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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er忠告
★ 穆斯林国家大都比较保守，来埃及尤其是开罗这种内陆城市，女生
不要穿太少。短裙短裤都不要穿，无袖衫、紧身衣和低胸装也最好
不要穿，可以穿T恤、长裙、长裤或者七分裤等。

★ 开罗物价不便宜，和国内差不多，住宿方面同等条件下甚至比国内
还要贵。餐厅大都明码标价，就餐和购物也不会出现“外国人专门
价”(景点门票和某些火车票会区别对待)，完全一视同仁。但是较有
档次的餐厅会加收一定数额(一般是7%-10%)的服务费，会在菜单处
明确标明，点菜的时候注意看一下。另外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
等洋快餐会加收10%的税金。

★ 在埃及很容易被要小费，无论是你享受了什么服务，不管服务得好
与不好，埃及人都会明找你要钱，如果服务好而你又愿意，给个三
五块钱足矣。如果服务不好或者没这个意识，不是很纠缠的就装成
听不懂，要是纠缠你，态度一定要强硬起来。最好谈价钱的时候说
清楚价格是否包含小费，免得再和他们吵。

★ 圆珠笔和清凉油很受阿拉伯人欢迎并可抵消小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们现在并不是很喜欢这些东西，也鲜少有人再主动找你要。不过
一些中国特色的小饰品，例如中国结之类物件还是很受欢迎，可以
当小费或者礼物使用。

★ 委托旅店老板订车票、订车之类的，最好小心鉴别，因为埃及人办
事大多不靠谱，最好亲力亲为，价格不一定优惠不说，还极有可能
耽误行程。不要相信他们的“no problem”，催两次都办不好事情
的话，直接就不要指望别人了。

★ 乘坐出租车尽量选择白色的出租车，打表并准备零钱，小数额的零
钱司机经常会装傻不找给你。开罗没有燃油附加费之类的东东，按表
付钱，遇到多要钱的，直接把正常车资丢给他，直接下车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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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熟悉埃及纸币的游客，容易混淆纸币25分、50分、20元和50
元。25分和50分的纸张较小，收到这样的纸币的时候，要小心看清
面额，尤其是50分！有些无良商贩会故意蒙骗游客，当成50元找给
你，千万要看清楚，否则损失惨重。

★ 开罗的外国人永远是当地人眼中的焦点，出于一直以来对异性的渴
望，言语上的调戏时有发生，对于女生不会是一个良好的体验。

★ 阿拉伯人办事相当随性，换句话说就是相当没谱，很多时候不要相
信他们承诺，特别在时间这一方面上，他们真的就是说说而
已，“Five minutes”就得半小时，“One hour”你就可以直接回
酒店休息了。

城市速写
插座：    电压：220V 频率：50Hz
开罗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埃及的首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
一，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顶点，埃及95%的国土都处于沙漠地区，
富饶的尼罗河穿行而过，给这片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带来勃勃的生
机。尼罗河形成的绿色区域，酷似一片银杏的叶子，而开罗，就处
于叶柄和叶面的交汇处，尼罗河到达开罗后仿佛紧缚的身体一下得
到释放，突然泛滥开来。

作为非洲最大的城市，开罗是拥挤的，低矮的房屋、漫黄的色调，
这是开罗留给旅游者的第一印象。在这个城市居住着一千六百多万
人，但是你却几乎找不到市中心，高楼总是那么稀少而零散，几乎
只能通过人流来推测哪里才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段。

在开罗，豪富与贫穷、气派与破败、现代与古典宗教的并存，毫无
遮掩的就这么突然呈现给你，你可以看到疾驰而过的豪华轿车，也
可以看到讨钱的孩子和女人；可以看到豪华高耸的大楼，也可以看
到低矮破败的民居；可以看到星罗密布的伊斯兰建筑，也可以看到
散播在城市各处的古埃及遗迹；可以看到清真寺高低有致的宣礼
塔，也可以看到基督教堂顶鳞次栉比的十字架。你几乎找不到一个
词来准确形容这个城市。《一千零一夜》里的很多故事就发生在开
罗，那么就让这个城市，引领你书写自己的《天方夜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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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人的生活
和全世界的首都人民一样，开罗人自身拥有着一种天生的自豪感。开
罗人甚至把自己的城市就称为“埃及”(埃及人普遍把开罗叫成مــصر，

和国名的阿拉伯语一样，الــــــقاهــــرة更多的是官方和书面的叫法)，仿佛他

们就可以代表整个国家。开罗人永远都是热情奔放的，的士上永远放
着劲爆的阿拉伯音乐，年轻的男孩总忍不住随着音乐扭动起来。

埃及人工作和生活都比较慵懒，而且由于白天气温过高，他们都喜欢
晚上活动。所以太早出去逛的话，很多店铺和机构都是关门的。政府
部门一般都是9点之后才上班，而下午3点左右就下班了，比起天朝
实在是爽太多。另外他们周末和中国不一样，双休是休周五、周六两
天，周日开始新的一周。周五由于是伊斯兰教礼拜的特殊日子“祖玛
日”，所以铁定休息，很多店铺白天都不开门做生意(哈利利市场除
外)，周五出门办事一定要注意这点，免得吃了闭门羹，白跑一趟。

和其他埃及内地城市淳朴的居民不一样，开罗人尤其是旅游景点的生
意人都相当狡猾，不实诚而且爱贪小便宜，所以还是要打起十二分精
神，否则你的钱包会很受伤。

语言帮助
埃及的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英语在埃及的普及程度不高，旅游景
点的工作人员和小贩普遍都能讲一些，但是大街上的普通民众英语
就大多不那么灵光了。所以出门前最好把目的地和酒店的地址写成
阿拉伯语，方便打车和问询。

