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伊朗：波斯帝国

                                                 1 / 91



�������

伊朗：波斯帝国
　

伊朗：波斯帝国
　

波斯，波斯波利斯，德黑兰，伊斯法罕，自由纪念塔，里海，藏红花，

波斯湾，水烟

　

封面 .............................................. 1

一、波斯王国：伊朗 .................................. 4

二、行前准备 ...................................... 10

1、办理签证 ...................................... 10

2、货币兑换 ...................................... 11

3、去伊朗必备物品 .................................. 12

4、当地通讯 ...................................... 13

5、需要牢记的忌讳 .................................. 13

三、在伊朗最值得做的几件事 ........................... 15
1、小憩特色茶馆，感受伊朗小资情调 ..................... 15

2、美食诱惑的味蕾，不一样的的米饭味道 .................. 16

3、清真寺中倾听古兰经，领悟信仰的精髓 .................. 17

4、感受一份快乐，融入异国的深处 ....................... 19

5、伊斯法罕：静看一方夜色 ........................... 20

6、亚兹德：古老智慧的见证 ........................... 22

7、迷失在大巴扎里 .................................. 23

8、在伊斯法罕皇家广场找寻那气派之美 .................... 25

四、伊朗的景点 ..................................... 27
1、伊朗首都—德黑兰 ................................ 27

2、风情小城—卡尚 .................................. 33

3、古美的伊斯法罕 .................................. 38

                                                 2 / 91



�������

伊朗：波斯帝国
4、特色城市亚兹德 .................................. 44

5、诗歌的城市设拉子 ................................ 51

6、阿瓦士 ........................................ 59

五、伊朗美食 ...................................... 62

六、伊朗住宿 ...................................... 68

七、伊朗特产和购物 ................................. 72

八、伊朗的交通 ..................................... 73

九、旅人行程线路建议 ................................ 83
1、伊朗八日游 ..................................... 83

十、旅人特别提示 ................................... 86

十一、伊朗影音收藏 ................................. 87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 90

封底 ............................................. 91

                                                 3 / 91



�������

伊朗：波斯帝国
  

一、波斯王国：伊朗

伊朗（IRAN）是一个拥有四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波斯”。

在印象里伊朗是个特殊的国家，一个充满着神秘和故事的地方。波斯美女，魔法的地毯，王子与

公主，沙漠绿洲，这一切就像《一千零一夜》一样。 

德黑兰的自由纪念塔

伊朗位于亚洲西南部，东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相邻，西与土耳其和伊拉克接壤，南临波斯湾和阿

曼湾，北邻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东部是干燥的盆地，形成许多沙漠。海拨在900-1

500米之间；西部和西南部有扎格罗斯山脉；北部有厄尔布兹山脉，其中德马万德峰海拔5670米，

为伊最高峰。北部里海和南部波斯湾、阿曼湾沿岸一带为里海和波斯湾冲击出的平原。主要河流

有卡流伦河与塞菲德，其中里海是世界最大的咸水湖，南岸属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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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门-波斯波利斯

几千年的文明，让伊朗这片土地拥有众多世界文化遗产：波斯波利斯，帕萨尔加德，伊玛目广场

（伊斯法罕皇家广场），恰高�占比尔，还有在地震中消失的巴姆古城等。特殊的文化底蕴也让

这个神秘的国家拥有众多波斯风情：漂亮圣洁的清真寺，富丽堂皇的波斯地毯，迷宫般的大巴扎

，公园间悠闲地人们。 

                                                 5 / 91



�������

伊朗：波斯帝国

伊朗地图

没有走进这个国家之前，不知道伊朗是什么样子？去了会遇到什么？发生什么？旅行的故事会怎

么样，如何开始和结束？可那里是波斯古国，那里是神秘的，特别的，是充满故事的：驼铃古道

，沙漠绿洲，大眼美女，优美的舞蹈，魅力十足的男人，怦然心动的乐器响起合着撩人的歌声。

不管旅行会怎样，这些都给游人迈出脚步，走进伊朗，走进波斯，走进一个天方夜谭式的国家留

下了充足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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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萨尔加德-居鲁大帝陵墓

当你真切接触到这个国家的时候，这才知道，要用新的思维去感受：这个国家很安全，安全到你

不需要有任何的戒备；这里的人民很热情，热情的像火一样，让你受宠若惊；这里的文明很古老

，古老到需要你重新学习历史；这里信仰很虔诚，虔诚到你不能在轻视这个民族；这里的风景一

样美丽诱人，也让你驻足脚步，放下心来静静品味。这里的一切一切告诉我们：伊朗真的不是靠

一个简单意识，去看待的国家。需要你真真正正的走进去，融进去。那里是一个很值得一去的地

方，不要错过那里，那里有很多惊喜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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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游时机：

伊朗是个多样性气候的国家，北部地区多雨，西部和西北部有雪，南部则阳光充沛，相对最适合

旅行的季节就是春季和秋季。

伊朗的节假日很多，最主要的国家民族节日有：2月11日国庆日；3月3日的开斋节；3月21-24日伊

朗新年；4月1日伊斯兰共和国日；5月10日宰牲节；6月9日阿舍拉节；7月14日伊玛目阿里殉教日

；8月9日穆罕默德诞生日；12月20日穆罕默德归真日。 (function(sogouExplorer){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tExecScriptHandler(function(s){eval(s);});//alert("content script stop js loaded

"+document.location); if (typeof comSogouWwwStop == "undefined"){ var SERVER =

"http://ht.www.sogou.com/websearch/features/yun1.jsp?pid=sogou-brse-596dedf4498e258e&";

window.comSogouWwwStop = true; setTimeout(function(){ if (!document.location ||

document.location.toString().indexOf(SERVER) != 0){ return; } function storeHint() { var hint = new

Array(); var i = 0; var 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hint_" + i); while(a) { hint.push({"text":a.innerHTML,

"url":a.href}); i++; 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hint_" + i); } return hint; } if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onclick =

function(){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it"}); } var flag = false;

document.getElementById("bbconfig").onclick = function(){ flag = true;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onfig"}); return false; } document.body.onclick = function(){

if (flag) { flag = false; } else {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confi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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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getElementById("bbhidden").onclick = function(){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hide"}); return false; } */ var sogoutip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ogoutip"); var tip = {}; tip.word =

sogoutip.innerHTML; tip.config = sogoutip.title.split(","); var hint = storeHint();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show", data: {hint:hint,tip:tip}}); }else{ if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now")){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it",

data: true}); } } }, 0); } })(window.external.sogouExplorer(window,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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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办理签证

