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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er忠告
★ 土耳其的太阳真不是盖的，尤其是卡帕多西亚地区。防高紫外线
的防晒霜和墨镜是重要且必须的。

★ 在卡帕多西亚，徒步旅行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一定要穿一双舒适的
鞋。

★ 每年的3-5月或者9-10月是最佳旅游季节。这些时间日光充足，天
气晴朗，也适合乘热气球。

★ 对于时间紧，又想更多感受卡帕多西亚的朋友来说，在当地的旅行
社报一个 Day Tour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基本涵盖所有重要景点。

★ 在卡帕多西亚地区旅游要选择信誉好的长途汽车公司，不到目的地
不要下车，看好车票上的目的地名称一定要是具体的城市名或者镇
名。晚上不要一个人远离酒店或者城中心。

作者：lovebj  最后更新日期：2013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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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速写
插座：       电压：230V 频率：50Hz

位于土耳其中部的安塔托利亚高原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以其
童话般的斑点岩层而闻名。提到卡帕多西亚，第一个印入脑海的就
是热气球。但这里奇特的岩石构造、岩洞和半隐居人群的历史遗迹
更令人神往。这里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沟壑与谷涧之中，是一片
又一片的“石柱森林”。各种形状的石柱冲天而立，形成独特的景
观，被称为“仙人烟囱”。这里独特的地形，起初是基督教徒躲避
罗马迫害的避难处，公元4世纪，他们建立了卡帕多西亚的主要部
分。这里可谓是自然奇迹和人文经典的完美组合。让人称奇还有卡
帕多西亚众多的地下城，内部应有尽有，行走在里面可以感受到当
年的景象。

开塞利(Kayseri)和内夫谢希尔(Nevsehir)是卡帕多西亚的交通中
心，格雷梅是这里景点最集中而且著名的地方。长途大巴应该是卡
帕多西亚地区性价比最高的交通方式了。

语言帮助
★ 当地语言

在英语不是很普及的土耳其，学一些日常的土耳其语还是很有必要的。
你好 - mer-ha-ba                          是 - e-vet
不 - ha-yuhr                                 ⋯在那里? - ⋯ne-re-de?
厕所 - too-va-let                           这个多少钱? - ne ka-dar
对不起 - er-zewr dee-le-reem
太贵了 - boo chok pa-ha-luh
谢谢 - te-shek-kewr e-de-reem
我想买 - al-mak ees-tee-yo-room
⋯什么时候出发? - ⋯ne za-man kal-ka-jak?
请你写下来好吗? - lewt-fen ya-zar muh-sun-nuhz

★ 常见标识

Havaalanı - 飞机场              Kilise - 教堂

Müze - 博物馆                    Kale -  城堡

Otogar - 汽车站                     Cami - 清真寺

Giriş - 入口                            Çıkışı - 出口

Açık - 开放                            Kapalı - 关闭

Yasak - 禁止                          Dur - 停
Tehlikeli - 危险                       Girilmez - 禁止通行

Tek Yön - 单行道                    Sigara Içilmez - 禁止吸烟

Tuvaletler  Bay/ Bayan - 卫生间 男/女

当地人生活
土耳其中部的人民善良、朴实、热情友好，待客非常慷慨大方。土
耳其人还会想尽办法和客人聊天，即使是存在一些语言障碍，但还
总能获得成功。相对于西部土耳其人来说，东部土耳其人更加保
守，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更加忠诚。而卡帕多西亚大多是基督教教
堂，宗教和文化的差异还使这个地方充满了神秘色彩。随着旅游业
的发展，这里的村民也越来越“国际化”的讲起了英语，搞起了旅
游业，迎接八方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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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3 让我们在旅途中心怀尊重：让喜马拉雅山去改变你，而不要去改变喜马拉雅山。

