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新疆 

新疆 

线路一：和田民俗文化一日游 

和田市——团结新村——大漠胡杨景区——艾德莱斯丝

绸手工作坊——欣明南国城——玉龙喀什镇——和田玉都城

——团城民俗旅游区——和田夜市 

 

 

 

 

 

 

 

 

 

 

 

 

这条线路涵盖和田市所有景点，从和田市出发，到团结新

村参观绿色蔬果种植、采摘，到大漠胡杨景区体验沙漠旅游项

目，到艾德莱斯绸手工作坊看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到欣明南

国城参观和田地毯、传统医药，再去玉龙喀什镇品尝和田特色

名小吃烤包子，到和田玉都城参观和田玉（玉河踩玉点体验），

最后到团城民俗旅游区体验和田少数民族的慢生活。这条线路

由和田市通过在微信平台、新闻媒体发布公告、委托旅行社运

营等方式推出，吸引了很多疆内外游客前来旅游观光。 



线路二：巴州乡村民俗生态游 

库尔勒市丝路旅游小镇（铁克其乡）——吾夏克铁热克村

（阿瓦提乡香梨小镇）——博湖县乌兰再格森乡民俗村（渔业

农业村落）——大河口西海渔村（景观村）——尉犁县达西村

（新农村建设典型）——若羌县阿尔金禹龙山庄（区域乡村引

领典型）——且末县库拉木勒克乡昆仑古村（原住民自然村）

——轮台县野云沟乡野云沟村——轮台县哈尔巴格乡卡西比

西村（杏花村） 

 

 

 

 

 

 

 

 

 

 

 

 

依托库尔勒香梨品牌而衍生的香梨小镇，凭借最大的内陆

淡水湖博斯腾湖鱼产业而孕育出的乌兰美食村，背依昆仑山而

建的民风古朴的昆仑古村，汇聚了新疆优质品牌而形成的库尔

勒丝路旅游小镇，嫁接林果资源而转化形成的轮台四季杏花

村，挖掘东归历史文化结合优质奶源基地而打造的包尔海乡村

旅游基地，将戈壁沙漠红枣充分融合而建设的若羌大漠驿站禹



龙山庄以及现代红色旅游村达西村伟人印记民宿名街，每年都

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游玩。 

 

线路三：柯尔克孜民俗风情体验游 

库车市--阿格乡康村民宿--天山神秘大峡谷--大小龙池

风景区及民俗体验--铁力买提大阪--乌恰镇萨喀古民宿村--

库车老城（高台民居、霍伽民居）--齐满镇百味风情园--伊西

哈拉镇库木艾日克村民宿村-燕泉山景区--阿合奇县阿合奇镇

佳朗奇村柯尔克孜文化体验——阿合奇县苏木塔什乡猎鹰文

化体验——阿图什市 阳光绿洲生态园 

 

 

 

 

 

 

 

 

 

 

 

此线路通过挖掘柯尔克孜风情特色旅游景点，打造特色旅

游产品，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了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带动了当地

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它重点展现了柯尔克孜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民宿文化旅游资源。 



线路四：巴里坤县民俗文化体验游 

哈密市回城乡阿勒屯村民俗体验——高家湖湿地——石

人子村民宿——巴里坤古城——哈萨克民族风情园——兰州

湾子民俗村  

当地通过充分利用丰富的乡村自然风光、人文遗迹、民俗

风情、农民生活及农业生态等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重点

展现了哈密市乡村风光、休闲度假、乡村生活等多元化的旅游

模式，走出一条哈密特色的乡村旅游之路。 

 

 

 

 

 

 

 

 

 

 

 

线路五：阿勒泰市冰雪风情游 

乌伦古湖冬捕民俗体验区——布尔津县夜市——冲乎尔

乡雾凇——喀纳斯景区——禾木乡禾木村民宿 

阿勒泰通过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打造了独具魅

力的雪都风光和民俗风情。此线路重点展现了阿勒泰喀纳斯禾

木极美雪乡冬季黄金冰雪旅游带、乌伦古湖冬捕民俗体验区，

突出了“净土喀纳斯 雪都阿勒泰”旅游品牌。 



 

 

 

 

 

 

 

 

 

线路六：伊犁民俗民宿风情游 

宁市喀赞其民俗街区——霍城县惠远镇惠远古城——伊

宁县英塔木天鹅小镇——察布查尔县孙扎齐乡锡伯古城——

特克斯县琼库什台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喀拉峻景区—昭苏马

场天马文化产业园——尼勒克县唐布拉蜜蜂小镇——巩留县

库尔德宁镇莫合农场——新源县那拉提镇阿尔善村——那拉

提景区 

 

