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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简介    最佳旅游时间   去长岛的 7 个理由   长岛旅游地图  

 

门票 行程推荐 
长岛门票信息  

行程推荐 / 一日游 A    一日游 B    两日游 A    两日游 B   

长岛三日游      海上游  

 

交通 

外部交通 / 飞机     火车     长途汽车      航船      自驾      

内部交通 / 出租车    公交车     租自行车  

 

景点介绍 
月牙湾   九丈崖   仙境源    望福礁    烽山     林海公园  

庙岛妈祖庙    钓鱼岛    海豹礁     万鸟岛     高山岛  

宝塔礁    龙爪山    砣矶岛  

 

住宿 美食 购物 

住宿 / 长岛县酒店   长岛渔家乐   蓬莱市酒店   其他区域酒店  

美食    购物  

 

海岛体验 贴士 
海岛体验 / 跟随渔民出海   游万鸟岛观鸟   骑自行车环岛   逛夜市大排档  

旅游贴士 / 旅游季节    注意事项  

 

周边景点 

蓬莱 / 蓬莱阁     三仙山     蓬莱极地海洋世界  

烟台市区 / 烟台山    张裕酒文化博物馆    东炮台海滨风景区  

 

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感谢网友    版本信息    版权声明  

 

 

 

 
 

 
 

 
 

 
 

 
（图 片由 一 起游 网友 小 雷旅 行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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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岛 海 上仙 山、候 鸟驿 站  

渤海海峡上，镶嵌着 32 颗苍翠如黛的明珠，这就是被

世人誉为“海上仙山”的美丽群岛——长岛，南与蓬莱、北

与大连隔海相望。独特的蓝天、碧水、阳光、孩童和纯净的

空气，山水相依，如诗如画。  

长岛又称庙岛群岛，是山东省唯一的海岛县，也是环渤

海地区唯一的海岛县，隶属烟台市。  

长岛属亚洲东部季风区大陆性气候，具有冬暖夏凉的特

点，独特的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之成为候鸟迁徙的

必经之地，每年途经的候鸟有 200 余种，百万只之多，享有

候鸟“驿站”的美誉，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岛屿周围

有星罗棋布的港湾，众多的海水浴场，还有千姿百态的奇礁

异石，素有“海上仙境”之称，它与蓬莱被列为蓬莱长岛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她也曾是八仙的故乡，是古代帝王寻求长

生不老仙方的福地。她拥有长滩珠玑的月牙湾、银羽蔽日的

万鸟岛、踏浪戏鸥的姊妹礁、北方最大最早修建的妈祖庙、

还有那千百年来豪迈不息的渔家号子。  

 

最佳旅游时间 
长岛冬暖夏凉，年平均气温 19℃，由于是海滨地区，因

此夏季是最佳的旅游时间，游泳嬉水，吃海鲜，漫步沙滩，

非常的惬意。  

长岛是中国海市蜃楼出现最频繁的地域，特别是七、八

月间的雨后。在长岛观黄海日出、渤海日落，那种喷雾而出、

层林尽染的壮观景观，使人眼界大开，心胸豁然。  

 

去长岛的 7 个理由 
①如水如梦的夜   

②恬静家常的日出   

③看野生斑海豹集体亮相于大片的礁石上，慵懒地晒着

太阳。  

④光着脚丫享受一次纯天然的脚底按摩。  

⑤到万鸟岛赏鸟喂海鸥。  

⑥出海打渔，拔蟹笼，赶海，尽情体验渔民的生活。  

⑦到林海景区，看黄海和渤海的分界线，分界线泾渭分

明，相当神奇！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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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岛 旅 游 地 图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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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票   
1、陆上游专线  

在长岛的 32 个岛屿中，只有南、北长山岛有一道拦海大

坝相连（大坝上有 公路可过车），与其他 岛屿之间就 只能靠坐

船了。长岛一些主要的旅游景点汇集在南长山岛、北长山岛和

大黑山岛、小黑山岛、万鸟岛、庙岛等几个岛屿，这些景点一

般按照北线、南线的概念来划分：  

长岛风景区（三日有效）：九丈崖、鸥翅湾、仙人桥、

月牙湾、海豹苑、望福礁、地质博物馆、林海、黄渤海交汇线、

观音祈福、拂云亭、海豹礁、烽山、鸟展馆、仙境源。  

门票价格：150 元/人。身高低于 1.3 米免票，身高够 1.3

米或者是超过 1.3 米是全票。（人数超过 10 人，能买出优惠票） 

长岛风景区北线（两日有效）：九丈崖、鸥翅湾、仙

人桥、月牙湾、海豹苑、望福礁、地质博物馆，赠送仙境源。  

门票价格：100 元/人。  

长岛风景区南线（两日有效）：林海、黄渤海交汇线、

烽山、鸟展馆、观音祈福、拂云亭、海豹礁、望福礁、地质博

物馆，赠送仙境源。   

门票价格：100 元/人。  

 

2、海上游专线  
神秘海岛之旅：渔港码头乘游船游览庙岛妈祖庙、宝塔

礁、大黑山岛龙爪山。   

价格：80 元/人（不含妈祖庙）。  

高山仙境之旅：渔港码头乘游船游览庙岛妈祖庙、宝塔

礁、高山岛观万鸟云集的壮观场面。              

价格：150 元/人（不含妈祖庙）。  

妈祖香缘之旅   休闲渔业出海口乘船，登庙岛朝拜北

方最早最著名的妈祖庙，感受神秘的妈祖文化，海上观摩养殖

区，进行拖网作业。   

价格：60 元/人（不含妈祖庙）。  

渔家海上游：自休闲渔业出海口乘船，参与海上拔蟹子

笼、观摩海上养殖生产等项目。  

价格：45 元/人。  

 

