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是否有潜力成为拉普兰的专业骑手？ 

每答对一题得一分。 
在卡片背面，您可以找到正确答案。		 	

1. 在拉普兰，芬兰马和冰岛马主要用于旅游业												

2. 马更喜欢独居																																		

3. 拉普兰所使用的马匹品种适应-20℃	左右的温度																																																								

4. 您应该从马的身后侧靠近它																																																																																																										

5. 为每匹马设定它的骑手体重范围是非常重要的																																																																									

6. 芬兰马也可用来拉雪橇																																																																																																																			

7. 芬兰马和冰岛马只能在开阔而简单的地形上行走																																																																			

8. 您可以用自己的零食喂马，因为它们喜欢零食																																																																										

9. 马对于您的情绪、感受和态度能够轻易感知																																																																									

10. 在拉普兰基于动物开展的旅游业中，相比驯鹿而言，对于马的使用更多																											 		

寻找一下答案吧！

正确        错误



正确的答案

1. 正确。拉普兰骑马活动中所用到的大部分马
匹是芬兰马和冰岛马。芬兰马是完全由芬兰
培育的纯种马，它也是芬兰的官方国有马品
种。该品种的马可以满足马匹在芬兰的所有
使用需求——从农业工作，林业工作到轻驾
车赛马和骑术业。冰岛马在芬兰的旅游活动
中很受欢迎。它们是步履稳健的坐骑，相对
小巧，脾气温顺，并且适应恶劣的气候。

2. 错误。马是群居动物因而需要其他马的陪
伴。对马的单独饲养可以避免来自马群中其
他马对其造成伤害。然而，对于马的生存幸
福指数来说，相比于来自同类的伤害，独居
反而会使马受到更大的伤害。并且来自同类
的伤害其实很罕见。对于在旅游业使用中
的，已经习惯于和其他人类和马匹打交道的
马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3. 正确。在拉普兰的马的品种长了厚厚的如冬
衣般的毛皮，因此它们可以忍受极寒天气。
狂风和暴雨对它们来说是更为糟糕的情况，
因为其毛皮变湿后将不能再为其保暖。在极
端条件下，毛毯和额外的饲料可以更好的帮
助它们抵御严寒。然而，对寒冷的耐受性具
有个体差异性，甚至在同一品种的马匹之间
也会存在差异。

4. 错误。当您平静地靠近并且与它交谈时，马匹
会做好迎接您的准备并保持冷静。如果您从它
的后侧靠近它，它可能会因为没有注意到您而
感到吃惊和害怕。这可能会造成危险。

5. 错误。马匹对骑手的承载能力更多的是与骑
手的身体状况和技能有关，而不是他/她的体
重。如果骑手具有良好的身体控制能力并且
能够适应马的动作，对于骑手和马匹而言，
体验将会更好。

6. 正确。芬兰马对于拉雪橇具有很强的实力。
就其体型大小而言，芬兰马是世界上最强壮
的驮马之一。因为它性格持久耐劳，并采用
了“巧妙”的牵拉技术，可以拉动自身体重三
倍的重量。在芬兰，20世纪50年代末之前，
该品种的马一般用于重型农业和林业工作。

7. 错误。芬兰马和冰岛马的品种因其步履稳健
以及具有穿越崎岖地形的能力而闻名。虽然
如此，穿越具有挑战性地形的骑马旅行仍需
要具备骑乘经验。

8. 错误。马对于食物十分敏感，因此错误的食
物种类会使其严重致病。您应该先问问公司
员工是否可以给马喂食东西。

9. 正确。马很擅长感知人类。如果您感到不
安全或者紧张，如实地告诉它。通过这种方
式，可以避免许多令人不快的意外。

10. 错误。拉普兰有大约1,000只用于旅游业的驯
鹿。而马的数量大约为200匹。 
 
 

我得到的分数......
9–10 分   
 优秀！您可以搬到拉普兰做一名专业骑手。

6–8 分   
很好。您似乎已经掌握了冷血马品种的骑术。 

3–5 分   
良好。您可能骑过温血马，但您需要了解更多关
于冷血马品种的知识。

0–2 分  
一般。但不要担心——在参观拉普兰的时候，您
可以学习到很多关于冷血马品种以及在极寒条件
下骑行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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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答对一题得一分。 
在卡片背面，您可以找到正确答案。	 

