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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抢鲜看
北戴河

P2：秦皇岛必做的事
这里沙质海滩，沙软潮平；这里
有树木葱郁的联峰山，自然环境
优美。这里有历史故事，在中国

P3：探访秦皇岛

政治舞台上具有特殊地位。

P6：线路推荐

山海关

P8：欣欣线路推荐

山海关，又称“榆关”，明长城
的东北关隘之一，历史上的军事
要塞，与万里之外的嘉峪关遥相
呼应，有“天下第一关”之称。

烤大虾
以北戴河所产大虾为原料烤制而
成，再辅以适量汤汁即可食用。
色泽艳丽，香味醇厚，肉质细嫩，
营养丰富。

旅行地导览
适合人群：所有人
时间：三天

P10：交通
P13：景点介绍
P22：住宿
P25：美食
P27：购物
P28：娱乐
P29：文化活动
P30：旅游贴士

花费：1000 元
旅游最佳时间：
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来说，这里的夏季气候凉爽，干湿宜人，所以
到秦皇岛旅游时间建议选择在 6 月到 8 月，而此时的景致也是最佳。

本地人忠告

鸣谢
本攻略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果版权拥有者或者
作者发现自己作品被使用，请及时向欣欣旅游网提出通

来秦皇岛当然不能错过吃海鲜。吃海鲜时，可适量喝点白酒、米醋

知，欣欣旅游网将及时移除相关内容或者添加作者的版

和生蒜，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为防不测，需带消化药及消炎药。

权信息。

吃海鲜后，一小时内不要食用冷饮、西瓜、葡萄、水蜜桃等食品。

欣欣百宝箱

在此，本攻略特别鸣谢网友：ancle328、

三峡
游船、zhongqinghui、656526077、
hyyzhc、秦皇岛好运、孙家庄、 北戴河
海之韵、 songsong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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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做的事
不到长城非好汉

爬碣石山
碣石山位于秦皇岛市昌黎县，为道教圣地，遗址遗迹众多。
根据资源的不同特性，碣石山划分为东部植被密集覆盖地的森
林保护地，中部为碣石自然风景与历史文化保护地区，西部为
保护地带—缓冲区。
碣石山 36 峰，磅礴雄浑，峻峭秀丽，错落有致，天然巧成，
以仙台顶、天柱峰两大主峰为中心。
碣石山集名山之长：泰山之雄伟，华山之险峻，衡山之烟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ancle328

万里长城是世界伟大奇观，而山海关古城建筑群可以说是
万里长城的精华所在，是万里长城的典型代表。

云，庐山之飞瀑，雁荡山之巧石，峨眉山之清凉，有“天下神
岳”之美称。
碣石山无峰不石，无石不松，无松不奇，并以奇松、怪石、
雾海、冬雪四绝著称于世。

山海关最奇妙之处，则在于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海上长
城，万里长城入海处—老龙头，也因此而成为最具吸引力的
长城景观。
山海关长城枕山襟海，规模宏大，气势雄壮，无与伦比。
来到秦皇岛就不能错过去山海关感受下万里长城的壮美。

北戴河骑自行车
沿海边的风景很美，不但可以享受两个人骑车的浪漫，还
可以欣赏身边的海岸线风景，更可以考查沿路的住宿地点，到
南戴河的路标也很好找。

赶海、滑沙、挖螃蟹挖

去和回的路上，如果喜欢哪里的风景，都可以停下来，慢
慢欣赏，然后再踏上旅途。

如果你喜欢大海浪打在身上的感觉，那海边的任何一处
海滩都是你的乐土。
北戴河有很长的海岸线，很多地方都不收费，但都是有
人管理的，海滩也很干净，有卫生间和淋浴，也有出租用品
的。
喜欢刺激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滑草和滑沙，从几层楼的
高处呼啸而下，听海风和沙子的共鸣是再享受不过的事情
了。
海滩边都有卖挖虾和螃蟹铲子的，卖铲子的人会告诉你
在沙滩上有洞的地方就能挖到螃蟹，也有可能挖出一些很小
的贝壳或者生命力超强的小虾。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三峡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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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秦皇岛

东临碣石

概况
公元前 110 年，汉武帝刘彻封禅泰山之后，从烟台芝罘“并
海北上”，来到了碣石。如今，在北戴河莲蓬山的冈峦之上，
还存有汉武台的遗迹。
公元 207 年，曹操东征乌桓，凯旋而归，来到秦皇岛，观
沧海，看日出，心情舒畅，踌躇满志，写下了大气磅礴、流传
千古的四言诗《观沧海》。
公元 645 年，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丽，来到秦皇岛，留下
了许多美丽的传说。他“芝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写了一
首著名的诗篇《春日观海》。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zhongqinghui

秦皇岛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秦皇岛原为一个孤岛，到清

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曹操、唐太宗等许多历史名人
都曾经到过碣石。

乾隆年间成为陆连岛，境内峰峦众多，海域辽阔，风景绮丽，
可是，碣石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被争论了一两千年，至

气候凉爽，成为华北的避暑胜地，也是北京的后花园。

今还未有定论。
也是中国唯一，一个因皇帝尊号而得名的城市。全市分
其实，碣石更多的是指碣石地域，这区域就是秦皇岛市昌

海港、山海关、北戴河三区。全市有 33 个民族, 除汉族外还
有满、回、朝鲜、壮、蒙古、苗等 32 个少数民族。

黎县碣石山，北戴河区金山嘴、鸽子窝，海港区东山求仙入海
处一带。近年来，这些地区也陆续发现了秦汉行宫遗址。只要

秦皇岛素有“京津后花园”之美誉。拥有长城、滨海、
生态等良好的旅游资源。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山海关、避暑胜

到了这里的任何一个地方，就可以说已经有了“东临碣石”的
经历了。

地北戴河、南戴河旅游度假区、昌黎黄金海岸等 40 多个旅游
景区独具魅力，每年吸引上千万海内外游客慕名而至。值得

海螺仙子

一提的是，北戴河奥林匹克大道公园于 2005 年 5 月对外开
放，是国内首家奥林匹克主题公园。

相传在很久以前，海龙王的女儿海螺仙子违抗龙王之命，
私自下凡到人间，与南戴河的渔民小伙子海娃相亲相恋，喜结

鸟之乐园
北戴河地处辽西走廊西部，且森林绿化覆盖率很高，所以北戴河的
鸟类资源也极为丰富。据有关资料所载，我国鸟类共计 1186 种，
而北戴河就有 20 个目 61 个科的 405 种。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动
物的 68 种，不少还是世界著名的珍禽。
专家认为北戴河是最好的观鸟和鸟类研究的基地，为有效地保护和

良缘。美丽善良的海螺仙子入乡随俗，勤俭持家。海龙王闻知
大怒，于海上设重重险关、栈道予以阻挠，欲扼杀着段美好的
姻缘……于是每当渔民出海，海龙王必在海面掀起惊涛骇浪。
每逢海面上风大浪急，渔民出海的船只无法靠岸的危机时刻，
海螺仙子就挺身显灵，高唱螺歌稳住风浪，同时用自己的身体
螺壳承载渔民上下船，为他们排优解难。

开发鸟类资源，当地政府批准建立了北戴河鸟类自然保护区，并成
立了鸟类保护协会。
北戴河观鸟的最佳季节：是每年三月中旬至五月下旬，九月上旬至
十一月中旬。

为了纪念救苦救难的海螺仙子，当地的渔民铸造了一
尊 4 米高的人身螺尾塑像，并且经常在出海之前祈祷平安。如
今，我们将塑像迁居岛上，供游人观赏寻味，仙螺岛因此而得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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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仙真相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吞并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之后，秦始皇曾五次出巡。公元前 215 年，第三次出巡“之碣石，
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传说中，羡门、高誓是居住在海中仙山上的神仙，手中有长生不老之药。过去，人们常说，秦始皇来到碣
石，目的就是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徐福率 3000 童男童女东渡扶桑的故事也因此而世代相传。
其实，他在碣石还做了一件更为重要的大事业，即是他借入海方士带回的“亡秦者胡也”五个大字，调动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修建
长城，以抵御匈奴对北部边境的骚扰。他派大将蒙恬首先打退了匈奴的进犯，然后征调民夫 50 万，在战国时期燕、赵、秦长城的基础
上，经过 5 年的艰苦施工，终于完成了长达一万余里的宏伟的长城工程。正因为如此，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碣石之行，就不再是简单地
为了求仙寻药，而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军事活动。也许，碣石因秦始皇驻跸而得名秦皇岛。在以秦皇岛为中心的广大地域里，发现的
多处秦皇行宫遗址，正是始皇东巡至碣石的历史明证。