★ 日常对话
 你好 - salam aleikum - الس1م عليكم

再见 - ma-ah salama - مع الس1مة 

 谢谢 - shukran – ًشكرا

不客气 - afwan - ًعفوا

 对不起 - ma-ah lishi - معلش

 是 - naam – نعم

不 - la - <

 劳驾 麻烦一下 - lao samahat - لو سمحت

 我不知道 - la adeli - أدري <

 救命 - nageda-  -  نجدة

厕所在哪？aina hamam - أين الحمام

多少钱 - bikam - ببكم

好贵 - ahly - غال

警察 - shuratua - شرطة

我要找警察 - ahyizi shuratua - عيز الشرطة

磅(埃及货币单位)– giny - جنيه

小费 - bakshisha - بك شيشا

服务费 - rasum khidma – الخدمة رسوم

税金 - duariba - ضريبة

★ 文字标识
药店 - saidlia - صيدلية

医院 - mustashifa - مستشفى

地铁 - materu - مترو

 大使馆 - sifara – سفارة

市场 - sug - سوق

入口 - madkhal - مدخل

出口 - khuruge - خروج

洗手间 - dura miyah -  دورة ا_ياه

男性 - said - سيد

女性 - saida - سيدة 

博物馆 - mat-hafu - متحف 

清真寺 - masgid - مسجد 

售票处 - sola tazkira - صالة التذكرة

超市 - subr market – ماركت سوبر

★ 数字  Number رقم

埃及使用的阿拉伯数字和我们平时使用的阿拉伯数字有很大的出
入，在街上看到的基本都是本地的数字，有时候游客初到埃及，发
现看不懂阿拉伯语之余连数字都看不懂，会很受伤。去埃及前学习
一下本地数字的写法，会给你的埃及之旅带来很大的方便。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5  100
٩    ٨   ٧   ٦    ٥   ٤    ٣   ٢   ١    ٠    

景点
★ 金字塔 The Pyramids أهرام 

金字塔无疑是开罗乃至全世界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了，也是每个来开
罗的游客必到景点，世界上或许会有人不知道埃及首都叫开罗，但
是他不可能没听说过金字塔。金字塔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人们
普遍认为金字塔是古埃及帝王的陵墓，但是和图坦卡蒙墓里琳琅满
目的黄金截然不同，金字塔内部除了一个疑似石棺的东西，基本就
是空空如也。建筑上的超高难度再加上各种数字上的巧合，让这建
筑充满了神秘色彩。游客到此就是感受它的雄伟，至于解谜，还是
交给学者们吧。

和很多人想象中的金字塔位于茫茫沙漠中截然相反，金字塔位于开
罗市区，作为撒哈拉沙漠的起点，金字塔就在城市与沙漠的交界
处。其实开罗附近的金字塔有好几座，但是游客一般只会前往最壮
观的三大金字塔，这三大金字塔都以他们的主人冠名，分别为“胡
夫金字塔(Pyramid of Khufu هــــــــــــــــرم خــــــــــــــــوفــــــــــــــــــو)”、“哈夫拉金字塔

(Pyramid of Khafre هــــرم خــــــفرع)”以及“孟卡拉金字塔(Pyramid of 

Menkaure هرم منقرع)”。

过了安检一进门最近的而且上面有个洞的就是胡夫金字塔，它是最
大的一座金字塔，也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中唯一一个仅存的，所以
建议把“胡夫金字塔”作为主要游览对象。因为发生过堕亡事故，
金字塔原则上不允许攀爬，但是只是头几级的话，警卫基本不会理
你。更为特别的是，游客不但可以在外面游览，更可以通过以前盗  



P 4

         墓贼开掘的通道到里面一探究竟。当然窥探历史得付出代价，
       你得乖乖的奉上100埃镑。金字塔内部没有什么看头，而且进
入的通道狭窄而且坡度大，再加上空气流通不畅，建议身体不好的
游客不要进入。进入金字塔出来后生病的游客大有人在，千万别抱
着“一辈子就来一次，不进去可惜”的想法。忽略身体状况而勉强
进入，接下来的行程你可能会在医院里度过了哦。

游览金字塔一定要带水，进入后，金字塔边上有水卖，一瓶矿泉水5
埃镑，比较坑爹。建议出地铁站的时候就买上一大支矿泉水带进
去，只要2埃镑。但金字塔里面没有厕所，进去前最好在售票处厕所
解决，收费0.5埃镑。

★ Tips：游览金字塔的另一个选择

到了售票处不要忙着买票进去，沿着售票处左边的围墙走，走一段

能看到几家旅游公司，进去询价，会有各种套餐可供选择，包括进

入金字塔等，会比自己买票要优惠，有学生证的话，70埃镑左右一

个人就可以享受到上面提及的“门票+骑骆驼游览”的服务。而且没
有任何附加费用，省了扯皮的功夫。学生证游览的时候会被老板收

去，游览完毕记得拿回。

旅游公司老板马哈穆德

电话：01004364609 老板英语很好，到达金字塔门口可以打电话

让他来接。

★ Tips：不要随便接过小贩的物品

金字塔景区有很多小贩，他们会采取各种伎俩来销售手里的东西，

十分烦人，他们会喊着“free”然后把东西强行塞你手里，或者喊
着“my friend”来套近乎。其目的不外乎就是想天价销售手里质次

价高的商品。所以去金字塔千万不要搭理这里的小贩，否则即便不

破财，也难免会影响了游玩的心情。对小贩坚决的说“NO”或

者“<(阿拉伯语“不”的意思，发音“啦”)”，被缠上一定要凶起

来！实在缠着不放坚决找景区里随处可见的警察。千万不要心软接

小贩的东西，他会强买强卖，而且是漫天要价！

★ 狮身人面像 Sphinx  أبو الهول

狮身人面像简直就是三大金字塔的孪生兄弟，人们想起金字塔，紧
接着就会想起狮身人面像。狮身人面像又叫斯芬克斯，传说中是巨
人和蛇妖所生。它总是守在大路的交汇处，路过的人都要回答它提
出的谜语，猜错的就会被它吃掉。在勇敢的青年俄狄浦斯连续猜出
它两个谜语之后，它就羞愧的自杀了。游客现在到这里当然不用再
回答它的谜语了，风化严重的上半身让它也早就不复当年的威势。
再加上拿破仑再用大炮轰掉了它的鼻子，每个游客到此都可以对着
它的塌鼻梁和它借相机“接吻”一番。

狮身人面像其实远不止一个，在埃及博物馆，你就能看到好几个小的狮
身人面像。金字塔面前的这一个，无疑是最大和最有名气的。狮身人面
像并不是紧挨着卧在金字塔下面的，而是有一段距离。进了门之后绕过
胡夫金字塔，有一段下坡，下了坡就是狮身人面像。参观狮身人面像不
需要额外付费，穿过一条甬道，就到达了它的边上。站在它身边你会发
现他上半部分风化得很厉害，但是下半部分却保存的相当完整。多亏了
它几千年来下半部分一直都埋在沙里直到近代才完全挖出来，让我们可
以从它完整的下半部分，来想象其当初的华丽。

