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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丽林都，天然氧吧

伊春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是中国的绿色宝库。这

里因盛产珍贵珍树“红松”，被誉为“红松故乡”、“祖国林都”。伊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红

松原始林，号称为“天然氧吧”。 

(图片由网友 @百合的杰杰 提供)

伊春是东北主要森林生态旅游区，森林、冰雪、河流等旅游资源独具特色。由于远离喧嚣的大都

市，这里空气清新，水质洁净，环境静谧，是回归大自然进行森林生态观光和休闲度假旅游的理

想之地。在伊春市的嘉荫县，曾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被称为“神洲第一龙”的黑龙

江满洲龙，因而伊春又被称为“恐龙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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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地理位置

伊春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初春，冰雪动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百水

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玉冰清。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

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2000年，伊春被国家旅游局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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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伊春旅游最棒体验

   

1、春季，赏万紫千红杜鹃花海

春到兴安岭，像报春花一样的兴安杜鹃便会迎着料峭的寒风尽情的开放。伊春有中国最大的杜鹃

花海，无法用语言描述它的壮观景象，只有身心被这紫红与翠绿相间包围时，你才会真正体味到

林海的博大，花海的瑰丽，大自然的迷人。 

伊春杜鹃(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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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兴安岭杜鹃花最好的观赏地位于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在这里，石海与花海相间，石海与林海

相邻。那一幅石在林中，林在石上，石在花中，花在石上怡人景色，堪称中国罕见的地质奇观。

伊春的兴安杜鹃花一般在五月中间开放，是摄影爱好者与游人观赏的最好时机。除红星火山地质

公园外，还有五营国家森林公园、美溪金沙河杜鹃花风景区、汤旺河林海奇石风景区等地也能看

到大片美丽的杜鹃花盛开。

   

2、夏季，瞧林都醉人绿色海洋

夏日林海(图片由网友 @百合的杰杰 提供)

盛夏七月前往伊春，沐浴在森林氧吧里，你会深深的体验到伊春“林都迎宾不用酒，捧出绿色就

醉人”的魅力所在。在伊春，森林不能称之为森林，而要称之为海洋。一颗树接一颗树，一片林

接一片林，随着山势起起伏伏，一直延向天边。在地上，有树挡着，不感风大，到了树顶上，风

起云涌，大风掠过树梢，如同一波一波的浪涛，涌起来，又低下去。到了这里，才知道什么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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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森林，红松、落叶松、云杉、冷杉这些针叶林和阔叶林混交在绵绵大山里，山山有景，树树有

奇。林间马鹿、黑熊、野猪、麝獐时有出没，更是鸟的天堂。站在五营主峰的观景塔上看林海，

您就能真正体会到大森林的意味。

   

3、秋季，观层林染金梦幻美景

(图片由网友 @百合的杰杰 提供)

秋天，走在小兴安岭浩瀚的林海中，五花山色会再一次让你沉迷。五花山，是一个形容词，形容

山色斑驳，五色竟奇的那一番景象。中秋前后，是看五花山最好的时候，林区秋来的早，秋风袭

来，寒意微露，红松、白松、冷杉还绿着，阔叶树已经发黄，枫叶红了，桦树叶子落了，露出白

色树干，蕨枝枯萎，呈现出灰色，树们各显神采，把整个森林染成梦幻般的彩色，远处望去，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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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山林五彩斑斓，姹紫嫣红，美不胜收。进得林子，松子落了，榛子熟了，松鼠们忙碌着收集过

冬的食粮，偶尔有山鸡飞过，鲜艳的羽毛在五彩的林子里闪出一道弧线，山间溪流，秋水潺潺，

带着几片红叶缓缓流过，那种美，让人看的眩晕，仿佛不在人间，到了飘渺的仙境。

   

4、冬季，看林海雪原雪凇奇观

(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伊春四季风光皆迷人，但最让人震撼、让人感动的却是那雪压青松、笑傲寒冬的壮美冬天。银装

素裹的原始森林，浩瀚无垠的林海雪原，玲珑雅致的雪松景观，白雪皑皑的大山奇石，构成梦幻

般的冰雪王国。站在山上，看到千顷松柏在连绵的山峦间翻卷着“朝阳落松尖似披金缕，白雪洒

松间犹披银衣”的意境，心里会着实的被冬日林海的豪情壮丽震撼。雪地里欢快地打着雪仗，身

后高大的雪淞有种梦幻般的美，那沉甸甸的红松，承载着绵绵的雪淞，它们相得益彰，相依相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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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雪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恩赐，“瑞雪兆丰年”是千百年来人类的恒久期待，浩瀚的林海雪原，苍

茫的白色大地，会令你叹服大自然的伟大，冬季的伊春真是一个令人惊叹、令人震撼、令人深爱

、令人欲罢不能的童话世界！

   

5、铁力市赶东北大集，感受风风火火的东北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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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如果想感受一下东北的赶大集，不妨去一次铁力市，冰天雪地的马路上是一派红红火火的热闹景

象。丰富的山特产品，川流不息的赶集人群，独具特色的东北集市场面，绝对让你领略到东北人

的热情。铁力市属于伊春所辖的县级市，北距伊春120公里，西南距哈尔滨市227公里，铁力的集

市因比较集中与热闹，便被称作铁力大集。赶大集和上市场买东西的感觉不一样，逛的时候不是

冲着东西去的，而是看人的表情。卖东西的东北大叔大婶们戴着厚厚的口罩，穿着大棉衣，双手

缩在衣袖里憨厚的笑着，令人倍感亲切。不仅能买到春联、挂历、鸡肉、鱼肉、羊肉，还能吃到

独具东北特色的冻梨冻果和糖葫芦，沸腾的人群里，你可以像孩子一样欢快的穿梭着，似乎一下

子回到了童年。

   

6、伊春狩猎，做回野性的东北汉子

狩猎是伊春最有趣的旅游项目。在伊春小兴安岭的深处，有经国家批准对外开放的狩猎场，游客

不仅可以在狩猎中亲近自然，尽享狩猎的乐趣，还可参加猎场内举办的各种文艺活动，非常有趣

                                               11 / 59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109&do=album&picid=39593


�������

伊春：醉人林都
。在伊春，你可以做一回纯正的东北汉子，拥有纯粹的野性生活，带着一条狗，一支枪，穿梭在

深山密林间，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感受森林民族独特的快乐。阳光下，人们狩猎、摔跤、射箭、

