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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冲绳印象

说起去日本旅游，或许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时尚之都东京。迷失在灯红酒绿之中，时常感到厌倦

了喧嚣，想要安静下来寻找些质朴。然而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朋友们，恐怕更加向往望着那浩瀚

大海时的神往。如果你怀着这样的一份心情，那么冲绳绝对是你不二的选择。

远离日本本州岛，既保持着现在日本方方面面的风貌，又深受美国文化的侵袭，外加曾经从属中

国年代的痕迹，冲绳便在这样一系列复杂的影响中形成了最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即便是县厅所在地那霸市，也丝毫没有繁华的感觉，除了市中心国际大道的繁华，再也难找到摩

肩接踵的感觉。和本州一样几乎看不到高层建筑，街道很干净，来往车辆不多，并没有像本州的

大城市那样发达的交通，一条2003年才建成的城市高架轻轨穿过城市的主要干道，让人才意识到

这还是在以轨道交通发达著称的日本。

无处不见的辟邪小狮子很是惹人喜爱，他们总是成双成对，一只张嘴一直闭嘴，既是欢迎远道来

访的朋友，又守护着这片纯净的土地。

和任何太平洋上的海岛一样，冲绳同样使游人们享受着白色的沙滩、蔚蓝的大海。在这里，你可

以怀着像是去马尔代夫或夏威夷度假似的心情去享受一个浪漫的海滨假期，也可以怀着对日本文

化、历史另一个侧面的了解的心情去体会一下冲绳的风土人情。

冲绳与其独有的文化，每年都吸引着无数的国内外游客前来，你是否也很快将要成为其中的一员

呢？

翱翔在蓝天白云之上，是否曾记得，走过的山山水水。

畅游在太平洋的怀抱，是否曾想过，那片蔚蓝中蕴含着的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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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冲绳旅行准备

   

1、国内出行朋友的签证办理

从2010年的7月开始，日本放宽了中国人赴日个人旅游的政策，范围扩大的全国的各个区域都可以

去申请赴日的个人旅游签证。与此同时，签证的要求也有所下降，关于年收入之类的，比之前的

门槛下降很多。日本现在很鼓励中国人去他们那边旅游，可以刺激消费，更大化的振兴旅游业的

发展。

但是赴日的个人旅游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旅游，首先不可以自己准备资料去大使馆签证，必

须要通过代办旅行社才可以。（代办旅行社的名录会在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官网上有列出。

http://www.cn.emb-japan.go.jp/consular/visa_dantai.htm

）其次是在代办旅行社代办的不只是签证而已，必须在旅行社列出自己的行程计划，往返的机票

和旅行中的住宿必须在所在旅行社预定。我个人觉得，这样限制的就比较多，没有真正的体现个

人旅游的意义。不过可以这样的，不用跟团队的，自己出行去日本，还是很不错。另外日本的个

人旅游签证都不需要面签，只需要准备资料提交到代办旅行社就可以了。

冲绳尽管是日本的诸多群岛之一，但是是隶属于日本县级，所以办理签证的手续是同去日本本州

一样的。

附：中国公民访日「团体」与「个人」观光旅行（10.08.01更新）

＜1＞什么是中国公民访日「团体」与「个人」观光旅行

此类签证的发给对象是以观光旅游为目的申请人。因此，除观光旅游以外的短期访问目的都不属

于此范围。

（1）中国公民访日「团体」观光旅行

是指中国公民以旅游为目的，以团队（组团）形式访问日本。按本制度组织的旅游团人数为5名以

上40名以下，赴日行程为15天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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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公民访日「个人」观光旅行

近年来，随着中国公民赴日旅游人数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们希望能选择更多样的旅游产品，由

此，我国决定对中国游客发放能够更少人数自由旅行的个人旅游签证。与团队观光不同的是，中

日双方旅行社不需要派领队和导游。

＜2＞管辖区域

（1） 日本驻华大使馆（北京）：除以下各地之外的所有地区

（2） 驻上海总领事馆：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

（3） 驻广州总领事馆：广东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

（4） 驻重庆总领事馆：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

（5） 驻沈阳总领事馆：辽宁省（大连市除外）、吉林省、黑龙江省

（6） 常驻大连办事处：大连市

（7） 驻青岛总领事馆：山东省

＜3＞申请手续

希望参加本制度规定的旅行的中国公民，需通过持有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或总领事馆许可的中国各

旅行社进行申请。

有关签证手续，由各指定旅行社代为申请，故签证的办理及领取均无需参团者直接办理。有关详

情请向各旅行社查询。

   

2、日本旅行时的一些注意事项

先说一些大体上的注意事项。在日本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例如电车，巴士之类，不要在车厢中

使用携带电话，这是日本人的一种礼貌习惯。因为电话的声波会滋扰其他人。在车厢中是可以饮

食的，但是要注意保持清洁。另外使用扶手电梯的时候，注意在关东地区，也就是东京横滨名古

屋都是奉行的左站右行。但是在关西地区，京都大阪神户啦，就是奉行的右行左站，和中国是一

样的。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在卫生间用过的纸，是一定要顺水冲走的，除了女性用品以外。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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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纸都是溶于水的，所以中国来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这点哦，不然住在酒店的时候，会很被当

地人觉得失礼的。 

 

货币

日本的货币，硬币分为1,5,10,5,100,500供6种，纸币分为1000，5000,10000共3种。之前还有2000日元

的纸币，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现在人民币兑换日元的汇率是100日元兑8.1元（2010年8月）算

是很高点了，最近日元疯长。大家赴日旅游，留学的成本又要上去了。兑换日元的话，可以现在

国内的银行的换好，这样可以在很公证的汇率下兑换，如果到了日本在换的话，会比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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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税

在日本购物的话，会征收货品售价的5%的销售税，通常一般货品标价都不包括销售税在内。如果

游客在大型百货公司或连锁店等一次消费一万日元以上，可以享受退税的服务。退税的手续需在

购物当天办理，办理的时候需要护照和购物的小票。

 

年号对照

在日本不少的地方或者货品都会以天皇的年号来表示该年的年份，比如今年是2010年，就是平成2

2年。好多的食品包装上都会写着这样的期限，例如22.8.31其实指的就是2010年8月31日的意思。另

外，说到这里，日本的食品是不标生产日期，只写过期时间的。但是有一点区别，过期分两种，

一种是”消费期限“也就是说过了这个时间，东西就要变质不能食用了，而另外一种叫“赏味期

限”，这种的话并不是说过期就不能吃了，而是说味道会受影响，过了最佳平常的时间了。当然

不管怎么说，日本的食品大都期限很短，所以也比较新鲜，大家买了之后早早食用就好了。

星期对照

虽然来到日本，看到满眼的汉字总觉得望文生义多少也能看出个大概意思，不过在星期上就不太

适用了。在日本，周一到周日是按照月火水木金土日来说的。比如：星期一就是月曜日，周五就

是金曜日。当然，周一到周五为平日，土日和节假日为休日，这个还是很好理解的，在日本坐电

车的时候，时刻表会分为平日和休日两套计划，在乘车的时候要注意看仔细，错了的话时间可能

就会计算错误的。

时差

这个也不用多说哦，尽管日本和中国离得好近，但是日本所属的是正9区，会比北京时间快1个小

时。并且不分冬令时间和夏令时间的。大家记得下飞机后，把时针拨快一个小时哦。

电压

日本的电压是110V，使用2脚扁头插销，有需要是要自带电源转换器或者万能插头。一般大家常

用的相机充电器，笔记本电脑的，都没有问题，是宽电压的。但是大家在日本购买电器的时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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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注意，看好电压再购买。

