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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怎么游？
——回味带火旅游胜地的《无证之罪》
《当代旅游》编辑部

※ 最佳旅游时间
每年的冬季
1 月 —2 月 和 夏 季
6 月 —8 月 是 最 适
合前往哈尔滨游玩
的季节。冬季体验
冰天雪地的纯洁景
象，夏 季 体 会 凉 爽
舒适的天气。
每 年 11 月 下
旬到次年 2 月末是
这些年文化和旅游融合得越来越紧密，无论是

最冷的季节，气温普遍在零下 20℃—零下 32℃。

看电影还是电视剧，人们常常会被画面中的美景所

建议冬季到哈尔滨的游客上身穿带毛绒的保

吸引。细数那些被影视剧带火的旅游胜地，我们一

暖内衣，搭配毛衣和贴身款的薄羽绒服，外面再加

起回味由《无证之罪》带火的哈尔滨。
哈尔滨作为黑龙江的省会和交通中心，是我国
东北地区北部最大的中心城市。游览黑龙江，必去
哈尔滨。“东方莫斯科”的称号来源于这里丰富、特
殊的历史，俄式、巴洛克式、拜占庭式等各类风格的
西式建筑仍旧在城市中矗立。
哈尔滨国际冰雪节每年 1 月 5 日开幕，会根据
当年冰雪消融的情况确定闭幕时间。有时候持续
到 2 月或 3 月都有可能。在这里可以尽情享受冰
雪所带来的魅力，体验欢乐时光。
哈尔滨是名副其实的“啤酒之城”，中国的第一
桶啤酒就在这里诞生。每到 7 月的哈尔滨国际啤
酒节期间，各大中外啤酒厂商驻扎在冰雪大世界园
区内，游客可以随自己的喜好扎进一个大棚，一定
能够喝个痛快！啤酒节期间还有嘉年华、花车巡游
等娱乐活动，决定好敞开自己的肚皮，在这里释放
自己的激情了吗？
《无证之罪》将外景地选在了哈尔滨，正是借用
了哈尔滨特殊的城市历史背景为犯罪推理题材进行
了铺垫。在寒冷的冬季，
悬疑色彩被渲染得更加生动。

圣索菲亚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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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手机或相机也会由于电力不足容易失灵，尤
其是数码相机更怕冻。在户外拍摄完后，要及时将
相机放进外衣里面保暖，用时再拿出来，一定要多
备些电池。

※ 建议游玩天数
2~3 天。在市内的主要景点游玩大约只需要
2 天时间，如果选择去市郊滑雪需要再增加 1 天或
2 天。要是顺路去雪乡等地，依据个人时间应再增
加 2~3 天。
三日游市内线路推荐：
DAY 1：中央大街—圣索菲亚大教堂—哈尔滨
市人民防洪胜利纪念塔—斯大林公园—松花江。
DAY 2：老道外—龙塔—果戈里大街—圣阿列
克谢耶夫教堂。
DAY 3：太阳岛风景区—俄罗斯风情小镇—哈
尔滨极地馆。
摄影 ：霁悦