四大奇观
黄金海岸海洋沙漠风光、神秘莫测的海市蜃楼、山海关宏伟的长城建筑和庞大的秦代行宫遗址,可以称之为秦皇岛四大奇观。

海洋沙漠风光

秦代行宫遗址

在昌黎黄金海岸沿岸分布着婉蜒起伏的"新月型"沙丘，

秦行宫遣址在北戴河海滨金山嘴路东横山上。遗迹分六处

一道道沙丘陡缓交错，绵延数十里，形成罕见的沙丘链。沙

分布在南北长 4 公里，东西长 3.5 公里的海滩上，建筑规模类

丘一般高约 5—20 米，最高的可达 40 米。这些沙丘造型别

似于咸阳宫的建制与布局，排水沟道、贮藏窖井、房屋基础在

致，宛若翩翩起舞的长龙，其景色极为宏伟壮观。

遗迹中清晰可见，遗迹的中轴线恰好正对着海中的巨石，面

浩翰的大海，金黄色的沙丘，并有苍翠茂密的林带相衬
托，形成了独特的海洋沙漠风光，不仅国内仅有，在国际上
也属罕见。

积 6 万平方米，规模宏大，座北朝南、是一座气势宏大的宫殿
遗址。

万里长城
实为世界伟大奇观，而山海关古城建筑群可以说是万里长城的

海市蜃楼
为秦皇岛沿海地区又一奇妙景观。早在 400 余年前，明代

精华所在，是万里长城的典型代表。
山海关最奇妙之处，则在于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海上长城，

抚宁县教谕谢鹏南在《联峰山海市记》中对金山嘴海面上出现

万里长城入海处—老龙头，也因此而成为最具吸引力的长城景

的海市蜃楼情景做了详细的记载。

观。山海关长城枕山襟海，规模宏大，气势雄壮，无与伦比。

明代曾做过兵部尚书的抚宁人翟鹏和清代诗人王朴都曾
见过海市，并留下了同名的《莲蓬海市》诗。1960 年夏初
和 1969 年，在金山嘴一带海面上先后两次出现海市蜃楼奇观。
海市蜃楼神奇莫测而又难得一见，令人心驰神往。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656526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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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推荐
北戴河线路 ①：鸽子窝公园 → 怪楼奇园 → 碧螺塔公园
清晨观海上日出，下午探秘怪楼奇园，晚上到碧螺塔去体验一把北戴河的夜文化与海文化。
交通
鸽子窝公园 → 怪楼奇园：步行至隆兴示范园站乘坐 34 路，在刘庄站下车，然后步行到怪楼奇园。
怪楼奇园 → 碧螺塔公园：步行至海滨汽车站乘坐 15 路，在康乐路站下车，然后步行到碧螺塔酒吧公园。
午饭&晚饭
午饭可自己带一些吃的，也可在景区周边寻找，晚饭到碧螺塔公园解决。
住宿
推荐住在海边，第二天可以早起看日出。

北戴河线路 ②：老虎石公园 → 奥林匹克大道公园 → 秦行宫遗址
体验海滨风情、秦皇历史与奥林匹克精神的融合，体验这座城市的不同面。
交通
老虎石公园 → 奥林匹克大道公园：步行至海滨汽车站乘坐 34 路，在奥林匹克大道公园站下车。
奥林匹克大道公园 → 秦行宫遗址：乘坐 15 路，在康乐路站下车步行至北戴河秦行宫遗址。
午饭&晚饭
午饭自己携带些零食，或到公园附近寻找小吃，晚饭在游览结束后回住处解决。
住宿
推荐住在北戴河区。

北戴河线路 ③：联峰山 → 集发观光园
品味自然山水，体会人文情怀，了解绿色生态。
交通
联峰山 → 集发观光园：乘坐 5 路公交在集发观光园下车。
午饭&晚饭
景区附近没有就餐的地方，可以自己带一些吃的，晚饭回住处寻找餐馆。
住宿
推荐住在北戴河区。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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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 → 老龙头 → 乐岛海洋公园
观赏天下第一关的雄伟，去老龙头欣赏入海石城的壮丽，下午到乐岛体验碧海金沙的美丽风光，也可以尽情玩乐。
交通
山海关 → 老龙头：乘坐 25 路到老龙头站下车即可。
老龙头 → 乐岛海洋公园：乘坐 35 路或 25 路，在欢乐海洋公园站下车步行至乐岛海洋公园。
午饭&晚饭
景区内没有用餐的地方，可随身带一些吃的，晚饭到乐岛的风情美食街尽情享用。
住宿
推荐住在山海关附近，离景区近交通也方便。

翡翠岛 → 沙雕大世界 → 国际滑沙活动中心
此条线路涵括了碧海金沙的美景，领略滨海大漠奇观。
交通
此条线路没有公交路线经过，建议自驾游玩。
翡翠岛 → 沙雕大世界： 从起点向正北方向出发沿 Y107 行驶 2 公里左右，右转进入 S364 行驶 4 公里，右转再行驶 20 米即可到达黄金
海岸沙雕大世界。
沙雕大世界 → 国际滑沙活动中心：向西北方向出发右转进入 S364，沿 S364 行驶 1.5 公里，右转行驶八百米左右到达。
午饭&晚饭
翡翠岛景区有美食，午饭可在此解决，晚饭可回住处附近解决。
住宿
推荐住在昌黎县附近，方便前往翡翠岛景区，且离昌黎火车站也很近，交通便利。

秦始皇求仙入海处 → 海滨国家森林公园 → 野生动物园
感受千古一帝的长生不老之梦，然后去国家森林公园体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最后去动物园看各种动物们。
交通
秦始皇求仙入海处 → 海滨国家森林公园：步行至海滨汽车站乘坐 34 路，在奥林匹克大道公园站下车。
海滨国家森林公园 → 野生动物园：步行至狼牙山站乘坐 34 路，在野生动物园站下车。
午饭&晚饭
景区内没有就餐的地方，可以自己带一些吃的，晚饭回市区解决。
住宿
推荐住在秦皇岛市区，交通方便，生活便利。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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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戴河线路①：海上乐园 → 仙螺岛
此线路中推荐住在海上乐园附近，离景点较近，出行方便。
交通：到达海上乐园：从北戴河火车站乘坐 22 路公交可直到南戴河海滨。
海上乐园 → 仙螺岛：仙螺岛和海上乐园相邻，步行前往即可。
午饭&晚饭
在海上乐园附近解决，这边海鲜大排档较多。

南戴河线路②：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
交通
乘坐 34 路或 6 路公交车终点(34 路为北戴河海滨；6 路为北戴河火车站)下车，然后转乘 22 路公交车到西游记宫下车，然后乘坐个体中
巴到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海洋乐园。
欣欣小贴士：推荐自驾游，乘车路线较烦

欣欣线路推荐

南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二日游

南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二日游
北京精品 2 日游

南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二日游
北京精品
天津高铁塘沽、海河外滩公园一日游
2 日游

欣欣价：238 起

欣欣价：280 起

欣欣价：268 起 立即预定

立即预定

立即预定

>>更多线路推荐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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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外部交通
飞机

北戴河站

>>更多打折机票信息

秦皇岛山海关机场为军民合用机场，座落在秦皇岛海港区和山海关
区之间，距秦皇岛市区（海港区）约 12.6 公里，距山海关区约 5
公里。目前，机场已对广州、上海、北京、石家庄、大连、哈尔滨、

地址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站南大街
交通 公交 5 路、6 路途径北戴河站。

昌黎站

深圳、武汉等 40 多座城市开通 12 条航线。
地址 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城关镇民生路

机场班车
山海关机场每个航班均有机场班车接机。机场班车终点站是秦皇岛

汽车

市中心的民航大厦，相距 15 公里，行程约 20 多分钟。

>>更多汽车时刻信息

秦皇岛长途汽车站

出租车

地址 秦皇岛市北环路 407 号
出租车起租费均为 5 元（含基价里程 2 公里）。出租车一般都打表
计价，也可以与司机协商，如果对所去的地方较熟悉，也可根据路
程谈定一个双方较满意的价格。建议在暑期旅游旺季时乘坐可按表
计价；暑期过后协商定价对您来说可能更划算。出租车价格夏利 1.4

交通 秦皇岛车站离火车站很近，步行 300 米即可。经过的公交有
2 路、6 路、7 路、8 路、9 路、10 路、12 路、18 路、19 路、
26 路、27 路、29 路、33 路、34 路等。