电话

国内的如果不是3G电话的话，带到日本是使用不得的。所以在出行前，可以去移动营业厅咨询一

下，那边还会有租借电话的服务。咨询好自己的电话在日本是否可以使用，并且自费是多少。另

外到达日本以后，也会有当地的手机供应商提供租借电话的服务，例如softbank或者docomo等都

会在机场提供这样的服务，会用VISA卡进行最后的结账。

紧急电话

我想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希望大家记好以下的几个电话。

警察所：110

火警和急救车：119

急救翻译服务：03-5285-8185

中国大使馆：03-3403-3380

   

3、气候及出行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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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拼命的完善着  提供)

日本也是和国内一样的四季分明，温度变化明显，下面给大家列举一下东京的大致一年的天气情

况，其实只要是本州岛的话，温度大致差不多，但是北海道，九州，冲绳之类的就不同了。

春天大致是3月到5月，气温比较温和，平均气温大概在10-16度的样子。

夏天大致是6月到8月，降雨比较多，不像国内很干燥，但是热的时候都快要40度了。今年的气候

比较反常，现在都已经9月了，可是每天的最高气温还是35度以上的。在这个季节的会过来旅游的

朋友们，要注意防暑。

秋天的话大致是9月到11月，秋高气爽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平均气温的话会在20度左右的。真的

是很舒服的季节。并且和国内的几乎没有春天和秋天的气候比起来，这3各月回事最舒服的。红叶

也是在11月去观赏的哦。

冬天大致是12月到次年的2月，气温大概会在5-9度左右，很少会下雪，也不会像北方似的刮起寒

风。就算冬天，但也没有国内的冬天那么的寒冷。

另外，日本的天气相对比较晴朗，所以紫外线也是异常的强烈，地处热带的冲绳当然就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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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阴天紫外线同样异常强烈，所以在夏天出来玩的朋友们一定不要忘记带防晒霜。

日本的法定的假期和国内比起来，还是多一些的。并且因为日本好小，人却很多，所以在假期出

行，人真的是狂多。和国内的五一黄金周呀，十一黄金周真的是差不多。大家要尽量避开哦。

元旦

：1月1日。按照日本一般风俗，除夕前要大扫除，并在门口挂草绳，插上桔子(称“注连绳”)，

门前摆松、竹、梅(称“门松”，现已改用画片代替)，取意吉利。除夕晚上全家团聚吃过年面，

半夜听“除夕钟声”守岁。元旦早上吃年糕汤(称“杂煮”)。

成人节

：1月第2个星期一。凡年满20岁的男女青年在这一天要身穿节日盛装参加各级政府为他们举办的

成人仪式和庆祝活动。

建国纪念日：2月11日。据日本神话，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2月11日统一日本，建立日本国。

春分：3月21日（每年略有变动）。是天皇祭祖、百姓祭祀祖先的日子。

绿之日：4月29日。相当于植树节。

宪法纪念日：5月3日。纪念1947年5月3日日本国宪法的实施。

国民休息日：5月4日。

儿童节

(又称“男孩节”)：5月5日。这天有儿子的家庭房前均悬挂布制大鲤鱼(称“鲤鱼旗”)。日本以阳

历5月5日作为端午节。端午节与男孩节同日，所以这天家家户户门上还摆菖蒲叶，屋内挂钟馗驱

鬼图，吃糕团(称“柏饼”)或粽子。

海之日

：7月第3个星期一。日本四面环海，为了感谢得自海洋的恩典，并祈祷能成为国运昌隆的海洋国

家而制订（制定于1941年，从1996年起成为国民纪念日）。

敬老节：9月第3个星期一。各市、町、村纷纷集会庆祝，并向老人赠送纪念品。

秋分：9月23日（每年略有变动）。是天皇秋季祭祖的日子。

体育节：10月第2个星期一。纪念1964年第十八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日本东京开幕。

文化节：11月3日。对文化事业有卓越贡献者在这一天被授予“文化勋章”。

勤劳感谢节：11月23日。

天皇诞生日：12月23日。明仁天皇1933年12月23日出生，1989年1月7日即位，年号“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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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去日本作商务旅行，一般应避开12月中旬至次年1月中旬(岁末欢度新年时节)、4月末至5月5日(

黄金周假日，日本人一般外出旅游，许多商店都停止营业)、7至8月(日本商人夏季度假)。

   

4、简单实用的日语

こんばんは. ko n ba n wa

晚上好.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o ha yo u go za i ma su

早上好.

お休(やす)みなさい. o ya su mi na sai

晚安.

お元気(げんき)ですか. o ge n ki de su ka

您还好吧,相当于英语的"How are you",一种打招呼的方式.

いくらですか. i ku ra de su ka

多少钱?

すみません. su mi ma se n

不好意思,麻烦你⋯.相当于英语的"Excuse me".用于向别人开口时.

ごめんなさい. go me n na sa i

对不起.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a ri ga to u go za i ma su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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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本州到冲绳——概要介绍

 

冲绳位于日本九州南部，中国台湾东部，是日本最南也是最西的县（县在日本为一级行政区，同

我国的省级行政单位）。由冲绳诸岛、宫古列岛、八重山列岛、大东诸岛等60多个岛组成，东临

太平洋，西濒东海。面积为2，249平方公里。人口122.2万（1990）。居住于冲绳的人口大部分分

布于冲绳本岛南部和中部。在那里便是首府那霸市。

由于冲绳远离日本本州岛，所以人文上的差异也比较大。即便游遍了本州，来到冲绳还是会有一

种别样的感觉。没有了如本岛主动脉一样的日本国有铁路JR，也没有地方性极强的私营铁路，城

市公共交通基本靠BUS运作。四周生长的植物颇有热带风情，给人一种浓郁的东南亚感觉。若不

是身边的便利店、连锁店、以及三五步一台的自动贩卖机都让人忘却了还在日本，那个以生活快

节奏和时尚感著称的国家。

那霸机场很小，就像个长途火车站，跑上两步一下就从登机口冲出了航站楼。楼外公路边便有多

趟公车停侯。去往那霸的任何地方，又或是哪怕纵断冲绳本岛，这里都有车可坐。

作为一个旅游业非常发达的地方，这里的服务业同样秉承了日本优良的传统，点头哈腰鞠躬尽瘁

，让人都不好意思不买些特产或纪念品回去。与本州诸县一样，冲绳有其独自的土产，前去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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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太平洋往事
的朋友也不要忘记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带些回去。

