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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卡塔尔：波斯湾上一颗耀眼的珍珠

提起卡塔尔，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很陌生。但提起中国入世贸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911事件后

声名鹊起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媲美奥运的多哈亚运会和要用1万亿办2022年多哈世界杯，大

家一定不陌生。这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富得流油的国家。

凭借着石油和天然气上的天然优势，这个位于阿拉伯半岛东侧，与阿联酋和沙特接壤，自古以来

就饱经风霜和战火洗礼的小国，由一个以打捞鱼虾为主的小城镇一跃成为波斯湾上一颗耀眼的珍

珠，一个漂在石油上的国家。 

(图片由网友 @别走，旧时光 提供)

许多西方人都喜欢用这样的画面来描写卡塔尔人：洁白无瑕的长袍、迎风飘动的头巾、幸福的笑

容、几辆玛莎拉蒂跑车——周四驾驶红色的车，周五驾驶黄色的车，而周六就选择黑色吧⋯⋯这

虽是俏皮话，却也道出了实情。在多哈，除了汽车，是见不到其它交通工具的。豪华轿车是门面

，越野车是穿越沙漠必备，法拉利、林宝坚尼是年轻人的最爱。但凡停车场，无论早晚，都是挤

得满满当当。路上就更是车流如织了。钱多、人少、油多、车快是多哈一景。

滨海路是卡塔尔首都多哈最漂亮的大道。白天，沿着滨海路前行，宽阔的绿地、绿茵茵的草坪、

常年盛开的鲜花和高大的椰枣树、清澈见底的海水，让人忘却这是一个沙漠城市；夜晚，水面倒

影着溢光流彩的波斯湾夜景，走入多哈老市场，淡淡的水果香飘散在空中，身边、路旁、店里到

处是黑袍、白袍，仿佛穿越千年，来到一千零一夜的年代。全城最经典的建筑就是位于波斯湾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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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之上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它是20世纪最成功的建筑师之一贝聿铭最后一个大型文化建筑。最

醒目的建筑莫过于位于WestBay的喜来登酒店，犹如金字塔的喜来登酒店见证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的历史一刻，也见证了多哈打造“海湾之都”的奋进过程。大道上的海蚌雕塑象征着卡塔尔

捕鱼业辉煌的过去。 

多哈鸟瞰图(图片由网友 @在云端 提供)

方位：

卡塔尔位于波斯湾西南岸的卡塔尔半岛上，从南到北全长160公里，自东向西宽80公里，包括诸岛

在内总面积11532.5平方公里。在西南方向与沙特和阿联酋接壤，与沙特的两国边界长达60公里，

其余三面临海，海岸线长550公里。

地形：

卡塔尔大部地区在海拔10－30米高度，最高的沙丘可达海拔100米，全国地势北部相对较低逐渐向

西和西南方向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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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游时间：

卡塔尔属沙漠型气候，夏季炎热、而冬季温暖。进入夏季，气温在25到46摄氏度之间。12-2月的

冬季的降雨极少，每年平均不超过75.2毫米的降雨量。 5-9月的夏季酷热，温度一般在35°C以上

，有时高达50°C，湿度经常达90%。全年经常有沙暴，尤其是春季。12-1月还会有大雨，造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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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封闭。

最佳旅游时间是11月或2月底至3月初，这时候的天气温和怡人，干燥。不过对于体育爱好者来说

，任何季节都行。多哈有许多空调运动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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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卡塔尔最棒的体验

   

1、看阿拉伯人汽车狂欢，感受“马上民族”的躁动不羁

(图片由网友 @睡着的喵先森 提供)

欧美很多国家都有一个传统的狂欢节日，通常，化妆舞会、彩车游行、假面具和宴会是狂欢节的

几大特色。相对于热情奔放的欧美人来说，阿拉伯人给人的印象是保守，他们有喜怒哀乐吗？他

们有宣泄自己情绪的节日吗？有，不但有，而且当你看到阿拉伯人的疯狂时，你会彻底颠覆之前

对阿拉伯人的印象。

逢年过节，卡塔尔当地阿拉伯人都会组织一场汽车游行，说是游行实则更像狂欢节。卡塔尔人几

乎都走出家门，没有具体的目的地，就是驾车奔驰，摇旗呐喊，宣泄他们的喜悦。如果你车上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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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插几面卡塔尔国旗就会显得很另类，有的车干脆全车喷绘上卡塔尔国旗或卡塔尔国王、王储的

画像招摇过市。卡塔尔人上身上有着“马上民族”的躁动不羁，除了开车的人，所有人都要努力

钻出来，坐在或站在车顶上、踏板上或车窗外，手里不能闲着，基本人手一个喇叭，不停地掀动

，和车喇叭、爆竹、发动机噪声遥相呼应，不绝于耳⋯⋯ 

(图片由网友 @在云端 提供)

   

2、走入中东“大栅栏”，感受一千零一夜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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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别走，旧时光 提供)

多哈瓦其夫是多哈最老的市场，在曲折狭窄的小巷两旁排满了各式小店，建筑的墙都是粗砺的石

头，顶部用绳子将椰枣树叶扎成片铺到竹子做的梁上。店铺内货物堆到了天花板，放不下的货物

摆到街上。老街上各式店铺临街而设，或是干脆开到临街的露台上。游人斜倚在阿拉伯长椅上，

抽几口薄荷味水烟，在袅袅的烟雾中放松身心，置身于这阿拉伯的集市，放眼来来往往的白袍黑

袍飘然而过，在那一瞬间，如同时光倒流，重回到了一千零一夜的年代。

旅人提示：

1）瓦其夫市场最好晚上过来，一方面是当地天气炎热晚上相对凉快一些；另一方面是当地阿拉伯

人活动很多是晚上在瓦其夫市场举行，在这里能看到原汁原味的阿拉伯人生活。

2）建议大家尝试一下阿拉伯水烟，大概半米高的烟灯一端上来就让人很兴奋，水烟有很多种水果

的口味，非常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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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总会有各式各样的表扬(图片由网友 @秋天的向日葵 提供)

   

3、看“沙漠F1”赛事上机器人骑手大展神威

地处沙漠，夏日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和户外高达50度的高温是一般人类无法居住的环境，然而在这

样的环境下，阿拉伯人和他们的伙伴骆驼们艰难的走过了若干个世纪。茫茫沙海，沉沉戈壁，悠

悠驼铃，橐橐驼踢⋯⋯骆驼自古就是沙漠不可或缺的元素。如今，阿拉伯人都很有钱了，经常开

着拉风的跑车，很少有人再骑骆驼了。但是，赛骆驼却是阿拉伯世界保留下来的一项传统赛事！

阿拉伯世界赛骆驼比赛又称为“沙漠F1”。赛场上，一群被打扮成小男孩模样的身形矮小的“骑

手”稳坐驼峰间，身穿运动衫，手拿皮绳，不断挥舞着，驾驭着骆驼你追我赶。定睛一看，都是

些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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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睡着的喵先森 提供)

旅人提示：

赛骆驼是卡塔尔这个海湾国家喜闻乐见的传统赛事，在大多数海湾国家，赛骆驼骑手年龄一般是8

岁至12岁的小男孩。雇主平时不给他们吃好的，甚至不让吃饱，以防长体重。由于他们年龄小，

在激烈的比赛中经常发生骑手从驼背上被颠落下来，摔伤或被从后面冲上来的骆驼撞踏致死的惨

剧，因此近年来，包括联合国、国际体育组织等强烈谴责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海

湾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相继研发机器人骑手以取代这些小男孩进行赛骆驼比赛。这种

机器人被固定在赛驼的背上，比赛时由一辆在赛道旁并行的汽车上发出的电子指令和声音来控制

机器人指挥骆驼。

   

4、看光脚骑骆驼的国庆阅兵式，体会世界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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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西山野人 提供)

卡塔尔国家不大，人口少，兵也少，军队也就１万来人，但每年国庆仍然有阅兵式。也许你见识

过苏联红场的阅兵式，也见识过北朝鲜的朝式风味阅兵式，和欧洲的阅兵式，但绝大多数中国人

都没有见识过沙漠地区的骑骆驼阅兵式！阅兵队伍里面花花绿绿的装束让人眼花缭乱，骑着骆驼

打着赤脚的、骑着阿拉伯良种大马的，就连平时总是黑纱罩面的阿拉伯妇女也穿上了帅气的军装

走在队伍里面。对了，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未来——儿童也是阅兵式的一部分，他们代表着希望和

