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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达加斯加：现实中的诺亚方舟

  马达加斯加？说到这个印度洋上的岛国，许多人会一头雾水，然后恍然大悟，是不是梦工厂动

画片《马达加斯加》中描述的非洲岛国。也许大多数人对马达加斯加的印象还停留在电影中的场

景。对，那就是马达加斯加，但电影描述的并不是全部。

翻开世界的版图，让我们一起来探寻这片神奇的国度，如今它的名字已越来越为人所熟知，它的

独特和美丽也被更多的人所关注，它就是世界第四大岛，自然进化留给世人的“诺亚方舟”。 

狐猴、香草、猴面包树的乐土——马达加斯加(图片由网友 @嘿名单 提供)

马达加斯加岛以其物种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出名，这里有七成的动植物都是马达加斯加所独有的。

所以，对热爱自然，喜欢探索发现“新世界”的爱好者来说，马达加斯加绝对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在众多游客的眼里，马达加斯加可与亚当夏娃的“伊甸园”相比，它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世

外天堂”。此外，热带岛国的风光也一样不会缺少细白的沙滩，纯净的大海和蔚蓝的天空，这里

的沙滩和阳光也足够让你独享与回味。而那些足够原始的自然和恬淡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让你忘

记时间的存在，仿佛人类的文明与这里无关。 

                                                 5 / 96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905&do=album&picid=31085


�������

马达加斯加攻略

                                                 6 / 96



�������

马达加斯加攻略
马达加斯加旅游地图

（大图请点击：http://1.pic.lvren.cn/p/2011_12_02/2011_12_02_619224_w83ik6.jpg）

来到马达加斯加你将对“独特”这个被滥用的词汇产生崭新的认识！这里的独特物种、奇特的民

俗将是您来马达加斯加绝棒体验。

最佳旅游时间：

马达加斯加最佳旅游季节是5月份到10月份。一般来说，马达加斯加有两个季节：从11月到4月是

湿热的雨季，5月到10月是较为凉爽的旱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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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

马达加斯加的签证种类有可延长签证和不可延长签证两种：可延长的包括劳工签证、投资签证和

团聚签证以及用于外事和经援项目类的礼遇签证；不可延长的包括旅游签证和商务签证，都属于

短期签证，最长有效期为3个月，而且原则上不可延签。

马达加斯加对持中国护照的入境客人 (包括因私或因公护照)

允许落地签证，并根据离境机票的时间给予相应的逗留期限 (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 ，条件是必须

要有回程或离境机票。一般来说，中国公民因私入境马国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享受落地签证，而团

队游客可以事先凭邀请函或旅行社的行程担保在马驻华使馆办理旅游或商务考察签证以方便出行

。

落地签证费用是140.000AR，从09年4月15日现任过渡政府为了振兴旅游，推出了免除落地签证费

的优惠政策（限1个月之内的旅游签证）。

旅人提示：

虽然入境马达加斯加不需要黄皮书（强制预防接种检疫），但是事先最好还是做好黄热病、霍乱

包括肝炎预防接种。

办理马达加斯加签证（旅游签证/商务签证）所需材料：

1. 有效护照原件

2. 2张2寸彩色照片

3. 无犯罪记录公证书（原件）

马达加斯加探亲签证所需材料：

1. 国外邀请方需提供材料邀请函（注明邀请的目的，邀请探亲的往返时间，地址，电话等）

2. 申请人的有效护照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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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证明

4. 身份证复印件

5. 2张2寸彩色照片

6. 亲属关系公证书

7. 无犯罪记录公证书（原件）

签证资料被马达加斯加驻华大使馆受理后，约需要10-15个工作日。

旅人提示：

1、您所申请的签证是否可以成功，取决于签证申请人提供的签证资料及马达加斯加驻华大使馆签

证官审核；若出现拒签情况，申请人应自然接受此结果，并支付签证申请费及服务费；

2、“签证工作日”的解释：从领事馆受理申请人签证开始到签证审核结果出来的时间。如因人力

不可抗拒的因素或领事馆假期、使馆内部人员调整、签证打印机故障等，有可能导致签证工作日

延长；

3、 有关签证资料上公布的签证有效期和停留天数，仅做参考而非任何法定承诺。

4、具体签证时间与费用均以使馆为准，以上仅供参考。

   

2、货币与小费

货币

马国目前通行的货币名称叫做ARIARY（阿里亚里）。阿里亚里曾经是马达加斯加以前使用的货

币符号，于2003年重新开始发行，和旧币 (货币单位FRANC MALAGASHE，俗称马法郎，2006年

底已经完全退出市场)比值为1：5，就是说1AR=5FMG。尽管旧币已经几乎不再流通了，但马国人

民还保留着惯有的计算方式，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喜欢换算成FMG (马法郎)

来计算物价，这一点尤其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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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达加斯加是外汇管制国家，但是外币兑换还是比较方便的，除了银行，还有为数不少的具

有外币兑换资质的钱庄提供货币兑换服务，当然，星级宾馆也可以进行。需要注意的是在游客常

出入的地方，会经常遇到问你是否需要兑换外币的小贩，虽然他们的兑换汇率有可能比酒店或银

行更加划算，但是没有任何的保障。

下面是首都提供货币兑换业务的钱庄联系方式：

SOCIMAD

地址：30，Rue Radama Tsaralalana 电话：2225246

机场办事处联系方式：033 1136595

MASTER CHANGE

地址：2，Rue Samuel Rahamefy Ambohijatovo 电话：24 36436

TROPIC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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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7，Rue Rabezavana Ambodifilao 电话：22 61705

MADA CHANGE

地址：Logt 712 Cite Ampefiloha 电话：22 56676

DOLLARIUM FOREIGN EXCHANGE

地址：Immeuble Business Avenue Tsaralalana 电话：22 38512

小费

在马达加斯加消费有给小费的习惯，尤其是在酒店和餐厅消费，至于金额则无需很多，一般餐厅

就餐，500-1000AR即可。

银行

马达加斯加的商业银行里面在全国网点分布最多的主要有BOA MADAGASCAR (BANK OF

AFRICA) 非洲银行和BNI-CREDIT

AGRICOLE法国农业信贷银行这两家银行。常见的信用卡如VISA维萨、MASTER万事达

、AMERICAN EXPRESS美国运通等在马国各银行、星级酒店和大型商场以及一些中高档购物场所

都能使用，但是自动提款机ATM在马达加斯加还不普及，除了一些银行的网点配备外，独立的提

款机几乎没有，对习惯了使用信用卡的客人来说还是很不方便的。需要提醒的是，国内的银联卡

，如果不是信用卡，那么在马达加斯加不能使用。

银行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到下午16点半，周六周日休息，如果法定节假日，银行也不营业。

   

3、海关规定

海关对携带外汇入境没有限制，但鉴于马达整体还是外汇管制，那么原则上要求外汇入境要进行

申报。

关于工艺品允许携带出境的限制，这是基本所有游客都会关注的问题。原则上，根据马达加斯加

海关法，所有可列为国家文物，包括古生物化石标本、古代墓葬艺术品或陪葬品、古文献等都不

允许出口；而马达加斯加工艺品市场上常见的工艺品，木雕、草编、宝石、化石类制品，基本都

允许出境，但不同的制品有不同的规定，如红木或黑木雕制品和化石类制品都需要出境许可单，

那么在购买的时候请一定要求工艺品商一起提供，法文名字叫“LAISSER PASSER ”而不仅仅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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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发票。至于动物标本，如玳瑁、鳄鱼、变色龙等，以及活的野生动物，这些都是属于国际动

物保护公约的一级保护动物，是绝对禁止携带出境的，冒险闯关会面临法律制裁的风险。另外，

对于宝石，也不是没有限制，根据现行法律，普通游客只允许在申报情况下个人最多携带不超过2

50克的宝石（含加工首饰）以及2公斤的加工好香草出境，如果超过此限制，就要面临走私的起诉

和罚款的风险。

具体规定如下：

具体受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包括以下种类：

所有狐猴

所有陆龟及海龟

爬行动物如变色龙、壁虎、蜥蜴类

部分蝴蝶和昆虫

蛙类

蛇类

所有兰花属类植物

针刺类独有热带植物等

每位出境旅客（不含无单独护照的偕行儿童）可携带下列数量的物品出境

40万阿里亚里

250克压印首饰（常居人员）

1公斤压印首饰（非常居人员，需出示与首饰价值相符的汇兑申报单）

2公斤经加工的香草（荚果或草辫）

5公斤干种子（豆类等）

1公斤洋葱

1公斤胡椒

1公斤咖啡

5公斤肉（冷冻的、冷藏的或干燥的），欧盟国家除外

10公斤鱼和海产品（冷冻的、冷藏的或干燥的），每种不超过2公斤，且需在正规商店购买

特别手续

携带濒危动植物和其它受国家保护的物品出境，应出示CITES许可证（由环境、水务和林业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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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驻机场代表发放）

携带植物和畜产品出境，应出示检疫证书（由农牧渔业部或其驻机场代表发放）

携带畜产品和活体动物出境，应出示检疫证书（由农牧渔业部或其驻机场代表发放）

携带下列物品出境，必须取得出境许可证：

-珍贵木材及其制成品（由环境、水务和林业部或其驻机场代表发放）

-贵金属和首饰（由能源和矿业部或其驻机场代表发放）

携带下列物品出境必须申报： 

-250克以上的贵金属和首饰

-价值等于或大于1千万阿里亚里的外币

-因迁居出境的个人财产和日常用品、私人使用的交通工具

每位入境旅客（不含无单独护照的偕行儿童）可免税携带下列数量的物品入境

2升含酒精饮料

2条或20包香烟

40万阿里亚里

衣物等日用品及所有自用物品

特别手续

携带武器弹药入境应出示进口许可证

携带濒危动植物入境应出示CITES许可证

携带宠物入境应出示有效抗狂犬病疫苗注射证明

携带植物和食品入境应出示进口许可证和原产地检疫证书

   

4、其他

通讯

如果从国外拨打马达当地手机，00261后面直接加0之后的9位数字，如 00261330719097 即可。在马

达当地固话与移动电话之间通话，直接拨打移动电话号码；固话间通话，直接拨打对方固话；移

动电话拨打固话，需要在固话前加上020然后才是对方固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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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马达加斯加的电信运营商包括有固网的一家TELMA，移动的三家TELMA、ZAIN、ORANG