 

 

 

 

 

 

 

 



伊犁通过充分挖掘当地历史文化、民俗风情、自然风光、

美丽乡村、特色餐饮、传统民居等资源特色，打造了一批基础

设施齐全、主题特色鲜明，融田园观光度假、乡村民俗体验于

一体的乡村旅游点。该线路可观赏优美的草原游牧风光，了解

多元化的少数民族风情，参与多样的农事文化体验，亦可在特

定时节观赏花海美景，打卡网红景点。 

 

线路七：克拉玛依市乌尔禾乡村观光休闲游 

克拉玛依市——白杨河大峡谷——乌尔禾影视城——万

亩胡杨林——西部乌镇（乌尔禾区查干草村、哈克村特色民宿）

——世界魔鬼城——艾里克湖 

克拉玛依乌尔禾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风光、美丽乡

村、特色餐饮，打造了乡村特色秦汉穿越游，展现了魔鬼城的

瑰丽神秘。此线路重点展现了克拉玛依乡村风光、休闲度假、

乡村生活等多元化旅游模式，凸显了这座北疆旅游黄金节点上

的文化旅游特色小镇。 

 

 

 

 

 

 

 

 

 



 

线路八：吐鲁番市乡村休闲健身游 

吐鲁番市亚尔镇上湖村—葡萄沟景区（青蛙巷）—鄯善县

吐峪沟大景区（吐峪沟特色旅游小镇、吐峪沟大峡谷）—鄯善

县库木塔格沙漠景区—鄯善县辟展镇大东湖设施农业基地—

鄯善县鲁克沁镇三个桥村—鄯善县楼兰酒庄 

吐鲁番市人文昌盛、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周边有著

名的交河故城、坎儿井等著名历史名胜古迹。其以沙疗为主线，

打造了“金色沙疗+生土民宿+绿色葡萄长廊”品牌，桑皮纸、

艾德莱斯、土陶制作等非遗体验,特色突出，吸引力强。该线

路重点展现了吐鲁番的乡村风光、休闲度假、乡村生活等多元

化旅游产品，呈现出地域特色鲜明、民俗特点浓郁的乡村旅游

带。 

 

 

 

 

 

 

 

 

 

 

 



线路九：乌鲁木齐县乡村休闲健身游 

乌板公路徒步健身绿道——水西沟冰雪小镇——西白杨

沟景区——菊花台景区——丝绸之路滑雪场——平西梁村民

宿  

乌鲁木齐县充分利用地理区位优势，结合当地丰富的自然

风光、美丽乡村、特色餐饮、传统民居，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此线路突出该县临近滑雪场的地理位臵优势，融合当地的观光

农业、农家乐、民族风情园，打造了一个样式多样、特色鲜明

的乡村旅游产品。 

 

 

 

 

 

 

 

 

 

 

 

 

线路十：喀什“塔沙古道”民俗游 

疏附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塔县帕米尔景区——下

坂地水库——塔县盘龙古道----班地尔乡坎儿洋村——昆仑

古村落（瓦恰乡）——莎车县中国巴丹木之乡景区——米夏镇



夏玛勒巴格米夏樱桃园——英吉沙县南湖旅游度假区——穆

孜鲁克湿地景区——民俗文化村--小刀村--土陶村——喀什

市稻香全村。 

疏附县、塔县、莎车县、英吉沙县、喀什市具有多家星级

农家乐、民宿、采摘园，集休闲、美食等。“塔莎古道”旅游

资源丰富、品质较高、吸引力强，冰山、草原、湿地、温泉、

湖泊、古道、河流、村落、果园等自然资源齐全。这里还有淘

玉河谷、漂流河道、攀岩峭壁和雅丹、丹霞地貌，塔吉克族、

柯尔克孜族民俗民风等人文资源，大自然的无私馈赠和悠久的

历史文化底蕴，让“塔莎古道”成为了自驾游游客和网红大咖

眼中的“世外桃源”。 

 

 

 

 

 

 

 

 

 

 

 

 

 



32 新疆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线路一：农业科创休闲精品游 

第十三师（庙尔沟风景区）——第十二师（国际大巴扎、

唐轮台小镇、头屯河花田林海）——第六师五家渠市（一万泉、

青格达湖、青湖御园、恒尚马术俱乐部）——第八师石河子市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西部民俗风情园、驼铃梦坡沙漠公园、