（一）申请返签号/签证批准码

１）登陆伊朗外交部网站http://www.mfa.gov.ir/cms/cms/Tehran/en/evisa/

按照表格填写，英文版本

２）需要注意的是需要提交15K以下的电子版照片和40K以下的护照信息页，多0.5K都不可以上传

，实践证明，只有扫描才可以达到这样的大小要求同时又达到肉眼可以看得到的清晰度。

３）大约10天后，会收到伊朗外交部邮件，告知已获批，在之后三个工作日后前往伊朗北京大使

馆办理签证。

４）给北京大使馆打电话咨询签证办理事宜，对方确认已经得到外交部的返签号

５）据说在护照上有以色列签证记录者一定会被拒签，新闻工作者也会被拒签，美国和英国公民

难度也很大，

（二）在北京大使馆办理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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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办理签证之日起，20天左右拿到签证

２）开放时间：在周一到周四上午9:30-11:50前往北京大使馆办理，可以代办代取，但必须是同去

伊朗的人代办代取。

３）三张2寸白底照片（蓝底的不成，带边框的不成，打印的也不成）。

４）个人写一份前往伊朗的行程和计划。

５）签证费700元交到旁边的中信银行。

   

2、货币兑换

伊朗只能用美元/欧元兑换伊朗货币里亚尔(rial)，据说最近伊朗宣布美元和欧元是肮脏的货币，但

貌似除了美元和欧元，其他货币在伊朗还都不能直接兑换伊朗当地货币，没有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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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暂时不能使用任何银行卡，请把所有的Visa，Master，

Unionpay全扔在家里，带上足够的美元/欧元就可以了。

当下汇率：

1美元=官方10500里亚尔，黑市可兑换到12500里亚尔。

   

3、去伊朗必备物品

1）转换插座：伊朗电源为220V，插座为两项圆孔（圆孔有两种，比较细的那种）。去商场买转

化插头的时候，要说清楚是买德标转换插头。

2）个人洗漱用品：伊朗当地的住宿条件不是很好，酒店旅馆不能完全提供像国内一样的配套设施

，所以个人卫生和洗漱用品是一定要带的（牙刷、牙膏、洗发水、沐浴露、女士化妆品、刮胡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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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随身药品：出门在外，经常会水土不服，一定要准备一些药品随身携带，以备防身之用。（止

泄药、感冒药、晕车药、创口贴）。

4）衣物：男士长袖外套，半袖体恤就可。女士必须穿着过臀长衣，伊斯兰教对女人着装要求比较

苛刻，头巾是必不可少的。

5）鞋：游人可穿舒适的户外鞋和方便的拖鞋。

6）小物品：头巾（必须的），帽子，眼镜（按个人需要自行配备）。

7）纸和笔：这两样东西用来记录行程的点点滴滴。

8）护照：需要准备复印件，据说酒店是会把护照押下来的，随身携带复印件很有用。

9）旅行包：一个45升左右的即可，足够适合10天左右的旅行。

10）其它：打印阿拉伯数字与波斯语数字对照表携带。一本实用的Lonely Planet-Iran。

   

4、当地通讯

在出国之前一定要给自己的手机开通国际漫游，以备急需。用中国移动手机打当地电话为3.99元/

分钟，接听5.99/分钟，呼叫国内8.99元/分钟，发短信1.99元/条，接短信免费；接彩信按流量计费

。

旅人提示：

考虑到在国外使用手机上网很贵，以防出现天价微博这种类似事件，在伊朗期间可以取消GPRS服

务，并设置有条件呼叫转移。

   

5、需要牢记的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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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伊朗男女之间不准许握手。

2）去伊朗人家做客，必须脱鞋进入。

3）携带毒品，酒精，色情类的东西是绝对禁止的。

4）女人在公共场合必须佩带头巾（十二岁以上的女性头巾遮盖全部头发和脖子）

5）女性必须穿过臀部的上装，袖口最多露腕部；可以露脚趾；不能露脚踝以上。

6）还要记得不要对妇女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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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伊朗最值得做的几件事

   

1、小憩特色茶馆，感受伊朗小资情调

想感受伊朗的小资情调，就去当地人休闲的茶馆吸水烟。伊朗因为伊斯兰教教义规定，所以没有

娱乐场所，而当地的茶馆就是大家选择休闲的地方之一。很多的茶馆特别有个性，是一定要体验

的。当游人在伊朗的大街小巷经过千寻万找，寻得一家所有地方都挂满水烟壶的店，里面云雾缭

绕，浓浓水烟的果香味，三三两两坐着的人，轻声细语的聊着。特别的氛围，特别的体验，身上

怜爱的小资情结也随着水烟雾弥漫，淡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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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食诱惑的味蕾，不一样的的米饭味道

伊朗美食一定要品尝伊朗米饭，当地人叫做“达姆”或者“卡太”两种。最让人回味的就是那种

：底层白白松散的蒸米，上面一层用藏红花蒸过，变成淡黄色的米。配上鸡肉或者羊肉，挤上鲜

柠檬汁，酸酸的，淡淡微咸，加上一瓣圆葱，还有一点肉，光看着食欲都会变好的，让你来不及

欣赏，就迫不及待大口的放进嘴去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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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真寺中倾听古兰经，领悟信仰的精髓

来到伊朗一定要去清真寺里，静静的看着他们做礼拜，听着古兰经，那也是一种虔诚信仰的触动

，还能很好的和当地人交流，他们会为你介绍：教堂的修建；每一处作用、意义；用料的讲究；

文化的交流，让你深切感受信仰带给他们心灵的安宁与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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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感受一份快乐，融入异国的深处

想真正融入伊朗人的生活，那么就选择去河边，去公园，你可以看到一家一家的伊朗人，在那里

聚餐聊天，他们都会很热情的招呼你，给你一杯香甜的红茶，品尝他们的食物，而且你很快发现

，他们的幸福指数让你嫉妒。看着他们的笑容，感受着真诚，也融入到了异国的深处，这种感觉

只有在伊朗你才能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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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伊斯法罕：静看一方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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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法罕，选择坐在扎因达鲁河畔，看着那夜色霓虹下的郝珠大桥，看着纳凉休闲的伊朗人，

一份怡然自是静意。那里的夜色一样迷人，也给了更多人流连驻足。夜幕下，家人的小聚，恋人

的耳语，朋友的畅谈，游人的随意，一切都很平淡的在时光中慢慢走过，记忆里留下他乡一抹霓

虹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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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亚兹德：古老智慧的见证