元，捷达、富康 1.6 元。

北戴河海滨长途汽车站

接机租车

地址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海宁路附近

秦皇岛市区、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都有到秦皇岛山海关机

交通 途径车站的公交有 5 路、15 路、34 路。

场接送机服务。

火车

>>更多火车时刻信息

渡船
秦皇岛港是一座天然的不冻港，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输出港。每

秦皇岛下辖三区四县，拥有秦皇岛、山海关、北戴河、昌黎四个火

周都有客轮在大连和秦皇岛之间往返，票价从 69 元到 338 元不等，

车站，这四个火车站几乎涵盖了秦皇岛所有的旅游景点。

一般逢单日由秦皇岛始发，第二天从大连返回，单程约 14 小时。

秦皇岛站

地址 秦皇岛市海港区河北大街东段

地址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北环路

交通 公交 1 路、29 路、32 路途径。

交通 公交 2 路、6 路、7 路、8 路、9 路、10 路、12 路、18 路、
19 路、26 路、27 路、29 路、33 路、34 路公交经过秦皇岛火
车站。

山海关站
地址 秦皇岛山海关区南关大街
交通 市内公交 13 路、21 路、25 路、33 路可到山海关站。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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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交通
公交车
秦皇岛市内交通状况良好，现已开通了 1 路到 34 路等三十多条公交线路，其中有多条线路连通景区，加上沿海公路的修建，乘坐公交车
观光也是很不错的方式。另外在秦皇岛还有开往各区县、周边各省市的公交式班车，定时发车。

适合旅行者的公交路线
34 路 山海关、南门、秦皇岛、火车站、长城酒店、市政府、华联汽车站、白塔岭、燕山大学、野生动物园、北戴河汽车站
21 路 鸽子窝公园、金山商场、月季园、海滨饭店、书画展览馆、莲花石、西山公园、北岭花园、北戴河汽车站
22 路 北戴河火车站、牛头崖、南戴河、河东寨、北戴河汽车站
23 路 孟姜女庙、山海关汽车站、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兴华市场、文化宫、长城奇观
24 路 山海关汽车站、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南园、燕塞湖

出租车
秦皇岛市出租车实行分区运营，不能跨区载客（包车例外）
，不论出租车的车型，起步价一律为两公里 5 元，之后按公里计。夏利每公里
1.40 元，捷达、富康每公里 1.60 元，晚 10 点 30 后涨价。包车是按每 100 公里计算，价格不等。

自行车
在秦皇岛，租一辆双人骑或多人骑的自行车，沿途路欣赏美丽的海滨风光也不失为一种选择。自行车出租按小时、半天、全天为单位计算，
价格可以商量。

秦皇岛自行车出租点
海港区 亚运村水上运动中心海滩（新澳海底世界旁）
北戴河 老虎石、区招、东海滩、金山嘴等均有出租
南戴河 南戴河休疗区海滩（天马浴场、中包宾馆附近区域）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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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
鸽子窝公园

北戴河区
北戴河海滨环境优美，风光秀丽。景区西面是婀娜俊美的联峰山，
山色青翠，植被繁茂，山中文物古迹众多，奇岩怪洞密布。
南面是悠缓漫长的海岸线，质细坡缓，沙软潮平，水质良好，盐
度适中。东面有鸽子窝公园，是观日出、看海潮的最佳境地.沿海岸
线向内，更有秦行宫遗址、北戴河影视城、怪楼奇园、金山嘴、海洋
公园等各种风格、不同特色的旅游景点分布，加上众多街心公园和花
园的点缀，山、海、花、木与掩映其中的各式建筑交相辉映，构成了
一幅优美、和谐的风景画。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ancle328

鸽子窝公园又称鹰角公园，位于北戴河海滨东山突入大海
的岬角处。公园内傍海悬崖有一块高约 20 米的巨石，似鹰如隼，
名"鹰角石"，公园由此得名。
，是北戴河风景名胜区四大景区之
一，以观海上日出为盛景。
门票 成人票 20 元，儿童票 15 元

主要景点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三峡游船

鹰角亭 ：鹰角亭属歇山式单檐顶，石柱琉璃瓦，在园中显得古
朴、刚劲，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建筑风格。

联峰山
联峰山，位于北戴河海滨风景区西部，因状似莲蓬，故
又名莲蓬山。
其傍海东西横列，恰似大海的锦绣屏风。联峰山山峦俊
秀，林深谷幽，奇石怪洞，比比皆是。各式楼房别墅，掩映
在松涛之中，别有情趣。
主要景点 观音寺、望海亭、林彪楼、张学良将军楼、汉武台、
莲花石、朱家坟、钟亭、瓮石、仙人洞、福饮泉、桃源洞、
海眼、摩崖石刻像、通云洞、避雨石、月亮石、骆驼石等。
门票 30 元
交通 从北戴河火车站乘坐 5 路公交到联峰山公园下车。

鸽子窝大潮坪： 这里是观察现代海岸沉积的良好场所，可以见
到波痕、雨痕、龟裂、生物洞穴等沉积构造，也是鸟类理想的
栖息地，是著名的世界级观鸟胜地。
鸳鸯湖 ：这里原来是一片滩涂，地势低洼，后来利用涨潮开闸
注入海水，闸落即形成一个平静的小湖，起名叫鸳鸯湖。湖中
有一小岛叫情人岛，充满浪漫情趣。
主席雕像： 主席塑像是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而敬塑的，
基坐东部用大理石刻着毛泽东的词《浪淘沙·北戴河》。
望海长廊 ：此处是远眺渤海碧波、白云沙鸥，近赏浅水明澈，
微波清荡的绝佳胜地。廊中彩绘雕梁画柱，栩栩如生。两侧是
由方亭和八角亭组成，吸收了北京颐和园和承德外八庙长廊的
特点，绘画了北戴河 24 景和北戴河 206 个民间故事传说。
交通 从秦皇岛海港区乘 34 路、北戴河区乘 21 路、北戴河火
车站乘 37 路公共汽车即可到达。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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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楼奇园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hyyzhc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秦皇岛好运

怪楼奇园位于北戴河海滨联峰路上，为典型的人造景观型景区，由
怪楼和奇园二部分组成。结合奇与怪的构思，共设置奇景、怪景

老虎石公园

99 处。现在的怪楼是一座在原怪楼上复建的哥特式建筑，公园承
继历史之精华，博采国内外景观之长，形成了一个迷幻多彩的世界，
给游客无与伦比的新奇感和吸引力。

老虎石公园位于北戴河风景区中心，这里巨石延伸入海，形
如群虎盘踞，故名老虎石。老虎石海上公园最适合消夏观光，玩
水嬉戏。因为有着 100 多年历史，是著名的中海滩浴场，且与海

主要景点 情人椅、怪腿椅、扬波湖、雅山台、镜中缘、二人弹、
美人路、阳关三叠、俄罗斯风情小木屋、醉汉路等。
门票 15 元
交通 34 路公交途径这里。

滨闹市区的中心街道紧相连，再加上滩宽海阔，沙软潮平，这里
已成为暑期游客最多的浴场。这里还建有大型海上娱乐公园，园
内设有机帆船、摩托艇、冲浪板、沙滩排球等娱乐项目，可尽情
玩乐。
门票 8 元

碧螺塔公园

交通 从北戴河火车站乘 22 路至老虎石海上公园站；从秦皇岛火
车站乘 34 路至海滨汽车站，步行前往。

碧螺塔公园是以突出夜文化、海文化、演艺文化和美食文化为特色
的酒吧主题公园。位于北戴河海滨最东侧，北临鸽子窝公园，南临

秦行宫遗址

老虎石公园，东临大海，已经成为避暑胜地北戴河旅游的新亮点。
公园每晚举办沙滩篝火晚会、啤酒沙龙和各类大型演艺活动，以及
海上垂钓、海上迪吧、海上美食广场等特色海上项目。
门票 60 元
门票包含项目 大型实景演出《海上生明月》、异域风情演出、登碧
螺塔 、篝火晚会、脚踏船、橡皮艇、海边浴场、海边垂钓、沙滩
足球、沙滩排球、迷你蹦极、海景拍照、拔河比赛、海上蹦迪、观
海上日出。
交通 公交 21 路经过。

