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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非：一国一世界

在非洲大陆的最南端，有一个被称为“彩虹之国”的国度。他的东南西三面被印度洋和大西洋所

环抱，北面与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斯威士兰相接。他全年四季分明，因

风景如画被世界电影人所钟爱，因世界杯的举行被世人所熟知，他就是南非。南非与国内的时差

为6小时。 

南非掠影(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在南非，你可以看到世界著名的风景桌山，能领略各大战争片海上登陆时的取景处好望角的壮观

，能和动物亲密接触，能品尝一切你想不到的美食，如果说其他的非洲国度的代名词是狂野，那

么南非则是在狂野中多了几分温婉。

最佳旅行时间：

南非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和热带草原气候，东部沿海为亚热带湿润气候，南部沿海为地中海式气

候。全境气候分为春夏秋冬4季。12月~1月为夏季，最高气温可达32~38℃；6~8月是冬季，最低气

温为-10~-12℃。初夏是最适合南非旅行的季节，也是南非旅行的旺季。这时候的南非气温适宜，

但早晚温差较大，需及时添减衣物。

                                                 4 / 7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081&do=album&picid=33579


�������

南非：彩虹之国
  

二、行前准备

   

1、签证

签证类型：旅游签证

办理单位：南非驻华使馆签证处

办理所需资料：

1、签证申请表：表格须用英文填写完整并由申请人本人签名，注明日期

2、照片：一张护照尺寸的照片，在照片背面用拼音写清申请者全名。 

3、护照：由持有者签名的有效护照，该护照须有六个月的有效期。

4、机票：须持有效、不可退换的往返机票。

5、保证函：申请者须持有本人工作单位或雇主出据的保证其在南非逗留期间不申请工作，不申请

永久居民，按期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并继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住的保证函。

6、需提供详细的包括旅行日期，旅馆名称和南非组织者在内的旅行计划。

申请费：250元

有效期：90天

办理时间：10个工作日

注意事项：

1、除持有外交护照、公务护照、因公普通护照；或南非公民、拥有南非永久居留权的我国公民邀

请自己的直系亲属赴南探亲，或国内授权的旅行社组织旅游团访南办理签证，无需交纳押金，其

他人员申办签证均需交南非驻华使馆人民币15,000元押金，按期回国者押金退回。

2、所有申请材料须为英文或配有英文译文

3、南非对中国公民开放团体旅游、个人旅游不予办理

4、凡持前往津巴布韦、莫桑比克、莱索托、博茨瓦纳等国签证的公民在南非过境时，无需事前申

请南非签证，便可在南非旅游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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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A：有关南非使领馆信息请登陆“驻华使领馆”和“驻南非使领馆”

B：因私护照持有者或者个人旅行者必须亲自去北京大使馆递交办理，同一个公司的员工可以派

一个代表前去办理，也可委托旅行社或代办机构办理团体签证，就不需亲自前往了。

南非大使馆：

地址：东直门外大街5号

电话：(010)85320000

   

2、货币

南非的货币是兰特，目前流通的纸币有5、10、20、50兰特，铸币有1、2、5、10、20、50分和1、2

兰特。1兰特等于100分(Cents)1人民币元=1.2140南非兰特，1南非兰特=0.8237人民币元（2012年2月

3日），与美金及人民币的兑换率以当时的汇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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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特

旅人提示：

银行以及酒店，赌场，机场都有兑换货币的地方，但是不与人民币兑换。身上不宜带过多的现金

，最好是刷万事达或者VISA卡，而且当地的跳蚤市场很多都支持刷卡。

   

3、注意事项

服饰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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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与冬季还是需要旅客着厚点的衣物。春，初夏，可以着薄外套，午间气温最高，可以着短袖

。夏季短袖适宜。注意防晒。

电压，插头：

南非各大星级宾馆都供应适用于国内电压的插座，但是数量不多，建议游客自带插头转换器。

通讯：游客在国内事先办理好国际漫游业务即可。若长期在南非，可以在当地购买电话卡。

医疗及卫生：当地医疗条件不错，也不需游客提供任何的疫苗证明，若是不舒服，告知酒店就可

以得到及时的救治。

必带药品：驱蚊水，清凉油等外出常用必备药品即可。防晒霜也可以准备。

出行装备：

除必备的衣物以外，需自带洗漱用具，酒店只提供杯具，以及润肤乳，洗发水，护发素，沐浴乳

以及针线包，浴帽，香皂等其他小件物品。南非的很多服务员都是靠小费过活，所以若是游客撞

见服务员在您房间为您整理房间，请准备小费。小费金额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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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非旅行最棒体验

   

1、开普敦跳蚤市场，一起寻宝吧！ 

南非的跳蚤市场，一般来说导游都不会推荐游客单独去那些地方。因为在南非很多的跳蚤市场其

实治安并不太好，网络上的评论使得很多游客都望而却步。但若你到了开普敦不去跳蚤市场逛一

逛你就真的会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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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跳蚤市场(图片由网友 @二缺青年 提供)

跳蚤市场坐落于圣乔治街（St.Georges Street）的绿市广场（Green Market Square），贩卖不少来自

当地以及其他的非洲国家如津巴布韦、肯尼亚等地的特色工艺品。很多游客都慕名前来。在那里

面你可以找到任何你想找到的东西，比如非常有特色的非洲吉他等等。若是喜欢水晶洞这类物品

的朋友，跳蚤市场也是个好地方，因为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你心仪的水晶洞，并且价格是国内水晶

洞的一半不到，相当的划算。

旅人提示：

A：在跳蚤市场内，不接受货币的兑换，所以大家一定要将现金事先兑换好。或者将信用卡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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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好国际刷卡业务。在跳蚤市场内很多的店家都是可以刷信用卡的。但是特别注意的是，在南非

