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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构筑历史文明的生态天堂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文化孕育一方风情。

地处长白山西南麓的通化，森林覆盖率平均达

到63%，最高达到95%以上，堪称天然生态氧吧，拥有

6个国家级森林公园、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个国

家级湿地公园、32处A级生态旅游景区。

漫江碧透的鸭绿江河谷、神秘莫测的白鸡峰、清

新淡雅的五女峰、锦绣斑斓的云霞洞和全国最大的

龙湾火山口湖群等，共同造就了这风光旖旎的生态

天堂。

通化历史悠久，6000 多年前就有人类繁衍生

息。这里是东北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王国和满

清贵族的发祥地。“东方金字塔”将军坟、“海东第一

碑”好太王碑、全国最大的古墓群洞沟古墓群等成为

中国第30处世界遗产。

集自然和历史的双重馈赠，通化既有山的雄浑

与壮美，也有水的柔情与灵秀；既有厚重的历史底

蕴，更有现代的文明。

这里是挺起民族脊梁的英雄战场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抷热土一抷魂。

通化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抗日战争

中，杨靖宇将军率领东北抗联一路军与日寇浴血奋

战，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

卓越的历史功勋，涌现了杨靖宇、高志航、王凤阁等

抗日英雄，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红色基因；解放战争

中，通化是“四保临江”战役的主战场；抗美援朝战争

中，通化是可靠的大后方；新时代，通化军民携手向

前，连续九次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这里，一路沧桑、一路敬仰的忆苦思甜红色之

旅等你。来到杨靖宇烈士陵园、东北抗联纪念馆

拜谒先烈，重温入党誓词；重走抗联路，感受峥嵘

岁月……昔日，英雄热血洒在了白山松水，谱写了一

篇篇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壮烈史诗；今日，我们

后人踏寻红色土地，让东北抗联精神和杨靖宇精神

这面旗帜高高飘扬。

这里是孕育康养产业的休闲福地

一城空灵山水，康养四海宾朋。

通化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物产丰饶、资源富集，

被誉为人参之乡、优质葡萄酒之乡、优质大米之乡、

中国中药材之乡、松花砚之乡、山核桃之乡和滑雪之

乡。

这里有我国第一个高山滑雪场，被称为“新中国

滑雪的摇篮”。 中国的第一次滑雪比赛、第一支滑

雪队都在通化，第一个全国滑雪冠军、第一个亚洲滑

雪中国冠军都出自通化。

这里，一路参香，一路安康的人参神奇探寻之旅

等你。来白鸡峰森林公园，拜长白山神，淘物华天

宝，共探密林传奇；来集安，游鸭绿江畔、访世遗古

都，共赏“野山参王”；来辉南，溯女真祖源、观龙湾奇

景，共享康养胜境。

这里，一路银白，一路惊喜的冰雪梦境体验之旅

等你。“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通化的冬季降雪

多，雪期长，雪质优，净风率低。冬日通化，您可以戏

雪玩雪，与雪花共赴奇趣嘉年华，“赏年景”，看窗花

和雪花交织一片热闹图景；“品年味”，让冰酒和火盆

配搭一桌人参盛宴；“祈年福”，团圆和欢聚期盼一年

美满愿景；“淘年货”，山珍和文萃融汇一年幸福品

味。

红色之城，康养通化！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的红色精神和“养人，养心，养颜，养体，养趣”的大健