 

3、大黑山岛  
船票价格：蓬莱到大黑山岛 23 元/人，长岛到大黑山

岛 17 元/人。航行时间：蓬莱到大黑山岛 90 分钟，长岛到

大黑山岛 40 分钟。  

主要景点：环岛 游览自然风光 ，北庄遗址 ，龙爪山，

宝塔礁。环岛游和北 庄遗址等本岛项 目都是免费的 ，龙爪

山（门票 20 元/人）、宝塔礁需要乘船游览。可以包船出海，

主要游览项目：赶海 、钓鱼、宝塔礁 喂海鸥等。包 船出海

费用：小船 400 元（可乘坐 5 人），大船 800 元（可乘坐

10 人）。  

 

4、砣矶岛  

船票价格：蓬莱到砣矶岛 36 元/人，长岛到砣矶岛 28

元/人。航行时间：蓬莱到砣矶岛 2 小时 20 分钟，长岛到

砣矶岛 1 小时 20 分钟。  

主要景点：环岛 游览自然风光 ，砣矶岛彩 石，赶海、

钓鱼，万鸟岛，高山 岛。赶海、钓鱼 、环岛游及近 海拔蟹

笼等本岛项目都是免费的。包船（可乘坐 5 人）游览万鸟

岛或高山岛，包船费用 600 元，包船出海钓鱼每天 400 元。 

 

 

修建在悬崖峭壁上的金顶”花冠“，沿着不到 30 凳阶

梯走下去，下面是被 海风强烈吹动的 大海海浪，还 有那悬

崖峭壁，你会感到有点小怕吗？  

——小雷旅行《［烟台］长岛，陡峭的崖、澎湃的海》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0553.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0553.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0553.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0553.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0553.html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705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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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推 荐  
长岛一日游 A 
    上午：7 点 30 分左右到码头坐快艇，参加海上游。  

下午：午餐后，买景点小联票北线：100 元。望福礁公

园→半月湾（看海豹表演，捡球石，亲手喂小海豹）→九丈

崖。可以在九丈崖看渤海日落。  

晚饭后，可以选择海边散步或者到明珠广场（海水浴场）

和烧烤一条街（海鲜大排档）品尝美味海鲜烧烤。如果买小

联票南线，费用也是 100 元，只是游玩景点换成：望福礁，

林海，峰山，仙境源。  

 

长岛一日游 B  
上午：买景点大联票 150 元，游览林海、峰山。可观

看黄渤海分际线，还可站在长岛至高点看长岛全景。然后前

往仙镜源景区(落潮的时候可以在此赶海 ) 。  

下午：午餐后，望福礁公园→半月湾公园（看海豹表演，

捡球石，亲手喂小海豹，7 到 8 月份可以在此游泳）→九丈

崖（可以在九丈崖看渤海日落）。  

晚饭后，海边散步或者到明珠广场（海水浴场）和烧烤

一条街（海鲜大排档）品尝美味海鲜烧烤。  

 

 

长岛两日游 A 
    D1：买景点大联票 150 元。望福礁→仙境源公园（可

以赶海，还 可以在 望福礁附 近钓鱼 ）→半月 湾、（ 看海豹 表

演，捡球石，亲手喂小海豹）→九丈崖。  

D2：上午到码 头坐快艇 ，参加 海上游， 看海鸥， 看 海

豹。下午游览林海、峰山。可观看黄渤海分际线，还可站在

长岛至高点看长岛全景。  

 

长岛两日游 B 
    D1：买景点大联票 150 元。望福礁→仙境源公园→半

月湾（看海豹表演，捡球石，亲手喂小海豹）→九丈崖（可

以在九丈崖看渤海日落）。晚饭品尝美味海鲜烧烤。  

    D2： 上午可 以到 休闲渔 业出海 口坐船 出海拔 蟹笼， 每

人为 45 元。或者是包渔船出海。下午游览林海、峰山。可

观看黄渤海分际线，还可站在长岛至高点看长岛全景。  

 

长岛三日游  
    D1：买景点大联票 150 元，望福礁→仙境源公园→半月湾→九丈

崖。晚饭可在烧烤一条街（海鲜大排档）品尝美味海鲜烧烤。  

    D2：上午到码头坐船参加海上游。下午游览林海、峰山。可观看黄

渤海分际线，还可站在长岛至高点看长岛全景。  

D3：可以休闲渔业出海口坐船出海拔蟹笼每人为 45 元，或者是包

个小渔船参与渔家劳作。  

 

海上游的详细行程  
上午从长岛码头出发，坐船去大黑山岛的龙爪山，然后去渤海中心猴矶岛（鸟也很多。）然后再去万鸟岛，从鸟岛回来宝

塔礁，最后登陆庙岛。然后返程。沿途会经过许多无居民小岛，如挡浪岛，海螺礁，挡浪岛，军舰礁，烧饼岛等大家可以领略

到延途无居民小岛的优美景色。  

如果坐当地旅游局的大船去海上游，一个人费用是 150 元(包括妈祖庙门票）。旅游局的大船只能在庙岛（有人住的岛）登

陆。不能在无居民岛登陆，大船需要 1 个多小时才能到鸟岛，大船大约全程四小时，但是都要在船上度过。也可以做快艇到鸟

岛 (高山岛 )，只需要半小时，坐快艇全程大约 3 小时到 3.5 小时。快艇可以登陆鸟比较多的猴矶岛，可以登陆无居民岛宝塔礁

（可以赶海）可以登陆庙岛。快艇海上游一个人的费用大约是 170 元。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到了 7 月中旬可以游泳的季节，买大联票