狮身人面像旁边有一条走廊，爬到走廊上不但可以拍和狮身人面像的
错位接吻照，更可以拍各种靠着金字塔、捏着金字塔甚至舔着金字塔
的错位照片，是留影的好去处。

到达方式：金字塔景区位于开罗市区，前往金字塔可以搭乘地铁，票
价1埃镑，至El Giza站下车，然后在地铁站外改乘小巴(0.5-2埃镑)
或者打的(15-20埃镑）到达金字塔门口。需要说明的是停车的地方
离金字塔大门有一定距离，需要步行五分钟左右到售票处。
开放时间：9:30-17:00；16点后就会开始清场，狮身人面像也不让进
入了。
门票：成人60埃镑，持国际学生证享受半价优惠。进入胡夫金字塔
需另外购票，票价100埃镑，学生证无优惠。

★ Tips：骑骆驼游金字塔景区
金字塔景区较大，而且全是沙漠，酷热难耐，徒步游览的话要耗费大

量的时间和体力，最好的游览方式是骑骆驼游览，一头骆驼的价格

50埃镑左右，游览范围包括三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游览时间一

个半小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进金字塔，会有很多人围上来问你

要不要骑骆驼，可以和他们谈价钱，总之一口咬定40-50埃镑一头骆
驼的价格就可以，但是一定要说清楚是否包含小费等细节。

★ 埃及博物馆 The Egyptian Museum ا1صري ا1تحف 见地图标识 

埃及博物馆位于解放广场(مـــــــيدان التحـــــــريـــــــر 见地图标识 )边上，博物馆

由法国人建造，里面展品繁多，尤其以图坦卡蒙的金面具最为著名。
历史上埃及被阿拉伯人占领之后，古埃及文化彻底灭亡。阿拉伯人对
诸多珍贵的古埃及历史见证，大到诸如金字塔，小到一座雕像，他们
都看不上眼。导致西方人入侵后古埃及文物流失非常严重，阿拉伯人
对此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直到法国人马里埃特(Augus te 
Mariette)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建立博物馆帮埃及人留下了
很多文物，才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文物的流失。他也因此被称为“埃及
博物馆之父”。

博物馆分为两层，展品多达30多万件，但我们能看到的只有6万件左
右，其余大部分都躺在仓库里睡大觉。里面分为50多个陈列室，在
博物馆里面，你能看到很多在电视上见过无数次的展品。展品主要以
石质为主，黄金制品主要是图坦卡蒙的随葬品，其中图坦卡蒙的金面
具更是闻名遐迩，号称博物馆的压轴展品。黄金制品都在二楼，图坦
卡蒙的金面具在二楼有自己独立的展厅，一起展出的还有其金饰等。
展品虽然很多，但是一样差不多的东西有很多件，旁边的文字介绍页
很简单，很多甚至没有文字介绍，看着很容易就审美疲劳，所以预留
两三个小时参观时间足以。

博物馆里的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古董，包括游客可以触摸到的很多展
品都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真品。里面的赝品只有一件，一进门后注意
看右手边，能看到一个做工粗糙到一眼就能看出是假货的石碑，这就
是罗塞塔石碑，这块石碑是解开古埃及文字的关键所在，学术价值连
城。真品在大英博物馆，埃及博物馆在此立此赝品，就是期望有一天
真正的石碑可以回到它的祖国来，取代这赝品的位置。

作者推荐

旅行中去体验新的东西，探索未知。它让我们更丰富，更懂得，更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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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方式：前往埃及博物馆有地铁直通，搭乘地铁至Sadat   
         站下车，出站即可见到。
开放时间：9:00-16:00，全年开放
门票：门票60埃镑，持学生证享受半价优惠。博物馆内另有一个木乃
伊馆，需要额外购票，票价90埃镑，学生证半价。这么贵看木乃伊其
实不太值，埃博其实有一具免费的木乃伊看，在二楼的右边展厅。

★ Tips：博物馆之父的墓地
博物馆之父的墓地就在博物馆前面，参观完博物馆出来后快到大门
的时候，注意右边就能看到一个人物雕像，那里就是马里埃特的墓
地，有时间的话可以瞻仰一番。多亏了他，我们才能有幸在今天仍
能目睹古埃及的灿烂文化。现在埃及居民是阿拉伯人，他们和古埃
及人的关系仅仅为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而已，以致于古埃及文化
无论多么绚烂，到今天已经沦落为敛财工具，而且是光敛财不保
护，不禁让人唏嘘。而几大文明古国也仅有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
其他已经完全灭亡了。

★ 萨拉丁城堡 قلعة ص8ح  الدين 见地图标识 
萨拉丁城堡的主体建筑是穆罕穆德·阿里清真寺，也叫雪花清真寺。
萨拉丁城堡作为一个军事要塞和清真寺的结合体，坐落在半山腰上，
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萨拉丁城堡模仿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
帝国清真寺而建，浓郁的土耳其建筑风格在开罗十分独特，银色的穹
顶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再加上几座高耸入云的宣礼塔，气势之大难
以形容。

进入城堡后前往穆罕穆德·阿里清真寺时，穿过一道石门后会经过一
条小道。两边都是高耸的城墙，让人有些压抑。其实就在200年前的
1811年，就在这条小道上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萨拉丁城堡屠杀
事件”，一天之内有470人在这条小道内被屠杀。两百年过去这场屠
杀的印记早就随风而散，而这条不曾改变过的小道，仿佛仍在诉说政
治斗争的残酷。小道上有厕所，需要付费1埃镑/人，而且城堡内仅
此一家。

清真寺只能从侧门进入，进入后就是一个小广场，地面和墙身都用雪
花石修建而成，通体雪白，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非常耀目。广场正中
是供信众做礼拜前清洁自身的洗浴池，顶上饰以彩绘，在雪白的环境
中十分夺目。穿过广场进入清真寺内部，里面是及其壮观的穹顶，穹
顶的每一处都衬以绘画，巨大的吊灯从穹顶上悬挂下来，华丽得无以
复加。穿过清真寺到达了一个大平台，可以俯瞰开罗全貌，如果这时
候天气不那么差的话，面对着开罗城注意一下自己的左前方，你会发
现这里居然可以看到金字塔！！

到达方式：从拉姆西斯火车站前往，打车需要20埃镑，小巴2埃镑。
开放时间：8:00-17:00
门票：50埃镑，国际学生证半价。

★ 死人城 City of the Dead القرافة 见地图标识 
死人城其实就是开罗的墓地，开罗市区有好几座，最出名的死人城就
在萨拉丁城堡对面。从萨拉丁城堡出来后，沿着公路下坡，左手边一
大片低矮的房屋，就是开罗最著名的“阿拉法”公墓群，俗称的“死
人城”。