E，固话是7位数（首两位是城市区号，后面5位数字），而移动电话是10位数。

马达加斯加的国际代码是261，如果从国外拨打马达加斯加座机，需要在00261+20+座机号码如

00261 20 22 30043

三家移动通讯运营商的电话前缀分别是

Orange ：0 32 xx xxx xx

ZAIN ：0 33 xx xxx xx

Telma ：0 34 xx xxx xx

网络

互联网接入普遍的方式包括运用WINMAX的无线接入和ADSL专线两种，速度从64K到1M不等，

但是资费不便宜，比如128K的ADSL包月费大概在110美元。所以，在国内习惯享受上网冲浪乐趣

的朋友初到马达要忍受这边的低网速和经常性掉线。但是，中小规模的网吧还是很普及，大中城

市的主要街区都能看到凡是有CYPER 字样的地方，就是网吧了。

插座 

马达加斯加电压为220伏，使用法式双头圆插（部分插座中间还留有地线插口），中国游客需要配

转换插座。马达加斯加乡村地区的用电还不普遍，对外出时间较长或到偏远地区的游客一定要配

好备用电池。

时差

马达加斯加属于GMT+3时区，比北京时间晚5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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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马尔加什语作为马达加斯加人民自己的语言，全国通用，尽管地区之间可能会有发音的差异，但

差别不大。另外，除去法语一直是法定的官方语言外，在2006年政府为了加大推广英语力度，也

把英语列入官方语言。

邮政

马达加斯加的所有城市和大部分城镇有配有邮局，而且规模较大的邮局相应还会有公用电话亭，

有的还配有互联网电邮服务。从马达加斯加寄回中国的普通平邮时间大概是10天，邮资相当于6块

人民币。

着装

马达加斯加常年所需的着装以夏装为主，但是旱季来旅游时，因为早晚温差较大，夹克、风衣以

及毛衣也是必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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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马达加斯加最棒体验

   

1、和恐龙的邻居马达加斯加“狐猴”合影

(图片由网友 @乐观小姐 提供)

马达加斯加岛上“狐猴”可谓是举世公认的动物明星，在它可爱的外表之下还隐藏着惊人的身世

。狐猴是史前幸存下来的动物，与地球球上曾经的霸主恐龙做过邻居，比它们的近亲猴子出现得

要早得多。

可爱的狐猴体型一般较小，嘴脸像狐狸，动作像猴(这就是名叫狐猴的原因) ，皮毛多为棕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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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温和，行动谨慎，长着比一般猴子长得多的大尾巴。无论是蹲在树权问懒洋洋地晒太阳，还

是在山岩上规规矩矩地排队汲水；无论是偷偷摸摸地上树掏蜜，还是冒失地跑过开阔地；无论是

在树干之间自由的荡来荡去，还是在家庭生活中的甜甜蜜蜜，它们的动作都是那样的憨态可掬，

逗得你忍不住哈哈大笑。在马达加斯加上一定不要错过和这位恐龙的邻居合张影哦。

   

2、独特的马达加斯加聚会“尸体和活人”一起跳舞

(图片由网友 @嘿名单 提供)

在马达加斯加，当地人有个特别的节日怀念逝者，这就是翻尸节。“翻尸”顾名思义，就是将死

者的尸体从墓穴中挖出来，高举着尸体连唱带跳，而且“翻”的越热闹越能表示对死者的尊重！

在岛上居民看来，把尸体重新取出，可以让生者再有一次直接祭拜死者的机会，以祈求先人的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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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也可以让在阴冷黑暗的地下埋了若干年的死者“出来透透气，晒晒太阳”，让他们在“天国

”生活得更好。这种做法跟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观念有所不同，但却是马达加斯加人特有的一

种表示对逝者缅怀的做法。

   

3、穿越马达加斯加拥有60000年历史的壮美峡谷

(图片由网友 @嘿名单 提供)

峡谷向来是摄影爱好者的乐园与探险家的天堂，在马达加斯加岛上您将有幸在历经60000年而形成

的峡谷中穿行。安资拉巴（Antsirabe）的南部-西南部的25公里处为伊碧提（Ibity）山系，它的地

形犹如山体斜坡和成锯齿状的刀刃。水土腐蚀至少已经有了60000年，从而形成了诸如“壶洞”的

地形。自从1960年发现以来的在这些洞中，形成了迪普罗多库斯（Diplodocus），捷蒙特（la Jume

nt）、卡尼彻（Caniche）及贝洛戈特登（Perroquet）的凹陷口。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探险天堂，

地下值得探索的东西很多。这里峡谷中有很多的洞，犹如地道的瑞士奶酪一般，其中有11个洞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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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列为神圣的洞。在这样的峡谷中探险每一步都是在穿越历史。

   

4、跟着《马达加斯加》走进现实版的“诺亚方舟”

(图片由网友 @乐观小姐 提供)

由梦工厂推出的系列动画片《马达加斯加》让人知道了马达加斯加岛，同时也将岛上奇特的动植

物带到了人们面前。马达加斯加岛最独特之处，就是其物种的多样性和独特性。由于从东北部的

热带森林到南部的荒漠地带，从中西部高原到周围沿海、山谷、草原、河流、湖泊、森林、湿地

、港湾、岛屿，不同的气候带，丰富的自然条件仿佛让这里成为了现实版的“诺亚方舟”。自从

在6000万年前与大陆分离后，一些古老的动植物群与世隔绝，独自在这个孤岛上的雨林中繁衍生

息。在大陆的同类逐渐消失了，这里却不断创造出了奇特的新物种。您在这里看到的70%的动植

物都是独有的，在地球的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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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琥珀山国家公园中寻觅世界上最小的变色龙

(图片由网友 @乐观小姐 提供)

风景秀丽的琥珀山随只有1475米高，植被却有18000公顷。它的河流瀑布和火山口处的湖提供了不

同的景观，山上的气候也很合适生长不同的动植物。良好的自然环境让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的天堂

，这里的75种鸟、9种爬行动物及独特的哺乳动物，是马达加斯加雨林所特有的。最为重要的是在

这里能看到世界最小的变色龙。行走在雨林中要寻找它们的足迹可得仔细观察哦，也许它就在你

的手边。

   

6、欣赏马达加斯加岛的上古“神木”——猴面包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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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乐观小姐 提供)

猴面包树BAOBAB——作为这个地球上古老而独特的树种之一，目前只分布在非洲大陆、北美部

分地区和马达加斯加岛，尽管猴面包树并不是马达加斯加所独有，但是全世界目前还只有马达加

斯加岛还保存有成片的猴面包树林，而且全世界8种猴面包树有7种都能在马达加斯加见到。岛上

的猴面包树还以高大粗壮、造型奇特出名，它们构成了西部稀树草原一道壮丽的风景线，真可谓

是自然造物钟情马达加斯加而留给世人的一个个惊叹号。

   

7、香草之岛“诺西贝”有的不只是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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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未来哈萝 提供)

诺西贝全岛一片水雾缭绕的热带雨林景象，岛上种满了来自亚洲的依兰树，美丽的依兰让这里处

处芳香，因此诺西贝又被称为香草之岛。但若您只沉浸在让人迷醉的香气中那您可将错过NOSYB

E环岛200多公里的最美沙滩。这里沙白细软，天蓝海平，尤其让人觉得惬意的是这里的恬静自然

，没有一般海滩度假胜地的喧哗和热闹，只有信风的温柔亲抚和自然天成的宁静纯朴，也没有过

多的人工建筑或装饰，漫步在这样的海边，会使你忘记了时间的存在。此外，在诺西贝您还可以

进行丰富的水上活动如浮潜、冲浪和水上滑翔伞等活动。

   

8、你相信吗马达加斯加的“牛”比“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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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乐观小姐 提供)

据统计，马达加斯加有牛1015万头，与全国人口940万人相比，平均每人拥有1.08头牛。牛在马达

加斯加岛占有极特殊的地位。到处都能看到的牛的形象，钱币上有牛，童子军徽章上也有牛，而

且在1960年独立纪念时，第一个前往拜谒的竟然也是牛。此外，在马达加斯加乡间还盛行斗牛活

动，谁能将牛杀死或骑到牛的背上即为胜者。据说，在某些地方，斗牛还是姑娘选郎的一种方式

！

旅人提示：在马达加斯加如果您自驾时与牛群相遇，请停下让道于牛群。

   

9、不可错过的宝石旅程“只有想不到没有见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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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岛上几乎所有的彩色宝石种类都曾有发现过，市场上可见到的品种至少有30多种：祖

母绿、红宝石、蓝宝石、金绿宝石、海蓝宝石、铯绿柱石、金绿柱石、各色碧玺、石英类宝石、

石榴石类宝石、长石类宝石、磷灰石、堇青石、榍石、黄玉、锆石、欧泊等等。其中最有特色要

属象征忠诚、友爱和真实的石榴石，还有汇聚天地精华象征财富的鹦鹉螺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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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畅游马达加斯加

   

1、安塔那那利佛

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市，法语名Tananarive (马达加斯加语名为Antananarivo)，简称：Tan

a。马达加斯加语寓意为“千人勇士城”，塔那那利佛建城时间上溯到1625年，城名即取自当年调

配守卫该城的士兵人数。1793年，该城成为马达加斯加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中央集权王朝

伊美利那王国 (Imerina) 的首都，塔那那利佛随之成为全国的行政中心。塔那海拔在1242米到1468

米之间，坐落于12座圣山的山腰之上，山城地貌，地处马岛中东部高原地带，平均海拔1300米，

属热带高原气候，全年气候宜人，无酷暑天气，但早晚温差较大，年平均气温18℃，年降雨量120

0毫米，一年也分雨季旱季，一般来说每年的4月-10月为旱季，11月到来年4月份为雨季。塔那常

住人口大约150万，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塔那市现今城市规划始于19世纪末的法国殖民

统治时期，当时的一些建筑和主要街道，尤其是当时根据行政、商业、公共活动场所的不同需要

所规划出的不同区域一直保留至今。塔那市风景秀丽，一直有“世界上最诗情画意的国家首都之

一”的美誉，四季鲜花盛开，建筑风格多样，既有殖民地时代的法式建筑，也有富于民族特色的

砖楼，而体现其它异域文化风土的建筑也屡屡可见。最常入目的是依山而建鳞次栉比的座座楼房

，错落有序，充满情调。这样的景致往往会让你忘了这是在马达加斯加而是应该在欧洲南部或是

地中海沿岸的某个城市。

塔那市动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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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嘿名单 提供)