赛马，入夜时，熊熊篝火在林间燃烧起来，人们载歌载舞，忘记了生活的烦恼，在这片世外桃源

中尽享原始的乐趣。 

(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旅人提示：

桃山国际狩猎场：位于桃山林业局东南14公里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国际狩猎场。每年9月

初至翌年2月底为狩猎期。

价格：120元/人

电话：0458—2486573

   

7、品特色山野盛宴，尝美味东北农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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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猪菜(图片由网友 @逃之夭夭 提供)

伊春这块宝地，除了有山有水有树，更有丰富的山野产品。山菜、山果、药材，漫山遍野，伸手

就来，而且绝对绿色，绝对有机。到伊春，一定要尝尝伊春的野菜宴。先来一个蘸酱菜，婆婆丁

、黄瓜香、刺嫩芽都是美味的绿色佳品。再来蒜汁狍舌、人参炖野鸭、猴头蘑炖沙鸡、扒野兔肉

、山鸡炖珍蘑、家常炒榛仁等，想想就让人流口水的山珍。此外，刺嫩芽、黄花菜、猴腿菜、脊

丝蕨菜、彩云醉猴头这些特色山野菜，都别有一番味道。如果你能有幸居住在东北人家，更是可

以品尝到纯正的东北农家大餐，白肉、杀猪菜、萝卜炖粉条、番茄炒鸡蛋、红烧肉，再加个清烧

库尔滨河有名的鲤鱼，美味极了。你可以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热热闹闹，好不畅快！

   

8、大丰河漂流，感受清凉急速漂流体验

探险漂流是伊春最刺激的旅游项目。伊春共有676条河流，并有着各具特色的漂流河段，既可欣赏

到当地的山光水色，又可享受顺流而下的逍遥和自在。大丰河是较为著名的漂流河段。漂流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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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凝眸远眺，满目的碧绿，披挂在雄峰之上。随清流碧水潺潺而去，便生出“人在画中走，画

中人生情，无处不是景，处处绿意浓”之感慨。穿行于青山绿树之间，荡波于清澈河流之上，赏

“浮光耀金”之美景，品“静影沉璧”之风情，醉在这人与自然的极妙和谐中。岸边所有的景色

皆因水而愈加美丽。置身在这多情的水中，身会为之一轻，心会为之一阔，眼睛也会为之一亮。

水在河中流，人在水中漂，漂出人生的感受，漂走生活的烦忧。 

 (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旅人提示：门票：60元

电话：13766735199

地址：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鹤伊公路52.5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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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伊春森林公园推荐

伊春有“森林城市”的美誉，森林覆盖面积达到90%以上，拥有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兴安国家森

林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等著名的森林景区，来伊春旅游，自然要前往森林世界领略大

自然的独特魅力。 

伊春市旅游景点分布图

   

1、汤旺河林海奇石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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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旺河国家公园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公园具有得天独厚的森林和冰雪资源优势，拥有1,240余

种动植物种类，建有多处保护区。公园境内河流20余条，汤旺河为最大河流，全长509公里，是伊

春的母亲河。汤旺河国家公园从印支期的花岗岩石林到第三纪珍稀的孑遗森林生态系统红松原始

林，从风灾遗址、火烧迹地到笃斯越橘采摘园、草莓园，以及汤旺河漂流，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

美景色、自然天成的奇观，使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汤旺河国家公园以稀有的花岗岩石林地貌景观

和完善的原始生态为特色，树在石上，石在林中，林海奇石、地球一绝，拟态奇石千姿百态，惟

妙惟肖。 

(图片由网友 @百合的杰杰 提供)

门票：80元/人

地址：汤旺河区中心苗圃

电话：0458-3574024

开放时间：8：00-17：30

交通：伊春客运站有多次班车开往汤旺河，8：00-17：00每小时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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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营国家森林公园

五营是伊春各林区中红松原始森林保存最完好的地方，设有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和丰林国家红松自

然保护区。这里是亚洲规模最大、最完整、最有代表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五营国家森林公

园内古木参天，生长着170多种树木和230多种珍禽猛兽。公园内古树参天，林海茫茫，风景宜人

。近年来，已成为以红松原始林生态旅游为品牌的重点旅游区，园内有250多种真禽猛兽，七八百

种植物、药材、山野菜等。 

公园里的小木屋(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天赐湖是园内景点之一，是自然恩赐的人间美景。湖边岸上，处处绽开花朵五颜六色，溢散着的

清新、淡淡的香气沁人心脾。据测试，这里的负离子浓度是闹市区的近200倍，大大超过海边含量

。所以，有人说走进森林公园天赐湖边就是走进人间仙境，怎能不觉得情意缠绵，醉在其中。

门票：10元/人

电话：0458-8929666

开放时间：8: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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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醉人林都
交通：从哈尔滨直接乘火车到五营，转乘30分钟的中巴上山即到。（森林公园有专车接站）

   

3、兴安国家森林公园

“北疆第一园”——兴安森林公园位于克一河镇境内，是林区第一座植物园。始建于1993年，占

地面积4515公顷，是伊春市中心区距离最近、面积最大、森林生态保护最完整的国家森林公园。

该景区在开发建设中紧紧依托小兴安岭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结合林区地方文化，以独特的风格

兴建了一塔、二泉、三谷、四岭、五杨、六阁、七亭、八园等景区。 这里四季分明：春来万山滴

翠、入夏千峰竞秀、深秋层林尽染，冬至雪塑冰晶。完美的自然景观与丰富的人文景观构成了一

幅和谐统一的美丽画卷。此外，园中共有自然和移植植物420余种，饲养大兴安岭野生动物30余种

，从远处看，“十鹿奔春”雕塑在阳光照射下，银光闪闪，蔚为壮观。 

(图片由网友 @逃之夭夭 提供)

门票： 30元/人

地址：伊春区前进办扶林委

电话：0458—8974898

开放时间：8：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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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醉人林都
交通：伊春火车站前有多辆公交可达，市内还开设有旅游专线直达景区，打车至景区大约20元

   

4、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

“林深水碧百花鲜，燕舞鸟鸣蝶翩跹，绿林丛中红屋现，疑似仙境在眼前”，这首诗就是描写溪

水国家森林公园的真实写照。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系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公园总面积为4580公顷，

