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产品设计上善于“小题大做”，在营销宣
传上长于“借题发挥”。爱情谷主题公园景区
里，每一处景观和建筑，都围绕着“爱”打造细
节，讲城市故事。

“让世界充满爱”广场，由英文 love形状的
步道和巨大的世界地图组成，赤橙黄绿青蓝紫
七根彩色塔式立柱光华四射。

“光阴故事”广场，一对高9.9米的情侣主题
雕塑下，人们在此感悟爱的真谛。其近处的沙
漏上方有两行摩斯密码“love forever”，预示着
爱的相遇、爱的密码。

“扬帆远航”广场上，远航大船身长 52米、
宽11米、帆高16米，紧扣“我爱你一路”主题。

爱情谷经纬石，是爱情谷主题公园地理位
置中心处，是人们宣告“一生一世我爱你”的首
选地。走过金色沙滩体，可见爱的一“箭”钟情；

“喊泉”中激荡湖水；在“白鸟文鸳”湖畔处，可以
遇见象征忠贞爱情的天鹅和鸳鸯。

“同心缘广场”，以依山傍水连在一起的两
颗心为根基，周边繁花锦绣，南侧是爱的“心心
相印广场”。环绕这个广场周围，有“爱情林”和

“爱的花海”。在天长湖南岸，一颗硕大的“钻
戒”熠熠生辉。来到“连心桥”，可以在桥索上挂
一把连心锁，留下爱的烙印。继续前行，和相爱
的人一起，可以携手登上“爱的登高望远”，望见
正北方有 7栋欧式连体木质别墅，让人回到童
话纯真世界。

在爱情谷，游人的脚步被“爱”牵引，走进湖
北侧的中俄自驾游营地，白天健身休闲放飞心
灵，夜晚点燃篝火的激情、星空小屋里仰望星河
奔涌。

爱情谷里的每个景点，个性凸显又气韵相
通，无论游客站在哪个点位，都是融入这里的主
角。

让思绪点染静美的“画卷”，让激情赋予灵
动的“诗篇”。如此匠心独运的设计，皆有赖于
打造“浪漫边城”的理念，让跋山涉水、守望相
助、天长地久赋于游客留下深刻的“绥芬河记
忆”，带走美好的“绥芬河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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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谷位于绥芬河天长山、地久山之间，因坐标位置东经131°北纬44°，海拔高520米，寓意暗合“天长地久”“一生一世”“我爱你”而得名。
走进绥芬河爱情谷主题公园，身心都会得以洗涤和净化。身与逶迤的远山融为一体，心在蓝天碧水里飞升沉潜。抬眼望去，天长湖上的“爱七舟”微微荡漾，“爱的唯伊而钻”熠熠生辉，山顶两处亭台遥相

守望……此刻，走过便是见证，目光便是结缘，心动便是爱恋。
绥芬河在打造百年口岸、红色通道、浪漫边城全域旅游的背景下，爱情谷无疑具有独特的地标意义。

采访关于爱情谷的“缘起”，听到最多的一
句话便是“天作之合”。冥冥之中，自然状态的
一方山水，在有心人的点拨和建构下，有了升
华。

东侧是天长山，西侧是地久山。沿着峡谷
向北而行，不远处便是碧波荡漾的天长湖。在
发展旅游产业、迎接第四届全省旅发大会的谋
划中，绥芬河市的决策者发现，这里坐标为东
经131°、北纬44°，海拔520米，其暗合的美好寓
意立即变成了绥芬河市旅游规划的着眼点，随
后变成了一系列具体行动。

爱情谷诞生了，它是大自然在绥芬河对边
城人民的馈赠，更是市委市政府为这座城市开
辟了一个“后花园”。

“百年口岸”是绥芬河的三张金色名片之
一。在公路、铁路两个国家一类口岸带动下，
2019年，绥芬河进出境人数高达 120万人次。
旅游度假、商务洽谈，来绥芬河“游”哪“逛”
啥？爱情谷因缘际会，应运而生。沉寂的旅游
资源得以盘活，并不断催生出创造、创意的内
生动力，向更加丰富和完善的旅游产业体系迈
进。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充满想象张力的意
境，爱情谷被打造成遇见爱情、表白爱情、见证
爱情、升华爱情的最佳去处。