的游客，可以选择半天玩两个景点。这样

行程就推迟成一天半，景区半月湾，仙镜

源，和望福礁均适宜下海游泳。  

★ 旅游旺季时，明珠广场，晚 7：30 分有

免费大型音乐喷泉看，而且游客还可以在喷

泉 里面 穿 行 。可 以 到 明 珠浴 场 的 沙滩 上 散

步，听听海浪的声音，看看海上明月。  

★ 明珠广场夏天的 晚上会有夜 市，卖一些

当地的土特产和手工艺品。  

★ 注意吃海鲜时， 别喝冰的酒 水，少心坏

肚子。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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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部 交 通  
★ 不管您从哪里来，要进长岛都必须先到蓬莱

码头，这里是进出长岛的唯一港口。票价：24 元（包

含 1 元保险费，可在购票时声明不需要购买，即 23 元）。约

半小时左右即可到达长岛港。旅游旺季的时候进出岛的轮渡

很多，您不用担心能不能乘上船，只要风不大（7 级以下）

都可以顺利进出的。  

 

飞机 
从您出发的城市乘坐飞机到烟台，到了烟台下飞机后，

可以乘巴士到烟台长途汽车站乘车到蓬莱，全程大约 70 分

钟（金龙豪华大巴票价 18 元，从早 6：00 到晚 6：00 每 20

分钟发一班车，有空调）,到蓬莱汽车站下车后，打的 5 分钟

就可到蓬莱码头（7 元），再到蓬莱码头坐船到长岛。  

如果没有直达烟台的航班，可以在青岛周转。到了青岛

后，坐大巴到青岛北汽车站（出租 10 元），根据航班情况，

选择住宿时间，然后坐长途大巴三、四个小时就到蓬莱了，

再坐轮渡到长岛即可。  

 

火车 
目前蓬莱尚未通火车，想乘火车去长岛也需要先到烟台

站才行（也 可以到 山东其他 城市）。再去 长途汽车 站乘车 到

蓬莱，蓬莱坐船到长岛。  

 

航船 
  烟台－大连航线：航程 89 海里，航时为普通船 8 小时，

客滚船 5.5－7.5 小时，高速船 3－3.5 小时，每天发船多达

十几班。高速客船"飞鱼"、"海鸥"、"海燕"夏季通航，（航船

信息仅供参考，）。  

游客在烟台港下船后，可以打车 7 元到烟台长途汽车站。

买烟蓬快车的票，大约一小时就可以到蓬莱。到了蓬莱汽车

站，花 7 元打车到蓬莱港（请注意是蓬莱港而不是蓬莱新港） 

蓬莱港客运站：0535-5642551；  

长岛港客运站：0535-3212218 16800218 

 

 
（本 图片 由 一起 游网 友 秋日 银 杏提 供）  

 

长途汽车  
1.省内到蓬莱的车  

  济南、青岛、淄博等省内游客最好通过当地长途汽车站

了解一下到蓬莱的班次，下面是省内部分地区票价（仅供参

考）：   

  济南－蓬莱，5-6 小时，票价 106 元（沃尔沃），103

（金龙）  

  青岛－蓬莱，3-4 小时，票价 62 元（沃尔沃），62（金

龙）  

  淄博－蓬莱，4-5 小时，票价 82 元（中型大巴）  

2.北京长途大巴到蓬莱  

  从北京发往蓬莱的卧铺车全程票价 192 元。中午 12 点

30 从北京南站（永定门汽车站）发车，第二日早上大约 3

点半左右到达蓬莱。  

  从北京发往威海的卧铺汽车，从北京的赵公口发车，中

途在蓬莱长途汽车站门口停，全程票价 200 元左右。  

从蓬莱发往北京的卧铺汽车全程票价 188 元。中午 12

点从蓬莱长途汽车站发车，第二日早上 3 点左右到达北京南

站（永定门汽车站）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游 客 最 好 通 过 当 地 长 途 汽 车 站

了解一下到蓬莱的班次，有些城

市是没有到蓬莱的长途汽车。  

>> 预订烟台特价机票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flight/jipiaodaquan-yantai-1.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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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 
  北京：京沪高速--黄石高速（黄骅方向）--荣乌高速--蓬莱西--蓬莱港码头-长岛。  

  太原：青银高速--济南--济青高速--潍莱高速--荣乌高速--蓬莱西--蓬莱港码头-长岛。 

  郑州：途经菏泽--济南--济青高速--潍莱高速--荣乌高速--蓬莱西--蓬莱港码头-长岛。 

  上海：途经江阴、江都--淮安--灌云北--日照--沈海高速（栖霞北下高速）--蓬莱--蓬

莱港码头-长岛。  

  天津：京沪高速--黄石高速（黄骅方向）--荣乌高速--蓬莱西--蓬莱港码头-长岛。  

 

内 部 交 通  
出租车  

长岛共有 300 多辆“面的”和夏利，价格是 5 元起价。

不过如果是旅游，还是包车合算。包车基本价格是六景点 120

元，两日内玩完，负责送站。平均夏利每人 30 元，“面的”

每人 20 元。  

 

公交车  
长岛每天有六班的公交车，在南岛票价 1 元，从南岛到

北城村是 2 元，到店子村是 3 元。  

由于岛内公交车不是在每个景点门口都停，而且旺季公

交车也不是很准时。大多数旅游客来长岛旅游还是选择出租

车。  

 

