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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行时间  5-9 月是大连旅游的最佳时间，

它地处辽东半岛的最南端，三面临海，是著名的避

暑旅游胜地。游人到大连，多是为了在夏日的酷热

里觅得海水的清凉，因此大连最佳旅游时间是夏季。

大连每年可以下海游泳的时间为 6 月底到 9 月初。

另外9-10月海鱼回游，这时是海边垂钓的最好时机。

穿衣指数  大连的海洋性气候明显，其中 7、8 月

最热，温度一般在 20-30℃之间，但大连的雨水一

般都集中在夏季，所以夏季出游一定要准备好雨具。

春秋两季雨水少，气候宜人，穿正常的秋装即可。

冬季雨雪则更稀少，1月最冷平均气温在零下2-9℃，

这时就需要注意防寒保暖了。

消费指数  因为是一个大城市，自然消费水平不

会太低，而且海鲜也是大连不可错过的美食，根据

品种的不同价格的差别也非常大。另外大连的行程

安排也很灵活，2-5 日游都有。除去来往大连的交

通费，在大连游玩一天，一个人的预算在 500 元左

右就可以玩得非常好了。当然你若想节省一点一天

200 元甚至更少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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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速览
大连是这样一个充满魔力的海滨城市。她不大也不小，人口不多也不少，有着阳光、大海、

沙滩和美女。在来过大连的人们眼里，她美丽无可比拟，他们称她为中国的“浪漫之都”。

当你行走在城市的广场、漫步在大连海滨的时候，看见人们脸上洋溢着热烈、真诚、幸福的

笑容时，便会对这座城市充满更多期待。

大连旧称“青泥洼”。100 年前，一批对法国文化情有独钟的沙俄工程师揣着巴黎的城建图

纸来到这里，希望在这块远东的土地上再造一个“东方巴黎”。他们给她起名“达里尼”，

意为遥远的城市，因此有了音译为汉语的“大连”。

大连的建筑颇具国际特色，有古罗马柱式建筑、流行于欧洲的圆穹式建筑、古老的俄罗斯建

筑（俄罗斯一条街）、巴洛克建筑、拜占庭式建筑、日本别墅式建筑（南山旅游风情街）、

中国古典式建筑。如果说希望大厦是大连建筑群中亭亭玉立的美少女，那么世界贸易大厦就

是大连建筑群中风流倜傥的美男子。

︶ㄣ小作ㄜ︵      大连，一个美丽的城市，有广阔的大海、金色的沙滩、翠绿的草地，当然，

这些对于从小生活在大连的人来说，真的已经习以为常，而通过这些美丽，才能让所有人都

见识到这个城市的魅力。

Introducing DALIAN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DALIAN大连 更新时间：2013.09

漫步滨海大道，体验最美大连

这里有海有树，有绿有蓝，有木栈道有北大桥，有海风有青草香——滨海大道是大连的景观

大道。拿着相机，带着轻松的心情，不刻意地追求景点，静静地感受这个城市，感受她的美！

旅顺口：美景与历史的交融

旅顺口是“大连海滨——旅顺口风景名胜区”的组成部分，这里不仅自然风光优美，还是半

个中国近代史的见证。站在老铁山可以俯瞰黄海与渤海的分界线，站在炮台遗址前凭吊“甲

午阴灵”；建筑艺术独特具有俄罗斯木质建筑风格的旅顺火车站也是这里的亮点之一。

特别推荐 Special

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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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大连市中山区滨海中路 9 号

费用：210 元（套票）（提前预定 165 元，预定电话 0411-

39509618）；另外 4D 影院 50 元 / 人，侏罗纪激流探险 30 元 / 人

网址：http://laohutan.0411hd.com/

开放时间：8:00-18:00

联系方式：0411-82399409

到达交通：由大连市乘坐 2、4、30、403、404 路公交车可到

过往 _Cream 可爱的动物表演很给力，先是极地馆的白鲸和海豚表演，

接下来欢乐剧场是海狮和海象表演，还有鸟语林，海狮表演很值得去的。

猎人 老虎滩近几年的变化很大，一直在建设。现在老虎滩的空中过道已

经没有了，外面的剧场也已经被填海了，包括 104 舰在内，也被填海的

土围上了，至于建好后此舰将会如何处理暂且不知。内部可游览的项目

只有海洋极地馆，珊瑚馆，海兽馆以及一些漂流之类的游戏。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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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路 珊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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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路 狮子鱼，这是最好拍的鱼了，很少游动，估计也是用外表吓人

的主儿，大鱼来了，还不得一吃一个准儿。

圣亚海洋世界

圣亚海洋世界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公园内。圣亚海洋世界由圣亚海

洋世界、圣亚极地世界、珊瑚馆、深海传奇和主打表演等 5 部分组成。

圣亚海洋世界的建筑富有童话风格，这里的主角是海洋中的鱼类；圣亚

极地世界则现代概念浓郁，展现极地风貌主题，主人是极地动物。

亮点 Highlights

★ 浪漫的广场、绿地、喷泉——城市建在花园里

大连城市中有 1300 万平方米的绿地，是中国北方绿化最好的城市之一。

堪称将城市建在花园里。同时，大连也是中国广场最多的城市，数十个

广场多姿多彩。32km 长的滨海路将诸多旅游景点连接起来，宛如一条

玉带飘逸在大连的海滨，是大连天然的后花园。

推荐景点：星海广场（见第6页）、中山广场、人民广场、大连滨海路（见第5页）

★ 浪漫的建筑——奏响城市凝固的音乐

在大连，城市建筑风格各异：有古罗马的柱式建筑，有流行于欧洲的圆

穹式建筑，有俄罗斯建筑、巴洛克式建筑、拜占庭式建筑、日本别墅式

建筑、中国古典式建筑……大连建筑古老与现代、传统与西洋和谐地融

为一体，奏响了一曲典雅浪漫的城市交响乐。

推荐景点：大连自然博物馆（见第 7 页）、旅顺火车站、大连贝壳博物馆

★ 浪漫的大海——空气清新、碧海蓝天

大连有 1900km 海岸线，海洋元素充满了整个城市，海滨浴场众多，是

避暑胜地。不仅有碧海蓝天、阳光沙滩，还有大连热爱足球的汉子和身

材高挑的美女。而这里的海鲜美食，也让人难以忘怀。

推荐景点：十里黄金海岸（见第 4 页）、星海湾海水浴场、傅家庄海滨

浴场（见第 13 页）

★ 有轨电车

1909年9月25日，第一辆有轨电车缓缓驶过大连街头，大连成为继天津、

上海之后，中国第三个拥有有轨电车的城市。目前大连市内运行的有轨

电车为 201 路，是原先 201、202、203 路 3 条有轨线串连而成，贯

穿大连的东西和西南部，有现代车型，也有仿古车型。201 路西起兴工街，

东至海之韵公园（东海公园），全长 12km，中途无须换乘。实行无人售票，

票价视车型不同分为 1 元、2 元。

★ 大连女骑警

这是大连的一道独特风景，骑警主要负责大连繁华场所路段的巡逻、大

型商贸文体活动的执勤、首长外宾的礼仪警卫、礼仪展示等任务。    

现在，大连现代博物馆特设有女骑警馆（见第 8 页），将女骑警用过的

马鞍马刀、穿过的各式服装和获得的荣誉牌匾作长久性存展。每逢节假

日，每日上午9:00-10:30可在人民广场欣赏到大连女骑警们巡逻的英姿，

其余时间可到大连女骑警基地观看她们的日常训练和表演。

Sights景点
大连拥有蓝天、碧海、青山、白石和连绵起伏的海岸。潮起潮落的潮汐，

如诗如画，一派旖旎的海滨风光。再加上多彩的人文景观，更是令人流

连忘返。其中，滨海路美不胜收；星海公园粼光闪闪；金石滩风景迷人；

圣亚海洋世界梦幻神奇。蛇岛 、鸟岛资源丰富，呈现奇特自然；海王九

岛古礁怪石，令人叹为观止；金石滩神力公园，中国独一无二，棒棰岛

风景绮丽，让人浮想联翩。大连湾炮台让我们回到历史，回望过去；森

林动物园，让我们回到自然，珍惜现在； 中山广场，让我们走向世界……

老虎滩海洋公园

老虎滩海洋公园是中国最大的海洋公园，里面包含珊瑚馆、极地馆、鸟

语林、4D 电影院、海兽馆和海盗村 6 大区域，不仅可以观赏各类美丽奇

特的海洋生物，还可以欣赏丰富多彩的动物表演。这里是大多数游客来

大连的必游地之一。

http://www.mafengwo.cn/i/137385.html
http://www.mafengwo.cn/i/1373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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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演时间：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608-6 号

