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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址和
教育基地

大长山岛西大碑遗址：大连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位于南海坨西大
山。在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海军联合
舰队侵占我长山群岛后，修筑由侵华
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书写的“长
山列岛海军根据地”碑，以彰显其侵略

“武功”。新中国成立后，碑的主体被
拆除，仅余残基，成为勿忘国耻的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广鹿岛小珠山遗址：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辽南地区第一缕炊烟升
起的地方。位于岛屿中部小珠山上，
地层堆积分5层，代表3个不同时期文
化类型。遗址距今约7000年，表明新
石器时代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出土大
量珍贵文物极具研究价值。

大长山岛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位于城岭村西屯，占地2万平方
米，由国防纪念馆、军民鱼水情浮雕、军
事雕塑群、隐秘战备坑道、大顶山海防
公园五大部分组成。其中，国防纪念馆
设光辉要塞、艰苦岁月、同守共建三大
展区，实物展品近300件。弘扬长海军
民守岛一条心、建岛一家人的光荣传
统，展现富岛强兵壮丽诗篇。

广鹿岛民俗馆：位于沙尖村，分农
耕、牧渔、风情三大展区，实物展品
700多件，包含历代海岛人渔家生活、
渔业生产、渔乡文化等传统民俗器具。

最美景点

大长山岛祈祥园：位于岛屿中南
端，占地2万平方米，突出海神娘娘雕
塑，集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于一体的
海岛型园林公园。

大长山岛万年船：位于南海坨子
南海，巨礁呈四方船型，似扬帆起锚。

大长山岛金蟾坨子：位于金蟾港
南侧，坨子形似一只匍匐的金蟾守望
着长山海峡。

大长山岛神龟探海：又称金蟾看
戏银龟听，位于菜园子屯西端，大小两
块活灵活现的龟状石，形象逼真，面南
静卧于坨子上，头朝大海向远处张望，
如同在探测海面情况。

哈仙岛五虎石：位于哈仙岛西南
海域，5座巨石南北排列，远望如猛虎
镇守小岛。

长山大桥:连接大、小长山岛，国内
跨度最大预应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
双面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主桥为
双塔双索面。实现了海岛人“一桥飞架
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千年梦想。

小长山岛小水口森林公园：位于
岛屿最东端，占地1.2平方公里。森林
公园建有观景台、观光步道、木栈道、
玻璃栈道、凉亭等，晋级为国家级旅游
景区，荣获全国首批信得过景区称号。

广鹿岛马祖庙：坐落于铁山仙
女湖风景区的悬崖峭壁上，面迎大
海，背倚仙女湖，被称为圣灵之地。
其正殿内供马祖像及童男童女和天、
地、水三官。此庙为大连市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广鹿岛仙女湖：位于岛屿西南端
铁山脚下，素有“海上天池”之美誉。
其形似仙女，妩媚动人。湖库容量为
120万立方米。

广鹿岛将军石：位于广鹿岛西南
端铁山外海，一巨石立于海中，远望像
巨人矗立。

广鹿岛矾坨子(鸟岛)：位于广鹿
岛西南部海域，因鸟粪奇多，远看似白
矾覆盖而得名。每年有黄嘴白鹭等大
量珍稀鸟类来此，成为我国北方海鸟
重要繁殖栖息地。

獐子岛鹰嘴石：位于岛屿东部，依
山傍海，山高林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
观融为一体。北侧观景台能俯瞰附近
小岛和一望无际的大海。南侧海边有
奇石，酷似雄鹰，故称鹰嘴石。

海洋岛黄海日出处：位于青龙山
上，站在观海亭上可观海上日出，著名作
家杨朔在此创作了《黄海日出处》佳作。

海洋岛南坨子：位于海洋岛东部，
这里是黄海海域最东部领海基点，站
在最高点可俯瞰边疆海域美景。

大连长山群岛马拉松赛：每
年 9 月，举办中国海岛环岛马拉
松赛。赛事以纯海景路线赛道、
特色海鲜补给、Cosplay 选手众
多、海岛特色奖牌为亮点，力求
打造“中国最好玩的马拉松”“最
好吃的马拉松”“国内规模最大
Cosplay马拉松”。

大连长山群岛国际铁人三
项赛：每年 9 月举办。大连市首
个铁人三项赛、东北地区首个国
际铁人三项赛，更是全国首个海
岛铁人三项赛，这成为大连市十
大竞技体育品牌赛事之一。

大连长山群岛国际自行车
赛：每年 6 月，全封闭亲海赛道，
途经花香四溢、景点众多的环岛

路，带给选手无与伦比的参赛体
验，已成为东北地区规模大、极
具影响力的自行车业余赛事。

獐子岛渔民节：每年 5 月至
10月

大连海洋岛开渔节：每年9月
1日

大连长山群岛国际海钓节：
每年5月至10月

大长山岛镇渔家风情旅游
节：每年7月

大连长山群岛海钓公开赛：
每年8月至9月

大连小长山岛海上高尔夫
节：每年7月至8月

大连广鹿马祖文化旅游节：
每年农历六月十六日

推荐参加节庆活动

大连市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东与朝鲜半岛相望，西南与山东庙岛群岛相对，西

部和北部与大连市城区及普兰店区和庄河市毗邻。全县由195个海岛组成，陆域面积142平方公里，海

域面积10324平方公里，海岸线长359公里，是东北地区唯一海岛县、全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地处