公园地理位置优越。不但景色怡人，而且小兴安岭植物群落齐全，有“森林生态博物馆，林都伊

春后花园”之美誉。 

(图片由网友 @百合的杰杰 提供)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独特的上甘岭溪水公园，以世外桃园般地优雅将浓浓的乡土气息和别致的异

国情调融为一体，俄罗斯风情园占地面积20公顷，包括民族风情休闲娱乐中心和风情演出园两部

分，到这里游玩既可以领略异国风情，观赏俄罗斯多姿多彩的民族舞蹈，倾听俄罗斯优雅的经典

音乐，又可选购异国情调的俄罗斯商品，品尝俄五大餐。夜幕降临的时候，熊熊的篝火映红夜空

，与俄罗斯少女翩翩起舞，尽情感受异国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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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醉人林都
门票：45元/人

地址：黑龙江省伊春市上甘岭区溪水经营所

电话：0458-3833015

开放时间：8：00-18：00

交通：伊春长途客运站有车开往上甘岭，票价5元，车程1小时，发车时间为10：30、15：00、15

：40

   

5、回龙湾国家森林公园

回龙湾国家森林公园传说中是黑龙的诞生地，并因此得名，这里至今还流传着有关黑龙的神秘传

说。回龙湾是集旅游、度假、避暑、观光为一体的森林生态旅游胜地，2006年被第三届东亚旅游

国际博览会评为十佳知名景区。并被盛赞为世外桃源、湖山胜境。 

(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走进回龙湾西北茂密的山林，眼前就会出现一片偌大的野生梨园，生长在大山的幽谷怀抱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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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醉人林都
美最具有魅力的时候当属春秋两季。春上五月，小兴安岭山阴处的坚冰尚未完全融化，悄然间万

株梨花竞相开放，用语言难以描绘精确恰当，浓郁的香气惹得游人寻踪觅迹，纷至沓来观看，俨

然进入梦幻般的神居仙境。至秋，偌大的山梨园则是清一色的金黄，累累果实，那香气同春时截

然不同，甜润清香中略带几丝酸涩，闻后让人心脾怡然。其原生态、纯绿色的自然景观展现给世

人，令人心驰神往。

门票：60元/人

地址：鹤伊公路110公里处

电话：0458—3958888

   

6、小兴安岭植物园

小兴安岭植物园位于伊春市区北山，是一处全天候免费开放的城市园林，始建于1978年7月，面积

210公顷，由药用植物园和树木园两部分组成。现在，这里种植的各类名贵植物已达600多种。该

植物园引进一些国外树种，大部分是林区树种，另外，将小兴安岭树种集中在一起，供科研考察

、科普教育、旅游观光。园内挺拔的苍松翠柏，婷婷玉立的白桦树，鲜花锦簇的奇花异草，异国

他乡的树木，众多具有特色的雕塑小品，把植物园装点得如诗如画，令人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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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醉人林都

(图片由网友 @逃之夭夭 提供)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电话：0458-3964158

交通：乘3线公交车到市体校下车,或乘2线、5线公交车到北大桥下车后步行上山

   

7、茅兰沟国家森林公园

风光旖旎的茅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满溪浪花，景色天成。集山奇、水秀、林茂、潭幽、瀑美于一体

，春天漫山杜鹃争芳斗艳，夏日树海波涛荡漾，秋季五花山色层林尽染，冬天遍谷的玉叶琼枝傲

雪凌霜，一年四季不失姝容，是旅游度假、科考探险的理想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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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醉人林都

(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门票：80元/人

地址：距嘉荫县城67公里处的茅兰沟村

电话：13634586018

交通：乘火车由哈尔滨到汤旺河，换乘汽车至嘉荫

   

8、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带岭凉水距带岭区北25公里处，南北长11公里，东西宽6.25公里，总面积63 . 94平方公里。是我国

现存红松原始林基地之一，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东北地区林业教学、科研的实验区。保护

区森林覆被率95%以上，总蓄积量为14万平方米。区内林木类型繁多，种类丰富，尤以天然红松

树种比重居多。原始林中生长着各种野生动植物和珍贵药材，素有 “ 小红松故乡 ”

之称。走进原始林，干躯笔直的古松参天蔽日，傲然屹立，郁郁葱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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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醉人林都

(图片由网友 @逃之夭夭 提供)

门票：25元/人

开放时间： 8：00——17：00

电话：0458-3431771

交通：伊春长途客运站有车开往带岭，票价13.5元，发车时间13：00、14：30、16：00

   

9、南山森林公园 

位于伊春区南山风景林自然保护区内，是伊春区依靠地缘林木资源优势辟建的最具代表性的森林

景观之一。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伊春区十分重视南山森林公园的建设，以兴安塔为中心

，新建了松涛湖、卧虎坡、醉泉等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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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醉人林都

南山森林公园兴安塔(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门 票：20元

交 通：市内设有旅游专线，松雪旅游大厦出发，10：00-14：00每两个小时发一次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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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醉人林都
  

四、伊春其他景点推荐

   

1、小兴安岭国家地质公园红星园区

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始建于2002年，2009年被国土资源部批准为国家级地质公园。红星火山地质公

园在建园过程中，坚持以保护为主，适度开发的原则，按照地质遗迹与自然景观，划分为四个大

类，即：火山地貌景观、水体景观、构造地貌景观、森林湿地景观。按照这四个类别又进一步规

划设计了八个景区，即：水上冰上游览景区、石海探险景区，火山口观光景区，地宫探奇景区、

半砬山景区、二皮河河流景区、林区风情园景区、农业观光景区。 

(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门票：20元/人

电话：0458—3827699

地址：黑龙江省伊春市红星区大平台施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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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醉人林都
交通：伊嘉公路至红星区，红星至大平台公路88公里

   

2、中国林都木雕园

中国林都木雕园座落于伊春区花园路畔，占地面积为8.800平方米。是一个取材于林区，彰显示自

然、高文化品位的园林景观。市长李延芝为该园题写了“中国林都木雕园”。  中国林都木雕园

共分四个景区：入口牌坊景观区、木雕排廊观赏区、中心观赏区、休闲娱乐区。  整个雕塑采取

了形象与抽象结合、浅浮雕与高浮雕相对比的手法，浓缩了中化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造型的新理