未来。也许你会觉得这个阅兵式有点乱，队伍似乎并不整齐，没关系，这都不影响大家喜悦的心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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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别走，旧时光 提供)

   

5、吃螃蟹到波斯湾上来，这里的螃蟹便宜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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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哈波斯湾海边(图片由网友 @睡着的喵先森 提供)

多哈濒临波斯湾，海水清澈见底，所有的海产品都是野生的，无污染。当地的阿拉伯人包括信仰

伊斯兰教的印巴人对于螃蟹这种长相丑陋的生物是敬而远之的，少碰甚至不碰，所以螃蟹尤其便

宜。这里的螃蟹叫blue crab，蟹很大，当地渔民不愿意卖一公斤，一般一次至少卖2公斤螃蟹，4斤

螃蟹约7到8个螃蟹。螃蟹肥的时候，大约1公斤螃蟹卖20卡币，合人民币18元/斤，便宜的时候1公

斤螃蟹只卖10卡币，合人民币也就9块钱/斤，还曾有过合人民币5元/斤的时候。如果你到了卡塔尔

，吃不惯当地的菜肴，可以换换口味，品尝一下当地鲜美波斯湾大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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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在云端 提供)

   

6、看20世纪最成功的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收山之作

贝聿铭，20世纪最成功的美籍华裔建筑师。他最后的作品不是在美国也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卡塔

尔，即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博物馆外墙用白色石灰石堆叠而成，折射在蔚蓝的海面上，形成

一种慑人的宏伟力量。整个建筑庄重而简洁，光线的变化使建筑更加生动而富有变化。贝聿铭称

这个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将是他最后一个大型文化建筑。其灵感来源于埃及开罗的伊本�图伦清真

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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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在云端 提供)

博物馆展出的艺术品收藏贯穿18世纪到19世纪，不仅仅限于整个伊斯兰世界，还有来自受到伊斯

兰艺术影响的印度和西班牙等国家的艺术品。用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前馆长的话讲：

“这里的收藏也许不及法国卢浮宫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那么多，但是，其收藏的质量却是令人惊

讶的，无论在何处都堪称顶级收藏。”

旅人提示：

贝聿铭，美籍华人建筑师，1983年普利兹克奖得主，被誉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与法国华

人画家赵无极、美籍华人作曲家周文中，被誉为海外华人的“艺术三宝”。他设计的卢浮宫内玻

璃金字塔、华盛顿国家艺术馆、香港中国银行大厦等建筑早已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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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与凶猛的猎鹰合影，你敢吗？

阿拉伯猎鹰是阿拉伯遗产中重要的一个部分。沙漠中的阿拉伯贝都因部落用它来进行捕猎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也正是借助猎鹰极佳的视力，在沙漠腹地生活的游牧民族才能保证不空

手而归。虽然阿拉伯人现在已经不用靠猎鹰的捕食来生存，但古老的猎鹰捕猎活动被视作一种高

贵的艺术保存下来。多哈瓦其夫老市场里面有好些猎鹰店铺，主要是售卖猎鹰和相关物品。猎鹰

店提供一项特殊服务：游客与猎鹰合影留念，每个人是20卡币（约合35元人民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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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秋天的向日葵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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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海湾明珠
  

三、行前准备

   

1、签证

入境签证时间和期限：

①Tourist Visa旅游签证

旅游签证由指定宾馆代申请人向移民局机场签证处申请办理，通常需要一个工作日的时间，停留

期为14天，期满可继延一次14天。

②Business Visa商务签证

商务签证由公司或指定机构（即担保方）代申请人向移民局机场签证处申请办理，通常需要一个

工作日的时间，停留期14天，期满可继延3个月。

卡塔尔为33个国家提供免签证服务，但不包括持有中国护照的公民。想要前往卡塔尔，一般有两

种方式办理卡塔尔签证：

1、前往驻北京卡塔尔大使馆办理签证（或通过国内代签机构代签）

签证材料准备如下：

1）护照原件（有效期半年以上）；

2）2寸彩照2张（底色不限）；

3）身份证复印件；

4）公司派遣函及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

5）通过多哈的担保人从卡塔尔内政部（证件处）活的签证许可，然后从多哈将该许可传真到使馆

。

6）无传染病的医院体检证明，填写签证申请表。

7）根据不同的签证类别支付签证费以及印花税费用。

2、电子签证

由于卡塔尔规定，只有当地公民才有申请签证的权力，所以，卡塔尔国电子签证必须有当地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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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人。

1）从其它国家（非中国）转机前往卡塔尔

只需办理电子签证，打印出电子签证单，出关时提供该单即可。

电子签证形式：

①如果有卡塔尔当地担保人的ID或者是旅馆的ID可以直接通过网络来进行申请。www.gov.qa

中选择Tourist Visa进行在线申请，用信用卡支付即可。

②旅馆代为签证（这种也适用卡航代理签证）

http://www.lavillapalace.com/visa.php 

目前所知最便宜的是La Villa旅馆提供的代签，1个月的签证＋1晚上住宿（只包括床位）＋接机，

最便宜为650QR（650*1.73=1124元），据说可以讲价。

这种情况下，除了缴纳签证费用外，担保人也要收取一定费用，如果旅馆代签就需要住宿该旅馆

。

另外提供一家旅馆The Mercure Grand Hotel，签证费用200里亚尔/人，住宿费用550里亚尔/晚。

2）从中国境内出关直飞卡塔尔

在卡塔尔办理电子签证后，需要再到卡塔尔大使馆办理贴签；

旅人提示：

从中国出关直接飞卡塔尔，计算机系统不认卡塔尔的电子签证，因此，卡塔尔大使馆要求凡是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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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卡塔尔电子签证的还需要到北京办理贴签。

3、卡塔尔航空代为签证

形式跟旅馆代签类似，也都需要住旅馆，但通常情况下需要预订四星级宾馆。

比较两种签证方式，第一种签证国内报价从1200元人民币到7000元人民币不等，普遍价位为2000

元，相对而言，第二种签证方式中旅馆代签是最为廉价和方便的。

旅人提示：

如果持有香港护照，在卡塔尔出关时直接办理落地签即可，费用100里亚尔，约合人民币175元。

   

2、入境须知

卡塔尔为伊斯兰教国家，严禁含酒精饮料和猪肉制品入境，入境时所有大小行李及随身物品均需

X光机检查，发现违禁物品即予没收，并对携带入境者处以罚款甚至扣留审查。持旅游、探亲签

证者不得在卡塔尔境内工作或从事与签证身份不符的非法活动和行为。

海关规定：

1、严禁携带任何含酒精饮料入境；

2、严禁携带任何猪肉类食品入境；

3、严禁携带任何药品入境（个人用处方药除外）；

4、严禁携带任何枪支弹药入境。

   

3、插座和电源

电源插头属于英式三相插头，笔记本等需转换器，如自助游，建议带转换器，也可在卡塔尔本地

购买。

   

4、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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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尊重伊斯兰国家的传统，去卡塔尔旅游的女士只能暂时忍痛放弃性感十足的暴露装。

卡塔尔全年大多时候都可穿着夏季轻便服饰。但逢冬季可能需要毛衣和外套，尤其在夜间。由于

卡塔尔全年阳光充沛，优质的太阳眼镜是游客的必备之物。戴眼镜的游客则应考虑采用彩色镜片

；帽子或其他头部防护措施也是必要的。

   

5、钱币和小费

钱币：

卡塔尔货币名为里亚尔（Qatar Riyal，简写为QR或QAR），币值有1、5、10、25、50迪拉姆。1里

亚尔=100迪拉姆。1里亚尔=1.8098

人民币（汇率经常变，请以当日汇率为准），与美元比值较稳定，为1美元兑换3.64里亚尔。 

小费：

多数酒店和餐厅会在帐单上加收10～16%服务费，因此不用付小费。如果帐单没有包括小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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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付帐单的10%费用作为小费。搬运工、邮递员、清洗工等通常付2里亚尔小费。