死人城虽然名字中带有死人，但是实际上远没有听起来那么恐怖，相
反里面充满着生活的气息。由于埃及人的风俗，人死后要一样要有一
个好归宿，于是有钱人就给死去的亲属建起和常人居住无异的宅邸，

久而久之，这种宅邸连城一片，就成了死人城。由于埃及是一个贫穷
的国家，贫富差距悬殊，“朱门酒肉臭”的环境下，大批无家可归而
又不愿成为“路有冻死骨”的贫苦民众，就选择住进这些死人的宅邸
里。一来可以遮风挡雨，二来为富人守墓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所以
死人城其实就是一个活人和死人混居的迷你城市。甚至小卖部、公交
车、水电、清真寺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里面有很多很有特色的建
筑，此处埋葬的都是达官贵人，所以其中不乏建筑的精品，其中一些
相当有代表性，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小型的阿拉伯建筑博物馆。有
兴趣的人可以进去转一转，由于居住在死人城里的人都是比较穷困的
民众，治安不是太好，不建议单独前往和过于深入。

地址：萨拉丁城堡对面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请勿夜间前往 

★ 哈利利市场 Khan el-Khalili خان الخليلي 见地图标识 
哈利利市场是久负盛名的大市场，14世纪起就开始营业，也是游客
采购旅游纪念品的好去处。由于游客云集，哈利利市场现在基本已经
成为一个专门针对外国人的市场，本地人并不怎么去那里购物。针对
外国人并不表示其商品一定昂贵，而且哈利利商品集中，门类齐全，
对于时间不多的游客来说，也不失一个好的选择，但是商家开价会非
常离谱，所以想要买到称心合意的商品，你要事先预备大量的耐心和
精力来还价。

到达方式：哈利利市场没有地铁直通，从拉姆西斯火车站到哈利利有
两种交通方式，打车不塞车打表只要5埃镑，坐小巴票价1埃镑，车
程约5分钟。

★ 艾兹哈尔清真寺 Al-Azhar Mosque زهرFمسجد  ا 见地图标识 
哈利利市场的喧嚣与热闹总是在抢夺着眼球，游客往往流连忘返于琳
琅满目的货品中，却不知道就在哈利利市场马路对面，就静静的矗立
着埃及最古老的艾兹哈尔清真寺。艾兹哈尔清真寺建于975年，距今
已经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它亦是埃及最古老同时也是最富盛名的
清真寺。

从喧闹的哈利利市场出来，一头扎进这座古老的清真寺，周围马上静
了下来，让你不敢相信这里离人声鼎沸的哈利利仅仅一条马路之隔。
静静的坐在寺内广场边上、靠着长廊的柱子、徐徐的微风拂过，听着
身边诵经者诵读的《古兰经》，仿佛置身一千年前一样，居然产生了
一种恍惚的感觉。这座清真寺隔绝了喧闹，甚至，隔绝了时光。

艾兹哈尔清真寺本来和艾兹哈尔大学是合二为一的，既是做礼拜的宗
教场所，也是传道授业的书香之地。艾兹哈尔大学自古就是阿拉伯世
界的顶尖名校，时至今日，它仍然是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学府，虽然现
在大学和清真寺已经分开，但是寺中仍然时有学者在讲学，每日都可
以见到诵读《古兰经》的虔诚信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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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re  
开罗鲜有游客中心，仅有的几个位于拉姆西斯火车站、吉萨火车

站、开罗机场以及金字塔等，不过里面也没有过多有用的资料可以

获取，建议还是多上网做功课。或点击埃及旅游局官方网站查看：

www.egypt.travel(中文)

★ 电话  Mobile هاتف

埃及有三大电讯营运商，分别是Vodafone、Et i sa la t以及
Mobinil。电话卡在各大营运商的业务点可以购买，都是10埃镑一
张，但是最好的购买地点在拉姆西斯火车站前面的广场，有很多卖
电话卡的，三大营运商的卡都有，而且号码可选，只要5埃镑一张。
电话卡里不含话费，但是街上有很多挂着营运商标志的店，都可以
充值。各家话费都差不多，拨打埃及电话0.15埃镑一分钟，拨打国
内12埃镑左右一分钟。

埃及手机网络都是3G制式，3G制式为WCDMA与联通相同，上网
很快，资费与国内2G网络相仿，建议买了电话卡后前往营运商业务
点办理手机上网业务。

Vodafone
手机网络套餐分为日套餐和月套餐两种，日套餐每天3埃镑，可获得
15M的3G流量。月套餐每月50埃镑，获得500M的3G流量，每月
90埃镑，获得1500M的3G流量。3G网速250k/s。

Mobinil
手机网络套餐皆为月套餐，各档次都有，即时开通即时扣费即时可
用，流量分为3G流量和低速流量，3G流量取决于所办理的套餐金
额，3G流量耗尽后自动转成低速流量，低速流量无限。各3G套餐流
量如下：20埃镑100M、25埃镑120M、60埃镑500M、90埃镑
2.5G。3G网速200-300k/s，低速网速＜10k/s。

路线
★ 一日游
一日内想要游遍开罗是不可能的，只能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景点，
即便如此，由于景点并不算集中，奔波之苦在所难免，建议能停留
两天。
9:00-12:00：游览金字塔
12:00-14:00：午饭以及前往埃及博物馆
14:00-16:30：游览埃及博物馆
17:00-20:00：晚饭及游览哈利利市场
20:00-23:00：尼罗河夜游

         艾兹哈尔的原意是“花”，这一座清真寺和它的名字一样美。
      虽然它不够雄伟壮丽，但是其中深深的历史厚重感，绝对是其
他清真寺所无法比拟的。逛完哈利利市场如果有时间，一定要来这
里坐一坐。只需静静的坐个几分钟，你就能感到自己仿佛从开罗的
炎热和吵闹中被解救了出来！

地址：哈利利市场马路对面，如果你从火车站坐小巴来的话，下车
的地方就是。
门票：免费参观。进入需要脱鞋，女生进入需要包头巾。入口处有
存鞋处，也有头巾供女游客借用。如果接受他的服务，管理者会找
你要小费，而且非常贪婪，5埃镑根本看不上眼。所以进去的话鞋子
自己提在手上，放地上的时候鞋面对鞋面摆放就好。女生如果借用
了他的头巾，还的时候还给他直接就走即可，完全不用理会他的喋
喋不休。
开放时间：9:30-17:30(四点之后没那么晒，此时进去最佳)