※ 消费水平
哈尔滨的消费水平与一线城市相比，会显得低
一层厚厚的羽绒服，要注意充绒量，织得越密越沉

一些。东北的餐厅菜量都比较大，而且菜品单价并

的厚羽绒服才能抵御当地的寒冷。最好选择中长

不算贵，朋友们一起吃一桌家常菜人均消费大概在

款的羽绒服或加厚的冲锋衣。下身最好穿着秋裤

50~70 元，如果去俄式西餐厅用餐则人均消费可能

和羽绒裤，外面套上可以防寒的加绒冲锋裤或滑雪

达到 100 元左右。在中央大街附近的经济型酒店

裤。还要戴上毛线织的厚帽子或雷锋帽，一定把额

的标准间价格约为 200~300 元 / 晚，五星级酒店的

头牢牢盖住，将羽绒服的大帽子戴在外面，才可以

价格从 400~800 元不等。哈尔滨的酒店价格会随

真正保暖。围巾、口罩、手套是必需品，可以露出指

着冬季的来临而有大幅上涨的可能，如果有计划在

头的手套一定不要选，几分钟就会把手冻僵。在哈

冬季前往哈尔滨游玩，最好尽早做出决定，提前预

尔滨，一定不能“要风度不要温度”。鞋子可以买底

定酒店，可以订到价格相对低廉的房间。

纹深的厚款登山鞋，要比平常穿的鞋子大一码，穿
上两层羊毛袜后，贴上暖宝宝，踩进加了厚鞋垫的

※ 景点

防水登山鞋中，防滑又保暖。

1 中央大街

如果去滑雪或是在冰雪大世界游玩，要准备

超过百年历史的商业街荟萃着许多经典的欧

好太阳镜或雪镜，因雪反光会刺眼，直视时间长了

式建筑，每到夜晚整条街被灯光渲染得流光溢彩，

容易造成雪盲。在冰雪地面上行走时，要记住“走

中央大街是哈尔滨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

路 不 要 高 抬 脚，小 步 滑 行 跌 不 倒，双 手 不 要 插 衣
袋，跌倒也不出意外”的口诀。遇到冰路面的时候

2 圣索菲亚大教堂

可以不抬脚，用鞋底拖地蹚着走，避免摔倒。重心

圣索菲亚教堂可谓是哈尔滨的地标，第一眼

不稳的人最好可以买个冰爪套在鞋子上，这样会

进入眼帘的便是巨大饱满、装饰精美的墨绿色洋葱

安全许多。

头穹顶！神秘幽深的窗棂、褚红色砖墙以及厚重大

在寒冷的条件下，电池的能效会有不同程度的
2

Tourism Today

Vol.18 No.31 November 2020

门，透出宗教圣地的肃穆神秘。圣索菲亚建于 1907

当代旅游

·旅游攻略·

2020年11月上旬刊 第18卷 第31期

4 太阳岛风景区
有冰的世界这里最温暖，有雪的城市这里最
浪漫。到太阳岛公园最好的旅游季节是金秋时节，
娱乐项目都会相应地开放起来。太阳岛的雪景洁
白无瑕，每一处静雪景都是极美的，随便一拍都是
大片。
5 老道外
老道外是哈尔滨的历史老街区，随处可见建
于 20 世纪初的巴洛克风格建筑。老道外在起初兴
建时，遵循前店后厂的设计理念，而在翻修时也都
保留了下来，仿佛走过门廊，说书人就在庭院中间
道着“四郎探母”的故事，伙计招呼着贵客楼上落
座……如若相信万物有灵，他们早已在这里阅尽人
生百态。透过这些老建筑，依旧能感受到当年的车
水马龙。
游客 @ 小樽 实体游览后，向其他人反馈说：现
中央大街上的店铺