动植物园内环境优美，安静和谐，在园内能观赏到马达加斯加大部分有代表性的动植物品种，这

其中包括大部分的狐猴品种和一个爬行动物馆。园内还有一个天然湖泊和湖心岛，岛上树林里栖

息的水鸟有上百种。此外，对古生物化石和生物演变感兴趣的朋友还别忘了参观它的古生物博物

馆。

门票：当地居民（1000AR）和国外游客（10000AR）

地址：Le Parc Botanique et Zoologique de Tsimbazaza

电话: 22 311 49/22 337 56/22 310 14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从10:00-17:00周一闭园休息

女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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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嘿名单 提供)

女王宫（LE PALAIS DE LA REINE）是塔那市内最具有观赏价值和人文价值的景观，也是马达加斯

加为数不多的入选UNESCO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女王宫雄踞在全城最高的山岭之上，俯瞰整

个塔那市，是当年伊美利那王国女王统治权力的象征。女王宫修建于1839-1840年间，时值马达加

斯加历史上著名的娜拉瓦鲁那女王一世(Ranavalona I) 在位时期 (1828-1861)

。娜拉瓦鲁那女王一世是拉达马国王一世 (Radama I，也是马达加斯加伊美利那王朝第一位国王) 

的遗孀，国王去世后，她开始主宰起马王国的命运。女王宫的设计和修建在当时是交给英法传教

队伍中的建筑师来完成的，是典型的19世纪的欧洲巴洛克风格，宫殿主体建筑由两部分组成，内

宫主体是基本由紫檀木建造的宫殿，外部的城墙全部由花岗岩石砌成，整体巍峨挺拔，最高处达4

0米，气势不凡。

门票：5000AR

地址：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从10:00-17:00周一闭园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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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府 

(图片由网友 @嘿名单 提供)

总理府（LE PALAIS DU PREMIER MINISTRE）坐落在与女王宫仅仅相隔数百米的另一处山岭上，

始建于1872年，由伊美利那王朝的第一位总理授令所造。该建筑一样出自法国建筑师手笔，砖石

结构，雄浑稳健，气度不凡。中间的大圆锥玻璃穹顶，加上四座塔楼的金属尖顶，阳光照耀下，

熠熠生辉。总理府在1976年时也曾失过火，但所幸扑救及时，没有造成太严重的破坏，从1985年

重修后，现在的总理府已经改建为马国历史博物馆，保存的史料和文物主要体现了从古伊美利那

王国到殖民时代的历史。

地址：IVA Antaninandro，Antananarivo

皇家蓝山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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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未来哈萝 提供)

Royal Hill of Ambohimanga 这是马达加斯加另一处被联合国入选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有着重要历

史意义的古迹。安伯伊芒伽的皇家蓝山行宫是马达加斯加人文化统一性的最重要的表现，马国当

地人俗称老王宫。老王宫的传统设计、传统原材料和布局体现了16世纪以来马尔加什人社会结构

和政治结构；也是马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中央集权王朝麦利那王国的发迹地，直到19世

纪中叶以前，这里一直是集记录历史、举行宗教活动和祈祷功能于一体的建筑群的典范。

老王宫位于首都塔那那里佛北20余公里，建在一座树木茂密的山丘之上，又称“蓝色山丘”。因

为这里有王宫和皇室陵寝，又称“圣城”。王宫坐落山头，现存唯一最古老而又较为完整的王宫

，是安德里亚纳姆波伊尼麦利那国王在1788-1810年执政时的住地。王宫为木质结构，建筑在石砌

的台基上，长约7米，宽6米，屋顶由一根10米长黄檀木支撑，双层黄檀木板为壁，每块板宽40到4

5厘米，厚7厘米，共计110余块木板。“圣城”地势险峻，防卫坚固。城门上端建有圆草顶、红墙

壁的了望亭。城门为单独一块圆石板，直径4．5米，晨开夜闭，每次开关都必须几十人推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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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亚纳姆波伊尼麦利那国王于1810年死在塔那那里佛。根据他的遗嘱，安葬于此，但是法国殖

民局在1897年将国王的遗体移葬于塔那那里佛女王宫内王宫陵墓。

地址：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

鳄鱼农场 

(图片由网友 @未来哈萝 提供)

马达加斯加鳄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鳄鱼之一，最大的体长可以长达7米，农场每年新出生的鳄鱼多

达5000只，CROC FARM公园内有各种鳄鱼制成的工艺品出售，公园内的餐厅还能品尝到鳄鱼肉

。此外，在该公园内除了鳄鱼是主角外，还同样能参观到马达加斯加当地的一些特有爬行、两栖

动物，如变色龙、蜥蜴、陆龟、蛇等以及大约3种狐猴和马达加斯加獴。这是马达加斯加唯一的可

以特许养殖鳄鱼和进行商业用途的经营性农场。

门票：10000AR 联系电话：22 34886

地址：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

开放时间：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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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猴公园 

(图片由网友 @未来哈萝 提供)

PARC LEMURIEN坐落在河畔的公园占地5公顷，植被繁多，风景秀丽，目前饲养了9种狐猴（包

括4种夜行狐猴），如比较有代表性的褐狐猴（ Eulemur fulvus），环尾狐猴（Lemur catta ou

Maki）跳舞狐猴（Propithecus sifaka）和“熊猫狐猴”（variegata

）等，是首都附近在自然野生状态下能近距离观察和接触狐猴的最佳选择之一。

门票：15000AR(成人) 8000AR（儿童）

地址：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郊外1号国道路上

电话：22 234 36 033 11 728 90

开放时间：9:00-17:00

MANTASOA大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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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未来哈萝 提供)

距离首都60多公里，是首都居民节假日休闲度假的理想去处。兴建于1937年的水库使这里常年保

有着1亿多立方米的水量，人工筑坝形成的大湖区包围在崇山峻岭之中，分割出大小不一的湖泊，

颇有“小千岛湖”的风范。景区内有设施良好的酒店，能提供水上活动游船、赛艇以及直升机俯

瞰等多种旅游服务。景区附近还有马达加斯加历史上著名的最早的工业城的遗址可供参观，这是

当年伊美利那Ranavalona 1e女王一世命令法国人Jean

Laborde修建的，规模曾轰动一时，最后因为政治原因而停止。

蝴蝶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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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乐观小姐 提供)

PARC EXOTIQUE这是由法国人经营的私人保护区，得天独厚的环境和专人的饲养，使这里成为

马达加斯加难得的能集中参观到有代表性的大部分特色昆虫、两栖和爬行动物的公园，是所有“

爱爬者”向往的天堂。以至于台湾朋友给这里起了一个有趣的别名“变色龙农场”。保护区内在

半野生状态下的行行色色的变色龙（超过20种）和那些超乎你想象的壁虎（包括叶尾守宫，金背

守宫等）、蜥蜴、昆虫令人大开眼界。不要忘了，保护区内的森林里还能见到包括dancing

lemur跳舞狐猴在内的三种狐猴，一样令人兴奋。

门票：10000AR

地址：位于去塔马塔夫港口的国道上，距离塔那市大概70公里

开放时间：9:00-16:00

昂达西贝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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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乐观小姐 提供)

ANDASIBE PARC NATIONAL这里重点再介绍的是位于国家保护区内的隶属于VAKONA LODGE

酒店的私人保护区，保护区位于昂达西贝腹地，由狐猴岛和鳄鱼谷两部分组成。狐猴岛上生活着

完全自然状态下的5种狐猴，最妙的是岛上的狐猴已经习惯于人类的友好，游人可以充分体会到给

狐猴喂食的这种能与独有保护动物亲密接触的难忘体验；鳄鱼谷的兴致还不只是在于可以参观到

野生的鳄鱼，湿滑的小径和“危险”的吊桥给游人带来惊险刺激的原始雨林探秘的乐趣。

地址：距离位于首都约130公里的前往塔马塔夫的国道旁

   

2、安其拉贝

沿着7号国道往西南方向行驶170公里，就能来到马达加斯加海拔最高的城市，水源之城——安其

拉贝（ANTSIRABE）。自古以来，火山喷发的地质运动形成的湖泊与巍峨的山脉给这个地区带来

宝贵的财富，除了众多的温泉资源和富含矿物质的优质水源，这里还以盛产宝石而出名，除了常

见的各式水晶外，产量多品相好的还包括碧玺、刚玉等。安其拉贝城市街道整洁，风格如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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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镇一般，宁静而优雅，但是又不乏浓郁的马国风格。这里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叫做“pousse-

pousse ”的人力车（类似于我们的黄包车，不过体型较小），在这样小而温馨的城市里坐一回人

力车，倘佯在法式阁楼和尖顶教堂之间，有十足的风味。安其拉贝城市附近的村庄田野则是了解

马达加斯加“高地人”传统农耕生活的好去处。

Tritriva 火山湖 

(图片由网友 @嘿名单 提供)

距离市区约15公里（包括大约7公里的土路），这是安其拉贝最富盛名的火山湖，坐落在Tritriva山

上，茂密的丛林中，掩映着这个有着马达加斯加岛国形状的深邃的火山湖（超过160米深），湖水

碧绿清澈，清风徐徐，再加上当年恋人殉情坠湖的动人传说，更是平添了几分妩媚与神秘。

Ibity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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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嘿名单 提供)

安其拉贝往南30公里的Ibity山脉以矿产丰富而出名，山脚下的sahatany村庄的村民据说是马达加斯

加最好的手艺工匠之一。

Andraikiba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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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嘿名单 提供)

安其拉贝人休闲度假的日常去处，湖边有专门出售各种宝石的手工艺品摊位。

   

3、迪戈

迪戈 Diego Suarez（沿用的法语称谓，现在正式名称是ANTSIRANANA)，这是位于马达加斯加最

北端的海滨城市，从 Diégo Suarez到 Maintirano的海岸线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海湾之一（也是世界

第二大海湾）。洁白无暇的海滩安详的在海滨延展，看渔民或商旅的阿拉伯小帆船和双桅帆船来

来去去，而海水是碧绿的蓝，偶尔有岩石露出水面，还有点点散散的小岛，慵懒舒适的在这温柔

的海湾里静卧，守着几株棕榈，两棵旅人蕉，三户人家，仿佛时间从来没有流逝过，无论是过去

还是现在抑或将来，一直不会变。Diego这个城市是颇具风格的，是马达加斯加历史最悠久的城市

之一，是一个受多种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世界风”小城。MONTAGNE

FRANCAISE“法国山” 历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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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未来哈萝 提供)