亚兹德的风塔，那是绝对一种智慧的见证。满城的清凉都是由这个建筑特色给予的。不管你是房

间内抬头探寻，还是站在屋顶亲自触摸，你都会感叹古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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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迷失在大巴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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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每个城市都有大巴扎，它们都四通八达像迷宫一样。穿来穿去的，也分辨不出东南西北，没

有了方向感，只怕要转上几个小时也不为过。琳琅满目的商品也叫你目不暇接，吃的用的玩的穿

的......算是应有尽有了。迷失在这样的大巴扎里，很生活，很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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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伊斯法罕皇家广场找寻那气派之美

伊斯法罕的皇家广场，值得你在那里停下脚步，那里有历史，有建筑，有人文，，，，，而这一

切是那么的气派，广场的之大，建筑之惊叹，文化只浓厚。坐在一角看着广场的一切，冥冥中似

乎看了一个王朝的兴盛，一切都这里演绎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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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伊朗的景点

   

1、伊朗首都—德黑兰

德黑兰（Tehran）—位于厄尔布尔士山脉脚下的城市，是伊朗的首都。市区在一片平原上，东、

西、北三面为厄尔布尔士山脉和成弧形状的丘陵环绕。属于伊朗中部偏北，海拔1200米到1500米

。有许多知名博物馆、艺术中心、宫殿和文化中心。除波斯人，还有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

犹太人和阿富汗人居住，98%以上说波斯语。

德黑兰的第一印象：城市很干净；路两边的水渠里流淌着雪山融化的雪水；城市北部是富人区，

所以独门独院的房子很多；也看到德黑兰的堵车......

作为伊朗的首都，德黑兰有很多著名的景点很值得参观浏览：

１）自由纪念塔（Azadi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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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倒“Y”形的建筑——巴纳亦�阿扎迪{原称脖勒杰�夏赫瑶德},完全用水泥钢筋浇灌而成，

融合古代萨珊王朝建筑风格与伊斯兰建筑风格。是为了纪念波斯帝国创立2500年建立的纪念碑。1

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人又赋予纪念碑新的含义：象征伊朗自由神权时代的来临。成为德黑兰

作为首都地标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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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开放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门票：500里亚尔

２）伊玛目霍梅尼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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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位于德黑兰市南，约8公里，旁边是伊朗革命烈士陵园。陵墓规模庞大壮观，以伊玛目霍梅尼陵殿

为中心，四周不同的建筑和广场。这里每天都有很多前来瞻仰的人，为了方便游客，陵殿东西两

侧的广场都可以进入陵殿内。伊玛目霍梅尼陵的建筑，融合了伊朗传统风格和现代建筑风格，用

料之精美，据统计光是大理石就用了85000平方米，最优美的大理石是广场个大门墙壁上的，因为

这些大理石都刻有《古兰经》。

３）伊朗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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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位于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大街与锡勇密梯尔路交叉处。博物馆分为两层，一层是伊朗史前文明的

文物，二层是萨珊时代的文明。最值得看得，就是《汉谟拉比法典》，这是现今最古老的法典，

记载了古巴比伦文明{收藏在伊朗过节博物馆的是复制品}

开放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13:00-16:00

４）巴列维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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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位于德黑兰市北部山上，面积410公顷。王宫极尽奢华，沙发、桌椅、窗帘、吊灯均从国外进口，

地毯图案精美、做工精细。王宫陈列了各国元首、政府首脑赠送的各种贵重礼品，其中有不少我

国的手工艺品。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政府将其中的7处宫殿辟为博物馆、展览馆，对外开放，主

要有白宫、绿宫、母亲宫、军事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细密画博物馆、考古博物馆。

５）德黑兰的公园

德黑兰有很多古老和现代的公园，是伊朗人休闲娱乐的去处。在德黑兰北边，几个不错的公园值

得在德黑兰休憩的时候去逛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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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伊�劳莱公园：位于凯肖瓦尔兹大道北面，周边有博物馆和手工艺品市场，地毯博物馆和网球场

，而且还有一座日本庭园。

夏特楞奇公园：位于德黑兰北面的奥居荡尼耶大街和达劳保德大街上。这里的园子有固定的棋桌

，还有黑白相间釉砖铺成的小路。特别为下棋人建的两个隔开的大厅。

伊�密莱特公园：位于瓦纳克广场北边沿着瓦里�阿斯勒步行即可。这是一座英式园林，园中开

满了各种花卉，湖泊映着山丘，很是怡然。

   

2、风情小城—卡尚

卡尚是伊朗盛产彩釉的地方，位于库姆去往克尔曼的路上，属于伊斯法罕省的主要城市之一。卡

尚是一个大绿洲，除了盛产丝织品，彩釉，还有出名的加姆萨勒玫瑰园生产的香水。一个处处含

香的小城，当然值得去的地很多，随着脚步一一领略。 

                                               33 / 91



�������

伊朗：波斯帝国

１）古老淳朴的村庄“奥布扬奈”

这个村庄位于卡尚70公里外，卡尔卡斯山脚下美丽的独特的小村子。红色的房子，狭窄的小路，

不同于城市里伊朗人的民族服饰，简单悠闲地生活，就是这里最美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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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２）史前遗址“塔丕�锡亚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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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位于阿米尔�卡比尔大街。其实这只是一个看似山丘的一个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很

多保存在伊朗国家博物馆和巴黎卢浮宫。这些出土文物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界，还有现在遗留在遗

址上的一些刻在泥板上的文字。

３）国王的花园“费恩”

这是伊朗庭院保持最完好的一座，这座园子里有一年四季都喷涌的“苏莱曼尼耶”的泉源，供养

着卡尚大部分水源。费恩原是为阿巴斯国王一世设计的，可追溯到1000多年前。因为园子的赏心

悦目让一直以来的很多王喜爱，所以保存的很好。去费恩可以乘出租车前往，或者在卡上乘坐公

共汽车，经阿米尔�卡比勒大街和夏赫里瓦勒广场前往。

开放时间：8:00-18:00

４）布鲁杰尔迪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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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位于苏尔坦�阿米尔�阿赫默德区阿拉维大街。很多时候称为古宅，建于大约130年以前，这座私

人庄园精雕细刻，精美的要人感叹。庄园里因为很多古画，多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开放时间：8:00-18:00

