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出！旅行!
帮助！

去自然保护区旅行，你帮助保持自然。
部分资金支持«保护的使馆»基金会计划。

主要活动领域。

主要活动领域：

自然保护区

国家公园

禁猎区

108

65

环境教育，生态旅游的发展，受保护的自然专业人士以及当地人口的支持，
为了支持自然保护区进行志愿者和形成社会运动，生态小路和其他教育基础设
施创造。

阿尔泰生物圈保护区，
卡通保护区，
乌奇—恩梅克民族自然公园，
赛柳格姆国家公园，
巴泽雷克墓冢博物馆保护区

阿尔泰共和国

八月下半月至十月上半月

阿尔泰保护环

贝加尔生物圈保护区，
野猪禁猎区，
通金斯基国家公园，
贝加尔鸟类环志站

布里亚特共和国，
伊尔库茨克州 
九月至十月

贝加尔湖之秋

下斯维里自然保护区

列宁格勒州

八月下半月至十月

zapovedtours.ru

拉多加湖畔的
秋日生态游

在这场无与伦比的旅行中，我们不仅会光顾

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捷列茨科耶湖、科尔布

瀑布、卡拉科尔山谷，还将造访卡通自然保

护区周边阿尔泰山脉鲜为人知的世外桃源。

诚邀各位触碰地球上绝美的原始角落，驻足

阿尔泰难以抵达的人间仙境，结识传奇守护

者——保护区工作人员，了解他们并不轻松

的工作细节，亲耳聆听保护区生活故事。

捷列茨科耶湖和卡通河支流山溪瀑布，清澈

碧绿的高山湖泊，令人瞠目结舌的石头“蘑

菇”、丹尼索瓦洞，声名远播的巴泽雷克墓

冢，稀奇古怪的岩画，令人叹为观止的山脉

、森林和草甸风光——深入阿尔泰，您将获

得大众游客难以触及的非凡体验。

我们有机会近距离了解阿尔泰文化，参观洛

里奇家族博物馆，下榻保护区哨所，在游览

阿尔泰名胜的同时，置身景区腹地全方位感

受自然气息。

提起“贝加尔”，我们会想到什么？

怒放的杜鹃染红的山丘，明镜般清可见底的

水面，落叶松金黄美不胜收……

或许，还有闻名遐迩的贝加尔秋白鲑，泰加

林巨人雪松，圣地宝塔上飘扬的风马旗，美

轮美奂的庙宇……

途中，我们将光临贝加尔西南部特别保护区

，了解当地动植物世界，深入探索世界上最

深、最洁净的神奇湖泊。此外，贝加尔还是

全球水资源储量最丰富的湖泊，世界上近四

分之一的淡水集中在这里。

游览期间，诸位能够感受长居于此的旧派教

徒文化，碰触传承三、四百年经久不息的传

统，深入了解萨满教与佛教基础。数世纪来

，相关文化与该地区历史密切交织。

尽管距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座大都市不远

，保护区却鲜为人知，未受到森林沼泽区生

态旅游游客的关注。松林与云杉林，高地沼

泽和风倒木，拉多加湖畔和斯维里河湾的沙

滩，包罗万象的景观，杳无人烟与无边寂静

为本地区生物多样性创造了绝佳的条件。沿

保护区生态路线一路前行，仅需1-2天，即

可觅得各种泰加林典型动物的痕迹，有时甚

至能够一睹其真容。猞猁、熊、狼、狐狸、

榛鸡和松鸡的生命活动痕迹与林间小径交织

重叠。

保护区内坐落有俄罗斯最大的拉多加候鸟环

志站。工作站于1968年投入运行，每年捕

捉120-130种候鸟，并为7000-20000只鸟

类戴上标记。

游览过程中，来宾有机会熟悉泰加林主要树

种类型，踏访高地沼泽，了解河狸生活，游

览拉多加湖沿岸水禽栖息地，参加拉多加观

测站鸟类捕捉环志过程。

保护区大使馆基金致力于为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寻求公众支持。
俄罗斯保护区的价值与成就在国际层面得到推广。基金会的
主要任务是认识保护区和公园在启蒙生态游中的作用，
培养儿童、青年与成人的责任感。

