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天：吉隆坡 - 北京

抵达北京机场，由导游接机，直接送回酒店休息。

第二天：北京 - 海拉尔

晚抵达草原之都——海拉尔（璀璨的夜景素有“草原明珠“之称），导游在海拉尔东山机场举牌接待远方来的

贵宾，抵达海拉尔市区酒店入住。

住宿：海拉尔酒店双标间或同级

【用餐】早餐/无 中餐/无 晚餐/自理

第三天：海拉尔—莫日格勒《寻龙诀》取景地（39KM 车程约 45 分钟）- 室韦俄罗斯民族乡（220KM 车程

约 3小时）

早餐后乘车赴著名作家老舍笔下的 “天下第一曲水” —【莫日格勒河】（赠送景点 39KM 车程约 45分

钟 停车拍照约 20 分钟 ）是众多电影比如：《寻龙诀》《狼图腾》取景地，2014 年《爸爸去哪儿》的拍

摄地，位于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境内，号称“天下第一曲水”，这里是真正的原生态景观，河畔牧草茵

茵，牛羊成群，宛如画卷极度弯曲的河流，蜿蜒的河水，就象是一条被劲风舞动着的蓝色绸带。俯瞰莫日

格勒河九曲十八弯的全貌。乘车赴“草原明珠”海拉尔。每年 6月底 7月上旬，此路段金黄的油菜花开遍

整个呼伦贝尔大地：天蓝蓝、云飘飘、草青青、花灿灿。一路鲜花怒放壮美。额尔古纳中餐后，途中前往

大兴安岭【自兴林场】观光（参观时间约 30 分钟），走木质林间栈道，欣赏成片白桦林、榆树梅等，仿如

世外桃源、真正亲近大自然。后赴【室韦俄罗斯民族乡】（自由活动）室韦在 2005 年被 cctv 评为“中国

十大魅力名镇”之一，肥沃的河滩上走出了伟大的蒙古民族，温暖的木刻楞房子，现在是华俄后裔的繁衍

之地。黄皮肤男人的智慧和蓝眼睛女人的热情造就了室韦，小镇依傍在中俄界河（额尔

古纳河）边，可自由行至界河边欣赏对岸的俄罗斯小村庄【奥洛契】的风光。夏季各家特色木刻楞小院鸟

语花香、俄式农庄、田间秋千、仿如世外桃源般令人宁静，真正体会到“岁月静好”。

【用餐】早餐/含 中餐/含 晚餐/含

【住宿】室韦木刻楞双标间或同级

【温馨提示】室韦为中俄边境小村庄，纯原生态自然风景，住宿以俄式木刻楞民居为主，条件设施均落后

于城市，主要以体验民俗为主！当地极度缺点，各家各户都是买水储存以备游客使用，请节约用水！另偶

尔因缺电会导致停电，请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老板会有备用蜡烛使用。当天可选择室韦界河游船 90元/人。

CODE: 7HLBR-SMR

7D6N 内蒙古神奇大草原～呼伦贝尔



当天的行程海拉尔至额尔古纳部分路段修路，旺季车流量大可能会

第四天：室韦俄罗斯民族乡（170KM 车程约 2.5 小时）—额尔古纳—额尔古纳湿地

早餐后在室韦标志性建筑物【三套马车可以集体留影拍照】，后乘车一路乘车赴额尔古纳市，沿途可欣赏

道路两旁的“白桦树”，成排的白桦树形成大片的白桦林景观带。中餐后抵达后登额尔古纳市的北山，俯

瞰拍摄远眺“亚洲第一湿地”——根河湿地（电瓶车 15元/人 自理）弯曲而清澈的额尔古纳河静静地蜿

蜒流淌在青翠的草甸上，这里是现今我国保护最完整、面积最大的湿地，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分明，是摄影

爱好者的最爱的景区之一。漫步【冰泉小镇步行街】有玲琅满目的当地特产、有品目繁多的手工作坊、有

手工咖啡馆、俄罗斯面包手工作坊、额尔古纳蜂蜜手工作坊、鲜奶作坊、冰激凌作坊等,可以自费亲自体

验制作过程,置身其中香飘四，流连忘返。不经意间还会有热情好客的俄罗斯姑娘与您邂逅，可以一起拍

照留念、信步游走其间，美不胜收。在冰泉小镇感受浓郁的俄罗斯族的异域风情。晚餐后入住酒店。

【用餐】早餐/含 中餐/含 晚餐/含

【住宿】额尔古纳酒店双标间或同级

【温馨提示】行程途中全程 GPS 监控，不能随意停车，司机可根据有限条件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停车供游