   

6、其它事项

信用卡：

卡塔尔银行工作时间7:30–13:00（周六至周四），银联卡不能使用，只能使用信用卡。信用卡可

以消费不可以取现。当地的中资银行是工商银行多哈分行，只针对企业不针对个人。具体需要与

信用卡公司或记借卡了解更多的信息。

语言：

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英语为通用语言。

时差：

比北京时间晚五个小时，比格林尼治时间早四个小时。

卡塔尔旅游局官网：www.experienceqat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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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哈移动ATM机   (图片由网友 @在云端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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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哈景点概述

   

1、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占地4万5平方，简洁的白色石灰石，以几何式的方式叠加成伊斯兰的风格建筑

，中央的穹顶连接起不同的空间，古朴且自然。其设计来自91岁高龄的I.M. Pei（贝聿铭）。作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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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世纪最成功的建筑师之一贝聿铭称这个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将是他最后一个大型文化建筑。博物馆

内收集并保存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伊斯兰艺术品，它们来自三大洲，横跨了7世纪到19世纪的时

间长河。最为罕见稀有的是一张制于14或15世纪红色的丝织地毯，被称为帖木儿棋盘花园地毯，

是喜欢棋类运动的伊斯兰统治者铁木尔所钟爱的物品，非常珍惜罕见。此外，还有来自1696年印

度莫卧儿王朝的宫廷翡翠护身符。 

(图片由网友 @西山野人 提供)

门票：免费，但进去的时候要安检。安检之后送每人一张门票和简介

开放时间：周日、周一、周三：10:30-17:30

周四、周六：12:00-20:00

周二闭馆

官网：http://www.mia.org.qa/english

旅人提示：

1、不允许在博物馆里面吸烟；

2、只允许在特定区域吃东西和喝水；

3、12岁以下儿童须有大人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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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包必须接受检查，不允许在博物馆里面使用摄像机，禁止触摸展品

   

2、多哈珍珠岛

(图片由网友 @别走，旧时光 提供)

珍珠岛是在多哈海湾填海造出的一个小岛，因为从上向下俯瞰，延伸而出的小岛形状像颗珍珠（

一大颗和一小颗珍珠）故而得名。珍珠岛的的灵感来自迪拜，别致的造型跟棕榈岛一样。据说，

珍珠岛造价90亿美元，位于阿拉伯半岛国家卡塔尔沿岸，人工填海而成，总面积达985英亩（折合

400公顷），可容纳4万居民的珍珠岛计划（The Pearl）。珍珠岛其实是个大型豪华住宅区，里面

的房子应该是多哈最贵的，小岛上有高档商店，露天cafe，还有街头艺人的表演，所以是个游玩

的不错选择。夸张的是，小岛上的私人游艇停泊场，各家的游艇像在停车场一样有序地停在泊位

里。

   

3、多哈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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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哈动物园位于城市边缘，离市中心20公里。准确的说是公园和动物园的结合体，虽然占地42英

亩，但动物笼舍都集中在一处，这样就空出大片公园区域，都栽种了树木，铺了草坪，点缀以喷

泉、水池，在这个沙漠环境里实属赏心悦目。不仅是当地人、尤其是孩子的好去处，还是当地鸟

儿最大的栖息地，公园里到处鸟鸣阵阵。从公园门口到各处都有观光车，这似乎在当地是必不可

少的。 

(图片由网友 @秋天的向日葵 提供)

动物区很有特色，中间是圆形建筑，你可以认为是一堵环形的墙，只是比普通的墙要宽的多，上

面有绿色的棚，遮挡阳光。墙内是食肉动物的笼舍，墙外大片开阔区是食草动物的围栏和水禽区

。游览通道就在墙上，游人可以在高处走一圈就将园内动物看个大概。还有这个建筑有个地下区

，那些怕光、怕热的两栖动物、爬行动物有了理想的安身之所。应该说，这种设计是很科学的，

一方面方便了游人，在炎热的多哈，一般在室外是不能走很长时间的。一方面便于对动物管理，

也节省建设成本。

公园里现在有147种超过1500只动物。必须看的是阿拉伯大羚羊，多哈亚运会上的吉祥物。这是卡

塔尔半岛最大的动物，也是卡塔尔人的最爱，至少在发迹前，卡塔尔人靠椰枣为生，能捕到大羚

羊是何等乐事，以致于这种动物在当地濒于绝迹。目前这种洁白优雅的动物早已经被保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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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门的羚羊农场繁育放养。

开放时间：上午时间段：每周开放五天（周五和周日上午不开放），上午8:00至11:00；下午时间

段：夏季（15:30-20:00）/ 冬季（14:30-19:00）每周开放五天（周二下午仅对妇女和九岁以下的儿

童开放；周日下午维修整顿）

门票：成人10卡币；儿童5卡币，学校及团体游客成人：5卡币；儿童（9岁以下）2卡币

电话：（0974）44682610 ，44628611

传真：（0974)）4446 8290

   

4、滨海大道

每一城市都有自己的名片，而多哈滨海大道就是多哈一个时尚魅力的名片，如果来卡塔尔不沿着

多哈滨海大道走一遭就白来了这个国家。滨海大道全长大约7公里，作为多哈的商业、文化和交通

中心，也是中东最美丽的滨海路之一，在当地人和游客中享有盛名。滨海路沿路海还提供小船供

游人夜晚小游。城市两端，一边是秀丽的滨海大道，一边是金黄色的海港，融合了传统文化和现

代生活方式。 

(图片由网友 @在云端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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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半岛电视台

两层白色蓝顶建筑物即为半岛电视台(图片由网友 @睡着的喵先森 提供)

与迪拜拥有七星帆船酒店闻名于世不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才是它的标志，半岛电视台在阿

拉伯的地区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所有的美国新闻网，一个只有67万人口小国的一家小电视台，

居然能够与美国CNN、英国BBC并驾齐驱，并在对阿富汗战争的新闻报道中迫使CNN与其谈判购

买其独家画面，成为阿拉伯世界最重要、也是全球收视率最高的阿拉伯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播出

的新闻电视台，令人吃惊、让人侧目。中东的“CNN”总部是座工厂般的白色二层小楼，看起来

十分简陋。“参观半岛电视台”是外国游客必看的“景点”，不过参观限时1分钟。原因很简单：

所有车辆经过时不准近距离停靠，不允许停留或拍照；即使在行驶过程中，也不允许拍照。否则

，警察就可能来找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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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喜来登酒店

多哈喜来登酒店从外形上看象一个金字塔，见证了中国加入WTO的历史性时刻。不同于迪拜酒店

以享乐生活为主的酒店形式，多哈喜来登酒店以商务为主。自从1982年2月落成开始，酒店就成为

久负盛名的西海湾半岛的标志性建筑。喜来登酒店是国外第一家进驻卡塔尔的酒店，占了卡塔尔

西湾地区最好的一块地皮，而且面积大，后来的酒店多数没有这个酒店一半大，从飞机场驱车前

往西湾经济区，老远就可以看到金字塔外观的喜来登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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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别走，旧时光 提供)

大酒店位于交通便利，风景迷人地区，从这儿可以看到清澈明亮的海水以及美丽迷人的多哈湾。

邻近卡特大学，国际会展中心和室内网球会馆。驱车前往市中心，多哈国际机场以及多哈高尔夫

俱乐部均不超过15分钟。370间客房和74套套房均宽敞明亮，并配有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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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ATARA民俗村

多哈新建的Katara（阿语音译，英语是culture village)，从整个建筑外观上看，这里更像是一个传统

的卡塔尔胡同或集市，有零售商店，手工艺市集，电影院，国际咖啡馆和餐馆。然而，这里不仅

仅是一个旅游景点，更是用来为培育和激活当地的文化创新、提高市民的文化意识的场所。卡塔

尔电影协会、摄影协会、微型艺术协会，诗歌协会、卡塔尔音乐学院，圆形大剧场、电影院、视

觉艺术中心、儿童文化中心、作家协会、多哈电影节等多项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的。从某种意义

上讲，Katara是新的卡塔尔综合文化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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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西山野人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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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哈周边景点详述