摄影 ：霁悦

在的老道外，那些颇有历史沉淀的老建筑，要么被
重建了成为“中华巴洛克”，要么变成了危楼被围住

年，原为沙俄西伯利亚第四步兵师修建中东铁路的

禁止进入。沿着靖宇街附近一直逛，看到这样的建

随军教堂。典型的拜占庭风格式建筑，使圣索菲亚
大教堂成为了“中国十大最美教堂”之首。教堂里
面不再是做礼拜的地方，像一个展览馆一样，讲述
着哈尔滨的历史，教堂内部的装饰风格令人着迷。
斑驳的墙壁可以看出年代久远，屋顶窗户透过的光
会让你感觉内心无比宁静。内穹顶剖面最大直径
达 10 米，给人以宏伟壮观的空间感。墙壁上若隐
若现的壁画，还有一幅达 • 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拱形墙面花纹和各式各样的吊灯让人惊叹。雪中
的圣索菲亚教堂，那飘飘洒洒的白雪，会把它的轮
廓衬托得更加清晰，也显得它更加高大雄伟。
3 松花江
松花江是黑龙江在中国境内的最大支流。哈
尔滨中央大街尽头就是松花江，夏日的傍晚，有很
多市民和游客都爱在江边散步。夜晚还有灯光秀。
每年冬季，从哈尔滨松花江防洪纪念塔向西 1.5 公
里长的江堤和冰封的江面上，都堆砌着形态各异的
雪人。置身其中，宛若童话世界。这里最大的雪人
有 20 多米高，矗立在江边异常醒目。

防洪纪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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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冰雪景观。整个冰城由无
数冰砖构成，匠人们只花了三
个月的时间制作出来，他们通
过双手在这天寒地冻的地方
雕刻筑造出这样雄伟的冰雕
世界，让游客体验到不一样的
游览乐趣。冰雕群大多是以
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为蓝本
打造，巧夺天工，配上各色灯
光，呈现出别样的味道。很多
游客在这个冰天雪地的世界
里不小心就要唱出来一曲“多
冷呐，我在东北玩泥巴”。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 毒气实验室旧址