念。传达着永恒的生命主题，为木雕园增添了几分悠闲与欢乐。 

(图片由网友 @百合的杰杰 提供)

门票：20元/人

电话：0458—3616234

开放时间： 8:00-17:00

交通：从哈尔滨或佳木斯起程，乘火车或汽车到伊春。伊春地区主要景区在各城镇，有火车通往

全国各地。伊春至景区，票价从11元至3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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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醉人林都

   

3、大丰河漂流

大丰河发源于海拔1039米的老白山，全长80多公里，水深1——1.5米，落差371米，坡度千分之三

。河水清澈见底，有急有缓，乘舟河上，千回百转，蜿蜒曲折，有惊无险。漂流全程长7公里。沿

岸植被品种丰富，两岸山峦起伏不断，悬崖峭壁林立，时有中华秋沙鸭、鸳鸯在河中戏水，多种

小鸟、蝴蝶伴随你旅行。漂流河段远离村庄、高速公路和城市喧嚣，以其河水清澈、落差大、两

岸风光秀丽而闻名于省内外，是漂流的顶级资源。2009年举办了首届伊春市自然水域漂流大赛，2

010年举办了中国.伊春第二届国际自然水域漂流大事，大丰河美誉度和吸引了日益扩大。 

(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门票：60元

地址：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鹤伊公路52.5公里处

电话：1376673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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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醉人林都
交通：鹤伊公路、金铁公路-鹤伊公路52.5公里处

   

4、伊春市水上公园

水上公园位于伊春区西南方，总占地面积89.31公顷，水上面积占三分之一，水上公园是目前伊春

市区占地面积最大、景观最开阔、游乐设施最齐备，融观光、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水上乐园。景

区自西向东可划分为水上活动、观赏娱乐、园中园、鸟树林四个功能区。园内绿草茵茵，花香四

溢。先后被评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景点”、“市级文明单位标兵”、

“全省十佳广场”、“全市文明风景旅游区”、“全市十大文化广场”等荣誉称号。 

(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门票：30元/人

电话：0458-3620497

地址：伊春市新兴西路沿河街4号

开放时间： 8：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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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醉人林都
交通：市内乘坐1路、3路、5路、7路到水上乐园下车即可

   

5、金山滑雪场

金山滑雪场座落于九峰山脚下，道全长1900延长米，平均坡度为21度。分初级、中级两个雪道，

初级雪道长700延长米，中级雪道长1200延长米，雪道平均宽度为100米，可以充分避免滑雪者的

相互冲撞。雪场内设有600米长的高架伸缩式拖牵索道，雪具备有500余副，在雪场终点设有缓冲

坡，即使初学者也可以轻易停住，避免摔伤。由于这条雪道的坡度较缓，所以可以满足初、中级

不同程度滑雪爱好者的需求。系国家S级滑雪场，是初级滑雪者的天堂。其它项目有登山、垂钓、

篝火以及集健身、娱乐于一体的水陆拓展项目。 

(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门票：80元/人

地址：伊春市金山屯区鹤伊公路72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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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醉人林都
电话：0458-3700088

   

6、金山鹿苑

这里溪流淙淙、绿草如茵，群山环抱、景色怡人，欧陆风韵尽显其中，酷似天然的高尔夫球场。

现有梅花鹿、马鹿等珍贵鹿种500多头。金山鹿苑景观构成有：古朴的琉璃瓦大门牌坊、餐饮住宿

综合区、网球场、野生动物产品展示中心、观赏游憩区等。金山鹿苑之所以称为天然鹿苑，主要

是这里采用人工饲养与自然放牧相结合的半牧式养殖方式饲养鹿群，既保护了鹿种的天然野性，

又提高了鹿种的繁殖能力和经济价值。金山鹿苑群山环抱、草木丰沛，以其景色优美，每年都吸

引大量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曾是伊春旅游形象片《绿色伊春》和伊春市歌《林都伊春》主要拍摄

场地。2009年接待过35个驻我国大使、参赞和夫人，国内、国际声望远播。 

(图片由网友 @百合的杰杰 提供)

门票：40元

电话：0458—3732277

地址：伊春市金山屯区鹤伊公路75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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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醉人林都
交通：火车至金山屯鹤伊公路75公里处

   

7、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

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位于嘉荫县城西 9公里处，黑龙江右岸，因埋藏着丰富的恐龙化石而得名

“龙骨山”，是我国最早发现并出土恐龙化石的地方。据考证，这里埋藏的恐龙化石骨架可达数

百具，是一座大型的恐龙墓葬群。除恐龙化石外，恐龙山上还挖掘出鱼、龟、蝎、鳄、鸟等动物

的珍贵化石。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是一个窥探地球变化和白垩纪晚期大型爬行动物灭绝秘密的

一扇窗口，对研究我国白垩纪晚期古地理、古气候、古生态环境及地球演变、生物进化具有重要

价值。

(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地质公园三水环抱，临江而立，自然景观奇异绚丽。登山远望，沟壑纵横、群峰相瞩；远眺彼岸

，沃野千里、空旷辽阔；俯瞰山下，江平如带，缓缓东流。在夏季，但见层林叠嶂、山水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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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翠峰青、野花争艳、风光奇丽；到冬季，满目白雪皑皑、银装素裹，江面冰块林立、前呼后拥

、击岸冲天，极为壮观。是难得的科学普及、旅游休闲的好地方。

门票：80元/人

开放时间：8：00-17：00

电话：1313458295

地址：黑龙江省伊春市嘉荫县城西 9公里处

交通：乘火车由哈尔滨到汤旺河，换乘汽车至嘉荫

   

8、新青国家级湿地公园

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处于我国东北泥炭沼泽集中分布区，拥有大面积保存完好泥炭沼泽湿地，以及

兴安落叶松等地带性植被为代表的中温带针叶林；鸟类资源丰富，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白头

鹤的故乡。湿地公园主要功能设计：三位一体。空中：热气球漂流。木栈道：观鹤、观光。水上

：漂流。数字鹤吧由两个象征“鸟蛋”的建筑组成主要功能空间，利用以钢架作为支撑，上面布

满经过防腐防水防火处理的树枝，通过环保材料的运用，能突出“环保化、本土化”的设计理念

，让数字鹤吧能够成为新青湿地公园的标志性建筑。从各个角度，充分展示鹤家族尤其是白头鹤

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让游客身临其境的体验鹤的生活空间，与数字鹤类进行交流，从而教育