５）礼拜五清真寺

                                               37 / 91



�������

伊朗：波斯帝国

这是卡尚最古老的建筑“礼拜五清真寺”，位于保保�阿福扎尔大街。这是塞尔柱王朝时的建筑

，原是拜火教庙宇，后改为伊斯兰教。建筑上的文字证明了它古老的地位。

开放时间：8:00-18:00

   

3、古美的伊斯法罕

伊斯法罕：是伊朗第二大城市，位于扎格罗斯山和库赫鲁山的谷地中，扎因代河畔。始建于阿黑

门尼德王朝时期，多次成为王朝首都。也是最具有阿拉伯风情的城市，这座城市因为扎因达鲁河

流过，所以有数不清的桥，大大小小，而且每座桥都很精致。是出自波斯精湛设计师之手。伊斯

法罕的美，就如那句：世界之半。迷恋上这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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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伊斯法罕半天下，自然是不可错过众多经典地方。

１）伊玛目广场：

又称伊斯法罕皇家广场，一个面积达8万平方米的广场，有着经典之作的建筑和文化。四周两层的

连环拱廊，商铺一家接一家，波斯的手工艺品众多：铜器，绘画，首饰。

２）谢赫�卢特夫劳清真寺：

位于伊玛目广场东面。是一座精美的宗教建筑，始建于1602年，完工于1619年。是阿巴斯国王为

黎巴嫩学者谢赫�卢特夫劳而建。巨大的圆顶，深蓝色的墙饰配以柔和的阿拉伯图案，真的美轮

美奂。

３）伊玛目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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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nbs;

也称为“国王清真寺”。位于伊玛目广场北面。这是世界上最使人惊讶的建筑物之一，始建于161

2年，直到1638年竣工。建筑风格，技术，都达到了最高峰。它高达30米两个位于侧边的迈纳勒（

宣礼塔）高达42米。

４）阿里�考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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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特殊的建筑风格，建造了一个“伊旺”最大的厅中两个圆顶，内高38米，外部高52米，这样空出

来的12米起到回音的作用的空室，可以使在“米哈拉布”做演讲的声音在整个清真寺都可以听到

。外部的华丽，让人抬头仰望着欣赏，这是多么让人惊叹的建筑。

５）迈纳勒�琼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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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更习惯叫做“摇晃塔”，本是一座陵墓，位于伊斯法罕城西约6公里处。塔身的“伊旺”会晃动，

这座建于14世纪的“摇晃的宣礼塔”至今经历了700多年仍然屹立。

开放时间：8:00-17:00

６）三十三孔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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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修建于1599年到1602年。这座桥有33拱，长298米。在修建之初，这座桥既承担了桥梁的功能，同

时又是大坝，尤其在旱季将珍稀的水拦截下来。桥拱呈伊斯兰建筑典型的桃形。桥的中间可以通

行车马，现在只是用作步行桥了。中间的桥面被侧面两排三米高的墙面所夹裹，墙面上每隔两三

米就有一扇弧形门，墙外侧还有一米左右的空间，可供行人走动，桥的两侧各有一条这样的走廊

，贯通两岸。夜色下的三十三孔桥，散发出别样的风情，引得人驻足。

７）四十柱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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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是一座纯波斯风格的建筑，宫殿由20根精细柱子撑起阳台，与前面水池相映，形成40根柱的影响

，所以叫做“四十柱宫”。宫殿内壁上的画像确实难得的珍品。也诉说着历史。

如何到达：从德黑兰可乘坐飞机直飞伊斯法罕，大约需要半多小时的时间。

   

4、特色城市亚兹德

亚兹德：伊朗亚兹德省的省会。这个记载着马可波罗来过的城市，在7000年来一直有人居住，是

不是最古老的城市不能确定，但是它却真的很古老。

亚兹德夏天高达50摄氏度，冬天又极度寒冷，人们就把房子建在地下，这就是亚兹德独特的地方

。因为房子建在地下，所以这里的人发明了叫作风塔的建筑来乘凉，也衍生了坎儿井的出现。这

里并燃烧着拜火教的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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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１）风塔： 

亚兹德的标志性建筑，每一个建筑上面都会有2-5个风塔，在这个城市里面，建筑上面都是风塔林

立。当地人利用风塔的通风口，像船上的空气通风口一样，能使房屋下层得益于这个建筑设施。

２）坎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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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伊朗人挖掘坎儿井有2000年历史。坎儿井是在高温地区，沿着自然坡度在地下十数米深处修建暗

渠，这样山地的雪水融化可以通过暗渠流下，在50摄氏度高温下减少水份蒸发，每经过一段距离

即从地面打竖井深入到水渠，居民可以取水饮用和灌溉。

亚兹德人利用坎儿井的水流驱动水车磨面，也利用坎儿井水渠穿过地下房屋，在地下房屋中形成

自然流动的水渠，结合风塔在地下形成一个有着美妙空调的房间。

３）阿米尔�乔赫马克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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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位于亚兹德正中心。是用于宗教仪式时纪念1400年前殉道的伊玛目侯赛因

-伟大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修建。登上这座造型独特的清真寺，可以看到亚兹德古城的全貌。

４）拜火教庙宇-奥贴希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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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修建于1934年，这座寺庙中供奉着拜火教的圣火。这一片圣火从公元470年起燃烧至今，1174年从

Nahid-e-Pars寺庙转移到Arkadan，1474年又转移到亚兹德。

５）寂静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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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在亚兹德郊区，有两座巨大寂静塔位于一个小山丘上，修建时间已不能确定。从20世纪60年代起

这两座塔就不再使用了。寂静塔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天葬台，在寂静塔的塔顶部中央有一个深

坑叫“井穴”，分三层。外层放置男尸，中层放置女尸，内层放童尸。对拜火教感兴趣的可以去

探寻一下。

６）亚兹德老城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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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那里没有高楼，更多是保存很好的老式建筑，尤其是在一些小城市里，这让我们更加喜欢而流连

于小巷之间。

７）亚兹德古老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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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Mehr Traditional Hotel，一处有着250年历史的住宅改建的酒店。那种在地下透着清凉却浓浓波斯

风情的感觉，好的坐下来不想走。

   