1. 在拉普兰旅行项目中所使用的犬类品种主要是西伯利亚犬和阿拉斯加哈士奇犬		

2. 狗在六个月大的时候便开始拉雪橇																																																								

3. 雪橇犬队伍总是有六只狗																																																																																																									

4. 拉雪橇指导说明对于狗的安全来说也很重要																																																																					

5. 在活动开始之前抚摸狗狗可以使它们平静																																																																									

6. 雪橇犬每天可以轻松吃掉多达10,000卡路里的热量																																																						

7. 在夏季，狗拉的是带轮子的雪橇																																																																																										

8. 为了能在旅游旺季保持良好状态，狗在秋季便开始训练																																															

9. 雪橇犬可以忍受低至-60℃的温度																																																																																									

10. 雪橇犬每天能走超过80千米的路程																																																																																					 		 		

寻找一下答案吧！您是否有潜力成为拉普兰的赶雪橇人？

正确        错误



正确的答案

1. 正确。拉普兰地区的大部分雪橇犬都是西伯
利亚哈士奇犬和阿拉斯加哈士奇犬。西伯利
亚哈士奇犬是一种纯种犬，起源于俄罗斯西
伯利亚东北部。与西伯利亚哈士奇犬不同，
阿拉斯加哈士奇犬不是纯种犬。阿拉斯加哈
士奇犬是各种不同的北方品种的混合品种，
尤其适用于牵拉等技能。这就是为什么阿拉
斯加哈士奇犬可能颜色不一或者特征不同。 

2. 错误。狗在一岁的时候开始套上绳索训练奔
跑。当其第一次带着游客拉雪橇时，一般是
18个月或2岁大。

3. 错误。雪橇犬队为单人雪橇配备了4至6只
狗，为双人或家庭雪橇配备了8至12只狗。
雪橇队中狗的数量取决于雪橇上有多少人，
天气如何，驾驶雪橇人员有多少经验，以及
雪橇的重量是多少。

4. 正确。根据指导说明驾驶雪橇对于您和动物
的安全都至关重要。例如，在山丘地形的时
候如何帮助雪橇犬拉雪橇，以及您应该如何
正确使用刹车系统用来帮助雪橇犬保持良好
的状态并降低受伤风险。所以请仔细聆听导
游给出的驾驶雪橇指导说明。

5. 错误。如果您抚摸正在待命出发的雪橇犬，
您会打扰它们，使它们更加吠叫，甚至让它
们打斗。等到旅程结束后时再抚摸雪橇犬是
明智之选。

6. 正确。虽然一只普通的狗可能每天需要
1,500卡路里的热量，但根据工作情况，雪
橇犬每天可能需要高达10,000卡路里的热
量。在冬季，雪橇犬每天被喂食两次。早
上，它们会得到带肉的饮料以及研磨成粉末
的干粮汤，晚上它们则会被喂食干粮和肉类
的混合物。

7. 错误。狗通常在夏季休息。它们的暑假从五
月开始，持续四个月。即使轮子可以附设
到雪橇上，在高温下拉雪橇对狗来说也是有
害的。 

8. 正确。培训季节一般从9月份开始，那时气
温开始下降。直到11月，雪橇犬每周需要训
练两到三次。一支10至14只雪橇犬组成的队
伍会拉全地形车，并随着它们身体状况的提
升，距离从4千米增加至40千米。 

9. 错误。哈士奇品种，像西伯利亚哈士奇犬可
以承受-40℃的低温。尽管如此，雪橇犬或
者顾客都不宜在-35℃以下的温度下进行雪
橇项目。特别是短毛阿拉斯加哈士奇犬在这
种温度下更容易冻伤。