北纬39°，四季分明，冬暖夏凉，年平均气温10℃左右，是消夏避暑旅游胜地。生态与人文在这里交融，激

情与浪漫在这里唱响。悠久的海洋文化和旖旎秀美的群岛风光，沁人心脾的空气和清爽宜人的海风，充满

激情的国际海钓节、渔家风情旅游节，特色鲜明的民风渔俗、极品海鲜和蓬勃发展的旅游产业让美丽的群

岛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广袤的黄海北部海面上，熠熠生辉。

推荐度假酒店
途家斯维登度假酒店 (大长山岛,13889628900)
泊岸金湾度假酒店(大长山岛,18642693269)
丽莎国际酒店(大长山岛,13940807667)
海山岛度假酒店(小长山岛,13704099971)
发现王国广鹿岛酒店(广鹿岛,13390069648)

推荐长海渔家
1.海的季节民宿 (大长山岛,0411-89898550)
2.鑫德宝渔家旅店(大长山岛,15504952888)
3.顺福轩客栈(大长山岛,13841127722)
4.伍号院子民宿(大长山岛,13940916300)
5.邂逅时光民宿 (大长山岛,18904110873)
6.桃源山庄(大长山岛,13314266660)
7.心存美好民宿(大长山岛,19969889966)
8.一家人小院 (大长山岛,15041195590)
9.丽景山庄 (小长山岛,13500770078)
10.星海湾休闲度假村 (小长山岛,15040468800)
11.经典旅游假日酒店(小长山岛,13840987999)
12.山海恋休闲客栈 (小长山岛,15566965865)
13.咸鱼民宿 (小长山岛,15842661250)
14.老吴家渔子宿 (小长山岛,15566661011)
15.朱家大院 (小长山岛,13322205251)
16.田园闲居民宿（广鹿岛，13842685869）
17.岛里名舍客栈 (广鹿岛,13109801236)
18.海岸山居度假村 (广鹿岛,13998586081)
19.慢岛客栈 (广鹿岛,15004251326)
20.蓝海湾度假村 (广鹿岛,18841102116)
21.广来轩客栈 (广鹿岛,13942677094)
22.盐场湾渔家院 (广鹿岛,13898633202)
23.鹏霖旅店 (广鹿岛,15004251326)
24.朴宿 (广鹿岛,15541144199)
25.海岛花庐民宿(獐子岛,13130035636)
26.周家小院 (獐子岛,13500761588)
27.尹海渔家乐旅店 (獐子岛,13390063633)
28.望海楼阁度假旅店 (獐子岛,15842668280)
29.八斗银屹海居 (海洋岛,13591369328)
30.海悦湾度假客栈 (海洋岛,15840855069)
31.深海人家饭庄(海洋岛,13384113830)
32.德壹海洋酒店 (海洋岛,13074155888)
33.林海渔家(哈仙岛,13084136641)
34.兴旺渔家(哈仙岛,13500705351)
35.影艺渔家(哈仙岛,13500707766)
36.隆昇渔村(哈仙岛,13500785838)

推荐三种方式进海岛
飞机：乘飞机到大连，飞抵大长山岛。大连周

水子国际机场到长海机场，每天两班航班（夏季加
班）。

高铁：乘坐哈大线普通列车在普兰店站/金州
站下车，搭乘客运公交或者出租车赴皮口港/杏树
屯港；乘坐哈大高铁在普湾站下车，搭乘出租车赴
皮口港；乘坐丹大快速铁路在皮口站下车，赴皮口
乘船。

汽车：外省市自驾到长海县，由皮口港乘船路
线。（杏树屯港，请选择丹大高速行车路线，由杏树
屯出口下。）

大长山岛鸳鸯港：0411-89895000/89896000
大长山岛金蟾港：0411-89882493/89890055
獐子岛港：0411-89767007/89767162
海洋岛港：0411-89788804/89789678
哈仙岛港：13500789937
广鹿岛柳条港：0411-89759373
广鹿岛多落母港：0411-89757248
广鹿岛北小圈港：0411-89750066
瓜皮岛港：0411-89751039
格仙岛港：13504959270
皮口港：0411-83400316/83401655
大连港：0411-82625612
金州杏树屯港：0411-87258186
长海机场：0411-89881366
大连周水子机场：0411-83886699
大长山岛饮牛湾游客中心
地址：大长山岛镇杨家村
电话：0411-89896767
小长山岛小水口游客服务中心
地址：小长山岛小水口森林公园正门
电话：0411-89748888
广鹿岛游客服务中心
地址：广鹿岛镇文体中心一楼
电话：0411-89759296
长海县旅游质量监督所
电话：0411-39373511
地址：环海路塔山D园5号