线路推荐
通常来讲，卡帕多西亚的线路分红、绿、蓝、橙四条线，每一条大
概要花一天的时间。这里重点推荐两条线路：

卡帕多西亚红线 Cappadocia Red Tour
这条线路比较短，所有景点形成一个环形路线，而且每个景点之间
距离较近，相对于其他线路来说，比较适合自助游。首先由格雷梅
出发，游览格雷梅露天博物馆(Goreme open-air museum)，然后
沿着标有CAVUSIN(大鸽房)路标的道路走(是向北方的路)。在这段
路上首先游览帕夏贝(Pasabag),这里有着全卡帕多西亚最美、最可
爱的仙人烟囱，还有卡帕多西亚最高的仙人烟囱。之后就会到达大
鸽房。过了大鸽房(CAVUSIN)继续走，看到有ZELVE标记的路口右
转就是前往济尔维露天博物馆(Zelve Open-Air Museum)的路。博
物馆在路的左侧一个岔路里面，有路标指示。从济尔维露天博物馆
返回到来的那条路口，右转继续走就到了迪夫里特峡谷(Devrent 
Valley)，这里的火山灰形成的石锥是卡帕多细亚形状最奇特，也是
分布最集中的。到达这里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一座酷似骆驼的巨石。
在这之后途径于尔居普(Urgup)，看见有个加油站的那个十字路口右
转，见到open-air museum(露天博物馆)路标，沿着走，就是回格
雷梅的路了。如果想去陶瓷小镇阿瓦诺斯(Avanos)，则在游览大鸽
房(CAVUSIN)后直行前往，然后折返回帕夏贝。

卡帕多西亚绿线 Cappadocia Green Tour
这条线路较长，景点分布相隔较远，所以自行前往比较困难。当地
有很多旅行社提供绿线的Day Tour, 价格基本为70-80里拉，包括
所有的门票、一顿午餐和交通费，比较划算。绿线的旅程从格雷梅
全景地(Panorama Point)出发，在这里可以感受整个格雷梅地区宏
伟而独特的地貌。之后驱车前往卡帕多西亚地区最深的地下城——
代林库尤地下城(Derinkuyu Underground City)。有些绿线行程中

安排的是另一个凯马克勒地下城(Kaymaklı Underground City)，也

重点推荐，这个是所有地下城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曾经居住过5千人
的地下城市。参观地下城非常有乐趣，导游会带你在地下钻洞，看
他们的房子、街道、市场、给排水设施、通风管道等等。有些像地
道战场景，很有意思。随后便是Ihlara峡谷，峡谷中溪水潺潺，绿树
成荫还有几个保存较好的教堂。最后在绿线上的几个修道院值得去
看一看，其中Selime修道院建立在一处岩石中，堪称是格雷梅地区
岩石建筑的巅峰之作。

实用信息
★ 电话
土耳其的手机通信服务，分为两种商品价格：第一种是提供通话服
务的手机卡，第二种是提供上网服务的预付费上网方案。          



P 4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交通
★ 区域间交通
机场
卡帕多西亚的周围有两个机场，一个是开塞利机场(Kayseri Erkilet 

Airport，ASR)，另一个是内夫谢希尔(Nevşehir Kapadokya 

Airport，NAV)机场，两个机场附近都没有公交车或机场巴士可以
到达格雷梅(Goreme)，建议提前预订酒店或旅社，要求他们到机场
接机。从开塞利机场乘接机的车到达格雷梅要1小时左右，从内夫谢
希尔机场乘接机的车到达格雷梅要40分钟。这两个机场每天都有航
班往来于伊斯坦布尔和伊兹梅尔。

旅游日历
卡帕多西亚地区一年四季均是旅游季节，每个季节有不一样的风
情，其中1月至3月底是奇石林的冬季，气温可低至零下十多度左
右，而且公共汽车线路会明显减少。每年的4、5月和9、10月份，
气候适中，非常舒适宜人。

住宿
卡帕多西亚地区住宿种类繁多，酒店民宿，高中低档，应有尽有， 
价位也都比较适中。尤其是格雷梅地区，旅馆分布相对集中，相应
配套服务也会很方便。到了这里一定要尝试一下仙人烟囱洞窟旅
馆。虽然住在洞窟里，但是里面的是设施非常齐全，有的旅店还配
有游泳池。洞里的装饰极富当地特色，虽然不是非常华丽，但却别
有味道。如果要是报了当地一日游，或者热气球项目，旅行社会记
下您的酒店名字，直接从酒店接您，十分方便。

在格雷梅地区相对比较高级一点的酒店，标间大概200里拉一晚。
洞窟旅社就会相对便宜些。一些洞窟旅社的多人间宿舍大概一晚
25-30里拉一个床位。来自世界各国的背包客就相遇在这样宿舍
中，然后次日结伴旅行。