   

1、卡塔尔亲王博物馆

出生于1948年的费舍尔亲王自1960年就开始在海边捡化石，收集古董，在其父亲的影响下，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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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周游列国，收集寻找各种最独特涉及不同的年代和文化的硬币，书籍，手稿，陶瓷，古董

和不同类型的车等，还从其父那儿继承了不少文物。20年前建立私人博物馆还是颇有争议的，如

今他的博物馆拥有3000多件展品，面积12.000多平米，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和研究伊斯兰历史

文化学者的目光。2002年9月，该博物馆成为了国际博物馆协会（UNISCO）一员，对所有学生开

放也对所有国家的人开放。 

(图片由网友 @在云端 提供)

地址：博物馆位于Al-Shahaniya，离多哈20公里。

网上预约：http://www.fbqmuseum.com/contact_all.htm

电话：+974 486 1444

Email：reservation@fbqmuseum.com

旅人提示：

参观亲王博物馆是需要预约的，预约方式是网上预约和电话预约，博物馆只接待预约的人，去的

时候要携带有预约纪录，比如用纸写下当时博物馆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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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角为亲王亲自讲解(图片由网友 @睡着的喵先森 提供)

   

2、军事要塞Al Zubara堡

al zubara是多哈西北110公里左右的一座滨海小镇，小镇实在小，即使在卡塔尔的城镇里也乏善可

陈。使这个地名为人所知的是它旁边的一个堡垒，al zubara堡，在卡塔尔可以称为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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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别走，旧时光 提供)

卡塔尔像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个小枝叉伸进波斯湾，它的最北端最接近主航道，在军事上也就越发

重要。al zubara 在最北点偏西南的位置，对面隔海就是巴林。这里自古就建有军事堡垒，目前的

要塞建于1938年，作为监视巴林和过往船只的瞭望哨和边境检查站，拱卫着al

thani家族游牧地的北端和附近的渔村，al thani也由此起家成为卡塔尔的王室家族。由于卡塔尔本

地缺乏适宜的建筑材料，加之气候严酷，老建筑破损都相当严重。目前的要塞在90年代重新修缮

并改成博物馆，面貌焕然一新，在卡塔尔属难能可贵，所以在卡塔尔旅游推介和宣传上频频露脸

，在纪念品和明信片上也常看到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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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秋天的向日葵 提供)

al zubara堡呈方形，上下两层，从里面看，下面是仓库和兵营，上层密布枪孔，用于战斗。要塞四

角四座塔，一方三圆，高四层，用于指挥和瞭望，要塞里有一口井，深不见底，早已干枯。作为

博物馆，展览的都是当地出土的物事，是当地人类活动的遗存。

旅人提示：参观博物馆不需门票，也没有导游，出来给看门人点小费即可。

   

3、Dukhan——最西端的小镇

多哈以西80公里就到了卡塔尔最西端Dukhan，阿拉伯语是冒烟的地方。1940年，该地发现石油，1

949年第一船油出口，从此成为卡塔尔最重要的石油城，到现在保持日产原油33万5千桶的规模。D

ukhan全被卡塔尔石油公司所占据，没有什么市政建筑，公路起点服务大厅空荡荡的，最有人气的

就算肯德基和麦当劳店了。整个区域大片大片都是整齐划一的别墅区，用于安排石油公司员工。

海边用围墙隔出一块员工的休闲区，高尔夫、网球场、海滨游泳场等游乐设施一应俱全，直指五

星酒店的档次。卡塔尔全境主要是沙漠，但这个地区有大片的石灰岩层，这种石头质清易碎，不

可能堆起太高的高度，全卡塔尔最高点就在这里，高321英尺，还不到100米。石灰石也易于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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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海水冲刷，石灰石形成的小丘呈现出特异的地貌，置身其间，像是星球大战的外景地。 

Dukhan日落(图片由网友 @在云端 提供)

   

4、Inland sea：三面环沙的海洋

Inland sea

就如同其名字，海水深入沙漠，形成沙漠三面环抱的海洋。从多哈出发，往南大约1小时的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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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别走，旧时光 提供)

卡塔尔北部还有稀疏灌木，而南部完全是沙海茫茫，车在沙漠公路上行驶，沙子打着旋，像精灵

般在前面飘过。如果烈日当空，从车窗向前望，远处的公路上似乎总有一洼水，当然，到近处一

看，平滑如镜，滴水皆无。南部是沙漠运动的天堂，冲沙、滑沙、沙地摩托、骑马、骑骆驼是最

普通的项目，而冲沙主要在海滨度假地sea line beach 到inland sea这一段。过了sea line beach就没有

公路了，越野车（基本上都是日本车）开始给车胎放气，有经验的司机开始带你冲沙。这一段沙

丘起伏，如海洋波涛滚滚，冲沙车会沿着三、四十度的斜坡向上行驶，再选择路线下坡、再上坡

，下坡的坡度有时足有六、七十度，感觉立陡立陡的，初次体验以为就要翻车，车内惊叫声一片

，这样的冲沙确有几分刺激。冲沙的尽头就到了inland sea，这里是卡塔尔最南端，隔着不算宽阔

的海水就是沙特。消受了冲沙乐趣的人们开始垂钓、潜水，单单感受这沙海相连就是一种享受。

在这里，你会真切体会卡塔尔最充沛的三样东西：黄沙、碧海、骄阳。

   

5、Al Khor：卡塔尔王室度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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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睡着的喵先森 提供)

Al khor，阿拉伯语的意思是“三面临海"，多哈以北30公里的一座海滨小城。如果用中国的标准衡

量，只能算是个小镇，全城人口5万，满眼都是形形色色的别墅和二三层的商住两用楼，但已经是

卡塔尔第二大城市了。Al khor在卡塔尔算得上历史悠久，最有名的是手工艺品和渔船。从前是采

珠业中心，目前大房地产商进驻要将其建成卡塔尔最吸引人的生活居住区。这座小城的底气来源

于其环境，Al khor海岸曲折，沙细水浅，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浅滩中大片的红树林，为小城抹上了

一圈绿色，在沙漠里尤为醒目。白沙、碧水、绿树，阳光下闲逸的水鸟，使小城具有卡塔尔最好

的自然环境，也使这里成为卡塔尔王室的度假地。

   

6、Al Ruwais：卡塔尔最北的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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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Al ruwais小镇(图片由网友 @西山野人 提供)

Al ruwais，卡塔尔最北端城市，多哈以北100公里，典型的贝都因人定居地，是卡塔尔的一个渔港

，当地有16000居民。北望就是伊朗。

Al Ruwais是人们从单调的城市生活中解脱出来的最佳途径。你能在这里跟家里人和朋友度过一个

美好的周末，让你忘掉生活中的烦恼和压力。城市虽小、功能俱全。这里有电影院、体育场、图

书馆、网球场、你能发现任何其他的日常生活便利设施。

在这个小镇上有很多公司，例如：阿布扎比石油精练公司、Ruwai炼油厂、电站、脱盐工厂、Boro

uge聚乙烯工厂、阿布扎比天然气实业公司、ruwais肥料厂。

   

7、多哈骆驼赛场

骆驼赛场位于多哈以西40公里的al shahhaniya，这是专为这项比赛建立的一个区域，中间是骆驼赛

道，赛道为圆形，里外三层，分别为6公里、8公里和10公里，用于安排不同距离的比赛。四周是

骆驼圈和附属后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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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秋天的向日葵 提供)

赛骆驼是一项富人的运动，赛道是非营利性的，日常维护和组织比赛专门由一位富豪负责。因为

卡塔尔没有个人所得税，卡塔尔本地企业也不交所得税，赞助社会活动就作为他对国家的贡献。

参赛的骆驼属个人所有，平时在周边的骆驼圈饲养，每天早晚训练，可以想象，这也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