桃源景区）——第七师胡杨河市（百葡庄园、胡杨水韵景区） 

 

 

 

 

 

 

 

 

 

 

 

 

 

 

东疆夏宫庙尔沟景区被誉为“西进新疆第一景”，这里曾

是哈密回王的王府花园和避暑行宫。头屯河谷森林公园依据十

二师三个团场的总体规划和产业布局以及头屯河沿岸地形地

貌的实际情况，分区设计，因地造景，将五一农场段打造成具



有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康养等复合型功能的森林公园。

一万泉旅游景区 2011 年被评为国家 AAAA 级景区,位于新疆兵

团六师奇台农场以南天山无名峰下，空气清新，景色怡人,如

童话般让人神往。青湖御园 2009 年被评为国家 AAA 级景区，

位于五家渠市南郊，紧邻青格达湖景区，园区内内河湖交错、

水网纵横，小桥流水、田园村舍，古典园林、曲径回廊。恒尚

马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是新疆西域青云马业有限公司旗下一个

以马文化为主题的旅游项目，2010 年投入运营。青格达湖旅

游风景区位于五家渠市南郊 3公里处，距乌鲁木齐市 32 公里，

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区位优势,是国家级水利风景名胜区、

省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驼铃梦坡”沙漠生

态旅游景区是国家 AAAA 级景区，位于新疆兵团 150 团境内，

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是一片古老、粗犷、一望

无垠的沙漠世界，这里沙丘连绵、沙浪起伏，宛如浩瀚的黄金

海岸。桃源景区 2005 年对外开放，占地面积 14.63平方公里，

由万亩桃园、蓝湾湖、屯垦文化古镇、军垦文化镇、画家村和

有三百多年历史的佛教寺院组成，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哗、回归

自然的世外桃源。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是以新中国新疆屯垦戍

边史为主要陈展的博物馆，是了解新疆兵团、弘扬屯垦戍边精

神的窗口。西部民俗风情园位于石河子市北泉镇，园区占地

277 亩，距石河子市中心 6公里，与周恩来纪念碑、北湖旅游

区及众多农家乐景区遥相呼应，形成了石河子市城北休闲度假

综合旅游体系。胡杨水韵景区有奎屯河蜿蜒贯穿全境，景区总

面积达 20.28平方公里，两岸生长着 3200亩天然次生胡杨林，

相比沙漠胡杨的沧桑雄浑，这片水韵胡杨更显秀丽静美，密布

成林，珍禽水鸟聚集栖息，有自然天成的“人间美丽仙境”之

称。 阿吾斯奇景区位于县城西北方向，60余公里处，景色秀



丽壮观，如一块绿色的翡翠镶嵌在群山怀抱之中。 

 

线路二：边境团场风光体验游 

第七师胡杨河市（胡杨水韵景区、阿吾斯奇景区）——第

九师（小白杨哨所、巴依木札景区、芍药谷）——第十师北屯

市 185团（白沙湖景区）  

胡杨水韵景区有奎屯河蜿蜒贯穿全境，景区总面积达

20.28 平方公里，两岸生长着 3200 亩天然次生胡杨林，相比

沙漠胡杨的沧桑雄浑，这片水韵胡杨更显秀丽静美，密布成林，

珍禽水鸟聚集栖息，有自然天成的“人间美丽仙境”之称。阿

吾斯奇景区位于县城西北方向，60 余公里处，景色秀丽壮观。

小白杨哨所位于中哈边界塔斯提边防连，是军旅歌唱家阎维文

演唱的著名歌曲《小白杨》原型所在地。巴依木扎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位于兵团第九师 165团，由达因苏和巴依木扎两个山

间盆地构成，冬暖夏凉，空气清新，土地肥沃，是优良的天然

牧场，集休闲、避暑、度假、养生等生态旅游精品区为一体，

有着“云上草原 天边净土”的美誉。芍药别名将离、离草，

是芍药科芍药属的著名草本花卉，可分为草芍药、美丽芍药、

多花芍药等多种品种，在中国的栽培历史超过 4900 年，被列

为中国六大名花之一。185 团 86 公里的边境线上分布了“祖

国卫士”眼睛山、“沙漠圣泉”白沙湖、“沙漠火焰”红叶林、

“天籁之音”鸣沙山、西北第一桦林、额河出境口、大萨孜山

区牧场等自然风景，与团史展览馆、抗洪守土纪念馆、屯垦史

馆、“西北边境第一连”、西北民兵第一夫妻哨、抗洪守土纪念

碑、沈桂寿升国旗旧址、军垦人旧居、喀拉苏干沟遗址、西北



之北地标、团标志性雕塑等红色人文景观遥相呼应，从北到南，

融汇贯通，具有“边境风景线〃传奇 185”的红色边境特质。 

 