，如果大家要换兰特不能用人民币兑换，只接受美元，日元，英镑等货币的兑换。身上也不宜带

过多的现金，最好是能刷信用卡就刷信用卡。

B：跳蚤市场是接受砍价的。一般砍价的范围是对半砍，千万不可以把价格砍完了最后跟人说不

买。水晶洞因为很重，所以请事先问清到底你所买的这个有多重，告知店家你是要带它搭乘飞机

回中国，请店家把水晶洞封好，以免回国后发现水晶洞损坏，那就不好办了。另外，有些店家实

行买几FREE1的活动，也就是类似于我们这边的买5送1。可以和店家说FREE2，但是送太多店家也

是不会同意的。

   

2、桌山，体会不一样的自然风情

到了开普敦，就一定要到桌山看一看，它被誉为“上帝的餐桌”。在开普敦几乎走哪都能看见桌

山的影子，因为开普敦的每个人都享有享受风景的权利。桌山因其外形好似一张桌子而得名，桌

山对面的海湾有着天然良港，并因桌山而名为桌湾。海拔1087米的桌山是南非近四百年现代史最

有权威的见证者。桌山拥有世界上速度最快的  

360°旋转式缆车，从山角到山顶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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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山美景(图片由网友 @木林森 提供)

旅人提示：

A：自助行的朋友只需在开普敦市区坐观光车就可以到达位于山腰的缆车站。然后可搭乘缆车花

很短的时间上到桌山。缆车票价：普通游客往返120兰特，学生票80兰特。遇到恶劣天气以及风力

过大时，缆车将关闭运行。

B：若是在冬季以及初夏季节去到桌山，请一定带好长袖外套，桌山风大，虽然南非四季都不算

太冷，但是温差还是很大的，特别是有风的时候也会很冷。为了避免感冒生病，请一定注意保暖

加衣。

C：桌山是个攀岩的好地方，有30余处高难度的攀岩点，很多游客都慕名而来，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每年都会出现伤亡情况，所以没有经验的游客请一定不要轻易尝试，山上也可以进行岩降，

有专业的教练指导和保护，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对体能的要求也不高。如果游客们想要小小

的寻找一下刺激，岩降是很不错的选择。岩降收费：380兰特。

D：上桌山不一定要坐缆车，如果游客们想体会徒步的乐趣，可以从旁边的平坦小道绕道上桌山

。但路上岩石众多，不是有经验的徒步爱好者，建议还是选择缆车比较安全。

E：一切费用均按照当时的收费标准为准，在此提供的价格仅作参考。不过当地推出了一款名为

“开普敦通行证”（the Cape Town

Pass）的旅游套票，让游客可以免费乘搭交通工具、游览旅游景点以及在餐饮购物上得到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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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好望角，电影界的宠儿

好望角是一个到了开普敦必去的地方，很多的电影都在好望角取过景。好望角是规模很大的自然

保护区，这里除乘观光汽车游览以外，任何汽车禁止入内。在自然保护区内，绽放着各种植物和

花卉；生活着南非羚羊、鹿以及毒性超强蛇类——黑曼巴等动物。另外在近海处还有海豚等在游

弋，运气好的话在8月--11月期间还能看到鲨鱼，鸵鸟先生一家俨然已经成为好望角的大明星。在

游乐广场有游玩路线及设施提供。可以搭乘被称为Look out Point的去灯塔展望台的轨道车上山顶

，也可以选择步行只要20分钟左右。在轨道车车站的侧面有观光服务中心，在那里可以得到自然

保护区的地图和宣传手册。展望台能够看到半岛最南端的开普角，还可以看到两洋交汇分界线等

。沿着好望路一直走下去会出现一个白色的小沙滩，非常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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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望角(图片由网友 @二缺青年 提供)

旅人提示：

A：好望角距开普敦市中心约50公里，近1小时车程。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到达Cape

Point，可以先乘轻铁到西蒙镇，再租自行车进入好望角国家公园。

B：票价：35兰特

C：在纪念品商店能购买到好望角纪念明信片并且可以自己加盖纪念章，投入电车站边的红色邮

筒。明信片5兰特/张，纪念邮票6兰特/张。

D：到了好望角，有传说说在好望角带走一颗石子，好运会伴随着你。所以大家可以在地上随意

的捡取一颗你喜爱的小石子带走，但是千万不能被外国友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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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港口出海，和企鹅海豹打个招呼吧

维多利亚艾尔法特海滨购物城（Victoria & Alfred Waterfront）内，有很多的船只停靠在港口，只需

要花少量的钱就可以在出海，时间控制在1个半小时。企鹅岛和海豹岛是出海后非常推荐去的地方

，不仅孩子喜欢，大人也一样的喜爱。 

海豹岛(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旅人提示：

A：出海前请事先将晕船药带在身上。越往深海走，浪越大，没有坐惯海船的游客大多都会有晕

船呕吐的现象发生，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生病，请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B：港口有很多海鸥自由出没，请不要随意去投食以及抓捕，想要喂海鸥的朋友请去指定地点购

买饲料。

C：出海前请确认好该船是否有航道可以允许船只出海，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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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海豹岛以及企鹅岛请勿随意投食捕捉动物。

   

5、购物城里欢乐血拼

维多利亚艾尔法特海滨购物城（Victoria & Alfred Waterfront）是个很多游客在出海后就必去的地方

，因为就在港口旁边。这个地方在遇到换季打折的时候会有相当大的折扣，想要买奢侈品的朋友

，换季是个不错的选择。另外购物城内还有很多美食店，人流量很大。 

维多利亚艾尔法特海滨购物城(图片由网友 @木林森 提供)

旅人提示

A：购物城晚上打烊时间是21：00整，周末购物城打烊时间会提早到下午。

B：在购物城外还有很多美食可供大家品尝。

C：请勿携带过多的现金。

   

6、一起看场激烈的足球赛吧！

南非人爱足球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2010世界杯用过的足球场也成为了很多足球迷以及游客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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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留念的好地方。在维多利亚亚爱尔法特海滨购物城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广场，配有一个超大的

LED屏幕，在有足球赛期间每天都会转播赛事。这时候就会有不少的游客以及当地人穿着自己支

持的球队的衣服围坐在广场上一起看球赛。 

(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旅人提示：

A：南非当地电视台有几个体育足球频道，游客若找不到地方，在住处就可以看到球赛

B：看球赛的人很多，所以要提早去，不然就只能站着看完一场球赛了。

   