北戴河秦行宫遗址又称“金山嘴古城遗址”
，位于北戴河
海滨金山嘴路东横山上，是一座气势宏大的宫殿遗址。金山嘴
曾是方士求仙的中心与舟樯聚泊的地方，1985 年发掘出秦行宫
遗址。
出土有建筑遗址以及陶井、水井、灶、水管道、窑穴等遗
迹，还有大量板瓦、筒瓦、柱础石、菱形纹空心砖、巨形夔纹
半瓦当、云纹瓦当等建筑构件和少量的陶盆、陶甑、铿、罐、
瓮等生活用具。据推测这里是秦始皇东临“碣石”所在地，为
秦始皇东巡的行宫遗址。
门票 免费
返回目录
交通 海滨汽车站乘 21 路车到金山商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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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大道公园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ancle328

奥林匹克大道公园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是全国唯一的以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孙家庄

奥运为内容的主题式公园，秦皇岛市为奥运会建设滨海大道并冠以
“奥林匹克大道”名称。园内有展示奥运会起源及历届发展的以“百

北戴河影视城

年奥运”为主题的浮雕墙，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及其他七位
主席的雕像，三十位中国奥运冠军的手印、足印和签名，大型音乐
喷泉，58 件单体雕像，各种名贵树木及篮球场、标准运动场、门
球场、网球场、足球场、轮滑场、老年及儿童活动中心等运动健身

北戴河影视城位于避暑胜地北戴河各旅游景点之中心，是
集专业影视拍摄、旅游观光、度假休闲于一体的新景观。
城内辟有旧上海街、民国风情街、一宅三府、梨园大戏楼、

场。
门票 免费
交通 34 路公交车到达。

神魔宫、枪战城、名车展、静莲塘等十大景区，建筑风格中西
合璧、融会贯通。
门票 平时 15 元，5 月至 10 月期间 20 元

集发观光园

交通 34 路公共汽车到单庄下车即到。

集发观光园坐落在驰名中外的北戴河风景区，占地 990 亩，划
分为特种蔬菜种植示范区、名贵花卉种植区、特种畜禽养殖示范区

海滨国家森林公园

和休闲餐饮娱乐四个区域。
现新增设飞越戴河、戴河第一漂、水上乐园、戏水摸鱼
等 30 个独具特色、极具参与性的景点项目。已发展成为自然美与
生态美浑为一体的综合性观光园区。
门票 15 元

这里气候凉爽，茂密的森林，浓荫覆盖．郁郁葱葱。园内
茂密的森林，为鸟类栖息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在这里可以观赏到各种鸟类，听到莺啼鸟鸣的自然音乐，
别有一番乐趣。林深草密众多珍禽野兽也出没其间，松鼠、刺
猬、野兔及喜鹊、山雀、赤鹭、灰鹭、夜鹭等与人为伍。置身

交通
自驾 在京秦高速公路北戴河出口下，走高速公路引道至崔各庄，

林中，犹如将自己融化于大自然的环抱，趣味盎然。
门票 30 元

南行走剑秋路再向西行驶即到。
交通 公交 34 路可达。
公交 从北戴河火车站乘 5 路公共汽车即可到达。或在市内乘 34
路公共汽车到北戴河海滨车站，转乘 5 路公共汽车可到达。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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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区
山海关

角山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北戴河海之韵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zhongqinghui

山海关，又称“榆关”
，明长城的东北关隘之一，历史上的军

角山系燕山余脉，是关城北山峦屏障的最高峰。其峰为大平

事要塞，与万里之外的嘉峪关遥相呼应，有“天下第一关”之称。

顶，有巨石嵯峨，好似龙首戴角，故名。角山是万里长城从老龙

山海关城与长城相连，以城为关，城门高约 13 米，分为上下两

头起，越山海关，向北跨越的第一座山峰，所以人们又称它

层，造型美观大方、雄壮威严。登上城楼，一边是碧波荡漾的大

为 " 万里长城第一山 " 。

海，一边是蜿蜒连绵的万里长城，令人豪气顿生。
门票 第一关门票 40 元；
两景点联票 65 元 (包含第一关、王家大院)；

主要景点
角山长城 ：建于明洪武初年，城墙大部分就地取材，毛石砌筑，
局部为城砖和长条石砌垒，角山长城有明显的随山就势特点。在
山势陡峭之处，也有利用山崖砌筑的。这些墙段，外侧十分险峻，

三景点联票 70 元 (包含第一关、兵部分司、钟鼓楼)；
大联票 90 元 (包含第一关、兵部分司、钟鼓楼、大悲院、迎恩楼、
王家大院、望洋楼)
交通 从秦皇岛到山海关，可乘坐 25 路公交到第一关下。或从山
海关火车站步行也可。

孟姜女庙
孟姜女庙又叫贞女祠，位于山海关城东的凤凰山上。孟姜女
的故事是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后人景仰孟姜女的忠贞而建此
庙。现存的孟姜女庙前依山砌筑 108 阶梯道，前殿有闻名全国的
奇特楹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殿内

难于进攻；内侧又十分低矮，便于登墙作战。角山形势险要，角
山长城也险峻异常，这里的长城，或低缓蜿蜒，或直入云天，远
望如带倒挂山峦，实为壮观。古诗云："自古尽道关城险，天险
要隘在角山，长城倒挂高峰上，俯瞰关城在眼前。
敌台 ：位于角山制高点，势雄貌威，敌台建筑呈四棱台形状，
整个结构为二层，台顶近正方形。顶上有垛口、女儿墙、了望洞、
射眼等，内侧有台阶可供上下；外墙设有箭窗，建筑颇具匠心。
栖贤寺 ：角山深劾之有一座古朴雅臻的古寺——栖贤寺。明代
书法家萧显、兵部左侍郎詹荣、监察御史郑己等都曾寄居于此，
潜心求学，固而这里被誉为“山海关文化的摇篮”，并修建了魁
星阁。

塑孟姜女泥像一座，殿后有望夫石，旁有石台，台后有振衣亭，

瑞莲捧日 ：角山顶是观日出的理想之处，在这里可以看到“瑞

为孟姜女梳妆更衣处，庙北侧修建了大型文化园林孟姜女苑，庙

莲捧日”的壮观景象。

东南渤海中有两块礁石，传为孟姜女坟。
门票 5 月至 9 月 30 元，其余时间 25 元
交通 公交 23 路、34 路至山海关下车

门票 30 元
交通 从山海关火车站坐专线 4 路到角山。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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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龙头

热带风情的休闲浴场在长 1000 多米、宽 50 多米海岸线上，
在这里沐浴在海风、阳光下，远离城市的喧嚣与烦躁，身心得到
全方位的放松。
在精心设计的浪漫林荫道、古化石林、小品以及形式各异的
雕塑中，也有临海而建的风情美食街，异域情调建筑，于游乐之

燕塞湖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ancle328

老龙头坐落于山海关城南 4 公里的渤海之滨，这里是明
长城的东部起点。老龙头地势高峻，有明代蓟镇总兵戚继光
所建“入海石城”。
入海石城犹如龙首探入大海、弄涛舞浪，因而名“老龙
头”。老龙头由入海石城、靖卤台、南海口关和澄海楼组成。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zhongqinghui

澄海楼高踞老龙头之上，为明代所建，清康熙、乾隆年前重

燕塞湖，亦称石河水库，位于山海关城西北 7 华里的峡

修。

谷间，是万里长城东起的第一座人工湖，因地处燕山要塞而
楼上有明朝大学士孙承宗所书“雄襟万里”和清乾隆皇

得名。

帝所书“澄海楼”匾额。楼壁镶嵌有数块历史名人手书的卧
燕塞湖不仅有佳山丽水，更有奇石异景。有湖心孤岛的

碑。自澄海楼南下 3 层城台有一独耸的石碑，镌刻着“天开
海岳”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洞山剑峰，有碧波涟漪的杏林春晓，有绿茵醉卧的神女浴日，
有秀石嶙峋的小灵塔崖，有山花绚烂的杏岭银屏，有情趣横

门票 成人票 50 元，儿童票 20 元
交通 乘 25 路公交在山海关老龙头下车。

生的乌龟入水，还有云横雾绕中的华佗采药和仙人竖指等。
燕塞湖的山水既有桂林之秀丽，又有长江三峡之险峻，不愧
为北方游览胜地。
主要景点 鸟语林、松鼠园、洞山剑峰、山中月镜、龟石千秋、

