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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行时间  哈尔滨的最佳旅游时间为夏冬

两季。夏季天气凉爽，气候宜人，绿树成荫，是

度假避暑的理想地方。冬季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虽然气候寒冷，却到处可以看到与江南水乡迥异

的雪地冰天。加之具有当地特色的冰灯、雪雕、

各项冰雪娱乐活动，游客会充分感受到冰雪赐予

人间无穷的快乐。

消费指数  哈尔滨市在国内属于中等消费水平城

市。餐厅人均消费约 35-80 元，西餐费用会稍高。

住宿方面，双人标准间 150-220 元左右，但冬

季旅游黄金季节到来后，住宿费会有所上涨。

穿衣指南  哈尔滨的四季很分明。夏季平均气温

22℃，适宜穿着短袖 T 恤、短裤、短裙等，但因

早晚有一定温差，或偶尔阴雨天气，建议携带长袖

备用。冬季气候寒冷，平均气温 -15℃，夜晚最低

温度可能达到 -30℃。除穿着羽绒服、保暖衣裤等

外，棉帽、围巾、手套等也是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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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哈尔滨速览
特殊的历史进程和地理位置造就了哈尔滨这座具有异国情调的美丽都市，它素有“东方莫斯

科”的美称。哈尔滨还是世界冰雪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兆麟公园冰灯游园会、冰雪大世界、

松花江上冬泳、太阳岛雪雕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美丽的松花江蜿蜒穿过，涤荡着这座百年

冰城，洗尽铅华，夜幕下的哈尔滨仿佛吟诗般讲述着她如梦似幻的前世今生。

秋小秋  哈尔滨又称“冰城”，每年的冰雪节，冰雕冰灯节总能吸引众多国内外的游客。哈

尔滨又是一个充满俄国气息的城市，这和它曾经遭受沙俄的殖民统治是分不开的。兆麟大街

上的圣索菲亚教堂，中央大街以及大街上的华梅西餐厅还有露西亚西餐厅以及随处可见的俄

国风格建筑，也无怪乎大家要称这座城市“东方小巴黎”了。

Introducing HARBIN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HARBIN哈尔滨 更新时间：2015.02

老道外里的市井和建筑

哈尔滨是个充满欧式风情的城市，有着破落贵族般的大气与忧郁、冰冷的俄罗斯气质与东北

豪放粗犷的合二为一、形成了独特的哈尔滨城市风貌。在哈尔滨，欧式建筑是一定要看的，

你可以到弥漫着欧式风情的中央大街扫街，独赏俄罗斯人留下的占庭、哥特、巴洛克、土耳

其、鞑靼等各种风格的建筑，可以静立索菲亚大教堂前看白鸽起舞。或者去果戈理大街看欧

式风情下的璀璨夜景，但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去老道外，从一道街到十一道街不仅有最让

人惊叹的巴洛克建筑群，还有最市井味道的哈尔滨，最早真正“闯关东”而来到哈尔滨的人，

大多集中居住在道外。他们买菜、卖菜、遛狗、溜达，有侃价声、问候声……这时候你会发

现，老建筑因为有了“人气”而活色生香。

 jackchen   圣索菲亚大教堂

特别推荐 Special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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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 松花江上的夕阳和欢笑

无论是夏天还是秋天，松花江都是值得一去的，夏天可以沿着松花江堤

岸散步，看看垂钓，吹吹江风，赏赏日落，或者是乘坐松花江索道俯瞰

波光粼粼的江景，在还有防洪纪念塔左右两旁的林荫大道都可以顺道前

往，等到江面被封冻的冬天，这里俨然成了欢乐的海洋，各种冰上冰上

活动荟萃一堂，如果是南方的孩子，一定要好好在江面上走一走，才不

枉来了一趟真正意义上的北方。放心，绝对安全。

★冰棍、糖葫芦和俄式西餐

对于吃货们来说，看完圣索菲亚大教堂，临近饭点最重要的是要去感受

一次哈尔滨的俄式西餐（当然，东北大餐也要提上议程），这些俄式西

餐厅不仅仅有着浓郁欧式的装潢，还有堪称正宗的西餐味道，即便是味

道并不能让所有人都接受，但是来过亲身一尝才不枉来过了哈尔滨，中

央大街上这样的西餐厅很多，最有名的要算是华梅西餐厅，饭后，再去

马迭尔来一根冰棍，吃一串鲜嫩欲滴，晶莹剔透的糖葫芦，哈尔滨的吃

货之旅才算是完整。

★冰雪中的梦幻世界

到哈尔滨看冰雪，似乎吃成了这个城市的代名词，10 月份的哈尔滨，就

已经开始下雪了，到了隆冬时节，冰雪大世界里的冰雕和太阳岛上的雪

博会都让人心驰神往，一定要说的是，冰雪大世界里的冰都是取自松花江， 

如果你提前几个月到哈尔滨，不如亲临松花江，看看采冰工人是如何将

冰一块块运出的。

Sights景点

游览哈尔滨基本以欣赏独特的建筑艺术为主，主要景点集中在道里区的

中央大街沿线和南岗区的果戈里大街附近。若是冬季出游，不可错过的

当然是冰雪项目啦。

01  中央大街

中央大街始建于 1900 年，是哈尔滨最繁盛的一条商业步行街，北起江

畔的防洪纪念塔广场，南接新阳广场，全长 1450 米。仍然是原来方块

花岗岩铺设成的路面。这里好比王府井大街，除了百货公司，还有各种

时装店和特色食肆，尤其是街上 71 栋欧式及仿欧式的建筑颇有看点，巴

洛克式、折衷主义，以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新艺术运动建筑统统

在这里体现。这些建筑是西方建筑艺术的精华，称中央大街为一条建筑

的艺术长廊也不为过。

到达交通：

乘 53、113、114、126 路公交车在中央大街站下车；乘 5、13、

16、61、64、74、83、94、101、102、103、118、206 路 公 交

车在哈一百站下车

秋小秋  中央大街是极有风情的一条路，一头连着松花江。路上铺的石头

都是那圆润的方石头，像俄罗斯的面包一样硬朗中透着圆润，月光下一

定会熠熠发光。传说当时这石头要卖一银元一块。

02  圣索菲亚大教堂

圣索菲亚教堂坐落在建筑艺术广场上，气势恢弘，精美绝伦。教堂的墙

体全部采用清水红砖，上冠巨大饱满的洋葱头穹顶，统率着四翼大小不

同的帐蓬顶，形成主从式的布局。四个楼层之间有楼梯相连，前后左右

有四个门出入。正门顶部为钟楼，7 座铜铸制的乐钟恰好是 7 个音符，

由训练有素的敲钟人手脚并用，敲打出抑扬顿挫的钟声。

巍峨壮美的圣索菲亚教堂，构成了哈尔滨独具异国情调的人文景观和城

市风情，同时，它又是沙俄入侵东北的历史见证和研究哈尔滨市近代历

史的重要珍迹。教堂内部现为哈尔滨市建筑艺术馆，展出了哈尔滨发展

史上珍贵的照片。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臭熊宝宝   圣索菲亚教堂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透笼街 88 号