俄罗斯秋日生态游

«自然保护区网
  保持自然，团结人民！»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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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使馆»基金会为了形成公众对保护区的支持
被«自然保护区»生态中心团队成立于2018年底。

protectedareasembassy.com



这个海上保护区坐落在难以抵达的太平洋群岛

之上，占地面积超过300万公顷。旅行途中，

我们有机会目窥得众多珍稀鸟类与植物，其中

包括此地独有的物种。这里是俄罗斯唯一一处

全年鲸鱼观测点。此地已知共计21种哺乳动物

，占全球鲸类的四分之一。大家或可亲眼目睹

长须鲸、小须鲸、座头鲸、虎鲸、白腰鼠海豚

，偶可见抹香鲸、蓝鲸和弓头鲸。

我们将欣赏鲸鱼跳水，到访海狗栖息地和鲑鱼

产卵地，乘船游览岩岛，近距离观察殖民地筑

巢鸟类。每年夏天，50 000余対花魁鸟在此繁

衍生息，红脸鸬鹚、灰翅鸥、角海鹦、暴雪鹱

、鸬鹚和其它多种鸟类纷纷在这里构窝筑巢。

千岛普通海豹栖息在海岛东南部的岩礁上，海

獭则藏匿于沿海海带丛中。

旅行途中，我们还将亲临著名地理学家和探险

家维图斯·白令墓地，并参观群岛动植物群研究

先驱科学家格奥尔格·斯特勒纪念碑。斗士湾的

宝石海滩由磨光的玛瑙、碧玉、玉髓和蛋白石

组成，静候各位来宾光临。科曼多尔群岛保护

区的工作人员将热情接待大家，他们热爱自己

的工作，对岛屿自然了如指掌。

我们将在哈卡斯之旅中探索西萨彦岭支脉的

主要景观。行程路线跨越多个自然区域，从

草原到森林草原，从山地泰加林到高山草甸

。大家有机会了解西伯利亚人民文化风习，

亲眼目睹举世闻名的哈卡斯考古遗址——与

埃及金字塔同时代诞生的国王谷，此地发掘

的文物现藏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内。不同时

代的壁画带领我们穿越时空，放眼无垠草原

上部族更迭。哈卡斯人的喉音和与众不同的

民族器乐与自然景观和谐相融。

不计其数的禽鸟，无穷无尽的怒放花卉，多

姿多彩的广袤草原，雄伟高大的雪松，赏心

悦目的落叶松林，纯净无暇的湖泊——哈卡

斯是名副其实的自然聚宝盆。

哈卡斯是西伯利亚粮仓，这里的气候条件得

天独厚，能够让我们在旅行中充分体验这一

独特地区的丰富物产与充裕资源。

我们将乘车驶向目的地，一同领略莲叶田田

花怒放的壮美景象，顺便聆听该地区莲花诞

生的传说。里海沿岸低地的生活风起云涌。

威武的白尾海雕翱翔蓝天，雪白的天鹅在三

角洲悠闲游荡，还有展翅高飞的鹭鸟、鹈鹕

、彩鹮和不计其数的近水禽类。伏尔加河三

角洲徒步和水上路线将方便我们近距离体验

阿斯特拉罕生物圈保护区脆弱的原始自然魅

力。

置身俄罗斯最古老的保护区，了解数十年内

在此开展的广泛科研活动，探索里海变迁、

景观形成，体验这片富饶土地上的各种动植

物资源。

俄罗斯冬日生态游    

克诺泽罗国家公园（生物圈保护区）

