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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尼斯：耀眼的“北非明珠”

突尼斯——在地中海和沙漠的夹缝里生长的一片绿洲。东北部诸镇如同在椰风树影中绽放的白莲

，西南部则是非洲大陆鼎鼎大名的撒哈拉。变幻的沙丘、血色的残阳、神秘的沙漠玫瑰还有记忆

中的三毛一同交织成了一个动人的梦境。 

图片by“Charlie”(图片由网友 @半情歌 提供)

突尼斯市北郊的蓝白小镇、迦太基遗址，古老海港哈马马特，海滨旅游城市苏塞，宗教圣城凯鲁

万，罗马时期的古城斯贝特拉，盛产椰枣的托泽尔，艾勒�杰日德盐湖，沙漠绿洲杜兹，从城市

到古罗马遗迹，从潜水到南部撒哈拉沙漠的探险远足，无一不散发着迷人的诱惑，这里还是《星

球大战》、《英国病人》、《露西亚的情人》等影片的拍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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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地图

突尼斯虽然遥远，但它的热诚，它的历史，它的传统更让人亲近。一个国度，一片沙漠，一个多

情的民族⋯⋯千百年来，在地中海轻抚如绢的海风下，在撒哈拉灿烂如花的阳光下，突尼斯织造

了人世间最动人的幻境，待您寻梦。

最佳旅游时间：

如果你想躲避那拥挤的海滩人群，那么最好的季节在每年的3月至5月份，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大自然到处洋溢着绿色和活力。如果你的愿望是去看撒哈拉的日出和日落，那么在10月份到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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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月份都是不错的季节，尤其是11月份在杜兹(DOUZ)有个每年一度的撒哈拉节(SAHARA

FESTIVAL)是你到南方沙漠不可缺少的必看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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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

签证领区：中国境内所有公民都可在北京大使馆申请签证。

签证费：240 元/ 人。

受理时间：受理时间至少为7-10个工作日

旅人提示

1. 未成年人需提供亲属关系公证，委托公证（如父母一方带孩子去）

2. 不接受未成年人单独出行

所需资料：

突尼斯签证资料须知――在职人员

 

材料名称

 

具体说明

 

护照

 

1. 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因私护照（自回国之日开始算，为6个月以上）

2. 请在护照最后一页签名，中文姓名

 

照片

 

2寸近期白底彩色照片3张

 

个人资料表

 

务求完整准确填写，字迹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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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签证资料须知――退休人员

 

材料名称

 

具体说明

 

护照

 

1. 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因私护照（自回国之日开始算，为6个月以上）

2. 请在护照最后一页签名，中文姓名

 

照片

 

2寸近期白底彩色照片3张

 

个人资料表

 

务求完整准确填写，字迹清楚

突尼斯签证资料须知――学生

 

材料名称

 

具体说明

 

护照

 

1. 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因私护照（自回国之日开始算，为6个月以上）

2. 请在护照最后一页签名，中文姓名

3. 持换发护照者，需同时提供所有旧护照原件. 

 

个人资料表

 

务求完整准确填写，字迹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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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书

（中英文对照）

 

1.         与父母双方同行，需提供：

三方亲属关系证明公证，公证要以孩子为主申请人

2.         与父亲或母亲一方同行，需提供：

a)         三方亲属关系证明公证，公证要以孩子为主申请人

b)        不去的一方要出具同意书的公证即委托书

3.         与父母以外的非直系亲属同行，需提供：

a)         三方亲属关系证明公证，公证要以孩子为主申请人

b)        父母双方出具的同意书的公证即委托书

4.         对于未成年人单独出行，不予受理

突尼斯共和国大使馆

Embassy of the Tunisian Republic

办 公 处：朝阳区三里屯东街1号

Chancery：No. 1， San Li Tun Dong Jie， Chaoyang District

电话：65322435 65322436 65327688 65325688

传真：65325818

电传：22103

电子邮件：at_beijing@net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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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关信息

非常驻人员入境时需申报携带外币数量，否则不得携带超过相当于1000第纳尔的外币出境。

严禁携带毒品、国际禁运物品和受保护动植物制品等出入境。

可免税携带200支香烟或50支雪茄或400克烟草、1瓶酒、适量香水和纪念品入境。

   

3、货币

货币

突尼斯的货币是突尼斯第纳尔（TD），1第纳尔可以在分为1000密尔（millime）。携带第纳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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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是非法的，并且在突尼斯的机场免税店不接受第纳尔。在大的酒店商店和银行普遍接受VISA、

AMERICAN EXPRESS和MASTERCARD之类的主要信用卡。在主要的城镇和旅游景点都可以方便

的找到ATM机。但信用卡提现只能拿到当地的货币。

旅人提示：

1、当地不能直接拿人民币兑换，需先在国内兑换成美元或欧元。

2、如携带大额现金，应在入境时向海关申报。

3、在机场、银行或饭店可用美元或欧元兑换当地货币第纳尔，谨记索取汇兑收据。

4、离境时需凭收据和外汇申报证明方可将剩余第纳尔兑回原币种。

   

4、其他须知

网络：

一般酒店的大堂都提供无线上网服务。费用一般为1小时5～10第纳尔，部分酒店提供免费上网服

务。另外还可以到标注有Publinet的网巴上网。一小时约2第纳尔。

通讯：

中国境内的GSM手机与突尼斯兼容，出国前许开通国际漫游业务。也可以在标有Taxiphone的电话

亭拨打国际长途，五元第纳尔的硬币即可拨通。

社会治安：

突尼斯是北非诛国中治安最好的国家，民风淳朴。但在集市购物时仍需小心随身财务。

电压：220 伏，插座为欧洲标准双圆柱插头。

气候：地中海型气候，夏季炎热，冬季温和。

时区：GMT/UTC +1

国际区号：+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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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尼斯最棒体验

   

1、漫步浪漫的蓝白小镇体验处处迷醉的感觉

(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蓝白小镇是突尼斯境内最美丽的地中海村落，被誉为“地球十大浪漫小镇”之一。这个位于地中

海边峭壁上的镇子，不论你怎么寻找，看到的所有房屋都只有两种颜色，墙的白色，门窗的蓝色

。始建于13世纪的它，尽显欧洲风情，处处都是蓝和白相间的安达路西亚风格小屋，圆顶房屋从

山脚到山顶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狭窄的巷子悠长曲折，石板路旁五颜六色的陶瓷和挂画，与蔚

蓝色的地中海更是构成了一幅和谐、美丽的画卷，漫步在这里仿佛自己就是画中的一处景致。

在小镇的山顶上经营着一家别致的露天咖啡座。这家白色的房舍，在碧海蓝天的衬托下，十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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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而抢眼，名叫Cafe de

delices。由于据此绝佳的地理位置，生意非常好，来西迪布赛不要错过这家咖啡座。

旅人提示：位于突尼斯市东北方向17 公里处。在突尼斯市火车站乘坐TGM 火车，35

分钟左右即可到达。车费为1.1 突尼斯第纳尔/ 约人民币5.2

元。白天从突尼斯市乘坐的士到达则需花费12 突尼斯第纳尔/ 约人民币56 元。

   