摄影 ：霁悦

游客 @ 夏夕 建议选择下
午时分进园，既能领略白天冰

筑，会想到萧红那个年代。热血女作家，革命男青

雕的晶莹剔透，又能够感受晚上冰雕的璀璨夺目，

年，热恋相爱，战乱逃生，亡命天涯。

关键人还不多，玩得尽兴。冰雪大世界里几乎所有
的项目都是免费的，分布了大大小小的冰雪滑梯，

6 哈尔滨极地馆

满足不同胆量的人体验冰雪世界的快乐。脚底一

白鲸表演是哈尔滨极地馆首创了世界唯一的极
地白鲸水下表演—“海洋之心”，曾百余次登上中

定要贴上暖宝宝，否则成等着成为冰雪大世界里的
另一座冰雕吧。

央电视台，并于 2015 年入选美国赫芬顿邮报“全球
50 个历史时刻”，并被英国《路透社》评选为全球“42

8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

张最奇特有趣图片”，得到全球各大媒体的广泛关

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在这里建立了一支世界

注！两只白鲸像是降临人间的美丽精灵，它们听得

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部队，这里同德国纳粹

懂驯养师的每一句话，看得懂驯养师的每一个眼神。

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并称为世界两大灭绝人寰的“杀

但是游客 @ 筱 在这里游玩之后心里非常难过，

人魔窟”。挂在墙上的文字、数据表、图片等资料都

她看到北极熊被关在很小的空间里，一只趴着睡觉

展示着日本军人在这里的暴行，这都是他们的罪

没动过，另一只坐在旁边神情呆滞。游客们除了站

证。实地实景看过之后，相信每一个游客心中的震

在玻璃幕墙外拍拍照就是各种抱怨，说它们太不活

撼都是无法言喻的。在那只言片语中也能感受到不

泼，是不是太胖所以都不爱动……她感觉“按比例

寒而栗的残忍。看着陈列的实验报告、手术工具、各

来说，相当于把两个人关在一个卫生间大小的空间

种实验器皿就足以让人毛骨悚然，在这里可以深切

里生活很久，可能要一直到死，那么小的空间，恐怕

地感受到“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含义。

关上几天都会疯吧。如果在那么小的生存空间里

游客 @ 小仙女 说：遗址有一片平房，里面是当

你已经很抑郁了，其他参观你的物种还说你不活泼

时的细菌实验室，每推开一扇门就仿佛推开了一道

你会什么感觉？原本整个广袤的北极大陆和冰川

道沉重的历史，看到那些遗址就仿佛看到当时的悲

才是它们的家！除了北极熊，还有北极狼、白鲸等

惨，体会当时那些人的无助和痛苦，根本控制不住

都是差不多的处境，真的太可怜了”。

眼泪。每一列陈放的罪证都在诉说着当时的惨痛，
第一次在里面哭得不由自己，看到每一个播放的纪

7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在冰雪大世界，可以欣赏世界最高、最长、最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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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日本当时在中国的种种行
为，这不仅仅是单纯的侵略，而是完全违背一切伦理
与道德的实验。虽然当时日本已经谢罪，但是那些
人的痛谁来承担？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承担起！这也
不仅仅是一句道歉能够原谅的。而我永远也忘不了
我在陈列馆里面看到的罪证，也永远不会忘记那段
历史。后来我给一些人说到这个地方，但是有些人
却带着疑惑问我七三一部队是什么。希望我们在不
断前进的时候不要忘记历史，也希望以后我们的孩
子能够记住这些历史。
9 斯大林公园
20 世纪 50 年代，长春电影制片厂曾采用它的
造型结构拍摄过电影《徐秋影案件》中的几组镜头。
在这里取景的影视剧还有《黑三角》《明姑娘》《夜
幕下的哈尔滨》《教堂街的故事》《年轮》等，这体
现了斯大林公园的美景有多么迷人。当地人评价
“斯大林公园”这个名字很响亮，其实这个公园的面

马迭尔的冰糕和小槽子面包

摄影 ：霁悦

积并不大，整个公园呈长条形状，说它是个江畔公
园可能更为准确。夏天大家可以来江边吹吹风，冬
天的时候可以在这里看到冰封的松花江。
10 萧红故居
呼兰河其实是哈尔滨呼兰县的旧称。在《呼兰
河传》里，萧红回忆了自己的童年生活。虽然游客
已经无法再亲眼看见书中所描写的那些人物、景色
与生活方式，但你总能在萧红故居找到一些无法被
抹去的人文气息。萧红故居为清末传统八旗式宅
院，青砖青瓦，土木结构，是典型的带有满族风格的
北方民居。游客 @Jane 在萧红故居游览后，认为：
她面对封建的父亲和原生家庭努力抗争，坚持自己
想要的东西不作妥协。在爱情的泥潭里跌倒了数
次，最后惨然死去。愿现在在天国的她能拥有着一
份平等真挚永久的爱情吧，那是她追逐了一辈子但
却得不到的东西。

※ 餐饮
1 马迭尔冰棍
马迭尔大概属于国产冷饮中名气最大的品牌
之一了，你也许没有来过哈尔滨，但你大概知道马
迭尔。来到哈尔滨中央大街的游人，几乎都会买上
马迭尔冷饮厅 摄影

摄影 ：霁悦

一根尝尝。它那简单自然的清甜味，大概是吃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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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道台府府尹杜
学 赢 专 用 厨 师，
“滨
江膳祖”—郑兴文
之手。由于用急火快
炒，把铁锅烧热，把汁
淋到锅里，浸透到肉
里，起名叫“锅爆肉”。
锅包肉的创始，正宗
的锅包肉当然是来
“老厨家”吃，为保证
肉的质感，炸制锅包
肉的油最多用三遍，
酸甜可口、包裹酥脆、
软硬适中的锅包肉，
是每桌必点的菜肴，
口感真的很棒。啤酒
各种味道太过奇怪的冰淇淋之人好不容易可以找