费用：20 元，学生票 10 元

网址：http://www.sofia.com.cn/ 

开放时间：8:00-18:00

到达交通

可乘 1、2、5、13、15、64、66、113 路等公交车，到哈一百或建筑

艺术广场下车即可到达教堂

秋小秋  教堂的建筑很漂亮，全部用的清水红砖，顶端是绿色的拜占庭式

球状尖顶。白天是圣索菲亚教堂一侧有鸽子飞舞，晚上灯光下的圣索菲

亚则更有一股迷人韵味。

03  斯大林公园

原名江畔公园，位于松花江南岸，是顺堤傍水建成的带状形开放式公园，

仿造俄罗斯古典式建筑风格和遍布全园的“五色草花坛”，以及分布在

绿地之间的“天鹅展翅”、“三少年”、“起步”、“跳水”、“舞剑”

等十六组艺术雕塑各具特色。与驰名中外的太阳岛隔江相望。此外，公

园的中心是哈尔滨城市的象征 -- 防洪纪念塔，是为纪念哈尔滨人民战胜

1957 年的特大洪水而建。

费用：免费

到达交通

乘 2、8、12、16、20、23、64、65、79、83、101、102、103、

118、201 路公交车到防洪纪念塔或友谊路站下车

04  太阳岛风景区

太阳岛风景名胜区位于哈尔滨市松北区，是国内唯一一个位于城市中心

http://www.mafengwo.cn/i/1075346.htm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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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江漫滩湿地草原型沿江生态区。岛上总面积 88 平方公里，保护区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郊野风光、欧陆风情、冰雪艺术、北方民俗为特色，是

哈尔滨的城市名片。

这里夏天是游览和避暑的圣地，景区内拥有松鼠岛、丁香园、花卉园、鹿苑、

水阁云天等数十处特色景观。一到冬天更是雪的世界，现在这里是国内

规模最大的以雪为主题的冬季主题乐园。满眼银装素裹，满眼美轮美奂

的雪雕景观、还有各种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尽管到雪地里去撒会野吧！

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区太阳岛风景区

费用：成人 30 元，儿童、学生 15 元，60 周岁以上老人持有效证件半价，

70 周岁以上老人持有效证件免票；园内观光车 20 元；冬季雪博会门票

240 元，学生票 120 元

网址：http://www.taiyangdao.com.cn/ 

开放时间：8:00-17:00

联系方式：0451-88192966

到达交通

轮船：在防洪纪念塔、九站或道外七道街码头乘坐轮船直达太阳岛

公交：乘坐 29、80、85、88 路在太阳岛下车

空中线路：在通江街可乘做龙珠索道直达太阳岛

用时参考：3-4 小时

如果夏天去太阳岛游玩建议坐车到防洪纪念塔然后坐大船（记得

一定坐大的船，龙凤大船。千万别轻信在江边拉客、问你坐不坐

大船的人，那些都是私人的小船，不安全）横渡松花江去太阳岛。

因为如果坐公交车直接到太阳岛下车至少要走半个小时以上，特

别累 ! 如果坐出租车，等着司机要你高价吧！（ 冰城情歌王子 

提供）

05  东北虎林园

东北虎林园是一家集保护、科研、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区，也是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工饲养、繁育东北虎的基地。东北虎林园目前建有