2、寻找《星球大战》中“塔图因”星球

(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您是一位星战迷吗？星球大战中“黑武士与白兵”的装扮够酷嘛？在突尼斯的马特马他您便能找

到星战中的“塔图因”星球。马特马他是以伯伯尔部落的总称“马特马他”命名的，这一地区现

在仍是神秘的伯伯尔人的居住地。这些曾经撒哈拉的王者为了躲避阳光的直射，开凿洞穴作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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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形成了奇特的建筑。再加上马特马他地区地势起伏不平，寸草不生的地况，宛如月球表面般

殊异的风景，可谓是《星球大战》最理想的外景地。这样的“月球”之旅怎能错过。

   

3、你和这里富有独特风格的“门”合影了吗

(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突尼斯的房屋大多风格简朴，但是突尼斯人对“门”却格外的重视，甚至是苛刻，它们必须要有

“突尼斯风格”。门的材质普遍采用在突尼斯寓意着“财富”的木门。不同的颜色和设计，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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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域的“门”上体现着突尼斯不同地方的特点：东北部“蓝白小镇”里，蓝色的木门搭配金

属钉的装饰，加上突尼斯纯净的蓝色天空与海洋，搭配出了突尼斯特有的地中海地区的特色；而

南部的许多地区也会选择棕色或黄色的门，以体现突尼斯南部特有的沙漠风情。

   

4、“爱生活，爱咖啡”融入突尼斯的咖啡基因

咖啡

浓浓的香气从每个城市、每条街道、每个咖啡馆飘散出来，温润美好得令人不忍呼吸，这就是突

尼斯的“咖啡基因”。突尼斯人的休闲时间，大抵都与咖啡相伴，咖啡仿佛是他们骨子里就有的

基因。生活中不能没有咖啡，就好像生命中不能缺少地中海灿烂的阳光。在突尼斯，咖啡并不是

可望不可及的昂贵消费，也不是带有文学色彩的精致产物，更不是满腹小资情调的文艺青年们怀

着离愁别绪，就着忧伤郁怨，酝酿着一场存在主义的爱情而反复回味的东西。这里的咖啡无关风

月，它就是一种最简单快乐的最平易近人的生活方式。在一个小小的咖啡馆里坐下，品一杯香醇

的咖啡，消磨个把小时的时光，深深体味这深入骨髓的咖啡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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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迎着地中海的海风 迷醉在葡萄酒香之中

葡萄酒

地处地中海沿岸的突尼斯，充足的光照外加海风的“熏陶”，使这里成为葡萄的绝佳产地。而突

尼斯的酿酒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公元700多年，迦太基著名的Magon就已经创作了17本有关农艺、

葡萄栽培及酿酒方式的经典著作。如今突尼斯的葡萄酒佳酿，远近闻名，享誉世界，来到突尼斯

，怎能错过品尝葡萄酒的机会。

   

6、在广袤的撒哈拉中 探寻神秘的柏柏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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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半情歌 提供)

广袤的撒哈拉沙漠中，仍然生活着原始面貌的柏柏尔人，作为曾经的撒哈拉王者，为这片沙漠增

添了更多神秘色彩。他们是居住在撒哈拉的土著人，面对沙漠常年的高温和飞舞的黄沙，辛勤劳

作，祖祖辈辈在沙漠上繁衍生息。在突尼斯南部的马特马他山区是柏柏尔人的聚居地，生活在这

里的柏柏尔人至今仍居住在穴居式的住宅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景。

柏柏尔人至今仍坚持穴居的生活方式，当地有一家柏柏尔妇女经营的柏柏尔人博物馆(Musee Berbe

r)，能让游客全面立体地了解当地人的穴居生活。从外表上看，地下房屋更像是近来在危地马拉

突然出现的地陷天坑，进去后才能感受其真正魅力。地下房屋安静凉爽，如同装上了天然空调，

与布拉黑吉亚的地下屋有异曲同工之妙。入住其中，柏柏尔人避开了沙漠暴劣的气候，也不用担

心一年四季温差的变化。

   

7、“红蜥蜴之旅”不可错过的一班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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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蜥蜴(图片由网友 @半情歌 提供)

作为在沙漠与峡谷间开行的旅行列车，“红蜥蜴”的名称再恰当不过。最初这条狭窄的线路是十

九世纪末由法国人修建并用于运输磷盐酸的。1995年，突尼斯国家铁路公司对其进行了改装，因

为此线路至今仍然保持了其原有的风格和风貌，于是便形成了独特的“红蜥蜴”之旅。乘坐在红

蜥蜴之上将最欣赏到突尼斯沙漠与峡谷的壮观，去购买一张车票开始属于您的“红蜥蜴之旅”。

旅人提示：

1、除去周六，每天上午11点在各个城镇的主要车站都可以购买到“红蜥蜴列车”的车票，

2、红蜥蜴列车将带您从加夫萨(Gafsa)的西南部经过Tell

Atlas来到Metaloui，全程42公里的行程会带领游客亲历突尼斯的磷酸盐矿业中心。

   

8、在“沙漠女王”中驰骋 征服浩瀚的撒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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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内夫塔城有着“沙漠女王”的美称。这是一座台阶式的小城，杰里德地区的一座圣城，尤以其圆

形花坛而闻名，深三十多米的巨大漏斗中喷涌出十几股泉水，漂亮的运河网浇灌着1000公顷的棕

榈林。这座位于干燥沙漠中的绿色小岛由于其原始的美和壮丽绿洲的温柔，显得与众不同。开着

吉普车在这里启程，在沙漠里迸发激情的行驶，感受撒哈拉沙漠的浩瀚无垠和当地独特的风情，

这正是征服沙漠的精髓所在。

   

9、潜水突尼斯 做条快乐的地中海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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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半情歌 提供)

细软的海沙，奇特的游鱼，恬静、透彻的海水，这些都是理想潜水的必要元素。在突尼斯地中海

沿岸潜水，这里有专业的潜水俱乐部带领潜水者出游，观赏鹦鹉鱼、天使鱼、小丑鱼、鲨鱼等。

游过铺满细沙海床，寻访古老的沉船，更可在澄清的海水中欣赏到美丽的珊瑚，这里的海下美景

将为您带来无比的体验。

部分潜水信息：

塔巴赫卡：

The Mehari Diving Center

Phone： 00 216 78 673 136

Website： www.meharidivingcenter.com

Anquamarin

Phone： 00 216 78 673 408

Loisirs de Tabarka

                                               20 / 87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49&do=album&picid=25957