   

1、冲绳的节假日

行政机关和企业等的基本公休日是星期六、星期日和国定节日，但在观光地冲绳，有许多店铺和

设施是年中无休的。个体商店和食堂等除了固定休假日外，有的在正月和盂兰盆节也会放假。也

有至今仍按照旧历（旧历1月1日�3日新年和旧历7月13日�15日盂兰盆节）放假过节的店铺。

   

2、日本的假期

1月1日：正月

1月份第2个星期一：成人之日

2月11日：建国纪念日

3月20日：春分之日

4月29日：绿色之日（昭和天皇的生日，后改为绿色之日）

5月3日：宪法纪念日

5月4日：国民假日

5月5日：儿童节

6月23日：祭奠之日（冲绳特有的假日）

7月份第3个星期一：海之日

9月份第3个星期一：敬老日

9月23日：秋分之日

10月份第2个星期一：体育节

11月3日：文化节

11月23日：劳动感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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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太平洋往事
12月23日：平成天皇生日

旅人提示

：每逢节假日的时候，冲绳都会称为旅行的热点。大家出行的时候可以尽量选择非日本的节假日

及节假日相连的周末。这样相对来讲人流减少，可以避开高峰时期。另外就是新年的时候，从1月

2日开始的几天内，通常是商场的打折时期，如果热爱购物的朋友可以考虑在这个时间段来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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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太平洋往事
  

四、冲绳景点详述

   

1、冲绳本岛优秀海滨推荐

 (图片由网友 @苍凉的美好 提供)

翡翠海滩（エメラルドビーチ）

这里曾被评选为88处日本最美丽海滩之一。4月-10月期间开放，游客们可以在这里游泳，并享受

面积达6公顷的人造白沙滩。虽然这里是人工海滩，景色却非常的美丽，只是比起天然海滩，很难

在这里很难看到珊瑚或游来游去的小鱼。海滩每隔一段距离都有工作人员值班，准许下水游泳的

时间也是有规定的，早上记得是大概是8点半左右开始，晚上不是太清楚，估计大概也就到5、6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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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太平洋往事
的样子。为了维护水质保证安全还会有潜水的工作人员负责清除障碍杂物等，这方面的确还是让

人非常放心的。 

(图片由网友 @拼命的完善着 提供)

濑底海滩（瀬底ビーチ）

这个海滩是在冲绳本岛的海滩中，投票选出最有人气的海滩之一。在濑底海滩游玩，能享受到更

为宽广的视野，一览无余的大海周围零星停着些车，大都是一家家开车来玩的人们，同样是一份

惬意。做为自然海滩存留下来，这些年随着旅游者的增多周边设施也逐渐更加完善，一些便利店

、停车场应允而生，更加方便了来此度假的游客们。这里的海水，透明度极高，即便是到了没过

腰的地方，海水仍然是清澈见底的。

波之上海滩（波之上ビーチ）

那霸市是冲绳的中心都市，所以周边的海滩也不很多，波之上海滩是那霸市内唯一的海滩，距离

那霸机场不是很远。在这里有一座波之上宫神社。波之上海滩就在其旁边。交通的话是非常便利

的，所以在旺季的时候，游客也是非常多的。这里的海水也十分干净，看起来海水都是透明的感

觉，要说本州上一些美丽的海滩，冲绳独特的翡翠绿色还是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在这个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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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太平洋往事
附近还有中国式庭园的福州园、以及波之上宮旁边的护国寺，都是值得一游的地方。若是准备在

那霸坐飞机，而在去机场前还有富裕时间的话，不妨去转一转，还是不错的选择。

   

2、海洋博公园（海洋博公園）

(图片由网友  @半神经  提供)

冲绳在1975年举行了国际海洋博览会，这座公园也是在这之后不久建立起来的一座国立公园或许

正因如此，公园本身是免费进出的。

公园坐落于冲绳本岛北部的海边，院内分为三个区。历史和文化区由多个场馆组成，包括：海洋

文化馆，这里展出了约1000种东南亚地区渔民原始的生活用具和捕鱼工具；冲绳乡土村，真实地

再现了琉球王国时代传统村落和私人花园的原貌；以及思络植物园，这里种植了冲绳传统歌集“

思络颂志”中传颂的22种最著名的植物。很多地方在游览的时候还会有中文的解说的播放，从中

可以了解到一些冲绳过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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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太平洋往事
海洋区的冲绳美丽海水族馆是日本乃至世界最大的水族馆之一。若是说起冲绳的海洋博公园恐怕

最先能想起的也是院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个水族馆了（后面还将详细介绍，这里先不赘述）；

海豚馆，自从海洋博览会以来，这里便一直举行各种海豚表演；海牛池，饲养着由墨西哥政府赠

送的海牛；海龟池，在这里游客可以观察海龟从产卵到发育成熟的整个过程；海豚湖，游客们可

以欣赏和了解海豚的各种技能和能力，并见到我们的人造鳍海豚。

最后的花卉植物区中建造了世界最大的温室，使各种花朵可以全年绽放。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里的

是，进到里面还是要单收费的，票价是大人670日元，儿童半价340日元。这里种植的大都是热带

植物，例如兰花、热带水果和开花树木；在温室的旁边便是一块被称作日落广场的展望平台，游

客们可以在这里欣赏落日沉入东海时的美景，特别是在天气晴朗的傍晚，太阳呈现出温和的红色

，又大又圆仿佛触手可及的感觉，面对眼前一望无际的大海加上日落的美景绝对是罕有的美景；

这里还有热带及亚热带城市绿化项目（植物王国）植物园，都是像我们这样外国游客钟爱的景点

。

   

3、冲绳美丽海水族馆（沖縄美ら海水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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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太平洋往事

(图片由网友  @苍凉的美好  提供)

承接上文，在冲绳本岛北部的海洋博公园内，最具标志性的游览馆便是这冲绳美丽海水族馆。说

起日本，大概是由于岛国的关系，水产资源非常丰富，全国各地也都有大大小小上百家水族馆，

而这里因为地处热带所以水族馆内也以热带鱼类为主。比起其他水族馆这里最大的特点是拥有一

个大型的水池，并且其中有一面是无立柱的整体玻璃。站在那里犹豫在看一部高清的海洋博览大

片。这里有着数不胜数的鲨鱼和鳐鱼四处遨游，在巨大的玻璃屏幕前不觉得有种置身其中的感觉

。

在旁边还有吃饭的地方。价格与一般外面吃饭的地方也相差无几，如果有时间的朋友，哪怕只是

坐下来喝上一杯咖啡，也是一种享受了。

   