费用：

网址： http://www.sunasia.com/

开放时间：8:00-18:00

联系方式：0411-84581113

到达交通：可乘 16、22、23、406、531、901 路至医大二院下车，

马路对过即是

Crystal_Chou    站在玻璃通道里，俯仰的瞬间都可以看到成群的鱼儿

游过，伸手去触摸那些海洋里美丽的生物，近距离与它们接触，那种感

觉真的好棒。

海洋公园比较

大连展示海洋动物的场馆有两处：位于老虎滩的老虎滩海洋公园，

位于星海公园的圣亚海洋世界。

场馆比较

老虎滩海洋公园有 5 个场馆：极地海洋动物馆（常说的老虎滩极

地馆或老虎滩海洋馆）、欢乐剧场、海兽馆、珊瑚馆、鸟语林。

圣亚海洋世界有 3 个场馆：海洋馆、极地馆、珊瑚馆。

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

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由东部半岛、西部半岛和两个半岛之间的开阔腹

地和海水浴场组成，三面环海，气候宜人 , 海岸线延绵 30km。金石滩国

家旅游度假区内景点众多，有金石滩滨海国家地质公园、金石世界名人

蜡像馆、金石滩地质博物馆、金石缘公园（金石园）、十里黄金海岸、

万福鼎公园、中华武馆、发现王国主题公园、金石滩毛泽东像章陈列馆、

影视艺术中心（徐悲鸿艺术馆）、金石狩猎俱乐部、金石马术基地、金

石国际会议中心、金石高尔夫球场、金湾高尔夫球场、老大连民俗馆等。

地址：大连市金州区金石路附近（黄海之滨）

费用：生命奥秘馆 80 元 / 人；金石蜡像馆 80 元 / 人；

文化精品游套票 160 元 / 人【包括金石蜡像馆、生命奥秘博物馆、石文

化博览园（地质博物馆）、毛泽东像章陈列馆】（注：在网上提前订票

都有折扣）

网址：http://www.jinshitan.com/

开放时间：8:00-18:00

联系方式：0411-87915807

到达交通：由大连市乘坐 2、4、30、403、404 路公交车可到；也可

乘快轨 3 号线，坐到终点即达

平常心 -s     这里游人很少，很幽静，沿着海边的木栈道行走，这边是山，

那边是海，行走山海之间，凉爽海风吹来，好不惬意。

 雁荡楠溪 金石滩地质公园

十里黄金海岸

十里黄金海岸是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的主要休闲娱乐区域。十里黄金

海岸绵延 4.5km，是中国北方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天然灯光浴场。这里沙

质金黄，滩软沙平，浴场水质良好。 这里提供游艇、摩托艇、帆板、垂钓、

趣味沙雕比赛、沙滩摩托、沙滩排球、沙滩足球等娱乐项目。这里也是“大

连国际沙滩文化节”和“大连国际冬泳邀请赛”的主会场。

地址：大连海滨中路，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中部

费用：免费

联系方式：0411-83771071

到达交通：由大连火车站乘坐城市快轨可直达终点站金石滩，下了快轨后，

可在右侧的游客服务中心乘坐到十里黄金海岸的专线车，单程 2 元

发现王国主题公园

发现王国主题公园位于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中的金石滩十里黄金海

岸上，由曾参与迪士尼公园设计的美国公司规划设计，充满浓郁的异国情

调，拥有二十多种高水平的大中型游艺项目，是东北地区首屈一指的游乐

主题公园。园内拥有过山车、能源风暴、大摆锤、大摆斧、翻江倒海、太

空梭、雨林飘流、激流勇进等游乐设施，每日定时进行的精彩巡游表演、

剧场表演……等等，并有餐饮、住宿、商店、邮政、银行等旅游配套服务

设施。发现王国主题公园内的娱乐项目为环形分布，拥有六大主题园区，

分别为疯狂小镇、神秘沙漠、金属工厂、魔法森林、传奇城堡、婚礼殿堂，

每个园区内都有招牌的游乐项目，可根据自己喜好选择。

地址：大连金石滩金石路 36 号

费用：

圣亚极地世界

功夫海象 2 10:50 13:20 15:00 16:50

白鲸传奇 10:30 13:00 15:30

圣亚海洋世界

海豚湾之恋 10:00 11:30 14:00 16:00

门票类型 门市价格 网络价格

圣亚套票 ¥220 ¥176

学生票 ¥110 ¥110

恐龙传奇 ¥80 ¥56

学生票 ¥40 ¥40

注：圣亚的售票处是不卖学生票的，需到高校购买；网购地址 http://www.
sunasia.com/Order/Index.aspx

游客类别 日票（元） 夜票（元）

成年 190 100

学生 135 75

儿童 95 50

老年 45 30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http://www.mafengwo.cn/i/1077388.html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5中国系列

网址：http://www.discoveryland.cn/

开放时间：3 月 30 日 -5 月 31 日，9 月 2 日 -10 月 31 日 9:30-17:00；

6 月 1 日 -9 月 1 日 9:00-21:00，夜场 16:00-21:00；另外一些特殊节

日也会安排夜场

联系方式：0411-87900000

到达交通：可在火车站乘坐快轨或者旅游巴士前往，在金石滩下车，步

行几分钟即到

闻小溪  建议大家一定在没开园前就赶到，真的，第一拔冲进园里很有必

要。9:30 开园好多人是用跑的，园内最火的莫过于天旋地恋和疯狂眼镜蛇，

两种都是过山车，区别在于天旋地恋是 9:30 开始，疯狂眼镜蛇是 10:30 分

开始，我是用跑的冲到天旋地恋的地方，因为跑的还算急时，我排了 40

分钟的队成功的坐上了第一个项目，等我下来的时候，队伍已经排到很

远很远了。

Crystal_Chou  发现王国真的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主题公园，每一处建筑

的每一个小细节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有一种置身于童话王国的感觉，

总让我幻想，会不会有骑着白马的王子突然出现。

园区内各种表演也非常精彩，不可错过，不过每天表演的场次和

时间都不一样，可以在官网上查询：http://www.discoveryland.

cn/index.php?c=show&a=index

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

地质公园主要是长达 30km 的海岸线上的海蚀地貌，这也是中国唯一的

海岸带喀斯特地貌。岸壁的奇石景观形态各异、惟妙惟肖，共有金石园、

玫瑰园、恐龙园、南秀园、鳌滩园等五大天然景区。这里也是大连唯一

有机会看到野生海豚的海域。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中修建了地质主题

广场、海岸崖壁架桥、多处步行木栈道及木质休闲平台、休闲观光步道，

百余处保存完整、鬼斧神工的奇石景观散落其中，还有 4 处海湾沙滩精

巧别致，与奇石景观浑然天成。

地址：近郊开发区金石滩海滨东路 7 号

费用：100 元 / 人（网上预订 80 元 http://www.jinshitan.com/

article_3.php?id=118）

网址：http://www.jstbh.com/

开放时间：08:30-16:30

联系方式：0411-87912970

到达交通：从大连火车站坐轻轨到金石滩下车全程 50 分钟，票价 8 元 /

位，下轻轨后在右手边大约 20 米，会看到游客服务中心去服务中心，买

票后坐当日观光车进行游览景点。

蚂蚁窝  景色非常美，有几百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岩石，奇形怪状的，人也

很少，视野很开阔。

滨海路

大连滨海路位于大连市南部海滨，是大连风景最好的观光道路。滨海路

全长 32km，贯穿沿海岸线的 12 个主要景点。每当春暖花开的季节，穿

行在这条公路上，一边是长满针阔叶混交林的山峦和盛开着火红杜鹃的

山麓，一边是烟波浩淼的大海和千姿百态的礁石岛屿，沿途美不胜收。

如果时间允许完全可以徒步沿滨海路游览，沿途会经过老虎滩、北大桥、

燕窝岭、傅家庄、星海广场、星海公园、迎宾路、海之韵公园、棒棰岛、

石槽、渔人码头等景点。具体详情可以参考“线路推荐——大连滨海路

徒步 2 日游”。大连滨海路的各路段起点分别为：星海广场入口、付家

庄入口、老虎滩入口、棒槌岛入口、海之韵广场入口。

一般游玩，徒步或骑车走一两个路段比较合理，可配合沿途景点

参观。不过滨海路周边饭店、商场很少，主要集中在老虎滩、付

家庄、星海公园一带，所以徒步滨海路要准备好水和食物，分段

行进。

地址：大连市

到达交通：滨海路有 20km，从很多方向都可以到达，具体行程需要根

据具体情况设定

逍遥仙  如果说大连哪里最美，我强烈推荐大连的滨海路。如果要感受大

连的美丽，一定要花时间徒步行走滨海路，很多漂亮的海边风景就隐藏

于这 20km 左右的徒步之间。 

Mimi  这条公路上，一边是长满针阔叶混交林的山峦和盛开着火红杜鹃

的山麓，一边是烟波浩淼的大海和千姿百态的礁石岛屿，沿途奇景叠出，

美不胜收。

 逍遥游 风车——摄于滨海路北大桥 

燕窝岭风景区

燕窝岭在大连滨海路的中段，因时常有一些黑燕飞来此地筑窝而得名。

这里海岸地貌发展较好，张性断裂撕开后形成的岸壁，刀切过般直插海

底，景观十分奇特。上山下山小径通幽，走在其上，一边是海，一边是

山，可谓山海之间。站在燕窝岭上，极目远眺，可东望老虎滩、北大桥、

石槽村的瑰丽风光，西观傅家庄、东西大连岛的海天秀色。

地址：中山区滨海中路 101 号

费用：免费

联系方式：0411-82401304

到达交通：乘坐 5、702、541 路汽车在付家庄下车，然后顺着滨海路

走 5km 即是

逍遥仙   如果体力足够的话，一定要下到海边，海边的礁石十分绮丽、壮观。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http://www.mafengwo.cn/i/759713.html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6中国系列

 逍遥游 白色钢琴——摄于滨海路燕窝岭婚庆公园

傅家庄

傅家庄公园位于大连海滨风景区的中部，公园面积有 40 万平方米，傅家

庄海滨浴场是大连市四大海水浴场之一。大连人一般都比较喜欢傅家庄，

每年夏天来傅家庄的人特别的多，这里水质清澈，是鹅卵石沙滩。在傅

家庄的海边，支个帐篷，吃点烧烤，非常惬意。

 逍遥游 热闹的海滩——摄于付家庄公园

地址：滨海西路 53 号

费用：免费

联系方式：0411-82400574

到达交通：傅家庄距市中心 5km，距星海广场约 4km（可以坐公交车到

终点站森林动物园下车，剩下约 2.5km 徒步）。从火车站坐 5、501、

541、702 路公交车可直达傅家庄公园

星海广场

星海广场位于大连南部海滨风景区，地处星海公园和星海湾北侧，是亚洲

最大的城市广场。 星海广场中心设有全国最大的汉白玉华表，高19.97米，

直径 1.997 米，以此纪念香港回归祖国的时间。华表底座和柱身共饰有

9 条巨龙，寓意九州华夏儿女都是龙的传人。华表顶端坐着金光闪闪的望

天吼，高2.3米。围绕华表的5个汉白玉石柱各自托起一盏宫灯，光华灿烂。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南部海滨风景区