人们保护鹤类。保护自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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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百合的杰杰 提供)

门票：10元/人

地址：新青区政府楼

电话：13846639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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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程推荐

一、伊春绿色生态避暑游

第一天：山鹿苑——美溪

上午参观金山天然鹿苑生态旅游区，观看马鹿、梅花鹿；之后赴美溪晚餐，晚上参观广场文化活

动。

第二天：回龙湾国家森林公园

游览回龙湾风景区，当登上东皋之后，回龙湾全貌尽收眼底；午餐后，前往金沙河漂流，体验“

人在水中漂，身在画中游”的诗情画意。

第三天：五营国家原始森林——汤旺河石林

游览黑龙江“第一奇石园”——汤旺河石林，欣赏可与云南石林媲美的小兴安岭石林，体味“树

在石上生，石在林中藏”的象形石奇特景观。

第四天：恐龙地质公园——茅兰沟国家森林公园

往龙骨山保护区，游览恐龙地质公园，追寻远古辉煌历史；午餐后前往素有北国小九寨之称的茅

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观茅兰瀑布。

第五天：兴安森林公园——恐龙博物馆——林都木雕园

上午游览兴安森林公园；之后参观恐龙博物馆；午餐后参观林都木雕园

第六天：带岭凉水自然保护区——东北林业大学——秋沙鸭自然保护区

前往带岭，游览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海拔700多米之颠攀登37米高的了望塔一览全园风貌；

参观有“世外桃园”之称的东北林业大学红松研究所基地，人工湖风景区、森林资源馆、动植物

资源馆；到碧水秋沙鸭自然保护区，观看珍稀中华秋沙鸭。

二、伊春冬日游线路推荐

伊春冬季游览，首当其冲的旅游看点就是与林海有关的景点：观林海雪原、赏林海雾凇、看林海

奇石、到林海狩猎、玩林海滑雪、住林海人家等等。下面介绍伊春冬季激情冰雪二日、三日、四

日、五日游览线路。

1、伊春冬季激情冰雪两日游线路A：

第一天：从哈尔滨出发，乘车赴铁力。到达赴SSS级滑雪场——铁力日月峡滑雪场滑雪、滑爬犁、

打冰尜、滑雪圈、乘雪地摩托，乘高空吊椅索道，欣赏小兴安岭林海雪原风光。

第二天：赴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天然野生动物饲养狩猎场——桃山国际狩猎场，体验林中狩猎

的惊险与刺激。

两日游评介：观林海，玩滑雪，去狩猎。简单的体验一下走进林海雪原的感觉。对于想在较短的

时间内对林区的冬天有个初步感爱的游客，这一整天的林海游览，已经足够体味到雪原的味道。

伊春冬季激情冰雪两日游线路B：

第一天：从哈尔滨出发赴林都伊春。下午参观游览小兴安岭恐龙博物馆，晚宿伊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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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赴梅花河山庄度假区，午后赴翠峦兴安滑雪场滑雪，滑雪圈，晚宿伊春。

二日游评介：看恐龙，玩滑雪。参观恐龙馆替代了林海雪原，对恐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选择这一

线路。

2、伊春冬季激情冰雪三日游：

第一天：从哈尔滨出发乘车赴伊春。午后参观游览小兴安岭恐龙博物馆，晚餐宿伊春。

第二天：赴梅花河山庄度假区体验狩猎，午后赴SS级梅花山滑雪场滑雪，滑雪圈，乘雪地摩托。

第三天：赴国家4A级旅游区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游少奇号森林小火车、松乡桥、观涛塔、绿野仙

居、天赐湖。午后，赴汤旺河林海奇石风景区，游一线天、雄峰等景观。晚餐宿伊春。

三日游评介：看恐龙，去狩猎，玩滑雪，观森林，游石林，游历的内容比较全面，可以说不枉来

一次冬天的林都。如果资金和时间允许，比较推崇这条线路。

3、林都伊春冰雪摄影四日游：

第一天：从哈尔滨出发乘车赴伊春。到达后赴梅花河山庄拍摄伊春市区风光，晚餐宿伊春。

第二天：赴红星大平台库尔滨景区，午后拍摄民俗、落日，晚餐宿红星。

第三天：赴红星大平台库尔滨景区拍摄雾凇第一景区，拍摄雾凇、树挂。午后赴红星火山地质公

园拍摄火山地貌，晚餐宿红星。

第四天：赴国家4A级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拍摄少奇号森林小火车、松乡桥、观涛塔、绿野仙居、

天赐湖。午后赴汤旺河林海奇石风景区，拍摄一线天、雄峰等，晚餐宿汤旺河。

四日摄影游评介：拍市区、民俗、落日、雾淞、树挂，石林、森林、滑雪场，林区风光一应俱全

，这是非常适合摄影爱者的一条冬季旅游线路，游人参与的项目不多，重在风光拍摄。

三、伊春夏日经典三日游

夏季去伊春旅游，走伊春——嘉荫——茅兰沟这个路线还是很不错的，如果三天行程的话，还可

以在这条线多走几个景点。建议具体的线路是：

第一天：从哈尔滨至伊春大约五个半小时。如果想在伊春住就可以有两个选择，如果住在伊春市

区，下午可以去南山公园游玩，那里有个兴安塔可以角度观光；市郊的梅花河度假村也不错，可

以到那住农家院，吃农家菜，还有林间别墅和生态园。

第二天：可去汤旺河，从伊春大约三个小时。这里有国家森林石林公园，很不错的景观，进行森

林浴。之后可以直接到嘉荫恐龙博物馆，大约二个小时的路程。当晚住在嘉荫县，有时间可以在

黑龙江江边乘游船江游。

第三天：去茅兰沟，看瀑布，走大峡谷。这段路正在修，不算太好走，但茅兰沟是绝对值得一去

的。茅兰沟进山有两条路，一条是小路，崎岖但可以看非常美的景色，一条可以直接到到黑龙谭

瀑布区，比较省力。回来路上时间宽裕可以去再五营森林公园。

四、伊春红星杜鹃花旅游线路

过了五一节�，黑龙江赏春花游就陆续开始了，黑龙江春花最壮观的景色之一就是伊春红星火山

岩地质公园的兴安杜鹃花，是众多摄影爱好者和旅游达人们盼一年的盛景。如何去伊春红星看杜

鹃花呢？什么时间是最佳观赏期呢？在此向您推荐一下赏杜鹃花线路。

伊春红星公园最观赏杜鹃花最佳时间：五月十三日至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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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杜鹃花观赏两日游线路：    