★ 伊斯兰老城区 Islamic Cairo  س8ميةFالقاهرة ا

伊斯兰老城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伊斯兰城区之一，它并不是一个具体
的地方，而是指汇集了一大片伊斯兰建筑的区域。包括上文中提到的
哈利利市场、艾兹哈尔清真寺、萨拉丁城堡，都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地

点，穿插着祖维拉门(Bab Zuweila 见地图标识 )、穆尤德清真寺
(Mosque of al-Mu'ayyad 见地图标识 )等一系列小的景点。伊斯
兰老城区范围很大，要靠双脚走遍几乎不可能，而且街道纵横交错稍
有不慎很容易迷路，所以选取一些代表性的景点参观即可。

★ 开罗科普特区 Coptic Cairo  القاهرة القبطية

科普特教是基督教在埃及的一个分支，在开罗有很多信徒。在开罗
看到的教堂基本上都是科普特教堂，要是在大街上看到不带头巾的
女孩子，除了接受新思想的伊斯兰教徒外，大多都是科普特教徒。

开罗科普特区是科普特教众比较集中的区域，代表性的景点科普特
基督教博物馆(Coptic Museum  ا_ــــــــــــتحف القبطي)，该博物馆收藏有全

世界最齐全的科普特艺术品，展品有大量的木器、圣像、手稿以及
纺织品等等，是了解科普特文化的好去处。

到达方式：搭乘地铁到Mar Girgis下车，出站即是
开放时间：9:00-17:00
门票：16埃镑；携带照相机额外支付10埃镑；携带摄像机额外付
100埃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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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日游
二日游时间就比较宽裕了，行程紧凑一些基本可以游遍本文提及的
大部分景点。

第一天
9:00-12:00：游览金字塔。
12:00-14:00：午饭及前往埃及博物馆。
14:00-16:30：游览埃及博物馆。
16:30-18:00：逛逛解放广场及晚饭。
18:00-22:00：尼罗河边漫步、乘船夜游或者看表演。

第二天
9:00-12:00：游览萨拉丁城堡。
12:00-15:00：游览死人城或者前往哈利利市场附近漫步伊斯兰老
城区。
15:00-17:00：艾资哈尔清真寺小坐。
17:00-22:00：游览哈里里市场，尽情采购纪念品，亦可前往固力
宫看免费表演。

http://www.egypt.travel
http://www.egypt.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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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络 Internet إنترنت

         开罗网吧较少，街上很难见到。所幸很多旅馆都有公用电脑或者
wifi供住客使用。电脑大多可直接显示中文，不需额外安装字库，但是
输入中文得自己安装输入法。埃及宽带最高速率只有2M，速度很慢，
甚至还没有手机网络快，建议还是开通手机上网套餐。

★ 货币帮助
埃及使用埃镑(giny)，单位为L.E，纸币面额有25分、50分、1埃
镑、5埃镑、10埃镑、20埃镑、50埃镑、100埃镑、200埃镑，硬
币面额有5分、25分、50分、1埃镑。50分的纸币有时候会被无良
商家当50埃镑来蒙骗游客，需要小心鉴别。

兑换
埃镑在国内无法直接兑换，可以在国内先兑换成美元或者欧元，到埃
及再兑换成埃镑。美元汇率要好一些，建议兑成美元过去换。

100美元在当地能兑换605埃镑左右，和人民币差不多，使用的时候
省了换算的功夫。大街上有很多钱庄，汇率要比银行好一些，而且不
需证件，银行换汇需要证件和填表，费时费力，建议在钱庄兑换。

银联
有的ATM柜员机可以直接用外币纸币兑换埃镑，周围没有钱庄但是有
ATM柜员机的话，不妨上去一试。ATM柜员机很多都有银联标志，
也可以直接取埃镑，手续费取1000埃镑收取50埃镑左右，还是有些
小贵，建议还是以现金兑换为主，ATM柜员机取现用来应急。

★ 邮局 Post Office  مكتب البريد 见地图标识  
开罗邮局不多，邮筒只有邮局才有。明信片
可以在旅游纪念品商店买到，但是邮票只有
邮局才有。所以要寄明信片非得跑邮局不
可，无论在埃及哪个城市，邮局总是在火车
站和火车站挨在一起，例如拉姆西斯火车站旁边就是邮政总局的大
楼，十分好找。往国内寄明信片邮资4.5埃镑，10天左右可以收到。
寄明信片一定要早点去，晚了邮局会关门，邮筒都锁里面，即便你已
经贴好了邮票也无法投递。

开放时间：9:00-16:00；周五休息。
egyptpost.org(阿拉伯语)

旅行日历 
★ 旅行季节
埃及气候炎热而干燥，每年尤以6、7、8三个月最为炎热，气温都
在40度以上。步入9月份天气开始凉爽一些，到11月份就得穿长袖
了。最冷的是1、2月份，气温10度左右，不会下雪，需要穿厚一些
的外套。埃及天气基本没有变化，几乎天天都是大晴天，一年也下
不了几场雨，所以完全不需要携带雨具。最适宜的季节是春、秋两
季，没有那么炎热。

★ 节日
埃及节日多为宗教节日，宗教气氛浓烈，但排他性强，游客能参与
其中的不多。在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若非对方邀请，勿随意参加
或凑热闹。

三月十二日(伊斯兰历) 穆罕默德诞辰日 ا1ولد النبوي  

伊斯兰三大节日之一，亦称圣纪节，这天人们会穿戴整齐，到清真
寺进行礼拜，听阿訇诵经，谨记穆哈默德的功绩。

九月整月(伊斯兰历)  斋月 رمضان  

斋月是伊斯兰教五功之一，在这个月里，穆斯林在日间不可以进行
饮食、房事等活动。很多店铺白天都会关门，直到晚上7点后才会营
业至半夜，建议旅行前先了解当年斋月的具体时间，尽量避开斋
月，以免产生诸多不便！

十月一日(伊斯兰历) 开斋节 عيد الفطر

伊斯兰教三大节日之一，预示着斋月的结束。这天人们会前往清真
寺参加会礼，听伊玛目宣讲教义。人们庆祝的方式不尽相同，有的
会制作美食馈赠亲友，有的会请阿訇诵经，有的会请亲友来家一同
联欢。