这里山水相接，白桦俏美，天鹅翔集，波光
潋滟，欧式尖顶别墅群引人遐思，栈道向林中
深处蜿蜒，充满探寻爱情的秘境和大自然的深
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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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谷的诞生，凝聚了绥芬河人太多人心血。
全省旅发大会进入“牡丹江时间”后，绥芬河

市委市政府扛起重要政治责任，充分释放大通道、
大经贸、大加工、大平台、大旅游比较优势，举全市
之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底蕴的魅力之城。他
们把整个城市作为大景区考量，大手笔谋划了景
城一体全域旅游模式，精心规划设计东部国门风
景、南部俄罗斯风情、西部主题小镇、北部休闲浪
漫的全域旅游新格局。

在发展全域旅游中，牢牢把握沿边开放这一
最大比较优势，深入挖掘边境商贸文化和异国风
情核心旅游资源，对现有旅游资源深度挖潜，独具
匠心开发了一批具有时代气息的新热点、新爆点
项目，推动全域旅游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全
力绘就旅游产业发展新蓝图。

2020年大年初二，绥芬河市委市政府的决策
者们便踏着厚厚积雪，爬上天长山，谋划公园建设
蓝图。有些子项目尚未动工，便依据规划提早注
册了商标。

市委市政府一班人统一思路，确定“差异性”
是爱情谷最好的建设定位。绥芬河，一座有着浓
郁异域风情的边境小城，它有着回望历史
的百年建筑，有着令人大饱口福的俄式
大餐，有着丰富多元的商业元素
……所有这些都成为爱情谷的依
托与外延。山水常见，而爱情
谷为绥芬河独有。独特禀赋，
决定了爱情谷一定会脱颖而
出。

以“给生态旅游注入文
化元素、给绿水青山注入
感情色彩”为理念，绥芬河
赋予自然山水爱情主题新
内涵，融合“爱的经纬”“爱
的海拔”“爱的守望”“爱的
见证”等元素，创意打造自
然风光和爱情文化交相辉映
的“爱情谷”主题景区。在此基
础上，抓好景区延伸开发，在天长
山湖畔建设集露营、餐饮、休闲、娱
乐为一体的中俄自驾游露营地，构建

“游乐休闲矩阵”，把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小
山谷，打造成了感受浪漫、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山水见证，爱情永恒”，是爱情谷主题公园的
灵魂。爱情谷，既有山水间的宏大叙事，又有丰富
细节的精微表达。瞄准新生代消费群体，国际、时
尚、前沿等元素，也决定了她的气质与源泉。正
因为如此，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今年 5月 20日，爱情谷营业当天，接
待游客超过 1.8万人次，截至目前接待游
客近 80万人次，在牡丹江各景区同类数
据中排名第一。爱情谷已成为市民休闲
娱乐的首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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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记
忆 以爱情谷为依托，绥芬河市矢志不渝地拓展全域

旅游，它不仅仅是对空间和自然资源配置的“全景化”，
还有对历史的呈现，对文化的追求，对美学范畴的突
破，对生活品质的提升。

绥芬河拓展“唯一性”“差异性”景区景点的深刻内
涵，文旅结合，成效卓著。短时间内，城市形象、面貌、
品质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共六大历史资料馆、红花岭
东北抗联小镇、迎宾峰公园、火车头广场，它们或精雕
细琢，或大气恢弘。爱情谷，则以山为背景，水为前景，
一绿成景，打造山清水秀、生态涵养的景城一体城市，
彰显出“城近山水，山水进城”的理念、智慧和气魄。

展现“浪漫边城”风采，发展边境口岸城市浪漫文
化休闲经济，打造经济新的增长极，是绥芬河不懈的追
求。

绥芬河市深耕国内游，打通入境游，让湖光山色、
玉洁冰雪、林籁泉韵附和于游客对绥芬河口岸的“宜其
室家”。谋划特色旅游产品，让游客对绥芬河陶醉于冰
雪文化、商务会展、摄影采风的“颜如舜华”；建设魅力
靓丽宜居之城，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秉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生态理念，建设新时代生态文明典范城
市；保持空气质量“领鲜”地位，创建中国天然氧吧城
市、国家森林城市，让天更蓝、水更清、土更净；新增一
批公园绿地，打造“一带三点、一横三纵”绿化景观，让
山水绿地勾勒城市风景线；推进智能照明工程，对主要
道路两侧楼宇整体塑造，亮化“一线、五路、两中心”，总
色调体现“暖色”。