这里除了能参观到当年殖民者修建的的海岸防卫工事遗迹（炮台和碉堡等），也是登高俯瞰美丽

的迪戈海湾的最佳眺望点。

Le Baie de Sakalava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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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嘿名单 提供)

这是世界最美最佳的适合冲浪地点之一，每年在这边举行的国际冲浪邀请赛开始略有名气，水上

运动之余，附近的鸽子湾和沙丘湾呈现的是能让你忘却一起烦恼的洁净无暇的白沙碧海。

LE MER D’EMERAUDE绿宝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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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嘿名单 提供)

这是迪戈海湾内最大的潟湖之一，无比清澈的碧绿海水，是梦想中的天然水族馆，是浮潜的最佳

场所。从这边海湾还登船去周围的一些小岛，如山羊岛或者海鸥岛，都是原始纯粹的世外所在。

Montagne d’Ambre 琥珀山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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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未来哈萝 提供)

这里有着马达加斯加北部保存最完好，生态系统最允分的热带雨林，也是马达加斯加游览人数最

多的保护区之一。AMBRE成为国家公园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法国殖民时代，早在1958年就成为了专

门的国家保护区。其中生活着7种狐猴（包括最小的日行狐猴）24种爬行动物：包括世界上最小的

迷你变色龙；和大约7 7种鸟类以及1 000多种各种热带雨林植物。

   

4、菲亚那措

菲亚那措（FIANARANTSOA ）位于距离首都410公里的同属于中部高原的丘陵地带，因为相似的

地形和气候，乃至于接近的城市布局，所以菲亚那措也有塔纳那里佛姐妹城的称谓。菲亚那措作

为中部与南部的过渡地段，在马达加斯加历史发展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最早的城市建制可以上

溯到1830年，至今老城区Tanana Ambony还保留着完好的历史遗存，石板铺筑的小径，上下加错延

伸的台阶，红砖尖顶带游廊的传统建筑等等，一直书写着这个城市的剪影。菲亚那措还是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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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之乡”，马达加斯加历史上不少著名的学者士绅都来自当地，以致于一贯以来菲亚那措的

教育质量都是马达加斯加平均水平最高的。此外，菲亚那措周围的地区还以出产酿造葡萄酒出名

，马达加斯加本土的葡萄酒全部产自这一地区。

Ambositra 

(图片由网友 @乐观小姐 提供)

位于菲亚那措北部，从首都塔那南下时会经过。这里的村庄生活着全马达最好的木工师傅，有“

木器之乡”的美誉，镇上集中了好几家木雕木器店，喜爱木雕的朋友值得停留好好看看。

Ambalav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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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乐观小姐 提供)

距离菲亚那措南部56公里，这里是马达加斯加著名的“葡萄酒之都”，也是马达加斯加手工艺中

著名的传统造纸ANTEMORO技术的发源地。

RANOMAFANA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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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乐观小姐 提供)

RANOMAFANA在马语的意思就是“热水”，这里是马达加斯加地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

这边国家公园内，也有着露灭温泉可供游人浸池。此外，该国家公园也在2007年一起入选世界自

然遗产，是马达加斯加二大热带雨林生态之一，因为方便的交通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是马达

加斯加生态游重点推荐的国家公园之一。这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包括12种狐猴（足最小的夜行鼠

狐猴，也是全世界最小的灵长类动物主要栖息地），62种爬行动物，98种两栖动物，90种蝴蝶和1

15种鸟类（其中30多种是当地独有）。

   

5、马仁加

马仁加位Mahajanga（Majunga）于马达加斯加的西北部海岸，距离首都578公里，是马达加斯加第

二大港口城市，也是全国第三大城市。马仁加地势平坦，处在热带稀树草原的尽头，一年四季享

受着莫桑比克海峡的海风，自古以来就有“花之城”的美誉。马仁加的历史悠久，17世纪末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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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当时BOINA部族王国的首都，在之后的一段时期，随着奴隶贸易以及港口贸易的发展，外来

民族（来自非洲大陆、阿拉伯、印度巴基斯坦、科摩罗还有南亚地区的商人）的不断增多，马仁

加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期内一直是马达加斯加最主要和最活跃的贸易口岸。直到今天，马仁加

和迪戈一样都是“移民”混杂，各种风格交织浓郁的城市。

AMBOROVY 海滩 

 (图片由网友 @忆落天边 提供)

距离城北约6公里，是马仁加港口附近最好的海滩之一，碧海白沙，是当地人及游客海边休闲沐浴

的首选去处。

Le Cirque rouge红岩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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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忆落天边 提供)

位于前往机场的路上，距离市区大概12公里。这是喀斯特地貌的峡谷，亿万年前沉睡在海底，沧

海桑田后，孤独的身影留给世人参观。奇特的是独有这片山谷和岩石、峰岭呈现出褚红、绛红等

颜色，最美妙的是日落时分，光影的生动变幻是红岩谷最令人难以忘怀的瞬间。

ANJOHIBE 岩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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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忆落天边 提供)

距离马仁加城约80公里，其中约有一半是土路。该岩洞以被誉为“马达加斯加最壮丽的洞穴之一

”而出名，每年吸引不少的洞穴及野外探险爱好者前去参观。岩洞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巨大

的钟乳石交错林立；此外，岩洞周围的原始森林生态一直保存的很好，飞瀑和清澈的水潭是游客

喜爱的“天然的游泳池”，这里同样能遇上当地的野生狐猴，富有生趣。

AMPIJOROA生态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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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忆落天边 提供)

距离马仁加约120公里（路况良好），该生态保护区内湖泊、草原、原始森林交织形成的栖息带，

是多种马达加斯加独有珍惜动物，如一些当地特有陆龟、狐猴、禽类等的乐园。保护区提供多条

徒步行走的线路供游客选择。

ANKARAFANTSIKA 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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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忆落天边 提供)

这里丰富的湿地和湖泊是马达加斯加禽类栖息的天堂，多达126种鸟类(包括著名的MESITEBLANC

)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鸟类爱好者。保护区内生活着大约8种狐猴，是最小的灵长类动物---小鼠狐

猴MICROCEBE主要栖息地。该国家公园是马达加斯加为数不多的常年有国际动物科研组织驻扎

的保护区之一。

   

6、诺西贝岛

NOSYBE岛位于马达加斯加西北海岸线上，距离最近的海岸线约15公里，是马国最大的海岸岛屿

，也是马国最负盛名的旅游胜地。岛上有国际机场，除了首都塔那到诺西北每天都有往返班机外

，还开通了直飞巴黎、马赛的航线。诺西北岛上盛产香草、胡椒、可可、伊琅伊琅（Ylang-ylang

）等香料植物，所以又有“芳香岛”的别称。NOSYBE环岛200多公里的海岸有着世界上最美的沙

滩，这里沙白细软，天蓝海平，是海水浴的理想场所，尤其让人觉得惬意的是这里的恬静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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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般海滩度假胜地的喧哗和热闹，只有信风的温柔亲抚和自然天成的宁静纯朴，也没有过多

的人工建筑或装饰，漫步在这样的海边，会使你忘记了时间的存在。

LOKOBE国家自然保护区 

(图片由网友 @未来哈萝 提供)

这是岛上唯一的国家级生态保护区，岛上主要的原始森林集中在保护区内，也为前来岛上参观的

游人提供了一个生态观光的机会，因为保护区内一样能见到马达加斯加独有的爬行和两栖动物以

及大约4种狐猴。

   

7、圣玛丽岛

在马达加斯加与诺西贝齐名的另一处海岛旅游胜地便是圣玛丽岛SAINTE MARIE，该岛位于马国

东海岸，有着“热带岛屿天堂”的美誉。全岛大约300平方公里，南北长大约60km，东西宽仅为5

km，处于与马达加斯加大岛平行的位置上。岛上有机场，旅游旺季期间每天都有往返于首都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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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航班，也可以走陆路从塔马塔夫出发北上驱车约两个半小时抵达距离圣玛丽最近的渡口，做渡

轮上岛。圣玛丽岛从17世纪中期就已经成为海盗们藏身的地点，到18世纪初据说已经有多达上千

名各国国家的海盗在岛上定居，与当地人和平共处⋯⋯

L’ILE AUX NATTES  

(图片由网友 @乐观小姐 提供)

这是位于圣玛丽岛最南端的一个小岛，但却是无论如何不能错过的地方，因为热带岛屿天堂的美

誉应该是这里才能享有的，其实评价都是多余的，在这样的海边一个人静静的待一会就足够了。

   

8、萨瓦地区

萨瓦地区（SAVA）位于马达加斯加的东北角海岸线上，从北往南依次是VOHEMAR-SAMBAVA-

–ANTALAHA，唯有ANDAPA不靠海，位于内陆。其中SAMBAVA桑巴瓦最为发达，也是当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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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港口。萨瓦地区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降水充沛的热带雨林气候，这里有着马达加斯加

最茂密保存最好的原始森林，出产最名贵的乌木与紫檀；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天然香料植物——香

草的重要产地，是名符其实的香草王国。这里也有着最为连绵的国家公园，集中了这个岛上大部

分独有珍惜物种，东部的雨林整体都被列为了世界自然遗产加以保护。

BEMARIVO ET DE LA LOKOHO 河谷 

(图片由网友 @未来哈萝 提供)

位于SAMBAVA地区往北约20公里，这里青山葱郁，河溪蜿蜒，草丛里，树林里轻易就能被藏在

那里的变色龙吓一跳，是变色龙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Masoala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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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未来哈萝 提供)

这是马达加斯加占地而积最大，生态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公园，一共山4块地上保护区和3块海底

保护区组成，繁茂的原始森林从海拔1 300的高一直延伸到海边。masoala国家公园和东部的其它6

处保护区一起在2007年入选世界自然遗产，瑞士苏黎世曾经以Ma so a l a为蓝本仿造了一个微缩的

自然生态公园供游人参观。在这里，集中了岛上50%的植物种类和超过50%的岛上的哺乳动物。除

了保存良好的原始森林，这片海域也以海洋生物的多样性而出名，这里的海底保护区是海洋生物

爱好者的向往之地。

   

9、塔马塔夫

塔马塔夫Toamasina （沿用法语称谓是TAMATAVE）位于马达加斯加的东部，距离首都大概370公

里，是马达加斯加的最大港口，也是全国第二大的城市，人口超过20万。Toamasina（图阿马西纳

）城市命名的来源还有一个颇为有趣的传说，相传是马达加斯加第一位建立中央集权统治的大国

王拉达马一世RADAMA 1出巡视察其国土，第一次来到海边，尝了一口海水，哇的叫了一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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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马语的拼法正是TOA MASINA），这一口海水就叫出了这个海边城市，马达加斯加东部的