费用：免费

联系方式：0411-84377400

到达交通：乘坐 23、16、406、711、801 路，202 路轻轨电车等公

交车在星海会展中心车站下车即到

西瓜大王  广场绿化特别好，走一圈心情都跟着好了，有时间可以买个风

筝，多待会儿 让时间慢下来。

星海公园

位于大连南部星海湾景区的中段，始建于 1909 年，是一座由陆地公园

和海滨浴场组成的海滨公园。因海湾水面上露出一块形状奇特的巨石，

传说它是来自天外的“星石”，故得名“星海”。星海公园与星海广场

相连，从星海广场沿海边往西，不一会儿就到了星海公园。大连著名的“圣

亚海底世界”就坐落在星海公园。

星海公园被称为大连市区最大的“消暑乐园”。现分为游览区、休息区、

儿童游乐园、海水浴场四部分。近年来，星海公园内又新建了大连市第

一座水上乐园——星海水上乐园，它位于星海公园西侧小山下，这里建

有高台滑水、磁化游泳池、高台跳水等水上娱乐设施。

地址：大连沙河口区中山路 634 号

费用：免费（游乐设施需要钱）

开放时间：7:30-17:30

联系方式：0411-84692514

到达交通：乘 22、23、28、406 路公交汽车、202 路有轨电车星海公

园或星海浴场站下车

椰子撞地  这里的海滩不是沙滩而是石滩，所以可以扔石块儿玩。我喜欢

这里，这里很有生活气息。在海滩上坐着的，有垂钓者，有游人，有老人，

有小孩，有靓丽少女。人人都可以在这里怡然自得，享受阳光和大海。

森林动物园

坐落于大连市南部海滨白云山风景区内，分圈养区和散养区两大块，园

内展出动物 200 余种，3000 多头（只）。散养区有占地面积 1 万平方

米的热带雨林馆。步行观光让游客近距离观赏国内首次人工育幼小北极

熊、犀牛等珍稀动物。主题展馆有：热带雨林馆、动物标本馆、蝴蝶馆、

奇石馆、热带鸟馆、小动物村、澳洲园、非洲食草动物区和快乐灵长园。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南石道街迎春路 60 号

费用：120 元（半价票 60 元）；电瓶车 20 元，大象表演 50 元

1、购买两区通票可免费乘坐单程空中索道（如遇大风、雷雨天索道停运，

由地面巴士车代替）。

2、年卡会员乘坐索道当日仅限一次单程。

3、学生、65-69 周岁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可购买半价票。

4、身高 1.20 米以下的儿童、离休干部、现役军人、残疾人、70 周岁

以上老人均可凭有效证件免费入园（不含空中索道、观光电瓶车和泰国

大象表演）。

 

网址：http://www.dlzoo.com 

开放时间：8:30-19:00

联系方式：0411-82476973

到达交通：可乘 4、404、702、706 路在南石道街站下车；或 525、

529、715 路在森林动物园站下车；或 5、541、702 路滨海路银沙滩

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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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礁公园 & 自然博物馆

黑石礁形成于约 10 亿年前，是一处著名的岩溶景观，遍布岬湾之中。涨

潮时若隐若现，神秘莫测，退潮时，兀立于滩头。黑石礁的海边会看到

一个蓝顶非常漂亮的欧式建筑——大连自然博物馆。它是一座集地质、

古生物、动物、植物标本收藏、研究、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博

物馆。去之前需要电话或者网上预约。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黑石礁西村街 40 号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dlnm.org/（大连自然博物馆）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 9:00-16:30（15:30 停止发票）

联系方式：0411-84678900（预约电话）

到达交通：从市区乘坐 202 轻轨电车、16、23、28、406、523、

531 路公交车可

   大连博物馆一览

海之韵公园

海之韵公园原来叫做东海公园，位于大连海滨风景区的最东部，距市中

心 10km，两面临海，北与大连市中山区相接，西南部为棒棰岛景区。

7.6km 长的游览路线上有两处精彩景点：一是左右盘旋跨山过岭的十八

盘，景观奇特，居高临下，路面似银带飘向海滨；二是翻过十八盘之名叫“怪

坡”的景点，那里汽车上坡与下坡呈反常状态，十分奇特。

地址：大连海滨风景区的最东部

费用：免费

开放时间：7:30-17:00（夏季）,8:30-16:30（冬季）

联系方式：0411-82731569

到达交通：可在火车站或中山广场附近坐 703 路车到终点站山屏街下车，

从迎宾路徒步到海之韵公园西面的入口

棒棰岛

棒棰岛位于大连市滨海路东段，大连市东南约 5km 处。是一处以山、海、

岛、滩为主要景观的风景胜地。因远远望去，极象农家捣衣服用的一根

棒槌，故称棒槌岛。

 逍遥游 热闹的海滩——摄于付家庄公园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迎宾路 1 号

费用：20 元

开放时间：夏季 8:00-17:00 ，周末 8:00-21:00 冬季不开放。

联系方式：0411-84339970

到达交通：可从火车站乘公交 703 路终点站山屏街下车，然后沿迎宾路

步行即可到达（约 2km）

石槽风景区

石槽景区距市中心 7.5km，景区北部丘陵平缓起伏，沿岸曲折有致；野

旷天低，无遮无拦，视野十分开阔，是登高观海，欣赏日出、日落美景

的胜地。因为这里海产品种类十分丰富，很多喜爱垂钓的人会爬上海边

高高的山崖垂钓。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滨海东路

费用：免费

到达交通：友好广场乘坐 712 路区间车在石槽村下车步行即可；或者在

老虎滩打车前往石槽村

 逍遥游 石槽日落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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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地址 联系方式 门票（元）

大连中华工学会
旧址 

沙河口区黄河路 658 号 　 免费

大连长兴酒庄酒
文化博物馆 

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
后关街

0411-87106599 39

旅顺口区万忠墓
纪念馆 

旅顺九三路 23 号 0411-86612924 免费

自然博物馆 
大连市沙河口区黑石礁

西村街 40 号
0411-84661108 免费

大连现代博物馆 
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10 号
0411-84802596 免费

旅顺口区蛇岛自
然博物馆 

旅顺友谊路 2 号—西 1 0411-86382480 38

旅顺口区海军兵
器馆 

旅顺白山街 1 号 0411-86616507 白玉山门票内

金州博物馆 
金州区民政街 61 号（向

应广场）
0411-87868821 免费

关向应纪念馆 
金州区向应镇关家村大

关屯
0411-87296572 20

毛泽东像章陈列
馆 

金石滩快轨站对面 0411-87902913 10

中华武馆 
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
假区（轻轨终点站回走

400 米）
0411-83771071 20

大连金石滩地质
博物馆 

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
（轻轨金石滩站北 200

米）
0411-87900214 10

金石缘公园 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 0411-87903563 10

史前生命博物馆 星海公园星海蹦极塔内 0411-8466655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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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逍遥游 旅顺火车站

住宿 Sleep

大连各类档次的宾馆、酒店、旅馆齐全，能够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大

连市内的普通酒店标间价格旺季通常在 150-350 之间，淡季在 100-

200 元之间。大连也有低档的旅馆、招待所可供选择，旺季房间价格一

般在 50-150 元人民币不等。

大连城区面积不大，公共交通又很发达，所以住宿在黑石礁、兴工街、

五一广场、火车站、三八广场、解放路、老虎滩之间的范围都比较方便。

不过对于外地游客来说，住在市中心最为便利。大连的市中心商业区就

在火车站附近，又叫“青泥洼桥”，当地人俗称“街里”、“站前”。

这一带餐饮、购物、娱乐场所多，很繁华；而且去往大连各个地方的公

交车也汇集在这里，也是快轨的起点站。

大连的一些旅游风景区也设有宾馆或度假村，可以接待住宿，如金石滩

的十里黄金海岸、仙峪湾海滨度假区等。不过风景区的住宿价格通常比

市内贵，而且前往大连的其他景点交通不是很方便。此外，大连周边村

镇也有不少农家乐、渔家乐，价格便宜，赶海归来可以吃上一顿渔家风

味后睡倒在炕上，别有趣味。

大连虽然是 3 面环海的海滨城市，但真正开窗既是海景的酒店不

多。有些所谓的海景房间，看到的只是码头的海面或者距离较远

的部分海面，市中心的所谓海景酒店多是这种情况。游客一定确

定清楚再预订，以免失望。在大连火车站和轮船码头附近也许会

遇到拉客住宿的人，小心不要轻信。那些旅馆大多数条件比较差，

且价格也不便宜，还有可能强迫游客参加劣质旅行团。

人民广场商圈 

这一区域是大连市的市中心，对于一般的游客而言，住在市中心无疑是

最为便利的，周边的餐饮、购物、休闲场所众多。而且这里也是轻轨的

起点，各个地方的公交车也都在这里汇集，交通很方便。

北方明珠酒店式公寓（大连美加华店）

位于大连市最繁华的西安路商业圈，周边有百盛、家乐福、沃尔玛、福

佳新天地等多家购物大商场，方便前往星海广场、星海公园、圣亚海洋

世界、星海浴场等景点，晚上九点到十二点是西安路最繁华的夜市，小

吃一条街内有大连各种美味的特色小吃。

渔人码头

大连老虎滩渔人码头位于中山区滨海路虎滩渔港内，东西两侧均为自然

山体，南面拥有长达 1768 米的海岸线，自然景色优美。渔人码头的概

念源自欧美，代表的是一种欧陆怀旧式的休闲，一种港埠特有的市井文化，

一种平民化的欢娱。这里是集观光、娱乐、文化、餐饮、购物、度假等

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特色主题商业区。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滨海东路 66 号