餐饮
卡帕多西亚不比伊斯坦布尔这一类的大城市，不太可能尝到各国美
味，但是传统的安塔托利亚风味也是能让你大快朵颐的。尤其是一
些洞窟餐厅，可谓是卡帕多西亚的一大特色，有些菜系像原盅炆牛
腩(ComlekKebabi)、焗米布丁(Firinsutlac)等菜也只有卡帕多西亚
的才是最地道的。饭馆大概集中分布在每一个小城的中心，和酒店
集中的区域很近。但是在有些离市中心比较远的旅游景点，找到好
饭馆的概率就比较低了。

          Vodafone、Turkcell和AVEA是土耳其最主要的三家电  
         信运营商，其中Vodafone和Turkcell是最具竞争力的。另外
与其他国家不同，土耳其的手机卡并不是购买后就能马上使用，首
先要填写一个注册表，购买后经过2-4小时还要再发送一个代码，之
后手机号才能开通。另外外国人需要将卡号和护照绑定，也就是说
如果你登记的手机丢失或者损坏，会导致SIM卡无法使用。如果用一
张不是你的SIM卡放在手机里，你的手机会很快被锁定。所以在土国
使用手机时一定要注意。

Turkcell是土耳其最主要的电信运营商，电话资费也比较实惠。如
果你用这家公司土耳其国内通话是每三分钟0.5里拉，国际长途是一
分钟0.5里拉。国内短信是0.415里拉一条，国际短信比国内短信贵
一倍，是0.83里拉 一条。手机网络服务100 KB是0. 5里拉 。

★ 货币帮助
兑换
土耳其的货币是土耳其里拉(TL)，欧元和美金也可以用，但是不如
里拉方便，建议还是用里拉。虽然中国国内的银行不能换，土耳其
境内也不接受人民币兑换。但可以在各县城内的银行使用欧元或美
元兑换，汇率相差无几。

银联
土耳其Gararnti银行，可以看到银联的标志，用银联卡可直接取
款，不同网点的手续费不同。Gararnti银行是土耳其的第二大银
行，ATM机较多，里拉与人民币的兑换汇率大约为1里拉=3.5元人
民币。

刷卡
关于POSE机刷卡，凡贴有“银联”标识或“土耳其担保银行”标识
的商户均可以受理银联卡。部分商户可能没有张贴“银联”标识，
持卡人可主动出示银联卡，询问收银员是否可以使用。

★ 邮局 
PTT土耳其邮局的标志，黑底黄字。在邮局可进行以下服务：
1. 购买电话卡 ；
2. 邮政服务 ；
3. 兑换货币(收2%的手续费)。
工作时间：8:00-20:00。
你可以在PTT标志的邮局买到邮票，寄一张明信片到中国的费用大
概是2里拉(约合7元人民币)。
www.ptt.gov.tr

大巴
往来卡帕多西亚和土耳其其他地区的另一个重要的交通方式就是大
巴。大巴的集散地相对较多，而且大多数位于卡帕多西亚的中心地
带，离景点很近。比如格雷梅、于尔居普、尼代都是城际大巴可以
通达的地方。土耳其的大巴舒适豪华，途中会有乘务员送水和零
食，有的大巴车还可以连接无线网络。比较有名的大巴公司包括：

Metro，Pamukkale，Kamil Koç等。

火车
开塞利有火车通达，从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城市都可以搭乘火车到
达卡帕多西亚区域。虽然火车价格便宜，但是土耳其的火车速度慢且
时间长，没有大巴便捷，不推荐乘坐。关于火车时刻表的信息可以登
录土耳其铁路官网： www.tcdd.gov.tr 查询和订票。

★ 区域内交通
卡帕多西亚地区地势崎岖，地区内的交通方式以小型公共汽车为
主，有些游客也会选择自驾来游览这一区域。由于景点分布松散，
交通对自助游旅行者而言是个不小的障碍。尤其是到了冬天，公共
汽车的班次会明显减少。所以对于个别线路，如果时间很紧的话，
在当地报个Day Tour不失为明智之举。

http://www.ptt.gov.tr
http://www.ptt.gov.tr
http://www.ptt.gov.tr
http://www.tcdd.gov.tr
http://www.tcdd.gov.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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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
这里不像大城市，不要期待有国际大牌云集购物中心。但是在旅游
景点周围的小店，能买的极具土耳其风情的小纪念品。一些买陶器
和地毯的作坊，你还会看到当地人是怎样制作这些东西的。

格雷梅 Goreme
格雷梅是卡帕多西亚景点最集中的地区，也可以说是卡帕多西亚的旅游
集散地。这里云集了造型各异的仙人烟囱岩。大多数游客都会选择这里
为卡帕多西亚旅游的中心，在这里住下来，白天向四周发散观光。