7、约翰内斯堡，低空看夜景

若有游客是定的晚间的飞机从开普敦回约翰尼斯堡，那么在约堡的第一个经典必然就是低空看约

堡的夜景。机组人员会在即将降落约堡的前10~15分钟熄灭飞机上的所有灯光，这时候你向窗外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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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约堡的夜景会让你不自觉的掏出相机拍照。

约翰内斯堡夜景(图片由网友 @二缺青年 提供)

旅人提示：

A：不管是去开普敦还是从开普敦回约堡若是乘坐小飞机，是不提供机餐以及饮用水的，需要自

己花钱购买，所以最好大家在机场事先吃好，飞机上的食物偏贵并且只有零食提供

   

8、在广场上围观总统府

茨瓦内是南非的行政首都，约翰内斯堡正好在茨瓦内是南非第一大城市，所以到了约堡就不得不

去总统府参观一番。总统府很早以前就已经不对外开放了，但即便如此，在总统府外的花园广场

上环视总统府，那种气魄还是挺让人记忆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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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府外观(图片由网友 @木林森 提供)

旅人提示：

A：广场上有一些小贩在推车卖工艺品什么的，比跳蚤市场稍微贵一些，可选择性购买。

B：广场中间有mandela的雕像，大家可以去合影什么的。注意不要随意踩草坪摘鲜花，随意采摘

鲜花在南非会受到很重的处罚。

   

9、赌场，分不清的黑白昼

南非分布各大的赌场，都是合法的，小孩不被允许进入VIP室（也就是豪赌的房间）。遇到长的

比较嫩的游客，也会有被查护照或者身份证的情况。南非的赌场很多，各种奢华，在里面不仅能

体验到博彩的乐趣，还能在里面感受到欧洲建筑的风情，品尝各国的异域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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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二缺青年 提供)

旅人提示：

A：小赌怡情大赌伤身。请大家自己把握。

B：在赌场兑换货币比较划算，但是只接受美金，英镑，日元，欧元等货币兑换，不接受人民币

。所以游客们可以事先在国内换取一点美金。 

   

10、匹伦内斯堡国家公园，和动物来个亲密接触

匹伦内斯堡国家公园（Pilanesberg），是南非第四大国家公园，面积500平方公里。园内有长颈鹿

、斑马、狮子和犀牛等动物。太阳城有专门的旅游车前往。园内有个休息站，可以要求司机带领

大家去休息站，走过一段木质长廊会来到鸟的天堂。在木屋内看着你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鸟类在

你面前的湖泊上空自由的飞，偶尔拿出面包，还会有鸟来进食。并且在木质长廊的两边运气好还

会发现很多小动物在不远处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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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伦内斯堡国家公园(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旅人提示：

A：在皇宫酒店的外面会有开放式的吉普车，搭乘它就可以直接进入园区

B：进入园区后因为在野外所以会比较冷，请多加衣服。吉普车内亦有后的毛毯可供应

C：进入园区后请不要因为看到动物而大声喧哗，以及单独行动，避免惊吓动物造成意外发生。

D：开放时间：清晨4点到晚上5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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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约翰内斯堡

南非最大城市，世界最大的产金中心约翰内斯堡（ Johannesburg ）素有“黄金之城”之称。位于

东北部法尔河上游高地，海拔1754米。是德兰士瓦州黄金矿脉的中心。1880年，这里只是一座以

两条牛的价值换来的农场。1886年建有一探矿站，随着金矿的发现和开采发展为城市。

交通：从国内的上海以及香港可转机抵达约翰内斯堡。现在飞南非的航空公司除了国泰以外，还

有南非航空等航空公司，具体的航班信息以当时的信息为准。机票价格经济舱折扣价基本维持在4

000多RMB左右。飞行时间大约12小时。

旅人提示：

到达约堡出关前，会有不少海关在此拦截散客检查行李以及衣物，所以提醒游客请不要在行李箱

里装任何看起来相当值钱的东西，也不要在身上带太多的现金，海关会因为带的贵重东西太多为

由，而收走您的钱财。出行还是以轻便为主。若是有旅行团和您一起出关，请务必紧跟旅行团，

因为旅行团有机场的工作人员接送，可避免被海关搜查。

   

1、Lesedi文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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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二缺青年 提供)

Lesedi文化村是一个多元文化的非洲村落，成立于1993年，离约翰内斯堡不到1小时的路程。它由

一些各具特色的农庄组成：科萨庄、祖鲁庄、Pedi和Basotho庄等。祖鲁庄：祖鲁人如今是南非最

大的部落，大约有近8百万人口。他们住在蜂窝式的小屋里，小屋围成一个环状，叫做“kraal”。

科萨庄：曼德拉的祖先就是科萨人。在所有来自北方的部族之中，科萨人向南走得最远。他们住

的房子是尖圆顶茅屋，墙是用泥做的，在动物保护区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营房。Pedi族人最有艺术

特质，从他们粉刷自己房子的外墙饰，便可见一斑⋯⋯当您亲眼目睹南非社会这五彩缤纷的组成

结构，就不难理解南非为什么被称为“彩虹国度”了。

门票价格：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提示：门票价格与开放时间变动较快，仅供参考，以景区最新公布的信息为准）

   

2、黄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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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木林森 提供)

在金矿旧址上建立的主题公园黄金城在约堡南部，黄金城的矿井曾挖到地下3200米深处，现在游

客最多可下到地下220米处参观当时开采黄金的实际作业状况。园内逼真地重现了18世纪后期到19

世纪初期淘金热潮时黄金城的建筑，有反映当时繁荣的银行、邮局、警察局、餐厅、酒吧等。乘

着喷着蒸气缓缓行进的老式火车，游览着这些古老建筑，游客仿佛回到了18世纪。

旅人提示：该地区位于约堡南部，具体路线可在酒店详询总台。

   

3、金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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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金矿博物馆位于约翰内斯堡的近郊，是世上唯一的室外金矿博物馆。馆内仍保留着一列窄轨的老

