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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大草原
中国最美草原之一

呼伦贝尔大草原， 是世界著名的
天然牧场， 同时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
一， 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草原， 更是
全国旅游二十胜景之一。 呼伦贝尔大
草原四季分明， 被世人誉为世界美丽
的花园， 这里风光优美， 景色宜人，
这里有一望无际的绿色， 有延绵起伏
的大兴安岭， 还有美丽富饶的呼伦湖
和贝尔湖。 所以， 这里也被人们盛赞
为北国碧玉、 人间天堂。 呼和诺尔旅
游景区位于呼伦贝尔草原中心地带，
东面与呼和诺尔湖相依， 南面与海拉
尔河相通， 北面与莫尔格勒河相连。
呼和诺尔景区内绿草如茵 ， 水草丰
美， 景色秀丽， 是呼伦贝尔具有代表
性的草原民俗旅游景点之一。

在大草原里， 金帐汗旅游部落也
是你不能错过的美景， 位于呼伦贝尔
市陈巴尔虎旗境内的金帐汗旅游部
落， 距海拉尔 34 公里。 部落占地面
积 100 万平方米， 以具有蒙古族特色
古朴、 典雅独特风格的砖木结构蒙古
包为主， 由蒙古王爷府、 鄂伦春撮罗
子和达斡尔部落等组成， 还有民族文
化多功能凉厅和多功能观赏博克擂
台、 民族歌舞、 篝火晚会场。

青海湖
中国最美湖泊之一

青海湖地域辽阔， 草原广袤， 河
流众多， 水草丰美， 环境幽静， 四周
被四座巍巍高山所环抱着， 这里曾被
评为 “中国十大最美湖泊”。

青海湖最好的游玩方式就是自
驾。 在这儿沿途都是自驾的车辆， 想
要在哪儿停就可以在哪儿停。 路边是
当地人承包的花海， 很多游客会在这
儿停留。 似乎油菜花海加上这碧水蓝
天成了青海湖游玩的标配。 青海湖的

路上有塔尔寺的神圣 、 青海湖的壮
美、 戈壁滩的荒凉、 油菜花的绚烂、
茶卡盐湖的纯洁和祁连草原的绝美
风光， 都是别的地方不曾见的。

茶卡盐湖是青海四大景之一， 被
旅行者们称为中国的 “天空之镜 ”，
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 “人一生必
去的 55 个地方” 之一。

丹巴藏寨
中国最美乡村之一

丹巴藏寨是一个深藏于横断山脉
中鲜为人知的世外桃源， 这里有无限
神秘的美人山谷、 恬静如诗的乡土民
居。

丹巴， 是嘉绒藏族风情文化的中
心。 位于卧龙—四姑娘山—贡嘎山等
省级重点旅游开发区之间， 处在川西
两大旅游环线的交会点上， 东可进入
大九寨环线， 西可进入大香格里拉环
线， 是四川省旅游西环线上的重要承
接点和重要景区之一。

丹巴藏寨是嘉绒藏寨中最具特色

的。 尤以甲居、 聂呷、 革什扎和巴底
乡最为突出， 几百幢民居依山就势、
错落有致地融于自然环境中， 体现了
天人合一的理念。 远远看去， 充满灵
气的山谷中 ， 翡翠般的青草绿树之
中， 是那沉甸甸的田地和隐在密林深
处的寨房 ， 伴着时有时无的潺潺溪
流， 一幅富有动感的绝妙山寨画卷随
之展示在你的眼前。

天山雪岭云杉林
中国最美森林之一

天山雪岭云杉林是中亚荒漠带最
主要的山地常绿针叶林， 主要分布在
我国新疆天山南北坡、 昆仑山西部、
准噶尔西部 ， 其范围东西绵延 1800
公里， 向西延伸到吉尔吉斯斯坦的天
山与阿赖山， 雪岭云杉一般生长在海
拔 1500~2800 米的中低山-亚高山地
带， 带内森林与山地草甸、 草原、 灌
丛交错分布， 其下缘常与高大的阔叶
林混交， 郁郁葱葱， 五彩纷呈， 形成
绮丽的美景。

天山雪岭云杉攀坡漫生、 四季青
翠、 延绵不绝， 十分壮观。 人们常可
以见到蓝天下被阳光照耀得闪闪发
光、 终年积雪的博格达峰上， 围绕在
天山天池四周的是四季青绿的雪岭
云杉林。 银装素裏中， 优美的雪岭云
杉苍劲挺拔， 震撼人心， 堪称天山森
林的精华。

巴丹吉林沙漠
中国最美沙漠之一

巴丹吉林沙漠是中国第三大沙
漠， 是内蒙古第一大沙漠， 还是世界
最高大沙丘所在地， 位于内蒙古自治
区的西部， 内蒙古高原的西南边缘的

盆地中。 沙漠巴丹吉林享有 “上帝划
下的曲线 ， 苍天缔造的神奇 ” 之美
誉。 这里有众多的沙山和湖泊， 沙山
高大雄伟， 沙脊如刀削一般， 湖水湛
蓝透亮， 蓝得迷离不真实。

巴丹吉林沙漠， 降雨量很少， 每
年降水量不足 40毫米， 但在沙漠的腹
地， 却有着 100多个湖泊， 这种景象在
沙漠是很少见的。 由于它有神奇的湖
泊景观， 被誉为中国沙漠中的奇迹。

巴丹吉林沙漠以 “奇峰、 鸣沙、
湖泊、 神泉、 古庙” 五绝著称， 分别
是： 诺尔图、 必鲁图、 音德日图、 巴
丹吉林庙、 宝日陶勒盖。

江山如画， 国内这些景点美醉了
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见习记者 艾鹏飞 整理
中国地大物博， 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草原、 湖泊、 乡村、 山川、 森林、 沙漠、 峡谷、 峰林、 瀑布……各种旅游美景美不胜收。 今天， 小编
为大家介绍的这几个旅游目的地， 更是藏着中国最美的风景。 有时间的话， 可以出去走走， 看看祖国大好河山， 享用各地经典美食！

巴丹吉林沙漠

丹巴藏寨

青海湖

公 告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除

长沙市以外， 湖南省其他市州的
“金鹰报读者俱乐部” “金鹰读
者服务中心” 合作协议期满， 任何
单位、 公司、 个人， 不得再以任何名
义使用 “金鹰报” 品牌开展 “金鹰
报读者俱乐部” “金鹰读者服务
中心” 活动。 广大读者如若发现
此类行为， 欢迎向我社及当地市
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特此公告。
金鹰报刊社

2021 年 3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