�������

突尼斯：北非珍珠
Phone： 00 216 78 670 554

艾尔�甘塔乌依港：

Club Sdanek

Phone： 00 216 73 246 374

艾赫格拉（Hergla）：

Hergla Scubadive

Phone： 00 216 73 231 386

莫纳斯特尔：

Monastir Plongée et Loisirs

Phone： 00 216 73 462 509

Sahara Beach Hotel

Phone： 00 216 73 521 001

Diving Monastir

Phone： 00 216 73 521 544

Email： saam@diving-monastir.com

Website： www.diving-monastir.com

Alyssa Diving Centre

Phone： 00 216 73 521 200

Website： www.alyssa-diving.com

杰尔巴岛：

Merry Land Djerba (Hotel Golf Beach)

Phone： 00 216 75 657 070

哈马马特：

Odysea Diving

Phone： 00 216 72 280 588

Email： info@odyseadiving.com

Website： www.odyseadiving.com

                                               21 / 87

http://www.odyseadiving.com


�������

突尼斯：北非珍珠
  

四、畅游突尼斯

   

1、突尼斯市与周边

(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突尼斯市(Tunis)及周边地区的风景对比强烈，从宏伟的古迦太基遗址到美丽的“蓝白小镇”（Sidi

Bou Said），无一不散发着地中海式独特的魅力。突尼斯市将突尼斯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有机结

合，现代化都市中完美融合了保存完好的麦地那（Medina）老城。在城区里的巴洛克或文艺复兴

建筑风格的咖啡馆里，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土耳其咖啡及水烟；而在城市周边地区，还有许多值得

探访的旅游景点。

麦地那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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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突尼斯的麦地那老城是除凯鲁万老城外保存的最大的麦地那老城。目前老城的风格主要是保存了1

3世纪哈夫斯王朝（Hafsid periods）和17－18世纪土耳其王朝（Turkish periods）的老城布局及特点

。而外城由于在被法国占领时拆除，因此，除了一些城门，城墙的位置已被周围的街道所取代。

老城被这些街道包围成椭圆形。突尼斯麦地那集住房、手工业和商业功能于一身，据说共有2800

个手工作坊（包括木器、金属、首饰、皮革、纺织、食品等），3050家店铺，1050个商业服务点

，“麦地那”的传统手工艺和商业面向旅游者，有的商品如铜器、金银手饰和古董等，其收入的9

0%来自旅游者。这里的宫殿、清真寺、陵墓、伊斯兰学校和喷泉等700多处标志性建筑，都默默

地显示着这座城市昔日的辉煌。

地址：突尼斯共和国突尼斯市

布尔吉巴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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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半情歌 提供)

被誉为突尼斯的“香榭丽舍大道”，道路中间是人行道，树木四季常青，两旁建筑可谓“东西合

璧”，银行、商店坐落其中，这条街值得逛一逛。或者在街边找一家咖啡店，喝上一杯，体验突

尼斯的放松。

地址：突尼斯共和国突尼斯市布尔吉巴大街

巴尔多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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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这是突尼斯马格里布地区最大的博物馆，坐落在突尼斯城西北巴尔多广场上，博物馆是历代皇宫

所在地，是一座高达的三层建筑。馆内有40多个大厅和长廊，展品分6个时期：史前期、腓尼基时

期、罗马时期、基督教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时期和希腊艺术品。在巴尔多国家博物馆，游客们正

在观看一处镶嵌画展品。镶嵌画是用各色小石、陶片、珐琅和有色玻璃的小方块拼嵌成的图画，

主要用于装饰天花板、墙壁和地面。

地址：Bardo， Tunis

电话：216 71 513 650

迦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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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迦太基距突尼斯市15公里，建成已有3000年，被誉为突尼斯的国家纪念碑之城，是迄今发现的最

伟大的考古遗址之一，地中海地区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现存的迦太基古城遗址，多数是罗马人

在公元前146年到公元439年占领时重建的。该城曾发展为当时仅次于罗马城的第二大城。当时主

要建筑有长34公里、高13米、厚8米的城墙以及宫殿、神庙、别墅、住房、公共浴室、竞技场、跑

马场、剧场、基地和港口等。

地址：突尼斯共和国突尼斯市

比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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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比塞大位于距突尼斯市旁的地中海沿岸。最早由腓尼基人建立，是突尼斯第一港口。古老的港口

、海堤、沙滩和露天咖啡馆是大众化的休闲场所。境内的伊奇克勤湖（Ichkeul）环境迷人，是世

界野生基金保护景点之一。

蓝白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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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突尼斯城以北17公里处，地中海南岸，坐落着北非最美丽、最浪漫的蓝白小镇——西迪布赛。中

世纪时，躲避宗教迫害的西班牙原住民从伊比利半岛渡过地中海，逃到了这座悬崖小镇，并在此

安家扎寨。当时的人们应该不会料到，昔日草草逃生的避难所如今却是世界十大浪漫小镇之一，

满满一个城的安达路西亚风格的白屋蓝窗，满满一个城飘散着丁香花瓣，在它高高的悬崖上，随

便一望，就能看见淡绿色的柔情的海。

地址：突尼斯共和国突尼斯市东20公里

沙格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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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占地总面积达70公顷，始建于公元前六世纪末，或者更早一些，历经了17个世纪的生活。遗址包

括一组气质恢弘的建筑群，展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奇妙组合：努米底亚文化、古迦太基文化、希

腊文化以及罗马文化等。其实，沙格遗址保存了古代城市各个组成部分的遗迹，是当地城市最好

的范例，从中能够获取城市考证最为详实的资料，其城市设计风格是采用了罗马城镇最初的设计

原型。

   

2、苏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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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突尼斯的东海岸，距离首都突尼斯两个小时车程的是被誉为“萨艾勒明珠”的苏塞。那里温和的

气候，恬静美丽的海滩以及热情好客的人们长期以来令外来征服者迷恋留恋。腓尼基人、罗马人

、拜占庭人以及阿拉伯人都曾在这座“富庶之城”留下足迹。难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都找到

了家的感觉而一来再来。

苏塞考古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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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苏塞考古博物馆是突尼斯第二大马赛克镶嵌画收藏地，仅次于突尼斯城的博物馆。苏塞考古博物

馆还藏有花瓶、面具、雕塑及完整出土的墓穴等大量藏品。最具特色的是长期定居于此的镶嵌工

艺师将为您现场展示这一细致的工艺。

地址：突尼斯共和国苏塞

艾勒�甘塔乌依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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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艾勒�甘塔乌依港（El Kantaoui）位于苏塞北部，风景如画，是地中海最美丽的花园港口。这里

的宾馆沿着海滨一直延伸到苏斯。艾勒�甘塔乌依港拥有一座现代化的、可装载超过300艘船只的

码头。这里的休闲项目也十分丰富，18洞的高尔夫球场和海滨游乐场都是游客不错的选择。

地址：突尼斯共和国苏塞

埃尔�杰姆斗兽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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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埃尔�杰姆（El Djem）是突尼斯的农业小镇，距马赫迪耶30公里，小镇以埃尔�杰姆斗兽场而出

名。埃尔�杰姆斗兽场兴建于公元3世纪初，是古罗马帝国在非洲留下的一座著名的辉煌建筑，是

世界3大斗兽场之一其规模仅次于古罗马斗兽场。

地址：突尼斯共和国苏塞埃尔�杰姆

   