一起游小贴士：  
建议在蓬莱阁上船的时候就和渔家联系好，对方会在对

岸接船。码头附近有很多专门贩卖客人的拉客业务员，会把

到手的游客进行倒卖，从中提成，经过一番折腾后，商家为

了 保 证 自己 的 最 终 收 益 不 受 影响 ， 就 会 在 游 客 待遇 上 做 手

脚。为此很多游客会对长岛的食宿很不满意。现在网站信息

发达，完全可以通过网络提前查看一下渔家的信息，对比后

做出选择并电话做个预订，通常不需要交订金，大家也都徒

个省心。  

 

 

（本 图片 由 一起 游网 友 周游 四 方提 供）  

 

租自行车  
很多渔家家里都有自行车，对外出租，如果游玩不是很

赶的话，完全可以向渔家租用，自然又健康。  

参考价格：单人车 10 元/小时，双人车 20 元/小时。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自驾来蓬莱的朋友也可通

过客船将车辆一同运往长

岛。轿车 130 元/辆，面

包车 160 元/辆。如果不

开车进岛，可以考虑包出

租车游览各景点，一般住

宿的地方都可以帮您联系

包车的。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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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点 介 绍  

月牙湾 美丽的鹅卵石  

月牙湾又称半月湾，位于北长山岛最北端，是长岛景点的精华所在。步入

月牙湾公园，你就踏上了一条长长的用滩上鹅卵石铺就的石毯。石毯选料圆润，

晶莹如珠，造型色彩相间，凹凸不平，赤足走上去，就感觉着有一种不可名状

的惬意。  

公园的西侧，是一处长约千米的挡浪大堤。它用一种粗犷，为月牙湾平添

了几分威武。公园的东侧，则是一条白顶白柱、洁净素雅的百米长廊。在 T 型

的廊柱下，又做工精致的石桌、石鼓和石凳供游人小坐休憩。长廊尽头，是古

朴典雅的“望月亭”。在月牙湾尽西头的危岩绝壁上，有一翘首欲飞的小亭陡

挂其上，这便是“观澜亭”了。登斯亭也，观皓月一痕，碧波万顷，心潮是否

也会有那种“居庙堂、处江湖”的澎湃？  

 

九丈崖 巍峨、险峻 
九丈崖位于北长山岛西北角，九丈崖紧邻月牙湾，是岛上又一处精华。那

里的悬崖以陡峭和险峻而著称，与月牙湾有着不一样的精彩，也是看日落日出

的好地方。九丈崖的九字是个约数，但见高耸入云的悬崖从海边拔地而起，那

一个震撼了得！当你真正置身悬崖下边的时候，仰望绝壁万丈，不得不感慨大

自然的造化。  

九丈崖公园门口一尊 12 米高的滴水观音塑像，观音菩萨头顶佛冠，脚

踏莲花，右手握着圣水滴瓶为人间赐福，左手擎着降龙佛珠为人们除恶，佛教

信徒至此，都要进香膜拜。观音菩萨的侧后，便是九丈崖观景台，这里有石级

可直通崖底。  

 

仙境源   
仙境源位于长岛县城东海岸王沟村，依据‘海上仙山’传说而建，曾因出

土距今 2500 年的人类头骨化石和百座墓葬而闻名，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村。

这里是秦皇汉武求仙觅药的地方，也是唐王东征的驻扎之地。景区内有唐王李

世民东征浮雕、古城墙、亭阁、栈桥、九龙洞、垂钓台等。仙境源可以东观黄

海喷薄之日出。景区内海阔天空，这里海、湾、滩、礁无与伦比，令人心旷神

怡，流连忘返。游人可在此垂钓、捞海菜、摸螺、捡石球，亦可游戏、野炊、

攀崖。置身此地真正感悟陶渊明笔下“桃源深处”的境界。  

 
 

 

 
（月 牙湾 ： 图片 由一 起 游网 友 模范 村村 长 提供 ）  

 

 

 
（九 丈崖 ： 图片 由一 起 游网 友 小雷 旅行 提 供）  

 
（仙 境源 ： 图片 由一 起 游网 友 小雷 旅行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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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福礁   
望福礁（原名望夫礁）在南长山岛的脚下，是海里突出海面的礁石迎风而立，

形状像一妇女头戴围巾，怀抱婴儿，人称此礁石为“望夫礁”。夕阳西下或者日

出的时候，这里会更漂亮。  

 

 

烽山 
烽山位于长岛县城东南角，海拔是 148.8 米，雄鹰高度 8 米。烽山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海上军事要塞。明代的抗倭名将

戚继光坐镇登州市，曾在此山设立烽火台，烽山由此而得名。登上峰山可以看到长岛县城全景。登上悬崖峭壁托起的观海亭远

眺，长山列岛历历在目，船姿鸥影尽收眼底，在此不仅可观日出日落，有幸还可观赏海市蜃楼稀世景观。  

 

林海公园   天然氧吧   

林海公园，位于南长山岛最南端，公园东临黄海，西濒渤海，

千亩松涛林海，浪绿波翠，空气清新 ，负氧离子含氧量高被称为

“天然氧吧”，是不可多得的疗养胜地、生态旅游区。夏季进入林

海，海风习习，山风清香，大自然处处赐给阴凉。沿 369 阶约 50

度的“海天梯”，可下海览胜猎奇。  

这里可以看到黄渤海分界线 ，黄渤海两海之交融 ，虽然黄渤

分明，却非一条直线，而且颜色深浅不同 ,一边是深蓝 ,一边是淡黄 ,

形成一幅"太极"奇观。一条"龙尾"，把一海碧水分为两个世界，泾

渭分明。尾之东，汪洋浩淼，鱼跃鸥 鸣，为天然的捕捞渔场；尾

之西，风平浪静，贝藻同生，为水产养殖的万顷良田。最奇的是，

这里常年波涌流急，别处波平如镜， 此处却激流似剑，远看如龙

尾戏水作浪，又似沙鸥翩翩起舞……大自然真的很神奇！  

 