野化驯养区、成虎区、幼虎区、虎王区、育成虎区、种虎区、狮虎区、

非洲狮区、步行区和观虎台 10 个参观景点，可观赏纯种东北虎 100 只

以上，白虎 8 只，雪虎 1 只，白狮 2 只，狮虎兽 2 只、黑色美洲虎 3 只，

非洲狮 20 只。除步行区和观虎台之外，其余景点需人们坐在车内去寻觅

虎踪，领略东北虎的风采。

 秋裤么子   东北虎林园

地址：哈尔滨松北区松北街 88 号 

费用：普通票 90 元，团体票 80 元（20 人以上视为团体），儿童票 45

元（1.0-1.4m 的儿童，1 米以下儿童免票）10 元景区观光车（必坐）

网址：http://www.dongbeihu.net.cn/ 

开放时间：9:00-16:00

联系方式：0451-88080098；8008108114

用时参考：3 小时

到达交通：

乘旅游观光巴士二号线在东北虎林园站下车；乘 35、122、123 路公交

车在虎林园站下车

06  哈尔滨极地馆

在极地馆，世界各地的著名极地动物齐聚一堂，为你拉开一场别开生面

的表演。最值得一看的是世界唯一的极地白鲸水下表演：中国第一美女

驯养师与白鲸米拉共同演绎了感动世界的梦幻传奇——“海洋之心”！

还有世界首只诞生于内陆城市的南极企鹅曼波，是充满奇思妙想的快乐

天使，更是哈尔滨城市旅游吉祥物。此外，中国最搞怪的北极熊兄弟堂

吉与诃德、青春搞笑组合俄罗斯小海象伊诺与伊娃、魔法达人海狮比利

以及他的海狮明星团队……各种可爱的极地动物轮番登场，为你呈现一

场奇幻的极地演艺盛宴。

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区太阳大道 3 号

费用：门市价格：全价票 130 元，65 周岁（含）以上老人、残疾人持

有效证件 65 元，1.2-1.4 米（含）儿童 65 元，1.2 米（含）以下儿童

免票。未满 14 周岁的儿童需在成年人的陪同下入馆参观。

网络订票：成人 120 元，大学生票 100 元

网址：http://www.hrbpolarland.com/ 

开放时间：9:00-17:00

联系方式：0451-88190909

到达交通

乘坐 13、29、88、119、126 路在“太阳岛道口 / 科技馆”站下车，

换乘哈尔滨极地馆免费班车

秋裤么子  极地馆白鲸表演还是很值得一看的，特别要提醒，因白鲸表演

的场景很大，观看的位置有两种选择，观看者可以选择一楼或者两楼看，

但是人都非常多。一楼的好处是可以靠的比较近，二楼的话看的比较全。

整个优美的表演配上 My heart will go on 的旋律，更加迷人。

07  极乐寺

极乐寺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占地面积 5.7 万平方米，是东北三省的四

大著名佛教寺院之一。东院的七级浮屠塔正面与地藏殿紧连，殿和塔的

内壁上，都绘有佛教故事壁画，这些色彩鲜艳的佛经故事便成了寺中一

大看点。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十八、二十八的庆佛日，极乐寺都要举行

盛大的庙会，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 9 号

费用：10 元

网址：http://www.hrbjls.net/ 

欣赏“海洋之心 " 表演均只能站着看，最佳位置在靠近玻璃的地

方或台阶上，以免人多时视线被阻视野不佳。看海狮表演，坐在

第一排可近距离接触海狮。

http://www.mafengwo.cn/i/7987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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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乘 6、14、66、74、104 在哈工程大学站下车；地铁 1 号线至“工

程大学”站，1 口出向西北步行不到 500 米即是

08  黑龙江省博物馆

黑龙江省博物馆主楼始建于 1906 年，是一座欧洲巴洛克式建筑，为原

俄罗斯商场旧址，现为国家 1 级保护建筑。博物馆是省级综合性博物馆，

是黑龙江省收藏历史文物、艺术品和动、植物标本的中心。现有各类藏

品约 11 万余件。新石器时代玉器、唐代渤海鎏金铜佛和金佛、金代丝织

品服饰等均为精品。黑龙江省嘉荫县龙骨山出土的白垩纪晚期平头鸭嘴

龙和从青冈县征集到的距今 2 万年的第四纪披毛犀、猛犸象三具大型化

石骨架也是相当珍贵的文物。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 50 号

费用：免费开放，需持身份证领票参观，9 点开始放票

网址：http://www.hljmuseum.com/ 

开放时间：5 月 1 日 -9 月 30 日 9:00-17:00；10 月 1 日 -4 月 30 日

9:00-16:00

联系方式：0451-53644151

到 达 交 通： 乘 7、10、18、21、55、58、64、86、94、101、

103、107、110、120 路等公交车到达博物馆

09  犹太新会堂

建于 1918 年，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犹太会堂。现作为哈尔滨市建筑艺术

馆分管重新对社会开放。目前会堂基本陈列两项展出：《哈尔滨犹太历

史文化展》，主要展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犹太人在哈尔滨的生活历史；

《凝望—建筑艺术展》，主要通过绘画、摄影、建筑模型等形式集中展

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哈尔滨市的城市建设与发展成果。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162 号

费用：25 元

开放时间：8:30-16:30

到达交通：乘 21、74、105、112 路公交车在经纬街站下车

10  萧红故居

萧红是 30 年代中国著名女作家，以反映中国北方民俗的长篇小说《呼兰

河传》驰名中外文坛。她的故居坐落在松花江北的呼兰河畔，距离哈尔

滨市 28 公里，是北方乡村的典型建筑。

传统的八旗式住宅，青砖青瓦，土木建造，共有房舍 30 间。院内展有萧

红及祖母用过的部分物品、她的生前照片、中外名人留影、题词、诗作、

信函等，另有一座 2 米高的萧红塑像。

 哲孟雄   萧红故居

地址：哈尔滨市呼兰区南二道街 204 号

费用：10 元

开放时间：9:00-17:00

到达交通：在公路大桥乘 552 路或者哈尔滨火车站乘坐 551 路到达呼

兰亿兴小区，步行至萧红故居（1.3 公里）或打车（费用 5 元）

冬季景点

11  冰雪大世界

创办于 1999 年末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坐落于太阳岛西区，占地面积

60 万平方米，历经十二年的成功举办，迄今已发展成为哈尔滨市无可替

代的城市名片、世界著名的冰雪旅游品牌。这里拥有上千件冰雕作品和

大滑梯、攀冰岩、迷宫、雪地激战、雪地足球、冰沙壶球等 30 余项冰雪

游戏项目，无愧于世界最大的冰雪主题游乐园的称谓。

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区太阳岛西侧

费用：白天（9:00-12:00）成人票 150 元，儿童、学生票 120 元；

夜间（12:00-21:00）成人票 300 元，（元旦期间、春节黄金周、正月

十五期间价格为 330 元），儿童、学生票 160 元；

哈尔滨市民票 160 元 / 张，只限每周星期一（节假日除外）（哈尔滨辖

区八区十县市）；

70 岁以上老人（凭老年人证）、1.2 米以下儿童（需有家人陪伴）免票

网址：http://www.hrbicesnow.com/ 

开放时间：9:30-21:00

联系方式：0451-84884000

到达交通

1、旅游专线车：友谊路发车，途经友谊路、公路大桥至冰雪大世界终点。

运营时间为上午 9 时－晚 22 时

2、直达公交车：在中央大街苏宁电器门口乘坐 29 路到冰雪大世界下车

或乘坐 88 路，118 路旅游双巴

3、换乘公交车：先乘坐 12 路、14 路、22 路、65 路、67 路到公路大

桥，再转乘 80 路、85 路、346 路等途经冰雪大世界的公交车辆，在冰

雪大世界下车

4、从中央大街坐出租车，大约 20 元左右

12  雪博会

看雪雕，一定得来这儿，各种雪雕比赛区和观赏区让你大饱眼福，无论

什么造型都惟妙惟肖，算得上白色视觉风暴。太阳岛雪博会是目前国内

规模最大的以雪为主题的冬季主题游乐园。欣赏之余，还有世纪大滑梯、

狂想大棋盘这种互动游戏让游客玩的更尽兴。

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区太阳岛风景区警备路 3 号

费用：成人 240 元，学生票 120 元。1.2 米以下儿童、70 岁以上老人（持

老年证）、残疾人（持证）免费

网址：http://www.xuebohui.com.cn/ 

开放时间：8:00-17:00

1、冰雪大世界内有一个大暖屋（观景长廊处）和若干小暖屋。

大暖屋无需消费可多次进出，屋内有 KFC、吉野家等可吃饭休息；

小暖屋每次进屋需消费，若提前在网上购部分暖屋的优惠券，可

消费一次后多次进出；小暖屋内热水 5-10 元 / 杯，泡面 20-25

元 / 碗，馄饨 30 元 / 份。

2、回程，基本是乘旅游专线（如 29 路）统一在友谊路站下车，

票价 2 元 / 人，18:00 以后人多排队很拥挤，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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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dcqb 氛围很好，距离中央大街、圣索菲亚教堂很近，非常方便，值