4、万座毛（万座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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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太平洋往事

(图片由网友  @情绪作怪 提供)

这是位于冲绳本岛西海岸恩纳村的国家自然公园。「万座毛」的意思是“能容纳万人坐下的草原

”，「毛」在冲绳便是草原的意思。正如其名，这里的天然草原是一望无际的，周围的植物群落

被冲绳县指定为天然纪念物。其次，这里还有犹如大象头的隆起珊瑚礁形成的悬崖绝壁以及拍打

岸边岩石的巨浪，大自然的雄伟气势尽收眼底！

万座毛在冲绳本岛中部西海岸，这里并非沙滩，而是峭壁。如果单单是坐BUS的话，这里是没有

站的。最近的话，要在“恩纳村役场前”下车，徒步15分钟左右可以到达。沿着游览路走进去，

豁然眼前便是一片草坪，尽头一圈木质围栏颇有点田园风光的氛围。走过去才发现竟是万丈悬崖

。在这里可以看到不远处一座象鼻型的绝壁，便是这里最出名的景观。在这里的观景平台环绕一

周，听着脚下悬崖边海浪拍打的声音，远处还能看到一座豪华的白色酒店。不少摄影爱好者在此

支起三角架拍上拍下。无论向海望去，还是回眸眼前，都是一道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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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太平洋往事

(图片由网友  @拼命的完善着 提供)

   

5、琉球村（琉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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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太平洋往事

 (图片由网友  @半神经 提供)

现在的冲绳在过去被称为“琉球王国”，也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距那霸往北约30公里的恩纳村

中的琉球村是以古代琉球为主题，体验冲绳古老文化的主题公园。村内保存着闻名琉球列岛的传

统建筑物，再现了当时的气氛和琉球文化。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工艺的制造

过程，如可以体验蓝染、陶艺等工房，目睹以利用水牛为动力压榨甘蔗的制糖场景，此外，还可

欣赏到被称为Eisa的冲绳传统歌舞表演和惊心动魄的眼镜蛇的精彩表演。

分布在琉球列岛各地传统建筑物，都被完善地保留在"琉球村"。在这您可一览琉球当地的传统风

俗习惯及传统工艺的制造过程。

在琉球村中，日本政府将琉球文化保存的很好，从各离岛买来12间房舍，完全依其原型呈现。村

内每天有4场传统鼓舞表演，还可参观甘蔗制成红糖的生产过程。在村子的入口处，陈列了一条长

170公尺、重达30吨的大纲挽，这是琉球每年10月10日最重要的祭典大拔河比赛所用之绳子，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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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太平洋往事
每天都有冲绳撒手人(魂祭)的民俗表演。

   

6、美国村（アメリカンヴィレッジ）

(图片由网友 @苍凉的美好 提供)

在日本类似这种被叫做某国村的地方貌似不少，比如我们所在爱知县的意大利村（由于经营不善

倒闭了，汗），还有三重县的西班牙村等。之所以这么称呼自然是有其国特色的地方，一般由购

物和饮食的小店组成。如果是从那霸市出发的话，坐BUS到“軍陸病院前”下车徒步5分钟便可以

走到。由于有醒目建筑——可口可乐标志的摩天轮引导一般不会让人错走冤枉路，作为美国村最

明显的标志建筑坐落在村口的十字路口。高度为60米，可以称得上是北谷[American village]象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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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太平洋往事
大摩天轮。在最高处可以将北谷的街景和东海一览无遗。夜晚的摩天轮在彩灯的照耀下营造出一

种浪漫的氛围，作为情人约会的人气场所专用灯光真可称得上是首屈一指哦!在这座建筑中还设有

各种商店以及游戏机中心、餐饮广场。村子旁边有条小河，一片美式的建筑加上满眼的英文，让

人有种置身美国的错觉。若不是冲绳特色的小狮子玩具装点着这里，再加上零星日本特色的拉面

店，还以为已经置身夏威夷了。

在这里悠闲的享受个室外午餐，闻到空气中飘来的阵阵海风，在地图上一看，这里其实离海边是

非常近的。如果溜溜达达继续向西走上一条街的话，还能看到一个海滩——日落海滩（サンセッ

トビーチ）。大概是因为位置离那霸市不太远，又或是来这边玩的人比较多，这个海滩的人气感

觉还是蛮旺的。还能看到好多金发碧眼的欧美人在这边游泳购物，虽然这里比不上冲绳北部那翡

翠般颜色的海滩，但是要说比起在日本本州时看到的大海，也已经是非常干净透明的了。

   

7、首里城（首里城）

(图片由网友  @此夏.若空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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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太平洋往事
首里城位于那霸市东部，坐城市高架铁路到终点的首里站徒步10分钟就可以到首里城公园。或许

是应了中国老话叫人往高处走，要想见到真正的城，还要再爬上一段台阶。路上看到的城墙门楼

，多少感觉区别于日本其他的城，有很浓郁的中国建筑味道了。门楼基本都以红色为主，中间还

会有牌匾写字。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守礼之邦”四个大字，日本人一定不解其中之缘由，而到

此的中国人看到这个牌匾是否会联想到，这首里城的首里是否就是谐音自“守礼”二字呢？

辗转上行，到最上面的平台之后，要想进去一睹首里城的真实面目就要买票了。

   

8、和平公园（平和公園）

(图片由网友  @情绪作怪  提供)

和平公园的话，我们是第三天的时候，在那霸巴士中心报了一个一日游的团去参观的。只是在那

里待了短短的半个小时，但是也大概了解了这个和平公园的大致意义。这就是位于冲绳战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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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太平洋往事
地方、和平祈念公园(摩文仁山丘上)内的刻字碑群。在波浪状的石碑处不分国籍(也不分军人和普

通平民)地把所有冲绳战中的死难者约23万人的姓名都刻下来，其中还包括了台湾人和韩国人等外

国人的姓名。在靠近和平纪念碑群的地方还有特意从韩国各地收集来的石头修建成的韩国人慰灵

塔。交通的话，从那霸巴士站乘坐89路车到糸满巴士站，再乘坐出租车需要大约20分钟。

   

9、海军司令部战壕（海軍司令部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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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太平洋往事

(图片由网友  @半神经  提供)

在1944年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日本陷入了战争的被动。1945年(昭和20年)1月20日，镇守佐世保的