十二月十日(伊斯兰历) 宰牲节 ضحىFعيد ا     

伊斯兰三大节日之一，也是最大的宗教节日，人们要再杀牲畜以完
成穆斯林的义务，每到这天家家户户都会宰杀牛羊甚至骆驼，并部
分施舍给穷人，以完成真主对他们下达的任务，节日气氛浓厚。

★ Tips：伊斯兰历
宰牲节、斋月、开斋节、圣纪节皆为伊斯兰历，公历日期每年各不
相同。

1月1日 新年 رأس السنة     

元旦，和我们一样，这一天全国都会放假一天，庆祝新一年的来临。

2月28日 独立日 يوم ا]ستق8ل   

埃及脱离殖民统治宣布独立的日子，放假一天。

4月12日 闻风节  اشتعلت مهرجان 

古埃及流传下来的传统节日，全家都会外出野餐，祈求健康。节日
当天各大公园甚至马路间的绿化带里，都会满是野餐的当地人，通
常都是一家老小齐出动，场面很是温馨。

4月25日 西奈解放节   يوم تحرير سيناء

埃及和以色列间发生过多场战争，曾经整个西奈半岛都被以色列占
领。本节日为纪念从以色列手中夺回西奈半岛而设立，放假一天。

7月23日 革命节、国庆日 يوم وطني

纪念法鲁克王朝灭亡，埃及步入近代社会的日子，全国放假一天。

http://egyptpost.org
http://egyptpost.org
http://egyptpo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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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际交通
开罗作为埃及的首都同时也是全国的交通枢纽，交通方式是一应俱
全的，游客前往开罗可以选择飞机、火车、大巴、小巴和客轮等多
种方式，国际间的旅行飞机是最好的选择，包括前往阿斯旺和沙姆
沙伊赫这两个路途遥远的城市，很多人也会选择飞机出行。而城际
间的交通火车依然是上佳之选。埃及的公路网和铁路网算不上发
达，但是在开罗，你仍然可以前往埃及的任何一个城市！

★ 机场  
✈ 开罗国际机场 Cairo International Airport  ميناء القاهرة الجوي ， 

CAI 
开罗国际机场距离市区15公里，是埃及最大也是最繁忙的机场，一
共有三个航站楼。国内前往埃及的航班到达和离境都在三号航站楼。

★ Tips：机场的小费 
埃及人收小费是明目张胆的，入关的时候基本不会被收小费。但是
从机场出关回国的时候会有时会遇到收小费的，最常见的就是在两
次行李过安检的时候。第一次是所有行李过机，会有机场工作人员
挡在机子前帮你把行李搬上机子，然后就找你要钱。遇到这种情况
直接不要搭理，看到行李过去人直接过安检口就好；第二次就是随
身行李过过机，工作人员会挑你的刺，说这也不能带那也不能带，
找你要钱。这时候他们会打开你的行李，把他们认为不能带的东西
拿出来放一边，遇到这种情况和他们争，说以前都能带为什么这次
不能带，只要语气重一点他们就会妥协，毕竟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
队。如果实在无法和他们争，就给十块钱，说多了没有，他们也会
妥协。
         
★ 机场交通
TAXI
机场前往市区可以乘坐出租车，一出航站楼门就会有很多出租车司
机围上来，这些司机大多能讲简单的英语，熟悉各著名地点的英语
名称，但是会满天要价，不肯打表，价钱低了也不走，如果直接乘
坐到火车站起码50埃镑。

建议出了航站楼门就到二楼到达大厅，那里会有很多下客的的士，
很多都肯打表，价钱也好商量得多，到火车站30埃镑即可，缺点是
英语可能不大灵光，最好把事先把目的地的阿拉伯语名称打印出
来，方便司机辨识。

公共交通
开罗机场亦有好几路公共汽车前往市区，公共汽车站在一号航站楼
前面，价格大型公交车为1埃镑，中型公交车为2埃镑，大型公交车
内部很宽敞，即便行李多也没有问题，每个航站楼都有免费穿梭巴
士前往公共汽车站，缺点是公交车站名全部为阿拉伯语而且到站也
没有站牌，司机也大多不会英语，所以公交车虽然便宜但是不建议
初到埃及的朋友乘坐。
www.cairo-airport.com

★ 火车站 Train القطار 

拉姆西斯火车站 Ramsis رمسيس 见地图标识 
拉姆西斯火车站在开罗市中心，是火车和汽车的交通集散地，亦有
地铁站(站名为Shohadaa)周围景点很多，例如解放广场、埃及国家
博物馆、哈里里市场等都在附近，亦有通往各个景点的公交车和小
巴，可作为前往开罗各景点的中转站。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市内交通 
开罗市内交通主要有的士、公交车和小巴几种，开罗各景点比较

分散，步行并不是个好的选择。开罗没有斑马线，过马路需要在

车流中穿梭，车辆见到行人并不会减速，所以过马路要看准时机

快速通过。实在没有把握紧随着过马路的当地人即可。在有的繁

忙路段，例如火车站前面的拉姆西斯大街，千万不要妄想等没车
经过时再过马路，这样你可以等一天。过马路记住诀窍“快、

准、狠”即可。

★ 公交车 Bus أتوبيس

公交车运营线路覆盖了市区的各个区域，公交车招手即停，可在任
意地点下车。公交车站名都是阿拉伯语，司机也多数无法进行英语
交流，到站也没有和报站和站牌，这点需要注意。
运营时间为6:00-2:00。

国营公交车
国营公交车车体较大，为大型巴士，内部空间大，可以放置很多行李，
车体多数为红色也有小部分为绿色，采取有人售票制，票价为1埃镑。

私营公交车
私营公交车车体较小，为中型巴士，内部空间狭窄，没有地方放大
件行李，车体多数为绿色，有人售票，票价为2埃镑。

几乎前往埃及全国的火车都可以在拉姆西斯火车站乘坐，尤其前往亚
历山大的班次最为繁多，平均一个小时就一到两班。拉姆西斯火车站
分为新站和旧站，新旧站挨在一起但是分属两个候车大厅。前往南部
的火车在旧站售票和乘车，前往北部的火车在新站售票和乘车。

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基本不会英语，沟通困难，最好把所需班次的目的地
名称、时间、班次写在纸上，购票时直接递给售票人员，方便快捷。