经济政治中心。塔马塔夫具有典型的港口城市的风情，入夜的生活比白天更加热闹，这里云集着

南来北往的商人，同时也是游客的中转地，当地有各种风味的餐馆和酒吧，是一年四季都洋溢着

活力的海滨城市。

FOULPOINTE 海滩 

(图片由网友 @旧情歌 提供)

塔马塔夫往东约60公里，这里是塔马塔夫附近最漂亮宁静的海湾，也是当地人度假的首选之地，

逢长假，也会有很多的人携家带口从首都驱车来到这边够一个有海水浴的周末。

   

10、佛多梵

佛多梵（FORT DAUPHIN 沿用法语称谓，马语地名为TAOLAGNARO陶拉纳鲁）位于马达加斯加

的最南端，距离首都超过1600公里，距离西北部的图里亚也要650公里，长期以来，不便的陆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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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造成了它孤立一方的局面，如今和首都塔纳每天都有航班往返。FORT DAUPHIN（法语直译过

来意思就是海豚的碉堡）因为其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从16世纪开始就不断上演着海上霸主

的争夺戏，葡萄牙人在当地建立了整个马达加斯加最早的防御工事（1504年），而FORT

DAUPHIN城的雏形始建于 1643年，是当时法国将领为祝贺法国王储即当时的路易十四受洗所建

。城堡当时建在SAINT-LOUIS

山峰脚下的一个岬角处，据说城堡下所处的海湾是马达加斯加两个最美的海湾之一。

LIBANONA 海滩 

(图片由网友 @旧情歌 提供)

LIBANONA海滩位于佛多梵城的南下角，这是一大片细沙海滩，躺在温暖的南印度洋环抱里，是

整个马达加斯加南部最适合海水浴的地方。

SAINT-LOUIS 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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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旧情歌 提供)

山峰距离城市不远，大概5公里左右，虽然只有529米高，但是平地拔起的气势让人心生感叹，登

上山顶，近可俯瞰整个美丽的佛多梵海湾，远可眺望延绵不尽的马达加斯加大陆，当地人会夸张

的告诉你他甚至能看得见首都高高屹立的女王宫。山顶下的湖还可以直接乘坐独木舟一路划向最

近的海湾。

BERENTY 私人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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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旧情歌 提供)

位于佛多梵城区以西85公里，保护区占地大概265公顷，是佛多梵历史悠久也最有影响力的法国大

家族LA FAMILLE HEAULME于1936年创立的私人保护区。保护区得到了很好的管理和维护，里面

能参观到最有代表性的当地动植物（这里的热带植物令人大开眼界），包括相当多数量的狐猴，

尤其是跳舞狐猴，它们是这里的主角，保护区内经常能看到它们蹦蹦跳跳的滑稽模样。

   

11、图里亚

在7号国道的终点，距离首都约1000公里的地方，就是图里亚市TOLIARA（又叫做TULEAR）。南

回归线海岸穿越这片地区，一年四季干旱炎热，进入到图里亚的界内，这里的风貌就真正符合世

人对非洲的想象：一望无垠的草原，稀疏的灌木或者是高大的猴面包树孤独的矗立，巨大的仙人

掌和更多说不上名字的奇怪的针刺类植物，当然还有皮肤黝黑头发卷曲一笑一口白牙的原住民。

沿用法国旅游杂志对这片地区的评述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打造了这片广阔的滨海土地，神奇

富饶的海洋包围着它。原始的风貌、各式各样的植物，奇特的自然景观，美得仿佛不真实，就如

同汝勒�凡尔纳的小说中描述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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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ATY 海湾与渔村 

(图片由网友 @忆落天边 提供)

从图里亚出城往北沿海行驶30公里就来到IFATY海湾，这是图里亚附近海滨旅游设施最为集中完

善的地区，提供帆船、冲浪、潜水、海钓等丰富的海上活动，尤其是这里因为纯净的水质和多姿

的海底世界，被认为是马达加斯加最佳潜水地点之一。当地的渔村生活着以捕鱼技术高超的VEZ

O渔民，有兴致的话可以和渔民一起出海，看看是如何轻易的捕到大龙虾，最后还能现场海鲜烧

烤。

ANAKAO 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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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忆落天边 提供)

这是位于距离图里亚往南的海湾，海岸分布着碧绿清澈的小海湾，包围着幼细白沙，是海滩休闲

的绝佳场所。这里生活着图里亚海域附近最大的渔民村落，早上，渔民千帆竞发，午后，满载而

归，等待的是排队从图里亚开车来收购的鱼贩，在此起彼伏的竞价声中是渔民一家的失望或喜悦

，日日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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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马达加斯加美食

民以食为天，各地的风土人情在当地的美食中体现的尤为突出。马达加斯加作为一片从非洲大陆

分离出的土地，历经时光的流逝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

   

1、美食

ranonapango

马达加斯加人做米饭的时候，一直等到锅底的大米烧焦了才算做好。然后把没有烧焦的大米盛出

来，在锅中加入水，继续煮，直到把锅里面的汤煮至棕黑色，散发出浓香为止，这种特殊的饮料

叫做“ranonapango”，且只在晚饭时食用。

马拉嘎西烹饪

尝试一下很有创意的烹饪方法。大多数的大宾馆里的餐馆都可以品尝到这些有创意的饮食。他们

把神奇的物品跟热带的产品混合起来煮。马拉嘎西烹饪文化是以大米、马达加斯加代表性的麦片

为主。而后者则深受全球的消费者欢迎。它也因此成为诸多谚语的主题。

油炸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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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香甜可口的油炸圈饼，如蛋糕，面包（mofo），在马达加斯加镇上的小摊或城市里面都可以

买到。最普遍的是mofo

gasy（马达加斯加面包），是把甜米粉注入圆形模子，在木炭火上烤熟的。

Koban-dravina

  这是马达加斯加的特色小吃，把研磨的花生，红塘和甜米粉湖混合制成一块一英尺长，5英寸

厚的面团，然后把面团用香蕉叶包好，在锅里煮几天，直到红塘熔化变为焦糖，米粉凝固而且花

生油渗透到米粉里面的时候，就可以吃了，一般切成薄片，也用报纸包起来以便携带。

Koba akond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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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息场所，加油站可以买到Koba akondro，是由花生，香蕉，蜂蜜和玉米粉包在香蕉叶里做成

的小蛋糕。另外，花生塘，干香蕉片，罗望子，caca pigeon（油炸咸饼），土豆片都是街道上常

见的食物。在乡下，还可以尝到蒸树薯和甘薯，常常配合甜炼乳。

   

2、美食地推荐

LA VARANGUE

这是马达加斯加首都最出名和最具特色的西餐厅，由曾经入选法籍四大海外名厨的大厨掌勺，其

精心烹饪的美食不仅深得法餐精髓，还经常推出别具匠心的心水推荐，是热爱美食的朋友来马不

容错过的必选。更为引人称道的是餐厅的装潢，隐逸在偏巷之中的传统法式别墅和精心布局的庭

院静谧典雅，餐厅和酒吧里摆放或挂坠了形形色色的餐厅主人收集的各式古旧器具，眼花却不缭

乱，别致而不纷杂，使你就餐之余还会有心情来细细打量欣赏一回。需要强调的是，餐厅不大，

位置有限，所以往往需要预约才能保证就餐。除了正餐之外，个人认为其各式巧克力甜点尤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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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巧妙引人垂涎。

地址：17，ruePrintsy Antaninarenina

联系方式：varangue@wanadoo.mg

电话 ：020 22 237 97

营业时间：

星期一到星期六：12：00-14：30(中餐)19：00-22：00(晚餐)

星期日：不营业

RESTAURANT KUDETA

KUDETA自从开张以来一直以独特精致的装潢和地道的欧洲美食赢得众食客的青睐，强调是欧洲

美食，因为这里的法餐和意餐都做得不错，店主是热情洋溢的几个法国年轻人，这里融洽和自得

的气氛是你每次就餐愉快的保证。

地址：15，rue de la reunion Isoraka

联系方式：www.kudeta.mg

电话：020 22 281 54

营业时间：

星期一到星期六：12：00-14：30(中餐)19：00-22：00(晚餐)

星期日：只有晚餐

VILLA VANILLE

作为首都最老牌的西餐厅之一，香草餐厅（VANILLE）一直以其精致可口的菜肴和良好的服务著

称，节假日的时候还会安排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餐厅坐落在老式的殖民时代保留下来的建筑

里，店主也是有了岁月刻痕的法国妇人，讲究得体，这里的特色是一些以香草为原料的富有创意

的菜式，值得品尝。

地址：Carrefour Antanimena

电子邮件：villavanille@moov.mg

电话：22 205 15

营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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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至周日：午餐12：00-15：00 晚餐 19：00-22：00

周日：只提供晚餐

CHALETS DES ROSES

首都老牌的由意大利人开的以比萨和意面为主的意餐厅，价格公道，环境舒适，有意思的是餐厅

位于美国使馆工作区内，所以每次进出都要接受安保人员对车辆进行检查，阵势十足。这里的比

萨是一定要点的，尤其是餐厅自己的同名主推比萨。

地址：13，rue Rabary Antsahavola

联系方式：hotel@chaletdesroses.com

电话 ：+261（20）22 642 33

营业时间：

星期一到星期六：12：00-14：30(中餐)19：00-22：00(晚餐)

星期日：只有晚餐

RESTAURANT LA TABLE D’HOTE DE MARIETTE

提起这家餐厅，一样是名头响当当，主营的餐式是经过改良和创新的马达加斯加当地菜，掌勺的

大厨是有“御厨”之称的MARIETTE大娘（曾经在法国主修厨师专业），称之为御厨，是因为其

当年被聘为总统府的专职厨师，而且至今逢有重大宴请，MARIETTE还是会经常获邀参与主理烹

饪，而她自己开设的这家餐厅所以也颇有私房菜风范，一定要提前预订，否则不被接待。而马国

菜做法普遍以煮、烩、煎、炸为主，味偏重，喜香浓，在这里却自有其独特的风格和口味。

地址：11，rue Georges V Faravohitra

电话：22 216 02

经营时间：

周一到周六12h-15h（中餐）19：00-22：00（晚餐）

Restaurant Radama

同样是以经营马达加斯加当地菜式为主的餐厅，也是老字号，环境和烹饪都还不错，对大多数抱

着既来马国一定要一尝当地佳肴的愿望的游客来说，这里是一个可以推荐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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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2，Avenue General Ramanantsoa Isoraka-Antananarivo 101

联系电话：2231927

经营时间：

周一到周日：12：00-15：00（中餐）19：00-22：00（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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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马达加斯加特产及购物

   

1、特产

孤独棋

“孤独棋”，既是一盘棋，又是一种摆设，因为棋盘讲究，圆形如托盘，要用巴黎桑甚至红木制

成，而棋子往往是选用各色矿石或是水晶等打磨而成，可是为什么又叫做“孤独棋”呢?

