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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冬季 开启梦想之旅
□ 唐仲蔚
莽莽昆仑、巍巍祁连、清清黄河、七彩丹山、斑斓秋色、皑皑白雪……青海的冬季，就这
样在无限憧憬中开启梦想之旅。
无论是摄影节、冰雪文化旅游节、民族民俗采风，还是宗教文化探秘朝觐之旅、民族文
化体育健身之旅、青海高原冰雪之旅、冬之韵农业生态之旅等主题产品的推出，都在不断引
领和活跃着青海的秋冬季旅游，鼓励省内外游客常出来
“走走”，
感受青海的多元和大美。
近年来，青海省旅游部门逐步认识到，发展秋冬季旅游不仅是充分利用本省旅游资源，
延长旅游季节，加快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环节，而且是丰富本省旅游内容，扩大旅游消费，发
展旅游经济的重要工作。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各旅游企业转变了本省秋冬季不能开展旅
游活动的观念，逐步树立起秋冬季旅游大有可为的信心，突出特色、扬长避短、大胆探索，积
极发展各具特色的秋冬季旅游。

今冬明春优惠景区
今冬明春
优惠景区
冬季是旅游的淡季，也是一年当中最寒冷的季节。
冬天出游不仅经济实惠、游客稀少，还可以尽情阅览我
省的冬季景象。那么，下面就为您推荐一下我省冬季旅
游优惠的景区。
1.西宁旅游景区秋冬优惠措施
活动时间：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4 月
活动地点：大通、湟中两县
活动内容：大通老爷山景区原票价 30 元，优惠价 20
元；湟中藏文化馆景区原票价 60 元，优惠价 30 元。
2.青海湖景区秋冬优惠措施
活动时间：2016 年 10 月 16 日至 2017 年 4 月 15 日
活动地点：青海湖景区
活动内容：二郎剑景区票价从原来的 100 元调至 50
元；沙岛景区票价从原来的 70 元调至 35 元；仙女湾景区
票价从原来 60 元调至 30 元；鸟岛景区票价从 100 元下
调至 60 元。二郎剑宾馆冬季优惠房价为 360 元/间，包
括两张入区门票。
3.贵德中华福运轮景区秋冬优惠措施
活动时间：2016 年 10 月 14 日至 2017 年 4 月底
活动地点：贵德县中华福运轮景区
活动内容：中华福运轮景区门票由 60 元降至 30 元。
4.海北州景区(点)秋冬优惠措施
活动时间：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3 月 30 日
活动地方：海北藏族自治州
活动内容：青海人凭青海身份证享受以下优惠：门
源县鱼儿山景区门票优惠价 20 元/人；门源聚阳沟景区
门票优惠价 20 元/人；祁连县水世界门票优惠价 30 元/
人；海晏县王洛宾音乐艺术馆门票优惠价 20 元/人；金银
滩水（冰）上乐园景区门票优惠价 10 元/人。圆山观花
台、芬芳浴、花海鸳鸯、岗什卡雪峰、高原桃花源、阿咪东
嗦、沙柳河等景区免门票。
5.海东市景区（点）秋冬优惠措施
活动时间：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3 月
活动地点：海东市
活动内容：彩虹部落景区：从 11 月 1 日-12 月 10 日
对持有青海身份证的居民免费开放和观看一天三场的
歌舞表演；纳顿庄园：地下酒窖免费参观；每周花儿印象
节目免费观看；乡村客栈住宿打 8 折 ；骆驼泉景区：实行
半价优惠；永录民俗博物馆：活动期
间优惠为 80 元每人；瞿昙寺景区：70
岁以上老人、学生免票，60-70 岁老
人半价，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免票。
（邢曼玉 编辑整理）

国家森林公园游
地处三江源头的青海省，现
有森林公园面积超过 200 万公顷。
其中，门源仙米国家级森林
园区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丰富，
是南部多条黄河水系和北部多条
内陆水系河流的发源地，园区内

动植物种类繁多，林草覆盖率达
95%以上。坎布拉国家级森林公
园北倚黄河，紧靠著名的李家峡
水电站。互助北山国家森林公园
是青海省著名的原始林区和风光
旅游景点，原始生态保存完整，同
时土族风情浓
郁。大通鹞子
沟森林公园坐
落在东峡河畔，
境内河流密布，
山地、河谷相互
交 错 ，蜿 蜒 起
伏，森林资源丰
富，在这浩瀚的
林海中镶嵌有
鹞子沟，察汗河
两个著名风景

区。群加国家森林公园也是由国
有林场改造而成，
位于黄河之滨。
这些国家森林公园立足自然
景观和生态条件，建立山、水、林、
草、生物和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人
类文明与自然环境协调共存的机
制，科学合理设计旅游产品，开发
特色旅游项目，以自然生态保护
为前提，统一规划，合理开发，突
出特色，力塑精品，发展特色旅
游，形成支柱产业，有计划、有步
骤地将森林地质公园建设成融避
暑、度假、休闲、健身、探险、科学、
观光等多种旅游功能为一体的旅
游胜地。秋冬时节 ，这里依然美
不胜收，可谓是“神工鬼斧惊千
秋”，丹峰赤壁、碧水蓝天交相映，
不禁要惊叹这大自然的美！

文化民俗风情游
塔尔寺作为青海知名度最高
的宗教文化游景点，它的正月法
会和艺术三绝之一的酥油花；黄
南热贡艺术，以其独特的魅力而
名闻遐迩、驰名中外，是世界文化
艺苑中的一枝奇葩瑰宝。
热 贡 艺 术 主 要 以 彩 绘（唐
卡）、堆绣、雕塑最负盛名。走近
这里，将会深切地感受到人与自
然的和谐；其古今建筑无不映射

着对宗教信仰的尊崇和文化艺术
的瑰丽。
青海特有的土族、撒拉族民
俗风情游，不仅能观赏特色民居，
体验独特的民俗，
同时可以品尝到
原汁原味的民族餐饮，
观赏民族歌
舞。新近评为国家 4A 景区的青海
省博物馆、柳湾彩陶博物馆、藏药
博物馆以及中国第一个核基地博
物馆等都不受季节的限制。

高原林海雪原游
林海雪原、雪峰冰瀑、雪地雾
凇、雪雕冰场，无论是自然形成还
是人工打造，只要是美景都会受
到游客的青睐。
冰洞探险、雪地战车、雪地摩
托、攀雪滑冰，无论是高山探险还
是雪场曼舞，只要是冰雪运动就
会引来游客的参与。
每到冬季，省城西宁人民公
园、麒麟湾冰冻的湖面上都开辟
了滑冰区，西宁城

南、大通、互助、乐都、海晏等多地
区也相继设立了大中小型滑雪
（冰）场，以供游客游玩。同时，海
北的念青夏格日雪山、岗什卡雪
峰，果洛的阿尼玛卿雪山更是令
勇于挑战自我的人们心生向往。
据了解，今冬明春旅游季青
海依托户外寒冷的气候，打造了
户外冰雪系列旅游产品，如哈拉
湖冰雪汽车挑战、探险岗什卡雪
峰 、海 东 冰 雪 滑 梯 和 雪 雕 乐 园
等。打造以冰雪娱乐体验项目为
核心，带动周边的民俗风情、手工
艺品展示等融入其中，吸引海内
外游客。

各位
“游食尚”
的读者：
您好！
我是“游食尚”的编
辑庆玉。时光如梭，感谢
大家这一年来对本刊的
关注与包涵。2017 年即
将开始，希望“游食尚”与
各位读者都能有新的起
点、新的扬帆、新的旅程、
新的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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