3、凯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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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独自相思 提供)

凯鲁万（Kairouan）据苏塞67公里，在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是马格里布（Maghreb）的首座圣

城。凯鲁万被誉为“50个清真寺之城”，是突尼斯人的精神家园。这里的朴实无华的美元自9世纪

。游客会折服于精致优雅的雕刻木门、粉饰的阿拉伯花饰以及祈祷殿内林立的圆柱。凯鲁万是突

尼斯历史上最悠久、最著名的地毯生产中心。其中手工结编的绒毛地毯为地毯之上品，赛用凯鲁

万传统的工艺，不加印染展现羊毛自然的颜色。

凯鲁万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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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独自相思 提供)

蓄水池建于公元9世纪的Aghlabid pools已有 1100多年历史。凯鲁万身居内陆，水资源比较贫乏，因

此在古代建有很多蓄水设施，将泉水引入蓄水池，经过过滤沉淀等过程，为居民提供饮用水。

斯贝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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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独自相思 提供)

斯贝特拉建于公元2世纪初，是世界上保持最完好的几个罗马古城之一，具有相当大的历史价值、

考古价值。整个城市以神庙为中心，周边是繁华热闹的集市，东南西北分明，占地60公顷，宽阔

的道路把城市分割得井井有条，浴室、半圆形剧场、斗兽场，生活功能、娱乐功能样样俱全，完

全按照古罗马人的思维来布局。

门票：2第纳尔

地址：突尼斯共和国凯鲁万

开放时间：夏季7：00-19：00、冬季8：30-17：30

奥克巴大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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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独自相思 提供)

凯鲁万最有威望的历史当属大清真寺，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它那像古代灯塔一样的

宣礼塔，被视为建筑的瑰宝，雄伟的院落被连拱廊包围，相当雄伟。大清真寺的历史最早可以追

溯到9世纪。

   

4、加贝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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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加贝斯位于加贝斯海湾（属于地中海），是世界上唯一的海岸绿洲。在加贝斯，您将有机会一睹

海洋，绿洲，沙漠的奇妙组合。加贝斯的海洋绿洲既是上天的礼物，却也时刻处于自然的威胁之

中——潮湿的海洋空气不断腐蚀着肥沃多产的土壤。尽管人们努力保持农业生产，让每一份土地

都各尽其用，大约30万棕榈树的生存状况却不容乐观。

   

5、马特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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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在这个巨大的高原上到处可见有一些凹陷之地，在凹陷地的峭壁上挖出了很多的洞穴，这就是当

地土著人所居住的房屋，这些房屋冬暖夏凉。站在地面上放眼望去，只能看见一个坑连着一个坑

，根本看不见房屋。聪明的柏柏尔人居住这种房子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他们之所以选择这种

居住方式主要是与当地的气候有关，这个地区因受撒哈拉沙漠的影响，终年干旱酷热。使人们的

正常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柏柏尔人的地下村庄则环境安静，空气清新。住在里面凉爽舒服

，一年四季都不受气候的影响。

   

6、杜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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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独自相思 提供)

撒哈拉之门户——杜兹，是突尼斯南部最靠撒哈拉沙漠的绿洲，是四周被沙漠包围的村镇，撒哈

拉沙漠开始于杜兹以南约10公里处。这里拥有设施十分完备的酒店，古老的阿拉伯建筑和穿长跑

的伯伯尔人使小镇带有天方夜谭般的神话气息。

   

7、哈马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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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低调 提供)

全城分老城和旅游区两部分。老城仍然保持着儿个世纪以前的格局，而遭毁坏的部分建筑也都被

按原样修葺。老城由居住、经商和游览三个部分组成。居住区多为低矮的一层建筑，呈储黄色或

白色，窄小的胡同曲曲弯弯，有的地段窄得只容两人擦肩而过。老城的阿拉伯市场热闹非凡，出

售着当地生产的服装、手工艺品、各种尺寸的地毯。在出售首饰的露天小摊上，用金、银、铜和

其他代用品制作的项链、耳环、戒指、胸针等各种首饰，在阳光的照射下馏馏发光。来此的游客

摩肩接蹈，川流不息。

哈马马特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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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半情歌 提供)

哈马马特老城仍然保持着儿个世纪以前的格局，儿遭毁坏的部分建筑也都被按原样修葺。老城由

居住、经商和游览三个部分组成。居住区多为低矮的一层建筑，呈储黄色或白色，窄小的胡同曲

曲弯弯，有的地段窄得只容两人擦肩而过。老城的阿拉伯市场热闹非凡，出售着当地生产的服装

、手工艺品、各种尺寸的地毯。

地址：突尼斯共和国哈马马特

杜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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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半情歌 提供)

杜加（Dougga）坐落于突尼西亚群山环绕的努米底亚人聚集的小山丘上。杜加城海拔550米，这里

曾是罗马盟邦马西尼萨抵御迦太基人的一个基地。杜加最初是一处军事要地，随着罗马人的到来

成为了一个区域性的行政中心，汪达尔人入侵后被荒废。

   

8、托泽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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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半情歌 提供)

托泽尔是杰里德地区的交通枢纽，杰里德地区是著名的“棕榈之乡”，它是撒哈拉主要的旅游中

心，也是世界最著名的绿洲之一。这里种植棕榈树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不过，如今像雨后春笋

般涌现的则是一座座饭店。这座城市是米黄色的，这与当地烧制的砖块的颜色相一致，今天，当

地人烧砖仍然使用传统土窑。托泽尔的房子颜色与它周围沙漠的色彩很协调，甚至新建筑的几何

图案也和砖块码砌的方式相一致。托泽尔的中心地带是面积达1000公顷的椰枣树林，共有20万棵

椰枣树。人们使用泉水浇灌着这片土地，维持着这片绿洲脆弱的生态平衡。每一片土地都是一座

三个层次的园子，其中耐力最强的植物保护着最脆弱的植物：水果在棕榈树的树阴下生长，蔬菜

则生长在水果树下面。

达玫赫扎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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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半情歌 提供)

达玫赫扎绿洲(tamerza)是第六十九届奥斯卡独揽九项大奖的影片《英国病人》的外景拍摄地。这

部由沙漠、飞机、地图、战争、壁画和匈牙利歌谣所构筑的影片被誉为“如油画般的柔美”，影

片的外景地选在这里，壮观而绚丽。低矮的石墙，破败的房屋，曾经的酒吧还在，只是不见了其

上摆放的威士忌。走进其中，经典的荧幕形象便跃然于脑海。

地址：突尼斯共和国托泽尔

杰里德盐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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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半情歌 提供)

过去人们穿越这个盐沼要冒很大的风险。现在虽然已经修了一条高起的沥青路使危险性降低很多

，但是旅游者最好还是不要在夏天赤日如火的时候走这条路。在这片辽阔空旷的地区，没有任何

生命的迹象，只有到这片不毛之地来采盐的车辆偶尔打破这里的寂静。

地址：突尼斯共和国托泽尔

   