爷火车，由蒸汽车头拖动着三节车厢缓缓地绕着金矿博物馆行驶一周，坐在车厢狭窄的木板凳上

看窗外的煤烟随着火车晃动四处飘散，在幽暗而潮湿的坑道中，可以看到矿工点着蜡烛用钉槌和

斧子模仿旧时一槌又一槌地挖取金矿石，开采后的矿石运到地面，由矿工敲碎，用水冲入长水槽

，金比水重，渐渐沉积于水槽底。经过一系列程序，纯金沙便送到冶金房锻炼成黄金。

门票价格：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4、约翰内斯堡艺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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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位于朱伯特公园（Joubert Park）里的约翰内斯堡艺廊（Johannesburg Art Gallery）坐落在一座结合

古今建筑学的迷人建筑物里。馆中拥有足以代表国际及南非艺术的收藏和一间收藏品超过2500件

的版画陈列室。非洲部落艺术的展出地点则在维瓦特兰大学的葛楚波赛尔艺廊（Gertrude Posel

Gallery），该馆专门展出逐渐消失的非洲艺术品，如面具、头饰和珠饰细工等。

门票价格：免费

开放时间：以当地时间为准

地址：Klein and King George streets, Joubert Park, Johannesburg

   

5、南非总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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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是世界上唯一有三个首都的国家，行政首都在比勒陀利亚，立法首都在开普敦，司法首都在

布隆方丹，体现三权分立。所以，南非总统不一定每天都呆在比陀的总统府里。 

(图片由网友 @木林森 提供)

总统府很壮观。一个斜坡上，一组气势宏伟的欧式建筑群，总体半园型，表面为米黄色的花岗岩

结构，屋顶覆盖红瓦，气势恢弘。正门前一个石座，顶端是两个人拉着一匹高头大马的雕像。据

说，是在昭示英国人和布尔人联合统治南非的决心。布尔人的祖先，就是荷兰人、德国人和法国

人的混血后裔。总统府门前大路边上的一溜小摊。连棚子都没有，更别提招牌，就一个简单的摊

床。摆放的都是具有南非特色的手工艺品。路边的小摊长时间有个推车卖冰淇淋的。冰激凌价钱

最高的不到11兰特，雪糕，4块5，雀巢的。

旅人提示：

总统府很早就不对外开放，所以不能入内，只能在外面欣赏美景。无门票，全天开放。

   

6、凯撒赌场

  南非的赌场很多，就在机场旁边就有一个凯撒赌场，相当的有名。一到周末很多当地人都会开

车前往凯撒赌场进行娱乐。自从2000年南非开放博彩业以来，已经开设了大大小小40多家赌场，

人均拥有量世界第一。这些赌场每年为国家上缴大量的税收，甚至一些赌场国家直接参股。值得

一提的是，南非最大的几家赌场都聚集在约翰内斯堡，被称为非洲的“拉斯维加斯”。赌场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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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最气派的建筑物，除了供人赌博外，里面集购物、餐饮、游乐、影院、旅馆于一体，24小

时营业，昼夜灯红酒绿，霓虹闪烁。因此，赌场成了约堡最繁华、最喧闹、人员最密集的场所。

在这里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惊险刺激、悲喜沉浮的故事。 

(图片由网友 @二缺青年 提供)

旅人提示：

小赌怡情大赌伤身，把握好尺度。感受下当地博彩的气氛就好。不必太过较真。未成年人不得进

入。24小时营业。

   

7、Su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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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在约翰内斯堡西北方向大约250公里处，隐藏着一个神秘、令人充满幻想的世外桃源－太阳城(Sun 

City)。太阳城是南非的著名旅游胜地，连续举办过五界的世界小姐选举。这里有创意独特的人造

海滩浴场、惟妙惟肖的人造地震桥、优美的高尔夫球场和人工湖。有南非最大规模之一的赌博城

全天24小时营业、人工海浪沙滩泳池、由南非籍的世界级设计师所设计的两个高尔夫球场。太阳

城的美丽景色和魅力令前来观光者流连忘返。

太阳城有专门的旅游车前往，出发时间是每天清晨4点，下午返回。

   

8、足球城体育场

足球城体育场又称FNB体育场(国家银行体育场)，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主球场，它座落在约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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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堡的西南部索韦托区，与南非足协以及国际足联世界杯组委会相邻。足球城体育场于1987年落

成，虽然只有20多年的历史，它却承载着南非人民无数的感情。经过翻新后，足球城体育场的容

量将增至94700人。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决赛都是在这座非洲大陆最大的体育场内举行的。除此

外，这里还承办了其他四场小组赛、一场1/8决赛、以及一场1/4决赛。2010年1月22日，足球城体

育场迎来了第一批客人，解禁复出的马拉多纳来此进行了参观，6月17日，阿根廷将与韩国在这里

进行B组的一场小组赛。球场内，是满眼的橘色座椅，这是因为荷兰设计公司将自己的民族国家

偏好植入进来所致。 

(图片由网友 @木林森 提供)

旅人提示：

足球场一般说来不会对外开放，所以游客只能在球场外参观。因路途相较遥远，建议旅客询问住

处的前台，并且联系好车辆或者直接打车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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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普敦

开普敦（Cape Town）是南非召开共和国会议的立法首都，是重要港口，南非第二大城市，仅次

于约翰内斯堡。始建于1652年，原为东印度公司供应站驻地，是西欧殖民者最早在南部非洲建立

的据点，即是南非的发源地，许多人称她为“母城”（Mother

City）。开普敦现有白人管辖，所以看上去会有一种在欧洲小镇的感觉。

交通：现没有国内直飞开普敦的航班，所以想去开普敦就必须在约堡转机，飞行时间大约是2小时

。飞机上不提供机餐，需自行购买。机票请提前订购。

   

1、花园大道

(图片由网友 @三好少年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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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塞尔港(Mossel Bay)到斯托姆河(Storms River)连续255公里的一级海滨公路被称为花园大道，也

是南非最著名的风景之一。花园大道与湖泊、山脉、黄金海滩、悬崖峭壁和茂密原始森林丛生的

海岸线平行，沿途可见清澈的河流自欧坦尼科与齐齐卡马山脉流入蔚蓝的大海。在内陆部分，有

海拔在1000-1700米的奥特尼夸、齐齐卡马山脉横跨东西。越过这个山脉，就是奥茨胡恩等平原地

带了，从途中的关口要道眺望连绵群山，景色十分壮美。

地址：From Mossel Bay to Storms River.