费用：免费

联系方式：0411-82875888

到达交通：可乘 2、712 路在渔人码头站下车即到

大连女骑警基地

大连女骑警基地位于大连市中山区中青街，大连的女骑警们每天就在这

里生活、训练。随着大连女骑警的声名远播，女骑警基地也日益受到关注，

为满足广大游客的要求，大连市公安局将女骑警基地对外开放。对于游

客而言，每逢节假日，每日上午 9:00-10:30 可在人民广场欣赏到大连女

骑警们巡逻的英姿，其余时间可到女骑警基地观摩她们的日常训练生活。

在这里，女骑警每天都会骑马进行礼仪、越障、赛跑等训练和表演。此外，

女骑警基地还为游客提供骑马项目。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中青街 9 号

费用：50 元

开放时间：09:00-11:30,13:30-16:30

女骑警表演时间：10:00/15:30/18:30

联系方式：0411-82883866

到达交通：乘 524、712、703 路公交车海港医院下车即是

向你们学  马儿很帅，女警官更帅。“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毛爷爷的诗词最能代表我那时的

感受。

旅顺口

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大连市的西南部，是大连下属的一个市辖区。

旅顺口东临黄海、西濒渤海，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北依大连，距大

连市区 45km。旅顺口是“大连海滨——旅顺口风景名胜区”的组成部分。

全境属长白山余脉构成的沿海丘陵地带，东高西低，山丘较多，平均海

拔 140 米，最高峰老铁山海拔 465.6 米，它直临黄渤海分界线，被称为

辽宁的“天涯海角”。

主要景点有：白玉山、旅顺博物馆、旅顺火车站、胜利塔、中苏友谊塔、

水师营会见所旧址、苏军烈士陵园、203 高地、电岩炮台、东鸡冠山日

俄战争遗址、日俄监狱旧址、南子弹库、蛇岛、万忠墓纪念馆、旅顺蛇

博物馆、世界和平公园、旅顺军港（军港公园）、老铁山、龙塘水库樱

花园、老铁山温泉、旅顺海军兵器馆等等。

地址：大连市旅顺口区

到达交通：大连去旅顺既有火车也有公交车

铁路：大连到旅顺的支线铁路全长 61km，从 1903 年运营至今已有近

百年历史。这条“百年老线”现在每天运营两趟往返列车：N129/N130次，

6331/6332 次；

公交车：旅顺口城区内有 9 条公交线路，单一票价 1 元。

逍遥仙  旅顺旅游以观历史为主，主要以日俄和清朝海军史有关，喜欢历

史的人可以去看看，景点比较分散，感觉门票都比较贵。

http://www.mafengwo.cn/i/7597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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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大连沙河口区万岁街 77D2614 室

联系方式：0411-84510767

参考价格：188、228、268 元 / 间

大连奥利加尔大酒店

位于市中心繁华的中山路中段，邻近大连市人民广场、奥林匹克广场和

中山公园等。酒店服务很好，房间大。

地址：沙河口区中山路 418 号

联系方式：0411-39679999

参考价格：398-668 元 / 间

YY  酒店位置、环境、性价比都可以满足客人要求，出行方便，服务到位，

下次来还入住此店，也会介绍朋友入住。

大连香洲花园酒店

位于大连市西岗区中心繁华地段。酒店由南塔、北塔和贵宾楼三个部分

组成，邻近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去火车站、飞机场、星海广场、

中山广场都非常方便。酒店还配有有篮球场，羽毛球场，桌球馆。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长春路 171 号

联系方式：0411-88856688

参考价格：449-1029 元 / 间

ad 酒店环境很好，很干净，房间比较舒适，早餐也不错，周围交通还可以。

中山广场商圈 

该区域位于大连市人民路西端的尽头，是大连观光旅游的黄金地段。靠

近大连火车站和大连客运码头，交通非常便利。这一区域有不少经济型

住宿，环境舒适，条件良好，但价格相比市中心和海滨度假村便宜很多，

适合预算较少的游客。

大连香格里拉大酒店

是大连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位于繁华的商业街上，交通方便距大连国际

机场仅 20 分钟车程，离滨海路很近，去老虎滩非常方便。酒店硬件设施

和各项服务一流。

地址：大连市人民路 66 号（位于人民路商业街 , 与中山广场相邻）

联系方式：0411-82525000

参考价格：1100-2410 元 / 间

大连康莱德酒店

于东港金融商务区的中心位置，毗邻大连国际会议中心，高档奢华的商

务酒店，拥有一流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紧邻大连港，景观不错。唯

一不足就是周边还在建设，对居住的体验可能有一定影响。

地址：中山区人民东路 31 号

联系方式：0411-86776666

参考价格：1251-3183 元 / 间

大连船舶丽湾大酒店

位于民主广场，邻近大连港客运码头、大连火车站，地理位置优越，交

通便利。是四星级高档酒店，服务很好，部分房间还可以欣赏到海景。

地址：中山区民主广场 8 号

联系方式：0411-82123888

参考价格：399-1580 元 / 间

老虎滩风景区 

老虎滩风景区是大连市最主要的海边风景度假区，包含圣亚海洋世界、

傅家庄海滨浴场、虎滩乐园等多处著名旅游景点。这一区域的住宿以高

档酒店和度假村居多，住宿价格偏高，适合经济条件比较好，对住宿要

求比较高的人士。在风景区内住宿，饭后漫步在无人的海边，听涛声阵阵，

无疑可以享受不一样的夜晚。

大连美丽国际青年旅舍

旅舍位于大连市中心滨海路附近，距离滨海路及傅家庄海滨浴场仅 15 分

钟路程，距离大连森林动物园 1.5km，老虎滩海洋公园 3km。旅舍位于

别墅区内，周围群山环绕，环境幽静、清雅。

地址：大连西岗区八一路 133 号仲夏花园 8A

网址：http://www.yhachina.com/ls.php?id=222

联系方式：0411-82470837

参考价格：50、55、60 元 / 床，130、140 元 / 间

大连金海大酒店

酒店位于中山区解放路上，毗邻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不过去其他地方

交通不太方便，酒店设施也比较旧。喜欢游玩海滩的游客可以考虑在这

住宿。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路 655 号

联系方式：0411-39666688

参考价格：398-898 元 / 间

大连泰达美居酒店

酒店位于风景宜人的中南路，毗邻著名的虎滩海洋乐园、棒捶岛等风景区。

地址：中山区中南路 205 号

联系方式：0411-82881999

参考价格：368-888 元 / 间

Gyy  不错，有带厨房、洗衣机的房间，适合带孩子的三口之家入住。17

楼是复式，但实施偏旧；8 楼是套房。遗憾的是不能看海，但能看山。

金石滩风景区 

金石滩的十里黄金海岸、仙峪湾海滨度假区等都有宾馆或度假村可以住

宿，不过这里的价格通常都比市区贵不少，适合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游客。

金石滩景区凉爽宜人的气候、诱人可口的海鲜、绮丽迷人的海岸、星罗

密布的海滩以及完备的旅游设施，已成为人们避暑消夏的首选。

大连星海假日酒店

紧邻星海广场和星海公园，视野非常开阔，部分房间可以饱览全海景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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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高档酒店，住过的人对这里评价都非常不错，不过价格稍贵。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湾广场 C1 区 32 号

联系方式：0411-84677777

参考价格：668-1188 元 / 间

大哥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湾广场 C1 区 32 号

汉庭酒店（大连黑石礁店）

酒店位于星海公园西畔、中山路西端，与圣亚海洋世界、黑石礁海滨公园、

软件园、高新园区、理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相毗邻，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尖山街 241 号

联系方式：0411-84759999

参考价格：189-237 元 / 间

其他酒店

大连蜜月之恋精品酒店

酒店设计以“蜜月”为主题，外形像别墅建筑，装修风格浪漫、温馨，

服务周到。而且酒店位置不错，不临街，非常安静，离轻轨 3 号线很近，

去金石滩和火车站很方便。距华南广场商业圈不远，酒店旁边有大超市、

海鲜市场，小吃都有，价格不贵，经济实惠。

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泉水 B2 区 1 号楼 1 楼

联系方式：0411-66992187

参考价格：340-510 元 / 间

大连和平海景精品酒店式公寓

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和平现代城 D 座内，毗邻星海广场，周边有

大连自然博物馆、星海公园、圣亚海洋世界、国际网球中心、滨海路、

森林动物园、西安路商圈。公寓拥有魅力豪华海景房、现代时尚街景房、

温暖旅游家庭房、休闲舒服大床房等多种房型。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星海湾中山路 552 号和平现代城 D 座

联系方式：0411-86668118

参考价格：120-300 元 / 间

餐饮 Eat

大连人大多是山东人的后裔，因此大连菜也属于鲁菜系。大连靠海吃海，

这里盛产鱼、虾、蟹、贝、藻类各种海鲜，因此大连的美食多以海鲜为

主要原料，兼蓄中外之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大连的名菜有红烤全虾、清蒸灯笼鲍鱼、清蒸加吉鱼、五彩雪花扇贝、