★ 景点

格雷梅露天博物馆 Goreme Open-Air Museum 见地图B标识 
如果来卡帕多西亚旅游只能去一个景点，那一定就是格雷梅露天博
物馆了。这里是土耳其的世界文化遗产，是在自然地貌的基础上修
建的建筑群，包括石窟教堂、礼拜堂和修道院。露天博物馆位于陡
峭的山谷之中，浓缩了卡帕多西亚的自然、历史和人文，汇集了三
十多个大大小小不同特色的石窟教堂。这些教堂最初由躲避政治迫
害而迁移到卡帕多西亚的基督教徒所修。为掩人耳目，他们将山体
凿空修建教堂，内部刻画着色彩斑驳的壁画，美妙绝伦。比较著名
的教堂有苹果教堂Apple(Elmali) Church、圣芭芭拉礼拜堂St. 
Barbara Church、蛇教堂Snake(Yilanli) Church、黑暗教堂Dark 
Church(Karanlik kilise)、托卡利教堂Buckle(Tokali) Church、凶
眼教堂El Nazar Church、拖鞋教堂Carikli(Sandals) Church、隐
藏教堂Sakli Church等等。想要把这些景致都收入眼中，大概需要
两个小时左右。

地址：Göreme Yolu 50000 Göreme/Nevşehir, Turkey
到达方式：城东一公里的山坡上，可以从所在旅店叫车过去。
开放时间：8:00-17:00。
门票：15里拉。
www.goreme.com/goreme-open-air-museum.php

格雷梅村 Goreme Village 
村子以罗马城堡建筑群为中心，四周被天然的火山岩和仙人烟囱岩
环抱，这是卡帕多西亚地区最古老的村落之一。一些洞窟旅店就坐
落在这些火山岩小山上，从这里远眺格雷梅村的罗马城堡，让人不
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地址：50180 Göreme/Nevşehir Province Turkey
到达方式：实际上当你乘坐长途汽车到达格雷梅的时候，你就已经
置身于格雷梅村之中了。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门票：免费

凯马克勒地下城 Kaymaklı Underground City 见地图A标识
凯马克勒地下城是当时卡帕多西亚地区的基督徒为了躲避迫害躲藏
的地方，这个地下城约有八层的地底洞穴，目前只开放五层，里面
空间之大另人叹为观止，是目前发现的最大地下洞穴遗址，参观后
让人不得不佩服当地人的聪明。最好选择在7月和8月的早晨前往或
者在旅行团的午餐时间参观，以避开人流高峰。

到达方式：从内夫谢希尔搭乘公共小巴半个小时就能到， 票价2里拉。
开放时间：8:00-17:00。
门票：15里拉。

学⼀一点当地的语言，了解⼀一些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留出⼀一点时间和当地人喝茶聊天，你会在旅途中收获更多的乐趣。

代林库尤地下城 Derinkuyu Underground City 见地图A标识  
该城始建于公元7世纪，是卡帕多西亚最深的地下城，离地面有40多
米深，地下约有18-20层，目前只有8层向游客开放。地下城有
1200多间房，居室、礼拜堂、学校、酿酒坊、仓库等设施一应俱
全。可居住约1.5万人。地下每一层的入口都用一块巨大的石门堵
住，以防入侵者进入，里面的住户则可以通过地道在各层之间自由出
入而不被发觉。地下城的通风设施设计很完美，在地下城中心有通气
孔与地面相连，据勘测，从地面通风口算起，最深的地下通风井长达
86米，即便在最深的一层，都可呼吸到新鲜空气。地下城还有通道
和别的地下城相连，已知的一条10公里长的通道使代林库尤地下城
与其姐妹城凯马克勒连在一起。

到达方式：从内夫谢希尔搭乘公共小巴四十分钟就能到，票价3
里拉。
开放时间：8:00-17:00。
门票：15里拉。

迪夫里特峡谷 Devrent Valley 见地图B标识 
这个侵蚀地貌最明显的山谷，是卡帕多西亚地区形状最奇特、分布最
集中的火山石锥群。

著名的骆驼形状的岩石就在这里，被称为“动物岩层(Animal Rock 
Formations)”。数百个高度从几十米到100多米不等的石锥紧密排
列，聚集在一起仿佛是要拍摄集体照。人们惊讶于这鬼斧神工的壮观
景象，形象地称之为“精灵烟囱(Fairy Chimney)”。当地独特的岩
层是烟囱形成的原因，表面一层薄而坚硬的玄武岩，保护着下面白色
松软的凝灰岩免遭风雨的侵蚀，日久天长形成了今天的形态。岩锥是
被自上而下风化的，但看起来却像是一片石林，直刺云霄。