   

2、海豹岛

(图片由网友 @三好少年 提供)

海豹岛(Duiker Island)本名德克岛，又译杜克岛，是一座位于豪特湾(Hout Bay)的礁石小岛，距海

岸只有几百米，因岛上为数众多的海豹与海鸥而闻名，是开普敦半岛著名的游览胜地之一。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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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顶多几千平方米，全是光秃秃的石头，岛上或站或趴地挤满了海豹，黑压压的一片，据说有

几千只，为了保护这些动物，游客只能远观海豹而不能登上海豹岛。码头有专用游艇带游客前往

观赏，在离岛很近的地方缓慢绕行，让游客近距离观赏海豹们捕食、嬉水、栖息的情景。

旅人提示：为了动物的健康请勿投食。能否出海视当时天气而定。

地址：蒙特湾

   

3、企鹅岛

(图片由网友 @二缺青年 提供)

在南非开普敦东海岸的西蒙镇,有个被称为”漂砾“的小海湾,这里是企鹅的家园。1982年,当地渔

民在这里发现了最初的两对企鹅,在当地居民自发的保护下,经过20多年的繁衍,到现在企鹅的数量

已发展超过了3000只。一方面,“漂砾”海湾附近丰富的海产品―――沙丁鱼和凤尾鱼给企鹅提供

了充足的营养,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和动物保护组织的大力保护使南非企鹅得以大量增加。 来到企

鹅岛上,可以看见成群的企鹅在海水中冲浪、戏水、觅食,或是在沙滩上享受阳光,企鹅上岸靠浪冲

上去,下去的时候又靠浪冲回来。企鹅在海岸边的矮灌木树丛筑巢。尽管企鹅怕人,但还是会挺着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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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肚子,两只退化的翅膀像小手一样摆动着走来走去,摇摇摆摆、憨态可掬。如此近在咫尺地观看

企鹅的憨态,静听企鹅的叫声,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如果不是亲耳听到企鹅的叫声,永远也不会想到

小小的企鹅叫起来声音像一头驴,确实可以把人吓一跳

旅人提示：为了动物的健康请勿投食。能否出海视当时天气而定。

   

4、好望角

(图片由网友 @木林森 提供)

“好望角”的意思是“美好希望的海角”，但最初却称“风暴角”。好望角是位于非洲西南端非

常著名的岬角。位于34°21′S，18°30′E处。北距开普敦52km。欲为通往富庶的东方航道，故

改称好望角。苏伊士运河通航前，来往于亚欧之间的船舶都经过好望角。现特大油轮无法进入苏

伊士运河，仍需取此道航行。好望角多暴风雨，海浪汹涌，位于来自印度洋的温暖的莫桑比克厄

加勒斯洋流和来自南极洲水域的寒冷的本格拉洋流的汇合处。1939年这里成为自然保护区，好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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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东方2公里(1.2里)处，设有一座灯塔。

旅人提示：好望角距开普敦市中心约50公里，近1小时车程。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到达Cape

Point，可以先乘轻铁到西蒙镇，再租自行车进入好望角国家公园。

   

5、桌山

(图片由网友 @三好少年 提供)

桌山位于南非的首都开普敦（CAPE TOWN），意为“海角之城”。这座位于天涯海角的名城前

拥波光粼粼的大西洋海湾，背枕一座乱云飞渡、形似巨大长方形条桌的奇山。不知是哪位前人首

先突发灵感，直白地称其为“桌山”。桌山对面的海湾有着天然良港，并因桌山得名为桌湾。就

像是一位端坐在大西洋边的历史老人，海拔1087米的桌山是南非近四百年现代史最有权威的见证

者.桌山靠近大西洋一侧有两座小山，分别称为狮头峰信号山，另一南非开普敦南部的桌山侧更为

险峻的山峰称为魔鬼峰。它们就像桌山伸出的左右两只手臂，紧紧地拥抱着山脚下的开普敦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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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夏季（10月到翌年3月），挟带着大量水汽的东南风突然被桌山拦住后迅速上升，在山顶冷

空气的作用下，一下凝结为翻卷升腾的云团，然后就像厚厚的丝绒桌布将桌山自半山腰齐刷刷地

覆盖起来，蔚为壮观。

开放时间：全天，门票视当时票价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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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南非欢快购物

   

1、购物场所

Sandton city 

(图片由网友 @木林森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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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约翰内斯堡规模第一的一家购物中心，每天都有很多人前去购物。这里是游客与富有的当地

人驻足的地方。衫腾有300间左右的商店，与之相连的尼尔森曼德拉广场更为之增色。尼尔森曼德

拉广场，一个喷泉广场，中央立着曼德拉先生的雕像，四周是一些简单的西餐厅与设计师们自己

开设的店面。

地址：撒恩城内

维多利亚艾尔法特海滨购物城（Victoria & Alfred Waterfront） 

(图片由网友 @三好少年 提供)

在开普敦，深受游客喜爱。里面有餐饮店以及各种服饰，手表等店铺。

地址：开普敦维多利亚港

德班通门剧院购物中心 (Gateway Theatre of Sh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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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购物中心面积宽广，是个可供游客休闲与购物的场所。中心内多家零售店向游客提供时尚类商

品、食品、以及技术类器材。其实它更多地展示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如果您热衷于体育运动，

那么那里还有一个冲浪中心与滑板公园。

地址：Umhlanga, north of Durban KwaZulu-Natal, South Africa

玫瑰岸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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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衫腾相比，这里的游客更年轻一些。该购物中心很好地将室外的，也有室内的。

