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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市新闻

□梁子晶   孙晓宇

雪，犹如大自然的精灵，闯入冬

天，装饰着浪漫者的梦。

雪，好似一块洁白的地毯，覆盖

着红城大地，惊艳了红城的冬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

雪地也是金山银山。”2019 年，乌兰

浩特市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

会”圣火采集地及火炬传递始发地

这一伟大契机，做大、做强、做热乌市

冰雪旅游市场，全面丰富冰雪旅游产

品 , 打造精品线路，积极融入“乌阿

海满”旅游圈 , 加强四地协同联动 ,

培育壮大旅游市场主体，让红城冬季

旅游火起来。

2019 年，“红城冬韵·银色之恋”

第三届冰雪文化旅游节即将启幕，

从 2019 年 12 月 30 日 持 续 到 2020

年 2 月 29 日。乌市冬季旅游将以冰

雪文化旅游节为主，打造“欢乐洮儿

河·精彩十四冬”“雪镇花乡·寻梦

之旅”“激情雪域·运动梦想”“红

色 记 忆· 蒙 元 底 蕴”等 多 种 主 题

旅游产品，洮儿河生态休闲公园以

“十四冬”为主题，充分利用洮儿河

冰面及两岸，营造浓厚的喜迎“十四

冬”的氛围；在义勒力特雪镇花乡，

主要提供冰雪文化、田园文化、民

俗文化、美食文化等体验，以“共欢

庆、忆 童 年、品 民 俗、玩 冰 雪、乐 健

康”为内容，带给游客别样的冬季旅

游体验。乌兰哈达滑雪场则以“激

情雪域·运动梦想”为主题，建设完

善 700 米滑雪道、800 米雪地摩托车

赛道、200 米雪地魔毯道，打造绿色

生态园茶歇体验，鸵鸟、梅花鹿观赏

区，改造提升餐饮服务水平及环境、

提升服务质量，为广大游客提供多姿

多彩的冰雪项目。

冰雪旅游节期间，洮儿河畔白雪

飘飞，整个河面被白雪覆盖。置身洮

儿河冰雪乐园，这里有各类型体育

赛事活动项目，冰上赛龙舟、滑冰、

雪地足球以及冬泳场地，让游客尽享

“十四冬”全民健身的乐趣。这里还

有适合孩子们玩耍的疯狂八爪鱼戏

雪城堡、冰滑梯、雪地摩托车、卡丁车

等，让大人和孩子在这里能够嗨翻整

个冬天。

在“五一大会”旧址大门实景冰

雕前，“十四冬”的吉祥物“安达”和

“赛努”热情地向来到这里的人们招

手致意，再往里走，就可以看到 20 座

冬运会彩冰吉祥物、“十四冬”唯一

指定产品兴安盟大米冰雪雕塑等 ,

给予游客无尽的冬运想象。

作为冬季旅游的重要地点，花乡

小镇义勒力特也能够给来到这里的

人们足够的惊喜。

2018 年冬季旅游期间，“雪镇花

乡”义勒力特的冰雪体验游项目，推

出了冰上自行车、雪地摩托、雪橇、冰

车、冰尜、雪圈等趣味性、参与性强的

群众性体育活动；复原了上世纪 80

年代乡村供销社，带动乡村旅游农副

产品销售；提升了餐饮接待质量，打

造义勒力特餐饮文化品牌。同时，在

新建成的民俗馆开展各种文艺演出

及书画展活动，聚集人气，丰富旅游

内容，为众多寻找“乡愁”的人们找

到了情感的承载地。

2019 年，乌市在现有基础上在雪

镇花乡整体填充了全境雪域，主打

冬季旅游城市 IP，“共欢庆、忆童年、

品民俗、玩冰雪、乐健康”，在冰雪奇

幻乐园里，有亚洲超大型疯狂雪滑

梯、梦幻儿童乐园、蒙古族跑马体验

等等。游客还可以在年货大集上品

尝红城美味，在萤火虫之光里点燃

梦幻想象，漫野银白、满眼星光、红

烛璀璨、灯火阑珊，夜幕下的雪镇花

乡将带领游客寻找奇幻般的梦境之

旅。

此外，焕然一新的乌兰哈达滑雪

场新增设了绿色生态园茶歇体验区，

鸵鸟、梅花鹿观赏区，以及优质的餐

饮服务水平及环境，将给游客带来除

玩雪以外更多的冬日闲趣！竞速卡

丁车蹦床公园，则有专业卡丁车赛道

和国际标准化大型蹦床，集酒吧、餐

饮、KTV、影院、商务酒店于一体，是