 

 

 

 

 

 

 

 

 

 

线路三：生态绿洲农业休闲游 

第七师胡杨河市（胡杨水韵景区）——第五师双河市（怪

石峪景区）——霍尔果斯口岸（兵团分区）——第四师可克达

拉市（伊帕尔汗、伊珠冰酒） 

胡杨水韵景区有奎屯河蜿蜒贯穿全境，景区总面积达

20.28 平方公里，两岸生长着 3200 亩天然次生胡杨林，相比

沙漠胡杨的沧桑雄浑，这片水韵胡杨更显秀丽静美，密布成林，

珍禽水鸟聚集栖息，有自然天成的“人间美丽仙境”之称。怪

石峪景区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八

十四团内，峪内分布着天然怪石群。中国薰衣草之乡——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伊帕尔汗香料种植基地，地处“塞外江南”

——伊犁河谷，因其与薰衣草原产地法国普罗旺斯有着相似的

气候和地理条件，是中国乃至世界闻名的薰衣草种植区域，至



今已有 50多年的种植历史。 

 

 

 

 

 

 

 

 

 

 

 

 

线路四：屯垦风情观光体验游 

第二师铁门关市（博斯腾湖、香梨小镇）——第一师阿拉

尔市（睡胡杨谷、塔河源、359旅屯垦纪念馆）——第三师图

木舒克市（永安坝生态旅游区、海师图景区、唐王城遗址、托

云牧场） 

二师铁门关市将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发展相结合，大力发

展生态旅游，从而推动师市经济发展。2019 年全师共接待游

客 77.8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1099 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277.68%、78.8%。睡胡杨谷景区位于十四团，距离 210省道 8

公里，距阿拉尔市 50 公里，是乌鲁木齐市经库尔勒市、库车

县沿中国第二条沙漠公路到达和田的必经之路。区域内分布有

大片枯胡杨、湿地和古河道，更有白天鹅、大雁等珍稀禽类。



塔河源距离阿拉尔 30 公里，位于十六团，源自天山和昆仑山

的阿克苏河、和田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在此交汇，塔里

木河在这里发源。景区有近十万亩的原生态胡杨林，生活着

20 多种野生动物，附近有塔里木湖、鸭子湖，这里河面浩渺、

胡杨密集、湿地连片、鸟类众多，号称“中国的亚马逊”。三

五九旅屯垦纪念馆是 AAAA 级旅游景区，2006 年筹建，2009

年 9 月 26 日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以三五九旅历史、新疆兵

团屯垦戍边和新疆屯垦史为主要研究及陈列内容，先后获得了

“全国第二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兵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等荣誉，不收门票。永安坝生态旅游区北抵永安湖北侧环湖公

路以北约 600 米，南至永安湖南侧坝堤以南约 750 米，东至

达坂山，西连四十九团垦区，总规划面积为 20533 公顷，区

域涵盖永安湖、蝴蝶沙漠、达坂山、湿地等自然资源，是迁徒

鸟类重要的停歇地、取食地和中转站。海师图景区位于图木舒

克市西南部永安坝水库南库西北侧，东接永安坝水库南库，南

接蝴蝶沙漠，示范园内生态资源丰富、景观特征多样，包括金

沙、碧水、红柳、胡杨、坑塘、条田、绿洲、草甸、沼泽、远

山等景观，是南疆地区少有的景观集聚度高、特征明显的自然

景观地区。 

 

 

 

 

 



线路五：“天边净土”绿色生态休闲之旅 

第九师--168 团圆梦湖--165 团巴依木扎景区--千米画廊--

二道桥客服中心--十里花海景点--九曲十八弯--民族特色村寨--

赛马场--无底湖景点--地图山景点。（最佳游览时间：5 月 1日至

8 月上旬） 

 

 

 

 

 

 

 

 

 

 