地址：Bath and Cradock大道间

东方广场

东方广场在fordsburg，近约翰内斯堡的城中心，集众多层次的消费与一体。这里您可以闻到咖哩

的芳香，可以享受到店主热情的招呼。您可以看到美丽的亚麻纤维的制作者、色彩鲜艳的灯笼还

有各色折皱布帘。一直以来，这里都是那些想购买上好的纤维、帘子与布艺装饰物的游客的第一

站。

旅人提示：开放时间：上午九点到晚上9点。周日店面关门较早，请注意购物时间。

地址：fordsburg，johannesburg

   

2、南非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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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

钻石原石

南非钻在世界都是赫赫有名的，所以很多人到达南非都会去购买一颗南非裸钻，或者购买一颗镶

嵌好了的钻戒，在南非，钻戒的工艺相当的精美，同时价格也是国内的一半。一般说来，要买裸

钻，最好是由当地人带领去石材市场或者钻石收购者处购买，每颗钻石内都会有编号，和证书应

该编号一致，购买时请一定要确认好。现在南非钻石有所涨价，但是价格依旧比国内便宜很多。

钻石有等级之分，请事先查阅好有关钻石的相关资料，另外需要保价的话，一克拉以上是最好的

选择。一克拉以下的钻石，成色再好，也不能算是个保价的好钻石。

鸵鸟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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鸵鸟蛋是世界上现时可以见到最大的蛋，更是用于烹饪的佳肴。它的营养价值极其丰富，是很好

的绿色食品。

坦桑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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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非的很多商店你都可以见到珍贵的坦桑蓝，并且售价不便宜。坦桑蓝在非洲的各个国家都有

卖，但是主要看它的成色。一般说来，一颗一克拉的坦桑蓝价格在1W南特左右。因为国内对坦桑

蓝没有特别好的加工工艺，所以要买的朋友建议在南非直接买设计师设计制作加工好的坦桑蓝。

呜呜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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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三好少年 提供)

这个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南非的特产之一，在南非世界杯上大放光彩的东西，在各个地方都有卖

，机场也能买到，但基本是MADE IN CHINA。售价大约在100多兰特的样子，可拆卸。

非洲皮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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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非洲鼓和手鼓，国内有卖，但售价颇高。音乐人有时会拿他作为节奏伴奏。也可挂墙上或者

放在某一个地方作为装饰品。

芦荟胶

南非的芦荟胶相当的不错，很多游客到达南非都会慕名去买一些带回家。

红灌木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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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也是到了南非不得不喝的好茶！它可与绿茶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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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南非美食

   

1、美食推荐

南非的中餐：

在南非有很多的中餐馆，其中富丽华应该算是南非最大的一家中餐馆，价格偏高，味道还算可以

，在南非的各大赌场都有店铺。服务员基本为中国人，也有当地人。

牛尾：

在sandton的曼德拉广场有一家专吃牛尾以及牛排的店面，味道相当的不错，肉很嫩，而且分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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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前去品尝。时间要趁早，不然就得排队了。

烤鸡，烤羊腿：

在去太阳城的路上，有一家不太起眼的店铺，专门做烤鸡和烤羊腿的，很多人慕名前去尝试。分

量大，建议去之前最好不要吃太多的东西。

酸奶：

在每个酒店早餐都会供应新鲜手工酸奶，值得尝试。

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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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海鲜是出了名的，特别是生蚝，鲍鱼。

   

2、推荐餐馆

约翰内斯堡：

Daruma

地址：6th Floor, Sandton Sun & Towers Inter-Continental

环境雅致，有寿司专台，铁板专台、日本酒和葡萄酒吧。可在此品尝正宗的日本饮食。日本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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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员对顾客的态度也很恭敬。

营业时间：7:00-10:00、11:30-14:00、18:00-22:30（最终点菜时间）；周日休息

Imperial Palace

地址：Shop 10,Sandton Sq. Sandton

在约城有好几家中国餐厅，该餐厅有着比其他地方更美味的评价。特别推荐午餐套餐。

营业时间：12:00-15:00、18:00-22:30

Butcher Grill

(图片由网友 @木林森 提供)

地址：Shop 30

在撒恩顿广场也有很多像巴黎街角处的那种咖啡店风格的餐厅，Butcher

Grill就是其中之一。在这里可以品尝到欧洲普通的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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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ton Sq. Lyabaya

地址：42 Hunter St. Yeoville

想品尝非洲风味最好选择这里。南非的面包粥、奶油炖肉菜当然都有，从突尼斯、毛利塔尼亚风

味的拌生菜开始，到西非的鱼类、乍得风味的烤肉排，这里有非洲各国的特色菜肴，种类丰富。

营业时间：12:00-14:00、18:00-23:00；星期二－星期日。

开普敦：

卢蒂斯餐馆(Rooti’s V&A Waterfront)

(图片由网友 @木林森 提供)

地址：维多利亚阿尔弗雷德码头广场

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各种马来风味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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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伊滕维瓦庭餐厅(Buitenverwagting restaurant)

地址：康士坦蒂亚(Constantia)城里的同名酒场。

可以品尝到新鲜酿制的葡萄酒

千波丝(Champers)

(图片由网友 @童小张 提供)

地址：高地酒场(Highlands Estate)

在这个餐厅有新鲜的龙虾和鹌鹑供应，喜欢吃龙虾的朋友们一定不能错过品尝鲜美食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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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南非交通

   

1、国际机场

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全称为：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国际机场 （OR Tambo International

Airport，IATA代码：JNB， ICAO代码：FAJS），每年服务约1600万乘客，现在从上海或者香港转

机都能到达此机场。另外一个国际机场是开普敦国际机场。

   

2、汽车

公交车：

南非的公交车和国内的差不多，可以到达很多酒店以及景点。但是由于很多国人语言不通，所以

很少有人搭乘公交车出行。

出租车：

南非的出租车几乎都为奔驰以及丰田，当然价格也是相当的贵，需要电话叫车，或去出租车站等

候车子的到来。

汽车租赁：

南非可以自己租车游玩，但是需要驾驶证，并且请事先了解好当地的路况，熟悉交通，遵守交通

规则，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旅行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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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地的一个特色，旅行巴士可以直达市区内的经典，比如开普敦的桌山等等地方，价格不贵