10. 正确。训练有素的雪橇犬可以长途跋涉。尽
管如此，为了确保狗不会失去对在整个冬天
的奔跑的向往，40千米为它们每天最大的
距离。    

我得到的分数......
9–10 分   
优秀！您可以搬到拉普兰，去做一名专业的
赶雪橇人。

6–8 分   
很好。您可以在雪橇犬场工作，有一天您将
会成为一名专业的赶雪橇人。 

3–5 分   
良好。您以前可能参加过雪橇犬旅行。

0–2 分  
一般。但不要担心——在参观拉普的时候，
您可以学习到很多关于雪橇犬以及赶雪橇的
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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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答对一题得一分。 
在卡片背面，您可以找到正确答案。	 

1. 驯鹿在夏季看起来暗淡无光，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食物																																								

2. 驯鹿能食用数百种不同的植物																																																																																									

3. 驯鹿喜欢炎热的、阳光充足的、干燥的夏季气候																																																				

4. 驯鹿鹿角可能会因为皮肤病而流血																																																																																

5. 驯鹿喜欢被抚摸																																																																																																																			

6. 只有雄性驯鹿才拉雪橇																																																																																																						

7. 训练驯鹿拉雪橇需要花费4-5年的时间																																																																		

8. 驯鹿夏季可以休息																																																																																																															

9. 驯鹿爱吃青苔																																																																																																																								

10. 冬季驯鹿住在马厩里																																																																																																									

寻找一下答案吧！您是否有潜力成为拉普兰的专业驯鹿牧民？

正确        错误



正确的答案

1. 错误。在夏季期间，厚厚的冬季毛皮变为夏
季毛皮。毛皮大块地脱落，露出了下面漂亮
而光滑的夏季毛皮。当毛皮发生变化时，驯
鹿看起来暗淡无光，但这是完全正常的。8月
份，驯鹿厚厚的冬季毛皮又将开始长出来。

2. 正确。驯鹿能吃超过350种不同的植物，其
中约100种是其最重要的食物来源。

3. 错误。对于驯鹿来说，寒冷而多雨的夏季更
好，因为那时没有那么多的吸血类昆虫。
驯鹿便可以放松下来，并拥有更多的时间吃
东西。

4. 错误。在初夏期间，鹿角开始生长，并被天
鹅绒般柔软的皮肤遮盖。那个时候，它们每
天可以生长1到2厘米。在深秋时节，驯鹿会
用它们的鹿角摩擦一些坚硬的东西比如树木
等使皮肤脱落下来。所以在鹿角上看到血是
非常正常的。

5. 错误。驯鹿是非常敏感的动物，它们不喜欢
人们触摸它们。例如，它们不像马或者狗那
样是群居动物。驯鹿是从山地驯鹿驯化而来
的半驯化动物。它仍然是一个必须始终保持
警惕的被捕食者。   
 
 
 

6. 正确。只有雄性驯鹿或者公牛才能拉雪橇。
它们比雌性驯鹿体型更大更强壮。而且，雌
性驯鹿在冬季通常都怀孕了，如果它们非得
去拉雪橇的话，将会使它们失去幼崽。

7. 正确。训练驯鹿需要花费许多的时间和耐
心。通过4-5年的艰苦训练，驯鹿才算为拉
雪橇做好了准备。 

8. 正确。驯鹿不会散汗，所以它们必须像狗一
样喘气。如果夏季它们不得不拉雪橇或者做
其他工作，对它们来讲可能会太热了。 

9. 正确。青苔是驯鹿最喜欢的食物之一，特别
是在冬季。

10. 错误。冬季，驯鹿不需要栖身住所，因为它
们习惯了恶劣的气候。在秋季，它们在皮下
生长了一层脂肪，毛皮非常厚，毛中间是空
的，这为它们在冬季提供了非常好的保温效
果。如果驯鹿有足够多的适宜的食物，它们
可以在相对较低的温度下生存。  
 
 
 
 
 
 

我得到的分数......
9–10 分   
优秀！您可能是驯鹿牧民协会的主席。  

6–8 分   
很好。您可以在驯鹿农场工作，有一天您将
会成为驯鹿牧民协会的主席。

3–5 分   
良好。您可能对圣诞老人的驯鹿有所了解，
但您需要了解更多关于生活在地面上的驯鹿
的知识。

0–2 分  
一般。但别担心——拉普兰是学习更多关于
驯鹿知识的最佳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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