鱼也是“老厨家”的招牌菜，用鲈鱼制作，鲜嫩可口。

到的一种舌尖归宿。马迭尔冷饮厅，没有包装的老

这里菜量很大，一定要慎重。

冰棍，一根根整齐地排列在小盒子里面，就像小时
候街边卖奶油冰棍儿的老奶奶身上挂的那个海绵
箱，满满的回忆。推荐原味，绵软香甜，很好吃。在

4 扒肉
东北扒肉的大名在东北地区可谓无人不知无

东北，零下几十度的温度里，来一根马迭尔老冰棍，

人不晓，大约是东北人心目中最下饭的硬菜之一。

那种舒爽是南方人永远也无法体会的。越是寒冷

东北扒肉与山东常见的把子肉类似，难免不让人联

的天气，就越要吃冰棍，这就是为什么东北的冰棍

想其中的传承关系。扒肉选用大块的五花肉，加入

比南方销路好的原因。其中鸡蛋冰糕、柠檬冰激凌、

各味香料进行焖煮，汤汁之色味渗入其中，最终呈

雪花奶皮冰糕、冰点、三明治、什锦冰糕、拌香鸡等，

上桌便是一块皮肥肉瘦层次分明的扒肉。用嘴咬

都是地道的欧洲风味。如今马迭尔的酸奶与众不

下一大口，感受这多层的口感冲击，在咸香油润的

同，酸度很高，非要配以满满一勺白砂糖才可以充

包裹中不自觉地便吃下一碗又一碗米饭，或许就是

分感受它那酸甜并蓄、互不相让的滋味。一定要记

对这一块扒肉最大的赞许了。

得买一个小槽子面包配着冰糕一起吃，据说这才是
最地道的哈尔滨吃法。

5 哈尔滨啤酒
哈尔滨啤酒真正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口欧洲味

2 红肠

道，而哈尔滨独有的欧式饮食文化也以它地道的味

哈尔滨红肠，表面呈枣红色，有光泽皱纹，肠体

觉感受与欧陆血统的哈尔滨啤酒相得益彰。一个

干爽，富有弹性，肠馅结构细密，烟熏芳香，营养丰

多世纪以来，哈尔滨人尽情享受着百年传承的啤酒

富，防腐易存。推荐购买点：各秋林食品店、哈肉联、

美食生活，呼朋引伴，酒香四溢，好一派秀色可餐的

商委红肠（道外区红旗大街 514-518 号和东直路交

市井风情。一杯爽口的大哈啤，几道原汁原味的街

叉口处）。

边小吃，推杯换盏，不醉不归。

3 锅包肉

6 老昌春饼

锅包肉，原名“锅爆肉”，是正宗冰城美食，出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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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素，几张饼即可。老昌的特色菜是香辣肉丝，红