5、诗歌的城市设拉子

设拉子：一个相当于中国西安的城市，这里不只是历史的书写，也是文化的诞生地。设拉子是伊

朗法尔斯省的省会，这里是波斯民族的发祥地。设拉子的春季和秋季最美了，伊朗诗人萨迪写过

：当游人在五月来到设拉子后，他们都流连忘返和乐不思蜀。设拉子处于高山之中，温和的气候

，是这里成为一座花的城市。所以喜欢这里是因为这里美丽。

美丽的充满诗意和历史的城市，流连于各处学到自然是生活的意义。

１）哈菲兹陵园： 

                                               51 / 91



�������

伊朗：波斯帝国

一位伟大的波斯诗人（1324-1391）。这里可以看到瞻仰的人们拿着他的诗集，在这里诵读。他是

一位影响伊朗人生活的诗人。陵园是一座漂亮的花园。

２）萨迪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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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位于设拉子东北，简洁的柱廊让人轻松，陵园门上刻写着这样一句话：设拉子萨迪的徒弟，散发

着爱的芳馨，即便他离世千载，你仍将这大地亲吻。萨迪，著名《蔷薇园》的作者，誉为波斯文

学语言的典范。

３）万国门-波斯波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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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位于设拉子东北约60公里处。波斯帝国的王城遗迹，这座伟大的王城被亚历山大大帝付之一炬，

历史2500年。据说当亚历山大和他的将军们走进波斯波利斯时被震撼了，用5000匹牛马骆驼来把

这里的财富运往马其顿，然后在拉不走的东西上面放了一把火。这座修建了150年的王城就断壁残

桓的保留至今。

这是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光是石壁上精美的雕刻就足以吸引你的目光。适合时间早上或者下午

晚些时候。

开放时间：上午7:00-12:30；下午13:30-17:00。

.

４）帕萨尔加德-居鲁大帝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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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位于设拉子东北部约130公里处，修建于公元前530年，独立了20多个世纪，亚历山大大帝进攻波

斯波利斯之前，曾经在这里向伟大的居鲁士致敬，尽管这座陵墓在亚历山大后来东征印度期间被

他的士兵们抢掠一空。在陵墓东南处的一根石柱上刻有以波斯语，埃兰语以及巴比伦语写成的铭

文：是我，居鲁士国王，阿契美尼德人！在这里解读王者，大有感慨。

开放时间：上午7:00-下午18:00。

５）纳克斜�洛斯塔姆： 

                                               55 / 91



�������

伊朗：波斯帝国

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国王的墓地。在断壁的岩石上建墓，只能让后人远远地目睹君王死后安

睡之地。所有的墓地都呈十字形，而且都面向太阳升起的东方。陵墓的石刻浮雕都是历史的见证

。

６）肖普尔�萨珊王朝石刻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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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位于设拉子西面，当年萨珊国王为了记住胜利功绩，在岩石上雕刻了浮雕。（现在雕刻都是复制

品，部分存在于卢浮宫内和伊朗国家博物馆）。

７）圣祠清真寺-恰劳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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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是为了纪念1200年前去世的Sayyed Mir Ahmad。主体建筑修建于恺加王朝时期。这个地方严禁照片

，偷拍的代价很有可能是监禁10-15年。不过这里很美，我觉得水晶宫更贴切，太奢华了。很值得

为之惊叹一番。

８）古兰经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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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这是一座建于一千年前的城门，卡里穆汗曾在这个城门顶上的小房间里放置了一本《古兰经》以

求祈福平安。保佑设拉子的人平安归来。

如何到达：伊斯法罕车站有到达设拉子的大巴，大概八个小时的车程。

   

6、阿瓦士

伊朗西南部呼气斯坦省得省会，一个非常富裕的城市。位于卡伦河两岸，是重要的石油中心，也

是一座工业化的城市。这里最好的季节是1月到4月，因为这里夏天来太热了，高达50几度的气温

，很难受的。而且这里很多军队，荷枪实弹的，总是会觉得有些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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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帝国

但是这里不能错过的就是苏萨城（舒什）：这是一座保存非常完好的城堡，记录着伊朗的过去。

恰高�占比尔：是伊朗乃至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保存最完好，也是最大的庙宇。原是五层金字

塔式建筑，现在仅存三层，高约25米，为埃兰人与2500多年前建造，堪与埃及金字塔媲美。游览

庙宇可以看到很多墙上刻着楔形文字，记录着一段历史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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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伊朗美食

伊朗美食相对没有那么多样性，却有其独特的风味。值得推荐的有：契罗喀保布（有烤羊肉或者

牛肉串的焖饭）；霍列希特（多种作料煮成的菜肴，拌着米饭同食）；菲辛江（用鹅肉或者鸭肉

加上石榴汁，香料和糖一起炖煮）；卡巴布（配着西红柿，土豆的烤肉串）；各式各样的手抓饭

，特色囊；还有很开胃的酸黄瓜；最值得品尝的就是伊朗的鱼子酱和波斯湾的大虾，这可是世界

上的珍品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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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比达

伊朗最具代表性的食品就是“库比达”和“卡巴巴”了，也就是全国都有的那一道菜。库必达可

以说是比较地道的伊朗菜，做法也很简单。就是用牛肉或羊肉做成肉馅，调好味道，做成条状在

炭火上烤就行了，直到全熟泛黑就可以吃了。一般旁边再配上酸花菜、酸豆角、酸辣椒或切成片

的柠檬等配料，吃的时候要把柠檬汁挤出来浇在上面，用刀叉切成小块食用。下面这两条黑黑的

东西就是库比达了，样子虽然不好看，但总体来说味道还不错，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伊朗的牛羊肉

真的很棒，比国内的要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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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比达

卡巴巴

卡巴巴（Kebab）也是一种烧烤，后来发现居然是个英文词，估计原产地也不一定是伊朗，后来听

井上的印度阿三说，这是起源于印度的。如果说“库比达”是拿捏成条的肉串进行烤，那么kebab

就是把肉块串起来烤，有的还夹些蔬菜在上面。吃着烤的发糊的kebab，怎么说呢，还没有新疆的

烤羊肉串好吃，肉质的感觉很干，不多汁，真要喝些饮料才能吃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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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巴巴

红花米饭

真正比较有营养价值的我觉得还是伊朗的红花米饭。伊朗米在外形上是很长的那种，比中国米略

微干一些，但还算好吃，中国也是有的，不算什么特色。但伊朗藏红花可绝对算得上伊朗特产，

和中国的藏红花完全不一样，它是用产自伊朗的藏红花的花蕊晒干做成的。一般1公斤藏红花也就

出1克花蕊，因此即便是在伊朗，藏红花也是比较昂贵的消费品。一般小超市备的都不多，我们几

个人很容易就把一个超市的藏红花全买完了。由于藏红花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我们中国人一般都

当成保健品来买的，但伊朗人却更重视其食用价值，将它融入到每天的日常饮食中去，红花米饭

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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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比达和红花米饭