面向“后旅发时代”，绥芬河市将围绕做强旅游经
济、彰显独特魅力、提升城市品质、搅动城市人气，借
势、顺势、聚势、创势，放大旅游优势，加快实施全域旅
游发展战略，推进旅游产品、模式、业态融合创新，加速
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这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这是一座有温度、有深情的城市。
游览与沉浸，感悟与展望，绥芬河的大美风光传递

着一种精神，那就是求变、求进、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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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东经131°，北纬44°，海拔520米。
这是：“一生一世”“是”“我爱你”。
这里是：绥芬河-爱情谷。
这里是永恒的爱情谷，充满浪漫的爱情诗。
这里的每处山水草木，全是“爱”的协奏曲。

这里有爱的一“箭”钟情，
前世的百次回眸，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
天长湖畔，爱神的金箭，锁定了爱我和我爱的那个人!
这里有爱的呼唤，
用爱撩拨湖水，用爱掀起波澜，爱了就大声呼喊。

这里有爱的唯伊而钻，
钻石恒久远，此爱永流传。
与时针同步，每分每秒，为爱而转。
银河星空里，苍穹明月下，因为有你，世界耀眼璀璨!

这里有爱的心心相印，
两心相依，两情相扣。
漫漫人生路，相守到白头。
这里有爱的连心桥，你的心，我的心，连成锁、结成桥，
摇曳风雨里，相拥彩虹中!

这里有爱的守望，
爱是懂得，爱是陪伴，爱是相濡以沫，爱是相守人生，
爱是在平凡中，品味和分享幸福的味道!
这里有爱的宿营地，
星空小屋，七彩帐篷，仰望苍穹，一起许诺流星雨。

这里有爱的登高望远，携手而上，
站在天长地久之巅，考验爱情坚贞不渝!
这里有爱的跋山涉水，
凡心所向，素履所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
爱情的美，美在与TA期待和经历的过程。

这里有爱的扬帆远航，爱为船，情做帆，风雨同舟。
这里有爱的天长地久，
牵天长湖上朵朵白云，抚白桦林旁缕缕金沙。
天长地久亭畔，白鸟文鸳齐欢!

这里有爱莲潭，
爱莲潭，谈恋爱。爱的是这潭莲子，谈的是此生恋情。
这里有爱七舟，平静的港湾里，荡漾的花冠船。
想心所想，向心所向，逆波而上，驶往远方!
这里有百年好合，比翼鸟，连理枝，万绿丛中，羡慕群芳。
忠贞相伴的情侣树，有缘为爱情祝福!
这里有光阴故事，
相遇，相融，向左，向右。时光，时漏，珍爱，珍惜。
这里时时刻刻都在诠释演绎，
爱的光阴和光阴的故事。

在这里让世界充满爱，
七色塔矗立于七大洲，七幢时钟与时光同频。
爱无疆，情无眠。穿越时空，跨越距离，尽穷眼底，

无时无刻不是你!
在这里爱吧，爱吧就在这里。
相约绥芬河，携手爱情谷，
一生又一世一生又一世，，我在爱着你我在爱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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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爱景城一体山水进城景城一体山水进城 建构城市建构城市 的地标的地标
绥芬河爱情谷主题公园开门4个月接待游客近80余万人次

唯伊而钻。

谷中漫步。

扬帆起航扬帆起航。。

爱“吧”。

白鸟文鸳白鸟文鸳。。

白桦林湿地白桦林湿地。。

爱情谷全貌爱情谷全貌。。

百年好合爱情树百年好合爱情树。。

星空小屋星空小屋。。

连心桥连心桥。。
特色小路特色小路。。

让世界充满爱广场让世界充满爱广场。。

同心缘广场同心缘广场。。

登高亭。

快乐游。

爱情谷标识。

见证爱情。 绥芬河幸福起点婚纱摄影机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