到达方式：这里距于尔居普只有几公里路程，可以从于尔居普汽车站
做迷你巴士到达这里。或者参加红线旅游，这里是必来的一个景点。
或者从格雷梅开车十分钟左右就能到。
开放时间：自然景观，全天开放。

帕夏贝 Pasabag 见地图A标识 
在济尔维附近的帕夏贝有整个卡帕多西亚地区最美、最可爱的仙人烟
囱，这里除了有卡帕多西亚最高的仙人烟囱之外，玄武岩的仙人烟囱
全是多头式、尖帽式，非常特別。高耸入天的仙人头像下就是教堂，
原来是公元5世纪时隐士圣西蒙(St Simeon)的隐修所，至今保留得
很完整。 

地址：Avanos, 50500 Nevşehir Province, Turkey 
到达方式：位于格雷梅和阿瓦诺斯之间，在前往济尔维的路上。搭乘
格雷梅开往济尔维的小巴士，中途下车即可。
门票：8里拉，济尔维露天博物馆的门票也能进入这里。

不明飞行物博物馆 UFO Museum
在卡帕多西亚地区历史上有过很多不明飞行物出现的痕迹，这个博物
馆坐落在格雷梅村的一个洞窟里，里面展示了各种关于不明飞行物的
报道和一些在格雷梅出现的不明飞行物的视频资料。

到达方式：步行就可以到达。
开放时间：9:00-19:00
门票： 3里拉。

http://www.goreme.com/goreme-open-air-museum.php
http://www.goreme.com/goreme-open-air-museum.php


P 6 放慢你的脚步，让时间顺其自然。不要把旅行变成急匆匆的走马观花，急躁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耐心、礼貌和微笑是打开很多扇门的钥匙。

          ★ 实用信息

          游客中心：这里没有一个官方的旅游服务中心，但是你可以从

所住的酒店、旅社拿到免费的地图，询问你想知道的信息。或者长
途汽车站内设有信息亭，这里也能拿到地图，但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很难用英语表达清楚他们的意思。

★ 交通

格雷梅长途汽车站 Göreme Otogarı
格雷梅最主要的交通也是唯一的交通方式就是汽车了。格雷梅村以
长途汽车站为中心。从格雷梅长途汽车站能买到去卡帕多西亚其他
地区的汽车票。从格雷梅坐车到开塞利机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左右，班次频繁。

地址: Göreme Otogarı, Göreme Tarihi Milli Parkı, 50000 Nevsehir

★ 活动

热气球旅行
这里不愧是全世界最好的热气球旅行地之一。飞行条件优越，从热
气球上俯瞰这一区域景色蔚为壮观。热气球旅行的旺季是在每年的
四月初至十一月末。为了参加这个热气球之旅，不得不清晨四五点
钟就要爬起来，热气球公司的工作人员会从酒店接你到热气球起飞
地。当热气球和太阳一同慢慢升起，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造型各异
的仙人烟囱岩上时，整个热气球上的人一同欢呼，你一定会感觉一
切都是值得的。在入住的酒店就能报名参加热气球旅行。

不喜欢乘坐热气球的朋友，可以站在格雷梅环绕小镇的环形火山
上，或者在一家格雷梅地区地势比较高的酒店，伴随日出，观看众
热气球齐飞的壮观画面，并且可以拍到不错的照片。

费用：热气球旅行价格不菲，从150欧到250欧价格不等，行程时
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推荐三家当地著名的热气球旅行公司的网站：
www.sultanballoons.com 
www.ezairballoons.com
www.kapadokyaballoons.com

★ 餐饮
格雷梅的餐厅多以土耳其风味为主，有个餐厅地理位置极佳，可以
边用餐边观赏卡帕多西亚的奇特地貌。

Manzara Restaurant
这个餐厅能观赏到壮丽火山岩风景。这里的烤肉和茄子的做法精
湛，边吃美食边赏美景，配上优美的音乐，特别有情调。人均消费
大概18里拉左右。