木雕 

(图片由网友 @旧情歌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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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盛产珍贵林木，马国的木雕及其它木制品也多取材于此，如紫檀(黑木)，玫瑰木(红木)，巴黎

桑(花梨)等，还有一种当地人称为“圣木”的品种，木材坚硬沉实，纹理自然有黑白两色，并通

常是外白内黑，以此木做雕刻材料，颇具风格。木雕样式中以人物和面具为多。

野蝉丝 

马达加斯加人喜欢用一种天然野蝉丝来做围领和披巾，经过良好处理的生丝柔软而不刺，颜色有

纯色也有鲜艳的染色。还有那些可爱而富于民族特色的编制品，有手袋，钱包，挎包，大小篮子

种种，虽然是传统特色，但在今日今时，马达加斯加的手工艺者也一样引入了一些时尚的元素。

石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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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石榴石多是紫红色，晶体粒粒近园，由此有人就称为“石榴石”。其实石榴石颜色红、黄

、绿、橙、黑均有。石榴石宝石是目前人们佩戴最为广泛的一种天然宝石。石榴石被定为一月份

诞生石，象征忠诚，友爱和真实。选购石榴石首饰要求色彩鲜艳，透明度高，光泽强烈，无裂纹

及瑕疵等缺陷。

宝石

各种矿石、宝石、化石等制品，姑且统称石头制品。马达加斯加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拥有"矿石

博物馆"的美誉。宝石类则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中高档的宝石，如红宝，蓝宝，绿宝，碧茜，猫眼

，锆石，黄玉，石榴红，紫水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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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皮鼓 

马达加斯加人使用最多的乐器之一牛皮鼓，也是一件不错的旅游纪念品，根据大小来区分手鼓还

是腰鼓或是摆放在地上的，牛皮的鼓面，巴黎桑的鼓身，状似一个沙漏，不过上宽下窄，鼓身上

都会刻有精美的图案，无论是真的用来击打还是作为摆设，都别有味道。

发财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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鹉螺化石也称菊石，是早在几千万年前已经灭绝的腔肠类动物形成的古生物化石，全世界目前最

为集中也是仅有的之一出产鹦鹉螺化石的矿脉就在马达加斯加西海岸。

其他

珍贵的鳄鱼皮制品，精致的船模，神奇的沙瓶画还有那些趣味盎然的铁皮玩具都是不错的纪念品

。

   

2、购物地推荐

马达加斯加工艺品商铺

APART

地址：Lot BA 143 Bis Ampitatafika ANTANANARIVO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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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33 11 341 52

GALERIE KOLO

地址：Lot 467，67 ha sud ANTANANARIVO 101

电话：22 289 91

GALERIE YERDEN

地址：Lsoraka-ANTANANARIVO 101

电话：22 244 62

KERA ART’S SPACE

地址：Ankadindramamy-ANTANANARIVO - 101

电话：032 04 427 86

GASYK’ART

地址：Talatamaty-ANTANANARIVO

电话：22 244 62

LA BAGUETTE DOREE

地址：Tsaralalàna-TANANARIVO 101

电话：22 217 35

LA GALERIE DE LA GRANDE ILE

地址：Andranomena-ANTANANARIVO 101

电话：22 443 00

L’ATELIER GALERIE D’ART

地址：Tsaralalàna ANTANANARIVO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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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22 383 93 / 22 383 68

LE VILLAGE

地址：Talatamaty-ANTANANARIVO

电话：22 451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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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马达加斯加交通

   

1、航空

在马达加斯加经营的主要航空公司包括：

马达加斯加航空公司AIR MADAGASCAR www.airmadagascar.mg

总部地址：31，Avenue de l’Indépendance Antananarivo

电话：22 22222/ 22 51000/22 44102

法航 AIR FRANCE www.airfrance.fr

总部地址：Tour Zital 2 étage Route des Hydrocqrbures Akorondrano Antananarivo

联系电话：23 23001/ 23 23023

留尼旺航空公司 CORSAIR FLY www.corsair.fr

总部地址：1，Rue Rainitovo Antsahavola

联系电话：22 63336 / 2262676

南非洲际航空 INTER AIR www.interair.co.za

总部地址：Galerie Marchande Hotel Carlton de Madagascar

联系电话：22 22406 / 22 22452

毛里求斯航空公司 AIR MAURITIUS www.airmauritius.com

南非航空公司 SouthAfrica AIR LINK www.flyairlink.com

留尼旺澳洲航空 AIR AUSTRAL www.air-austral.com

肯尼亚航空 KENYA AIR www.kenya-airways.com

以上四家航空公司都是由总部位于毛里求斯的ARIO集团作为在马达加斯加的总代理

总部地址：Lalana Solombavambahoaka Frantsay Antsahavola

联系电话：22 35990 / 22 35773

马达加斯加开通直航的国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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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法国巴黎、马赛 经营航空公司：马航、法航、留尼旺航空

亚洲：曼谷 广州（09年7月开通） 经营航空公司：马航

非洲：肯尼亚、南非 经营航空公司：马航、肯尼亚航空、南非航空

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留尼旺、科摩罗 经营航空公司：马航、毛航、留尼旺航空

塔那那利佛/伊瓦图国际机场

地址：Antananarivo。马达加斯加

电话：+261 20 22 440 41

从中国大陆来马岛旅游一般有以下几种航班路线选择：

1、中国大陆—香港—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一般来说这是最经济也是最方便的航线，每周一、

四从香港出发经毛里求斯专机抵马达加斯加)

2、中国大陆—曼谷—马达加斯加(这是转机最少也方便的路线，尽管价格会比走毛里求斯转机稍

贵，但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游客采用)

3、中国大陆—香港—南非约堡(或肯尼亚内罗毕)—马达加斯加(这是最新开始被公务考察或旅游

团队所青睐的线路，因为这条线路可以说是一条东南非洲精华游的开辟，完整的线路应该是这样

的香港—内罗毕—马达加斯加—南非—香港)

旅人提示：具体航班信息可查询上述航空公司网站。

   

2、航运

在马达加斯加的东北部海岸，货轮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前往马达加斯加的主要的港口是肯尼亚

的蒙巴萨（Mmombasa）和坦桑尼亚的桑尔巴尔岛（Zamzibar），此外还有从南非、留尼汪岛或毛

里求斯起航的游轮。

旅人提示：5-9月是雨季在此期间选择乘船是比较危险的。

   

3、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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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车 

在马达加斯加岛上最最有的汽车公司是Mada-Bus（www.madabus.com

）有从图利亚拉和图阿马西纳的路线，这些公共汽车通常和合租的出租车实用相同的站点，但相

对来说更加的准时，舒适而且更加的安全。

租车与驾照

在马达加斯加驾驶汽车必须要只有国际驾照（IDP）才行，此外必须要年满23周岁且要有1年以上

的驾驶经验。在租车的费用里包括保险。由于驾驶和路面的状况比较差，所以许多的租车公司都

会单独配有司机。通常汽车的平均价格是在每天100000AR~140000AR之间，对于自驾者而言最好

选用四驱车，尤其是在雨季。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各地都可以租用摩托车，出租的主要车型是雅马

哈或本田的125cc和250cc的摩托车，还有小型的PEUGEOT MOBYLETTE。

旅人提示：在马达加斯加要靠右侧行驶，警察有时会拦车进行抽查，以便检查是否有人违规。只

要你确保你的签证与护照没有问题即可。

人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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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旧情歌 提供)

色彩鲜明的人力车聚集在马达加斯加的各个城镇里，司机会主动的劝说你乘坐，费用通常在1000

AR起可以适当砍价，因此一定要在上车前商定好几个。

合租出租车

合作出租车是马达加斯加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费用是有政府根据距离、时间和路况规定的。对

于当地人与外国人都是一样的。如果把行李放在车厢内需要额外支付一个座位的费用。在合租出

租车的挡风玻璃上用白色油漆细了目的地的名字，在车站的边上排列着的各个运输公司办事处外

张贴着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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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马达加斯加住宿

安塔那那利佛

卡尔顿酒店

首都唯一国际标准五星酒店，房间设施虽不算豪华，但是始终是品质保证，餐饮与客房服务无可

挑剔，地理位置优越，景观视野佳。即使是价格，与首都其它四星酒店比，也具有良好的性价比

，尤其是通过我们预定，即可享受比前台优惠30%的价格入住，划算超值。

地址：Rue Pierre Stibbe Anosy Po BOX 959

电话：+261 20 22 260 60

传真：+261 20 22 260 51

参考房价：双人间2100元

卢浮酒店HOTEL DU LOUVREHOTEL 

老牌的法式三星酒店，在2008年客房全面装修后升格为四星，富有格调和大气的大堂是最引人注

目的地方，与其它四星酒店（HOTEL COLBERT和HOTEL PALISSANDRE）相比，LOUVRE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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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位于两者之间，服务周到，SPA也是最好的，而COLBERT酒店格局略显复杂，PLISSANDR

E又透着小气，LOUVRE则优雅适度，所以把它作为四星的首选。

地址： 4 Rue Philibertt Tsiranana Antananarivo

电话：+261 20 22 390 00

传真： +261 20 22 640 40

参考房价：双人间800元

塔纳酒店TANA HOTEL

酒店由具有百年历史的殖民时期建筑全新装修改建，巴洛克风格书写了传统法式酒店的风韵，而

客房的全部家私和洁具全部进口自意大利，却又是现代简约风格，个人认为其客房设施不输于四

星，甚至可与卡尔顿酒店比肩，难得的是还是三星的价格，所以就一定要推荐啦，不过，因为酒

店本身规模不大，所以就餐饮选择和整体服务来比较，

就要打一个折扣了。

地址： Avenue de l'indépendance。Antananarivo

电话：+261 020 22 313 20/26

传真：+261 020 22 313 03

参考房价：双人间182000AR

hotel manoir ro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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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经济型酒店，房间房间，服务友好。而且这里距离机场仅仅几步之遥很适合