▶长海渔家八大碗
海参炖鱼、蒜蓉虾夷贝、芸豆虾酱炒蚬肉、红烧珍珠鲍、头菜

爆螺片、炒海龙、扇贝丁丸子汤、南瓜炖螃蟹
▶长海渔家八小碗
长海海鲜一锅出、海胆鸡蛋糕、炸蛎蝗、小白菜扇贝五花肉

粉条、咸鱼饼子、醋椒黑鱼汤、龙须拌蚬肉、虾酱焖豆腐
1.宏华宾馆 （大长山岛，13309860748）
2.渔江园老菜馆 （大长山岛，15898187888）
3.长海宾馆 （大长山岛，15354775067）
4.林阳假日宾馆 （大长山岛，13804969369）
5.一家春饭店 （大长山岛，13840915016）

6.海美特酒店 （小长山岛，13500709644）

7.顺心家常菜馆 （大长山岛，13654241703）

8.金丽渔家 （大长山岛，13841138018）

9.海浪花饭店 （大长山岛，13889619539）

10.小渔港 （大长山岛，13591160156）

11.盐场湾渔家院 （广鹿岛，13898633202）

12.蓝海湾度假村 （广鹿岛，13500772277）

13.彩虹滩度假村 （广鹿岛，13904288766）

14.兰梦轩客舍 （獐子岛，18741125557）

15.君王府饭店 （海洋岛，13354087168）

推荐品尝长海渔家八大碗八小碗

1.海的季节民宿 （大长山岛，0411—89898550）
2.黄金海岸假日酒店 （大长山岛，15698882798）
3.胜军渔家旅店 （大长山岛，13332298557）
4.百合渔家旅店 （大长山岛，15840818323）
5.海源渔家旅店 （大长山岛，13109839890）
6.海达旅游度假村 （大长山岛，13898683334）
7.德玲渔家旅店 （大长山岛，15940862251）
8.顺福轩客栈 （大长山岛，13841127722）
9.桃源山庄 （大长山岛，13314266660）
10.一家人小院 （大长山岛，15041195590）
11.鑫德宝渔家旅店 （大长山岛，15504952888）
12.心存美好民宿酒店 （大长山岛，19969889966）
13.邂逅时光民宿 （大长山岛，18904110873）
14.五号院子民宿 （大长山岛，13940916300）
15.蓝海湾度假村 （广鹿岛，18841102116）
16.海岸山居度假村 （广鹿岛，13998586081）
17.长德度假村 （广鹿岛，13500785444）

18.军嫂旅店 （广鹿岛，13591135877）
19.盐场湾渔家院 （广鹿岛，13898633202）
20.北湾观海 （广鹿岛，13904080317）
21.大宝烤肉店 （獐子岛，18040147288）
22.馨香儿烤肉店 （獐子岛，13372869377）
23.福来圆饭店 （海洋岛，0411-89788200）
24.渔港小镇海鲜火锅 （海洋岛，18841129088）
25.德壹海洋酒店 （海洋岛，13074155888）
26.林海渔家 （哈仙岛，13084136641）
27.隆昇客栈 （哈仙岛，13500785838）
28.兴海旺渔家院 （哈仙岛，13500789020）
29.邵强渔家旅店 （哈仙岛，18640808833）
30.华祥渔家旅店 （哈仙岛，15942625389）
31.海天一色渔家旅店 （哈仙岛，15541153518）
32.格仙大院 （格仙岛，13500705128）
33.建兴园渔家院 （瓜皮岛，15566847898）

推荐海岛特色美食店

1. 长海县尚岛垂钓俱
乐部有限公司（大长山岛，
13130000810）

2. 大连健业渔乐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 （大长山
岛，15566960658）

3. 长海县金海源体育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小长
山岛，13942818001）

4. 大连长山群岛客运
有 限 公 司（ 獐 子 岛 ，
13372866288）

5. 大连元宝休闲垂钓
有 限 公 司（ 海 洋 岛 ，
15609860777）

6. 大连海跃海钓有限
公 司 （ 褡 裢 岛 ，

13998408385）
7.金浩旅游服务有限公

司（大耗岛，15164015858）
8. 大连鑫波渔家旅游

有 限 公 司（ 小 耗 岛 ，
13804268263）

海钓最佳季节：
4 月 20 日至年末：黄

鱼、黑鱼
4月 20日至 7月中旬、

9 月 15 日至 11 月中旬：石
江子、牙片鱼

5月初至8月末：鲈鱼
6 月 10 日 至 10 月 15

日：黄条
7 月 10 日 至 10 月 15

日：鬼头刀（鲯鳅）

推荐渔事体验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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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长山大桥。

大长山四块石湾大长山四块石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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