阿尔汉格尔斯克州

一月（时间范围可略扩大至十二月中旬至
三月中旬）

克诺泽罗圣诞生
态游

在那里，泰加林与苔原相互交融，呈现出光怪

陆离的景致。洁白无瑕的图案犹如人类命运交

织，时间止步，让您置身于绝美狂野自然和沿

海生活方式中难以自拔。奥涅加沿海区从此开

始，向远方无限伸展。诚邀您乘坐雪地摩托在

奥涅加半岛上自由驰骋。4日行程中，诸位有

机会到访拥有数百年悠久历史的沿海村庄——

卢达、亚连加、洛普申加、列特尼亚亚佐洛季

察、普什拉赫塔。沿海居民的独特风情引人入

胜，欢迎品尝当地传统美食。俄罗斯第一座木

制机场博物馆坐落于洛普申加，别具一格的历

史期待您亲自探索。这里还有名副其实的白海

旅游胜地切斯马灯塔和列特涅奥尔洛夫灯塔，

后者是北极沿岸最古老的木制灯塔之一！北极

光将成为勇者的勋章！俄罗斯北方严寒美景静

候您的观赏！

乌拉尔山脉连接着特别保护区，这里的自然景观

丰富多样。乌拉尔山脉的山坡和顶峰被茂密的混

交林覆盖，峻峭的悬崖、残山和陡直的崖壁从树

荫中拔地而起，释放着可望而不可即的无限魅力

。生态游途中，我们将到访西乌拉尔山麓森林草

原和由纯净石灰岩构成的白垩山，探索珊瑚、软

体动物和古生物遗迹。那里坐落着怪石嶙峋的因

泽尔齿轮岭，犹如一条巨龙，盘伏在泰加林深处

，南北延伸近七公里。马鹿群是南乌拉尔山脉的

点睛之笔。优雅的阿尔泰马鹿适应了巴什基尔保

护区的气候，并在此繁衍生息。途中我们定将深

入了解半自由马鹿群的生活，并与之合影留念诸

位还有机会参观举世闻名的卡波瓦洞穴，欣赏旧

石器时代原始部落创作的赭石岩画。近200幅壁

画描绘了猛犸象、野牛、马、茅舍和各种几何形

状。欢迎大家了解南乌拉尔养蜂文化和珍贵的本

地蜜蜂。一路走来，我们将到访地区级保护区。

例如，拥有15米高冰柱和非凡声学效果的阿斯

金冰洞。在这里，微弱乃至难以分辨的声响均会

被无限放大。二月访客有机会参加民间谢肉节送

冬娱乐活动

耶稣诞生是非同寻常的时刻，希望的火苗在心

中点亮，我们有机会触碰奇迹与善良的魔法。

您是否一直梦想着一场远行，寻觅着白雪皑皑

的真正冬季，追求着无限广阔与静谧无声？您

在苦苦找寻：神秘的森林、童话的遗迹，街上

寒冬严酷，木屋中却温暖舒适，俄式火炉中的

木柴在劈啪作响……

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北部有一片神奇疆域，名为

克诺泽罗。在这片保护区内，远古传说的记忆

完好如初，空气清新、积雪洁净、万籁俱寂、

鸦雀无声……

俄罗斯独有的木制建筑与北方的旖旎风光交相

辉映，克诺泽罗是人类和自然的完美融合。尖

顶木结构教堂和小礼拜堂隐藏在密林深处。博

物馆与众不同、风格独特，当地工匠（铁匠、

桦树皮工匠、陶工、裁缝……）的手艺更让人

拍案叫绝。梦幻风光全面展现出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处。

俄罗斯春日生态游

巴什基里亚国家公园
舒尔甘塔什自然保护区
巴什基尔国家自然保护区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