地址：Harim Sokak 14， Goreme， Turkey
电话：+90-271-2629

★ 住宿
这里的豪宅、客栈非常特别，尤其是洞窟住宿，近些年非常受游客
的欢迎。洞窟酒店大多配以自然风味的山洞天花板，房间内的大部

开塞利 Kayseri
开塞利是卡帕多西亚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主要交通枢纽。火车、
飞机和长途汽车都可以通达这里。这里既有现代城市风采又具有浓
郁的土耳其伊斯兰特色。卡帕多西亚地区最好的酒店、商场、餐馆
也大多坐落于此，而且景点多集中于市区，交通比较方便。

★ 景点

开塞利城堡 Kayseri Kale 
开塞利城堡位于开塞利的城中心。由卡帕多西亚地区特色的火山岩
修葺而成。与周围的历史建筑群照相呼应。这些建筑都极具历史价
值，包括双子塔神学院(Cifte Medrese)，圆顶清真寺(Kursunlu 
Cami)，Sahabiye清真寺(Sahabiye Medresesi)，乌卢清真寺
(Ulu Cami)。这些特色建筑都在以城堡为中心，在市区附近，走路
就可以逛完。

地址：Hunat Mh., 38030 Kayseri/Kayseri Province, Turkey
到达方式：开塞利城堡位于开塞利市中心一个相当宽广的广场上，
交通极其方便，无论去哪里都会经过这里的。或者随便说句City 
Centre，马上会有人把你往你引向这里。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免费。

民族志博物馆 Ethnography Museum
民族志博物馆坐落于Gupgupoglu Konagi石质城堡内部，这个城堡
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亮点。石头的主体建筑外配以木质阳台和大门，
显得建筑物外观十分精致。而内部就是民族志博物馆本身了。展出
了奥斯曼时期人类生活的场景。

地址：Melikgazi, Tennuri Sok., Kayseri, Turkey 
到达方式：位于开塞利城堡的旁边，走几步路就到了。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四 8:00-17:00。
门票：3里拉。
电话：+90-352-222-9516 

★ 游客中心
古城中心的城堡旁边有一个旅游服务中心，位于共和国广场上的
Cumhuriyet Meydani。可以提供英语服务，并且可以索取当地地
图和介绍卡帕多西亚旅游的小册子。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7:00 。
电话：+90-222-3903

★ 交通
开塞利是从区外进出卡帕多西亚地区的交通要塞。飞机、火车、长
途汽车都可以抵达这里。

分家具均作“入洞式”设计。酒店分布集中，游览山洞教堂极方
便。这里的住宿条件，就算是民宿的水准也不会很差。而且许多民
宿可以观赏石屋与白鸽屋参杂的地理环境，视野极佳。虽然民宿规
模较小但是非常清静，很适合想在此隐居一段日子的游客。

http://www.sultanballoons.com
http://www.sultanballoons.com
http://www.ezairballoons.com;
http://www.ezairballoons.com;
http://www.kapadokyaballoons.com;
http://www.kapadokyaballoons.com;


P 7 在拍摄别人之前，请尽量取得被拍摄者的同意。如果有幸被允许拍照，请尽量在旅行结束后给他们寄回⼀一些照片。

          机场
          ✈ 开塞利机场 Ksyseri Havalimani，ASR 
机场离市区很近，从开塞利市区打车到机场大概15里拉，乘坐迷你小
巴1.25里拉。同样也可以搭乘班车从开塞利机场去往卡帕多西亚地区
其他的旅游小镇。

电话：0352-337-5494
            
火车
可以从开塞利火车站乘坐火车到达伊斯坦布尔、安卡拉、阿达纳，
还有开往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国际列车。从市中心的古城沿着Altan 
Meydani走就可以到达火车站。

地址：Kocasinan, Devlet Demir Yolları, 38090 İstasyon, Kayseri

长途汽车
长途汽车站位于Sanayi Mh.，打车到市中心要15里拉，迷你巴士
1.25里拉。从这里几乎可以到达卡帕多西亚任何大城市和土耳其的
其他主要城市。

★ 餐饮
这里的餐厅比起区内其他地方口味相对丰富一些。甜点、土耳其烤
肉和海鲜都可以尝到。有一道安塔托利亚的特有菜肴五香熏牛腩应
该来这里尝一尝。

Tuana Restaurant 
这里的菜肴不同于传统的土耳其风味，更具有开塞利的当地特色。
人均消费15里拉左右。

地址：2nd fl, Sivas Caddesi, Kayseri, Turkey
电话：+90-222-0565

★ 住宿
开塞利是大城市，从廉价的民宿、青年旅社到五星级的希尔顿酒
店均可选择，丰俭由人。

阿瓦诺斯 Avanos
这里是陶器之乡，整个小镇因陶器而闻名。红河穿过小镇中心，这
里产出的陶器就是由取自红河的红粘土而制造的。如果参加卡帕多
西亚的红线旅游大多会途经这里。有几个值得一去的景点在这个小
镇的附近。