由于远离市区，比赛时观众很少，观看骆驼比赛的大多是骆驼的主人。只有高官或贵宾在正面的

观众席上观看比赛。其他人都开着自己的越野车聚在出发点周围。每一轮都有20匹左右的骆驼参

加，每匹骆驼被教练牵着进到出发线前排成一行，而教练就走到骆驼前站成一排，防止骆驼乱动

乱跑。一声令下，骆驼面前悬在空中的铁网提起，骆驼像炸了营一样开始飞跑，场面相当惊险，

站在队伍两边的教练还有时间跳到两侧的围栏上，而站在中间的人立刻会陷入疯跑的骆驼群中，

他们会拼命跑向两侧，有的干脆跳起来抱住骆驼脖子跑一段再跳下来，隔一段就有教练被踩伤踩

死的消息。骆驼主人精神百倍，开动越野车，挤上与赛道平行的公路，跟在自己的骆驼身侧，觉

得合适就按动遥控器，在骆驼身上狠狠的来一鞭，抽击如此有力，而落后的主人又如此急切，不

停的抽打，跑到一半，就有骆驼被打倒在赛道上。获胜的骆驼会为主人赢得land cruiser之类的越

野车，私下赌博下注也会带来额外的乐趣。由于参加比赛的非富即贵，至少骆驼比赛会为主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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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沟通社交的机会。

赛骆驼的地点在sheehaniya，离多哈20多公里，如图所示。 

   

8、Simaisma村

Simaisma是卡塔尔一个安静的沿海小村子，位于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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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een市。小村子是19世纪由渔民和深海采珠人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38年。从AI Khor高速公

路上很容易找到。距离多哈（Doha）约20.8KM。过了Simaisma高架桥右拐沿着公路走大约2.4KM

就到了这个小村子。

Simaisma村子尺寸大约是1KM×1.6KM。有一个很小很旧的Simaisma清真寺可看。清真寺是给祈祷

的人用的，但同时也是教育中心。在祈祷室的前面，是给孩子们教可兰经的地方，祈祷室位于庭

院的西面，前面的入口是是门廊，有九个正方形的拱形游廊远眺庭院。祈祷室的屋子是长形的、

从窗户照射过来的光线把铺着地板的走廊照的明一块暗一块。走廊的入口，暗示着克尔白方向。 

Simaisma清真寺(图片由网友 @西山野人 提供)

这里的海岸也是一个景观，但并不吸引人。如果往南走，当潮汐退尽的时候，你能看到潮间带（

高潮线与低潮线之间的）渔栅。这些正方形的渔栅，其中三边用石头固定，另一个边朝着海滨。

涨潮的时候鱼游到里面，到潮落的时候鱼就跑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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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卡塔尔购物

旅人提示：卡塔尔是免税国家，购物时不会涉及到退税问题。

   

1、City Centre-Doha

位于多哈west bay经济开发区里面，对面是QFC（卡塔尔金融中心），City Centre-Doha是卡塔尔最

大的购物中心。位于多哈西湾区，是城市中最现代化的地方，位于海滨北端。里面有几家香水和

珠宝商店，有一间大型电影院，和大型室内超市——家乐福和正宗的美国APPLE BEE。 

(图片由网友 @别走，旧时光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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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亚运村Villaggio购物中心

Villaggio购物中心，当年也是为亚运会特别建造的，一不留神就建成了全球顶级购物中心之一。整

个购物中心简直就是美国拉斯维加斯威尼斯酒店的翻版：蓝天白云下，拱形桥，运河和喧嚣的广

场，著名的塔楼，欧洲街道，撑着贡多拉船的船夫，只是“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多是黑黑白白的

长袍人。 

(图片由网友 @在云端 提供)

运河岸边一排排联体小“别墅”应该是一家家店铺，还带着阳台，仿真的花朵和树木，精致的路

灯下咖啡座，悠闲的卡塔尔人读着报，感觉就是到了“楚门的世界”，与外面那个炎热光秃的城

市好像是两个世界。尤其是那天空，湛蓝湛蓝的，怪不得这里熙熙攘攘，全城的人恨不得都来了

。地面的大理石倒映着金色的灯光，与两旁商店上同样金色的大字相辉映，一眼望去，世界上最

著名的奢侈品名店和顶级会所汇聚于此：PRADA，CD，LV，GUCCI，D&G， Ralph

Lauren⋯⋯，不用说，里面的货色也肯定是全球最新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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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在卡塔尔，各大商场，特别是超市都有抽彩，每购物50里亚尔就可以得到一张彩券，消费越多，

彩券越多。每周开奖，获奖者的奖品是Nisson，Envoy，Yukon 之类的四驱车。奢侈品店购物也抽

奖，奖品自然要有taste，像宝马5、宝马3或ipad必不可少。在Toyota 专卖店，买汽车零首付、价格

保证全城最低，别忘了还可参加抽奖，奖金1万里亚尔。电器商店买商品就抽奖，奖品也方便，就

在身边，液晶电视、冰箱、手机，五花八门。行走多哈，你会发现这座沙漠里的城市绝不缺少惊

喜。

   

3、多哈瓦其夫老市场（Souq Waqif）

多哈瓦其夫是多哈最老的市场，位于王宫之侧，可以看作北京的大栅栏，窄小的道路旁都是大大

小小的店铺，卖的大都是服装和当地的手工艺品。这里的建筑完全是伊斯兰风格的，越里面的越

古老破旧。由于这里的建筑特点，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市场里边也会觉得非常凉快。 

(图片由网友 @睡着的喵先森 提供)

最初是周末市场，贝都因人在这里用肉、毛、奶和纺织品交换其他生活必需品。经过多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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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简直成了一个迷宫，在曲折狭窄的小巷两旁排满了各式小店，建筑的外墙都是粗砺的石头

，顶部用绳子将椰枣树叶扎成片铺到竹子做的梁上。店铺内货物堆到了天花板，放不下的货物摆

到街上。

实际上这里货物还是分区销售的，主要的阿拉伯特色商品，像是香料、服饰、金饰、干果、地毯

以及日用百货的店铺都集中在某一特定区域，但即使这样，外来人一入小巷还是感到如堕云雾，

不辨方向。最常看到游人的地方还是有阿拉伯特色的咖啡屋和水烟摊，这样的店铺临街而设，或

是干脆开到临街的露台上。游人斜倚在阿拉伯长椅上，抽几口薄荷味水烟，在袅袅的烟雾中放松

身心，置身于这阿拉伯的集市，放眼来来往往的白袍黑袍飘然而过，在那一瞬间，如同时光倒流

，重回到一千零一夜的年代。

   

4、二手市场（SOUQ AL HARAJ）

每周五，在多哈Najma区Al Mansoura 街上，有一个很活跃的二手市场，所有的临时交易都是在卡

车、汽车、火车后面进行。从衣服、电器、咖啡壶、珠宝、家具还有电动自行车种类繁多。在这

个地方还有一个古董商店，还有一些卖不太昂贵的新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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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别走，旧时光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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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卡塔尔行程推荐

   

1、半日游线路

滨海大道——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瓦其夫老市场

下午参观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与皇宫和卡塔尔中央银行隔路相望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坐落在多哈

湾最美丽的滨海大道一侧，三面环水，立体几何状的建筑是当代最著名的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大

最新一件大型建筑作品，也是唯一一件极具伊斯兰风格的建筑。然后沿着滨海大道感受不一样的

波斯湾风情，晚上，到瓦其夫老市场转悠，体验一千零一夜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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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卡塔尔虽然成功的申请了2022年世界杯比赛，但是，由于该国基础配套设施还不健全，没有地铁

、城铁、公交车辆少。给想去卡塔尔旅游的朋友几点建议：

1）如果你已经去过别的阿拉伯国家，只是想要再多了解一下卡塔尔这个国家，可以在多哈转机参

加当地一日游行程；

2）如果你从没有去过别的阿拉伯国家，可以做如下安排：多哈城市游＋沙漠冲浪（摩托冲沙），

体验大漠风情；

3）如果想要深入了解卡塔尔，在多哈城市游＋沙漠冲浪（摩托冲沙）之后，也可以去当地小镇转

转（卡塔尔不大，从多哈到小镇都不远，车程一般不会超过1个小时），出海捕鱼、骆驼比赛、赛

马（也许可以看到地道的阿拉伯骏马）

4）如果有明确的目的地可以到卡塔尔租车或者是参加当地旅行社组织的旅游；

多哈市区以外的地方，无论是海滩、出海的渔船还是农场，都需要自驾车，四驱动越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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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日游行程