二月至三月
 

南乌拉尔送冬生
态游 阿拉尼亚国家公园，

北奥塞梯共和国保护区，
达吉斯坦保护区，
萨穆尔国家公园

北奥塞梯共和国—阿拉尼亚，
达吉斯坦共和国

五月至六月

高加索保护区生态游
生物圈保护区
舒申斯科耶针叶林国家公园，
叶尔加基自然公园，萨尔贝克丘、
卡扎诺夫卡、胡尔图亚赫—塔斯、
小阿尔巴特岩刻博物馆保护区

哈卡斯共和国 
六月至九月

哈卡斯生态游

波利斯季国家保护区

普斯科夫州

四月至五月

沼泽之春生态游

“黑土地”的四月，郁金香怒放，一望无际；五月，罂粟花、鼠尾草、羽茅草次第盛开，争奇斗

艳……马内奇古季洛湖上的游禽是保护区的主要景点。该地区是35个国际重要水禽栖息湿地之

一。稀有游禽在此筑巢，如粉红背鹈鹕、卷羽鹈鹕、琵鹭。广大朋友可以通过望远镜窥探鸟群

生活，幸运的话，还有机会用镜头捕捉精彩瞬间。

保护区中亦不乏自然奇迹，稀有的赛加羚羊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您还能聆听戴胜的鸣叫，

研究草原黄鼠的行为，乘坐“沙漠之舟”并品尝卡尔梅克风味佳肴。

通过这场引人入胜的旅行，您有机会探访欧洲规模最大的波利斯季—洛瓦季沼泽地。广阔的苔

藓沼泽与山岭和大小湖泊交替，其中还不乏被森林覆盖的岛屿。这里的环境为众多无法与人类

相邻而居的禽类和野兽提供了天然庇护所。探索沼泽水禽世界，找寻珍惜鸟兽身影。您有机会

偶遇大、中杓鹬，捕获柳雷鸟稀有森林亚种的足迹，还能够一睹长尾林鸮、鬼鸮、灰鹤、欧洲

金斑鸻、黑琴鸡和松鸡的身姿。无数水禽在在湖面上畅游，其中包括在此筑巢的大天鹅、各类

水鸭、黑喉潜鸟、湖鸥。

除此之外，诸位还能够了解高地沼泽植被及其在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广大朋

友还有机会一睹沼泽浆果蔓越莓的芳容，民间将该季节的小红莓称为“迎春果”。这种浆果深埋

雪下整个冬天，变得格外甜美，更是当前沼泽生物界的理想维他命之源。

参观俄式农舍博物馆，细看果戈列沃古村居民收集的珍宝，在当地厨师的指导下使用俄式烤炉

烘焙馅饼。

俄罗斯夏日生态游

里海沿岸鸟戏莲花
生态游

科曼多尔生物圈保护区

勘察加边疆区，科曼多尔群岛 
六月至八月

鲸鱼、海狗和鸟类
王国生态游黑土地国家保护区

卡尔梅克共和国

四月（郁金香）至五月（罂粟花）

花鸟王国生态游

zapovedtours.ru

阿斯特拉罕生物圈保护区

阿斯特拉罕州

八月

高加索的奇幻景观举目皆是：雪顶高峰、山

麓丘陵、谷地、瀑布、幽深峡谷、藤蔓森林

、无边草原乃至新月形沙丘！我们徜徉漫步

，追寻再生高加索野牛种群，捕捉秃鹫、胡

兀鹫、游隼和其它珍惜猛禽的身影，当地特

有植物生机勃勃，郁郁葱葱。诸位还有机会

探访稀有雌性波斯豹的栖息地。保护区的相

机陷阱为来宾深入了解雌豹“波浪”的生活提

供了大量真实材料。我们将一睹欧亚大陆最

古老的参天法国梧桐。科学家估计古木树龄

约为800年。

这里有传统自然资源利用遗迹——古老石墙

、数世纪前的建筑残垣、多神教庙宇、里海

沿岸古城，还有高加索无与伦比的热情好客

和香飘十里的民族美食。

奥涅加沿海区国家公园

阿尔汉格尔斯克州

二月末至三月

白海海岸保护区生
态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