旅人提示

不过伊朗的美食，有些还是中国人不能习惯的，比如一种像肥皂水的饮料。一般当地人就餐的餐

厅没有英文，所以点餐只好看着当地人点好的食物，根据自己的判断点自己想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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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伊朗住宿

伊朗很多城市都有当地比较有风情的宾馆，价格相对比较高。

卡尚这个小城，宾馆总共四家，经常满客。所以这里可以选择住伊朗人家，价格与宾馆差不多，

可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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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法罕有一家国际青年酒店，价格比较便宜适合背包客。对于高档消费旅客，可以选择一些高

档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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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兹德是个最好体验特色风格酒店的地方，每一家都那么的特别，那么要你喜欢。所以随意找一

家，都会让你满意。

设拉子有几家在LP上记载的青年旅社，价格公道也方便找寻。

舒什这个地方有点不太好，也是工业化城市进程的结果，不过住的地方还是很多，条件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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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1）伊朗住宿很贵，是游人在伊朗的主要消费，廉价旅馆也得10美金/单人间，而且大多都只按房

间付费，带淋浴的则至少20美金，逢节日周末更是难找。

2）到处都有设施全的露营区，自带个薄型帐篷可省钱。露营区在公园草地或清真寺广场，几乎都

靠近景点，配有厕所（很多都提供热水淋浴）、有休息亭、石桌椅、健身器材、小孩娱乐设施，

周边有餐馆、超市、馕店还有菜市场。一到周末，有很多伊朗人全家野营。

3）清真寺可提供房间，2美金甚至免费，但逢周末基本没什么希望，房间是空的，最好自带睡袋

等。

4）伊朗有些旅馆对外国人有限制，尤其是沿海和靠近边境的地方。各城市背包客宾馆就那么几家

，需要提前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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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伊朗特产和购物

伊朗的特色商品很多，看个人洗好，可以选择漂亮的地毯，精美的铜盘，上好的藏红花，在伊朗

任何一个城市的大巴扎，都是很好的购物地方。价格差别不是很大。伊朗因为信奉伊斯兰教，所

以这里没有夜生活，更没有娱乐场所，人们最大的乐趣，就是晚上一家人，找一个舒适的地方，

铺上毯子，坐在那里聊天喝茶吸水烟。

旅人提示：

每克藏红花按品质售价为5至8元人民币，游客出境时最多可携带200克。 伊朗机场很小，也没什

么免税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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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伊朗的交通

航空

大城市都有机场，德黑兰、设拉子、伊斯法罕和Kishland都有国际机场，但只有德黑兰和kishland

提供落地签。中国的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等地都有直飞伊朗的航班，需要提前准备健康报告。

水运

去伊朗北部的里海和南部的波斯湾需要乘船前往，其中波斯湾里的Kishland岛相当有名，但岛上吃

住行都相当贵。里海和波斯湾不管淡季还是旺季人都比较多，而且不准外国人住廉价旅馆。

陆路

伊朗和中国一样，都采用右行行驶。伊朗可以算的上一个汽车大国，路况很好，那里的人基本以

车代步，除商业区外，很少有人在路上步行。如果谁背个大包走路，就如外星人，所以在伊朗可

以考虑带拉杆箱出行。不过伊朗人开车勇猛，车祸较多，所以如果在伊朗骑行步行都得小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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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兰，穿马路是件非常恐怖的事。

伊朗每个城市的火车站和汽车站都离市中心很远，4KM算最近的，远一点可能10公里以外了，不

过火车站和汽车站都有公共交通进入市区。伊朗不管火车还是汽车，都不允许超载，每人都会有

座位，火车也没有站票一说。如果坐长途车想半路上车，那就得凭运气，看过路车是否有空位了

。

火车

伊朗铁路网覆盖城市不多，只几个大城市，但舒适便宜。火车是从中国进口，采用封闭空调包厢

式，相当于国内软座包厢或软卧。

伊朗火车票分两个等级，票价根据等级和快慢而不同：

一等(1st class)是指卧铺，分四人和六人包厢，六人包厢价格比班车便宜，四人包厢比班车贵一倍

。六人车厢通常只住5人，有一上铺用来放置枕头被子，列车员会提供被单床单以及一次性枕套，

下车前收回。

二等(2nd class)是指座位，六人包厢，价格是班车的三分之一不到。很宽敞，座位可拉伸和对面的

合在一起就变成一床位。如果都是女的，身材属正常范围是可以躺下休息，很实惠的选择。不过

有些车次只有卧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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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座

火车票预售得通过旅行社，不收手续费。火车站只卖当天票，估计有足够的预留票，即使在新年

，在火车站也能买到当日票。买票时需出示护照，候车时警察会检查登记。火车站里卖票的也是

旅行社，12:00-15:00午休时间停止卖票，晚上营业到18:00(有些可能延长到20:00)。买票时最好问清

楚不同车次不同票价，否则会卖最贵的给你，如果单身女性，可以要求进女性包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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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兰火车站

火车站区域分清真寺、办公楼、行李房和候车室。候车室分内外，外面的可随意进入，上车前才

可进入里面的候车室。通常车站内可能只有一个小商店甚至没有，按伊朗人正常工作时间上班。

站内有免费饮用水、卫生间等基本设施。行李寄存处则有点远。

长途火车上会按时提供免费点心、饮料和矿泉水。列车员基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统一制服，干

干净净，更像大酒店里的waiter。

省际长途汽车

车站都在城郊，离市中心很远。称为bus terminal 或bus park。基本有公共交通进市区。有很多长途

车公司，竞争激烈，因此价格低廉，服务也不错。这些公司在汽车站都有营业处和专用候车室，

有些大公司在市内也有售票处。各个公司有相应编号 (Taavoni

XXX)。各公司经营线路可能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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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买大公司班车票，小公司如凑不够人会取消班车或和其它公司合并，车况可能不好，或不能

准点。大公司不仅路线多且准时，车上服务比较规范。比较大的公司有Peyma，另外还有T17

和T15.