★ 景点

黄色商队驿站 Sarihan 见地图B标识 
这里原来是13世纪的商人停下来歇脚的地方，后来经过了翻修，保
存得还算不错。这里最值得一看的是土耳其特色托锛僧旋转舞表
演。与伊斯坦布尔的旋转舞表演不相上下。

地址：Kenvansaray,vanos 50500 Nevşehir Province Turkey
到达方式：没有公共交通，从阿瓦诺斯镇中心打车大概25里拉左右。
驿站开放时间：9:00-次日0:00。
旋转舞表演时间：4月至10月21:30，11月至次年3月 21:00。

门票：驿站3里拉；旋转舞表演30欧元；旋转舞表演含晚餐35欧元。
电话：+90-511-3795 

奥兹库纳克地下城 Ozkonak Underground City 见地图A标识 
据说公元初，基督教徒为逃避罗马人的屠杀，跑到岩窟中挖掘教
堂、僧院及居所。教徒们凿穴而居，洞穴相连纵深地下几十米，分
为6层，里面有完善的粮仓、马厩、卧室、厨房等，内部有原始的透
风孔及逃生道。如今这些地下城装设了照明装置。

地址：50530 Özkonak/Nevşehir Province, Turkey
到达方式：从阿瓦诺斯镇中心乘坐小巴半个小时即可到达，1.5里
拉。平时半小时一班车，周末或者节假日车次很少。
开放时间：8:30-17:30。
门票：8里拉。
电话：+90-384-513-5168

大鸽房教堂 Cavusin Church 见地图B标识 
大鸽房教堂位于从格雷梅到阿瓦诺斯的路上。巨大的一个被遗弃
的石屋，依山而建，游客可以随意的爬上爬下。以这里为起点，
可以到玫瑰谷(Gulludere)，红谷(Kizilcukur Vadisi)徒步旅行。
大鸽房教堂旁边还坐落着卡帕多西亚最古老的教堂之一——施洗
约翰教堂。

地址：Avanos Çavuşin Köyü, Nevşehir, Türkiye 
到达方式：从阿瓦诺斯镇中心乘坐小巴10分钟即可到达，3里拉。
每小时一班车，在7:00到18:00之间运营。
开放时间：8:00-17:00。
门票：8里拉。
电话：+90-384-532-7168

济尔维露天博物馆 Zelve Open-Air Museum
卡帕多西亚各种不同造型的仙人烟囱、美丽的自然景观，全都集中
在济尔维露天博物馆。站在济尔维露天博物馆不知边际何处的怪石
谷地中，真的可以体会大自然的神奇，想象一下风吹雨刷如何将火
山熔岩大地切割出山谷、波浪石及仙人烟囱。这里的所有的岩石都
有开口，或大或小，有的是住家，有的是教堂，更多是基督徒的避
难所，当然在这些洞穴社区的更上方(岩石的最高处)还有鸽子洞，是
非常完整的卡帕多起亚人的生活缩影。 

到达方式：济尔维位于从大鸽房到阿瓦诺斯的公路上，从大鸽房或
者阿瓦诺斯的大多数公交车都经过这里。
开放时间：8:00-17:00。
门票：8里拉。

★ 游客中心
有一个官方的旅游服务中心在城镇的主街阿塔图尔克大街(Ataturk 
Caddesi)上。

开放时间：8:30-17:00。
电话：+90-511-4360

★ 交通
小镇只有一个比较大的公交站，在镇中心广场东边的塔图尔克大街
上，这里有公共汽车前往内夫谢尔希、格雷梅、于尔居普等地。



P 8 把所有重要的文件，包括护照、签证页、保险等，复印几份放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扫描⼀一份放在自己邮箱里，防止丢失。