庙岛妈祖庙 
庙岛妈祖庙，坐落于庙岛之 北的凤凰山前（庙岛 位于长岛西

侧 ,长岛和大黑山岛之间），修建于北宋宣和四年  (１１２２  年 ) , 

中国北方第一座妈祖庙。长岛每年都 要举办妈祖文化节暨妈祖生

日庆典，庆典活动分为祭拜仪式、文 娱演出、渔家海上游项目及

渔家民俗文化，生动形象展现海岛人 民对妈祖的虔诚信仰，独具

魅力的渔家民俗文化和旖旎秀丽的海 上风光。每年旅游季节有大

批游客登岛朝拜。  

 

 

 

（望 福礁 ： 图片 由一 起 游网 友 小雷 旅行 提 供）  

望夫礁公园里建了个地质博物馆，免费参观，这

里面还是不错的，有各种石头、盆景和砚台（看

看就成了，真要买的话，价格还是偏高的）。  

 

 
（林 海公 园 、大 风车 ： 图片 由 一起 游网 友 小雷 旅行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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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 
钓鱼岛位于庙岛塘西侧，东临九丈崖公园，西望宝塔礁

景区，最高海拔 36 米，海岸线长 1860 米，面积仅有 0.16

平方公里，在长岛 32 座岛屿中排第 18 位，属 22 座无居民

到之一。钓鱼岛附近每年的 4 至 5 月是观看野生斑海豹的绝

佳时期。钓鱼岛周边多奇礁异石，为游客观赏游玩的好景致。 

 

海豹礁 
海 豹 礁 位 于 钓 鱼 岛 景 区 的 海 豹 礁 和 军 舰 礁 石 群 附 近海

域，从长岛港乘船 10 分钟可以到达，每年这里聚居着大量

野生斑海豹。每年 11 月前后，这群海豹从俄罗斯的鄂霍次

克海、白令海启 程，经日本 海、北黄海 到中国渤海 海域，3

月份准时来到长岛，在这儿休闲度假，谈情说爱，生儿育女。

它们在充分休息补养之后，便会东去北上，开始新的征程，

一直到来年春天再返回长岛。这群海豹总是趁着涨潮时登礁

上岸，舒坦 地享受 “日光浴 ”，不 时探头 竖脑观察 动静。 阳

光越是充足，爬上礁石的海豹越多，甚至“摞压摞”地堆在

一起，胖乎乎，懒洋洋，憨态可掬。它们的警惕性也很高，

一旦发现情况，立即从礁石上滚落水中，逃之夭夭。   

每年 4-6 月是观看斑海豹的季节，如果错过了时节，则

只能在景区里看看人工饲养的海豹。      

         

万鸟岛 
万鸟岛（车由岛）位于长岛东北方向（长岛和砣矶岛之

间），由长岛港乘快艇去万鸟岛，约需 30 分钟即可抵达。到

万鸟岛赏鸟喂海鸥，也是这里的特色旅游项目。去的时候别

忘了带面包之类的喂海鸥 ,硬硬的面包边最好。  

每年的五月份左右才是观鸟的最佳时候，那时候正好是

海鸥以及各种其他鸟类孵化育雏的时候。  

      

高山岛 
高山岛（鸟岛）位于砣矶岛西侧，海上游的终点站也是

目的地。这个面积仅有 0.46 公里的无居民小岛，集海蚀崖、

海蚀洞、海蚀柱、海蚀礁、海蚀阶地和海积卵石滩于一身；

纳高雄、险峻、幽深、粗犷灵秀于一隅。是长岛地区地质遗

迹的“天然地质公园”。  

 
（海 豹： 图 片由 一起 游 网友 清 風不 识字 提 供）  

宝塔礁 
宝塔礁位于庙岛西北方，这里可以赶海，垂钓。这个小

岛是一个纯属自然风光的无人小岛，景色让人沉醉，岛中央

有一个通着海底的洞，在洞口可以听到洞内的海浪声，海浪

冲涮着海蚀洞底，声音很大，很有气势。  

 

龙爪山 
龙爪山位于大黑山岛北端，传说是龙蛇相斗留下的龙爪

痕迹而得名，景区内的巨石涵洞各有情趣。北方第一海蚀洞

——聚仙洞，相传是八仙聚会议事之地，是龙爪山景区之精

华。此洞高出水面 20 余米，纵深 80 余米，另有大小 3 个支

洞与其相同，乘船可以从正门入内，从‘便门‘疏散，洞洞

内高穹陡悬，深涵莫测，流水潺潺；洞外奇礁异石如楼、如

殿、如櫈、如床。  

 

砣矶岛  海上世外桃源  

砣矶岛位于庙岛群岛的中间、渤海海峡中部，与长岛几

十海里之隔，却判若两个世界——深海里的寂寞小岛。  

砣矶岛的可贵之处在于，当全国沿海大多数岛屿都被开

发成各式各样的景区之时，砣矶岛却依然保留了最原始、最

淳朴的渔家 本色， 宛如一片 “海上 世外桃源 ”，让 进入岛 内

的游客真正地感受到一种宁静的美。那是一个未被开发的桃

源深处，岛上居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是一个

非常适合度假的好地方。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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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  
长岛县酒店（查看所有长岛县的酒店）  

长岛上有多家酒店，规模比较大，设备好、比较正规。 

 

长岛蓬达分时度假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海景豪华标间    268 元   

三人间       36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长岛县酒店  

 

蓬莱市酒店（查看所有蓬莱市的酒店）  

如果长岛和蓬莱穿成一线游玩，也可住在蓬莱市内。  

 