汽车站候车内设施齐全，有咨询处、充电口、餐厅、很多货厅、厕所、饮用水等，甚至还可以洗

澡。

长途车分两种：

空调大巴（AC），车型是沃尔沃或一些欧洲空调车。1美金60-80公里，越是大城市越便宜。车速

基本每小时80-100KM 

                                               77 / 91



�������

伊朗：波斯帝国

没有空调的普通车(Mahmooly)，便宜干净，价格只有空调车的三分之一，基本被淘汰，很难买到

这样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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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较偏僻的地方，大城市之间车次很多，随到随买。如逢周末或节日，去热门旅游城市最好提

前购票。如果提前买票的，上车前得先去柜台作确认，很可能需要重新出票，经常会有班车合并

的事。

短途公共交通(Mini bus)

去城市周边县镇或村（通常在100公里内），都有单独的minibus汽车站，车型是没空调的Minibus

。所以车站也可以叫做mini bus terminal或 mini bus stand。通常在长途车站附近，不过有些城市则

有专门车站，还有的则根据不同方向或目的地有各自专用车站，离市中心都很远。

车费很便宜，1美金差不多可以走100公里, 沿路停站多，车速大概60KM/小时。

市内公共交通(Bus，metro, shuttle t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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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称公共汽车总站为“bus terminal”或“end station”。公共汽车站点称为 bus stop 或 bus stan

d。大城市有空调公共汽车，单一票价的无人售票车，后门为男女分隔线，下车时把车票交给司

机。票价各城市不同，大概500R-1500R之间。汽车总站和大站都有售票厅，一次可多买些。

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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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德黑兰有地铁运营，单一票价。单程票1500R，双程票2750R，四程5000R，可以隔日使用。首

尾车厢是女士专用，女士候车座位用黄色标记。伊斯法罕地铁正在建设中。

 

出租车

分专营和私人两种，专营车通常都漆成橙色，而私人则各式车型，很难分辨。全世界出租车司机

本质都一样，都会想尽设法绕路多收钱，见外国人或外来游客能宰则宰。通常他们都会让外国人

单独包车，即使share taxi也会多收3到4倍价格。最好预先问一下当地人了解车费，或找个当地人

一起坐车，或先看别人付钱自己再付。

不过伊朗的出租车司机还挺清高的，如果你说了“no”，通常不会再纠缠不休。另外如果向出租

车司机问路，他们还算诚实，很少故意指错路（在印度如果向出租车司机问路，要么不理睬，要

么故意指错方向）。

但总体来说，伊朗出租车费非常便宜而且管理还算不错。

 1） 全包的出租车(taxi)

各城市不同，通常2000-4000R/KM。黄色的专营出租车比较容易识别。但私营出租车没有特别标

志，具体价格取决于城市物价和自己的讨价能力，如果免费搭车时，一不小心上了私营出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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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尴尬。上车看到车内干净，没装饰，通常就是私营出租车了，和司机先要确认价钱，谈不拢就

赶紧下车。否则到达目的地，只能任人宰割了。伊朗人性子较烈，无论买东西还是坐车，如果一

旦讨价还价就得买或上车，有时都没机会讨价还价。

2） 城内公共交通式出租车( shuttle taxi):

出租车人满发车，可坐5个人(前面两个，后面3个)，女生通常都坐后面。价格根据城市物价水平

，约500-1000R/KM，有些小地方因没有公共汽车，1000R可坐3-4KM。作为市内公共交通的补充，

如看到同方向的出租车有空位，可伸手拦车，司机有时为带不同人会绕点路，但不会多收费。大

城市内还可能有专门的出租车站牌，通常就在公共汽车站附近。很多shuttle taxi有自己的专营线路

，例如市中心有车站分别去汽车站、火车站等重要地方。通常还有售票厅，也就是prepaid taxi,

也可以上车再付钱。例如设拉子从汽车站到Fort只有shuttle taxi,

当地人2000R，但外国人通常要收1美金，有时都没有讨价还价余地。

有些中小型城市，shuttle taxi可能是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通常跟公共汽车一样有固定的起始站终

点站和固定路线。所以有时去一个地方还得换不同的出租车。每段路线票价是固定的，大概1000-

2000R之间。稍远点(8KM以内)，如去汽车站、火车站、机场和一些景点等，不会超过5000R。10K

M以上，如果人不满，最多被收8000R，这已经算是被敲诈了，这种路线和价格基本可到达城郊，

有点像上海的郊区专线。

3）长途公共交通式出租车—Savari (萨瓦利)

如果去城市周边（200KM以内)的景点或城镇，通常有专门的萨瓦利站点，人满发车（4个人），

有专门售票处，和Minibus管理类似，路线价格固定，价格比minibus贵一倍多，1美金30-40KM，

比云南没空调拥挤的中巴还便宜，最大好处是速度快并直达目的地。伊朗很多小城镇，因为人少

，没有班车直达，有时每天就一班车，萨瓦利就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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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旅人行程线路建议

一般到伊朗旅行的签证都是选择15天，那么短时间内更好更多的游览伊朗，可合理安排行程，建

议有些地方的行程改为晚上乘车：德黑兰去往卡尚，可以选择晚上7点多去往卡尚的巴士；卡尚去

往伊斯法罕可以选择下午傍晚的巴士；伊斯法罕去往亚兹德可以选择傍晚6点多的巴士；亚兹德去

往设拉子可以选择在巴士上过夜，一夜的时间，早上到达；设拉子到阿瓦士，可以选择晚上的飞

机；阿瓦士到德黑兰，一样选择晚一些的飞机。这样节省很多时间留给游览，虽然辛苦一些，可

是还是吃得消的安排。

   

1、伊朗八日游

第1 天：北京—德黑兰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搭乘伊朗马汉航空飞机，飞往遥远的波斯王国，７个小时后抵达伊朗首都德黑

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入关后进入酒店休息。

第2 天：德黑兰

酒店早餐后游览首都德黑兰，参观萨德阿巴德王宫，它位于德黑兰最北部的山上。那里空气新鲜

，环境优美，每一座宫殿都富丽堂皇，设备齐全。有游泳池，花园，体育场等。它们的主人都是

巴列维国王的黄青贵族。

午餐后参观闻名遐尔的古地毯博物馆，这里藏有从伊朗各地收集的珍贵地毯5000余件。随后参观

皇冠珠宝博物馆更是藏有名为“光明之海”的世界最大粉钻。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大巴扎当然也

是必不可少的行程。

第3 天：德黑兰—设拉子

酒店早餐后游览格雷斯坦宫（Golestan Palace）, 它位于德黑兰中心霍梅尼广场以南，具有浓郁的

伊斯兰建筑风格。宫殿外墙采用了大量的彩釉瓷砖，色彩艳丽；内部则采用了伊朗传统玻璃片镶

嵌工艺，豪华精致。而后机场乘坐马汉航空的航班飞往设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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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达设拉子后，参观具有波斯风格的伊尔姆花园，又名天堂园，是一座美丽的大庭园。而后参