得一去。喜欢这里的建筑。

北方国际青年旅舍

位于老厂房建筑中。音乐、电影、摄影主题客栈。地处哈尔滨市中心地段，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距离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 1.5 公里，步行

20 分钟，公车两站到达。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地节街 65 号（哈尔滨锁厂旁）

网址：http://www.yhachina.com/ls.php?id=248 

联系方式：电话：0451-84510081；QQ：1750221070

到达交通：火车站乘坐 32、89 在抚顺街下车

参考价格：四人间床位 50 元，大床房 130 元，四人间 220 元

大 Q 的长颈鹿  很文艺的地方，各地的人来往，楼下的表演台的音箱很赞，

服务很不错，反正给人的就是温暖。

露西亚国际青年旅舍

青旅位于三层独栋建筑内，闹中取静，交通极其便利。地处哈尔滨中央

大街、索菲亚教堂、斯大林公园等主要景点附近，均可步行前往。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工部街 21 号

网址：http://www.harbinhostel.com/ 

联系方式：0451-84209388

到达交通：火车站乘坐 21 路在高谊街下车

参考价格：四人床位 75 元；标准间床位 220 元

快捷酒店

宜必思酒店（哈尔滨兆麟店）

哈尔滨宜必思酒店为当地一家经济型酒店，酒店地理位置优越，与哈尔

滨的著名景点圣、索菲亚教堂及中央大街毗邻。房间舒适整洁。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兆麟街 92 号

联系方式：0451-87509999

参考价格：标准间 209 元，家庭房 249 元

kailin  这是我第一次住宜必思，虽然比如家、7 天贵 20-30 元，但是感

觉真的不一样。细节做得很好，而且这个酒店的位置非常好，后走 5 分

钟就是中央大街，前走 5 分钟是圣索菲亚大教堂。189 的价格本人觉得是

非常划算了。

如家快捷酒店（哈尔滨索菲亚教堂店）

哈尔滨如家快捷酒店—索菲亚教堂店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兆麟街，哈尔

滨火车站的北侧，仅 3 分钟的车程，毗邻哈尔滨市最著名的俄罗斯广场 --

索菲亚广场；代表哈尔滨文化的百年老街 -- 中央大街，距离国际会展中

心约 15 分钟车程，距离机场 45 分钟的车程，交通便利。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兆麟街 56 号

联系方式：0451-83091111

参考价格：大床房 199 元

anastasia 很方便。酒店就在马路上，很大，很容易找到。如家的供水

很好，洗澡洗的很舒服！

联系方式：0451-88192966

到达交通

轮船：在防洪纪念塔、九站或道外七道街码头乘坐轮船直达太阳岛

公交：乘坐 29、80、85、88 路在太阳岛下车

空中线路：在通江街可乘做龙珠索道直达太阳岛

用时参考：3-4 小时

 贝海潮音   冰雪大世界

13  冰灯游园会

冰灯游园会每年从 1 月 5 日开始，一直延续到 2 月末。在艺术家和能工

巧匠手下，天然冰变成了一件件灵气活现的精美艺术品，变成了冰奇灯巧、

玉砌银镶的冰的世界、灯的海洋。冰灯艺术年年有新变化，被人们称为“永

不重复的童话”。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森林街 39 号兆麟公园

费用：成人 200 元，学生、老人 100 元

开放时间：1 月 5 日到 2 月末，早场 9:00-14:00，晚场 14:00-21:00

到达交通：乘 8、23、53、83、113、114、201、206 路公交车在

兆麟公园站下车；乘 16、23、64、83、94 路公交车在道里三道街站

下车

住宿 Sleep

作为黑龙江省的省会，哈尔滨的酒店住宿点繁多，可满足游客多方面的

需要。由于哈尔滨大部分景点集中在道里区中央大街附近，所以推荐住

宿在通江街、中央大街、兆麟街、尚志大街、地段街、友谊路附近。

青年旅舍

卡兹国际青年旅舍

这座建筑曾是犹太中心教堂，因此青旅以教堂设计师“卡兹”的名字命名。

位于哈尔滨市中心地段，紧邻中央大街，10 分钟步行到索菲亚教堂、防

洪纪念塔、松花江畔，过江可达太阳岛及冰雪大世界。它的外观至今保

存完美，展现了鲜明的犹太建筑风格，红白相间的墙体饰以圆拱和尖拱

的门窗，浑厚的大穹顶等，都是典型的犹太建筑特点。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通江街 82 号

网址：http://www.snowtour.cn/ 

联系方式：电话：0451-84697113；QQ：762015325

到达交通：1. 飞机抵达，机场大巴到安发桥下，A: 转乘 112 路公交车

到高谊街，步行到通江街与东风街口即是，B: 出租车起步价 9 元即到；

2. 火车 / 汽车抵达，龙门大厦门前 13 路公交车 3 站地到通江街下，马

路对面即是。

参考价格：双人间 100-130 元；四人间 200-2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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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庭酒店（哈尔滨索菲亚广场店） 

酒店干净，设施齐全，但是在其他酒店上改进的，有些老化，但是位置

真是方便，酒店向前直走一个街口就到了索菲亚教堂，看完了索菲亚教

堂再横向走一个街口就到了中央大街中段，离哈一百近，交通方便。卫

生间有些狭窄。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60 号（近田地街）

联系方式：0451-83156666 

到 达 交 通： 乘 1、2、8、13、23、28、61、74、116、201、206 

路等公交车在建筑艺术广场站下车

参考价格：284-303 元

7 天连锁酒店（哈尔滨中央大街店）

7 天连锁酒店（哈尔滨中央大街店）位于中央大街最繁华的商业、旅游中

心地带。该座建筑美丽饱满的洋葱头穹顶、精工细雕的山花屋檐与周边

的欧式建筑融为一体，让您尽情领略浓郁的异国风情。周边云集中央商城、

百盛购物中心、沃尔玛超市等，银行、餐饮、娱乐、休闲、医疗、邮政

等配套设施齐全。交通极为便利，公交线路四通八达。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通江街 55 号（通江街与东风街交叉口）