         ★ 餐饮

          这里重点推荐名菜原盅炆牛腩(ComlekKebabi)。在下面推荐

的这个面积近200平方米的山洞餐厅里可尝到最地道的这道菜肴。
上菜时你会看到，毛巾盖在黑色陶壶之上，服务员凿碎密封陶壶的
陶泥，徐徐倒出里头的炆牛腩。炆牛腩一般加入萝卜作配菜，当地
人喜爱用来伴饭吃，牛腩入口香酥。还有一道菜就是传统甜品焗米
布丁  (Firinsutlac)，以牛奶加米水和玉米粉焗香，甜到爆。餐厅现
场有弹奏Kanunl(有75条弦的传统土耳其乐器)的表演，充满异国情
调——在山洞听土耳其音乐，音响效果真的不错。

Evranos Restaurant
地址︰Orta mh. Tasopru Karsis, Avanos
电话︰+90-384-5113750。
人均消费︰约50里拉。

阿克萨赖 Aksaray
阿克萨赖是一个现代化的小城市。这个小城虽然距离格雷梅一带中
心景区相对较远，这个小镇本身有些无聊，但是周边的景点足以吸
引你过来一游。

★ 景点

厄赫拉热峡谷 Ihlara Vadisi 见地图A标识  
这里原来是拜占庭时期基督徒的隐修地之一，所以留下了很多彩绘
的石窟教堂。这个峡谷非常适合徒步旅行者。从厄赫拉热村出发，
一路顺着Melendiz Suyu溪流，沿着峡谷行走，风格不同的修道院和
教堂会映入眼帘，其中包括芬芳教堂Kokar Church、蛇教堂
Snake(Yilanli) Church等。徒步的终点是Selime修道院，这是一个
石窟建筑群，非常壮观值得一看。整个行程大概7-8小时，中午可以
在Belisirma吃饭。来峡谷徙步最好的时间是5-6月份。

地址：Ihlara Vadisi Yolu , Ihlara/Aksaray, Turkey
到达方式：每天有十班往返于阿克萨赖和古泽裕特(Guzelyurt)公交
车经过这里，公交车会停在厄赫拉热村子里，步行几百米便可进入
山谷。从Selime离开需要搭车回到厄赫拉热村，大概25里拉左右。
开放时间：8:00-18:30。
门票：5里拉。

修道院山谷 Monstery Valley 见地图A标识 
修道院山谷位于古泽裕特(Guzelyurt)的中心区域。沿着山谷走进
去，就能看到大大小小的洞窟教堂和修道院，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
有矮清真寺、大清真寺、Anargyros清真寺、屏风教堂、煤教堂等
等。还有一个迷你地下城在这个山谷里。

地址：Güzelyurt, Cevizli Sok., Aksaray, Turkey
到达方式：每天从6:30-17:30，每两个小时都有迷你巴士往返于阿
克萨赖和古泽裕特。整个行程1小时，票价5里拉。
开放时间：8:00-18:30。
门票：5里拉。

★ 游客中心
有一个官方的旅游服务中心在沿安卡拉大街(Ankara Caddesi)经过
学校第一个路口左转的地方。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7:00，12:30-13:30休息。 
电话：+90-213-2474

★ 交通
这个小镇只有长途汽车可以通达。有两个长途汽车站：老长途汽车
站(eski otogar)位于市中心的省政府大楼(vilayet)旁边，这里可
以乘汽车到古泽裕特；主长途汽车站在城西，可从老长途汽车站搭
免费的穿梭巴士前往。主长途汽车站有车可到达安卡拉、内夫谢尔
希、科尼亚等地。

安全
急救电话：112
匪警：155
火警：110
交通警察：154
信息咨询：174
旅游警察：+90-0212-527-4503

★ 治安
卡帕多西亚地区民风淳朴，但近年来由于旅游业发展迅速，游客被
骗的事情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做公共汽车的时候一定要留神。选择
信誉好的长途汽车公司，不到目的地不要下车，看好车票上的目的
地名称一定要是具体的城市名或者镇名。晚上不要一个人远离酒店
或者城中心。可不必过分担忧。

★ 中国使领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安卡拉)

地址：Gölgeli Sokak No.34, Gaziosmanpaşa, 06700 Ankara
电话(总机)：0090-312-4360628　　
24小时值班电话：0090-539-3374676　　
传真（总机）：0090-312-4460748
tr.china-embassy.org/chn

★ 医疗应急 
开塞利和内夫谢尔希是卡帕多西亚地区规模较大的城市。如果突发
疾病可以到这两个城市就医。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特别感谢：NOODLE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穷游er提供，如果发现信息错误，请邮件至：
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请访问穷游网获
得更多内容：qyer.com，访问m.qyer.com下载使用穷游移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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