★ Tips：南下购票须知
前往南部的火车对外国人和本国人区别对待，有很多班次并不对外

国人出售，但是可以在火车站找一些打扮比较时尚的年轻人帮你购

买，这些年轻人多数能讲一些英语，也乐意帮忙。而且虽然你是外

国人，但是用本国人车票乘车完全没有问题。

吉萨火车站 Giza الجيزة

吉萨火车站和地铁吉萨站是重合的，地铁站在二层，一层即为吉萨
火车站。如果乘坐卧铺火车(Sleep Train)前往卢克索和阿斯旺，需
要在吉萨火车站上车，但是购票的话在吉萨火车站或拉姆西斯火车
站都可以，票价为65美元，每天只有一班。

★ 长途汽车站 Bus Station  الحافلة محطة  

开罗有几个长途汽车站，其中最方便的就是位于拉姆西斯火车站和
解放广场之间的图尓朱曼长途汽车站，有前往埃及全国各地的大
巴。埃及大巴条件一般，有的甚至都没有空调，所以长途旅行的话
尽量还是选择火车出行。

图尓朱曼长途汽车站 Turgoman Bus Station
地址：在拉姆西斯火车站或解放广场打的5埃镑即到。
运营时间：7:00-23:00

http://www.cairo-airport.com
http://www.cairo-air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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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 Metro مترو

开罗地铁一共有两条线路，实行一票制，1埃镑
就可以搭遍整条线路。地铁线路很长但是只能覆
盖城市的一小部分，因为覆盖面不够广，地铁搭
乘的人并不是特别多，很少出现人挤着人的状
况。每趟列车都有专用女士车厢，女生可以选择
乘坐，可以免除整个车厢男人盯着你看的不适。
地铁没有自动售票机也没有1日票、7日票这样的套票，每次乘坐前
都需要到售票厅处买票，因为是一票制，所以不需报出站名，直接
给售票员1埃镑，拿回一张票即可。地铁没有报站，但是车厢里会有
英文和阿拉伯语的路线图，每个车站也都会有醒目的英语和阿拉伯
语站名，只要注意观察到达车站的站牌，不会坐错站。

运营时间：7:00-23:00
票价：全程1埃镑

★ 出租车 Taxi تاكسي

开罗出租车很多，有白色涂装和黑色涂装两种，白色涂装的安装有
计价器，可以讲价也可以打表。黑色涂装有的没有安装计价器，即
便有安装也不愿意打表，需要讲价，建议乘坐白色涂装的出租车。

活动 
★ 尼罗河夜游 السياحة في نهر النيل

尼罗河(نهــر الــنيل)夜游是开罗旅游的传统项目，分为游船和水上表演两

大部分，从埃及博物馆出来，沿着大马路走到博物馆背面后再走三
分钟，就到了尼罗河边上，夜游也就从此开始。

游船
游船的数量很多，但是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大码头，经营游船的船家
会把自家的船打扮得花枝招展，再配上震耳欲聋的阿拉伯disco，借
此来招揽顾客，你看中哪个游船，直接从它停靠的台阶走下去，就
可以登船。相信登船的游客都不是被阿拉伯音乐吸引而来的，而是
想看看尼罗河两岸的夜景。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尼罗河的夜景远
远无法与维港夜景媲美，但是3埃镑一次的低廉乘坐费用，又似乎让
人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在尼罗河上乘船破浪，也算是了了很多人的
一个心愿吧。只是热情的阿拉伯小伙永远都把阿拉伯音乐放到最大 

开罗的出租车都是私人经营，不过会挂靠到出租车公司里去，选择
白色涂装的的士一般都是挂靠到出租车公司里的。不过由于都是司
机自己的车，无法电召也投诉无门，而且拒载情况时有发生，所以
最好先报出地名看司机去不去再上车，打表的话起步价为2.5埃镑，
每公里1.5埃镑。

费用：视路程而定(前往机场会加收5埃镑的入场费，讲价的时候要讲
清楚是否包含这5埃镑，如果打表还需在显示价格外额外支付5埃镑。

★ Tips：哪里都有黑心司机 
在开罗外国人乘坐出租车有时候会挨宰，看游客不认识路会故意兜
远路。由于开罗市内主要景点都在闹市区，所以乘坐出租车打表的
话如果发现出租车走到一些空旷地带一定要大声质问司机，司机一
般都会心虚而有所收敛。前往某个地方最好先了解一下乘坐出租车
的大致价钱，以免被宰。

★ 小巴 Microbus ميكروباص

小巴多数为丰田十二座面包车，人满即走，可以随时上下客，遗憾的
是这么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无法使用英语交流，也不会有报站服务。
可以把要去的地方指给司机看，司机到地方了会示意你该下车了。

运营时间：7:00-2:00
票价：开罗市内0.5-1.5埃镑不等
         城际间最远可达亚历山大，客满即走，票价35埃镑

★ 嘟嘟车 Tok Tok توك توك

开罗市区亦有三轮车(Tok Tok)可以乘坐，车费0.5埃镑，但是行进
距离短。司机受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有十几岁的小孩来开车的，英
语是行不通的，如果一定要搭乘最好把地名指给司机看，但是该司
机是否识字得看运气。

★ Tips：开罗的交通据点 
拉姆西斯火车站马路对面有一家很大的清真寺，叫法塔赫清真寺

(Mosque El Fateh مسجـــــــــــــد الفتح 见地图标识 )，清真寺门口为公交集
散地，前往开罗各地(包括机场)的公交车都可以在那里乘坐。在清真
寺的另一边为小巴集散地，可乘坐小巴前往哈利利市场和萨拉丁城
堡，票价1埃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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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实在是震得耳朵疼，建议不要坐太靠近船尾的位置，在
         开船后跑到船头的甲板上去坐吧！(请务必注意安全)
乘坐地点：尼罗河边靠埃及博物馆一侧
价格：3埃镑
运营时间：18:00-24:00

水上表演
水上表演都集中在尼罗河对岸靠近开罗塔(Cairo Tower 见地图标识 

)一侧的几艘大游艇上面，既有传统的苏菲舞、肚皮舞，也有现代
的酒吧和disco，消费从几十埃镑到上千埃镑不等。详见下文“活
动”部分的“苏菲舞”与“肚皮舞”部分。
观看地点：尼罗河边靠开罗塔一侧
价格：视服务而定
时间：18:00-凌晨