海军中将“大田実”作为冲绳方面根据地的部队司令官，赴任执行当地的指挥任务。3月23日,，

军展开了真正的攻击。他们从那霸市的西北约10公里的神山岛登陆。战斗持续到4月，设置在岛上

的炮台和来自海上的军舰也加入战斗。5月11日，大田司令官一直生活在这个战壕中，用电报报告

并指挥战斗。5月过半，美军逼近了那霸市的市区。日军在首里附近集结了陆军力量后，决定于5

月22日向冲绳本岛南部进行撤退。守护战壕的海军部队闻讯，为了和陆军部队会和而放弃了一部

分武器装备，从5月26日开始移动。但是由于错误的命令，5月28日，部队又折返回海军司令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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壕。战斗进入了6月，美军的攻势更加凶猛。战壕的海军由于严峻的形势，不得不放弃了和陆军的

回合而陷入了孤立的状态。6月4日凌晨5点，美军包围了司令部战壕所在的那霸市西南部。大田司

令于6日傍晚发表了遗言性的诀别报告。11日早上7点，美军对战壕进行了集中性的攻击。13日凌

晨1点，终于大田司令官于战壕内自尽，结束了在此区域内日军的最后抵抗。

在这里，可以参观到的就是当年这个指挥司令部的战壕。阴森的地下设施，让人似乎能闻到当年

战争中的火药味。在司令部指挥室内，还可以看到，当时日军战斗到最后自尽时手榴弹爆炸后留

在墙上的弹片痕迹。战壕旁边的资料室内，也记载很多当时战争时候的资料。

   

10、古宇利大桥（古宇利大橋）

日本最长的普通公路桥——古宇利大桥于2005年（平成17年）2月8日开通。这是一座非常美丽的

大桥。

古宇利大桥作为一个新的观光景点而受世人关注。它是一条连接今归仁村古宇利岛和名护市屋我

地岛的长达1960米的大桥。古宇利岛是一个半径为1公里的小岛，岛上居民有361人。桥建成前，

要去本岛的话，只能乘坐小型渡轮。大桥开通后，人们即使在恶劣天气以及错过渡船开船时间的

时候也能够自由出行。

   

11、东南植物乐园（東南植物楽園）

名副其实的亚热带植物园，这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园内的巨大椰子树和热带鲜花等营造出一种

异国情调。还有水池和户外咖啡屋等等，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都能在此体验南国情调。其实来到

这个植物园，让我想起了新加坡的国立植物园，感觉真的很相像，都是东南亚的感觉。其实名字

都是东南亚植物园了。交通的话呢，从那霸巴士站乘坐90路巴士(知花线)，在“登川”这一站下

车后，乘坐大约20分钟左右的出租车。

   

12、今归仁（今帰仁城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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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归仁城遗迹已经被登录为世界遗产。据说这座城于13～14世纪左右建成，是三山时代的北山国

国王居住的城堡。因为石墙是用石灰岩堆砌而成的，所以城墙至今仍很坚固。城墙上画有美丽的

曲线，从本丸遗址东海一览无遗！一月中旬到二月中旬的时候，正是寒绯樱盛开的时节，所以此

处作为赏樱名胜也非常有名。

   

13、菠萝房（パイナップルハウス）

以冲绳特产菠萝为主题的公园。坐上菠萝形状的小车(菠萝号)参观遍布公园的菠萝种植地和亚热

带植物。在酒工厂可以参观菠萝酒制造的过程，还可以立刻品尝到刚新鲜酿造的菠萝酒呢。而新

鲜采摘的菠萝更可开怀大吃！此外，店铺里琳琅满目的菠萝特色点心，餐馆里的菠萝咖哩，是只

有在此处才能品尝的美味佳肴。

   

14、牧志公社市场

礼品店和食品专卖店林立的第一牧志公营农贸市场是冲绳最大的农贸市场。从战后的黑市演变而

来的公营市场。目前被称为“冲绳的厨房”，因为几乎冲绳所有的烹饪材料都能在这里买到，其

种类及数量都相当丰富。市场里每天都非常热闹，挤满了当地的人们和游客。1层是鱼肉类、风味

小吃、加工品的各类店铺，2层是能品尝到冲绳料理和中华料理的美食街。其次，在1层购买的烹

饪材料还可以拿到2层美食街请师傅代为加工呢(加工费用限定1人3份500日元)。交通的话，从单

轨电车牧志站检票口出来，下西出口的台阶便到了国际通（国际街），国际通左转直走500米便到

了那霸OPA，再左转到市场本街内直走100米即到。步行需20分钟。

   

15、全日本最南端的车站

赤岺站（赤嶺駅）是全日本最南端的车站了。位于冲绳县赤岺2丁目的有轨电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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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冲绳文化

   

1、音乐

(图片由网友  @此夏.若空  提供)

说起日本的音乐的话，大家最先能联想到的应该都是滨崎步之类的J-POP吧。但是大家是否也知

道，日本也有和中国一样的民族性很强的音乐。这其中冲绳音乐就是一个代表。冲绳由于远离日

本本州岛，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接受者外界文化的影响，当然另一方面基于本土最传统的民

谣，慢慢发展，便形成了现在大家所听到的冲绳音乐。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却又不失活泼，悠扬

的乐曲中，饱含了冲绳人对家乡对大海的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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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在冲绳，环游本岛发现，无论走到哪里，耳边都会回响着三弦的声音，简单纯朴。特别是去

到琉球村之类这样的地方，更会有冲绳本地的老伯伯老奶奶，坐在小茅屋里，弹唱着冲绳音乐。

悠闲之中怡然自得，听起来也不知不觉的神往了。

冲绳音乐作为地方性很强的一种音乐，却并不仅仅局限于冲绳在整个日本也有一些为人们所熟识

，被多少人传唱着的名曲。例如，脍炙人口的《島人ぬ宝》《涙そうそう》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有兴趣的朋友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下载听听。尤其是当你迈上这片土地，徜徉于冲绳的小巷之间，

坐着BUS奔驰在冲绳的街道上的时候，耳边回响起这首歌曲，那一定是别有一番感受。另外，就

是在国内的也同样受着冲绳音乐的影响，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周华健的《花心》还有梁静茹的《不

想睡》等，其实都是翻唱自冲绳音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原版听听，就会发现，其中浓郁的

冲绳民谣味道。

   

2、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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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的饮食应当说是充满了热带风情，特产的苦瓜虽然在国内也是夏季常见蔬菜，但是冲绳的苦

瓜吃起来更有一种非常新鲜自然的感觉。在热带这种去暑的食品大概也是理所当然的为大家所热

衷。我们刚来的时候看了一番介绍，印象最深的是一种称为海葡萄的东东。说是葡萄其实只是形

似，实际上是一种海藻。在茎上长满了圆圆的小颗粒，形似葡萄，故此得名。当然作为海藻，食

用对身体的好处还是大大地。

推荐食品：海葡萄、シークヮーサー、豆腐、猪蹄、泡盛酒、冲绳荞麦面等

   