国家 4A级旅游景巴依木扎区位于兵团第九师 165团，由达因

苏和巴依木扎两个山间盆地构成，冬暖夏凉，空气清新，土地肥

沃，是优良的天然牧场，集休闲、避暑、度假、养生等生态旅游

精品区为一体，有着“云上草原 天边净土”的美誉。十里花海（盛

花期为 5 月中旬、下旬，6 月、7月、8月份为夏牧场、巴依谷、

南山峡谷等点的盛花期），花开时节金莲花、野勺药、野罂粟、野

百合、串串红等百余种奇特野花鲜艳夺目、竞相绽放，各种花的

花期不同，在山间次第开放，让这里的整个夏季直至深秋都保持

着美丽的颜色。无底湖湖面呈“心”形，四周地势高，深蓝色的



水面像一面镜子，镶嵌在地面上，在骄阳下闪闪发光。相传一对

年轻貌美的哈萨克恋人在巴依木扎草原放牧歌唱，彼此相爱，历

经生死离别，最终在湖畔相守，守卫着这片无底湖的纯净。相爱

的人都会牵手绕湖漫步走过 1314米木栈道，以得到天神的祝福，

一生一世相亲相爱。 

 

线路六：“红色故乡”戍边文化之旅 

第九师--库鲁斯台草原--161 团--巴什拜纪念馆--芍药谷景

区--小白杨哨所--孙龙珍纪念馆--吐尔加辽草原。（最佳游览时间

4 月 25 日至 8 月上旬） 

 

 

 

 

 

 

 

 

 

 

库鲁斯台草原是我国第二大内陆平原大草原，湿地长约 52公

里，南北宽约 13公里，生长有茂密的芦苇、芨芨草、铃铛刺及上

百种野生牧草，是牧民赖以生存的四季牧场。它也是各种野生动

物植物生活的天堂，更是游客观鸟、赏鸟的理想去处。芍药别名



将离、离草，是芍药科芍药属的著名草本花卉，可分为草芍药、

美丽芍药、多花芍药等多个品种。小白杨哨所位于中哈边界塔斯

提边防连，是军旅歌唱家阎维文演唱的著名歌曲《小白杨》原型

所在地。吐尔加辽草原地处巴尔鲁克山北麓绵延的丘陵之中，距

裕民县城约 40公里。这一带地势较高，丘陵起伏，以冰草、羽毛

草和野草莓为主的牧草长势茂盛，四季鲜花竞放，葱葱茏茏地铺

满了方圆 10 余平方公里的区域。远远望去，犹如铺着一张五彩织

就的地毯。  

 

线路七：“口岸观光”俄罗斯风情之旅 

第九师--团结农场--162团--163团巴克图口岸--163团工业

园区--塔城市--红楼博物馆--手风琴博物馆。（游览时间全年） 

 

 

 

 

 

 

 

 

 

 

闻名遐迩的巴克图口岸距离塔城市区仅 12公里，距离塔城市

边境经济合作区 8 公里，是新疆距离城市最近的陆路口岸。参观



结束后，可以在国门拍照留念，并可于边民互市选购物品。红楼

博物馆是塔城地区唯一一座综合性博物馆，由俄国喀山塔塔尔族

商人热玛赞·坎尼雪夫于 1910 年开始兴建，1914 年竣工，具俄

罗斯建筑风格，因临行墙面呈铁锈红色，故称之为红楼。手风琴

博物是塔城的经典景区，世上乐器有千百种,对于塔城人而言,手

风琴是最熟悉与亲近不过的。对塔城人而言,在手风琴的乐曲中唱

歌、跳舞是各民族朋友们生活中共同的爱好。 

 

线路七：“黄金小镇”生态环境保护之旅 

第九师--铁厂沟镇--170 团--万亩沙海金棘--大漠戈壁、胡

杨林景观。（最佳游览时间 6月至 10 月） 

胡杨林素有“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

的美誉。一七〇团拥有 836.7 公顷的野生胡杨林自然景观，此处

野生胡杨林生长面积约有 1.25万亩，是世界上濒临灭绝的野生珍

稀植物资源，属第三纪新生代物种，被称为植物的“活化石”，

1980 年 8月被自治区列为自然保护区。一七〇团金戈壁沙棘采摘

园于 2017 年 9月投入使用，依托沙棘园生态风景区及黄金小镇的

西部风格，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建设了兼具观赏、娱

乐、休闲、度假等旅游功能的特色生态休闲度假区，以达到特色

资源和生态并存、延长产业链的目的。 

 

 

 

 