9、马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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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突尼斯北部城镇，东北距比塞大30公里。农产品贸易中心和交通枢纽。附近平原盛产的小麦、大

麦、水果、葡萄、牲畜在此集散。铁路通首都、比塞大、巴杰和阿尔及利亚。有面粉厂等。

伊其克乌尔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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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伊其克乌尔湖和沼泽是成百上千种候鸟，如鸭子、鹅、鹳、火烈鸟等迁徙移居的中转站，它们在

这里觅食筑巢；伊其克乌尔湖还是最后一个延伸至整个北非的湖泊。公园是迁徙水禽的主要冬季

栖息地之一：数以十万计的鸭、雁和其它鸟类在伊其克乌尔湖度过冬季。遗憾的是，上游的两座

水坝大大减少了入湖的淡水，造成盐度提高，导致鸟类赖以生存的许多植物灭绝，迫使鸟类迁往

他乡。

地址：突尼斯共和国马特尔

盖赫库阿勒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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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木槿的微笑 提供)

盖赫库阿勒遗址位于那布勒，处于非洲最顶端，背靠大海。十分幸运的是盖赫库阿勒遗址在岁月

的长河中完好的保存下来了，它是古迦太基文明遗址，但比迦太基遗址保存更为完整。盖赫库阿

勒遗址可以看出，早年间这里的建筑风格统一，在邻近街道一侧修建一个院子，使房子与喧嚣的

街道隔离开来，保持着一份安逸和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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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突尼斯美食

突尼斯地处北非，濒临地中海，连接撒哈拉大沙漠。也许是吸收了地中海明媚的阳光和如饴的清

风，融合了阿拉伯菜的风范和法餐的精髓，突尼斯的美食自有其独特的风味。更令人啧啧称赞的

是，在品味突尼斯美食的同时，佐餐的还有迦太基美酒，如画的风景，优美动人的歌舞表演，精

心营造的优雅情调以及突尼斯人生活中永远离不了的绿色橄榄油和香浓咖啡。

   

1、美食

鱼杂烩 

鱼杂烩也是突尼斯的美食，做法也不难。主要是要将鱼腥味去干净，这样可以让鱼杂的口感更好

。将洗干净的鱼杂放到锅里煮开，之后捞上来。再把锅烧至五成熟，将煮开的鱼杂放进油锅里，

再放入葱、姜、蒜末、洋葱等原料，当然酱油、味精、白酒、精盐之类是必不可少的。放好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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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之后微微翻炒一下，然后盖锅用小火焖上大概10分钟就可以起锅了。装到盘子里会发现鱼杂

色泽红亮，原料风味独特，吃在嘴里更是鲜香无比。

油炸蛋（Brick）

突尼斯的油炸蛋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的春卷，里面有虾仁、鸡蛋等馅料。因为有三角形状的、有

草帽形状的、扇子形状的。所以名字也比较意思，三角形状的叫油炸蛋三角、草帽形状的叫油炸

蛋草帽、扇子形状的叫油炸蛋扇子。吃时挤些柠檬汁在上面会使味道更加纯正。

椰枣 

突尼斯的饭后水果就是椰枣，这种水果很甜，而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沙漠新娘。而且还是每个斋月的供品，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种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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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罐羊肉 

把腌制好的羊肉和各种香料一同放在罐子里，然后放在炉子的内壁里吊着烤。小小的罐子锁住了

所有羊肉的味道，丰富的香料又进一步催出了羊肉的鲜美。

Cousc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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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Couscous是家喻户晓的一道美食，这是一种用粗麦粉加上蔬菜以及肉类或者是鱼肉做成的

食品，可谓是突尼斯的国菜了。最常见的佐料有鱼，干肉，肉丸和墨鱼。

Taj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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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Tajine是一种带肉馅的馅饼；吃的时候配上美味可口的沙拉，加上切碎的青椒配上橄榄油，

更是让人食欲大增。

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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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的葡萄种植园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迦太基时代，就建立了首个葡萄种植园。罗马人把葡萄

种植发扬光大，是历史上第一个对葡萄栽培及酒类酿造做出科学研究的民族。迦太基人对葡萄酒

的热爱一直延续至今。品尝葡萄种植者酿造的美酒，一刹那，就能让人想起阳光灿烂的地中海，

想起拥有美丽沙滩和绿洲的突尼斯。

橄榄油

突尼斯人爱好健康的饮食，健康的橄榄油。这里从南到北，都布满了橄榄树。橄榄油在西方有“

液体黄金”、“地中海甘露”的美誉，原因就在于它极佳的天然保健功效。突尼斯出产的橄榄油

绿色、纯天然，没有任何添加剂。品质优良，口味独特，非常有益于健康，真正是突尼斯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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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麦粉

将蔬菜、肉及家禽共同煨炖，再将粗粒小麦粉与马加（marqa）蒸熟放入容器，这一道蔬菜炖肉便

完成了。这道菜起源于早期的柏柏尔人。上好的烤鱼、木炭烘烤的羊肉以及羊肝也可以用来做这

道菜。

Mechouia 

蒸燕麦粉最好的佐菜，由西红柿加上烤胡椒做成的色拉，这份佐菜可根据时令的不同选择各种不

同的新鲜水果：红橙、沙漠椰枣，或多汁的罗马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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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饮品 

突尼斯有上乘的矿泉水以及数不胜数的新鲜果汁。民族饮料是煮沸的薄荷绿茶，清新爽口，非常

甜。品尝一下棕榈奶，会让您大吃一惊！本地啤酒Celtia像水一样在当地的餐桌上随处可见。推荐

饮用新鲜的果汁。至于葡萄酒，红葡萄酒、白葡萄酒以及玫瑰红葡萄酒，为数众多并且都有着良

好的声誉。当地烧酒：boukha（读作“bourra”）是无花果酿制的烧酒，Thibarine（椰枣酿制）的

口味接近白兰地。

   

2、美食地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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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 Azur Thalasso Golf

色彩艳丽的陶瓷，精雕细刻的金属工艺品，繁杂精致的刺绣，装饰华丽的房间，令我们一步跨到

了“北非后花园”。这一餐最理想的，除了精美的佳肴，浓郁的红酒，还有传统舞蹈 瓦罐舞。伴

着手鼓和吹奏的ZOKRA声，姑娘们手捧瓦罐和着鲜明的节拍尽情舞蹈，表现劳动人民取水的欢愉

情景。兴致所至，就餐者整个夜晚都沉浸在无尽的欢乐中。

地址： B.P 13 - 8050 Hammamet -Tunisie

电话：+216 72 278 500

网址：www.tunisia-orangers.com

L'Etoile Du Nord

这是一家宽敞凉爽的剧院-酒吧-咖啡馆，这是突尼斯城一处另类的场所。不论男女老少都常常光

顾这里，这是一个令人精神振奋的地方，而且可以欣赏到不错的音乐和戏剧表演。

地址：16 Rue Georgette Agutte， 75018 Paris， France

电话：+33-1-42264747

La Bague de Kenza

这是一家突尼斯城内阿拉伯聚居区的好去处。店内镶有瓷砖桌子上放着小巷子里的。出售的菜肴

也都是地道的突尼斯美食。

地址：106 Rue St Maur， 75011 Paris， France 4.6 km SE

电话：+33-1-43149315

Dar El Jeld 

店铺坐落在移动由18世纪精致瓷砖并经过粉刷楼邸中。这是一家华丽的主餐厅，出售各种突尼斯

美食，这里的kabkabou更是十分的鲜美。

地址：5 Rue Dar El Jeld， Tunis， Tunisia 7.8 km SW

电话：+216-71-560916

Restaurant du peu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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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家在游客心中很有人气的店铺，在这里的用餐的人们在餐巾上写满了各种赞美的话，然后