3、温泉

说道温泉，不应当单单说是冲绳。在整个日本，泡澡都是人人都最热爱的事情之一。无论老少，

无论在家还是在外，晚上泡个热水澡，舒筋活血，又能解乏，这是许多日本人每天必不可少的事

情。

在日本定旅馆的时候，很多地方都会提供免费的温泉服务。这样的旅馆一般在CHECKIN的时候会

赠送每人一张“入浴券”。拿着这个券的话，就可以去指定的地方泡温泉了。泡温泉的话，一般

分为室内室外两种。不管是那种，都要按照先进去的时候都洗个澡，把身上洗干净之后再进去泡

，泡完之后再出来洗澡的顺序，请大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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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冲绳美食

   

1、元祖 海葡萄

海葡萄是海藻的一种，一颗颗迸裂开来的口感尤为奇特，是冲绳的珍馐。正如这家店名，许多菜

色均使用海葡萄调理而成。

＜普通巴士＞在那覇巴士站乘20路或120路，在“谷茶之秋巴士站”下车，朝与巴士路线相反的方

向步行300米，左手一侧便是，大约5分钟。rizzan sea-park hotel谷茶bay对面。（本店/在那覇巴士

站乘20路或120路在“恩纳小中学校巴士站”下车，朝巴士前进方向步行150米，左手一侧便是，

大约3分钟）

   

2、点心殿堂

这是一个首里城风格的建筑物，位于宾馆林立的恩纳村国道58号线沿线。走进宽敞明亮的店堂内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运用“红芋”所制成的泥馅和馒头，“红芋”是读谷村的特产。除此之外，

还有冲绳的传统小点心等等，品种繁多的各式点心陈列在货架上。在店内也有咖啡屋与餐厅，您

可以一边眺望大海一边品尝红芋甜食和正宗的琉球料理。

＜普通巴士＞在那覇巴士站乘20路或120路，在“濑良垣巴士站”下车，朝巴士前进方向步行约60

米，左手一侧便是，步行大约1分钟。红瓦的大门是店的标志。

   

3、自家制面 冲绳面专门店 中村荞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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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立于恩納村国道58号道旁的冲绳面店。特点是鲣鱼风味的口味清爽的汤汁和韧劲好嚼的面条。

将采集自当地海域的富含矿物质的海藻、与面以及鱼肉卷熬制而成的海藻荞麦面(大份700日元)，

是此店的独家风味。此外还有多得几乎要溢出盘外的大分量的三块肉荞麦面(600日元)，一天只限

出售7份。想品尝的人可要瞅准开店时机迅速前往哦！

＜普通巴士＞在那覇巴士站乘20路120或120路，在“太田后原巴士站”下车，朝巴士前进方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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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约100米，在右手一侧便是，步行约15分钟。

   

4、冲绳市浮标直销店食堂部

这是一家美味海鲜店。在这里能够轻易购买和品尝到刚从船上卸下的生鲜鱼类和各类海产品等。

价格也非常优惠，故而本地人常常惠顾。现炒的黄油鲜鱼，针千本(一种鱼名)汤等等极受欢迎。

融入到本地人当中，体验一下渔港的气氛也不失为一种享受。

＜普通巴士＞在那霸巴士站乘坐30路巴士，到“渡口”这一站下车后再乘坐大约10分钟左右的出

租车。

   

5、美食家回转寿司市场 美滨店

能够便宜而放心地品尝到日本的高级料理——寿司的回转寿司店。回转寿司是指将盛着寿司的小

碟通过围绕店内旋转的传输带自动地运送到顾客面前的一种方式，顾客根据喜好可以自由地选取

食用。每一碟都附有相应的价格，消费数额很容易知道，从每碟90日元起价。还可以品尝到每日

清早由鱼市场直接运送而来的冲绳县产当地鱼——隆头鱼制成的寿司。最受欢迎的生鲜金枪鱼(一

碟170日元)捕自近海。另外，还可享用到海葡萄(170日元)及海蕴的天妇罗(170日元)等等冲绳特产

与寿司的美食组合。

＜普通巴士＞在那覇巴士站乘20路、120路、28路、或29路，在“军病院前巴士站”下车，朝巴士

前进方向步行，在第一个红绿灯处左拐，再前进大约150米，左手一侧建筑的一楼便是。步行大约

10分钟。

   

6、圆山饭店

台湾风味的中华料理专门店、由台湾出身的师傅掌勺，烹制出正宗的台湾中华料理口味。地处大

型商场连立、在冲绳县内也是屈指可数的繁华地段，购物途中亦可随意造访。熏鸭(小份1,200日元

)(大份2,400日元)，是在经久细致地熏制出的鸭肉上浇上特制的调味汁制成的。如若登门此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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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是不可错过的一品佳味。

＜单轨电车＞从新都心站剪票口出站从西口左侧楼梯下楼，在随即到达的十字路口右拐再前进大

约300米，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右拐并继续前行约300米。左手一侧便是。步行大约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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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购物

   

1、时尚购物

(图片由网友  @情绪作怪  提供)

DFS免税店

在日本来讲，冲绳觉得算得上是地处偏僻了。虽然旅游业非常发达，但总体来讲，生活水平等还

是不及本州富庶。但是，因为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与此同时还把全球最大的免税店也吸引了过

来。这家名为DFS的环球免税店来头可不小，自从95年在关岛开业的第一家之后，到今天已经在

包括奥克兰、巴厘岛、凯恩斯、黄金海岸、关岛、香港（2家）、檀香山、冲绳岛、塞班岛、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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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悉尼和台湾等全球各地接连开设分店。

在这里买的免税产品，想必一般专卖店等地方，价格确实要便宜很多。只是有些牌子的东西买完

之后并不是马上可以带走，而是需要在机场内取货。这点请大家注意。

   

2、本地纪念品

(图片由网友  @此夏.若空  提供)

 辟邪的狮子

冲绳的居民们都相信狮子可以纳福避邪，所以都会放置石狮子在门柱或者屋顶上来除魔辟邪。有

名的冲绳陶瓷都会以狮子的造型制成各种各式各样的摆设，另外还有纸镇，挂饰等等。可以说在

冲绳走到哪里都会看见这样一对一对的石狮子，非常的可爱。大家记得买的时候也要一对一对的

买哦。不要只单买一只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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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玻璃

琉球玻璃是冲绳的著名传统工艺，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利用美军的汽水瓶，啤酒瓶等制作的