联系方式：0451-58825888

参考价格：大床房 188 元，商务大床房 228 元

海阔心空 7 天酒店的位置真不错 , 出门右拐走 3-5 分钟就是中央大街

餐饮 Eat

受俄罗斯和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影响，哈尔滨的饮食主要有两大特色：一

是在哈尔滨可以品尝到非常正宗的东北菜。二是在哈尔滨能吃到正宗的

俄罗斯大餐。

地方特色

东北菜主要以炖菜为主，菜量大，味道浓重，对于南方游客来说，口感

可能偏咸。而且东北菜肴看起来粗糙，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乱炖在一起，

但口感入味，色彩明亮，来到哈尔滨，尤其是冬季来哈，一定要品尝一

下正宗的东北菜，像地三鲜、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汆白肉、德莫

利炖活鱼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哈尔滨餐厅菜的份量通常比较大，游

客点菜酌情，尽量不要浪费。

 三月女王 Amanda   毛毛熏肉

毛毛熏肉大饼

中央大街附近，虽然环境一般，但是这家餐厅的生意特别的红火。熏肉

很嫩，配上酥酥的大饼，绝对的地道。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大安街 56 号

联系方式：0451-84643731；0451-84643767

参考价格：人均 45 元

公子小白  香喷喷的饼卷上大片的熏肉，吃起来那叫一个舒心，量可以，

东北菜一般给的都不会少，其他的菜味道也很好。如果下次再去哈尔滨，

这个肯定还要再去吃的。

薛府一品酱骨

位于中央大街商圈，餐厅性价比很高。酱脊骨和酱骨棒是招牌菜，几乎

每桌必点。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上游街 7 号（近科学宫）

联系方式：0451-88014288；0451-88014388

艳子行天下  东北人真够实在的，饭菜的分量很足，而且不贵。我们在占

地五层楼的大饭店，点了一个酱棒骨、一个小鸡炖蘑菇、一个拌黑拉皮，

仅花了 90 元钱，而且在两个大胃女人的一番鏖战后，还剩下了一大半。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如果你到哈尔滨的饭店点菜，两个人点两个菜就足

够了，不然你一定吃不完！

东方饺子王

哈尔滨最著名的饺子馆，有超过 20 间分店。水饺都是现包现煮，顾客通

过透明的玻璃看见操作间的制作过程，吃得放心。饺子特别美味，配菜

都很讲究，分量也很足。因为现包，饺子一般 15-20 分钟才会上菜。

索菲亚店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兆麟街 64 号（曼哈顿商厦对面）

联系方式：0451-87685677

中央大街店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 37 号（近西十三道街）

联系方式：0451-84855111

参考价格：人均消费 35 元

翊小 4  在哈尔滨的两天里吃了两次他家的饺子，真是名不虚传！皮薄大

馅，一点都不腻，超级好吃。就是关门太早。推荐他家的鲜虾猪肉和松

仁玉米馅，再来个酸奶、蘑菇汤、大拉皮，还有好喝的紫薯牛奶。

老昌春饼

哈尔滨连锁餐厅，在市内有多家分店。这间分店位于百年老街中央大街上，

因游客和当地人较多，加上性价比高，在用餐高峰时经常非常热闹。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 180 号（近上游街）

联系方式：0451-84685000

参考价格：人均消费 40 元

诺奈葵   老字号餐厅。饼薄而不破，卷上各种炒菜，一口咬下去，香味四

溢让人欲罢不能。附赠的粥太适合这寒冷的哈尔滨了，喝完很暖胃。菜

量足，价格实惠。推荐：春饼、筋饼、嫩炒鸡蛋、鱼香肉丝、土豆丝、

京酱肉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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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式西餐

从哈尔滨城市的发展史来看，始终与俄罗斯有着不解之缘，饮食更是倍

受影响，目前很多东北菜肴，像土豆烧牛肉等，其实原本都是俄罗斯菜肴。

现在的哈尔滨，拥有很多正宗的俄式餐馆，主要集中在中央大街附近。

此外，俄罗斯的大列巴面包，更成了来哈不可不尝的美味。

波特曼西餐

来哈尔滨自然得体验一下俄式西餐。餐厅出品正宗，环境幽雅，装修小资，

还有钢琴表演，夜幕时分会点起蜡烛，蛮有气氛。

道里店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西七道街休闲区 53 号

联系方式：0451-84686888

南岗店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12 号（北方剧场售票口对面）

联系方式：0451-53625888

参考价格：人均消费 100 元

可颂  波特曼环境相当好，可以看到俄罗斯姑娘和小伙的表演，有意思的

是在俄罗斯姑娘的歌声中，操着东北口音的服务员和我们交流，感觉就

像是在莫斯科的大街上见到了东北老乡似的。这家西餐厅菜量也很足，

看来也是少许受到了东北菜的影响，点了很多网友推荐菜，作为二次推荐，

我会选择以下几种：奶汁杂拌和奶汁鳕鱼，同行的朋友特别喜欢自酿红酒，

淡淡的，不过基本上已不能称之为红酒，最多只能算含酒精的饮料。

华梅西餐厅

老字号西餐厅，经营俄式西餐为主。餐厅的建筑和饮食风格被认为是富

有浓郁特色的哈尔滨文化的标志之一。推荐菜有烤奶汁鳜鱼、炸板虾、

红菜汤以及罐焖系列等。午晚餐最好分别在 11:00、18:00 前拿到号，

不然只能第二天再来了。餐厅的面包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在餐厅旁的

外卖窗口，不管冬夏都有顾客排队购买。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 112 号

联系方式：0451-84619818

参考价格：人均 75 元

悦兮同学  专做俄式西餐，装修非常简单，食客络绎不绝。俄式沙拉和面

包味道不错，尤其是面包，都是口感松软味道醇厚，很香的小麦气息。

欧罗巴西餐厅

推荐菜有红菜汤、罐虾、特色牛扒等。环境典雅而有情调，就餐时伴着

优美的现场音乐演奏，运气好还能欣赏到现场的俄罗斯舞蹈和俄罗斯歌

曲演唱。最重要的是，这儿没有波特曼和华梅那么多人。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西十道街 22 号

联系方式：0451-84698887；0451-84678887

参考价格：人均 95 元

塔道斯西餐厅

挺有特色的俄式西餐厅。充满浓厚的异国情调，四处摆放着各式俄罗斯酒，

还有钢琴和留声机，配合舒缓的音乐，让人有身处异域的错觉。出品地道，

红菜汤浓稠，味道挺正；罐焖牛肉炖得软烂，特别入味。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 127 号