客拍照，请听从司机安排！如果途中找到安全停靠供客人停车拍照，请您留下美丽身影的同时，一定注意

车前防护，注意脚下！

第五天：额尔古纳—黑山头小镇（60KM 车程约 1小时）—中俄边防公路（190KM 车程约 2.5 小时）—满

洲里

早餐后一路穿越呼伦贝尔大草原，后赴【黑山头草原】感受原生态草原天苍苍、野茫茫之辽远。辽阔无边的

大草原似一块天工织就的绿色巨毯，步行其上，那种柔软而富于弹性的感觉非常美妙。绿草与蓝天相接处，

牛羊相互追逐，牧人举鞭歌唱，将它誉为世界上又美、又大、又无污染的几大草原之一，真是当之无愧。在

2000 多年的时间里，呼伦贝尔草原以其富饶的自然资源孕育了中国北方诸多游牧民族，因此被誉为“中国北

方游牧民族成长的摇篮”。自费骑马体验驾驭骏马驰骋草原的感觉，看缓缓走过的牛羊群悠闲走过，嗅着清新

绿草泥土芳香，抚摸着草原子民的毡帐…走最美中俄边防公路赴我国北方第一大湖【呼伦湖】（游览用餐约 2

小时）—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被称为“北方第一大淡水湖”，又名“达赉湖”午餐后湖边漫步，可自费乘

船游湖，欣赏波光粼粼的湖面风光，真正饱览达赉湖（海一样的湖）的壮丽景观。中餐品尝【美味冷水全鱼

宴】，赴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满洲里】, 赴【国门】（80 元/人门票自理 参观时间约 1小时）参观中俄呼

市贸易区、游览火车头广场，这里陈列着一台日本制造的“亚西亚”型蒸汽机车，登国门俯瞰俄罗斯后贝加

尔斯克小镇，中俄界碑合影留念。参观中俄和平之门，了解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史。抵达后满洲里后参观【万

达广场—欧典俄罗斯艺术品商行】（约 1小时）欣赏俄罗斯艺术工艺品：猛犸象牙、琥珀、紫金、套娃、望远

镜、水晶制品等以及各种天然水晶盒宝石等十几个国家上千种精美手工艺品。抵达满洲里晚餐后入住酒店。

【用餐】早餐/含 中餐/全鱼宴 晚餐/自理

【住宿】满洲里酒店双标间或同级

【温馨提示】当天的行程主要是以最美原生态为主哦！穿越呼伦贝尔大草原，沿途中俄边防自然风景，远

离城市的喧嚣，远离“雾霾”，真正欣赏到中国边境风光，大兴安岭的过渡带景色一览无余。当天可选择

呼伦湖游船 100 元/人。满洲里内蒙古呼伦贝尔中俄边境口岸城市，是呼伦贝尔互市贸易交流中心。满洲

里的俄式建筑夜间景色最是璀璨。也可自费欣赏【俄罗斯歌舞表演】品尝地道的俄式西餐（ 前排 298 元/

人后排 198 元/人）或大马戏演出 238-368 元/人（座位不同，价格不同）



第六天：满洲里—呼伦贝尔大草原景区（166KM 车程约 2小时）—海拉尔（54KM 车程约 1小时）

早餐后前往乘车后游览 【猛犸象公园】（景区小交通自理 15/人 参观时间约 40 分钟）猛犸公园景区以扎

赉诺尔"猛犸故乡"文化为主题，2013 年被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会员会，授予国家 AAAA 级景区，2013

年荣获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规模最大的猛犸雕塑群"，2014 年列入内蒙古"重点公园"，是集观光休闲、

运动娱乐、民俗文化展示。园内共有古生物雕塑 93 座，猛犸象群雕塑 87 只等 金龙湖湖面宽广、优美的

环境是夏日休闲、垂钓，冬日滑雪、滑冰的好去处;摩天轮、旋转木马、无天网碰碰车、及自旋滑车等既

是公园的集中游乐设施，一层为科技展区，二层为儿童体验馆;春园生态休闲旅游观光园是集室内栽培、

户外展示、农业生产、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观光生产区域。后赴【呼伦贝尔大草原】（用餐游览约 2.5

小时），感受原生态草原天苍苍、野茫茫之辽远。抵达景区后接受蒙古族最高迎宾仪式—迎宾酒；（有相关

的礼节需听从导游的讲解），参加千余年来草原然延续的富有神秘色彩的祭祀活动—拜祭敖包；品尝蒙古

族特色风味餐—手把羊肉，草原可自费活动（骑马、射箭、卡丁车等）请一定要注意安全。草原定时观看

【草原小型那达慕】那达慕"是蒙古语，亦称"那雅尔(Nair)"，中国蒙古族人民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