乐岛海洋公园

母女峰、仙人竖指、千佛山、骆驼峰、小三峡、杏岭银屏、
金蟾戏水、椒山秋色、神女浴日等。

乐岛坐落于秦皇岛海滨，是一座超大型海洋公园。园内有
人工海湾、戏水乐园、休闲浴场以及林荫道。
海湾涵括了国内最大的鲨鱼馆、最大的斑海豹繁殖基地、

门票 40 元（4 月之前）
，90 元（5 月起）

欣欣小贴士

北方最大的室内潜水俱乐部和极地馆。
为方便观光游览，建议乘索道上山，在山顶坐滑车至湖边再
戏水乐园拥有漂流河、家庭乘伐滑道、雪橇滑道、陀螺滑
道、互动戏水屋、攀岩、跳水等 60 多项水上项目。

乘环保游船观湖光山色，最后沿景区公路到鸟语林、松鼠园
等。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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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戴河

海上乐园
南戴河海上乐园坐落于南戴河旅游度假区的碧海金沙之中，
是一处天然海水浴场与多种滑水漂流相融合，独具特色的休闲娱
乐场所；集游玩、餐饮、住宿为一体，这里环境幽雅、空气清新、
沙软潮平，游乐设施新颖独特、参与性强、老幼皆宜，是回归自
然、强身健体、消夏休闲的理想之地。
游玩项目 海水浴场、儿童岛、划水台、滑水漂流等
门票 35 元
交通 从北戴河火车站乘 22 路公交车可直达南戴河海滨。市内
乘 34 路公交车到北戴河站转乘 22 路公交车直达。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zhongqinghui

南戴河与北戴河一河之隔，一桥相连。南戴河沙软潮平，
滩宽水清，潮汐稳静，风爽无尘；岸边上，林带苍翠，绿树

仙螺岛

成阴。在此，能够尽享“洗海澡、晒沙滩、钻密林、尝海鲜”
的乐趣，还可以“观海涛、看景观、避酷暑、游乐园”
。

南戴河仙螺岛游乐中心，是以仙螺岛为主体，内含娱乐、
观光、健身、休闲、餐饮等诸多功能的综合性海上游乐处所。

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
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是一处充分利用海水、沙滩、山丘、
森林等自然资源，集休闲、娱乐、观光、健身于一体，内涵
颇为丰富之滨海旅游景区。这里已建成包括滑沙、滑水、卡
丁赛车、海水浴场、碰碰车、森林火车、豪华游艇、林海索
道等在内的 20 多项娱乐项目。是游人休闲娱乐，观鸟叹奇的
良好去处，游人或戏沙滑草，或拾贝捉蟹，或碧波泛舟，或
漫步林间，将会令人心旷神怡，乐不思归。
游玩项目

海螺岛依民间传说构思创意，仿神话故事造型制景，古朴
典雅，颇具韵味。
岛上有海螺仙子、三道关、七星石、石猴观海、风车群、
巨龙出海等景观，无不充满神奇色彩。
门票 35 元
交通 乘坐 22 路公交至外语学院站下车步行 10 分钟。
美食 仙螺岛上设有海上餐厅，其中有海鲜城，鱼虾蟹贝，渤海
特产，地方风味浓郁淳厚。

休闲健身项目 滑草、滑沙、滑水（滑艇、滑圈）
、卡丁赛车、
海水浴场、水中泛舟等机械娱乐项目 遨游太空、彩球飘飞、
豪华转马、三星飞旋、滑翔飞翼、滑行龙、碰碰车、UFO 脚
踏自行车等游览观光项目 森林火车、观光缆车、豪华游艇、
林海索道、鸟类表演、雄狮观海、假山瀑布、广场喷泉等
门票 120 元
交通 乘坐 34 路或 6 路公交车终点(34 路为北戴河海滨；6 路
为北戴河火车站)下车，然后转乘 22 路公交车到西游记宫下
车，然后乘坐个体中巴到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海洋乐园。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songsong41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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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区
求仙入海处
这是一处著名的人造景观，选始皇求仙的遗址建造，融汇了战国时
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传说，再现了秦始皇“华夏一统、千古一帝”
的风采，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于公元前 215 年东
巡碣石到秦皇岛，并在此拜海，先后派卢生、侯公、韩终等两批方
士携童男童女如海求仙，寻求长生不老药。明宪宗成化 13 年，立
“秦皇求仙入海处”石碑一座，以纪胜景。景区内古树参天，风光
旖旎，兼具深厚的文化内涵。主要由秦风阙门、秦皇东巡神雕、战
国风情、仙人祠、求仙苑及孔雀园、秦皇游乐园组成。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ancle328

门票 35 元
交通 从秦皇岛火车站乘坐市内 7 路、8 路公共汽车直接到景区门
前下车。

新澳海底世界
新澳海底世界是一座以展示海洋生物为主的大型现代化博览馆，坐
落在历史名城山海关与旅游胜地北戴河之间。主要由小池区、触摸
池、企鹅馆、海豹馆、海底隧道、表演区、科普展厅、科普教室、
巨虫公园及海洋精品店、观海餐厅等部分组成，是以展示海洋生物
为主、集科普教育、观赏娱乐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博览馆。在新澳
海底世界可以欣赏到各种美丽的海洋生物，领略东方夏威夷风光。
门票 海底世界 60 元，海底世界与海豚馆联票 85 元
交通 乘坐 19 路、25 路公交可达。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hyyzhc

贴士 海豚馆内有海豚表演，周一至周五每天共 3 场，时间分别为
11：00、14：00、16：00；周末每天共四场，时间为 9:00、11:00、
14:00、16:00。

秦皇岛野生动物园

秦皇岛野生动物园坐落于海滨国家森林公园内，是目前我国城市中规划面积最大、森林覆盖率最高、环境最优美的野生动物园。
在郁郁葱葱的森林中，放养着来自国内外的 100 余种、4000 余只动物 。包括 金钱豹、长颈鹿、斑马、麋鹿、野马、野驴、亚洲象、
美洲虎、非洲狮、东北虎、白虎、棕熊、猩猩、丹顶鹤、绿孔雀等，其中很多是世界珍禽名兽。

门票 80 元
交通 乘 34 路公交到秦皇岛野生动物园站下车。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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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海岸及周边
翡翠岛

碣石山
碣石山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为道教圣地，遗址
遗迹众多。
根据资源的不同特性，碣石山划分为东部植被密集覆盖
地的森林保护地，中部为碣石自然风景与历史文化保护地区，
西部为保护地带—缓冲区。
碣石山 36 峰，磅礴雄浑，峻峭秀丽，错落有致，天然巧
成，以仙台顶、天柱峰两大主峰为中心。碣石山集名山之长：
泰山之雄伟，华山之险峻，衡山之烟云，庐山之飞瀑，雁荡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秦皇岛好运

翡翠岛位于昌黎县黄金海岸南部,是一座由黄色细沙和绿

山之巧石，峨眉山之清凉，有“天下神岳”之美称。碣石山
无峰不石，无石不松，无松不奇，并以奇松、怪石、雾海、
冬雪四绝著称于世。

色植被相间构成的半岛，岛上沙山连绵起伏，陡缓交错，素有
“京东大沙漠”之称。
由于这里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了国内独有、世界罕
见的海洋大漠风光，连绵起伏的沙丘与碧海、蓝天、绿林共同

主要景点 仙台顶、天桥柱、五峰山、龙潭洞、水岩寺
门票 20 元
交通

构成一幅罕见的海洋沙漠景观。
秦皇岛－昌黎汽车交通，行驶约 1.5 小时,约 53km，票
据传由天空鸟瞰，这里海水的颜色反射出翠绿色，半岛三

价 14 元，每小时一班车。

面环海，被包裹其中，故取名翡翠岛。
鞍山－昌黎没有直达班车，可以到秦皇岛转乘。
岛上是鸟类的王国，几乎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鸟类在这里
都可以找到它们的踪影，是“世界珍禽”黑嘴鸥的主要栖息繁
殖地之一，也是目前我国文昌鱼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沙雕大世界

门票
30 多座精美的沙雕艺术作品，还有海水浴场、滑沙
淡季（5-6 月、9-10 月）55 元；旺季（7-8 月）75 元
交通
京沈高速 18 号出口（青龙、抚宁、昌黎出口）下，沿抚昌黄

滑草、沙滩排球等 20 多项免费项目以及飞车表演、海上
快艇、沙滩摩托等多个收费项目。
高大起伏的沙丘、浓密碧绿的树林、蔚蓝浩瀚的大海、

快速路至沿海公路右行，见“京东大沙漠翡翠岛”广告牌指示

宽阔平展的海滩奇妙、和谐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副十分

方向前行即可。205 国道 从天津、唐山方向至昌黎，再至沿

壮美的自然生态景观。

海公路后右行。京山铁路 昌黎火车站下，乘出租约 25 公里即

门票 成人票 75 元；成人票 表演馆 150 元

至。北戴河火车站下，乘出租车约 40 公里。
交通 可乘秦皇岛到乐亭的长途汽车在沙雕大世界下车。
沿海高速 昌黎黄金海岸出口下高速左转沿公路直行 10 公里
左右，遇丁字路口右转直行约 13 公里就能到达（有路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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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山