，造型和国内的观光巴士差不多，所以大部分游客都选择乘坐旅行巴士前往就近的一些经典。

   

3、火车

       南非的火车也是四通八达，距离约堡机场5分钟车程的地方就有一个火车站，每天

都是一片繁忙景象。南非的火车速度不快，可以说只有国内慢车的速度。但部分火车内饰较好，

可以沿路欣赏不一样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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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南非住宿

约翰内斯堡：

Sheraton Pretoria Hotel

位于总统俯（联合大厦）对面，该酒店现推出特价:R660.00

兰特(每间双人房,包早餐)，故比其他五星级酒店便宜。

The palace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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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宫赌场酒店，是南非最好的酒店，坐落于太阳城内，吸引了不少的游客前来

居住。因为它建立在荒郊野外，原生态的环境，所以经常会有鸽子，鸟等动物在你面前自由出没

。特别是住在一楼的朋友都会发现窗子上有贴一张温馨提示：请随时关好落地窗，避免猴子进屋

。而且你在任何地方都能见到告知旅客不要惊吓猴子或者随意投食给猴子的提醒。

Westcliff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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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cliff 酒店位于桑德顿城 (Sandtons)

的绿色郊区之一，可俯瞰到漂亮的约翰内斯堡动物园 (Johannesburg Zoo)

和周边的温带疏林，距离桑德顿城中心七公里，距离国际机场 35 公里。

地址：南非   约翰内斯堡   67 JAN SMUTS AVENUE 2193 WESTCLIFF

JOHANNESBURGSOUTH AFRICA

电话：27-11-4816000

传真：27-11-6463500

阿瑟尔广场精品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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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hol Place Boutique Hotel位于约翰内斯堡的观光和商业中心位置。所有客房都提

供此一等级饭店所能提供之最舒适便捷的服务，尽力满足旅客需求。所有饭店房间均提供设施如

，房内保险箱, 宽带上网, 吹风机。

地     址 ：90 Pretoria Avenue, Atholl, Sandton

开普敦：

The table bay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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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敦的维多利亚艾尔法特海滨购物城内，是少有的超5星酒店，国家领导人指定下榻的酒店，环

境优美，治安很好，每天都会有安保在每个楼层巡逻，价格约为6000~7000兰特

酒店地址： 开普敦    8001 Victoria and Alfred Waterfront Quay 6, Cape Town,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房间数量（间）：329

Ambassador(大使酒店)

                                               59 / 71



�������

南非：彩虹之国

      大使酒店是一家四星级传统酒店，共有客房97间，地处开普敦最漂亮的地区之一。是

那些想同时靠近市中心和海滩客人的理想下榻地。酒店每天有免费穿梭巴士到流动维多利亚以及

Alfred Waterfront，拥有婴儿照看设施和外汇兑换台。就在海岸线处有一户外游泳池，客人可以在

此日光浴，并享用饮料和食品。酒店很受客人欢迎，因为可以欣赏大海难以置信的美景。

地址：开普敦 34 Victoria Road Bantry Bay 8001 Capetown South Africa

电话：27-21-4396170

Holiday Inn(假日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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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酒店是一家四星级现代化酒店，共有客房334间。酒店位于Capetown市中心的

购物街，靠近城市的历史中心。酒店有2座餐厅，均位于底层，一个提供国际化餐饮，富于乡村格

调；另一个可按菜单点菜。这个酒店是Capetown最高的建筑之一

，从房间或者酒店的观光电梯可以看到Table山的景色和周围环境的景色。

地址：开普敦 Strand Street Po Box 4532 Capetown 8000 South Africa

电话：27-21-4885100

家庭式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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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非还有一种叫家庭式旅馆的地方，几乎都是当地人居住。在周末的时候当地人

会开着车子带着自己的小孩租这么一个别墅在里面度假。一切自理，没有服务员，相当于一个小

家庭。所以很受游客喜爱，傍晚要路过这样的旅馆，一定会看到有家庭在BBQ。

野外帐篷：

       在野生动物园内的休息站，可以搭建帐篷进行露营，可以生火BBQ。所以很多当地

人偶尔会开着车子三朋四友的去到野生动物园看夜景，进行露营。特别是半夜的时候周围会有小

兔子等小动物经过，显得特别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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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行程推荐

开普敦：

第一天：

到达约堡后可直接转机前往开普敦。若是到达时间较早，可以直接前往桌山参观游览。

第二天：

一早可前去好望角观光，下午返回酒店可乘船出海。

第三天：

可在开普敦的各大购物中心购物，晚上乘坐班机抵达约堡。

约翰内斯堡

抵达约堡后的行程：

第一天， 到达后可以休息一下，下午去各大购物点购物

第二天， 早餐后去约堡的酒庄和庄园看看，很多人都会在庄园里举行婚礼，运气好的时候还会

遇到新人的婚礼。

第三天， 早上可出发前往总统府观光，下午去太阳城。

第四天， 在太阳城，上午可以去热带雨林玩耍，下午回酒店乘车前往野生公园

第五天， 上午前往水上世界观光游玩，中午午餐后抵达地震墙拍照留念，下午走过地震墙就是

人造沙滩，可以在那玩一下午。

深度游：

第一天:飞机抵达约堡

第二天：参观总统府等等，下午前往太阳城。

第三天：参观野生动物园以及南非最大的球场:soccer

city，还有钻石中心，后返回约堡机场飞抵开普敦，

第四天：开普敦——好望角——开普敦

乘船游览『海豹岛』，观赏数以千计之大小海狮在水中嬉戏及追逐趣致奇景，后抵达FISH

HOOK镇。下午可以去海军名镇—『西门镇』。参观西门镇博物馆，此乃当时总督Simon Van der

Stel的官邸，博物馆里陈列本镇历史文物，见证西门镇200 多年的变迁，

游客也可在镇上的『水门购物市场』自由购物。

前往非洲最南端的天之涯，海之角—『好望角』。登上好望角角点纵观大西洋、印度洋交汇的浩

瀚风光，后返回开普敦。

第五天：开普敦——法国镇——开普敦

乘坐360度旋转缆车直上『桌山』，欣赏全市美丽景色。下午可以参观『鸵鸟园』，在园内团友可

以了解鸵鸟的生活习性，还可以亲手喂鸵鸟，尝试着骑鸵鸟，最后可以购买鸵鸟蛋工艺品留念。

第六天：开普敦——赫曼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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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可于山崖上俯瞰大海，观看这些巨大的生物。此外，还可以乘船在海上观鲸。观鲸者可以对