蓬莱蓬达金港湾大饭店         
 

 

房型        同程价   

特价标准间     198 元   

精品单人间     21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蓬莱市酒店  

 

蓬莱格林豪泰酒店（自由港店）         

 

 

房型        同程价   

豪华标准间     180 元   

豪华大床房     199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蓬莱市酒店  

 

其他区域酒店  

烟台市所有酒店    蓬莱港附近酒店     

烟台汽车总站附近酒店  

 

长岛渔家乐  
长岛有不少渔家乐旅店，适合休闲自助游的游客。  

入住渔家费用，一人一天吃住通常 80 元至 120 元之间。

包括三餐一宿。旺季价格会上涨，夏天开空调的话会另外收

取一定的费用。  

一起游小贴士：  

1.长岛所有渔家乐价格都一样，基本上砍不下来。这两

年岛上开渔家乐的非常多，竞争相当激烈，通常是县级渔家

乐示范户的都还值得放心些。  

2.建议在蓬莱阁上船的时候就和渔家联系好，对方会在

对岸接船。码头附近有很多专门贩卖客人的拉客业务员，会

把到手的游客进行倒卖，从中提成，经过一番折腾后，商家

为了保证自己的最终收益不受影响，就会在游客待遇上做手

脚。为此很多游客会对长岛的食宿很不满意。现在网站信息

发达，完全可以通过网络提前查看一下渔家的信息，对比后

做出选择并电话做个预订，通常不需要交订金，大家也都徒

个省心。  

3.去码头接站，有个别的店家是收费的，也有很多免费，

提前说清楚一下比较好，虽然没几个钱，但是别影响心情。 

4.如果重在体验渔村生活，推荐住在北岛，而南岛配套

设施相对方便，但缺少了渔村的那份淳朴和自然。有些特色

出游可以直接让客栈给帮忙安排，十分方便。  

5.暑假期间，是岛上客人最多的时候，来之前最好提前

预定好房间。  

   

美 食  
长岛作为海滨热门旅游景区，岛上各类饭馆比比皆是，

但总体上看以海鲜居多：清蒸扇贝、鲜鱼饼子、手擀面、鲜

鱼面、鲅鱼饺子、海菜包子、海胆汤、拌海蜇…… 

夜间的海边大排档也是一个不可不去的地方，整整一排

帐篷一直延伸到远方。  

饭菜价格并不便宜，很多时候甚至反而要贵，游客点菜

前要问清楚，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有的海鲜排挡是漫天要价，一定要抱着侃价的态度，过一把

吃海鲜的瘾。不过海鲜一定要吃新鲜的，餐间也可适当吃些

大蒜或喝一点白酒，谨防畅胃不适。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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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36436&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36436&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Info.aspx?Id=36436&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36436&utm_content=zh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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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7u.cn/SearchList_297_0_0_0__0__0_0_0___0_1_2582175___0.html#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penglai&utm_content=zhusu
http://www.17u.cn/hotel/tag.aspx?cityid=297&lableid=23588&ord=1&refid=2582175&utm_source=gonglue&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jiudianpenglaigang&utm_content=zh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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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物   
长岛素有“鲍鱼、扇贝、海带之乡”的美称。这里鲜美

的鲍鱼、扇贝、海螺、大对虾品质的确非常好，价格也不便

宜，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破费不少。但购买时一是要侃价，

二是要注意保鲜。如果实在路途较远，也可选择购买一些海

珍罐头，或海鲜干货。  

长岛最大的明珠海产品交易中心，位于县城南海岸明珠

海水浴场附近的文化街 48 号，那里不仅有各色海鲜，还有

很多珍珠、水晶、玛瑙首饰。长岛的淡水珍珠，价格便宜，

小拇指盖大小，色泽匀称的珠子，侃价后一串 10 块左右，

海水珍珠要贵多了，同样大小的珠子，20 元左右一粒。此外

还有珍珠粉等，要买的游客买最好让卖家现场打磨，否则很

难分出真假。至于景点和路边的还是少买为妙 ! 

贝壳首饰：岛上有很多用各种贝壳、海螺等天然材料做

成的项链、手链，甚至工艺品，价格也比较便宜，小手链一

串 5 元左右，可议价。  

 

 

（本 图片 由 一起 游网 友 小雷 旅 行提 供）  

海 岛 体 验  
1、跟随渔民出海 

登上渔船，听着海鸥婴儿般的歌声，跟着渔民游行在大

海上。亲眼看渔民下网捕鱼，体会真正与大海的亲密接触。 

最好坐港口售票的正规船只。这样比较有保障。并且船

上配备足够的救生设备。可以以防万一。  

 

2、游万鸟岛观鸟 
到了长岛不去看万鸟齐飞的景象怎么行！万鸟岛绝对是

体验近距离接触海鸟的最佳场所，去之前别忘了带些喂鸟的

面包。  

门票：码头购买万鸟岛船票即可前往，票价 185 元/人。 

一起游小贴士：  

  1、万鸟岛无人居住 ，不允许登 岛。观鸟只 可在船上近

距离靠近小岛观看。  

  2、前往万鸟岛的游 船途中会经 过九丈崖、 姊妹礁、宝

塔礁等景点，可以远观。  

3、回程途中会经过庙岛，这是往返航线中 唯一允许登

陆的地方。在庙岛上可以观看大陆最大的妈祖庙，感受妈祖

文化。妈祖庙需要另交门票。  

 