康理念深度相融，通化春夏秋冬享美景翩翩，乐山乐

水尽享乐趣无限。

1.踏雪寻梅——山葡萄采酿之旅

通化葡萄酒作为世界的中国风土、中国的民族产

业、吉林的文化品牌、通化的城市名片，备受国内外人

士的青睐与推崇。一种记忆中的经典味道总是萦绕在

国人的舌尖、心间和脑海之中。做客通化，感受中国葡

萄酒之乡和葡萄酒城的独特魅力，品味美酒中的诗情

画意与人生哲理，快哉、美哉！

线路推荐：世界甜酒文化博览中心（通葡股份有限

公司）→通化县通天山葡萄酒文化科技产业园→集安

鸭江谷酒庄葡萄种植基地→集安雅罗酒庄→柳河葡萄

酒研发中心→柳河汇源龙韵酒庄→柳河紫龙冰谷

2.地质奇观——火山探秘之旅

走进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群——龙湾火山口湖

群，感受大自然生态所带来的宁静与安逸；进入中国最

大的火山岩溶洞——云霞洞，置身神奇的溶洞世界，感

悟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漫步四方顶，探求漫山古树腐而

不朽的自然生命力。

线路推荐：四方顶风景区→西夹荒雪屯→大龙湾

景区→龙堡度假区→吊水壶瀑布→三角龙湾景区→云

霞洞景区

3.康养天下——人参之路

立足“康养”这一形象定位词，打造一条集人参种

植、人参采挖、人参加工、人参美食、人参文化于一体的

新“人参之路”，让游客零距离全方位地去接触人参、了

解人参、爱上人参，在休闲旅行中感受通化作为中国人

参之乡的康养文化气息和无穷魅力。

线路推荐：老把头墓→通化县人参文化产业园→通

化县英额布棒槌山旧址→振国养生谷壹号庄园→集安

市清河镇人参交易市场→参观康美新开河公司、五味堂

公司、白山传奇野山参博物馆、益盛汉参化妆品公司

4.风情边境——畅游鸭绿江之旅

雄赳赳气昂昂，志愿军战士在这里渡江作战，这是

记忆中波澜壮阔的鸭绿江；太极湾、云峰湖、国境桥，这

是当下风景如画的鸭绿江。泛起小舟或乘上快艇，无

论慢与快，无论驻与行，人在画中游，将让游客感受中

朝界河鸭绿江带来的浓郁边境风情！

推荐路线：集安鸭绿江滨江大道→国境铁路大桥

→公路口岸国门→云峰湖景区→老虎哨风景区→太极

湾国际旅游度假区→高句丽遗址公园

5.林海雪原——重走抗联路

一片曾饱受屈辱、历经沧桑的土地，一个奋起反

抗、英雄辈出的战场，一座重获新生、铭记历史的城

市……这，就是东北抗联主战地、民族英雄杨靖宇斗争

之地，通化！来通化，在莽莽雪原、茫茫林海之中，踏着

先辈们的足迹，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激发红色基

因。

线路推荐：杨靖宇烈士陵园→东北抗联纪念馆→
白鸡峰红色文化园→兴林镇抗联文化园→白家堡子惨

案纪念地→抗日英雄林→河里会议纪念馆→辉南红色

抗联基地→五女峰抗联游击队根据地

6.多彩金秋——赏花观枫之旅

通化的秋天不单单是硕果累累的灿烂金色，还

有比春日更绚烂的缤纷色彩：火红的枫叶之

色、翠绿的松林之色以及斑斓的秋菊之色。

待秋日到来，层林尽染，就可以跟随着秋天

的足迹，感受通化秋日里的五光十色与鸟语

花香。

线路推荐：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太极湾国

际旅游度假区→石湖国家森林公园→康养谷花海→
白鸡峰国家森林公园→金江花海→罗通山风景区→
辉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辉南四方顶风景区

7.滑雪起源——雪舞通化之旅

待冬日雪飘，走进新中国滑雪起源地——通化，体

验新中国第一座滑雪场的速度与激情，品味展现中国

风土的“北冰红”葡萄酒+具有独特而悠久美食文化的

“高丽火盆”这一“冰火伴侣”，感受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的苍茫与宽广。这里可以让游客忘却烦忧，在天然造

就的冰雪世界里，寻找那份纯真与乐趣，在浪漫的“童

话（通化）世界”沉醉。

线路推荐：通化冰雪产业示范新城→上龙头雪村

→白鸡峰国家森林公园→佟佳江冰带→通化县康养谷

滑雪场→柳河冬捕节→辉南吊水壶瀑布→神秘四方顶

→大龙湾滑雪场
老岭抗日游击根据地位于集安市，是

杨靖宇将军带领东北抗联一路军于1935

年至1938年在集安老岭地区开展系列抗

日游击的战斗之地，依老岭山脉而建，山高

林密，地形复杂，易守难攻。被学术界认为

是东北抗联一路军遗迹保存最好、规模最

大、史料最完整的抗联遗址地之一。

依托老岭抗日游击根据地，抗联第一

路军在杨靖宇将军的领导下，分别召开了

第一次老岭会议和第二次老岭会议，多次

奇袭敌人，打出了“破袭通辑铁路系列战”