线路八:乌鲁木齐周边周边乡村休闲游 

乌鲁木齐市---五一农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头屯河谷森

林公园---三坪草莓主题公园---亚心花海主题乐园 

五一农场现代农业示范园又名兵团十二师五一新区国家

农业科技园，是兵团及十二师面向现代农业发展而设立的一个

生态、高效、外向型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头屯河谷森林公园

依据十二师三个团场的总体规划和产业布局以及头屯河沿岸

地形地貌的实际情况分区设计，因地造景，将五一农场段打造

成了“自然人文”风格，将三坪农场段打造成了“田园休闲”

风格，将头屯河农场段打造成了“都市森林”风格，最终建设

成具有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康养等功能的复合型森林公

园。草莓主题公园位于三坪农场二连四号地，2013 年正式挂

牌成立，占地面积 400 亩，主要种植草莓，现有 10 座温室、

85 座大棚，栽培的品种共 12 个。亚心花海主题乐园是由新疆

亚心文旅集团和新疆亚心全域旅游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

合打造的生态主题乐园，是在兵团级宿根花卉示范苗圃“花卉

文化产业园”的基础上全面升级而建成的文创主题乐园。 

 

 

 

 

 

 

 

 



线路九:乌鲁木齐周边文化民俗风情游 

乌鲁木齐市---西山老君庙---紫金公园---“大话西游”

万亩桃园---“天鹅之乡”哈萨克风情园 

 

 

 

 

 

 

 

 

 

 

 

 

 

西山老君庙始建于 1767年（乾隆 32 年间），是西北地区颇具

规模的清代建筑群，乌鲁木齐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 4A级旅游

景区。紫金公园占地面积 3000亩，公园内部种植了 23 种稀有

的树木，15种名贵灌木和花卉，更有苹果林、葡萄长廊分布

其中。一年四季，春有花，夏有树，秋有果，冬有亭，更有休

闲广场、健身广场、音乐广场，儿童游乐场、汽车自驾营地。

104团一连、二连的“大话西游万亩桃园”种植有万亩桃林，春日

的烂漫里一望无际的桃花园，满足了所有人关于浪漫的想象；6-10

月的采摘季，水蜜桃、蟠桃、油桃、油蟠桃 4个大类 24 个品种的

有机鲜桃，将满足所有人的味蕾。天鹅之乡特色风情小镇是乌鲁



木齐近郊最大的哈萨克风情体验小镇，先后被评为“中国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中国 100个特色村庄”。8832平方米的现代

化立体智能温室为全新疆最大的单体智能温室，温室中建设有移

动式育苗床区、现代化高效节水种植模式采摘区，曼陀罗花、香

蕉树、木瓜树等 1000余种热带花卉和植物相映成趣。走进天鹅之

乡有机草莓采摘基地里，农家肥种植的有机草莓清香扑鼻而来，

一排排草莓生机盎然，长势喜人，让人垂涎三尺，采摘期从每年 1

月持续到 6月。 

 

线路十:乌鲁木齐市周边生态亲子研学体验游 

乌鲁木齐市---西山农牧场烽火台小镇---天润丝路云端

牧场---小土豆农庄---程老大烤全羊---花年一舍 

 

 

 

 

 

 

 

 

 

 

 

 



西山农牧场烽火台小镇位于乌鲁木齐市南郊 26公里处，

因辖区内有唐代烽火台遗迹而得名。这里空气清新，冬暖夏凉，

是一个集休闲观光、文化旅游、科普教育、果蔬采摘、特色餐

饮于一体的城郊旅游特色小镇。天润烽火台丝路云端牧场以自

然而又有趣味的自然景观、牧场活动体验、好牛奶科普馆、智

能转盘式挤奶大厅等项目为特色，为游客营造了一处宁静、舒

适、美丽而又欢乐的体验式娱乐场所。2016年，新疆农佰汇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实地考察，利用烽火台小镇旅游景区阳

光充足、空气清新、交通便利等特点以及西山农牧场以农耕为

主体的经济形态，建设了“小土豆农庄”采摘园项目。小土豆

农庄分设服务区、蔬菜采摘区、鲜桃采摘区、养殖区、休闲娱

乐区、自助烧烤区。服务区设有值班室、商店、烧烤房、磨坊，

为游客免费提供采摘工具及服务。进入程老大烤全羊，浓郁

的新疆民族风情扑面而来。一座巨型蒙古包，很是吸引

人。这里还养着托克逊黑羊、骆驼等，既能观赏又可喂

食，让人感到身心放松、无比惬意。“花年一舍”温室大棚

有 600多种多肉品种，不乏“雪花”“楼兰美女”“冰露”“桃

蛋”等精致品种，它们小巧可爱，充满灵气，来此游览绝对是

一段绝佳的治愈系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