活动，也是蒙古族人民喜爱的一种传统体育活动形式。"那达慕"是蒙古语的译音，不但译为"娱乐、游戏"，

还可以表示丰收的喜悦之情。★ 马术表演：马术表演，您可以欣赏到我们草原上蒙古汉子精湛的马术比

赛。★ 博克表演：蒙古族摔跤比赛，蒙古壮汉身着博客服，开始我们的草原荣誉之战。乘车赴草原明珠

“海拉尔”，是呼伦贝尔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沿途可自费参观【中俄蒙国际冰雪乐园】（298 元/人），

中俄蒙国际冰雪乐园获得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颁发的“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证书,并以“规模最大的室

内冰雪乐园”正式载入基尼斯世界纪录。这里是北方最大的反季地下冰雪乐园，看五彩斑斓的冰雪雕塑，

乘坐滑梯，在炎炎夏日里感受冰雪的凉爽魅力参观海拉尔城市内标志性广场【成吉思广场】（自由活动拍

照约 30 分钟）建有“海东青”主题雕塑、火撑子、查干苏鲁定、成吉思汗的战将群雕、成吉思汗箴言碑

林、成吉思汗迎亲铜雕、成吉思汗与呼伦贝尔浮雕、巴彦额尔敦敖包等景观，充分再现了成吉思汗光辉荣

耀的一生，同时展示了草原之都海拉尔的蒙元文化内涵。参观【呼伦贝尔土特产超市】（约 40 分钟）自

由选购土特产品、少数民族的特色工艺品。

送飞机 结束愉快旅程！

【用餐】早餐/含 中餐/含（风味手把肉） 晚餐/无

【住宿】无

【温馨提示】草原景区条件有限，用餐口味偏重当地特色。游客可入乡随俗。夏天当地紫外线比较强，请各位

做好防晒措。景区

内娱乐项目 比如：骑马 请景区相关人员随同 注意安全！

第七天海拉尔 - 北京 - 吉隆坡

早餐后，导游安排送客人前往呼伦贝尔机场根据航班时间办理登机牌转机到北京，由北京导游接去北京国际机

场登机，结束愉快旅程返回温馨家园！

http://baike.so.com/doc/383195.html


★★——自费项目一览表 自愿选择！不强迫消费！——★★

草原自费项目参考

景区项目 参考价格 草原自费项目 参考价格

敖鲁古雅舞台剧 198-380元/人（海拉尔） 草原烤全牛（炸玛宴） 实价（含 60人大型仪式）

成吉思汗出征演出 50元/人 草原烤全羊、大汗开羊仪式 2380-2980元/只
蒙古族民俗园 100元/人 上马酒/下马酒 300元/团
满洲里大马戏表演 200-280元/人 马队迎宾 150元/匹
满洲里俄罗斯

歌舞表演

前排 298元/人
后排 198元/人
（观看位置和餐不同）

草原敬酒献哈达 30元/条

婚礼宫景区演绎（俄式

婚礼秀）

50元/人
赛马表演 600元/场
套马表演 2400元/场
博客表演 200-300元/对

敖鲁古雅歌舞演出

2500元/场小型

3500元/场中型

4500元/场大型

草原骑马 100-300/元圈（按时间或距离）

草原民族服饰拍照 50/30分钟（草原景区价不同）

敖鲁古雅牛肉锅 50元/人起 草地卡丁车 100-500元/人（各景区不等）

敖鲁古雅风情烤肉 98元/人起 草原民俗风情园 60元/人（巴尔虎蒙古部落）

海拉尔涮羊肉火锅 50元/人起 草原篝火晚会 1600-2000元/场（各景区价不同）

海拉尔韩式烤肉 50元/人起 专业祭祀敖包 300元/场
林区铁锅炖 50元/人起 草原滑草活动 100元/人
农家饺子宴 50元/人起 射箭 15支 50元
俄罗斯大餐 50元/人起 敬酒费 100-200/桌（草原奶酒或其他）

点歌费 50-100元/首

景区自费项目参考

景区门票以及景区交通 参考价格 景区门票以及景区交通 参考价格

国门门票 80元/人 呼伦湖或二卡湿地游船 100元/人
套娃广场门票 100元/人 白桦林景区 60元/人
满洲里夜游 100元/人 满洲里室内滑雪 100元/小时

草原探访牧户 100元/人 白桦林景区电瓶车 10元/人
呼伦湖游船 100元/人 中俄蒙冰雪乐园 298元/人
黑山头界河游船 75元/人 室韦界河游船 75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