和“歼灭‘满洲剿匪之花’系列战”等一系

列卓有成效的抗日斗争，使集安的抗日斗

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敌人惶惶不可

终日。

如今，为更好地弘扬红色革命文化精

神，集安市对部分抗联遗址进行修缮。老

岭抗联遗址全长1100米，有兵营、将军亭、

棋盘、战地指挥部、地窨子、瞭望哨、练兵

场、拴马桩、野战医院、粮仓、碾盘、打谷场

13处遗址景观，被列为吉林省爱国教育基

地，每年接待学员万余人次。来到这里，

可以在自然山水间重走一段抗联路、吃一

顿抗联饭、唱一首抗联歌，寻找红色印记、

赓续红色血脉，接受红色教育、传承红色

基因。

“天降白鸡云峰里，顶峰漫道登天梯。

龙王庙前梳妆女，吴里常沟说神奇。”形容的

就是自然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的白鸡峰国

家森林公园。

景区位于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东南

部，主景观前白鸡峰海拔1318米，峰顶白

鸡石质地坚硬，银白如雪，成因不明，倍感

神秘，传说抚摸白鸡石有“石”来运转之意。

这里森林茂密，空气清新，四周群山环

抱，层峦叠嶂。由于多变的地形、地貌和丰

富的水系资源，形成了风景区独特的“三峰

两瀑一潭”自然景观。

自然景观美不胜收，景区的人文景

观也令人回味。据考证，清朝年间这里

曾有过较大的村屯，通往景区的道路曾

是驼运古道，沿途分别建有龙王庙、关公

庙和大车店等建筑，足见当时这一带经

济繁荣。

由于注入了自然森林生态的主旋律，

加上我国的民族传统和历史文化，景区游

览内容不只局限在消遣和踏青。独特、优

美的自然景观让人开阔胸襟、陶冶情操。

丰富的野生动植物也是普及自然科学的窗

口，生态与环境教育基地的建立，供游客开

展浏览、休息、科研等活动，给人以物质、文

化和精神上的享受。

以水帘洞、通天洞等溶洞群为代表的

地质景观，以特有石榆、野生动植物资源

为代表的生态景观等为一体的罗通山风

景旅游区位于柳河县东北部，山巅面积

3133 公顷，最高海拔为 1090 米。素以城

古、洞幽、林密、景秀著称，兼有崖险、壁

奇、峰俊、石怪之美誉，是不可多得的旅游

观光胜地。

罗通山城内规模宏大，全城周长7.8公

里，由紧密相连的东、西两城组成，是高句丽

左右式山城的典型代表。对研究高句丽城

市建置、建筑技术、防御体系以及高句丽与

中原文化的关系等有着重要的价值。

“石头上长韭菜，千年古树石壁栽，百丈

悬崖树涨开，树上长个猴脑袋。”奇峰古城有

四怪，得天然灵气，受日月精华，独占一方雄

奇，博得万人称誉。

纵观罗通山风景旅游区，既有层峦叠嶂

的山峰、宏伟壮观的古城、嵯峨奇丽的怪石，

又有深奥莫测的溶洞、千姿百态的奇树、净

如玉液的碧潭和古老幽静的庙宇，厚重的历

史文化和奇特的自然景观巧妙地融为一体，

是访古、猎奇、避暑、度假和观光旅游的好去

处。

长白山有大美，她是长白山大山风范

的典型缩影；她以石奇、木秀、峰美、谷幽四

绝闻名遐迩；她以五女竞秀，红叶高秋驰名

中外；她有仙人台、观峰台、洞天皓月、抗联

遗址、老岭松涛等50多处景观；她就是集安

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五女峰景区是森林公园的核心景区，

也是自然景观的荟萃之地。美丽、壮观的