大连虾酱、油爆海螺、红烧海味全家福、炒海肠子、八仙（鲜）过海、

珍珠海胆、群鸭抱海参、彩蝶虾等。

除了海鲜，还可以选择烧烤，多和海味有关，比如特色的铁板烤鱿鱼。

烧烤店通常营业到半夜，夜市很热闹，是三五好友聚会的好地方。推荐

大连站前广场的烧烤一条街，午月海鲜烧烤店、桃源烧烤城、王子饭店

海鲜自助口味都不错。

大连餐饮场所众多，比较有名气的高档海鲜店有天天渔港、万宝海鲜坊、

富哥海鲜坊、中山园鲍翅炖品店、品海楼、麻记海鲜酒楼等；大众饭店

有光彩酒家、大连湾饭店、黑石礁酒楼、双盛园美食广场、老菜馆、大

盘小渔村、开发区南砣渔村、小九州海鲜饭店、金石滩春妮海味饭店等；

特色小吃和平民饭馆主要集中在火车站附近的商业街区，如胜利广场地

下、新马特 5 楼、百年商城、八一路美食一条街。

 Baby 星海湾附近的渔港明珠的海鲜，位于沙河口区连山街 58 号
星海会展广场 E 区 27-35。人均消费 223 元。味道不错，都是自选的新

鲜海鲜。

五彩雪花扇贝

主料是新鲜活扇贝和蛋清，配料是青豆、葱、料酒、酱油和味精。由蛋

清制作的像银白色的雪花镶嵌着颗颗犹如珍珠的扇贝，周围用时令菜叶、

胡萝卜、辣椒等摆成图案做装饰，五彩缤纷，质嫩味鲜，清淡爽口，食

而不腻。

清蒸灯笼鲍鱼

用带壳的活鲍鱼，切成灯笼形状，放入原壳，用葱、姜、盐、味精等做调料，

上屉蒸 7 分钟即成。这道海鲜既保持原有形状和色泽，用筷子提起来像

灯笼，放在彩盘上，又像一枝大菊花，吃时再浇上汁液，特别鲜美爽口，

沽酒而餐，别有风味。

红烤全虾

主料是不除皮、只除肠的全对虾，加姜、葱、植物油煸炒后，加绍兴酒、白糖、

精盐，再放到锅里用慢火烤，收净汤。出锅后的大虾，头尾连在一起成

花瓣形，盛在大圆盘中，犹如一朵盛开着的牡丹花，火红明亮，色泽喜人，

虾肉肥美、鲜嫩香甜，醇而不腻。

清蒸加吉鱼

主料是鲜加吉鱼，用姜、葱、冬菇、金华火腿、冬笋等配料按颜色放在

鱼身上，上屉蒸 15 分钟即可。此菜外形美观，既有鱼的鲜味，也有飞禽

肉的香味，是酒席上的佳品。

大连虾酱

大连的虾酱主要是说不同饭店自己调制的虾酱，配以大葱和大连特有的

咸鱼饼子等面食，味道鲜美。还有就是罐装成品虾酱，大连本地人评价

不怎么高。一般只有两种吃法：一是加上一枚鸡蛋，少许葱花、色拉油，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http://www.mafengwo.cn/i/732458.html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11中国系列

上锅蒸熟就着大葱，面饼吃；还有就是虾酱豆腐，加虾酱，少许水，在

稍微焖一下即可。

炒海肠子

海肠子是软体动物，它身体呈半透明状，颇像一截肠头，为此得名。大

连只有夏家河子海滩盛产。它营养价值高，味道最为鲜美，素有 7 个海

肠子胜过 1 个鸡蛋的营养之赞誉。海肠子吃法也不少，把它洗净切成丝，

用其时令菜蔬伴炒均可。

海鲜焖子

焖子是由地瓜粉熬制的凉粉做成，把大块的凉粉放在平底铁锅里，放少

量油，用铲子把它压成小碎块，小火慢煎，把外面煎焦了，出锅后淋上

炒好的虾段、海螺片等海鲜再加入蒜泥、芝麻酱、酱油、醋、等调料，

香喷喷的“海鲜焖子”就做好了。

Crystal_Chou   大连特产——焖子！吃上去像凉粉，不过不错，挺有

口感·····

7-8 月大连封海，这时基本没有新鲜的海产品，不适合吃海鲜。夏

季吃海鲜或烧烤的时候，一定要多吃些大蒜，以防水土不服或食

物不新鲜而吃坏肚子。

餐厅推荐

2 路车站小丸子

是大连最具人气的小吃之一。它在日本章鱼小丸子的基础上，改良为最

适合大连人的口味，因第一家店在 2 路车终点站，而被人们熟称得名。

章鱼小丸子 10 元 / 份。主打招牌有章鱼小丸子、金针菇牛肉卷、土豆泥、

金枪鱼三明治等。人气很旺，一般点餐需要排队，等餐也需要排队。也

有很多人从大老远跑到市中心，不为买衣服就为吃上一口小丸子。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青三街 1 号大连商场对面（近 2 路车站）；沙河口

区西安路 38 号；西岗区中山路 9 号奥林匹克广场内；中山区天津街

网址：http://www.dlxwz.com/shouye-65766.html

联系方式：13387880253

人均消费：16 元

Crystal_Chou   招牌章鱼小丸子……真的很对味啊！吃过之后再也不

想吃其他家的了。人灰常的多，不过真的很美味，等多久都值！！

糯米香

是大连的“老店”，主要美食又炸元宵、红豆粥和驴打滚。炸元宵“论个卖”，

“外皮厚实酥脆”，馅儿里有青红丝、芝麻和糖。红豆粥一直在锅里熬着，

上桌时还冒着热气，喝一口绵软黏稠，非常暖胃。价格不贵。

人均消费：10 元

长江路店

地址：中山区长江路 198 号（海源电子城斜对面）

联系方式：0411-82592442

西安路店

地址：沙河口区西安路 60 号民勇大厦 1 楼（近五四广场）

中山公园店

地址：沙河口区联合路中山公园（黄河路口）

思 444444444444   推荐这个地方，老字号，里面的服务员都是大姐

大妈们，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类吃食店，总觉得有安全感。 

新东方渔人码头

大连首屈一指的吃海鲜的地方，口味很不错！不同于大部分大连的海鲜

店，他们比较偏“粤式口味”。这里消费不低人均消费在 100-300 元之间。

地址：中山区港湾桥港湾广场 3 号

联系方式：0411-82706999

人均消费：161 元

石槽山庄海鲜饭店

饭店建在海边的悬崖之上，可以一边品味美食，一边欣赏美景。这里的

海鲜非常新鲜，随捞随做，口味很不错，不足就是离市区稍远。很有特

色的是碳烤生蚝、盐烤大虾，墨鱼仔蛋汤。人均消费在 100-200 元之间。

地址：中山区石槽村 3 号

联系方式：0411-82881175

人均消费：121 元

野外海鲜烧烤

在大连比较有名气的一家海鲜烧烤店，很多人都慕名而去。这里不仅味

道非常好，而且价格非常适中，人均消费在 50-100 元之间（偶尔还有

团购）。除了传统美味之外，锡纸烧烤是这里的一大特色。

地址：西岗区高尔基路 69 号

联系方式：0411-83701869

人均消费：86 元

大地春饼店

这是大连的老子号了，春饼、鱼香肉丝、京酱肉丝是这里的招牌菜。这

里的菜口味偏咸，建议点一些清淡的菜。

地址：河口区黄河路 696 号

联系方式：0411-84611688

人均消费：45 元

Doing  菜偏咸，胜在价格是比较亲民的。就餐环境相当的吵了，一起吃

饭讲话都得吼

不二心包子

声名远扬的包子铺，门口总是排着长队。除了小笼包和各种馅的大包之外，

馄饨的口味也很不错！

地址：（兴工街店）沙河口区兴工街 10 号；（解放路店）中山区解放路

430 号；（数码路店）甘井子区黄河路 667 号锦辉商城对面等

人均消费：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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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烤肉

非常有特色的自助烤肉店，分量很足，价格实惠，服务员态度很好，性

价比非常高！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三八广场家乐福对面

联系方式：0411-82716407

人均消费：52 元

番茄子大  烤肉的味道真的很不错，正宗，性价比也很高。五花肉炒辣白

菜太咸，不过很好吃，铁板豆腐绝了。

购物 Shopping

大连的中心购物区域主要在大连火车站前的繁华地带。这里由天津街步

行购物一条街、青泥洼桥两大商业圈组成，两者通过胜利广场综合百货

连成一片。大连市内还有西安路、和平广场、人民路等商圈，既有秋林、

友谊、百盛等购物中心，又有沃尔玛、家乐福之类的大型超市，购物十

分便捷。

在大连购物，一定不要忘记买一些特产，像海八珍、红虾酥心糖等海味

产品，红玉苹果、黄金桃子、大连樱桃等水果及贝雕工艺品、玻璃制品、

绣品等。大连的贝雕千姿百态，有巧夺天工的珍贵大型贝雕，也有用几

个精巧贝壳穿在一起的小型饰物，买一些扇贝、海螺做成的漂亮工艺品

带回家，可以在让家里也充满海的气息。

喜欢买衣服的游客一定要在九月来大连，那时有机会买到许多在国际服

装节上展示的服装。此外，每年十一月至次年一月在大连举行“冬季购

物到大连”促销活动，除了各个商家的大幅度打折酬宾活动外，还有丰

富多彩的文艺演出。

海八珍

海参：名贵的海产品。尤以北方刺参品质最佳。大连市长海县产的“五行刺”