联系方式：0451-84688855

大悦锐  这座位于中央大街的老牌西餐厅是我吃过最地道的西餐，俄罗斯

高加索风味，菜品奔放，高加索烤牛肉很地道，要不是最后吃的这个估

计其他的菜都吃不下了。还推荐菠菜尼子汤、马乃斯大虾、俄式杂拌饭等。

最地道是店家自酿的蓝莓酒，溢满果香。餐厅是个地下室，但并不影响

这里络绎不绝的人们。餐厅里彬彬有礼的服务员。这里就好像一座欧洲

的小酒馆，有很多老外到这里用餐。如果有机会再去哈尔滨这里一定是

必须再去的地方

露西亚咖啡西餐厅

露西亚在中央大街快走到尽头的地方，墨绿色的大门几乎被掩盖在墙上

的藤蔓里，一不注意就会错过。店内的装修很俄式，充满了怀旧的氛围，

在这样的地方用餐也是种享受。最推荐的是黑椒土豆泥，味道独特。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西头道街 57 号（中央大街口）

联系方式：0451-84563207

参考价格：人均 100 元

猫猫芳  餐厅就坐落在中央大街上，俄式沙拉罐焖大虾和奶油蘑菇汤都很美

味！餐厅的布置完全是俄罗斯风格丰富而不凌乱，点滴中透露着异国风情！

来餐厅就餐的情侣和外国朋友居多，再有就是幕名而来的游客，空间不是

很大赶着饭点去基本都要等座。房间不是很暖和需要穿着外套享受美食！

购物 Shopping

地方特产  

哈尔滨是东北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地方特产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

是具有俄罗斯异国情调的食品和食物，像“大列巴”面包、俄罗斯巧克力、

糖果等。价格都比较便宜，而且又便于携带。此外，在哈尔滨也可以买

到一些俄罗斯或东欧其它国家的茶叶、绘画、装饰品等，价格都不太贵。

二是东北特产。东北的黑木耳、蘑菇、干果及各种山野菜在哈尔滨都很多，

有兴趣的游客可适当选购，当地菜场、超市、大型商场都可以买到。另

外哈尔滨红肠和风干肠也很值得选购，这两样是哈尔滨特有的风味食品，

而且都有真空包装，保质期较长。

商委红肠

号称哈尔滨最好吃的红肠之一。前店后厂，只此一家，红肠口味正宗，

但是每日限量供应，供不应求，因此每天开门前就有顾客排队。

 三月女王 Amanda   大列巴

http://www.mafengwo.cn/i/746415.htm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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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红旗大街 514 号（近东直路）

联系方式：0451-57683595

曼殊菲儿  真正的哈尔滨人买红肠还是会去买商委红肠，也许是物以稀为

贵的原因吧，每天限量生产的红肠成了畅销货。

秋林里道斯

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企业，哈尔滨知名品牌，主要生产肉灌制品、熏

酱制品、格瓦斯饮料、面包、糖果等。尤其是其主导产品“秋林里道斯

红肠”以其完美的欧式风味成为哈尔滨闻名遐迩的优质食品。目前在哈

尔滨的特许专柜超过百家，在各大商场、超市都可以买到。

哈肉联红肠

除了商委红肠，哈尔滨土著中，大多喜欢哈肉联，烟熏味不是很重，没

有秋林里道斯的那么咸。哈尔滨有多家连锁店。

娱乐 Entertainment
由于地理及历史的原因，形成了哈尔滨独特的文化，这更影响在了人们

的娱乐方面。传统的东北二人转、俄罗斯的歌舞等在这里形成了独特的

娱乐氛围。

莫斯科演艺娱乐广场

毗邻果戈里大街，秋林商业区，交通便利，是省内最大综艺演出、旅游观光、

休闲娱乐中心。节目荟萃黑龙江黑土地风俗、俄罗斯异域风情、哈尔滨

啤酒文化等，表演形式多样，精彩纷呈，俄罗斯姑娘表演的同时还会到

舞台下面和客人互动。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木介街 2 号（河沟街与中山路交汇处，省京剧院）

演出时间：18:30-20:30；21:30-23:30

联系方式：0451-53651000；13664510700

参考价格：150-300 元

鹏飞无限斯卡拉

大约四个节目，有模仿秀、杂技还有表演，压轴是东北挺有名的小黄飞。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尚志大街 ( 工厂街口 ) 