五女峰、陡峭挺拔、奇丽秀美，恰似五位身

披绿纱的窈窕淑女，亭享玉立、遥相呼应。

天女峰海拔1250米，是五女峰中的最

高峰，也是五峰之首。传说她是五位仙女

中的老大，是她使集安的山林中长着茂密

的森林和“女儿木”以及大女木兰等珍贵树

种；玉女峰海拔870米，传说她是五位仙女

中的老二，是她使五女峰下的绿水河旁蕴藏

着丰富的优质雕刻石料——安绿石；参女峰

海拔780米，她紧靠玉女峰，位于五峰中心，

传说她是仙女中的老三，下凡时带来一粒参

籽，使集安成为最早生长人参的地方，成为

“人参故乡”；秀女峰海拔860米，传说她是五

位仙女中的老四的化身，四仙女是长相最漂

亮的一位；春女峰海拔760米，是五女峰最小

的一座，传说是五位仙女中的老五的化身，

五仙女性格温柔、待人诚恳和气，是她的性

格使集安成为“塞外小江南”。

建筑风格简约朴素而不失高贵雅致的

度假别墅；临水而建，远可观景，近可亲水的

滨水餐厅；嵌于自然密林之中，供人戏水、狂

欢、娱乐的森林木屋；建于人际罕见之处，清

朝开国皇帝的狩猎之地——努尔哈赤密营；

与青山、河流、建筑共同构筑人文自然景观

的生命健康大坝……通化县振国养生谷壹

号庄园美不胜收。

养生谷建于英额布水库区，是座集旅游

度假、餐饮住宿、商务会议、养生保健、康复

疗养、冰水游乐及田园采摘为一体的生态园

区，幅员面积1136公顷。这里自然风光独

特，既有着古老的传说“人参之路”，又有久

远的满清历史文化，是国家4A旅游景区和

省级乡村旅游景区。这里的四个园区设施

齐全、标准较高、极具地方特色。中式、欧

式、日式等融和一体的建筑风格，显示出海

纳百川的国际理念。深沉里显露尊贵，典雅

中浸透豪华的设计表现，体现出追求品质，

营造典雅尊贵，视生活为艺术的态度。

“精、美、情、礼”这四个字，最能反映出

庄园餐厅美食让游客在饮食活动过程中体

会到饮食品质、审美体验、情感活动等独特

文化意蕴。

山水林田交相辉映，自然人文相互交

融。体验养生文化、品尝山珍佳肴、游览长

白风光、置身人间仙境、呼吸天然氧吧，到振

国养生谷壹号庄园可以不虚此行。

云霞洞位于通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以

东3公里处，是世界最大石冰花群所在地，

所在的万寿山是长白山麓火山群中最为典

型的一座。

洞道上下起伏，左右迂回，总长超过

4000米。洞中怪石嶙峋，千姿百态，不仅有

火山活动遗留下的气势恢宏的岩浆通道，

更记录了长白山地从6亿年前至今的地质

演变过程。

作为全国“十大岩溶景观”之一，当你

身处158米深的地下穴洞时，石钟乳、石笋、

石柱等岩溶景观随处可见，石帷、石幕、石

瀑等地质奇观美不胜收，石耳、石鹅管、石

冰花、石珊瑚等成岩标本更是弥足珍贵。

相关地质专家曾评价，云霞洞是第四

纪火山活动所遗留下来的一处天然洞穴，

是中国北方最富魅力的溶洞景观和长白山

科考最理想的岩石标本库，价值巨大。

洞内奇景，还原了火山喷涌的恢宏气

势，可欣赏到溶岩景观的瑰丽多姿；洞外，

可以饱览山水相依的和谐美景，享受怡然

自得的野外生活。

云霞洞景区总面积80万平方米，分溶

洞核心区、休闲度假区、娱乐游戏区和商务

服务区等多个功能区块，洞外配套景点12

处，景观工程40余项，是集旅游观光、探险

体验、科学考察、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省内最