游客追求娱乐时尚的首选之地。

红色文化旅游作为乌市常规性

旅游产品，以成吉思汗庙、“一馆三

址”为核心；在国家、自治区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内蒙古民族解放纪

念馆、“五一大会”旧址、乌兰夫办公

旧址、内蒙古党委办公旧址中探寻红

色记忆，在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成

吉思汗庙感受一代天骄叱咤风云的

心灵震撼，都是不容错过的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在乌市冬季旅游

的画面中，文化成为名副其实的主

角。无论是多元时尚的冰雪文化，还

是底蕴深厚的蒙元文化，亦或是承载

着浓浓“乡愁”的乡村文化，都在无

数个或大或小的细节中绽放着迷人

的光彩。

在冰雪文化旅游节期间，乌市

还将先后举办雪镇花乡·寻梦之旅

第三届冰雪年俗旅游节、喜迎“十四

冬”· 洮 儿 河 冬 季 冰 雪 运 动 会、中

国·乌兰浩特第二届全国冬泳邀请

赛、七人制雪地足球比赛、雪地冰球

邀请赛、正月十五秧歌汇演、成吉思

汗庙祭祀、“喜迎冬运·红城冬韵”

摄影大赛等 10 余项赛事，让广大游

客过足冬季旅游的瘾！

在第三届冰雪文化旅游节期间，

乌市还推荐了四条旅游线路供广大

游客选择。

在“圣火传递·红色洗礼”线路

中，游客可以在“五一大会”旧址打

卡，了解红色历史及 2020 冬运圣火

为什么在乌兰浩特点燃，然后相继

参观游览乌兰夫办公旧址、内蒙古

党委旧址、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

“欢乐洮儿河·精彩十四冬”冰雪主

题乐园。

如果选择了“燃情洮儿河·悦享

雪之乡”这条线路，那么，上午可以在

洮儿河纵享激情赛事，下午则可以体

验义勒力特雪镇花乡的奇幻乐园，晚

上在这里赏冰灯、品美食，在田园小

憩，实现美满冬日的梦想。

 “蒙元盛世·乡音乡情”这条线

路，则可以一览成吉思汗的风采，还

可以了解成吉思汗历史，感受庄重

的祈福仪式；随后前往义勒力特雪

镇花乡感受年俗文化，体验雪镇花

乡冰雪娱乐项目，午餐在义勒力特

农家小炕桌品尝地道的农家菜，午

餐后前往乌兰哈达三合村参观朝鲜

族民俗馆或者到葛根庙田园小镇感

受田园乐趣。

“激情雪域·运动梦想”的线路

是纯玩乐项目，广大游客可以前往乌

兰哈达滑雪场，参与体验“十四冬”

滑雪项目及娱乐项目，下午可以在竞

速卡丁车蹦床公园体验时尚刺激的

娱乐项目，晚上入住竞速酒店。

一直以来，乌市注重倾心培育旅

游市场，助推全域旅游健康发展。通

过打造旅游联盟，发挥旅游企业带动

效益。

在冰雪文化旅游节期间，乌市将

加强对 300 公里范围内航班直达地

等客源目的地的宣传促销，积极参加

自治区、兴安盟两级旅发委组织的旅

游外宣活动；同时，邀请客源地的知

名旅行商、品牌媒体走进红城，开好

冬季旅游宣传推介会，扩大乌兰浩特

冬季旅游品牌影响力。

在区域合作方面，乌市将拓展旅

游线路，通过整合全盟冰雪资源，加

强与旗县旅游合作，继续推出兴安人

游兴安活动；重点加强乌、阿、海、满

线路的旅游合作；积极与京津冀、东

三省地区对接。整合不同地区的优

势旅游资源，联手打造跨区域旅游线

路，建立“线路对接、客源互送、促销

联手、管理协调”的良好合作机制，让

乌市冬季旅游热起来。

让冰雪惊艳整个冬天！

趣味运动会

滑冰

冰上卡丁车

洮儿河生态休闲公园

雪镇花乡

高薪诚聘
      诚聘服务员 5 名，待遇：工资 3500 元＋满勤 300 元 ( 有两个半天公休 )；诚聘吧员 1 名，待遇：3000 元 -3500 元。以

上人员包吃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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