国际滑沙活动中心
国际滑沙活动中心坐落在黄金海岸的中部。5000 多公顷苍翠的林
带衬托着连绵 40 多公里的沙丘，与大海奇妙地组合在一起，构成
一幅神奇自然的海洋大漠风光。1985 年昌黎人在这里建立了国际
滑沙活动中心，使黄金海岸更名扬中外。 滑沙场现有两处，一处
由沙山滑向谷底，一处滑向大海。目前世界上除南非纳米比亚设有
此项目处，黄金海岸的国际滑沙活动中心可算世界第二家了。
门票 75 元
交通
在秦皇岛或北戴河乘长途车到昌黎，再转乘中巴车前往。
北戴河海滨汽车站乘中巴车或北戴河火车站乘 5、22 路车至 281

祖山位于秦皇岛青龙县境内，由于渤海以北、燕山以东诸峰都是由
它的分支绵延而成，故以“群山之祖”命名。其最高峰天女峰，只
略逊于泰山。登上天女峰，东观日出，南追帆影，西望长城，北俯

医院换乘中巴车前往。乘出租车 35-40 元左右。
秦皇岛长途汽车站也有直达黄金海岸的汽车。

群山，美景尽收眼底。祖山有奇险的山景和明秀的水景，当代诗人
臧克家老先生以“画境诗天”赞之。祖山山势跌宕，峰峦陡峻，以

长寿山

山、水、石、洞、花五奇著称。春季繁花似锦，百鸟争鸣；夏季风
凉气爽，云蒸霞蔚；秋季红叶满山，野果飘香；冬季银妆素裹，玉
树琼花，被誉为“塞北小黄山”
。主要景点
响山景区 响山景区以山奇排在首位，千米高峰就有 20 多座站在海
拔 1428 米的“天女峰”上，可东观日出，南追帆影，西望长城，
北俯群山，眺望山海关、北戴河两大景区，俯视年世罕见的会奏乐
的响山。
望海寺景区 这是祖山的中心景区，下山可观瀑布，上山可登主峰，
西去可游花果山，东行可观画廊谷。这里景点比较集中，有仙女云
床、秀才观榜、山字峰、醉卧刘伶、龟兔赛跑、窟窿山、神龟深海、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秦皇岛好运

莲花出水等奇石美景。
花果山景区 景区有白蛇吐布、鲤鱼跳龙门、水帘洞、晴天雨露、
卧佛山、笔架山、绝顶天灯等自然景观，令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
门票 85 元

位于山海关城东北约 9 公里处，东起黄牛山，是一处集自然、人文
景观于一体的风景名胜区。现景区由悬阳洞穴、寿字碑林、世外桃
源、神医石窟、石门胜景五大景点组成，主要景观有悬阳洞、神医
石窟、寿字碑林、三道关等。景区内以雕刻、建筑、书法等多种形
式反映出长寿延年的主题，置身其中，既可受到民族文化艺术的熏

交通

陶，还可领略独特的山情水趣。

自驾车 可在京沈高速公路秦皇岛西出口沿秦青公路北行 25 公里

门票 15 元

到达祖山东门，55 公里到达祖山北门。

交通 乘 3、4、25 路公交到山海关南门，再转乘旅游专车。

公交车 秦皇岛市区海阳路长途汽车站每天都有发往祖山东门和北
门的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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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住宿
秦皇岛旅游设施较完善，市内是各式宾馆、酒店的聚集地，住宿费用标准不尽相同。

北戴河附近
在避暑胜地北戴河，有很多幢风格各异的别墅建筑。同时为适应旅游业发展需要，北戴河已建起了许多小旅馆和家庭旅舍。

北戴河浪琴屿假日酒店

简介：酒店座落于北戴河，距离龙家营火车
站 40 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40 分钟即到酒店；

顾客点评：酒店的位置还好， 餐厅做的

距离人民公园 12 公里，乘坐出租车约 20 分钟

很好吃， 但是房间打扫很不专业。

即到酒店。

欣欣价：150 元起

>>立即预定
顾客点评：酒店服务好，设施一般，价格
适中，还会来住…更多

北戴河新华假日酒店

简介：酒店座落于美丽的度假圣地北戴河旅
游区黄金地段，位于老虎石公园北侧，距海
滨浴场千米左右，步行即可到达,交通便利。

顾客点评：住了 3 天，环境是不错的，位
置很好找，离老虎石公园很近，那边人气
比较高。

欣欣价：350 元起

>>立即预定
顾客点评：地理位置非常好，可欣赏一线
海景…更多

北戴河吉程大酒店

简介：酒店座落在美丽的北戴河海滨，位于
东经路和安一路的交叉口附近，是集住宿、

顾客点评：房间设施有点陈旧，性价比不
高，地理位置比较好。热水不是全天供应。

餐饮、娱乐为一体的酒店，距著名的老虎石
海滩步行仅 3 分钟,邻近鲁迅公园。
顾客点评：环境还行，靠在海边，隔音不
好，交通不错…更多
欣欣价：158 元起
北戴河龙兴商务酒店）

>>立即预定

简介：酒店座落于北戴河，毗邻联峰山公园。

顾客点评：隔音稍差，刚装修完有点味道，

距离石塘路商业中心 1 公里，乘坐出租车 2

但是环境很好，很幽静，特别适合度假。

分钟左右车程，步行 10-15 分钟；距离北戴
河火车站 20 公里，乘出租车约 100 元可到
顾客点评：酒店非常不错，适合自助游居，

酒店。

具有较高性价比…更多
欣欣价：268 元起

>>立即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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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戴河附近
在南戴河，有度假村等旅店为游客提供舒适的住宿环境。

南戴河海业大酒店

简介：酒店坐落于美丽的南戴河林海道西侧，

顾客点评：酒店位置不错,卫生干净,设施

与西游记宫、仙螺岛相毗邻，临海而侍，位

较新,实景比照片还有差距,性价比一般,离

置优越。距离人民公园 20 公里，乘坐出租车

仙螺岛很近。

约 30 分钟即到酒店。

欣欣价：220 元起

>>立即预定

顾客点评：酒店还行吧,中等,性价比方面
中等,位置还行…更多

南戴河国检宾馆

简介：宾馆座落于南戴河旅游区中部，整个
宾馆花园式庭院、别墅式建筑，北倚京沈高
速出口，东临海边浴场。距离滨海路 10 公里，
乘出租车约 30 分钟可到达酒店。

欣欣价：240 元起

秦皇岛蓝色海岸公寓酒店

>>立即预定

顾客点评：价格实惠，环境好，很干净，
离海边很近，餐厅有自助也可以单点，价
位很合理。

顾客点评：有一个大院子，院内很安静，
服务员很热情…更多

简介：酒店座落于南戴河海滨碧海银沙海岸

顾客点评：酒店环境非常好，房间大，干

线中心地带，由两座全海景楼组成双子座公

净整洁，距离海边近，服务态度好。

寓酒店。距离北戴河火车站 7 公里，乘坐出
租车 10 分钟可到达酒店。
顾客点评：酒店客房卫生、服务态度、餐
厅价位还都不错…更多
欣欣价：330 元起
南戴河秦顺宾馆

>>立即预定

简介：南戴河秦顺宾馆南临海上乐园，北依

顾客点评：服务很周到，我们自驾游到景

茂密森林，东靠天马广场，并与神秘的仙螺

点路线不清楚的，前台都会细心地指点。

岛隔海相望，距海边 10 米，步行半分钟即到。
西距国际娱乐中心公里。
顾客点评：除了海边的潮湿，和周边餐饮
欣欣价：130 元起

>>立即预定

比较贵以外。总体还是挺满意的…更多

返回目录

23

秦皇岛港区
秦皇岛秦发假日酒店

简介：秦发假日酒店座落于河北省著名海滨

顾客点评：整体感觉还好，但是设施与三

城市秦皇岛市繁华地段，迎宾路与燕山大街

星级标准差距很大，服务还不错。

交叉路口，距文博展览中心、秦皇岛火车站
举步可达，交通极为便利。

欣欣价：138 元起

>>立即预定

顾客点评：服务质量挺好 屋子很温馨和
贴切 环境很好…更多

秦皇岛金星快捷商务酒店

简介：酒店坐落于美丽的海滨城市秦皇岛,地

顾客点评：很不错的酒店，环境挺干净的，

处秦皇岛市区，步行可至人民广场、人民公

位置也方便，周边都是繁华区。

园及金都、华联等繁华购物中心，出行便捷
是秦皇岛首家快捷商务型酒店。
顾客点评：干净 方便 服务好 很好！地
理位置也很好…更多
欣欣价：99 元起
秦皇岛港苑大酒店