开放时间：21:00- 次日 1:00

联系方式：0451-82371111

到达交通：乘 2、13、14、16、21、32、64、83、91、94、101、

103、105、110 环线、111 、888 、夜 1 路公交车在儿童电影院站

下车

参考价格：按桌收费，每桌 300-800 元不等。最好提前电话预定。

candy  东方斯卡拉在东北已经小有名气，我们看到是这个秀场在这个地

方的最后一场。人暴满，每一个表演都很用心，结束时都让人意犹未尽。

最后小黄飞的二人传真的很恶搞。

Tours线路推荐

哈尔滨夏季两日游

线路设计

D1：圣索菲亚大教堂—中央大街—斯大林公园等

D2：太阳岛—极地馆—东北虎林园

线路详情

D1：在索菲亚广场开始一天的游览。参观圣索菲亚大教堂后，步行至百

年老街—中央大街，徜徉在街上，千万不要错过街两边的欧式建筑。中

午在附近选一家餐厅，品尝正宗的俄式西餐。下午步行至斯大林公园参观。

晚上可选择一项娱乐项目，领略当地的特色。

D2：第二日的行程主要集中在松花江的北岸。在公路大桥或友谊路附近

乘车至太阳岛，并同时参观极地馆。下午再乘车至东北虎林园，近距离

接触东北虎。

哈尔滨冬季三日游

线路设计 

D1：圣索菲亚大教堂 -- 中央大街 -- 松花江 -- 太阳岛风景区 -- 冰雪大世

界

D2：东北虎林园 -- 斯大林公园 -- 防洪纪念塔 -- 冰灯游园会

D3：哈尔滨周边滑雪一日游

线路详情

D1：上午先去参观远东最大的东正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然后步行去

近在咫尺的中央大街，中午可以在这里吃著名的俄罗斯西餐。午后到友

谊路乘坐公交，到江对岸的太阳岛公园游览雪博会。晚上游玩太阳岛西

区的冰雪大世界，宿哈尔滨。由于冬季的哈尔滨气候寒冷，游客需格外

注意自身和所带电器的御寒保暖。  

D2：在松花江大桥广场乘 85 路公交车去东北虎林园观赏东北虎。下午

回到江南，到斯大林公园游玩，这里有著名的哈尔滨市人民防洪纪念塔，

是别具一格的带状开放式江畔公园。然后再去中央大街逛逛，观赏街道

两旁的俄式建筑，感受“东方莫斯科”的独特魅力。晚上去兆麟公园参

加冰灯游园会。

D3：参加滑雪场的一日滑雪项目，体验滑雪的速度与刺激。

节庆 Festivals and Events

冰雪节

哈尔滨冰雪节于每年十二月份到翌年一月份举行，是我国第一个以冰雪

为内容组织的区域性节庆活动。每年的哈尔滨冰雪节都举办大型的冬泳

比赛，届时游人不但可以一睹冰灯、雪雕的美景，还可以欣赏冰雪文艺

晚会，参加多种冰雪娱乐项目等。

时间：每年 1 月 5 日开园

去哪购买红肠最正宗（天天好心情  提供）

商委的红肠是前店后厂的经营方式，只有在一个地方有卖的，想

买就得起个大早，而且卖完为止。在哈尔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

商铺或是专柜。秋林 / 秋林里道斯和哈肉联在哈尔滨有很多地方

在卖，不过我看了游记还有听哈尔滨当地人的介绍，买秋林红肠

就去秋林公司的地下一层买，买秋林里道斯就去奋斗副食品商厦

买。哈肉联吗，反正我们在奋斗副食那里看到的好多当地人在排

队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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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啤酒节

哈尔滨是中国第一桶啤酒的生产地，具有中国最深厚的啤酒文化底蕴。

每年都有各大中外啤酒厂商进驻啤酒节，啤酒大棚热闹非凡。除此以外，

还有嘉年华、车展、花车巡游等娱乐活动。

地点：哈尔滨市松北区冰雪大世界园区

时间：每年 7 月

网址：http://www.chinahxbeer.com/ 

哈尔滨之夏音乐会

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每两年于夏季举办一次，简称“哈夏会”，是国家

级音乐盛会，历时 10 天。独特的移民文化使东西文化在这座城市交融，

孕育了哈尔滨人喜爱音乐的品性。哈夏会是哈尔滨人的独创，规模盛大，

群星荟萃，现已成为音乐艺术家的摇篮，是中国“三大音乐会”之一，

由此奠定了哈尔滨音乐名城的地位。

时间：7 月或 8 月，每届具体时间不定

网址：http://www.harbinsummermusicconcert.cn/ 

实用信息 Practical Information

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黑龙江分行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 218 号

联系方式：0451-84668000

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 19 号

联系方式：0451-53626447

邮局

哈尔滨邮政局道里区邮电局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西十四道街 41 号

营业时间：9:00-17:00

联系方式：0451-84689483

哈尔滨邮政局中央大街邮电支局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 115 号

营业时间：9:00-17:00

联系方式：0451-84615589

电话

问路热线：0451-10109998

民航问事处：0451-82894220

市公路客运总站：0451-82830116

旅游质量投诉：0451-84664315

市长公开热线：0451-12345

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 199 号

联系方式：0451-85555555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151 号

联系方式：0451-84883003

黑龙江省急救中心

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卫星路 109 号

联系方式：0451-82469211

保暖防寒

前往哈尔滨旅游，特别是南方游客，多数会担心当地的气候，害怕零下

几十度的天气，自己的身体无法承受，其实哈尔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寒冷，

而且室内一般较温暖。只要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寒冷绝对不是影响游

客行程的因素。冬季来哈主要有以下几个需要注意的方面：

1. 鉴于我国冬季南北气候差异较大，游客可在到哈后，在当地购买羽绒

衣裤、羊毛衣裤等御寒衣物，这样做不但价格便宜、厚实耐寒，而且可

以减轻出行时的行李负担。但购买时，建议游客尽量不要选择白色系的，

冬天的哈尔滨到处冰雪，身穿白衣，不容易被远处的游人或车辆发现，

滑雪时也容易出现碰撞。帽子、围巾、手套也是必备用品，一定要准备好。

如果特别怕冷的游客，也可以提前备好暖宝宝，在当地买会稍微贵一些。

到冰雪大世界内游玩可在腰后、下腹、大腿等处贴上，看个人耐冷程度

而定。

2. 北方的冬天普遍干燥，哈尔滨也不例外。皮肤、嘴唇容易干裂，应事

先配备护肤品，尤其是润唇膏和护手霜。

3. 在零下几十度的哈尔滨，任何器械都要注意保暖，放电速度快，比如

相机、手机等都要格外小心，最好备上一个器材防寒套，或者贴身放置。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距哈尔滨市区 30 公里，是东北地区重要交通枢纽，

可供国内外各种大型客机昼夜起落。每天均有航班飞往北京、天津、上海、

南京、青岛、温州、厦门、广州、深圳、沈阳、大连、西安、香港等 47

个大、中旅游城市，还有定期航班飞往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家的部

分城市。

机场大巴

机场巴士 1 号线

首车 6:00，末车 20:00，每 30 分钟一班。末车后根据航班起降发车

机场 -- 市区方向沿途车站：太平国际机场机场 -- 康安路 -- 通达街 -- 安发

桥 -- 哈尔滨工业大学 -- 哈尔滨火车站 -- 民航大厦

市区 -- 机场方向沿途车站：民航大厦 -- 康安路 -- 太平国际机场机场

机场巴士 2 号线

首车 6:00，末车 18:00 ，每 30 分钟一班。末车后根据航班起降发车

机场 -- 市区方向沿途车站：太平国际机场 -- 和兴商厦 -- 乐松广场 -- 哈慈

集团 -- 农垦大厦 -- 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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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 -- 机场方向沿途车站：会展中心 -- 农垦大厦 -- 哈慈集团 -- 乐松广场 --

和兴商厦 -- 太平国际机场

机场巴士 3 号线

首车 6:30，末车 16:30，每 40 分钟一班。末车后根据航班起降发车

机场 -- 市区方向沿途车站：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 新阳路 -- 经纬街 -- 霁