彩色玻璃器皿。琉球玻璃的颜色都是以红色，蓝色，绿色等为主的。塑造出各种颜色变化多端，

色彩斑斓的玻璃制品。在灯光的照射下更显得晶莹剔透。另外的话，吹玻璃也是极高技术的玻璃

制法，有些地方游客还是可以亲自参与吹玻璃的制作体验的。

冲绳陶瓷

冲绳的壶屋和读谷也是著名的陶瓷产地，尽管这次我们没有亲自去看，但是从导游小姐那边也得

到很多相关的介绍。在这边，陶艺师傅都是利用陶土的特质，制造出各式各样，厚薄不同的陶瓷

工艺品。传统的陶艺品颜色较沉实，质感厚重。新潮的陶艺品色彩较鲜艳，陶土较薄。以陶土做

成的茶杯啊，茶壶啊，花瓶等工艺品层出不穷。看了之后肯定有想买的冲动。

黑糖

黑糖其实就是国内所谓的红糖。在冲绳黑糖可以说得上是最著名的特产了。由于当地的气候温暖

，特别适合种植甘蔗，而黑糖就是以甘蔗为原材料的，黑糖含有丰富的改制，铁质和维生素等营

养素，最重要的是冲绳的土地肥沃，很少受到污染，生产过程中也没有添加任何的化学物，非常

的健康，当地人大多数会用来取代砂糖或当做糖果来直接食用。大街小巷的特产店里都会有卖黑

糖的，大家一定要买点回家带给亲朋好友，味道真的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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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住宿

国内出行的朋友，如果不选择旅行社帮忙预定旅馆的话，其实也可以很方便的在网上预定旅馆，

这样的好处当然就是可以自己更妥当的来安排自己的行程，配合想去的地方来预定位置适宜的旅

馆，不但可以节省时间，也可以适当的调节一下预算。经济旅行的话可以选择比较便宜的商务旅

馆，如果是豪华度假的话，也可以找个漂亮的海滩附近定一家豪华的旅馆，享受一下日本小资的

假期生活。

言归正传，要想预定旅馆的话，首当其冲推荐的便是在日本用户最多的人气网站” jalan”（http:/

/www.jalan.net/）这里集合了日本全国各地的旅馆情报，点击网站上方的”新規会員登録”进入会

员注册界面。和一般网站的注册流程一样，填写好自己的E-MAIL邮箱以及一些会员信息，之后就

成为了该网站的会员。之后再首页通过地图来查询好自己想要预定旅馆的位置，便会有整个该区

域的信息被罗列出来。比如：您准备在那霸市停留一般的话，可以选择冲绳之后再选择那霸，之

后选择需要的顺序排列，价钱的话就可以选择“料金が安い順”（按价格便宜排序）来进行检索

。在看到的结果中，会有各种旅馆定出来的套餐，这里的话每种套餐的又放会写上有无附带的早

晚餐，以及成年人1名所相当的价钱。

旅人提示：

在日本住旅馆的时候，不是按房间计费，而是按人数来计算价格的。有的时候两个人定一个房间

的话，可能和每个人定一个单人间是差不多的价钱，这点请各位朋友注意。

当选择好套餐之后，点击进入详细的介绍界面，在画面上方点击MAP按钮的话可以查看旅馆的具

体所在地。大家查看的时候最好以附近最近的车站为标志物，这样的话去的时候也会比较好找。

在画面的最下方的话，就可以选择房间进行预订了。进入预订流程后网站还会最后再确认一些简

单的用户信息以及预订的CHECKIN时间，都填写好确认过之后就算正式预订完成了。

值得一提的是，预订的话不需要任何费用，而即便是取消的话只要提前1天，网站上90%的旅馆也

都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预订要旅馆之后，晚上按时去CHECKIN，到柜台说是从internet 预约的，并告知自己的姓名就一

切OK了，是不是很方便实用？而且还能积累point，在下次预约的旅馆的时候打个8-9折，更是划

算。

此外的话，日本还有一些比较好的连锁旅馆，由于预订流程基本雷同，就不在这里详细介绍了，

只简单列出几个网站供大家参考。

東横イン

http://www.toyoko-inn.com

COMFORT

http://www.choice-hotels.jp/

ホテルJ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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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alhotels.com/jp/

ホテルANA

http://www.anaihghotels.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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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通

   

1、城市高架铁路

那霸市内2003年开通的电车。从那霸机场站始发并贯穿那霸市内的主要地区，终点站是首里站，

这便是冲绳城市单轨电车，通称为“YUI-RAIL”。其优点是准点运行，搭乘方便。因为是在高架

上行驶，可以观赏车窗看外的美丽景致。其次，从车厢内广播前的音乐铃声、不同站时所播放的

不同曲目的冲绳民谣、座位上的用做沙发布的写有“琉球絣”

的冲绳代表纺织物，这种种地方都能看到冲绳的独特魅力。

想必大家如果没有去过日本本州的话，对于乘坐电车的买票流程还是比较陌生的吧。这里我来拿

那霸的高架铁路为例，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走出那霸机场国际线候机大楼，朝右边的国内线候机大厅走，并从其最近的入口处上去，乘

坐电梯上到2楼。

（2）走出2楼的出口，朝安全通道走，这个通道一直通向单轨电车机场站的站台。从机场站以外

的车站搭乘单轨电车时，是通过各站的广场和人行道上的台阶或扶梯，穿过通道到达站台。这里

也设有电梯，不过要优先让年长者和残疾人士以及婴儿车通行。

（3）通过售票机上的价目表来确认到目的地所需票价。站在售票机前，画面上就能显示站名和票

价。当您投入票价金额后，按下目的地所指按钮，就会有相应车票弹出来。

（4）拿着售票机上买到的车票到剪票口。把车票插入自动剪票机的插口，剪票机的门便会打开，

车票也会从前面弹出来，您只要一边顺势往前行走一边取出车票，然后朝目的地方向的站台而行

。

（5）当电车进入站台时，让要下车的人优先，等下完后再上车。到了目的地后，要有顺序地下车

，从站台通过台阶或电梯进入中央大厅。把车票插入剪票机后，剪票机的门便会打开，您就可以

走出去了。

（6）关于票价，第一次乘坐时为200日元(儿童100日元)。从那霸机场站到首里站需要290日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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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150日元)。除了普通车票以外，如果您购买了当天自由往返票(成人800日元、儿童400日元)的话

，当天无论何时上下车都可以使用，非常方便。（2日自由往返票成人票价1200日元，3日自由往

返票成人票价1500日元）

咨询电话：冲绳城市单轨电车株式会社 TEL：098-859-2630（仅限日语接待）

   