 第一天：早晨从哈尔滨汽车去伊春，大约六个多小时的行程。午餐后去伊春兴安公园游览。兴

安公园是伊春区面积最大的一座天然生态园林。你可以登上小兴安岭之巅俯视伊春整个市区，尽

情地饱览大森林的壮美，细细品味大自然的韵味。这里的留客谷、体验战备亭、鄂伦春风情园、

獾子岭、卧虎坡等会给你惊喜。如果你喜欢，建议步行下山，在森林漫步的感觉相当爽！

  第二天：早餐后乘车约2.5小时到红星火山地质公园观赏长在火山岩上的杜鹃石海。杜鹃花期

每年5月中旬—5月末盛开。姹紫嫣红的兴安杜鹃花衬着尚未完全消融的白雪，在沉睡万年的玄武

岩上恣意开放，形成美丽的杜鹃花海。来到这里宛如置身仙境，真的可以让您流连忘返。

                                               37 / 59



�������

伊春：醉人林都
  

六、伊春交通

   

1、飞机

伊春林都机场于2009年8月27号正式开航。林都机场位于伊春市乌马河林业局伊林经营所境内，距

伊春市中心区直线距离约9公里。首条开通北京--哈尔滨--伊春之间的往返航线。

伊春距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350公里，距佳木斯蒙古力机场150公里。往返远程游客，可借助这两

个机场通达国内外目的地。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是东北地区重要航空港，年客流量达200万人次

，目前共有50多条航线通往国内外各大城市。佳木斯蒙古力机场，规模虽小，但是可以作为伊春

重要中转站。

   

2、铁路

铁路是伊春市重要的交通工具，与北京，天津，山东，辽宁和哈尔滨等省市有直通列车；汤林线

上的金山屯，美溪，伊春，五营，汤旺河，乌伊岭等景区，可直通哈尔滨，境内每天有多趟列车

，铁路交通十分发达。先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伊春火车与汽车都很方便。火车每天有早发夕至

和夕发朝至的列车，行程九个小时左右。

   

3、公路

目前，伊春市已建成伊春至铁力的高级公路，向外延伸可通过绥化高速公路到达哈尔滨。到哈尔

滨的公路客运非常便捷，每两个小时即有一列大巴通行，行车时间五个半小时。伊春至鹤岗的高

级公路，途经美溪和金山屯旅游区。 伊春至嘉荫的公路，对游客进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汤旺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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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风景区和边陲旅游城镇嘉荫，提供了方便。

如需包车，可联系伊春市公交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价格为300元/天，电话0458-3646789

   

4、市内交通

市内公共汽车均为中巴，票价2元，出租汽车市内5元，出租面包车可以适当谈价格。伊春市区比

较小，建议打车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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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伊春美食

受当地经济状况影响，到目前为止伊春还没有形成有规模的美食街，也没有餐饮比较集中的特色

地。从整体上看，伊春菜除了具有浓郁的东北特色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拥有较多的山珍野味，

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还是比较富有吸引力。

清淡点的菜品主要有山野菜、蘑菇汤；丰富点的像鹿肉、狍子肉、兔肉，甚至猫肉、鹌鹑，都是

平常难得吃到的美味，值得品尝。整体消费水平不高，人均正餐20元左右。另外，受当地地理环

境的影响，伊春人独创了当地的山珍野味宴，非常具有地方特色。

烤全兔 

兔子肉算是山珍中既美味又便宜的菜品，伊春菜中以兔为主的还真是不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

道烤全兔。肉质鲜嫩，香味扑鼻，伊春比较景点内，活市区里比较好的饭馆都有，通常60元左右

一只，够4－6人吃。如果人比较少，也可以要求要半只。

狍肉烩萝卜

狍肉烩萝卜是伊春当地的特色名菜。狍子肉本身营养丰富，但如果烹饪不当，就会有动物异味，

所以家常菜中很少有人尝试，既是当地人，如果要吃狍子肉也多是到饭店。伊春的狍肉炖萝卜，

不但好吃，而且具有益气补血的药用作用，50元左右一大碗，虽然不便宜，不过此等特色，值得

一尝噢！

黄花菜蘑菇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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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菜又名忘忧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的花蕾。味鲜质嫩，营养丰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维生素C、钙、胡萝卜素、氨基酸等养分。黄花菜性味甘凉，有止血消炎、清热明目等功效，常

与黑木耳、蘑菇等菜配搭同烹，也可与蛋、鸡、肉等做汤吃或炒食。

但鲜黄花菜中含有一种“秋水仙碱”的物质，它本身虽无毒，但经过肠胃道的吸收，在体内氧化

为“二秋水仙碱”，则具有较大的毒性。所以在食用时，每次不要多吃。另外，由于鲜黄花菜的

有毒成份在高温60度时可减弱或消失，食用时，也可先将鲜黄花菜用开水焯过，再用清水浸泡2个

小时以上，捞出用水洗净后再进行食用。伊春各大小饭店都吃得到，15元左右一碗。

蜜汁鹿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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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肉是高极野味，肉质细嫩、味道美、瘦肉多，可烹制多种菜肴，蜜汁鹿肉是伊春具有地方特色

的风味特色菜。鹿肉含有较丰富的蛋白质、无机盐和一定量的维生素，易于被人体吸收。中国传

统医学认为，鹿肉具有补益肾气的功效，为所有肉类之首，对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神经系统有