搭乘早班飞机。

地址：lot K IV 023。Ivato aéroport。Antananarivo 105

电话：+261 32 40 260 97

参考房价：双人间12欧元

snack bar jim

这是一个特殊的酒店，在一间小吃店的上面。可以欣赏到不错的风景。房间内有淋浴房但是需要

使用公共卫生间。

地址：Arabe ramanatsor

电话：2237437

参考房价：双人间20000AR

NOSYBE 诺西贝岛

AMARINA HOTEL 

酒店位于美丽的950米长的Anporaha沙滩，旁边是当地渔民的村庄，距离机场18公里，约45分钟车

程，以及北部27公里远的Hell-Ville，一小时的车程。AMARINA HOTEL所有的房间朝西可以欣赏

美丽到的夕阳，每个房间带沙发，桌子，椅子和露台。浴室宽敞，双盆，浴缸和淋浴的大理石设

计。独立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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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NOSYBE 诺西贝岛Anporaha沙滩

电话：+261 2086 92128

传真： +261 2086 92128

参考房价：双人间830元

The Royal Beach Hote

坐落于马达加斯加诺西贝岛最美丽的港湾-Madirokely-毗邻传统乡村Ambatoloaka。而Madirokely海

湾因其独特的小餐厅、当地居民其乐融融的生活气息而著名。正因为当地居民乐观的生活态度，

让其成为诺西贝岛最富生活气息的地区。

地址：B.P. 58。Hellville. 207。Nosy Be

电话： +261 32 05 322 44

参考房价：双人间760元

安其拉贝

Hotel des Thermes  

酒店是一座壮丽宏伟古老的建筑物。就其外观而言，它是一座矗立在空旷场地上的法式风格的建

筑。而它的内部构造却是20世纪70年代的温泉酒店：虽然其内观并不能让人十分惊叹，但也不失

其独特的魅力。而酒店真正吸引人的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离市中心仅几步之遥，还可以远观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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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热浴场的迷人的远山风景。

地址：La Cotonnière d'Antsirabe。BP 45。Route d'Ambositra Rue D' Ambositra。Antsirabe

110马达加斯加

电话：+261 20 44 487 61

参考房价：双人间90000AR

图利亚拉

hotel lovasoa

这里的房间对于旅行者来说是一处非常经济的选择地。房间干净，氛围友好。

地址：rue de sacre coeur

电话：9441839

参考房价：单人间10000AR

CHEZ LALA

这里的房间内外都非常的干净、氛围友好，是个不错的选择，此外这里的餐厅也很不错。

地址：Ave dde france

电话：9443417

参考房价：双人间13000AR

L'escapade

这是一个特别的酒店，干净的木屋坐落在一个特殊的庭院之中，房间干净整洁，楼上的阳台里还

有酒吧和餐馆。

地址：Blvd Gallieni

电话：9441182

参考房价：双人间33000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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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马达加斯加节庆活动

传统节日

作为过去和现在的融合，传统庆典传递了对国王的尊敬，也是多姿多彩、令人难忘的聚合时节。

竖旗杆节（Le Tsangatsaina）

每5年北方的安塔卡拉那（Antakarana）都要举行庆祝旗杆的典礼。共和国的旗帜与王朝的半月与

红星旗一起紧挨着迎风飘扬。但是选择新旗杆则需要非常仔细，因为它要在未来的5年让旗帜展现

色彩和发扬安塔卡拉那价值。把柱子埋到安塔卡拉那的葬穴地下的仪式非常精彩，是仪式追寻者

所不可错过的。旗杆埋下地之后，紧接着的是在密资澳（Mitsio）举行一个仪式。

翻尸礼（Le Fanompoambe） 

(图片由网友 @忆落天边 提供)

为翻尸沐浴典礼。他们给在博伊纳（Boina）的萨卡拉瓦人（Sakalava）的王室的遗物，包括安得

阿米萨拉国王（Andriamisara）的遗物进行沐浴。这些先祖的一些牙齿和脊椎骨被视为神与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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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仲裁者，并受到人们的崇拜。当这些遗物从圣坛搬出来放到精心挑选出来的公牛血里沐浴的时

候，乌枪齐放一响以示欢迎。这些遗物必须围着神圣之地绕七周才能再次被放回原地。这个仪式

的程序非常讲究，尤其是着装的方式和妇女的发型。甚至迈出的第一步必须是右脚。翻尸礼是在

马骏嘎（Majunga）的麦亚利纳里瓦-扎拉拉诺-安波尼（Miarinarivo-Tsararano

Ambony）圣坛举行的。

童王节（Le Sambatra）

每七年，也就是传统星术年历中的“星期五之年”，安塔姆哦阿卡（Antambahoaka）人汇聚在马

那那加利（Mananjary）庆祝“桑巴塔” 即童王节）。这个节是庆祝在此之前的7年中出生的男孩

的节日，具体日期是由占星师根据月缺的特征来决定的。在这一天，这些男孩就像国王一样被伺

候。成千上万的家庭从乡村来到这里，一起庆祝8天。整个马那那加利（Mananjary）因此变得狂

热。

非福阿扎那（Fifohazana）运动

非福阿扎那（即苏醒），它的成员称为牧羊人。它是马拉嘎西（Malagasy）基督教非常特殊的狂

热分子的运动。它不是外来的，但是它的创建者被认为拥有圣经，故由此发展而来。最狂热的牧

羊人穿着宽大的白色衣服，带着宽帽沿的帽子，帽子上还有白色的缎带，他们因此很容易被认出

来。在城里，他们只有在做他们的工作的时候才穿着白色的宽松衣服，也即他们把双手叠到一起

的时候和祈祷会的时候。非福阿扎那运动有4个培训中心及很多的培训点：菲亚纳兰楚阿（Fianara

ntsoa）附近的法里义迈纳（Farihimena）、马诺罗托尼（Manolotrony）、索阿塔纳纳（Soatanàna

），和马纳卡拉（Manakara）附近的安卡拉马拉扎（Ankaramalaza）。他们的大集会非常有趣，令

人难忘。外国游客都可以去参观。

特殊的运动

萨维卡（Le Savika）

马达加斯加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消遣活动和传统的娱乐活动。例如选美，艺术比赛如莫黑纳吉和跟

下棋类似的法诺霍那。但最精彩的是萨维卡。这是马拉嘎西代表性的斗牛。斗牛是在安玻斯塔城

所建的竞技场进行的，能容纳4000多人。现在，这项运动开始越来越吸引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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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忆落天边 提供)

这项运动就是看斗牛士能够跟这个凶横的动物斗多久，而且最终把它制服。而这过程中随时都有

可能被牛叫刺伤或者被牛踩到脚下。手臂上的、大腿上、肚皮上、甚至头盖骨顶的伤疤都经常是

斗牛士炫耀的东西，而且他们会大笑这些伤疤。因为瘤牛对于他们来说从来都不会是敌人，而只

不过是个庞大的玩具，而且在处理不好的时候会很危险。在安玻斯塔城斗牛一般是在复活节和五

旬节的时候举行。

                                               84 / 96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639&do=album&picid=31469


�������

马达加斯加攻略
  

十、行程推荐

   

1、塔那那利佛2日精华游

 

D1：塔那那利佛：参观马达加斯加著名古迹女王宫和总理府。女王宫是塔那市内最具有观赏价值

和人文价值的景观。女王宫雄踞在全城最高的山岭之上，俯瞰整个塔那市，是当年伊美利那王国

女王统治权力的象征。女王宫修建于1839-1840年间，时值马达加斯加历史上著名的娜拉瓦鲁那女

王一世（Ranavalona I）在位时期（1828-1861）。娜拉瓦鲁那女王一世是拉达马国王一世（Radama

I，也是马达加斯加伊美利那王朝历史上著名的国王）的遗孀，国王去世后，她开始主宰起马王国

的命运。女王宫的设计和修建在当时是交给英法传教队伍中的建筑师来完成的，所以保有19世纪

的欧洲宫廷建筑的风格，主体建筑全部由花岗岩石砌成，巍峨挺拔，颇具气势。总理府坐落在与

女王宫仅仅相隔数百米的另一处山岭上，始建于1872年，由当时的总理ainilaiarivony授令所造。该

建筑一样出自法国建筑师手笔，砖石结构，雄浑稳健，气度不凡。中间的大圆锥玻璃穹顶，加上

四座塔楼的金属尖顶，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现在的总理府已经改建为马国历史博物馆，保存

的史料和文物主要体现了从古伊美利那王国到殖民时代的历史。 D2：塔那那利佛：前往动植物园

参观。动植物园内环境优美，安静和谐，在园内能观赏到马达加斯加大部分有代表性的动植物品

种，这其中包括大部分的狐猴品种和一个爬行动物馆。园内还有一个天然湖泊和湖心岛，岛上树

林里栖息的水鸟有上百种。此外，对古生物化石和生物演变感兴趣的朋友还别忘了参观它的古生

物博物馆。游览结束后，午餐。下午前往马国著名手工艺品市场参观，马国又有“矿石博物馆”

的美誉，在这里除了可感受到马国传统工艺品的魅力外，形形色色的宝石也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

。

   

2、马达加斯加4日览胜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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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塔那那利佛——昂达西贝国家森林公园

早饭后出发前往距离首都130公里的国家森林公园——昂达西贝国家自然保护区。穆拉芒嘎镇午餐

。午餐后抵达昂达西贝国家自然保护区，这是马达加斯加最早建立的5个自然保护区之一。保护区

植被以热带雨林为主，物种丰富，其中生活在这片保护区内的狐猴共有11种之多，最著名的要属

现存最大的狐猴Indri indri（1999年统计时总共只有119只），基本集中生活在该保护区内，而喜欢

植物花草的朋友也一定会为这里生长的众多野生珍贵的兰花而欢欣惊诧。

D2：昂达西贝国家森林公园——塔那那利佛

游览探秘雨林公园，寻找神秘狐猴indri。游览结束后，返回塔纳，途中到私人保护区 --- 蝴蝶谷参

观。该园区以饲养了众多马国独特爬行、两栖和昆虫类动物而出名，形形色色的变色龙和那些超

乎你想象的蜥蜴、昆虫一定会让你打开眼界。此外，运气好的话，还能在这里的森林里见到传说

中的dancing lemur跳舞狐猴，滑稽之极。

D3：塔那那利佛——穆隆达瓦

前往马达加斯加西海岸著名旅游城市穆隆达瓦，猴面包树的家乡。该地区物产丰富，农产品和海

产品均享有盛名，亦是马国重要的木材产地和蔗糖生产基地。被红树群和泻湖包围的海岸是它吸

引游人的地方，还有它享有盛名的细沙海滩和撑着带平衡杆的双桅帆船，这个地区还集中了岛上

最典型的7个不同品种的猴面包树（全球只有8种），在猴面包树稀树草原欣赏壮观的日落美景一

定会是人生最难忘的经历。

D4：穆隆达瓦

前往西海岸最天然无暇的沙滩游览。路上可领略奇妙的红树林景观。另外，西部土人的墓葬艺术

具特色，特别是那些具色情色彩的雕塑，今天被很好的保护起来，但也一直颇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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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1、注意事项