>>立即预定

简介：秦皇岛港苑大酒店座落于秦皇岛市经

顾客点评：没想到这次是一场意外的惊

济文化中心，至火车站 1 公里、飞机场 2.5

喜，地址好，够档次，舒服，灰常之满意。

公里、西邻人民广场与人民公园，步行可至
繁华购物中心、市政府。
顾客点评：电视频道太少,卫生很平常,总
体过得去.…更多
欣欣价：158 元起
秦皇岛金龙源大酒店

>>立即预定

简介：酒店地处秦皇岛市中心，位于建设大

顾客点评：酒店位置较好，房间整洁干净，

街和红旗路两条市区交通干线相汇处，出行

服务热情，酒店早餐尚可。

十分便利。距离秦皇岛火车站 2 公里，步行
约 20 分钟可到酒店。
顾客点评：酒店设施比较陈旧，不过性价
欣欣价：238 元起

>>立即预定

比还是比较高的…更多

>>更多酒店预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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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美食
海鲜

在哪里吃
海鲜酒店

秦皇岛的饮食以海味居多，如果追求价廉物美又有充足的时
间，可以去海鲜市场买一些爱吃的海鲜回来，找家价格公道的餐馆
加工。
秦皇岛招牌海鲜菜有蟹黄鱼米、清蒸加吉鱼、三椒虾丝、爆原
汁海螺、炸溜子蟹、绣球海贝、酱爆皮皮虾、煎烤大虾、红焖栗子
鱼。

海鲜居是秦皇岛规模比较大的海鲜连锁酒店，也是一家老牌酒店，
酒店朋务和味道都还可以。消费人均 70 元，当然这里的螃蟹比较
贵，可以不要点，去海鲜市场买螃蟹比较划算。秦皇岛的生活悠闲，
2 点以后酒店就不接待客人了。海鲜居的皂皂虾、炒鱿鱼、扇贝都
可以尝尝，海三鲜的饺子强烈推荐，便宜又美味。

海鲜居(河北大街店)
地址：秦皇岛市河北大街 342 叴(红旗路口)

铁板蟹
铁板蟹是北戴河特有的一种小蟹，专门钻在沙土里面，身材细
长，两角有两个小圆圈，酷似两只眼睛。其肉味鲜润，蟹黄量多，
膏脂丰腴，食来沁人脾胃。一般餐馆以红烧、清炖为主。

海鲜居(红旗路店)

地址： 秦皇岛市红旗路(海阳路口)海鲜制造

太亨海鲜巨无霸
地址：秦皇岛市东山浴场内

渔民海鲜
地址：秦皇岛市河滨路 11 号

烤大虾
秦皇岛烤大虾是以北戴河海虾为原料烤制而成，再辅以适量汤
汁，其特点是色泽艳丽，香味醇厚，肉质细嫩，营养丰富。

百味一族海鲜自助城
地址：秦皇岛市港城大街

海鲜市场
秦皇岛有很多的海鲜市场，市场里海货应有尽有。秦皇岛的出租司

石锅鱼
用油把鱼炸过，就像没有油的水煮鱼，用豆芽打底，最后可以

机都知道海鲜市场的地址，只要跟司机说吃海鲜，司机师傅就会推
荐你去离你目的地最近的海鲜市场。海鲜市场周边都有许多的小排
档，可以提供海鲜加工。

添汤涮火锅。炭烤生蚝将活生蚝撬开，将蚝肉和一边蚝壳用清水洗
净，蚝肉沥干水分备用。
将洗净的半边蚝壳放在炭火上，每个蚝壳上放一粒蚝肉，边烤
边加汁，听到吱吱响后将蚝肉翻面再加汁，烤一下即可。炭烤生蚝

购买海鲜贴士
鱼眼呈透明无混浊状，鱼鳃紧贴不易脱落，鱼表面有光泽，表示新
鲜度高。

大致可以分为蒜香、豉汁、原味三种口味。

虾壳应与虾肉紧贴，若很容易就剥下，表示不新鲜。

烤鱼

螃蟹及贝壳类外壳色泽应富光泽，肢体硬实有弹性。
鱿鱼章鱼则应皮肤光泽，斑纹清晰。如果用手按按鱼肉，深陷不反

特别推荐的是一种小杂鱼叫青皮子，细长，脊背那儿有点青，

弹，鱼表面还有粘液，表示不新鲜。

不能炒着吃，只能烤着吃，别有味道而且特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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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吃

晓晓炸排骨

回记绿豆糕
清真食品，用当地所产绿豆以及白糖，依祖传秘方调制而
成。
油而不腻，松软香甜，口味醇正。清真回记糕点部始
于 1945 年，因初创人是回民，又姓回而称"回记"。

创建以来，以其赵氏家族传统工艺经过去腥、除味、增香、
调色等工序，采用焖、炸、熏、烤等独特技法，制成种类繁多的
熟食制品。其中油炸排骨现制现卖，为店中畅销品种。成品红黄
明亮，外脆里香、味美醇香，老少皆宜。
品尝地推荐 海港区晓晓熟食部（马坊市场 82 号）可以尝到。

品尝地推荐 在山海关天心胡同 22 号的清真回记糕点部可以品
尝到。

杨长子火腿肠

长城饽椤饼

始创人杨庭珍曾在山东济南给一家德国老板马斯萨兹制作火
腿肠的手艺。1932 年，杨庭珍与人在天津合开"胜利肠子铺
"1941 年"胜利肠子铺"迁至北戴河海滨，从那时起"杨肠子"即作为

相传明朝将领戚继光率领以浙江人为主力的"戚家军"镇守
山海关，北方粗粮较多，戌边士兵生活艰苦，他手下的将士大

杨庭珍的艺名而名扬四方。成品肠鲜香浓郁，口感独特，回味悠
长。

都来自江浙一带，很不适应，因此有人就想出了这样一种粗粮
细作的食品。

品尝地推荐 北戴河盛利肉食加工厂（北戴河剑南路 19 号）生产。

利用长城沿线生长的饽椤叶，内裹淀粉作皮，以三鲜为馅
做成饼，饼皮隐约透明，三鲜味道和饽椤叶散发出沁人的馨香。

孟和尚粉肠
品尝地推荐 在位于山海关城关南路的鸿宴饭庄以及东山的海
天一色都可以品尝到。

该店 1886 年始创于北京，1938 年由孟兆义迁来我市。因孟吃
素，人称"孟和尚"。成品肠选料考究，配方独特，加工精细，口

老二位麻酱烧饼

味纯正。
品尝地推荐 在山海关义记孟和尚熟食店可以品尝到。

麻酱烧饼是老二位饭店的优质产品之一，色泽微黄，层次分
明，麻香醇正，松软适口。与涮火锅、羊汤相搭配同吃，味
道尤佳。

四条包子

品尝地推荐 文化北路 15 号的海港区老二位饭店可以品尝。
四条包子铺是 1958 年开业的老字号企业，因座落在古城山海

赵家馆饺子

关四条这条街上而得名，其店初创时，服务质量比较高，吸引顾
客较多，而名气越来越大。主要是用普通的面粉、常见的馅料加

始创于 1921 年，始终保持皮薄馅大、馅不团、面不粘、香而

工而成，造型美观、口味独特、醇而不厚、肥而不腻，一直为古

不腻的特点。刘少奇曾亲笔为其题写“京东第一家”的牌匾，

城和外地游人喜欢。

2000 年荣获首届秦皇岛十佳风味名吃，2005 年荣获首届秦皇
岛地方特色旅游名吃。

品尝地推荐 在山海关南大街 98 号的包子店里可以尝到。

品尝地推荐 在秦皇岛市昌黎县城关东街的赵家馆饺子店内
可品尝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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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购物
秦皇岛和所有靠海地区一样，特产以海产品为主，工艺品几乎都是以贝壳类为原料。