把他们挂在墙上或是贴在桌子的玻璃板下面。

地址：Rue des Remparts， Dans la médina， Sousse 4011， Tunisia

电话：+216-7322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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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突尼斯特产与购物

   

1、特产

地毯 

无论你是喜欢自然的羊毛，鲜艳的克利姆或典雅丝绸，你都会对突尼斯地毯的质量和价格赞赏有

加。每个类别的地毯都有很多种类可供选择，几乎所有的游客都会为这样合理的价格所触动。突

尼斯商人将地毯分门归类，每平方米上面铺上真丝，总数量高达25万种之多！

古董

在突尼斯众多城镇的露天集市都可以购买到古代硬币，雕像，化石，艺术装饰，古玩装饰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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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陶瓷，家具和一些古董艺术品。当然在突尼斯也有商店出售经过认证的古董。如果不是收藏

需要购买的纪念品，这里的商店和博物馆也可以买到仿制的古代钱币、石灯和雕像。

沙漠玫瑰 

突尼斯有“沙漠玫瑰”的美誉，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北非国家，还有另一种“沙漠

玫瑰”，非常有名。不久前，记者去突尼斯采风，看到了这种从沙漠里面挖出的沙漠玫瑰石，因

为它的形状很像盛开的玫瑰花，所以得名。

鸟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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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笼是由繁琐稠密的铁丝经过造型后捆绑焊接而成的，颇有欧洲宫廷气质。书柜一样大小的大鸟

笼基本上是当地贵族富人的专属品，而袖珍型的在市场上都能买到。

黄铜与古币

在突尼斯有大量精致的通过压花、雕刻、镂刻制作的铜币和黄铜盘，咖啡壶，花瓶和等铜制品。

托盘上错综复杂的艺术字与设计彰显了价值，也体现了重量和尺寸品质。而传统和现代的设计技

巧都被这里的手工匠所使用，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设计。

皮革制品

露天集市是购买价廉的小纪念品的重要场所，这里可以购买到作为收藏、装饰或是娱乐的各种纪

念品。镶亮片的镀金后宫服、绣花背心、蝎子、化石、贝壳，非洲珠链、沙漠玫瑰、拖鞋、围巾

、头巾以及突尼斯邮票，（集邮者可在突尼斯邮政博物馆购买）...

手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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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手镯的设计更倾向于精致、精细，传统而不失时尚。物品的价格均按重量计算，通常取决

于银含量和制作工艺。而突尼斯的项链则往往与原银块，玻璃珠，钱币或珊瑚等配件串连在一起

，显得十分华丽与富贵。

陶瓷

在突尼斯的露天市场里都可以挑选到适合自己的陶瓷产品，尤其在纳布勒(Cap Bon)产品则更为齐

全。突尼斯的瓷器，浅盘，碗有着不同的色彩，色调和设计。而手绘技术则是将瓷器的细致发挥

到完美无缺。对于瓷器颜色的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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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娃娃 

身着传统服饰的娃娃也是突尼斯的特色纪念品，这些可以用于收藏的工艺品在在官方授权的手工

店里都有销售。这些穿着各种服装的突尼斯娃娃做工逼真，身上的传统服饰制作也十分精良，也

是使这些娃娃成为礼物和纪念品绝佳选择的理由之一。

小型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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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纪念品露天集市是购买价廉的小纪念品的重要场所，这里可以购买到作为收藏、装饰或是娱

乐的各种纪念品。镶亮片的镀金后宫服、绣花背心、蝎子、化石、贝壳，非洲珠链、沙漠玫瑰、

拖鞋、围巾、头巾以及突尼斯邮票

   

2、主要购物地区

突尼斯手工业构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受突尼斯国家手工业局（I’ONAT）和管理。游客可

以在ONAT下属机构的商场之一、索科帕、集市或纪念品店里找到所有商品。金银细工制品主要

集中在突尼斯市或杰尔巴岛的集市上。

布尔吉巴大街

被誉为突尼斯的“香榭丽舍大道”，道路中间是人行道，树木四季常青，两旁建筑可谓“东西合

璧”，银行、商店坐落其中，这条街值得逛一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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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伊斯兰教区

可以购买到首饰、铜盘、皮包、水烟筒、陶器、布料、香料等，还有东方面点和当地特色水果。

旅人提示：

“市场日”除了在突尼斯麦地那老城的露天市场购物，突尼斯的大多数城镇和村庄也有星期集市

，集市提供了各种各样丰富的产品和各种副产品。更重要的是大家更多的是享受集市忙碌中的快

乐，因此对于突尼斯人来说星期集市可谓是每周一次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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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突尼斯交通

   

1、出入境交通

航空

目前中国到突尼斯还没有直航。可从欧洲的国际机场中转，两个小时内到突尼斯，最快的是法航

，最近的是意大利飞行50分钟。欧洲东南沿海最长时间都不会超过2个小时15分钟。突尼斯航空公

司、卡塔尔航空公司、埃及航空都可以从两边到达突尼斯。中国国航和突尼斯航空公司签订合同

，可以通过五个地区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卡塔尔、土耳其可以转到突尼斯。

主要有Tunis-Carthage， Monastir 和Jerba三大国际机场。

旅人提示：更多信息可查询突尼斯航空公司：

电话：71-330100

网址：www.tunisair.com

海运： 

轮船从突尼斯城出发开往意大利的特拉帕尼、那不勒斯和热那亚，有时还有到拉斯佩齐亚。详细

信息可查询carthage tours 电话：344066 网址：www.carthagetours.xom.cn

；compagnie tunisienne de navigation 电话：322802 网址：www.ctn.com.cn

公路

与阿尔及利亚出入境，可以在突尼斯的Sidi Bou Mendil和阿尔及利亚的Annaba/康斯坦丁Constantine

乘坐一种共乘出租车。与利比亚之间的出入境比较困难，很难在边境获得签证，可以通过当地旅

行社一试。

   

2、境内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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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交通发达。有铁路2190公里，公路20000公里，30个港口和7个机场、两家国营航空公司，

主要为突尼斯航空公司。 

突尼斯国内交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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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