1、马达加斯加常年所需的着装以夏装为主，但是旱季来旅游时，因为早晚温差较大，夹克、风衣

以及毛衣也是必备的，尤其是在首都塔那那利佛，每年最冷的时候在7、8两月，夜间最低温度也

只有11、2度。

2、马达加斯加的卫生条件落后，一些非洲大陆的常见病如阿米巴痢疾、疟疾等随时危害人们的身

体健康。游客前往马达加斯加旅游前应自备一些必备的药物。

3、马达加斯加的社会治安尚好，公开抢劫或行凶案件较少，但偷盗行为较多，游客还应注意自身

安全。

4、礼仪与禁忌

服饰礼仪

这里的妇女是传统纺织的能手。一种名为兰巴的民族服装，形同印度，孟加拉妇女身披的沙丽，

它是用棉麻等混织而成。在马达加斯加，妇女以发型来显示美，土著民族同样重发饰，女人们将

头发梳成髻，涂上油膏。

仪态礼仪

马达加斯加青年举止大方。为了培养自己的勇气，他们不吃牛膝，据说吃了就会膝盖变软。马达

加斯加人待人彬彬有礼，尊重长辈。每当村里举行活动时，总让老年人居突出位置。

相见礼仪

马达加斯加人的名字一般较长。由于马达加斯加许多人信奉基督教，他们的名字往往由一个马达

加斯加名字加一个宗教名字组成。马达加斯加还有随意改名的习俗，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名字

。比如，生了孩子，做父母的除了给孩子取名外，有的还会给自己改名。

餐饮礼仪

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居民喜吃大米，主食是玉米和牛肉，也喜欢吃海产品。当地生产的华尼拉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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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绝佳的食品香料，可用于制作糕点，饮料等食品。这种香料已成为马达加斯加出口换汇的

重要产品。

喜丧礼仪

在马达加斯加，男婚女嫁，老人殉葬时，都要杀牛摆宴招待宾客。有人死了，家人在死者坟前立

一个牛头模型，表示死者生前的荣耀和保佑其死后灵魂的超度。马达加斯加盛行一夫多妻制。在

马达加斯加，死亡被看成是向更美好世界的超升。葬礼时，年轻女子在屋外伴着传统乐曲的节奏

唱歌。

商务礼仪

马达加斯加以农业为主。出口商品为咖啡，鱼类等。马达加斯加人喜爱鲜明的色彩，到这里从事

商务活动，可准备印有法文字样的名片。初到马达加斯加，可送给与你做生意的人一点礼物，像

精美的工艺品及日常用品都可以。

旅游礼仪

由于马达加斯加人尊重长辈，因此旅游者不论坐车，行路，参观等，均应注意新人当地习俗，处

处礼让年长者。到马达加斯加旅行的人，可带上一些一美元的纸币作小费，送给为你提供直接服

务的人员。

主要禁忌

在马达加斯加，星期二，星期四为禁忌日。新年前一周不准吃肉，除夕晚餐只准吃一些禽类。马

达加斯加人忌讳代表着死亡和灾祸的黑色。

   

2、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大使馆

地址：NANISANA-AMBATOBE，ANTANANARIVO，REPUBLIC OF MADAGASCAR

信箱：P.O.BOX 1658

国家地区号：00261－20

办公室：2240129

领事部：224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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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参处：2245223

传真：2240215，2244529（经参处）

网址：http：//mg.chineseembassy.org http：//mg.china-embassy.org

电子邮箱：AMBCHINE@WANADOO.MG

   

3、实用通讯指南

马达加斯加水电公司JIRAMA

紧急联系电话 ：22 230 30 - 22 208 94 – ORANGE ：032 07 053 96

座机紧急热线 ：35 47 – ZAIN紧急热线 ：03 35 47

紧急救援

匪警 ：117 - 22 220 17 - 22 357 09 - 030 23 801 40

快速支援机动警察 ：23 801 38 - 23 801 39

火警：118 - 22 250 18 - 22 225 66

首都各警察局联系方式

H�tel Central de la police警察总局 ：22 227 36

- 1er Arrondissement Tsaralalàna 第一区警察局 ：22 280 54

- 2è ：Ambohijatovo第二区警察局 ：22 309 46

- 3è ：Besarety第三区警察局 ：22 291 30

- 4è ：Isotry第四区警察局 ：22 280 51

- 5è ：Mahamasina第五区警察局 ：22 280 48

- 6è ：Ambohimanarina 第六区警察局：22 225 52

- 7è ：67 Ha第七区警察局：22 291 29

- 8è ：Amboditsiry第八区警察局 ：22 400 12

� Brigade Criminelle刑事犯罪科 ：22 205 84 - 22 230 84 - 22 214 65

各主要银行联系电话 BANQUES

- 中央银行Banque Centrale，Antaninarenina ：22 217 51 - 22 234 65 - 22 247 03

- 法国兴业银行 BFV-Société Générale，Antaninarenina：22 206 91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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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达加斯加工商银行 BICM，Andraharo ：23 565 68 - 23 361 39

- 印度洋银行BMOI，Place de l'indépendance ：22 346 09 - 22 308 08

-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BNI-Crédit Agricole，Analakely ：22 228 00 - 22 239 51

- 非洲银行BTM-BOA，Place de l'indépendance ：22 202 51 - 22 233 01 - 22 632 15

- 毛里求斯商业银行MCB，Antsahavola ：22 272 62

- 毛里求斯联盟银行SBM，Antsahavola ：22 666 05 - 22 666 47 - 22 666 48

马达加斯加首都主要医疗机构联系方式

CHU RAVOAHANGY ANDRIANAVALONA (HJRA) 马达加斯加国立救治中心医院

地址：Ampefiloha

急诊服务电话：Service des urgences ：033 11 890 58

门诊咨询电话 ：22 661 04 - 22 663 05

CENTRE HOSPITALIER 提供24小时服务的私立医疗中心

Centre Médical de Diagnostic et d'Urgences (CDU)

地址：Cité Planton II U 97 Cité Planton，

联系电话：22 329 56 - 033 11 822 28

C.S.I. Behoririka 位于中国商城附近的提供24小时就诊的私立医疗中心

Consultations 24h/24 7j/7 (Sur place ou à domicile)

地址：Behoririka

联系电话：22 641 28 - 22 603 63 - 033 11 458 48

Centre Hospitalier de Soavinandriana

马达加斯加国立陆军医院（首都提供最全面服务综合医院之一，外科手术出名）

地址：Soavinandriana

联系电话：22 397 51

Clinique et maternité d'Anosibe (CMA) 妇幼保健医院（私立）

地址：Anosibe

联系电话：22 290 56 - 22 200 32

032 04 856 46 - 033 12 836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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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que et maternité 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 妇幼保健医院（私立教会赞助）

地址：Avaradoha

联系电话：22 418 36 - 033 11 094 11

Clinique et maternité St Fran�ois Xavier 老牌妇幼保健医院（私立）

地址：Ankadifotsy

联系电话：22 235 54

Clinique médico-chirurgical St Paul 医疗外科诊所

地址：Ambatoroka

联系电话：22 271 47

Clinique MM 24/24 私立诊所

地址：Ampasanimalo

联系电话：22 235 55 - 032 02 235 55 - 032 04 897 22

Espace médical 提供全面医疗服务的私立医院

地址：Ambodivona

急诊电话：032 02 088 16 - 22 625 66

Hopital Joseph RASETA

地址：Befelatanana

联系电话：22 223 84

Hopital Loterana Ambohibao

地址：Ambohibao

联系电话：22 441 88 22 485 17

Pavillon Sainte-Fleur 提供全面良好服务的国外机构赞助的妇幼保健医院

地址：Complexe Mère-enfant (Chu-Ampefiloha) 马达加斯加国立救治中心医院内

联系电话：22 661 04 - 22 663 05 - Fax ：22 660 82

Polyclinique d'Ilafy 提供24小时就诊的良好服务的私立医院

地址：Ilafy

联系电话 ：22 625 66 - 032 02 088 16

Polyclinique de Tanjombato 私立综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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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Tanjombato

联系电话：22 571 93 033 11 058 00

主要救护车服务急救热线 S.O.S AMBULANCES

SOS救护车服务Service d'ambulances ：22 357 53

市区救护车服务Ambulances Municipales ：22 200 40

ILAFY 医院救护车服务Ambulance Polyclinique d'Ilafy ：22 425 66 - 22 425 69

ESPACE MEDICAL 救护车服务Ambulance Espace Médical：22 625 66

Mpitsabo Mikambana 诊所救护车服务Ambulance Clinique Mpitsabo Mikambana ：22 23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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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马达加斯加旅行关键词

书籍

列国志《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是一个风光旖旎的岛国，位于西南印度洋，隔莫桑比克海峡与非洲大陆相望。独特的

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形成了马达加斯加岛上动植物种群的唯一性，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大约在14

世纪，麦利那人建立了伊麦利那王国。19世纪初，拉达马一世基本统一全岛，建立马达加斯加王

国，全岛各民族在统一进程中逐渐融合为马达加斯加民族。1896年，马达加斯加沦为法国殖民地

。马达加斯加人民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于1960年6月26日获得独立。独立至今，历经3个共和国

时期，政治危机时有发生，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是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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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2 

       延续卖座第一集《马达加斯加》，流落荒岛的狮子艾利克斯与斑马等一行人，决定改

造废弃于树头上的飞机离开无人岛，一开始还算顺利，一群动物们在飞机上开心庆祝即将回到五

光十色的纽约，但随即坠落于大草原来到动物天堂「非洲」，不单如此，狮子艾利克斯在这里遇

上了同类，却因为久居动物园失去沟通的本能，这一群十足观光客的外国动物，要如何融入环境

？又是否能回到纽约，搞出多少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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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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