超市均有销售。其他品牌还有得莫利、娃哈哈。

红的辣椒红丝用油炸过，和着肉丝卷在饼里。饼
也有讲究，透明如纸的饼是筋饼，春饼比较厚，更
有嚼劲。

10 冻梨、冻柿子、冻黄桃
冻梨，又叫冻秋梨，是将普通梨冰冻变成乌黑
色，洗净之后，就能吃了。冻梨一般是由花盖梨、秋

7 俄式西餐厅
俄式西餐的一大特点便是烹饪方式粗犷，对就

白梨、白梨、尖巴梨冰冻而成（延边地区是由“苹果
梨”冰冻而成），食用时，将冻梨置凉水中浸泡，待化

餐方式与环境也不过分讲究，若你想要微微烛光、

透后捞出可食。冻梨的特点是口感脆。除了冻梨，

高雅音乐、酒杯轻碰、细嚼慢咽，俄餐厅大概不会是

东北还有冻柿子、冻苹果、冻海棠等，游客可以根据

一个太好的选择。其实转念一想，这样的画风，与

自己的喜好选择品尝。

战斗民族，本就是冲突的。华梅、马迭尔、波特曼和
塔道斯是比较知名的餐厅。

11 铁锅炖

红菜汤又名罗宋汤，是一碗在任何俄餐厅都是

大家守着锅吃，都是刚刚做出来的炖菜，有炖

汤菜头牌的食物，也在进入中国完成其本土化—

鸡，炖大鹅，炖鱼等等。还可以贴苞米面大饼子和

使用卷心菜、西红柿作为食材。无论饭前饭后，无

粘豆包，其实最好吃的要属农家乐餐厅做的铁锅炖

论开胃或是消食，来上一碗酸甜可口的罗宋汤，都

了。《羞羞的铁拳》中，马丽饰演的角色还给直播间

是极大的享受。这碗简单而具有生命的汤菜，如今

的观众来了一道“铁锅炖自己”。现在还有一种“铁

已不止在俄餐厅出现，在大大小小的东北菜馆中往

锅炖”的冰棍，不知道会是什么口味？

往也能寻见其身影。
值得推荐的还有华梅西餐厅的罐焖牛肉，分量
很大，肉味纯正，酥烂适中。

12 大列巴
曾经哈尔滨八大怪之一，其味道是甜中有酸，
外焦里软。传统的加工方法是采用啤酒花作酵母，

8 毛毛熏肉大饼
来自游客 @ 猫抓板 的评价：店面不大，穿过中
央大街很好找，大饼和熏肉是必点，我们两人去吃

所以闻起来有一股啤酒的芳香，且风味浓郁，经久
不变质。用白桦木熏烤，外焦里嫩，又有一股植物
芳香；采取三次发酵法，发酵充分，味道特佳。

点了一个小份熏肉
刚 刚 好，肉 很 香 嫩，
肥瘦适中，大饼要趁
热吃，外酥里嫩有咬
头，熏肉大饼配着酱
和洋葱一起吃，非常
的 好 吃。 虽 然 是 个
低调的小店，但挡不
住熏肉大饼的美味。
9 格瓦斯
一种面包发酵
的 饮 品，味 道 比 较
特别，有淡淡的面包
香。 常 见 的 品 牌 里
秋林的比较著名，各
Tourism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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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的制作、食用和配比上都不尽相同，因此也呈
现出如重庆小面般的百店百味的现象。不过，无论
味道如何微调，一碗麻辣面有着不成文的形式上的
规定——肉酱在上，面在中，豆芽打底，而花椒、辣
椒通常单独放置于桌上，由食客根据自己的口味自
行添加。
爽滑劲道的手擀面，爽脆多汁的豆芽，咸香柔
嫩的肉酱，再加上麻辣之味，充分搅拌均匀后大大
吸上一口，也许不禁要感慨大东北也藏着这样的惊
喜，哪怕你来自重口味的西南地区，也能在这碗面
中找到一些味觉上的慰藉。
15 师大夜市
有游客称：师大夜市是哈尔滨夜市中的扛把
子，这称号由何而来呢？当然是赢在味道啦！去
过很多城市的小吃街，大都又贵又坑，师大夜市就
汉唐水悦汗蒸室