D1：亲王博物馆——骆驼赛(骆驼训练)——滨海大道——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瓦其夫老市场

D2：到sealine beach度假村冲沙

到了沙漠最应该去的旅游项目就是冲沙，坐上四轮驱动越野车在沙海中驰骋。前往多哈东南sealin

e beach  resort度假村。度假村有飞镖，烧烤设施，骑自行车，跳水， 骑马，浮潜，室外游泳池

，网球场，桑拿浴，健身中心，钓鱼，滑雪，游戏室，Spa及健康中心，儿童游乐场，台球，乒乓

球等运动项目。用餐时，客人可以选择6个不同的餐厅和酒吧。酒店拥有多个游泳池并提供多种活

动，包括自行车、沙漠游览、骑马和潜水。

通过旅行社租四轮驱动越野车价位是800里亚尔/车/半天；

租用个人四轮驱动越野车价位是500里亚尔/车/半天；

冲沙摩托150里亚尔/2小时（人多可以讲到125里亚尔/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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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卡塔尔美食

   

1、就餐地点推荐

从文化角度，卡塔尔当地人以前是一把椰枣活一天，谈不上有什么烹饪技术，很多好的阿拉伯菜

式都是来自于黎巴嫩和伊拉克。

1、当地最有名的餐厅Al Mourjan Restaurants

这家餐馆在多哈湾（Doha Bay）海滨大道（Doha Cornishe）比较中间的地段，据说是世界上最好

的餐馆之一，是卡塔尔2009~2010年最好餐馆的优胜者。宣传小册子上印有“WELCOME TO ONE

OF THE WORLD'S BEST RESTAURANTS”，还有“WINNER OF QATAR'S BEST RESTAURANT

AWARD 2009~2010”。 

(图片由网友 @秋天的向日葵 提供)

2、阿拉伯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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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档最好吃的阿拉伯餐是在多哈珍珠岛上。

最正宗的阿拉伯餐是瓦其夫老市场旁边的Al Saad大街上。必点的两道菜是：烤羊排和young

hamor。烤羊排色泽金黄偏红，外焦里嫩，汁味十足。Young homor顾名思义，用的是小石斑鱼，

烤的外香里面汁多，甘甜香美。另外就是阿拉伯烤串，把肉切碎然后捏成团来烤，也不错，味道

略逊于烤羊排和young hamor。

装饰最有味道的阿拉伯餐厅在瓦其夫老市场里面。老市场里面有一家伊朗餐厅和一家伊拉克餐厅

。一进入伊朗餐厅是约20米的长廊，长廊两侧和顶棚都是彩色玻璃和壁画，往里走，台阶上是类

似于朝鲜人或者是东北人的小炕桌，客人围着小炕桌而坐。如果这么坐的不习惯，旁边还有小房

间，房间里面都是正常的桌椅。伊拉克餐厅需要走入二层，屋子里面摆放了很多伊拉克文物或工

艺品，壁龛里面点着蜡烛，很浓郁的伊拉克风情。但这两家餐厅味道一般，远不如Al

Saad大街的阿拉伯餐馆的饭菜好吃。 

在阿拉伯饮食中，黎巴嫩饮食是最具特色，也是最贵和最好吃的。当然，甜品自然也是黎巴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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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味。其中，黎巴嫩节食甜点是无糖的，外形精致，外皮酥脆，里面是裹着果仁的奶油类制品

，有着浓浓的奶香，味道很好吃。

3、印度餐

印度人、巴基斯坦人的比例在多哈很高，甚至是超过当地的阿拉伯人口，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大

人口。瓦其夫老市场附近最多的餐馆就是印度餐馆，而印度餐馆最常见的就是Biryani，羊肉Biryan

i和鸡肉Biryani。味道跟咱们新疆手抓饭类似却又不同，用藏红花的水染成金黄色的印度大米（类

似泰国香米）里面有一些味道醇美的羊肉或羊排，辅以香草、豆蔻之类的香料，味道浓郁却不张

扬！配菜常是一小碟羊汤（羊汤很稠很浓）、一碟土豆和一碟蔬菜。另外，还有一种印度风味的

蒸鱼（蒸好鱼放进特制的酱汁里面），不过由于酱汁味道浓郁，很难吃出鱼本身的味道。这两道

菜也常常是当地很多企业办自助餐必备菜肴。相对来说，印度餐馆价格便宜，一盘羊肉Biryani价

位是9里亚尔，合计人民币为16元，适合穷游一族裹腹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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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在云端 提供)

4、西餐

当地人很多都是受到西式教育，喜欢吃西餐，尤其是意大利西餐馆是当地人最爱。在这里推荐一

家美式牛排——Applebee西餐馆。

Applebee西餐馆建于80年代，总部在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家常牛排连锁餐馆。卡塔尔的Applebee西

餐馆位于多哈第二大商场City Center商场里面，餐厅装修、气氛营造也给人亲切轻松的感觉。商

场老板是那个开亲王博物馆的亲王。在多哈标准的牛排每客79里亚尔（1里亚尔约合1.75元人民币

）。

5、中餐

在卡塔尔的中国餐厅有正阳餐厅、长城饭店、上海花园、香锅饭店、东北家园等。其中，味道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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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最好吃的是正阳餐厅。

正阳餐厅以港式、粤式风格为主，菜品最为精致。正阳餐厅装饰华丽、食品一流，北京烤鸭多汁

味美。当然，正阳餐厅也是中式餐厅最贵的，是其它中式餐厅三倍价钱。

通常不点鲍鱼红酒之类，2000里亚尔/6人；否则为5000里亚尔/6人。

其它中国餐厅东北家园地点较偏，在机场抵达航站楼立交桥附近；香锅饭店在VILLAGIO

MALL里面；老字号上海花园坐落在多哈最热闹的商厦CITY CENTER里。

   

2、饮食特色

美食

      卡塔尔人对餐饮非常讲究，尤其是早餐讲究色味结合。他们在吃早餐的干酪或酸奶酪

时，一般都要滴上些金黄透绿的橄榄油，还要配上绿色、黑色的小橄榄作点缀。早餐他们还喜欢

吃“焖蚕豆”，就是用蚕豆、大蒜和橄榄油等。卡塔尔人中、晚餐一般都是以蔬菜、水果为主。

制作菜肴喜用大量的香味调料相配。用餐习惯与其它伊斯兰国家一样，也是以手抓饭取食。

      卡塔尔人的膳食以米饭、牛羊肉为主，也喜欢吃海味。招待贵宾多用烤全羊，在羊肚

里填上米饭再烘烤，别有风味。有时也请客人吃椰枣饭，用椰枣、松子和葡萄干炒米饭，香甜可

口。招待客人吃的海味是烤鱼和蘸汤大虾。一种用做烤鱼菜的鱼名叫“哈穆拉”，颜色发红。肉

质鲜嫩，一般重10多斤，用松枝烤熟，具有一种特殊的香味。蘸汤大虾是将大虾油煎或水煮后蘸

上用羊肉末制的作料汤，鲜美爽口。吃饭时，宾主依次盘坐在地毯上用手抓食，宾主边吃边谈，

一顿饭常常长达一、二个小时，最后送上咖啡，客人喝几口咖啡后，便可以起身告辞。同其他伊

斯兰国家一样，卡塔尔严禁穆斯林食猪肉，饮烈性酒、禁烟，而且禁赌，如有违犯严加惩处，对

外国人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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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睡着的喵先森 提供)

饮食特色    

      卡塔尔人对待客人十分真挚，总是倾其家中所藏进行招待，至少要留客人吃一顿饭，

而且客人在饭桌上吃得越多，主人愈显得高兴，觉得客人很喜爱自己准备的饭菜，因此，到卡塔

尔朋友家中拜访之前，最好不要吃得太饱。

       同其他伊斯兰国家一样，卡塔尔严禁穆斯林食猪肉，饮烈性酒、禁烟，而且禁赌，

如有违犯严加惩处，对外国人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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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卡塔尔住宿