干贝
采用深海区的野生蚌，生剥后加盐水煮，然后在背阳之处风干，装入密封容器内使之干缩成型，半年之后方可食用。干贝便于储存，是馈
赠亲友的佳品。

小洋梨
个小无核，口感酥脆，甜而不腻，是当地野生果树中的独特品种。

火腿肠
是北戴河海滨最为驰名的特产，其肉质鲜嫩，清香可口。火腿肠制作已有近百年历史，在德式火腿肠的制作基础上，吸收汉民族制作工艺，
逐渐形成了独具风味的特产。1981 年被评为河北省优质食品，l1982 年被国家商业部命名为名牌食品。

海参
海参味道鲜美，食而不腻，是海中八珍之一。我国可供食用的海参有 20 多种，刺参为上品，而北戴河的刺参品味尤佳。北戴河沿海岩礁
众多，海藻茂密，海底腐植碎屑丰富，因此所产海参个体肥大，突棘粗大，肉质肥厚，鲜嫩可口。

购物场所：
在秦皇岛有一个商业区，规模比较大，秦皇岛大部分的大中型商铺都云集于此，其中最大的是秦皇岛商城，还有金原商场、亮马购物广场、
华联商场、金都购物广场、太阳城步行街、保龙仓超市等，在这里还有很多小店铺经营那些很有地方特色的小商品和工艺品。

秦皇岛濒临渤海湾，特产以海产品为主：铁板蟹、干贝、海蝗鱼、梭鱼、墨斗鱼、带鱼、鱿鱼、海螺、毛蚶等贝壳类品种繁多，集渤海湾
海味产品之精华。工艺品包括各种珍珠饰品：门帘、项链、珍珠挂件、贝堆、贝雕、人造琥珀、砖雕等工艺品，都非常有当地特色。还有
一种当地人用平螺（海底发光的一种螺）加工制成的装饰品，是当地特产与手工制作艺术的结合。另外，有一种当地产的小洋梨，个小无
核，口感酥脆，甜而不腻，是当地野生果树中的独特品种。

秦皇岛还集中了许多地方风味的名优特产。如京东板栗、石门核桃、胜利、葵花苹果、昌黎蜜梨、玫瑰 葡萄、南大寺水蜜桃、苦杏仁等
干鲜果品。有一种当地产的小洋梨，个小无核，口感酥脆，甜而不腻，是当地野生果树中的独特品种。此外还有元鱼酒、春雪啤酒、老肉、
北戴河火腿肠等地方名优产品。

联峰山公园东南门是北戴河小商品集散地，各式海味、果类、木制品、珍珠产品、家电、日常生活用品等琳琅满目，且不乏价廉物美的精
品。每到旅游季节，人山人海，热闹异常。南戴河游乐中心滑沙场附近，有新建的较大规模的市内购物场所，情况与前者相仿。二者均是
旅游购物好去处，但购物时应注意比较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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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娱乐
秦皇岛有很多提供各式各样娱乐的场所，如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南戴河戏水乐园、新澳海底世界、国际滑沙娱乐中心、南戴河仙螺岛游
乐中心、山海关海洋水族馆、万腾水上乐园等等，这些地方大多都是综合性的娱乐场所，在这里可以享受到速滑速降、螺旋冲浪、空中飞
碟、潜水漫游、滑沙、滑草、高山滑艇、豪华游艇、雄狮观海、儿童游乐场、海水浴场、八角钟楼、观海长廊、森林火车、卡丁赛车、水
面低空飞机、帆板、水上自行车、香蕉船、水下摩托车、水下自行车、鸟艺表演、三星飞旋、彩球飘飞、滑行龙、观览车、碰碰车和海盗
船等，另外还有海浴、沙浴、阳光浴、海上蹦极、海上跳伞、海上漂流等，娱乐项目甚是丰富。
秦皇岛也有很多酒吧、咖啡厅、茶秀之类的休闲场所，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坐坐，缓解一下游玩之后的紧张和刺激。
1. 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
地址：河北秦皇岛市抚宁县东南部
2. 北戴河碧螺塔酒吧公园
地址：秦皇岛市北戴河东海滩路中段
3. 秦皇岛银谷影城
地址：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广场康乐街 25 号
4. 水晶之恋主题式量贩 KTV
地址：海港区新华街东方大厦 1-3 层(近太阳城)
5. 金沙湾海滨浴场(沙雕大世界景区)
地址：中国秦皇岛昌黎黄金海岸一纬路
6. 秦皇岛市海港区名典咖啡语茶
地址：秦皇岛市人民广场地上商业房 1 层 9 号
7. 完美生活酒吧
地址：海港区河北大街中段 290-1 号
8. 北戴河 1898 咖啡馆
地址：北戴河区联峰路 71 号
好乐迪量贩 KTV
地址：海港区文化路国美电器 5 楼(近茂业百货)
9. 海乐迪 KTV
地址：民族南路 15 号太阳城 2 号楼
10. 迪欧咖啡(富程店)
地址：海港区燕山大街广顺后现代城(海阳路口)

11. 钱柜 KTV
地址：海港区河北大街中段 271 号
12. 幸福咖啡馆
地址：海港区秦海路 71 号(靠近燕山大学)
13. 长城博物馆
地址：河北省 秦皇岛市 山海关区境内
14. 绿野仙境咖啡厅
地址：海洋路鑫园广场 38 号(华联西南侧,鑫园广场停车场
15. 夜光娱乐
地址：燕山大街 92 号
16. 金逸国际影城
地址：太阳城正阳街 5 号(近茂业百货)
17. 品味咖啡
地址：兴龙国际城 9-8 号商铺(现代购物广场对面)
18. 仙境咖啡馆(中央店)
地址：海港区文化路中央商街 306-2 号(国际饭店正对面)
19. 乌托邦量贩式 KTV
地址：秦皇东大街 108 号沃金商厦 1 楼
20. 歌库量贩式 KTV
地址：海港区 海阳路 161 号
21. 锦发量贩式 KTV
地址：海港区民族路 69 号(近亚泰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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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
山海关长城文化节

旅游贴士
游玩方面

弘扬中国长城文化，感受长城沿线浓郁的民俗风情。参观冀东民俗

建议根据自己时间长短，把时间多安排在海边。北戴河、南戴

风情表演、长城文化艺术展以及参加徒步长城等活动。

河、山海关沿海岸线，景点星罗棋布，浴场鳞次栉比，很多好

时间: 8 月
地点: 山海关

去处。其他景点可选择有特点或感兴趣的，不可能面面俱到。

关于美食
吃海鲜时，可适量喝点白酒、米醋和生蒜，以起到杀菌消毒的

南戴河荷花艺术节
以荷花观赏、荷花写生、荷花摄影为主要内容，弘扬中华荷文化，

作用。为防不测，需带消化药及消炎药。吃海鲜后，一小时内
不要食用冷饮、西瓜、葡萄、水蜜桃等食品。不要马上去游泳，
游泳后也不宜立即食用冷饮、西瓜、海鲜等食品。

充分感受“浪花伴着荷花开”的独特之处。

关于时间

时间: 7 月

秦皇岛是理想的避暑胜地。这里地处温带季风区，气候温和，
干湿相宜，夏季气候凉爽。境内的北戴河、南戴河等游览区春
和日丽，秋高气爽，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年平均气温 10℃
上下。

地点: 南戴河

望海大会
望海大会俗称逛码头，大会期间，除了可以浏览到码头的风

游北戴河最佳时间为 5-10 月，游秦皇岛其他景区最佳时间
为 6-8 月，观鸟最佳时段是春、秋季。

景，买些纪念品，还可以到海边拾些海物，然后感受秦皇岛淳朴
民风，看民俗活动。

时间：每年阴历 5 月初 5

关于行前
秦皇岛旅游需穿旅游鞋；需带防晒用品，其中墨镜、阳伞、防
晒霜是必需的，尤其是伞，海边天气不定，晴需遮阳雨时挡雨。

地点：秦皇岛求仙入海处

关于购物
孟姜女庙会

海边特产贝雕、珊瑚盆景、珍珠、水晶，购买时一定要仔细鉴
别真伪，价格也要讨价还价。

基本上以“孟姜女文化”为主线，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承并弘扬

100 元以上或高档的东西购买请慎重，建议最好不要买。

孟姜女文化，庙会期间还有其他的民俗活动。
时间：每年农历 4 月 17-19 日
地点：山海关孟姜女景区

注意：机上严禁携带珊瑚。

关于摄影
照相机、摄像机电池、胶卷、录像带、充电器要准备充分。
在沙滩上游玩，注意不要让细沙或海水进入照相、摄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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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制作者
本攻略由欣欣旅游网打造，并将定期更新，最新版本请关注欣欣旅游网秦皇岛攻略！如有批评建议，
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周边攻略推荐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欣欣旅游网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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