被称为“参中之王”，营养价值极高，被列为“海八珍”之首。

鲍鱼：是一种腹足类软体海贝，鲍的足部肌肉发达，细嫩可口，营养丰富。

鲍的壳大而坚厚，名石决明，可入药。鲍也是“海八珍”之一，素有海

底软黄金之称。

扇贝：因它的外形象扇子，故得名。鲜扇贝煮熟后即可直接鲜食，又可

蘸佐料而食。将扇贝丁取出晒干后，可制成著名的海珍品——干贝。

对虾：体态优美，肉质鲜美、细嫩，营养丰富。大连是我国对虾主要产

地之一，春天的虾肉最肥。

蚬子：又称蛤，大连地区常见的有花蚬子、沙蚬子、文蛤、鸟蛤、青蛤

等几十种，煮食、凉拌、爆炒、做馅，味道均佳。

海红：又称贻贝，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大连人喜食的重要海味。

蚶子：又称毛蚬子。主要生活于近海的松软泥中，肉质鲜嫩肥厚，味道极佳。

牡蛎：又称海蛎子，既可熟食，又可鲜食。把鲜海蛎子经油炸后，可烹

饪成炸蛎黄。把海蛎子与酸菜放在一起炖，可做成海蛎子火锅。

樱桃

大连樱桃共有 5 种，即原产我国长江流域的中国樱桃、山樱桃、欧洲酸

樱桃、欧洲甜樱桃、杂交培育出的大连甜樱桃。品种有“原红”、“日出”、

“早丰”、“那翁”、“红灯”、“红蜜”等。

贝雕工艺品

大连的贝雕千姿百态，琳琅满目。有巧夺天工的珍贵大型贝雕，也有用

几个精巧贝壳穿在一起的小型饰物，而大连贝雕是辽宁首创的特种工艺

品。贝雕画构图完美，色彩绚丽，形态逼真，栩栩如生，题材为花鸟、

山水和人物三大类。                   

桃子

大连桃子品种繁多。撒花蟠桃，花儿一凋谢即有甜味；油桃，光滑无绒毛，

酷似李子；金黄色的黄金桃，甜酸芳香；水蜜桃，汁浓味美；“黄露”、

“黄甘”耐储存，肉质细嫩，是加工罐头的优良品种。大连是全国黄桃

的最大生产基地。

天津街步行购物一条街

天津街始建于 1909 年，是大连商业发祥地。地处金融中心、商业中心、

文化中心、信息中心、国际航务中心和大连市唯一的中央商务中心区。

距大连火车站仅 200 米，大连港仅 300 米。这里是大连购物、餐饮、

娱乐的中心。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天津街

到达交通：可乘 40、201、403、707、712 路在民生街下车；或者乘

40、414、613、702、707、712 路到天津街下车

辽渔集团远洋食品专卖店

是各类海产品专卖店，价格相对实惠，主要是不掺假。还销售各种礼盒，

很适合作为礼物购买。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朝阳街 52 号（三八广场附近）

大菜市

大菜市位于大连火车站后面，原名双兴市场，不过人们通常叫大菜市。

这里有鱼、水果、蔬菜等各类市场，是购买特产的一个选择之一。不过

这里的假货比较多，而且没有一定的砍价功底在这也难逃一“刀”。

地址：大连市双兴街（火车站以北）

娱乐 Entertainment

大连的娱乐活动，现代的和传统的并存一体。充满乐趣的主题公园，温

馨浪漫的广场散步，还有传统的民间娱乐活动互为补充，令人乐而忘返。

大连还是一个国际化都市，世界各地的艺术表演也很精彩。当然，在大

连的海滨赶海戏水，是游玩大连的保留节目。

下海游泳

大连有 9 个海水浴场，到海滨浴场游泳、拾贝、观海、享受沙滩等活动，

几乎是每个来到大连的游客必会安排的。

金石滩国宾浴场

位于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黄金海岸的中心位置，沙软滩平，水质

清洁，是辽东半岛最佳的海水浴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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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河子浴场

浴场位于大连是甘井子区北部渤海海峡，距市中心 16km 左右，海岸线

长 1.2km。这里最大的特点是沙滩广阔平坦，风平浪静，海滩为柔软均

匀的细沙泥质。离岸几十米也只有齐腰的水深，因此这里非常适合初学

者游泳，被称为天然的游泳池。

地址：甘井子区北部渤海海峡

费用：免费

到达交通：从大连火车站乘坐开往夏家河子的公交车或者火车到达

大黑石海滨浴场

浴场位于营城子镇西部，距市中心 30km，有 3.5km 的黄金海岸线，

160 处自然和人工雕琢的景观，其中著名的月亮湾海水浴场最吸引游客，

这里水质清澈，滩缓、沙纯。

地址：营城子镇西部

费用：8 元

到达交通：在火车站乘坐“建设街——大黑石”（全程 2 元）的公交车

可到达

海滨浴场比较

1、水质    

棒棰岛浴场：海水几乎未被污染，水质清澈洁净。    

傅家庄海滨浴场：水质清洁，透明度可达 3 米以上。    

金沙滩海滨浴场：水质优良。

2、水深 

畅游型：傅家庄海滨浴场，深水浴场，海底呈锅底形，水下坡度较大，

该浴场 150 米警戒线外有急流，提醒泳客注意。棒棰岛浴场，南

北坡度较大，北侧水较深，潮流平稳。

戏水型：夏家河子海滨公园浴场，离岸几十米也只有齐腰的水深，

风平浪静，被称为“天然游泳池”，特别适合儿童戏水和初学者练手。

大黑石海滨浴场，滩平浪缓，主要以浅滩为主，潮流平稳。

3、沙滩    

金石滩十里黄金海岸浴场：十里黄金海岸能容纳 10 万游客，滩平

浪缓，铺设人工细沙，是“沙滩文化节”的主会场。

夏家河子海滨公园浴场：海滩为柔软均匀的细沙泥质，柔软舒适。    

星海湾海水浴场：整个沙滩都是用从北戴河运进的优质沙铺的，

厚达 3 米。大黑石海滨浴场：以前曾是一片沙场，沙质细腻，人

体舒适度很高。

4、风景

棒棰岛浴场：浴场周围山峦起伏，树木茂密，悬崖峭壁险峻，著

名的棒棰岛国宾馆是当年国家领导人的避暑疗养地。

金石滩十里黄金海岸浴场：十里黄金海岸风情万种，优美的天然

风景和现代感浓郁的人工景观完美融合。

观景散步

大连是浪漫之都，这里是中国广场最多的城市，数十个广场多姿多彩。

32km 长的滨海路将诸多旅游景点连接起来，宛如一条玉带飘逸在大

连的海滨。一边悠闲散步，一边观赏美景，散步都会是一件浪漫的事。

可以选择星海广场、中山广场、人民广场、海之韵广场、大连滨海路等

地方。

地址：大连海滨中路，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中部

费用：免费

到达交通：从大连火车站乘轻轨可直达金石滩，票价 8 元

星海公园浴场

位于大连星海公园内，沙滩为沙粒卵石混合。

地址：大连沙河口区中山路 634 号

费用：免费

到达交通：乘坐 23、406、28、202 路电车、801、901 路观光车在

星海浴场车站下车

星海湾人工浴场

位于星海广场的南部海岸，海滩全长约 2000 米。整个沙滩都是用从北

戴河运进的优质沙铺垫的，厚达 3 米，弧形海岸两头的防波堤使湾内风

平浪静。

地址：星海广场的南部海岸

费用：免费

到达交通：乘坐 23、406、28、202 路电车、801、901 路观光车在

星海会展中心车站下车

傅家庄浴场

位于海滨风景区中部傅家庄公园内，浴场两端为小丘所夹，中央腹地平

坦开阔，海岸线长 450 米，沙滩平均宽度 31.5 米。这里海水污染少，

水质清澈，沙质柔软。

地址：西岗区滨海西路

费用：免费

到达交通：乘坐 702、5、541 路在傅家庄车站下车

棒棰岛浴场 

位于大连海滨风景区东部，海滩长 75 米，海滩由均匀的小卵石组成，水

质清澈，无污染，潮流平稳，南北坡度很大，北侧水深。浴场周围树木茂密，

悬崖峭壁险峻，风景秀丽。浴场实行综合性封闭管理，更衣、淋浴等服

务设施齐全。

地址：大连海滨风景区东部

费用：20 元

到达交通：没有直通公交车，可以乘坐 712 路公交车在山屏街下车，然

后打车前往，8 元左右

金沙滩海滨浴场

位于大连市滨海路西段，距傅家庄浴场很近。海水碧透，水质优良。人

工筛制的细沙滩，柔软宜人。

地址：大连市滨海路西段

费用：2 元

到达交通：乘 702、5 路在银沙滩车站下车；或者星海广场附近乘坐出

租车前往，费用大约 10 元左右

东海公园浴场　

大连市北部海滨风景区的最东端，两面与黄海相接。水质优良，无污染，

沙滩多为鹅卵石。

地址：中山区解放路

费用：10 元

到达交通：乘坐 31、24 路公交车到寺儿沟下车，换乘 59 路终点既是

东海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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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s线路推荐