卡塔尔多哈洲际酒店多数位于距离机场10-15公里的范围之内，距离市区10分钟车程，单人间折合

人民币约1000元，双人豪华间一般在2000-3000元，可通过多家旅行网站预订。

卡塔尔虽然是一个沙漠国家，但是住宿接待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总体来说，各种档次和价位的

都具备，能满不同旅客的需求。卡塔尔的南部海滨区域是世界著名的海边度假胜地，拥有许多具

有卡塔尔海滨风情的度假别墅，住宿环境一流，又坐拥迷人的景色，是不错的入宿选择。卡塔尔

的首都多哈，拥有许多世界级的豪华酒店和度假村，也有许多经济实惠型的旅馆，各种档次的都

具备，是卡塔尔住宿的最佳选择。多哈最受旅客欢迎的酒店有：Sheraton Doha Hotel and

Resort，Doha Marriott Gulf Hotel，Ramada，Sofitel，Sealine Beach Resort，Oasis，Shezan，Doha

Palace，Regency等。设施齐全，华丽的餐厅还可以为旅客提供世界各地的美食，环境幽雅。

相对于西湾区而言，多哈老城区的旅馆相对便宜。

   

1、拉别墅酒店（La Villa Hotel）

拉别墅酒店位于多哈的观光和商业中心位置。所有客房都提供此一等级饭店所能提供之最舒适便

捷的服务，尽力满足旅客需求。所有房间均有完备的设施如，禁烟房，空调，日报，熨衣板，房

内保险箱，电视，浴缸。为了旅客的便利着想，这间位于多哈的住宿饭店特别提供设施如，24小

时客房服务，商店，行政楼层，电梯，洗衣服务/干洗， 餐厅，客房服务，保险箱。在多哈拥有

优越的地理位置，饭店同时也提供旅客宽广，精致优雅的设备和贴心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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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http://www.booking.com/index.zh.html

La Villa Hotel酒店毗邻Gold Souk，距离Grand Hamad

Street街的金融区仅有5分钟的步行路程，距离海边Corniche大道和海滨均为1公里远。

Villa酒店的所有客房都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接和带浴缸的私人浴室。每间空调单位还配备了卫星

电视、迷你吧、保险箱和一个可加强空气流通的风扇。

Hotel La Villa酒店为客人提供洗衣及干洗服务，也可提供租车和机场班车服务。酒店的商务中心提

供传真和复印等服务。

客人可以在Villa酒店的餐厅品尝当地和国际美食，酒店的用餐室提供每日早餐。

Doha hotel酒店距离多哈国际机场仅有10分钟的车程，提供免费私人停车场。

二星级酒店。紧邻瓦其夫老市场的拉别墅酒店提供特价双床房（含早餐），合计364元。

双床间最低208卡，单床间最低

办理签证手续网址：http://www.lavillapalace.com/visa.php

一个月签证包括1晚住宿650卡，可以讲价，最低讲到500卡。

   

2、La Villa Palace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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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级的La Villa Palace酒店位于多哈市中心，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接和带卫星电视的空调客房，

距离多哈国际机场5分钟车程。

酒店部分客房设有带豪华沙发的客厅角。每个房间均布置得很简单，设有私人浴室。餐厅供应各

种阿拉伯菜肴。客人还可以在私密的客房内享用餐点。并提供24小时前台、商务中心和汽车出租

服务。

价格：双人间最低281卡，单人间最低249卡

酒店可应要求提供往返杜哈国际机场（Doha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接送服务。请在预订之后与酒店联系以获取有关此服务的详情。

某些国籍的人士可在抵达机场时获得入境许可签证。请在出行前确认有关签证要求。

请携带护照或身份证以便办理入住手续。

一个月签证包括1晚住宿850卡，可以讲价。

服务项目

客房服务，会议/宴会设施，机场班车，商务中心，洗衣，干洗，贵宾室设施，在客房内享用早餐

，熨衣服务，外币兑换，传真/复印

网络连接

免费！酒店在公共场所提供无线网络连接，不收费。

免费！酒店在酒店客房提供有线网络连接，不收费。

停车场

免费！酒店（无需预订）可提供私人停车设施。

   

3、富达酒店 (Fuda Hotel)

Fuda Hotel酒店距离多哈市的Corniche海滨仅有2分钟步行路程，提供带液晶电视的空调客房。酒

店的无线网络连接为免费，接待台每天24小时开放。酒店的空调客房提供色彩丰富的墙和瓷砖地

板。每间客房还设有一个休息区、卫星电视和一个用于泡咖啡或茶的电水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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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的电影院主题餐厅于早餐和晚餐提供各类当地的美食。客人还可以在街道楼层的酒吧享用一

杯饮品。大堂提供报纸，接待台可以提供安全的行李寄存。酒店还提供一个带电脑和秘书服务的

商务中心。位于多哈Old Salata区的卡塔尔国家博物馆距离酒店仅有10分钟步行路程。多哈国际机

场距离酒店有5分钟车程。酒店附近提供免费停车场。

Fuda Hotel位于多哈的中心地带，在机场附近，非常便利，靠近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卡塔尔国家图

书馆和海滨大道。附近还有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和Grand Hamad Street（大哈马德街）。

酒店特色：

除电梯和大堂电视外，Fuda

Hotel还提供公共区域空调。住客停车是免费的。提供全天候前台服务。

客房：

Fuda Hotel的17间空调客房提供迷你吧和免费报纸。电视带有线电视频道。提供免费无线高速上网

。所有住宿包括独立的起居室。另外，根据要求提供的设施或服务包括叫醒服务，并提供客房清

洁服务（每日）。

价格：单人间房费QAR160-240，双人间房费QAR190-

280；如果按照1里亚尔=1.75元人民币，费用是单人间房费280-420元人民币，双人间房费  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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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 元人民币

   

4、Sharq Village酒店

Sharq Village And Spa是位于多哈的海滨宾馆，最具阿拉伯特色的五星级宾馆。住在这里，很靠近

海滨大道、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和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此外，Grand Hamad

Street（大哈马德街）和Souq Waqif也在宾馆附近。该酒店拥有独特的沙漠城堡设计风格，就像是

一座村庄，散布在35米长的海岸线，设有一座1400平方米的无边际游泳池和宽敞的健康中心。 

(图片由网友 @西山野人 提供)

酒店客房享有东方特色的装潢、木制装饰品和天蓬床，均设有一个可俯瞰度假村或多哈湾美景的

私人阳台。大理石浴室内设有浸泡浴缸和淋浴。酒店拥有自己传统的阿拉伯集市，在那里，客人

可以找到一切，从最新的时尚服装到贵重珠宝，应有尽有。享有海湾景色的传统休息区之后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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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放松休息。 Al Dana餐厅供应波斯湾的新鲜鱼以及地中海和亚洲风味的美食。Al

Liwan烧烤餐厅提供各种肉类美食。

价格：该酒店一晚住宿价格是1100里亚尔-4100里亚尔。也就是最少2000元人民币。酒店只提供三

种类型的房子，标准间、套间和别墅，都是极其奢华，其中标准间性价比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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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卡塔尔交通

   

1、航空

卡特尔航空公司具有世界上最好的航空公司之一的雅号，共有五个飞机场，其中“多哈国际机场

”开通了连接欧洲和亚洲的二十多条航线。目前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以及香港都开通了直达

多哈的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每周有21趟航班直达中国上海、北京及香港。空姐来自多个国家，

飞机上能听到亲切的母语。旅途中卡航还免费提供一套旅行用品，时尚的小包包里贴心周到地收

纳着各种精致小巧的洗漱及护肤用品甚至有保湿唇膏，还有松软舒适的睡衣和眼罩。

多哈国际机场与市内的交通，只有靠租车，因为机场没有出租车和公交车。卡塔尔属小国，国内

没有航班。 

卡塔尔航空公司往返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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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店DFS

店里的商品以化妆品为主，有各种香水彩妆。箱包少，世界名牌更少。有一部分首饰，倾向于黄

金，还有白金，注意，不是铂金。另外就是食品，酒、烟，旅游纪念品很少。直接免税，价钱按

卡塔尔币计算，也收欧元和美金。

上网

多哈机场内已完全覆盖WIFI，ISP是Qtel，成功连接后，会提示要求打开一个网页，会有一个声明

协议，点击Accept就可以正常使用了，速度还行。

如果你没有电脑，机场还有免费的Internet Access

Point，一共2个，每个point有六部LG笔记本电脑，经常人满为患，需要等位。

旅人提示：机场内如果要拍照，特别是拿大型单反拍照，不要太明目张胆，会有工作人员阻止。

   