南露脊鲸与生俱来的力量及优雅的水上杂技一开眼界。

第七天：开普敦——约堡机场转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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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1. 使馆信息：

南非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东直门外大街5号，邮编：100600

电话：010-8532 0000

传真：010-6532 0180

紧急事务联系电话：13501059041

电子邮箱：embassy@saembassy.org.cn

使馆工作时间：8:30～12:00；13:00～17:00（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

签证事务对外工作时间：9:00～12:00（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

南非驻华大使馆网站：http://www.saembassy.org.cn

南非驻上海领事馆

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222号外滩中心2706室，邮编：200002

电话：021-5359 4977

传真：021-6335 2980

电子邮件:shanghai@foreign.gov.za

领事馆工作时间：8:00～16:30（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

领事部门办公时间:上午9:00～12:00（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

紧急事务联系方式:13817862180

领事区域：上海、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山东省、福建省以及广东省

南非驻香港领事馆

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23号，鹰君中心2706 - 10 室

领事部门办公时间：9:00～12:00（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

电话：+85-2-2577-3279

传真：+85-2-2890-1975

电子邮件:sacghgk@netvigator.com

紧急事务联系方式:+85-9034 7785

领事区域：香港、澳门

2.治安状况

南非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犯罪形式主要是持刀、枪抢劫财物、车辆及施暴、强奸等

。

建议性防范措施：1、尽量结伴而行，不要单独行动；2、贵重物品、宝石饰品、名牌服装要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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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当，最好不要外露；3、避免出入特定居民区和无人的街道、场所。4、日出前、日落后，尽量

少出门；5、最好使用信用卡或旅行支票，避免在公共场所兑换钱或出示大量现金。

发生意外须知：如不幸遇劫，尽量向人多的地方逃跑，如无法逃脱，不要抵抗，马上将适量现金

交给对方，并尽量记清劫持者的个人特征，案发时间和地点；尽快报警，报警电话：10111；或到

最近的警察局报案。

3.前往野生动物园游玩，应严格遵守园内规定，尤其注意不得擅自下车、喂食动物

4.与使、领馆和当地有关部门紧急联系方式和电话等

中国驻南非使馆电话：0027-12-3429366手机：0833036361

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事馆电话：0027-11-7847241 手机：0726984623

中国驻开普敦总领事馆电话：0027-21-6740592 手机：0823402658

中国驻德班总领事馆电话：0027-31-5634534 手机：0832544912

南非警察呼叫控制中心电话：10111

南非反贪污组电话：0836269128

商业调查科电话：0828092388

火警电话；331-2222

急救服务电话：999或1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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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南非关键词

足球：

南非人爱足球们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不管男女老少，对足球的那种狂热真的让人看着就觉得很

开心，不用找场地，就路边的大草坪就可以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赛。南非的足球场众多，每年

会举办很多比赛。另外在南非的各大电视台体育频道几乎是全程直播各种足球赛，收视率极高。

建筑

：南非的建筑都是抱团的形式，他不像国内是分散的，随处都能见到小商铺。在南非，商店是一

个区域，住宅是一个区域，全部以区域来划分，很少在街上能看见小商店什么的，基本上都是空

旷的空地。

贫民窟：

在外人眼中，非洲有很多的贫民窟，南非也不例外。在南非，贫民窟其实都集中在郊区，也不像

大家想象的那么乱，在贫民窟，情况好一些的基本也能买上一辆小货车。在贫民窟居住的人，曾

经是在晚上9点后不被允许进入市区的。白天在市区的路上你也能看见很多黑人举着牌子，上面写

着没有食物没有工作，在街上乞讨。

环境：

南非的环境很好，风景很漂亮，天气也不错，终年少雨多风，所以大家在街上看见树都往一个方

向斜着生长也不足为奇。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很少有人感冒，南非人常说，风把病菌刮跑了。并

且南非有规定，在方圆3公里的区域不准养家眷，以保护生态。

《南非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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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为旅居南非作家恺蒂的随笔集，记录了她在南非的所见所闻所感，包括她对诺

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大主教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还有中国读者比较陌生的南非小说，以及南

非大地上生机勃勃的风土人情。无论是津巴布韦总统大选，种族隔离，还是爱滋病孤儿的关注，

都显示了她宽阔的国际视野。《南非的良心》中谈到的真相与和解、Ubuntu和图图所谓的四大恶

人(希特勒、萨达姆、布什、拉登)都很有意味。她的文字不像董桥那么老练，也不像余秋雨那么

铺张，而是细腻而清澈，温婉而不失敏锐。

《南非，南非――镜头里的心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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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狼、徐静蕾、冯仑、张梓琳、罗红、田亮、马艳丽、阿涩、飞鱼秀、全莉、黄志淙、刘煜等

十三位中国知名人士的不同角度出发，引领读者真切感受南非。本书共分十三个部分，每部分以

一位中国名人的南非心情小文为序，对接南非的方方面面，在与读者分享他们的南非之旅的私旅

行、心经验的同时，更展现出一个多彩、动感、友善、和谐的南非。

十位杰出摄影师，五条特色游路线，呈现南非光影感悟，更有温馨小贴士，带您走马观花逛南非

。

BBC：徒步南非 BBC：South African Walks (2010)

如果提到南非，你会先想到什么呢？ 钻石？世界杯？那已经是一年多之前的事情啦！

不过这部BBC因为2010世界杯而拍摄的南非纪录片，将带你走进这个号称“一国一世界”的彩虹

之国，最完美的航拍角度，最贴近土地的徒步行走，蜿蜒的海岸线，遥远的史前文明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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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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