大连可以玩的地方有很多，当然绝大多数景点都围绕着“海”这个主题。

像旅顺、海洋公园、发现王国、金石滩等景点都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来游玩，

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和时间的多少进行增减和筛选，合理来安排

自己的行程。

大连旅顺五日游

线路设计

D1：老虎滩海洋公园——滨海中路（北大桥）——傅家庄——奥林匹克

广场 / 人民广场

D2：森林动物园——星海广场——星海公园——自然博物馆——黑石礁

公园

D3：金石滩 1-2 日游

D4：旅顺火车站——旅顺口——旅顺军港（军港公园）——白玉山——

旅顺海军兵器馆——日俄监狱旧址——万忠墓纪念馆

D5：老铁山——旅顺博物馆——旅顺蛇博物馆——中苏友谊塔——胜利

塔——天津街

线路详情

D1：老虎滩海洋公园——滨海中路（北大桥）——傅家庄——奥林匹克

广场 / 人民广场

早上由大连火车站乘坐 30 路公交车，直达老虎滩海洋公园。观赏珍稀可

爱的海洋动物，还有他们的动物表演。推荐：极地馆、珊瑚馆、岛语林。

下午从海洋公园出来之后沿滨海中路步行，经北大桥至傅家庄，欣赏大

连最美的滨海美景。晚上可以去奥利匹克广场或者人民广场欣赏夜景。

D2：森林动物园——星海广场——星海公园——自然博物馆——黑石礁

公园

早上先参观森林动物园，欣赏各类动物、植物。然后抵达亚洲最大的城

市广场——星海广场。再沿海边步行，沿途游览星海公园、自然博物馆

和黑石滩公园，与大海亲密接触。

D3：金石滩 1-2 日游

从火车站乘轻轨到达终点金石滩，这里有很多地方可以选择：金石滩滨

海国家地质公园、金石世界名人蜡像馆、金石滩地质博物馆、金石缘公

园（金石园）、十里黄金海岸、万福鼎公园、中华武馆、发现王国主题

公园等。不过“发现王国主题公园”需要玩一整天，其他的景点串起来

游玩也需要一天时间。（若是 6-9 月来，可以选择在这玩两天，第一天“发

现王国”可以从开园一直玩到夜场结束，第二天游览金石滩其他景点）

D4：旅顺火车站——旅顺口——旅顺军港（军港公园）——白玉山——

旅顺海军兵器馆——日俄监狱旧址——万忠墓纪念馆

早上早起，到大连火车站赶 6:50 的 6331 次火车前往旅顺口区，票价 4.5

元，可自备早餐在火车上吃。8 点半左右到达旅顺，火车站是一座造型别

致、俄罗斯风格木质建筑物，配上欧式站台，很有异国情调。接着步行

去著名的旅顺军港，这里已经辟为公园对普通游客开放。之后，打车前

往白玉山风景区，这里是游旅顺必到的地方，可以乘索道上山，风景优美，

同时有白玉山塔和旅顺海军兵器馆等战争遗迹。从白玉山下来，吃过午饭，

打车前往日俄监狱旧址和万忠墓纪念馆参观，凭吊历史。旅顺城区比较小，

打车前往景点比较方便。晚宿旅顺。

D5：老铁山——旅顺博物馆——旅顺蛇博物馆——中苏友谊塔——胜利

塔——天津街

早上从旅顺汽车站乘长途汽车到老铁山游玩，登临老铁山的百年灯塔，俯

瞰黄海与渤海，能够看到泾渭分明的分界线。乘长途车返回旅顺城区吃午

饭，然后前往旅顺博物馆参观。旅顺蛇博物馆、中苏友谊塔、胜利塔也都

集中在这里，是否全部参观可以视时间而定。下午打车到旅顺火车站，赶

16:25 的 6332 次火车返回大连。傍晚在市中心的天津街逛一逛，品尝美

食或者买一些旅游纪念品。至此结束愉快旅程。

大连滨海路徒步 2 日游（逍遥仙推荐）

线路设计

D1：老虎滩——北大桥——燕窝岭——傅家庄——星海广场——星海公园

D2：迎宾路——海之韵公园——棒棰岛——石槽——渔人码头

线路详情

D1：老虎滩——北大桥——燕窝岭——傅家庄——星海广场——星海公园

坐车到老虎滩，然后开始往鸟语林方向（群虎雕像方向）徒步。沿途经

过北大桥到燕窝岭婚庆公园（一定要进去，并要下到海边去，门票好像

是 15 元）。从北大桥出来，步行 30 分钟左右，靠海的一边，有一条往

下的路，见到“大连市团 .....”的字样，从这条路下去就到傅家庄。傅家

庄很美，可以在这里多停留一些时间，休息、拍照、戏水。沿傅家庄的

海边一直走，到达傅家庄的一个广场，这里有一个大大的海螺标志。如

果体力好，可以沿滨海路一直步行到星海广场（约 3km 左右），如果体

力不够，可以考虑打车到星海广场。晚上可坐 16 路或 15 路（星海公园

可考虑）返回。如果错过公交，打车返回也不会太贵。如果从傅家庄返

回的话，也很方便，坐 5 路公交就可到达火车站。

D2：迎宾路——海之韵公园——棒棰岛——石槽——渔人码

乘 703 路到山屏街（终点站），沿一个台阶路上桥，沿与桥相反的方向走，

就是迎宾路。迎宾路是一条很漂亮的路，一直走下去就到了著名的棒棰

岛风景区（门票 20 元）和海之韵公园（门票 10 元）。

棒棰岛或海之韵公园出来后，如果体力好，且时间允许的话，可以沿滨

海路往石槽、渔人码头方向徒步（约 7km），边走边欣赏海边风景。傍

晚可以在渔人码头停留一段时间，感受大连的浪漫。从渔人码头可以坐 2

路或 712 路车返回，要留意一下乘车时间。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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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逍遥仙 海边礁石——摄于燕窝岭婚庆公园 

 

Festivals节庆

啤酒节

大连啤酒节每年 7 月底至 8 月初举行，前身为中国啤酒节，前三届在北

http://www.mafengwo.cn/i/7597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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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举办后于 2002 年移师大连。如今已经成为了大连的一项传统节日。

大部分都是由啤酒厂商直接投入人力、物力进行现场活动组织，而不是

由经销商、代理商现场运作。

大连服装节

服装界始于 1988 年，每年 9 月初在大连举办，是一个集经贸、文化、

旅游于一体的国际性经济文化盛会。

赏槐会

节日期间，在各个车站、旅游景点、商场橱窗等地会有各种人偶展示，

会从节日前半个月持续到节日当天。

时间：3 月 3 日

大连国际马拉松

大连素有“东方槐城”之美誉，每年 5 月槐花盛开，满城飘香。大连赏槐

会始于 1989 年，每年的赏槐会都是人山人海。每届赏槐会都会有盛大的

巡游表演、开、闭幕式演出。对大连这座城市来说，赏槐会已经成为全城

市民的节日。

烟花爆竹迎春会

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二到初八，大连都举行烟花爆竹迎春会，并且以其年

味浓、情趣雅、气氛火而名闻遐迩。节日活动丰富多彩，有彩灯冰雕汇

展、烟花焰火表演、风味美食品尝、花卉奇石展销、趣味游乐、绝活绝技、

杂技曲艺等。

实用信息 Practical Information

语言

大连的方言是“胶辽官话”，与普通话比较相近。

银行

大连的银行很多，基本上所有国内比较大的银行在大连都有分支机构。

邮局

大连的邮局也非常多，各类邮政服务非常方便。

电话

大连旅游局：0411-82821551

大连消费者协会：12315

大连市消协投诉部：0411-84358583

市政府市民投诉举报中心：12345

匪警：110

火警：119

急救中心：120

交通事故：122

公安短信报警：12110

天气预报：12121

红十字会急救台：999

网络

无论是酒店还是网吧，上网是非常方便的，很多休闲、公共场所还有

WIFI。

医院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地址：大连中山区中山路 222 号

联系方式：0411-83635963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467 号

联系方式：0411-84671291

大连市中心医院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 826 号

联系方式：0411-84412001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

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距市中心 10km，是国家一级民用国际机场，目前

开通了多条国内、国际和特别行政区航线，与 15 个国家、89 个国内外

城市通航，其中国内航线 98 条，国际和特别行政区航线 47 条。 

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迎客路 100 号

网站：http://vote.feeyo.com/airports/list/DLC.html

到达交通：

公交车：机场有 516、532、610、701、710 等公交线路直达大连市内，

票价 1 元，40 分钟左右；

机场大巴：按航班班次和客流安排发车，机场——友好广场，中途不停站，

票价 10 元 / 人；

出租车：都排队等候在机场大门的最右侧，若从大连市中心乘出租车约

需 25 元，20 分钟左右即可抵达机场。

火车

大连站

大连火车站位于大连市区中心的青泥洼桥，与东北、华北等铁路网相联结。

大连火车站始建于 1935 年，经 2003 年改建后，成为一等客运站，从

这里始发的列车除东北地区以外，还可抵达北京、上海、武汉等部分全

国大中城市。大连与北京、沈阳、哈尔滨、长春等城市之间有旅游专线

列车，其中大连至沈阳为旅游特快列车，而至其他三个城市的则是全空

调旅游专线高速列车。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长江路 260 号

联系方式：0411-82830024

到达交通：在大连火车站前有 7、13、31、31、101、201、203、

203、 408、414、522、524、531路等公交车，火车站北广场有527路、

541 路停靠。火车站北广场有快轨通往金石滩，连接大连——开发区——

金石滩。

大连北站

为哈大高速铁路和丹大高速铁路而新建的大连北站于 2012 年 12 月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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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船码头还有港区公共汽车接驳，因此需要至少在开船前半小时抵达候

船室，以免延误上船。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 1 号

联系方式：0411-86645107

到达交通：乘 708、13、801 路公交车到大连港客运站下车可到

大连香炉礁港

有发往烟台的班次。

地址：位于大连市西岗区海运街 12 号

大连皮口港

前往长海各海岛的班次由这里发出。皮口港的班期是随潮汐而定，如想

乘船需事先与皮口港联系。

地址：大连普兰店市皮口镇

大连湾新港客运站（辽渔集团码头）

有到烟台的航班，距离大连火车站 25km。 

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

联系方式：0411-39622988

到达交通：大商男店门口乘坐青泥洼桥－大连湾（南线），到“李家街”