2、公路

卡塔尔境内的公路总长约九百公里，各主要城市之间都是由现代化公路网相连。但是该国没有公

交车和出租车，只能靠租车，租车费用每天US$30.00，卡塔尔与沙特之间有开放边境口岸，两国

之间的交通非常便利。

   

3、租车

卡塔尔的景点比较分散，完全靠两条腿走路是不太现实的，加上当地公交设施还属于起步阶段，

因此到卡塔尔旅游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租车。如果你有国际驾照（在当地15天有效），租一辆车

，最低租车费用不到300元人民币；如果没有国际驾照，需要一位司机，一天最低租车费用为500

多元人民币。

当地便宜的租车网站有：

1、http://www.kayak.com/Cheap-Doha-Car-Rentals.15839.cars.ksp

 ，最便宜的25美元一天，当然得自己开车；

2、http://www.easyterra.com ，最便宜的30.29欧元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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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它租车网站有https://www.cartrawler.comhttp://www.rentacardoha.com/ 

http://www.rentacardoha.com/

旅人提示：

1）卡塔尔的车辆靠右行驶，市区内少红绿灯多转盘，车辆状况较好，车速较快，交通事故频发，

须谨慎驾驶。

2）卡塔尔首都多哈市区多个路段设有电子监控系统，并有移动雷达测速设备，对违反交通规则者

进行严厉处罚；

3）卡塔尔多沙丘和荒漠，地形较复杂，容易迷失方向，车辆容易陷在沙丘上，因此应避免单独驾

车深入沙漠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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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卡塔尔风俗——“嘎兰嘎欧”之夜

在海湾阿拉伯国家有这样一个习俗，每逢斋月的中期，孩子们要倾巢出动欢度“嘎兰嘎欧”之夜

，这个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孩子们要在这个晚上到周围的熟识或不熟识的人家去“化缘”主动讨要

干果和糖果。而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各家各户的家长们都要事先准备好各样的干果和糖果，女主

人还要为自家的孩子们准备好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布袋，用于收集干果和糖果。

卡塔尔这里是每年斋月的第十三天晚上进行这项活动的。当夜幕降临后，大人们在一天把斋后开

始忙着准备吃饭时孩子们便迎来了他们的“嘎兰嘎欧”之夜，他们大的带着小的，男孩女孩三五

成群地开始走家串户主动登门“化缘”讨要干果了。这时各家家长们就打开家门迎接孩子们的到

来，一一地给孩子们分发干果等。家境好的把干果和糖果事先就用彩色亮光纸包好了，而一般境

况的则是买来大包装的杂拌的干果和糖果一把一把的分发。这些干果并不是什麽价格昂贵的高档

食品，主要有花生，核桃，埃及鸡豆、大杏仁等。 

(图片由网友 @别走，旧时光 提供)

按照习俗，孩子们上门时，嘴里要不停的吟诵一套专门用于这个活动的词句，海湾六国各不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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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进门后还要反复叫喊这家孩子的名字，如果不叫小孩的名字，女主人会要求这些孩子说一

些夸奖他们家小孩的话，然后分给他们干果。

据介绍，让孩子们主动登门讨要的主要目的是要从小培养锻炼他们主动与人打交道的勇敢精神。

在孩子们一圈转下来回到家以后，家长还要对收获最多的孩子给予表扬和鼓励。于是，每逢到了

这个时节，人们便可以在居民聚居区里看到大大小小的男孩女孩都在那里认真地、放着胆子地、

开心地在挨门挨户地造访。而大人们眼看着这一群群嘟嘟咕咕、穿戴漂亮、高高兴兴的孩子们时

，也都会情不自禁地被这稚嫩、欢动的场面所吸引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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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提示

1、卡塔尔禁忌

卡塔尔为伊斯兰教国家，建议我来卡公民遵守当地伊斯兰风俗习惯：

1）女孩子通常是一身蓝色的长衫，出门出外，不能裸露手脚，女性在公众场所露出双脚，被视为

不体面的行为，必须穿上鞋袜。许多女性婚后不再抛头露面，一年之中难得去一次市场，连购买

衣料、服装都是由丈夫代替到商店选购；

2）男女之间在公共场合须注意举止，不宜有过分亲昵举动，以免被视为不尊重伊斯兰教而被拘留

；

3）拍照时不要拍当地人，尤其是妇女儿童，即使要拍，也要在征得其同意之后才行；

4）购酒须在指定宾馆饭店酒吧或者办理酒证在家中饮酒，否则被视为违法，酒后驾车者可被判重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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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睡着的喵先森 提供)

2、当地常用电话

1）卡塔尔火警、匪警和急救电话均为999；

2）在卡塔尔拨打国际电话时国家代码前仅保留一个零，如拨打中国时代码应为086而不是0086，

国际漫游手机也是如此。

3、中国驻卡塔尔国大使馆

电话：00974-4884202/4880365

传真：00974-4873959

邮箱：chinashi@qatar.net.qa

官网：http://qa.mofcom.gov.cn/

使馆值班手机：00974-5817105

旅人提示：卡塔尔国家代码为00974。

4、卡塔尔假期

【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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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关：7：00－14：00，休息周四、周五；

私营机构：8：00－12：30，16：00－20：00 一般周四上午半天工作，周五休息。

银行和卡塔尔石油公司：休息周五和周六

【官方节假日】

回历的开斋节放假四天，宰牲节放假五天；

卡塔尔独立日9月3日假期两天；

2月1日斋月开始

2月22日埃米尔就职纪念日

3月3日开斋节

5月10日宰牲节

5月31日伊斯兰教新年

9月3日国庆节

12月20日穆罕默德升天日

5、涉及中国人常遇问题的有关法律咨询意见和建议

经常有中国公民持普通旅游或者访问签证被非法中介公司利用各种手段骗至卡塔尔打工，因此来

卡务工须提高警惕，来卡前最好咨询官方机构以了解有关规定，以免上当受骗。卡塔尔绝非打工

天堂，不要受国内非法中介蛊惑，办理来卡签证时尤需格外小心，因卡方颁发的签证为阿拉伯文

，一般人看不懂，易被不法分子利用骗说为工作签证，按卡塔尔有关规定，只有工作入境签证才

有资格在卡塔尔务工，旅游和商务访问签证均不得在卡塔尔从事任何工作。

6、治安状况（犯罪情况、建议性防范措施、发生意外须知）

卡塔尔社会秩序稳定，治安状况良好，较少有各种犯罪行为。在卡塔尔发生意外可打报警电话999

。

7、小国的体育大国梦

2006年多哈亚运会——最奢华的开幕式

关注2006年多哈亚运会的人，一定深深记住了它在开幕式的完美亮相。其恢弘的场面、出乎意料

的科技含量和国际化的精美设计，超过以往任何一届。卡塔尔人用自己手中的美金让世人看到了

一个“奇迹”，也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小国的能量。2000年，澳大利亚人用了6500万美元筹办悉尼

奥运会开幕式；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幕式希腊花了1.2亿欧元，这些，都比不上卡塔尔办一场亚

运会开幕式的超过1.8亿美金。

2022年多哈世界杯——中东地区的第一场世界杯

卡塔尔成功申办了2022的世界杯，他们计划投入40亿美元兴建9个球场，另外再翻新3个球场，所

有球场都使用新的制冷系统，这将是第一场在炎热的中东地区举行的世界杯。

8、医疗条件和医疗保险须知（含卫生防疫信息）

1）卡塔尔社区诊所和哈马德医院设有门诊，为卡塔尔居民服务，需有有效长期居留并办理医疗卡

（卡费为100里亚尔/年，折合人民币230元），患者就诊享受一系列医疗补贴；非居民看病就诊不

享受医疗补贴。

2）哈马德医院急诊部免费收治急诊病人，患者可凭护照或其它身份证件前往就医；

3）卡塔尔有多家私人诊所和医院，收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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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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