国内航线比较少，包括：Tunis - Gafsa， Jerba， Sfax 和Tozeur 几条航线，行程都在一小时内。

旅游大巴：

所有城镇之间每天都有空调大巴来往，主要由国内的Société Nationale du Transport Interurbain (S

NTRI经营，服务迅速舒适，价格也不贵。夏天，还有夜班车，避开白天的酷热，最好提前预订。

另外，每个地方还有当地的便宜公共汽车，价钱便宜一些，但没有空调，速度也比较慢。

火车：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Chemins de Fer Tunisiens (SNCFT)

公司运营着国内的火车，主路线是Tunis和Gabès途经 Sousse 和 Sfax，支线是 Mahrès 到Gafsa

和Metlaoui，另外还有一些目的地，包括：Bizerte， Mateur， Ghardimao， Jendouba， Kalaat

Khasba， Bir Bou Rekba， Nabeul，

Monastir和Mahdia等。喜欢坐火车旅行的游客，强烈推荐乘坐Metlaoui 和Redeyef 之间的Lezard

Rouge (Red Lizard) 列车（每天运营），可以在途中观赏到壮观的Seldja峡谷。

共乘出租车：

当地称为louage，是最快的交通方式，价格比汽车要贵一些，坐满5人就出发。共乘出租的车站是

一个白色顶棚车厢式的站台，前后都有文字指示。突尼斯出租车较少，公共交通比较便利（运营

时间为4：00-24：00，每班车间隔15-30分钟）。

租车：

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尤其是上下班等交通拥堵高峰期。驾驶执照在突尼斯有效

。费率和在比利时差不多，但为谨慎起见，最好在出发就提前预订一辆车。道路车速限制为：市

区每小时50公里，公路每小时90公里以及高速公路每小时110公里。

轮渡：

有2条路线，从Sfax 到Kerkennah岛屿，25公里；从Jorf 到JERBA岛的Ajim ，票价很便宜。

自行车：全国都有地方出租。

地铁：突尼斯市内有地铁交通， 还有城铁 (TGM) 与市郊北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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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突尼斯住宿

突尼斯城

Auberge de jeunesse 

这是阿拉伯人聚居区中心一座极好的建筑，这里房子简单，白色墙面，还有一个漂亮的公共区域

，里面摆放着阿拉伯乐器。

电话：567850

地址：25 rue es saida ajoula

参考房价：单人间10美元

Hotel salammbo

白色的墙壁，蓝色的的百叶窗和小阳台是这里的亮点，与它们相结合的是这里漂亮的房子。

电话：334252

地址：rue de gr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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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房价：单人间15美元

Grand hotel de france 

褪色的雅致，古董铁花装饰的楼梯栏杆，还有特别木头电梯。带有天花板的通风房间，以及古老

的家具构成了这里独特的环境。

电话：326244

地址：8 rue Mustapha mbarek

参考房价：双人间24美元

Hotel maison do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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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设计异常的简单但是也十分的舒适。干净简洁就是这里的标签。

电话：240632

地址：3rue el Koufa

参考房价：单人间25美元

Hotel Africa

这里是一家豪华的酒店，拥有应有的一切豪华体验，在酒店的顶层更是能找到神话一般的酒吧。

电话：347477

地址：50 ave habib bourgiba

苏塞

Hotel ezzouhour

这里有着铺满瓷砖的干净房间，地处于城市的核心区域，只需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市区。

电话：228729

地址：48 rue de paris

参考房价：单人间1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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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de paris 

这是一个以房子为自豪的酒店，这里的房间干净，闪闪发光有一个屋顶露台和小阳台。

电话：220564

地址：15 rue dremparr

参考房价：单人间15美元

Hotel hadrumete

典型的非洲设计风格，从海边得打的灵感而修造的铜制扶手，明亮的房间，以及一个游泳池。

电话：226291

地址：place farhat hached

参考房价：单人间20美元

凯鲁万

Hotel sa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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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住处，这里提供正宗的土耳其浴，而在您窗子的外面便是阿拉伯的聚居区。

电话：230263

地址：place des martyrs

参考房价：单人间10美元

Hotel la Kasbah 

这是一家格局别致的酒店，雅致的内部与外面灰色的世界让人宛如隔世。

电话：237301

地址：ave lbn el jazz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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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房价：单人间45美元

托泽尔

Hotel residence karim  

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住处，对着马车的等候区，房间明亮有瓷砖，在视野很好打房间中可以俯瞰

外面的棕榈树。

电话：454574

地址：150 ave abdulkacem chebbi

参考房价：单人间20美元

Residence warda

这是一个干净友好物有所值的地方，酒店内有庭院面朝街道的酒店更是非常的棒。

电话：452 979

29 ave abdulkacem chebbi

参考房价：单人间19美元

Hotel continental

这是一家很便宜高档酒店，拥有一个棕榈树树荫下的游泳池，而这里的房间也是宽敞明亮。

电话：461411

地址：ave abdulkacem cheb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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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房价：标准间5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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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程推荐

   

1、突尼斯3日精华游

线路设计：突尼斯市 苏赛 凯鲁万

D1：清晨前往麦地那老城，欣赏这里13世纪哈夫斯王朝（Hafsid

periods）和17－18世纪土耳其王朝（Turkish periods）的老城布局及特点。之后前往巴尔多国家博

物馆，它是突尼斯马格里布地区最大的博物馆有助于您进一步了解突尼斯。黄昏前往被誉为突尼

斯的“香榭丽舍大道”的布尔吉巴大街。

D2：早上前往建成已有3000年的迦太基，它被誉为突尼斯的国家纪念碑之城，是迄今发现的最伟

大的考古遗址之一，地中海地区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后前往蓝白小镇感受地中海的柔情。之后

前往苏塞，抵达后游览苏塞考古博物馆，这里最具特色的是长期定居于此的镶嵌工艺师将为您现

场展示这一细致的工艺。

D3：欣赏埃尔�杰姆斗兽场是古罗马帝国在非洲留下的一座著名的辉煌建筑，是世界3大斗兽场

之一其规模仅次于古罗马斗兽场。之后前往凯鲁万，游览斯贝特拉这座建于公元2世纪初世界上保

持最完好的几个罗马古城之一。然后游览凯鲁万最有威望的大清真寺——奥克巴大清真寺。

   

2、突尼斯6日全景游

 线路设计：突尼斯 凯鲁万 托泽尔 马特马他 加贝斯 苏赛 哈马马特

D1：清晨前往麦地那老城，欣赏这里13世纪哈夫斯王朝（Hafsid

periods）和17－18世纪土耳其王朝（Turkish periods）的老城布局及特点。之后前往巴尔多国家博

物馆，它是突尼斯马格里布地区最大的博物馆有助于您进一步了解突尼斯。黄昏前往被誉为突尼

斯的“香榭丽舍大道”的布尔吉巴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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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早上前往建成已有3000年的迦太基，它被誉为突尼斯的国家纪念碑之城，是迄今发现的最伟

大的考古遗址之一，地中海地区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后前往蓝白小镇感受地中海的柔情。之后