具特色的综合性景区之一。

在通化市辉南县境内，有一处距今60

万至100万年前由火山爆发后形成的中国

最大的火山口湖群自然景区，那就是总面积

8102公顷，由“七湾、两顶、一瀑、一漂流”组

成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其中以三角龙湾

的景色最为美丽。

龙湾的美，美在山水之间。三角龙湾三

剑峰、映霞壁、湖心岛、通天亭，赏龙湾之水，

静如处子、碧绿幽寒。龙湾的美，美在雾起

雾散。龙湾的雾，如神秘的归人，总是出现

在不经意间，或清晨、或傍晚，或于山间、或

于林畔，或在眼前、或在天边。三角龙湾雾

锁龙潭，吊水壶栈道雾罩河面，四方顶子雾

绕林间……龙湾的美，美在恬淡悠然。漫步

响水河畔，呼吸新鲜空气，倾听鸟儿呢喃，掬

一捧清澈幽凉的泉水，体味那种铭心刻骨的

清甜；走过那些各具特色的景观木桥，观赏

那些隽永秀丽的园林景观，人与自然如此和

谐；倚坐在吊水壶边，看水击岩石，如练飞瀑

叹为观止；冲浪于激流险滩，体验于波急浪

缓，在嬉水中荡起笑声一片……龙湾，带来

的是恬淡悠然，这种简单，会让人拥有一个

充满生机、绽放活力的明天。

龙湾的美，美的毫无遮掩。它区位优势

非常明显，位于长春、沈阳、吉林、白山、通化

等大中城市所形成的环形城市圈的中心地

带，最远单程不超过3小时，是汽车短线游

和自驾游的理想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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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之旅”通化精品旅游线路推介

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是伟大的抗日民

族英雄杨靖宇将军的安葬地，是国务院批准的

首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走进陵园，苍松翠柏，四季常青。陵园中

央伫立着杨靖宇将军的塑像，身躯挺拔、目光

坚毅。安眠于此的杨靖宇将军曾领导东北抗

日联军第一路军战斗在白山黑水，牵制了几十

万日军不得南下，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谱写了光辉乐章。

杨靖宇烈士陵园始建于 1954 年，占地面

积2万平方米，园内共有5座古典式琉璃瓦建

筑，红窗碧瓦、松柏参天、庄严肃穆、宏伟壮

观。正面为陵堂和墓室，安放着杨靖宇将军的

遗首和遗骨。甬道中央矗立着高5.35米的杨

靖宇将军高大戎装铜像，花岗岩基座正面镌刻

着彭真同志手书：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两侧

的4个偏殿是杨靖宇将军生平业绩展厅，展出

杨靖宇将军青少年时期的遗物和他在抗日战

争艰苦岁月里的有关文物、文献、照片260余

件，全面展示了杨靖宇将军光辉而壮烈的一

生。

杨靖宇烈士陵园是国家 AAAA 级旅游景

区。先后被评选为首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首批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首批国