3、骑自行车环岛 
南长山岛其实并不大，风景却别有一番情调，但是步行

游览却未免有些累，这时候，自行车就千呼万唤地应需而生

了。设想海岸线沿着骑行的轨迹描绘出浪漫的轮廓，荫荫夏

木与路边海鲜摊点徐徐后退，一切都显得那么漫妙又小资。 

一些渔家乐或客栈设置了自行车出租服务，自行车租赁

价格：单人车约 10 元/小时，双人车约 20 元/小时。  

 

4、逛夜市大排档 
夜市与大排档云集于南长山岛的海滨浴场，从海边走入

夜市，各种工艺品精巧美观，很多都是用海产品做成的。有

串串晶莹的珍珠项链，也有长得很有"创意"的各色海螺，实

在是多不胜数。挑上几个，送给朋友，也算是一份很好的纪

念品了。  

夜晚的海边大排档是个吃货云集地。有些摊档还给顾客

提供篝火，可以在海边进行篝火晚会。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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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贴 士   
旅游季节 
4 月中旬到 7 月底  

每年 4 月中旬到 7 月底，就是春季到夏初的时候，这个

时候岛上气候非常好，这个期间最大的看点就是海上游，鸟

岛。这个期间岛上气候怡人，风景如画。特别是春末夏初的

海岛平流雾，把整个海岛打扮得像一个仙境一样。只有看到

平流雾的游客，才明白长岛为什么叫“海上仙山”。  

春季的海鲜大约是 4 月中旬到 6 月初比较丰富，6 月中

旬就封海了。但是封海基本上不影响客人饮食，客人在渔家

用 餐 还 是以 海 鲜 为 主 ， 只 是 不封 海 的 时 候 海 鲜 种类 更 多 一

些。  

另外 4 月底到 6 月初，还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斑海

豹。长岛是斑海豹每年 4 到 6 月途经长岛海域。在此期间来

岛的游客如果参加海上游，途经海豹自然保护区，有可能看

到野生的斑海豹在礁石上晒太阳。但是野生海豹并不是人工

饲养的。不是每个来到海豹自然保护区的客人都能看到。如

果没看到也不要失望，在半月湾景区能看到人工饲养的斑海

豹，以及海豹表演。  

 

 

 

7 月中旬到 10 月中旬  
每年的 7 月中旬到 8 月底。这个期间是长岛游客最多的

时候，也是最适合游泳的时候。海水温度约 18 到 20 度，海

水和在家里洗澡的温度相比是比较冷，适应了就好，所以在

下水前适当做做运动是必需的。暑假期间，是岛上客人最多

的时候，来之前最好提前预定好房间。  

到了 9 月中旬到 10 月中旬，就是岛上最美丽的季节。

天高气爽的感觉让人气爽神怡。这个季节适合观光，海钓，

吃海鲜。秋天是大海丰收的季节。而坐船到无居民岛上的观

光海钓，也是这个季节最大的看点之一。只要天气没有风，

可以租有载客许可的船，出海海钓，观光。  

 

11 月到来年的 3 月  
这个期间长岛就不太适合旅游了，冬天到了，长岛的最

大的问题就是交通。遇到风浪停个几天航也不奇怪。再就是

11 月后由于海浪较大， 出海活动就有一定 的危险性，所以

11 月以后长岛海上游全面停业。冬天的长岛最大的看点就是

海浪了，这里气温不是很低，但是海风很大，做好防寒准备。

有足够的时间和思想准备应付恶劣天气的游客，可以来长岛

感觉大海不同的魅力，海浪大的时候是很壮观的。  

注意事项 
1、装备：到长岛旅游，长走坡路，不适合穿高跟鞋，

沙滩鞋或者旅游鞋最好。到海边游泳，防晒用品、遮阳帽和

太阳镜也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2、游玩：景点里人多时千万不要挤，避免发生意外。 

3、游泳： 要尽量在 人多的地方 ，不要游 的太远，有

礁石的地方要注意，下水前要做好运动，避免下水抽筋。  

4、赶海： 抓螃蟹的 时候最好带 上手套， 避免被螃蟹

夹到。翻岩石时，注意石头上的贝壳，很容易划伤手，如果

划伤后将手放到海水里，一会就好，海水可以消炎。   

5、自驾车：上下船时不必紧张，只要听从船员的指

挥就行，不要急刹车，那样容易碰到底盘。长岛的路况还可

以，但不要开的太快，因为有些地方没有缓冲区，出了门就

是马路，你如果对地形不熟的话很容易发生危险。   

6、钓鱼： 喜欢钓鱼 的游客，可 自带渔具 ，不过即使

是夏天，长岛的平均温度也只有 22.8 度，夜晚最低温度能

达到 18 度，游客最好备一件长衣长裤，不要感冒。用海杆

在岸边钓鱼是一定要注意周围的游客，不要伤到别人。到礁

石上钓鱼要注意潮汐变化，如果涨潮了就下不来了，有的礁

石上长满了海草，注意防滑。出海钓鱼，提前要带好防晒、

防风用品，别忘了水和食物，晕船的人不要去，穿上救生衣。 

7、吃海鲜：吃海鲜时不要喝冰的啤酒、饮料，尤其

不要吃冰激凌，这样会过度刺激胃发生腹痛腹泻，应多吃醋

和大蒜。吃完海鲜后不要马上吃水果，特别是柿子、葡萄、

西瓜，想吃的话，可以两个小时后再吃，以防胃肠不适。饭

后两个小时内更不要喝凉水。吃海鲜的时候，要喝酒最好喝

点白酒或干白葡萄酒。  

8、坐船： 参加海上 游活动最好 坐港口售 票的正规船

只。这样比较有保障。并且船上配备足够的救生设备。可以

以防万一。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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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边 景 点  