前往凯鲁万游览斯贝特拉这座建于公元2世纪初世界上保持最完好的几个罗马古城之一。然后游览

凯鲁万最有威望的大清真寺——奥克巴大清真寺。

D3：前往托泽尔这里是杰里德地区的交通枢纽，杰里德地区是著名的“棕榈之乡”，它是撒哈拉

主要的旅游中心，也是世界最著名的绿洲之一。抵达后游览达玫赫扎绿洲(tamerza)它是第六十九

届奥斯卡独揽九项大奖的影片《英国病人》的外景拍摄地。之后游览杰里德盐湖，在这片辽阔空

旷的地区，寻找生命的迹象。

D4：前往马特马他，在这里寻找什么的神秘柏柏尔人，以及星球大战的印象。之后前往加贝斯。

D5：加贝斯是世界上唯一的海岸绿洲，在这里您将有机会一睹海洋，绿洲，沙漠的奇妙组合。之

后前往苏塞，抵达后游览苏塞考古博物馆，这里最具特色的是长期定居于此的镶嵌工艺师将为您

现场展示这一细致的工艺。然后欣赏埃尔�杰姆斗兽场是古罗马帝国在非洲留下的一座著名的辉

煌建筑，是世界3大斗兽场之一其规模仅次于古罗马斗兽场。

D6：前往哈马马特，到达后先游览哈马马特古城，这里仍然保持着儿个世纪以前的格局。然后游

览坐落于突尼西亚群山环绕的努米底亚人聚集的小山丘上的杜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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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提示

   

1、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1、突尼斯为伊斯兰国家，大部分居民为穆斯林。穆斯林不食猪肉及含猪肉、猪油食品。每年回历

9月为斋月，在此期间，非穆斯林应避免在公共场所进食、进水。与穆斯林见面打招呼时可以握手

，但部分传统观念较深的妇女不与男性握手。穆斯林做祷告时不能打扰。

2、参观清真寺或博物馆时，不可穿露背装、短裤和高跟鞋等，应尊重当地宗教风俗。

3、卫生间：女卫生间称为Dames，男卫生间称为Hommes或Messieurs

4、带好交通图，路标多是法语和阿拉伯语；不要晚上驾车赶路，最好在日落前到达目的地，方便

问路。

关于小费：

小费不是必须的，但很多小的服务要支付小费。例如给普通的行李搬运工和停车场的看车人。咖

啡馆和酒店的价格通常都包含了服务费。如果服务费没有包含在内，至多加10%的小费，出租车

也同样如此。

常用地址和电话号码：

警察 197

火警 198

救护车 190

急救 846.767

当地信息台 120/121

国际信息台 17

电报 14

旅游部电话：71341077传真：7133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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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电话：71577000传真：71793015

海关总署电话：71333700传真：71353257

突尼斯航空公司电话：71841258 71336500 70838111

机场电话：71754000 71755000

住宿：

突尼斯酒店沿用欧式环保系统，需要自备好必要的洗漱用品，例如牙刷，牙膏，拖鞋，睡衣等。

社会治安：

突尼斯是北非诸国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民风淳朴，但在集市仍需小心自己随身财物，夜晚最好

不要单独出行。

禁忌：

1、突尼斯是伊斯兰教国家，禁食猪肉、忌讳谈"猪"字。

2、参观清真寺或博物馆时，不可穿露背装、短裤和高跟鞋等，应尊重当地宗教风俗。

3、不要与当地人过多谈论政治宗教等话题，不可在政府或警察部门门口照相。

4、突尼斯人很好客，但忌讳饭前直接提及公事。

5、忌讳左手传递东西或食物，认为平时左手总干肮脏、下贱的活，是不洁净的，右手才为洁净高

贵之手，所以，待客递接物品都以右手为礼貌，用左手很不礼貌，甚至有污辱人的意思。

6、忌讳别人打听、询问自己的工资情况，认为这样做是不礼貌的。

7、忌用酒作礼品。忌讳数字13，认为13是不吉利的和厄运的象征。

8、突尼斯人，尤其是商店的服务人员，特别不愿听到对方说他们卖的东西

   

2、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突尼斯大使馆

大使馆：

地址： 22, RUE DR.BURNET, TUNIS, 1002, TUNISIA

邮编： 1002

国家地区号：00216

办公室（值班）电话：71780064

非办公时间值班手机：9846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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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处：71802262

礼宾/领事：71792107

传真： 71792631

网址：http：//tn.china-embassy.org

http：//tn.chineseembassy.org

电子邮箱：chinaemb_tn@mfa.gov.cn

经商处：

地址： 8, RUE AHMED EL CHARBI, TUNIS, 1002, TUNISIA

电话：1845031、71846266、71845805

传真：71841996

电子邮箱： BCEC.AMBACHINE@EMAIL.ATI.TN

   

3、影音典藏

书籍：

《突尼斯：碧海黄沙间的心灵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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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北非珍珠

《突尼斯：碧海黄沙间的心灵版图》中，你还能感受到流动的灵感，创作的激情。蓝白小镇的闲

适、迦太基遗迹的沧桑、凯鲁万大清真寺的肃穆、撒哈拉沙漠的无垠⋯⋯记录自然美景，分享旅

行感受。但是，不仅仅是这些。

《从日落之邦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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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落之邦说起》多角度地记述了作者外交生涯中难忘的人和事，不仅记录了驻在国独具风貌

的风土人情，还真实地记载了与驻在国高层人士及平民的交往，如摩洛哥、突尼斯等独特的风俗

及纯朴的民风，与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及穆罕默德六世等高层人士的友谊等，新中国外交官在外

交第一线的风采可见一斑。书中插有90多幅珍贵照片。全书语言朴实，文笔流畅，内容丰富，引

人人胜，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一定的史料价值。

电影：

《星球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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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大战》（英文：Star Wars），中文可简称星战，是美国导演/制作人乔治�卢卡斯所制作拍

摄的一系列科幻电影。《星球大战》三部曲，首部星球大战的人物及故事是参照日本导演黑泽明

的《战国英豪》所创作而成。1990年代末开始他拍摄了最初的三部曲之前的故事。突尼斯为电影

外景地。

《英国病人》——在突尼斯演绎宁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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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一架英国飞机在飞越撒哈拉沙漠时被德军击落，飞机上的机师全身严重烧伤，当地的

人将他救活后送往了盟军战地医院。由于受伤，这个机师丧失了记忆，不能想起自己是谁，因此

只被叫做“英国病人”。法国和加拿大血统的汉娜是战地医院的一名护士，战争使她失去了男友

麦根，在伤员转移途中由于误入雷区，又失去了最好的朋友珍，于是善良的汉娜决定独自留下来

照顾这个“英国病人”。这是意大利托斯卡纳的一个废弃的修道院，远离战争的喧嚣，显得宁静

而闲逸，“英国病人“静静的躺在房间的木床上，窗头的一本旧书渐渐唤起了他的思绪⋯⋯

                                               85 / 87



�������

突尼斯：北非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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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