良好的调节作用。

伊春当地几乎各家餐馆都吃得到鹿肉，吃法也各不相同，有烧烤，有炖、也有红烧等，平均45元

左右每盘。

人参石膏鸡肉汤

人参石膏鸡肉汤是伊春特色菜之一，因当地盛产野味，因此人参、肉桂等选料方便实惠，且质量

容易保障。伊春大小餐馆都可品尝，25元左右一碗。具有清热去火等功效。

但饮用本汤之时，不宜食用萝卜，以免影响人参之药力；另，糖尿病患者亦不宜饮用本汤。

特色焖猫肉

一说到吃，很多人都是谈“猫”变色，认为吃猫会有失风化，会有报应，也有人称“猫肉酸”，

其实不然，伊春的特色菜里就有这么一道焖猫肉，口感跟兔子差不多，一样香喷喷，辅助一些山

菇、木耳、野菜，如果不是事先说好，基本吃不出是猫肉。伊春当地有多家餐馆都有此菜，30元

左右一盆，里面有半只猫的样子，有兴趣的游客不妨一试。

风味山野菜

山野菜长期生长繁衍在自然环境中，具有未受污染的优越性。伊春山野菜，具有质地新鲜、风味

独特、营养丰富等特点，含有大量人体需要的脂肪、蛋白质和维生素A、B1、B2、C、D、E等多

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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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百合的杰杰 提供)

当地各大小餐馆都吃得到，15元左右一盘。目前的山野菜主要有黄花菜、蕨菜等，对于从来没吃

过的人来说，很值得一试。

香炸鹌鹑

鹌鹑肉营养价值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是极好的营养补品，有动物“人参”之称。据

本草纲目记载：鹌鹑肉能“朴五脏，益中续气，实筋骨，耐寒暑，消结热”。香炸鹌鹑在伊春当

地非常著名，大小餐馆都有，平均10元左右一只，也有论盘收费60元左右一盘。

早年间，还能吃到野生的鹌鹑，近年随着野生动物的狩猎过度，饭店里的鹌鹑多为人工饲养，也

有少数饭店用飞龙代替鹌鹑食用。飞龙虽然肉质、营养更胜鹌鹑，但目前已被列入国家保护动物

之列，慎重为宜。

山珍野味宴

山珍野味宴是用伊春特产的铁雀、犴鼻、榆黄蘑、黄花菜、猴头蘑、山野菜等山珍野味烹制而成

的一套名贵独特的风味宴席。整套宴席由一个大花拼、六个凉菜、八道热菜、两道点心组成，只

有在伊春当地的高级餐馆才吃得到。

脊丝蕨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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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新鲜的蕨菜用开水焯好，然后把猪肉切成丝状，再加上盐、味精等调料一齐下锅共炒，特别要

加醋再出锅。这样就可食用了。菜品色泽鲜艳、嫩脆润滑而且营养丰富。

彩云醉猴头

将鲜猴头蘑用水汆后入鸡汤煮，上笼蒸透，放配料浇芡而成；另以虾黄虾肉蒸熟，作为彩云环列

猴头周围。菜品鲜香酥嫩，入口即化，实乃食之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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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伊春住宿

伊春有各级星级宾馆、招待所和家庭旅店可供游人住宿，主要有伊春宾馆、铁力金骊宾馆、朗乡

宾馆、中信酒店等。

金骊都宾馆：

是集餐饮,住宿,康乐,购物于一体的国际三星级标准宾馆,又是铁力市财税干部培训基地,位于铁力市

商业中心,交通极为便利,各项服务设施功能齐备。 

酒店大堂(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标间：150元

地址：黑龙江省铁力市中心路51号

伊春绿岛国际休闲酒店：

坐落于市中心伊春河水上明珠景区内，四面环水，空气清新，景观独具，是不可多得的旅游度假

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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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标间：198元

地址：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北桥西侧（伊春区法院对面河心岛）

电话：0458-3775555

伊春锦江酒店有限公司：是集住宿、餐饮、文化休闲为一体，服务功能较为齐全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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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sun笑笑 提供)

标间：188元

地址：伊春区青山西路

电话：0458-6118899

朗乡林业局宾馆：

朗乡林业局宾馆是隶属林业局的基层单位，安静整洁，距火车站只有500米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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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百合的杰杰 提供)

标间：190元

地址：朗乡镇东胜社区

电话：04582582085

巴兰河新邨：

是朗乡局2008年精心打造的新型山野旅游度假邨。葡萄园、山梨园、玉米园、蔬菜园、垂钓园、

五味子园、食用菌园，可供游客享用。

价格：50元

地址：朗乡林业局

电话：0458-2572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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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伊春购物

伊春盛产人参、刺五加、五味子等三百多种中草药材以山葡萄、都柿、榛子等三十多种野果和山

野菜，要道而来的你，一定要买些山珍野货回去。推荐特产：山葡萄、蘑菇、野生灵芝、五味子

、微菜、蕨菜、黄花菜、木耳，猴头等。

人参

属五加科植物，名贵中药。历代医学家均视其为滋补强心的贵重补药，素有“大补神草”之称。

可补五脏六腑，按神经，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益寿。

被称之为东北“三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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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茸

是雄性鹿还没有王权风化的袋角。可医治劳伤瘦弱、目暗，妇女子宫虚寒、崩漏、赤白带证。被

称为东北“三宝”之一。

椴树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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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莹洁白、色纯味香，营养丰富，含葡萄糖和果酸70%以上，还有多种维生素和无机盐、有机酸

酶，有促进人体生长和活力的生物素，能增进健康。它不仅是营养齐全的食品，还能意气补胃、

止疼解毒，又医治和减轻高血压、心脏病、便秘、失眠的多种疾病的功效。

松子

松子是红松树的果实，又称海松子。松子含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松子既是重要的中药

，久食健身心，滋润皮肤，延年益寿。可食用，可做糖果、糕点辅料，还可代替植物油食用。松

子油，除可食用外，还是干漆、皮革工业的重要原料。松子皮可制造染料、活性炭等。总之，松

子是林区经济价值很高的一宝。我国是出口松子仁的主要国家，伊春是红松子的主产区。

黑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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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木耳营养丰富，含有较高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元素，是米、面、蔬菜类事物所不能比拟的。黑木

耳中维生素B2含量是米、面、白菜的10倍，比猪、羊、牛肉高3-5倍；灰分比米、面、白菜及肉类

高4-5倍。它的胶体具有巨大的吸附能力，能起洗肺和消化纤维素的作用。因此，它不仅是烹调高

级菜肴必备的作料，也是纺织工人不可缺少的保健食品。

五味子

又名山花椒，为落叶、木质藤本植物。它是我国传统重要，具有敛肺、滋肾、生津、收汗等功效

。

猕猴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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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软枣子、狗枣子，是一种藤木果树。猕猴桃果实鲜美，风味独特，酸甜适口，营养丰富。果