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首批全国廉政教育基

地、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全国关心下一

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等，共获得国家级荣誉

12项。

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是我国首个展

示东北抗日联军光辉业绩的大型纪念场

馆，位于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保护区

内，于2005年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

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建筑面积3800

平方米，为半地下护坡式建筑，造型独特、

美观大方。陈列主题为“铁血英魂”，序厅

由巨幅水墨壁画《白山黑水抗联魂》组成，

画长50米、高4米，由3000多个人物组成

群山造型，代表绵延起伏的长白山脉和东

北的三千万同胞。壁画中的人物虽然来

自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但都是不愿做奴

隶的东北同胞、是不怕牺牲的抗联将士，

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维护民族尊严的

钢铁长城。

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基本陈列分为

六个篇章，分别是：屈辱篇——民族苦难；

义勇篇——还我河山；众志篇——烽火关

东；喋血篇——配合抗战；艰苦篇——烈

忾英魂；胜利篇——东北光复。纪念馆通

过700余件珍贵的图片、文物、文献、图表

和精美的绘画、逼真的场景，充分展示了

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的战斗经历、战斗

场面、战斗成果和战斗生活，展现了东北

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用

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

通化县兴林镇是东北抗联史上“河

里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是中

共南满省委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

的诞生地，是杨靖宇将军和抗联一路军

最鼎盛时期的活动场所，有抗联密营、

医院、被服厂、枪械所遗址和著名的“河

里会议”遗址。

兴林红色旅游教育基地包括抗联

文化园、白家堡子惨案纪念地、通化抗

日英雄林和曲柳川村河里抗日根据地

展馆。其中，临山而建的河里抗日根据

地展馆，面积800平方米，设有抗联人

家、印记永恒、历史丰碑、红色记忆、抗

联煎饼铺5个展厅；白家堡子惨案纪念

地已被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省级国防教育基地、省级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除抗联景观外，兴林红色旅游教育

基地园区内还设有游客服务中心和大

型停车场，开放民俗村四合院，提供培

训就餐和住宿接待服务，可同时容纳

300人就餐入住，是吉林省AAAA级乡村

旅游经营单位。哈泥河沿岸还打造了

120亩特色生态采摘园项目，建有彩虹

滑梯、水上蹦床、网红摇桥、卡通小船等

水上娱乐项目，是开展红色教育、民俗

体验、生态养生的多元素综合性旅游景

点。

集安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位于吉林

省集安市区内东15公里，有“世界最短国

际列车”“抗美援朝第一渡”等美誉，是我

国对朝鲜三大铁路桥之一。1937 年至

1939年，日本为掠夺我国资源在这里修建

了辑安（今集安）到朝鲜满浦的铁路。铁路

建成后至1945年间，我国大量的煤炭、木

材、矿石等资源被日本侵略者掠走，经这里

运往朝鲜后，转运日本。抗日战争胜利时，

日本731细菌部队就是从这里逃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此桥获得新

生，成为中国对朝鲜的重要口岸之一。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

从这里赴朝参战。同年10月起，这座铁路

大桥开始承担志愿军及作战物资的运输

任务，被誉为“抗美援朝第一渡”。当时，

美军把大桥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派

飞机对大桥实施轰炸，但始终未能得逞。

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完整保留了历

史遗迹，并打造了以多幅珍贵史实照片和

文字为内容的历史文化长廊，多角度、全

方位展示从日伪时期、解放战争、抗美援

朝时期到经济建设时期，鸭绿江大桥所发

挥的重要作用。

辉南县是杨靖宇将军南满抗日

“龙岗战略构想”的核心区域，是金川

河里抗联根据地的重要区域，是东北

抗联战斗频繁区域之一。杨靖宇将军

曾率部队转战于此，抗日联军第一方

面军曹亚范将军曾在这里浴血奋战，

东北著名工人运动领袖、中共满洲省

委常委金伯阳同志在这里壮烈牺牲。

这里是国家命名的一类革命老区，

现存众多抗联遗址、遗迹。加强红色旅

游场馆建设，丰富体验地点，辉南县建

设完成了一条抗联路、一座抗联红色文

化体验馆、一座金伯阳纪念广场，并修

建了一座金川革命烈士墓。其中，金伯

阳纪念广场共设置“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伯阳诗”“红福”“和平鸽”“抗日英

雄”“珍爱和平”6块文化石，建有雕像

群；抗联路为吊水壶至大龙湾3.7公里

的山路，路上有“隐蔽哨”“抗联路”“抗

联井”“寒窨”等多处文化石刻字和“警

戒哨”，铺设栈道3.7公里。

同时，辉南县还打造形成“抗联烈

士墓——辉南抗联红色文化体验馆

——抗联路——熙嘉荒——金伯阳纪

念广场”一条完整的精品旅游线路，让

人们重温伟大历史，唤醒“红色记忆”。

杨靖宇烈士陵园

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

兴林红色旅游教育基地

集安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

辉南“红色脉络”

老岭抗日游击根据地

白鸡峰——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之美

奇峰古城甲关东 此山无需说罗通

“五女竞秀”绿色天堂——集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智慧养生好去处——通化县振国养生谷壹号庄园

钟乳奇峰冰花丛 天下奇观云霞洞

大美龙湾 美在山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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