虹桥 -- 哈尔滨游乐园 -- 太平桥

市区 -- 机场方向沿途车站：太平桥 -- 哈尔滨游乐园 -- 霁虹桥 -- 经纬街 --

新阳路 --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机场巴士 4 号线

每日两班 9:00 13:50 发车

机场 -- 市区方向沿途车站：太平国际机场 -- 齿轮路 -- 世纪联华 -- 公路大

桥 -- 世茂大道 -- 松北区学院路

市区 -- 机场方向沿途车站：松北区学院路 -- 世茂大道 -- 公路大桥 -- 世纪

联华 -- 齿轮路 -- 太平国际机场

民航大巴始发站：民航大厦，位于中山路 99 号。市内的旅客乘坐 2、3、

21、22、68、69、82、103、108、111、115 路公共汽车，在天鹅

饭店车站下车即可到达；哈东站附近的旅客可乘坐 27 路公共汽车在民航

路车站下车。

出租车

乘坐出租车至哈尔滨市中心需 200 元左右（含高速费用）

火车

哈尔滨是东北地区仅次于沈阳的第二大铁路枢纽，京哈、滨绥、滨洲、滨北、

拉滨五大铁路在此接轨，不仅有发往省内、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等主

要城市的旅客列车，还有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汉口、郑州、济南、

烟台、德州、徐州等大、中旅游城市的对开列车。

哈尔滨的铁路客运主要有三大车站：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西站和哈尔

滨东站

哈尔滨火车站

哈尔滨站是哈尔滨三大火车站发车车次最多的火车站，每日有始发至有

始发北京、上海、天津、石家庄、合肥、包头、太原、郑州、杭州、温州、

青岛、日照、烟台、济南、德州、大连、盘锦、武昌、汉口、重庆、成都、

东莞、广州、海口、齐齐哈尔、吉林、五常、绥化、大庆、牡丹江、佳木斯、

双城堡、帽儿山、神树、北安、立志、鸡西、双鸭山、七台河、七台河、

黑河、嫩江、乌伊岭、海拉尔、丹东、伊春、图们、满洲里、东方红、宝清、

密山、绥芬河等方向的列车。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铁路 1 号

到达交通：96、888 路哈站待发区站；32 路省商职站；118 路哈站 ( 铁

路街 ) 站；2、8、89 路哈三中站；551 路哈尔滨火车站站。

哈尔滨西站

哈尔滨的动车和高铁车组均在此停靠，目前有始发大连北、长春、吉林、

沈阳北、北京、天津、青岛和上海虹桥方向的 D 和 G 字头车组。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哈西地区丽江路

到达交通：11、31、96、120、124、218支、602路哈西客站东广场站;96

路哈尔滨大街 [ 和谐大道口 ] 站

哈尔滨东站

哈尔滨东站主要是发往双城堡、五常、帽儿山、亚布力南、绥化、齐齐哈尔、

大庆西、佳木斯、北安、扎兰屯、鸡西、双鸭山、七台河、绥芬河、海拉尔、

加格达奇、黑河、乌伊岭、密山、满洲里、赤峰、滨江、虎林、乌伊岭、

抚远和牡丹江等方向的普快列车

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火车头街

到 达 交 通：2 夜、4、6、27、30、33、35、51、65、79、89、

90、121、203、332、367 路哈东站

汽车

哈尔滨目前有哈尔滨南岗客运站、哈尔滨大桥客运站、哈尔滨三棵树客

运站、哈尔滨道外客运站和哈尔滨哈西客运站等 5 个大型客运站。

哈尔滨南岗客运站

发车方向：省内外大中城市及哈市周边县市，覆盖哈同、哈黑、哈绥、哈五、

哈五、哈大、京哈等主要高速公路，发往如佳木斯、鹤岗、七台河、大庆、

鸡西、长春、北京、大连等城市。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春申街 26 号（火车站对面）

联系方式：0451-82830116

到 达 交 通：2、6、13、13 区、14、16、21、28、32、64、101、

103、107、108、109、110、111、115、120 路、301、 336、

336 区、338、343、551、601 路哈站站

哈尔滨大桥客运站

发车方向：主要为哈黑方向，包括青冈、兰西等；巴彦兴隆镇方向，部

分肇东方向

地址：道里区河润街 109 号

联系方式：道里区河润街 109 号

到达交通：65 路河润街站；12、14、22、56、61、65、66、67、

74、84、95、119、125、201、211、212、213、215、216、

219、346、551、552 公路大桥站 

哈尔滨三棵树客运站

发车方向：哈同方向包括宾县、方正；哈肇方向巴彦、木兰等。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桦树街 1 号

联系方式：0451-57665331

到达交通：地铁 1 号线哈东站站；4、6、27、30、33、35、121、

51、65、66、89、90、93、332、367（115、120、71、203 三

棵树同边） 

哈尔滨道外客运站

发车方向：哈黑方向包括青冈、望奎等；哈大方向，包括肇东、肇源等；

哈五方向，主要为五常方向；哈绥方向，主要为尚志、延寿

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承德街 287 号

联系方式：0451-87808509

到 达 交 通：1、3、4、10、19、26、28、107、108、109、114、

120、205、357 路承德广场站；60 路承德广场 ( 道外客运站 ) 站

哈西客运站

发车方向：哈同、哈黑、哈绥、哈伊、哈五、哈大、京哈等 7 个方向，

辐射省内 12 个地级市，覆盖五常、双城、玉泉、肇东等周边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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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兴右街 1 号

联系方式：0451-87068765

到达交通：11、203、218 路支线哈西长途客运站站

北方冬季冰雪路滑，汽车相对来说没有火车安全。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公交车

哈尔滨市公交系统发达，现有公共交通线路百余条，四通八达，出行方便。

此外为了方便游览，哈尔滨还开通了市区到防洪纪念塔、太阳岛等景点

的旅游观光公交。 

哈尔滨公交票价 1-2 元，运营时间多为夏季 6:00-20:30；冬季 6:00-

20:00，最晚有运营到 9:30-10:00 的公交班车。

地铁

哈尔滨目前开通了地铁1号线，地铁票价分段收费，1-8个区间2元，9-12

个区间 3 元；13 个区间以上 4 元，可使用一卡通乘车。

运营线路：哈尔滨东站—桦树街—交通学院—太平桥—工程大学—烟厂—

哈医大一院—博物馆—铁路局—哈工大—西大桥—和兴路—学府路—理

工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医大二院—哈达站—哈尔滨南站

运营时间：6:00-21:30

网址：http://www.harbin-metro.com/

出租车

哈尔滨出租车起步价 8 元，加 1 元燃油费合计 9 元钱，三公里以后每公

里 1.9 元。

哈尔滨最近一年出现了无数的悬挂“残疾人代步车”等字样的黑

出租车！外地来的朋友尽量不要选择！宰客情况严重。（情歌王

子 /xin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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