肉含多种维生素，堪称水果之王；同时含有脂肪、蛋白、钙、磷、铁、镁等多种微量元素和多种

氨基酸及果胶等营养成分；还含有猕猴桃碱，对胃癌、食道癌、风湿、黄疸有预防和治疗作用。

可加工果酱、果汁、果浦食品和饮料。猕猴桃种子含油，根、茎、叶、花、果均可入药，有滋补

强身、清热利水、生津润燥之功效。

山核桃

又名胡桃、马核桃、核桃楸果，是乔木核桃楸的种子。山核桃仁含蛋白质、脂肪、糖类、钙、磷

、铁、胡萝卜素、核黄素，此外，还含锌、锰、铬等微量元素与尼克酸等。可做食油原料，可食

用，油脂绝大多数由亚油酸甘油脂组成，故其风味清香不腻。

榛子

榛子别名榛栗；灌木榛子树的种子。果仁含脂肪、淀粉、其他碳水化合物。榛子也有药用价值，

中医认为榛子味甘性平，具有开胃、调中、名目之功效，可医治体弱和肠味不适等症。榛子即可

直接食用，又可加工成榛粉，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补养品。

山葡萄

山葡萄，是伊春林区广泛分布的野生浆果之一，经济价值很高，含糖、有机酸、多种氨基酸和矿

物质，营养丰富。上葡萄酒在葡萄酒中独树一帜，不但深受国内市场欢迎，还远销国际市场。

蕨菜

蕨菜素对细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可用于发热不退、肠风热毒、湿疹、疮疡等病症，具有良好的

清热解毒、杀菌清炎之功效，蕨菜的某些有效成分能扩张血管，降低血压。

野生灵芝

灵芝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吉祥、富贵、美好、长寿的象征，有“仙草”、“瑞草”之称，中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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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医学长期以来一直视为滋补强壮、固本扶正的珍贵中草药。民间传说灵芝有起死回生、长生不

老之功效。

薇菜

薇菜是蕨类植物中紫萁科紫萁属紫萁类孢子体嫩叶的加工品。薇菜作为蔬菜已有悠久的历史，过

去是救荒草，现已步入高档餐桌，其经济效益为一般蔬菜的4-5倍。野生薇菜鲜嫩味美，营养丰富

，未展开的嫩叶尤为上品。薇菜既可鲜食，又可腌渍、干制。是向日本出口的大宗山珍野菜。

桦皮制品

伊春位于小兴安岭深处，当地到处生长着洁白的桦树。桦树皮轻便耐用，不怕击打，不易损坏，

便于携带，因此当地人便利用桦树皮制成各种生活用具：夏天的仙人柱、舟船以及各种器具，其

中尤以当地鄂伦春人所做的桦皮器具最为著名。

鄂伦春人制作的桦树皮容器，有的用于饮食，如：碗、盆、勺；有的用来储放野菜、野果、肉干

和粮食等，如：桦皮篓；有的用来汲水、装酒，如：桦皮桶；还有的用来盛装衣物等生活必须品

，如：桦皮箱；甚至连装针线和零散物品的小盒子，也是桦皮所制。样式美观，手工精致，非常

体现当地独特的民俗风情，买一个带回家既实用，又可装饰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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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伊春节日

森林生态旅游节 

时间：每年7月

地点：各年不同 

主要活动：游人可在节日场地一睹伊春森林的美景，欣赏林都文艺晚会，还可以参加很多很多鄂

伦春民俗的风情娱乐活动。七月的伊春，鲜花盛开、万木葱茏，白天可以漂流，夜幕降临，华灯

初上，森林生态园门前篝火晚会情意正浓。 

冬季摄影节 

(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时间：每年1月

主要活动：专家讲授现代摄影理念、摄友交流、《中国摄影报》刊登作品。 

背景介绍：伊春的“雾凇奇观”面积广阔、雪质极佳、为摄影创作提供了极大的空间，这里已经

逐渐在国内外摄影界引起了高度重视。节日期间游客可以拍摄到独特的冬季湿地、壮观的火山岩

地貌、宏大的东北大集市、以及雪原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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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山观赏节 

(图片由网友 @百合的杰杰 提供)

时间：每年9月

地点：林海奇石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等 

主要活动：女子军乐队、秧歌队表演、民俗摄影大赛、登山、拔河比赛、旅游自驾车活动、俄罗

斯风情活动等。 

背景介绍：伊春市素有“中国林都”之美誉，五花山的景色更是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每年

入秋后，连绵起伏的群山色彩斑斓，让人流连忘返，成为游人观山、摄影、郊游的绝佳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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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1、冬季穿着：第一，要有保暖的鞋子，穿一双轻巧而又保暖的鞋子可以让你感觉到全身的温暖。

第二，要有轻便的羽绒服，里面需要穿着一件毛衣，如果怕冷可多准备一件。第三，要穿保暖的

毛裤，薄羽绒裤内一定要套条绒裤或者护膝。第四，要准备围巾手套，这是非常必要的。不必担

心的是室内温度都在零上十八度以上，很温暖。

2、拍照：寒冷的天气相机的电池消耗比较快，最好准备一块备用电池，否则景色太美电池消耗太

快。保暖的一个办法就是不拍照的时候把相机放在怀里保暖，或者把电池拿出来捂暖就可以继续

使用。

3、防雪盲：北方冬季大多下雪积雪，雪的反光较大，出门需戴太阳镜，以保护眼睛。

4、冬季去伊春要准备好保暖瓶、润肤霜、润唇膏。野外探险旅游者还需备手电筒、羽绒睡袋等野

外活动装备。

5、伊春是我国平均气温最低的城市之一。即使在盛夏，林区的昼夜温差也很大，去时要备足衣物

。

6、夏季在林区旅行时驱虫剂还是必须的，要准备手套，免得被划伤，衣服要穿防水的。

7、伊春旅游常用电话

火车

伊春铁路问询电话：0458- 3602014

长途客运

伊春市长途汽车客运站  电话：0458-3603231、3021468

旅游投诉

伊春市旅游局投诉电话：0458-3602698

医院

伊春市第一医院（伊春区繁荣西路）电话：0458-3603866 

伊春市中医医院（伊春区繁荣西路）电话：0458-360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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