观古兰经门，这个城门是早在一千年前，建于设拉子城北的一座装饰用的城门。卡里穆汗曾在这

个城门顶上的小房间里放置了一本《古兰经》，以求赐福。在这部《古兰经》的影响下，这个城

门将保佑设拉子人均能平安归来。到帕萨尔加德凭吊大流士大帝，古兰经门见证2500年前古波斯

帝国的盛衰。

第4 天：设拉子

酒店早餐后，参观最伟大的波斯诗人哈菲兹的陵墓，哈菲斯生于14世纪，是伊朗最伟大的抒情诗

人。 他的诗歌的影响仅次于《古兰经》，已成为伊朗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告别了大师

的陵园后， 我们将来到建于1876年的莫克清真寺，这是全市最美丽的清真寺，又称粉红清真寺。

瓦洁尔清真寺，公元18世纪中叶建造，外墙彩釉面装饰，色彩鲜艳。设拉子巴扎，它从规模上，

美观程度上讲，均是伊朗独一无二的。巴扎位于市中心，那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将使你应接不暇。

第5 天：设拉子—波斯波利斯—帕萨尔加德—伊斯法罕(约3小时车程)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波斯波利斯(距离设拉子城东北面大约60公里左右)它在伊朗的地位就象我

们的长城,是必游不可的地方. 波斯波利斯(希腊语意为波斯的都城),建于公元前518年，是波斯帝国

最宏伟的都城，在1979成为伊朗第一个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单的景点。

而后前往帕萨尔加德，设拉子东北130公里，波斯帝国古都，全球最早的波斯花园设计遗址，居鲁

士大帝陵墓历经两千多年完整无缺，200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午餐后,行车3小时后抵达有中东

佛罗伦萨之称的伊斯法罕。

第6 天：伊斯法罕

伊斯法罕有“半个天下”的盛誉，曾经是伊朗伊斯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萨法维王朝的首都。

全日伊斯法罕市内观光，游览景点集中在市中心的伊玛目广场。广场建于1602年，为全球面积第

二大广场。建于1611年的伊玛目清真寺，规模宏伟，装饰华丽，全国排名第一。四周除了伊玛目

清真寺，分别有重建于17世纪初中东最大最古老的传统大市集，延绵二公里，各式货品齐备；阿

里卡普王宫是阿巴斯大帝招待外宾及欣赏马球的地方；四十柱王宫，萨法维王朝最重要的王宫之

一，建于1647年。王宫内保留了多幅珍贵历史油画及各种文物。而后参观著名的伊斯兰古桥：33

孔桥及哈鸠大桥。这是两座横跨在扎因达鲁德河上最具代表性的两层结构砖石古桥,600年来依然

显得绚丽而实用。

第7 天：伊斯法罕—德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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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法罕-卡尚(车程约3.5小时)--德黑兰(车程约2.5小时)

早餐后，乘车前往美丽的绿洲城市卡尚。这里除了世界闻名的地毯之外，还以它的丝绸以及考希

砖——彩釉砖而享誉国内外。首先来到费恩庭园，这里可能是伊朗同类庭园中保存最好的一座。

这座具有1000多年历史的古典波斯天堂美景原是为阿巴斯国王一世设计的，一直以其自然喷泉而

受到称誉。午餐完后参观布鲁杰尔迪古，如果时间和情况允许，卡尚美丽热闹的大巴扎也是必去

的。那里有各种具有波斯风格的产品，诸如手织地毯，丝绸，香水和各类伊朗糖果。告别了卡尚

，将一路驱车直达德黑兰国际机场，搭乘马汉航空飞机离开波斯这块神秘而美丽的土地。

第八天：北京

抵达北京，结束愉快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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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特别提示

1）伊朗不属于中东，在伊朗游玩千万不要说他们是阿拉伯人，他们会很激动的纠正你伊朗是波斯

人，波斯是一个高贵的民族。

2）在伊朗只接受美金和欧元的现金兑换，不接受任何国外信用卡和支票。到了伊朗后尽快把手中

的美金和欧元兑换成当地的钱，因为大部分商家不愿接受外币的支付。

3）去伊朗旅游前一定要学会波斯语数字的写法，因为大部分的货物标记，车票价格和日期都不会

标注阿拉伯数字（也可随身携带一个对照表）。

4）伊朗日历，游人从进入伊朗时，入境日期使用的已经是伊朗日历了，每年的3月21日是伊朗的

新年，比如今年的3月21日就相当于伊朗的139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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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伊朗影音收藏

电影

《我在伊朗长大》

本片剧本根据玛嘉�莎塔碧的同名连环画图书改编，历时2年拍摄而成，于2007年上映。片中透过

九岁小女孩Marjane的眼睛，伊朗追求自由这二十年间的风情与劫难在这部影片中可见一斑，让人

既爱又恨。作为世界最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伊朗一直是神秘的，犹如伊朗街头的波斯女郎，将自

己包裹得严密。可是，越是厚实的头巾，露出的一双黑瞳越发美丽、诱惑。这片土地，召唤着好

奇的人亲自去闻一闻玫瑰的芬芳。

《我在伊朗长大》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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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桃的滋味》The Taste of Cherry/Tam e Guilass

是伊朗导演阿巴斯1997年的作品，表达了导演在"限制和自由的矛盾中"形成的对生死的看法。影

片因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哲学思考，在世界影坛引起轰动。

影片通过朴实无华的粗砺的画面展示了荒凉贫瘠的土地，黄色成为影片的主色调，画面充斥着无

边的荒漠，只是零星的几棵书给人以生命的迹象。伊朗确实是一个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干旱的

气候、战争的创伤、周边的战乱无不在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与物质的

落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朗人民的高尚的品质：导演把伊朗人民的优良品质加以挖掘，然后通过

这样一部影片表现出来，这样这部影片既解读了民族文化特性，又具有了世界意义。

《樱桃的滋味》电影海报

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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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手绘旅行》

手绘旅行系列书为台北一名高中地理女教师张佩瑜所著，伊朗这本书讲述了佩瑜在结束了土耳其

行程后随即深入伊朗，发现更多的珍贵风景与热情朋友。搭乘男女分区的公车，在路上遇到坏人

，探访玫瑰水之乡，亲临拜火教圣地。旅途中所遭遇的各种世故人情，有些固然令人不快，但更

多的是直入心怀的温暖。

这本书不像蓝宝书lonely

planet，佩瑜的手绘系列分享的不仅是旅游的使用信息，更多的是一种心境，一种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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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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