摄影 ：霁悦

不同，不光味道很赞，价格也公道——实乃良心夜
市呀。师大夜市一共布局了约五百个小吃摊位，
在我这一生去过的所有城市中，未见过比这规模

最著名的列巴是秋林公司生产的，每天生产量

更大的夜市。所以我想，即使不吃，来这里瞻仰一

是很有限的，常常在秋林公司的楼下会看到排很长

番，也是有必要的。被韩综推荐之后更火了，由于

的队，那就是买列巴的人。来哈尔滨旅游的人们不

挨着学校，每次去都会有很多大学生挤在其中，所

仅要一品它的风味，离开时，还要买上一两个大列

以，要做好排队的准备哦。师大夜市真正的烤冷

巴，带给亲友品尝一番。

面真的是一根一根的冷面做的，加了牛肉和土豆
丝，味道还可以，号称是最贵的烤冷面，值得尝尝。

13 喜家德水饺
喜家德虾仁水饺用料足，看得到的大虾仁儿，

※ 住宿

精心调制的饺子馅儿，让不爱吃馅儿的游客都没法

大多游客会选择在火车站、中央大街、果戈里

拒绝，饺子皮劲道有嚼劲。松仁土豆丝也是每桌的

大街附近住宿，这里交通比较发达，去各个景点也

必点菜品，普通饭量的话一人一盘饺子加一个小菜

方便。中央大街附近的万达假日酒店、金谷大厦、

就可以吃得很饱。落座后会有服务员倒上热乎乎

际丰假日酒店、欧罗巴酒店等条件都不错，价格也

的饺子汤，名曰“原汤化原食”，冷冷的天气喝一口

适中。步行到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松花江、圣索

饺子汤，特别舒坦！明档制作，现包现煮，干净又安

菲亚教堂大概需要 20 分钟，散散步就可以抵达知

心，服务也是没得挑。借用他们的口号—“好吃，

名景点。

再来喜家德”。

※ 交通
14 麻辣面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是中国东北地区最繁忙

麻辣面，你也许是第一次知道，东北还有这样

的三大国际航空港之一。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西

一碗遍布大街小巷的面食。而在哈尔滨，麻辣面馆

站、哈尔滨东站、哈尔滨北站四个火车站都在运营，

尤其多。每一家麻辣面馆在肉酱、面条、豆芽、花椒、

京哈、滨绥、滨洲、滨北、拉滨五大铁路在此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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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内的老城区部分道路较窄、
高架桥复杂，堵车问题特别严重。
在游玩的时候一定要计划好路
线，避开高峰。不过更重要的是，
赶火车、飞机的时候要安排好，避
免耽误行程。

※ 购物
在哈尔滨最棒的就是能买到
许多俄罗斯风情的食品、装饰品。
一说到俄罗斯礼物，俄罗斯套娃
是游客首选。有人会认为套娃会
产自我国义乌，但是在选购商品
的时候，可以看看套娃底下是不是有俄罗斯画家签

电影，做个足疗，朋友或家人聚在一起聊聊天，是增

名。还有许多精美的手绘木雕，但建议多逛逛店铺，

进感情的好方法。这是一种纯粹的休闲放松方式，

毕竟货比三家才能选出实惠又物美的纪念品。被

深受东北人民喜爱。东北地区的汗蒸馆非常多元

游客购买最多的还是糖果，紫皮糖、大头娃娃巧克

化，既有人均千元的高端会所，也有几十元的平民

力都是游客最喜欢购买的商品。如果说伏特加表

洗浴中心。甚至有的大型洗浴中心除了常规的搓

现的是俄罗斯民族的刚烈，那么甜点大概就是“战

澡、奶浴、按摩、修脚、采耳等服务，还能提供 SPA、

斗民族”的柔情吧。

火疗、机械按摩等高端项目。长期居住在哈尔滨的
@ 李小二 说：来哈尔滨最享受的就是汗蒸洗浴了，

※ 娱乐
在大东北地区，汗蒸、洗浴是一种社交方式。

搓澡能搓到你怀疑人生。有南方小伙伴来尝试过
搓澡才知道以前的澡的都白洗了，大东北的四面搓

家族聚会、朋友聚餐都有可能选择在洗浴中心度过

澡可不是在哪里都能体验到的。让搓澡师傅给搓

一天。有的洗浴中心购买门票后，包括三顿餐食，

完全身之后，会感觉整个人神清气爽，从头到脚都

游客可以洗去一身疲惫后好好吃一顿，再到休息大

通透了，再来拍个牛奶抹个蜂蜜，花样繁多的拍奶

厅敷敷面膜或是找个安静的沙发睡一觉，或者看看

种类让你眼花缭乱，芦荟、柠檬、红酒、薰衣草、玫瑰
各种味道的精油滋润
你的肌肤，来一趟洗浴
中 心，你 就 是“人 间 富
贵花”。大皇宫、盛世桃
源、清水湾、汉唐水悦、
百合清心水汇都是水
质、服务比较上乘的洗
浴中心。
看了这部《无证之
罪》，你是否也对哈尔滨
产生了兴趣？是否决定
去那里看看，弥补影视
剧给你留下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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