下车后向南走 200 米即到，票价 2 元；大连火车站海原电子城对面乘坐

大连火车站——开发区的车，到“李家街”下车后向南走 400 米即到，

票价 2 元；乘轻轨到大连湾站下车后，向南走 800 米即到，票价 3 元

旅顺新港

距旅顺城区 12.3km，开通了往返环渤海沿岸许多港口的航线，如山东

的蓬莱、东营、龙口等。

地址：旅顺口区羊头洼港东侧

联系方式：0411-39622988

到达交通：旅顺汽车站 7:00-17:00 每半小时有一趟车发往新港，约 25

分钟车程；大连北岗桥汽车站每天 10：10、16：25 也有两班直达旅顺

新港的班车，票价 7 元

由于大部分去往大连的轮船都是夕发朝至的滚装船，自驾车的游

客可从天津、秦皇岛、烟台、威海、蓬莱等地直接把私家车开上

轮船底舱，一同运到大连，以方便在大连自驾游。轮船运价较便宜，

一般会比走高速公路花费少些。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出租车

大连出租车起步价 8 元，3km 之后每公里 2 元。夜间（22:00-5:00）

起步价 10.4 元，3km 之后每公里 2.8 元。

大连出租车在前排客人座位前面有一个小动物和数字的标志，乘

客只要记住这个，就不怕遗忘物品之后找不到车了。

用，目前主要是发往沈阳、吉林、哈尔滨方向的动车和高铁。北站位于

大连市北郊，离大连市中心约 20km。

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华北路

到达交通：乘坐 8 路到民跃广场站或乘坐 1 路到大连北站下车；从大连

站打车到大连北站大约 40 元

汽车

在大连境内，201 国道、202 国道、黄海大道高速公路、沈大高速公路

从大连市分别沿辽东半岛的东西两岸向外辐射，形成了大连市对外公路

交通的干线系统。

沈大高速公路纵贯辽东半岛，把沈阳、辽阳、鞍山、营口、大连五大城

市紧密相连。黄海大道（大连——丹东）高速公路也已全线开通。东北

沿边大通道“鹤大线”（201 国道到鹤岗）和纵贯大通道“黑大线”（202

国道到黑河）都以大连的旅顺口区为起点。

大连市区内有 5 个长途客运汽车站。其中的建设街汽车站和港湾桥汽车

站以市外长途客运为主，刘家桥汽车站和黑石礁汽车站则是以开往旅顺

的客运汽车为主，而北岗桥汽车站则主要是开往辽宁省内和旅顺的客运

汽车。

建设街汽车站

车次很多，有发往北京、郑州、太原、合肥、上海、济南、承德等众多

地区的班车。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建设街 36 号

联系方式：0411-83763369

北岗桥汽车站

主要发往丹东、庄河、岫岩、建昌、永城等省内一些地方的班车。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鞍山路 20 号

联系方式：0411-3628681

港湾桥汽车站

主要发往沈阳、鞍山、营口、北京、天津等地的班车。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长江路 14 号

联系方式：0411-2823173

刘家桥汽车站

主要发往旅顺、南沟、乔山、营城子的班车。

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周山街区委一号楼旁

联系方式：0411-86645107

黑石礁汽车站

主要发往瓦房店、庄河、旅顺、普兰店等地的班车。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700 号

联系方式：0411-84662430

轮船

大连港航运发达，开通了至烟台、威海、龙口、蓬莱、莱州以及长海县

各海岛的航班。此外，大连至烟台和长海县的海岛还开通了高速旅游客船。

大连到韩国仁川也有定期客轮往来。

大连市共有 5 个客运登船港口：

大连港客运站

这里有到烟台、威海、仁川的船舶班次。大连港面积很大，从候船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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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

大连的公共交通比较发达，市内有公交线路百余条，其中保留有轨电车

线路 1 条。公交车大多实行无人售票，一元一票制；部分中巴公交车和

旅游专线 901 等豪华大巴票价 2 元。

旅游环路

外地游客旅游观光不妨选择旅游环路，起始站设置在大连火车站广场内

西侧。全线采用日票制，票价 10 元，游客可凭当日车票在途经任意站点

多次乘车，任意上下，不需额外购票。车上配有导游，简要介绍沿途景点。

白天线路和晚间线路停靠的站点略有不同，晚间线路可在星海广场下车

拍照，发车间隔 30 分钟。旅游环路车每年 4 月中旬至 10 月底期间运营，

冬季和遇恶劣天气时停运。

白天线路：8:00-17:00

大连火车站——人民广场——星海会展中心——森林动物园南门——

傅家庄——燕窝岭婚庆公园——北大桥——鸟语林——老虎滩海洋公

园——港湾广场——中山广场——大连火车站。

晚间线路：18:30-20:30

大连火车站——青泥洼桥——希望广场——人民广场——奥林匹克广

场——马栏河桥——和平广场——星海会展中心——星海广场——和平

广场——大连晚报社——奥林匹克广场——人民广场——希望广场——

青泥洼桥——友好广场——中山广场——人民路——港湾桥——人民

路——中山广场——友好广场——大连火车站

游客去偏远的景点游览，事先要了解好公交车辆末班车的时间，

不然会带来很多麻烦；

旅游环路车每经过一次大连火车站，会重新计费，需再次购票。

因此乘车时请留意行车方向和沿途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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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路 南瓜型的大马车非常好看

有轨电车

大连市内的有轨电车很有特色，其源自于 1898 年俄国人在大连开埠，

至今已有 100 多年历史。目前大连市内保留的有轨电车为 201 路和

202 路。201 路有部分老式电车，202 路则全部为新式电车。

201 路西起兴工街，东至海之韵公园（东海公园），全长 12km，中途

无须换乘。实行无人售票，票价视车型不同分为 1 元、2 元。

大连 202 路，是全中国为数不多的有轨电车线路。该线路北起大连市西

商圈，东至高新园区，主要客流是高新园区工作人员和异地游客。

轨道交通

大连轻轨目前有 4 条线路，分别为大连火车站——金石滩、大连火车

站——保税区、大连火车站——九里、九里——开发区。

轻轨票价 1 元起价，按站加价，全程 8 元。

其中大连火车站——金石滩的线路又称大连快轨三号线，是滨城人民往

返新城区与主城区的首选交通要道，全程近 50km，共设 12 个站台，沿

途跨越五个城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开发区、保税区，

终点站为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目前，快轨三号线拥有 20 列国际先进

列车，全天 12 小时（旺季 15 小时）循环对开发车。

 

旅行路上 Travel on the road

推荐阅读

《记忆·大连老街》

老街犹如城市的长者，它们经历了岁月的沧桑，目睹了历史的沉浮，也

见证了城市的变迁。本书在查阅大量史料和不遗余力地实地调查基础上，

复原了大连城区三十余条老街百年来的变迁和传承。

　名称 地址 电话 你的选择

老虎滩海洋公园
大连市中山区滨海中路 9 号
0411-82399409 □

圣亚海洋世界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608-6 号
0411-84581113 □

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
大连市金州区金石路附近
0411-87915807 □

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
近郊开发区金石滩海滨东路 7 号
0411-87912970 □

发现王国主题公园
大连金石滩金石路 36 号
0411-87900000 □

燕窝岭风景区
大连市中山区滨海中路 101 号
0411-82401304 □

傅家庄
滨海西路 53 号
0411-82400574 □

星海广场
大连市沙河口区南部海滨风景区
0411-84377400 □

星海公园
大连沙河口区中山路 634 号
0411-84692514 □

森林动物园
大连市西岗区南石道街迎春路 60 号
0411-82476973 □

自然博物馆
大连市沙河口区黑石礁西村街 40 号
0411-84678900 □

海之韵公园
大连海滨风景区的最东部
0411-82731569 □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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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棰岛
大连市中山区迎宾路 1 号
0411-84339970 □

石槽风景区 大连市中山区滨海东路 □

渔人码头
大连市中山区滨海东路 66 号
0411-82875888 □

旅顺口 大连市旅顺口区 　 □

大连女骑警基地
大连市中山区中青街 9 号
0411-82883866 □

十里黄金海岸
大连海滨中路，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中部
0411-83771071 □

大连美丽国际青年旅舍
大连西岗区八一路 133 号仲夏花园 8A
0411-82470837 □

大连香格里拉大酒店
大连市人民路 66 号
0411-82525000 □

锦江之星（瓦房店西长
春路店）

大连瓦房店市西长春路一段 58 号
0411-85659555 □

大连蜜月之恋精品酒店
大连市甘井子区泉水 B2 区 1 号楼 1 楼
0411-66992187 □

大连和平海景精品酒店
式公寓

大连市沙河口星海湾中山路 552 号和
平现代城 D 座
0411-86668118

□

糯米香长江路店
中山区长江路 198 号
0411-82592442 □

糯米香西安路店
沙河口区西安路 60 号民勇大厦 1 楼

　 □

糯米香中山公园店
沙河口区联合路中山公园

　 □

新东方渔人码头
中山区港湾桥港湾广场 3 号
0411-82706999 □

石槽山庄海鲜饭店
中山区石槽村 3 号
0411-82881175 □

野外海鲜烧烤
西岗区高尔基路 69 号
0411-83701869 □

大地春饼店
河口区黄河路 696 号
0411-84611688 □

不二心包子 （兴工街店）沙河口区兴工街 10 号； □

　 （解放路店）中山区解放路 430 号； □

　
（数码路店）甘井子区黄河路 667 号
锦辉商城对面等 □

汉阳烤肉
大连市中山区三八广场家乐福对面
0411-82716407 □

金石滩国宾浴场 大连海滨中路，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中部 □

星海公园浴场 大连沙河口区中山路 634 号 □

星海湾人工浴场 星海广场的南部海岸　 □

傅家庄浴场 西岗区滨海西路 　 □

棒槌岛浴场 大连海滨风景区东部　 □

金沙滩海滨浴场 大连市滨海路西段　 □

东海公园浴场　 中山区解放路 　 □

夏家河子浴场
甘井子区北部渤
海海峡 　 □

大黑石海滨浴场 营城子镇西部 　 □

艾书吧
大连市振工街 28 号
0411-84614868 □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大连中山区中山路 222 号
0411-83635963 □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467 号
0411-84671291 □

大连市中心医院
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 826 号
0411-84412001 □

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
大连市甘井子区
迎客路 100 号 　 □

大连站
大连市中山区长江路 260 号
0411-82830024 □

大连北站 大连市甘井子区华北路 □

建设街汽车站
大连市西岗区建设街 36 号
0411-83763369 □

北岗桥汽车站
大连市西岗区鞍山路 20 号
0411-3628681 □

港湾桥汽车站
大连市中山区长江路 14 号
0411-2823173 □

刘家桥汽车站
大连市甘井子区周山街区委一号楼旁
0411-86645107 □

黑石礁汽车站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700 号
0411-84662430 □

大连港客运站
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 1 号
0411-86645107 □

大连香炉礁港 位于大连市西岗区海运街 12 号 □

大连皮口港 大连普兰店市皮口镇　 □

大连湾新港客运站
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
0411-39622988 □

旅顺新港
旅顺口区羊头洼港东侧
0411-3962298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