2、Bus和Taxi的选择

冲绳的话不像日本本州岛有很发达的铁路交通。除了上述那霸市内的高架铁路之外，移动手段的

话基本是靠汽车。城市间的话也同样是有高速BUS之类的交通手段。在日本交通之贵是众所周知

的，坐个BUS其实一点不比国内打车便宜，就更不要说坐TAXI了。不过要说这两者之间的差价到

是没有差到特别夸张，如果是一两个人出行的话，BUS固然是便宜，但是如果4个人的话，BUS和

TAXI基本大都能达到等值的情况，甚至还能便宜过BUS。

另外BUS的话，一般也都像电车一样有固定的发车和到达时间，只不过因为道路交通的情况要远

远比铁道交通复杂，所以BUS的话也并不十分守时，我们就曾经几次遇到比预定到达时间晚了30

分钟的情况。当然，即便是这样，大家在上下车之前还是要先仔细看一下BUS的时间，因为在一

些偏僻的地方可能会出现中间1-2小时没有BUS的情况，所以如果时间上有计划的朋友们就要特别

注意了，错过一趟BUS，可能就会一下错过几个小时呢。

很多时候来讲，如果预算允许的话，在冲绳或许TAXI还是相对一种性价比不错的选择。其实在日

本TAXI都是可以讲价的，去什么地方之前先跟司机讲好一个固定的价钱，大家要是砍价高手的话

不妨一试，我们曾经4个人从北部的海洋博公园打车回那霸，花的钱比坐BUS还要便宜，还又节省

时间。

都说冲绳人热情好客，在的哥身上，这点似乎有着更明显的体现。我们在旅行中遇到的一位的哥

，热情的给我们讲述着冲绳的美景，还告诉我们他会用七八种语言来跟客人打招呼说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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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期观光巴士

对于不习惯乘坐普通巴士的人士，我们推荐定期观光巴士。这种服务的特点是事先拟好观光路线

，大大节省了您的时间，因此不存在像普通巴士的搭错车现象，也无需等待的时间。另外一项吸

引人的地方就是价格比出租车要便宜的多。而且，无论是在车内还是在观光地，导游都会进行观

光说明（仅限日语解说）。即使听不懂日语也同样能享受这欢快的气氛。

现在，有3家公司经营定期观光巴士。行车路线以北部和南部的景点为中心，任何一条路线都会带

您经过主题公园和购物中心，名胜古迹等地，旅程绝对价有所值。每个公司的观光地点和游览时

间，出发时间，出发地点并不一致，最好事先做好咨询确认。

咨询热线：冲绳巴士（8：00�18：00） TEL：098-861-0083（仅限日语接待）

琉球巴士（9：00�17：30） TEL：098-863-3636（仅限日语接待）

RADO观光巴士 TEL：098-882-3131（仅限日语接待）

※预约的截至时间为出发前一天的18：00以前

※请宾馆和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办理预约手续比较方便。

   

4、船

作为一个群岛区域，船自然也是常见的交通工具，当需要离岛的时候，飞机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

渡船了。如果时间充裕，还想去别的岛上玩的话，坐船出去确是不错的选择。冲绳本地人也同样

，在有假期的时候同样会选择坐船去一些本岛外的小岛，因为很多地方的海水质量更胜于本岛。

另外，远行的话同样可以在那霸乘坐。咨询了一下当地人，说是到台湾的话只要一天就可以了，

反而比日本九州南部的鹿儿岛县还要近。

                                               46 / 50



�������

冲绳：太平洋往事
  

十、推荐行程

了解了冲绳的各个旅游景点以及基本的看点玩点之后，就该好好打理一下旅行计划了。作为比较

经典的环岛游路线，特别推荐给大家一个3-4日行程的范例。

第1日   那霸市内观光---美国村---琉球村---万座毛

第2日   海洋博公园---古宇力---今归仁---国际通

第3日   首里城---海军司令部战壕---和平公园---那霸

一般去冲绳旅游，大都会从坐飞机在那霸登陆。那霸市内的观光其实放前放后都可以，反正最后

还是要回来的。我们当时便是一下飞机就直接做BUS向北部出发了，因为毕竟冲绳北部的海要更

好一些。想去北部，其实早点动身还是比较好的，毕竟坐车也要不少时间，一路上会顺序经过上

面第1日行程内提及的景点。BUS的话都有站停，沿路玩下去，到了本岛北部也就差不多天黑了。

这样的话，第一天选个北部的旅馆，尤其推荐靠海洋公园近一些的，这样第2天起来玩的时候也方

便，可以节省行程。

北部的话，海洋博公园当然是重点。走马观花的也要将近半天的时间，另外旁边的翡翠沙滩还是

非常推荐的，走路就可以到。再由此向东，可以到古宇力大桥去游览，可以说是冲绳最美的地方

之一了。只不过交通上不太方便，赶时间的朋友就只能打车去了。要是时间富裕的话，还可以去

今归仁。在第2日晚或第3日赶早返回冲绳都是可以的。晚上回去的话，逛逛DFS免税店，在国际

大道的居酒屋吃点冲绳的小菜，再喝上一杯，都是很惬意的享受。

剩下最后一天的话，转一圈南部其实是花不了多少时间的。在网上也能方便的预订到这样的一日

游。看看古代琉球王国的城堡。再了解一下太平洋战争的一个角落。这样旅行也就差不多可以结

束了。

冲绳作为太平洋上的海岛，海滩当然也是重点游玩的项目。在上面的行程范例中并没有太刻意的

写进去各个海滩。大家可以看自己的行程，来在其间安排适宜的海滩游玩。

当然，如果您是蜜月旅行，不想跑来跑去的，直接飞去石垣岛也是非常舒适的选择。在那里著名

的连锁酒店ClubMed一定会满足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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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1．冲绳作为日本的一个县，实际上属于是日本比较穷的地方了。所以大家不要抱有去了冲绳就是

游玩日本了的心情去旅游。风景气候虽然宜人，却完全看不到本州岛上的繁华。可以说是日本的

世外桃源了。作为印象来讲，更建议大家把这当做东南亚风格的海岛来考虑。

2．冲绳这里民风淳朴，服务行业都是非常热情好客，当然这点整个日本都差不多。大家购物消费

的时候也可以真正体会到被当做上帝的感觉。只是日本人的英文都不怎么好，发音很蹩脚。所以

沟通起来可能多少会有一些困难。建议大家随身带个小本子和一支笔。写上一些汉字，说不定有

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当然，日本人也由于文化程度不同认字或多或少，还有就是有些字如果

写成简体的不认识，可以试着写成繁体。

3．在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一定要提前CHECK好时间。轨道交通方面都是非常守时的，正常情况

误差都在1分钟之内。车辆一般也比较频繁，所以即便没赶上车也不会等太久时间。但是BUS的情

况就完全不同了，虽然也有时刻表，但是道路交通变化复杂，有时候晚上半个小时到也不见怪。

只是BUS数量很少，有的地方几个小时才一趟车。所以坐BUS的话，错过一趟很可能出现少则等

上30分钟，多则登上两三个小时的情况，请大家一定注意。

4．坐车买水的一般都是自动贩卖机，所以大家要随时准备好一定的零钱。避免只有1万日元纸币

的尴尬。1千日元的话，不少自动贩卖机都是可以收的，BUS上的话也可以用机器换零钱。关于乘

坐BUS的方法也请大家注意，车上有很多的按钮，在到站前的时候要按一下，否则可能会不停车

的。另外下车付钱，投前车门处的机器里就可以了，但是不一样的是，在机器的前方也有塞1千日

元纸币的地方，那个是用来换零钱用的，一般日语写做“両替”。不是付钱的地方，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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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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