蓬莱 
自古就被誉为"人间仙境"。神话中渤海里仙人居住的三

座神山之一 (另两座为"方丈"、"瀛洲")。  

  蓬莱景点：蓬莱比较有代表性的旅游景点有蓬莱阁、三

仙山等。  

 

蓬莱阁  
  蓬莱阁同洞庭湖畔"岳阳楼"、南昌"滕王阁"、武昌"黄鹤

楼"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  

  地址：在蓬莱市区西北的丹崖山上。  

  门票：140 元/人（七处景点），索道往返 50 元，单程

30 元。一起游预订门票只需 125 元  >> 查看详情  

交通：蓬莱汽车站步行五分钟即到。  

 

三仙山  
  三仙山是指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

仙山，是当年秦始皇、汉武帝东巡访仙寻药祈求长生不老的

地方，是中国东方神话的源头，"人间仙境"的美誉也由此得

来。  整个景区由 三和大殿、 蓬莱仙岛 、方壶胜 境、瀛洲仙

境、瀛洲书院、珍宝馆、玉佛寺、十一面观音阁、万方安和

等景观组成。  

  地址：蓬莱市海滨路 9 号。  

门票：120 元。  

一起游预订门票只需 110 元   >> 查看详情  

   

蓬莱极地海洋世界  
亚洲最大的海洋世界，这里汇集了北极熊、白鲸、海豚、

海狮、海豹等世界各地近千种海洋生物，拥有世界最大的圆

柱缸、亚洲最大的热带雨林、国内最大的科普馆、海龟馆、

鲨鱼馆，以及极地动物馆、海底世界、水下剧场、海豹馆、

科普馆、海豚海狮表演馆等多个场馆。  

地址：蓬莱市海港路 88 号，蓬莱港东侧。  

门票：120 元/人  

一起游预订门票只需 110 元   >> 查看详情  

  交通：与三仙山之间有免费的电瓶车可乘坐。  

 

一起游烟台旅游攻略（2013 年版） 
 
 
 
 
 
 
 
 
 
 
 
 
 
 

烟台市区 
烟台山  

烟台山是烟台的标志性景区，这里山海合璧，水陆相连，

是独具特色的风景游览地。主要景点有墩台灯塔、燕台石、

抗日烈士纪念塔、石船、惹浪亭等。  

门票：30 元，除灯塔，景区内所有景点通票，乘游艇费

用自理。  

交通：市内乘坐 3、17、43、46 路公交车直达。  

 

张裕酒文化博物馆  
博物馆是仿照 111 年前建厂初期的建筑风貌而建的，它

由酒文化广场、百年地下大酒窖、综合大厅、影视厅、现代

厅、字画厅、珍品厅、休闲购物厅、会议接待厅、信息网络

中心、营销中心和现代化办公区域组成。  

门票：50 元（包含品尝两款张裕酒庄酒及一瓶纪念酒）  

一起游预订门票只需 40 元  >> 查看详情  

交通：公交车 3、6、17、18、43 路到烟台山医院下车。 

 

东炮台海滨风景区  
东炮台得名于清朝末年兴建于此的一座古炮台。现发展

成为具有古炮台、月亮湾、海景园、拣拾滩四个区域的综合

性旅游胜地。其中每个区域各有特色、独具风格。  

门票：30 元  

一起游预订门票只需 20 元  >> 查看详情  

交通：市内乘 3、17、28 路公交车可直达东炮台景区。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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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烟台］长岛，令你发呆的滩涂  
2011-08-04  作者：小雷旅行  

长岛，柔情的滩涂令你发呆；坐在五彩而让自己内心中充满缤纷的鹅卵石海滩；遥

望着碧海蓝天，一望无际，聊天、发呆、胡思与乱想；我们的手随捡着各异的鹅卵

石，抛向大海，带去我们的心思，我们的乱想……[查看全文] 

 

避暑长岛______烽山,林海,仙境源 
2010-08-24  作者：秋日银杏  

从网上了解到长岛还有海上游的项目 ,如去钓鱼岛 ,宝塔礁 ,猴矶岛 ,车由岛 ,高山岛 ,竹

山岛 ,庙岛等等 ,都各有特点 .尤其万鸟岛 (车由岛 )非常吸引人 ,岛小情趣多，岛上栖居

着上万只海鸥 ,是鸟的王国，万鸟腾空，遮天蔽日……[查看全文 ] 

 

威海、蓬莱、长岛三日游  
2010-10-10  作者：≈静水流深≈ 

一下船旅行社事先联系好的“万顺渔家”的老板袁导来码头接团，便有一个海上游

的节目等待出场，直接上了一条大鱼船，跟随老大出海打渔了，撒一把渔网，收获

一塑料袋海星、螃蟹、活蹦乱跳的鱼，带着劳动的收获回到渔家……[查看全文 ]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67809.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67809.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67809.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67809.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67809.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560834.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560834.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560834.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560834.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560834.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571719.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571719.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50116.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50116.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50116.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767809.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560834.html�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571719.html�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702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71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710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706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70881_4.html#refid=2582175�


长岛 

                                - 16 -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感谢网友  
本攻略感谢一起游网友小雷旅行、秋日银杏、清風不识字、周游四方、≈静水流深≈、模范村

村长的支持。  

 

 版本信息  

本攻略将定期更新，最新版本请 关注一起游长岛旅游攻略！  

 

如有批评建议，请至我有建议留 言。  

 

如有长岛旅游的相关问题，可至长岛问答提出。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一起游旅游攻略。  

 

  版权声明  

本攻略 PDF 版已得到 Adobe Acrobat 官方认证，本攻略最终解 释权归一起游所有。  

 

  加入微信  

欢迎您加入一起游微信（打开微 信，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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