滑雪折扣价，找机会带领游客到

农家院吃饭；或者到了雪场，临时收取加项费用，从中牟利。

 

骗术四：利用免费的口号实则为欺骗驴友。免费包车接到农家院，看似免费，实则是不给游客用

自己眼睛选择农家院的机会。

骗术五：当驴友被引导早已经“预谋”好的农家院抱怨农家院的条件和价格之高的时候，会被告

知别处的农家院也饭菜也都是一样的价格，条件比这里的更加艰苦。要走人可以，留下一晚上的

房费。谁让你提前订好了房间呢。

  

骗术六：当有的游客不愿意束手就擒的农家院宰割质疑饭菜价格太贵的时候，冰缝子就把所有的

责任推给农家院，并说这些与自己无关。而此时的农家院更是咬死也不肯降价，住宿也一样。

 

2、滑雪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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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应仔细了解滑雪道的高度，宽度，长度，坡度以及走向。由于高山滑雪是一项处于高速运

动中的体育项目，看来很远的地方一眨眼就到了眼前，滑雪者不事先了解滑雪道的状况，滑行中

一但出现意外的情况，根本就来不及做出反应，这一点对初学者尤其重要。

第二：了解滑雪索道的开放时间，在无工作人员看守时切勿乘坐，因为此时极有可能是工作人员

乘坐的下班索道，在工作人员到达下车站后，索道即停止运行，如果您在空中被吊上一夜，发生

冻伤事故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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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冒然行事，要循

序渐进，最好能请一名滑雪教练。

第四：在滑行中如果对前方情况不明，或感觉滑雪器材有异常时，应停下来检查，切勿冒险。

第五：在结伴滑行时，相互间一定要拉开距离，切不可为追赶同伴而急速滑降，那样很容易摔倒

或与他人相撞，初学者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故。

第六：在中途休息时要停在滑雪道的边上，不能停在陡坡下，并注意从上面滑下来的滑雪者。

第七：滑行中如果失控跌倒，应迅速降低重心，向后坐，不要随意挣扎，可抬起四肢，屈身，任

其向下滑动，要避免头朝下，更要绝对避免翻滚。

第八：发现他人受伤时，切勿随意搬动，应及时向滑雪场管理人员报告。

第九：要了解当地的气候特点和近期天气状况，备好充足的御寒衣物，以防天气突变。

第十：要穿颜色鲜艳或与雪面反差较大的滑雪服，以使其他滑雪者容易辨认自己，从而及时绕行

避免相撞。

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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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镜片制造的眼镜，它在受到撞击后不易碎裂。

第十二：严格遵守滑雪场的各项规章制度，因为每一项制度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证滑雪者的生

命安全

3\防止冻伤

冻伤是指人长时间处于低温环境中产生的伤害事故。人体产生冻伤主要发生

在手部、脚部、耳朵等部位，所以应选用保温效果较好的羊绒制品或化纤制品对

上述部位进行保温。另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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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足御寒衣物。

不要单独 一人外出滑雪，以免出事后既无人知晓，又无人救援。

不要擅自滑出滑雪场 界线。

饮酒后不要外出滑雪，一旦醉卧在外，非常容易发生冻伤。

要穿鲜 艳服装，以便能及时被发现。

外出滑雪时要告诉家人或朋友：自己去什么地方

滑雪、去几个人、什么时候回来，以便出现意外时，能及时救援。希望您滑雪活

动中注意以上建议，切不可麻痹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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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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