★ 肚皮舞 Belly Dance  بلدي رقص

肚皮舞起源于中东，舞者随着阿拉伯音乐那特有的节奏快速抖动臀
部和腹部，舞姿优美，让人眼花缭乱，是一种非常带有阿拉伯风情
舞蹈形式。

在开罗看肚皮舞主要在五星级酒店的酒吧里或者尼罗河边上的游船
上，旅行社也有相关的服务路线。建议晚上到游船上看，比较集
中，选择很多。到了解放广场，往尼罗河方向走五分钟就可到达河
边，能看到河对岸停着很多大型游船，船身上大大标示着船的名
字，有sunset号、crystal号等，就是观赏肚皮舞的地方(解放广场
这一侧的河岸都是小游船，提供尼罗河泛舟服务，费用每人3-4埃
镑，时间15分钟左右)。

游船离解放广场和埃及博物馆很近，步行只需五分钟，可以安排在
同一天，参观完埃及博物馆后前往。

★ 苏菲舞 Sufi dancing صوفي  رقص

苏菲舞源自宗教舞蹈，原本是信徒通过不断高速旋转，以期与神更加
亲近。时至今日已经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舞蹈，舞者身着大裙，手拿很
多的盘子，伴随着音乐，舞者开始不断的旋转，裙摆会飞扬起来，同
时舞者亦通过手上动作而用盘子组合成不同的形状。随着舞蹈的深入
舞者旋转得越来越快，裙摆亦展现出不同的变化。有的舞者会在裙子
上安装小灯泡，在黑暗中无数小灯泡随着裙摆划出曼妙的旋转光束，
让人叹为观止。

固力宫 El-Ghuri Wakala  وكـالـة الـغـوري 见地图标识 

开罗有很多地方都可以观看苏菲舞，既可以和肚皮舞一起在游船上观

看，也可以前往哈利利市场旁的固力宫观看正宗且免费的苏菲舞表

演。前往固力宫看苏菲舞表演最好提前半个小时去，可以占到前排的

位置，表演高潮迭起、精彩纷呈，记得给相机充好电。固力宫的苏菲

舞门票为30埃镑，周一、周三、周六晚上8：00开始，据当地人说

周三和周六的表演舞者会更卖力一些，所以不推荐周一那场。

如果接来下的行程有沙姆沙伊赫的话，可以等到沙姆沙伊赫看，街上

的露天咖啡馆每天晚上都会有免费的触手可及的苏菲舞表演。

固力宫、艾兹哈尔清真寺、哈利利市场都在一起，建议周三或者周六

的下午前往，一次游览三个地方。

餐饮 
埃及是伊斯兰国家，禁吃猪肉，主要肉类就是牛肉和鸡肉。阿拉伯

人并不善于烹饪，制法简单，埃及的东西谈不上好吃，但是尚算有

地方特色。

★ 当地特色
沙窝拉玛 Shawarma شاورما

沙窝拉玛是开罗常见的食品，很多小吃店都可以吃到，它还有另外
一个有爱的名字叫“想我了吗”。把烤肉从烤肉架上切下来，再和
青椒、番茄等配菜翻炒一下，然后夹到长条面包里，再配上番茄
酱，一个沙窝拉玛就做成了。沙窝拉玛根据大小不同，价格在7埃
镑-15埃镑/个不等，一般人吃一个或者两个就可以吃饱。

烤肉 Kebab كباب

烤肉在开罗也是比较有特色的食品，有专门的烤肉店，开罗烤肉主
要都是碳烤，配上香菜、胡椒等一些作料，胜在原汁原味。主要有
烤鸡、烤牛肉、烤羊肉、烤兔肉等，另外还有烤鸽子，鸽子里面会
填满米饭。吃烤肉的话店家会配上大饼和沙拉等，尚算丰富。吃烤
肉每家价钱都差不多，一顿人均60埃镑左右可以吃得很饱。

苦莎丽 Kushary كوشاري

苦莎丽虽然有个苦字，但是并不苦。苦莎丽做法是把通心粉、意大
利面、米饭混在一起，配上豆子、番茄等配菜，再和酱料混合拌
匀。苦莎丽遍布开罗大街小巷，很多饮食店也把苦莎丽作为主打产
品，可见其在开罗的受欢迎程度。苦莎丽价格在5埃镑左右，随买随
取，非常方便，是充饥的好选择。

大饼 Eish عيش 

大饼是埃及人的主食，原意为“生活”，可见其与生活的联系是何
等的紧密。大饼为粗粮制作，口感比较粗糙，胜在管饱。在开罗的
饭馆里吃东西，很多时候都会配上大饼做主食。大饼中空，可以塞
进菜或者肉来吃。

★ 水烟 Shisha الشيشة

水烟是阿拉伯地区的特色，也是开罗人民最喜闻乐见的休闲方式，坐
在咖啡馆里，点上一支水烟，再加上一杯浓茶，三五好友围桌而坐，
畅谈一番，实在是人生乐事。

开罗的咖啡馆星罗密布，几乎每一家都有水烟提供。水烟都是水果
味，和香烟的味道截然不同，女士往往也可以接受。喜欢味道浓烈的
可以选择橙子和桃子，口味较淡的可以选择薄荷。毫不夸张的说，水
烟是开罗男人生活的必需品，到开罗千万不要错过。

价格根据咖啡馆的消费水准，在3埃镑-20埃镑不等，价格虽然千差万
别，但是口味都是一样的。分享才是水烟的精髓所在，不需要一人点
一支，两三个人点一支最好，不抽的时候把烟管放桌上，方便同伴取
用。咖啡馆会随水烟配备每人一个一次性烟嘴，不需担心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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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汁 Juice عصير 

        埃及的果汁绝对是强力推荐，在这么热的地方，有这么便宜又
美味的果汁，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开罗的果汁店非常多，在路上
走经常能看到门口挂满水果的店铺，不要犹豫，马上进去大快朵颐
吧！所有果汁都是鲜榨的，由于气候的缘故，埃及的水果都非常的
甜，因此果汁也是甜入心扉。果汁店一般都分大杯和小杯，小杯1埃
镑，大杯1.5埃镑，有些贵的水果，价格也会稍贵一些。价格方面，
橙汁1埃镑、甘蔗汁1埃镑、芒果汁2埃镑、车厘子汁4埃镑等，甘蔗
汁是最受本地人欢迎的果汁，炎热的夏天喝一杯下去，仿佛毛孔都
做了一番伸展运动，简直是无与伦比的爽劲！芒果汁又浓又香，也
是非常受欢迎。在开罗看到果汁店一定要进去畅饮一番，5埃镑绝对
够你喝个够了。

酒 Beer بيرة

在开罗是禁止饮酒的，不过只要不在公共场合饮酒，一般都没有问
题，但是买酒的地方都非常隐蔽，一般游客都找不到，所以在开罗
的期间可以断了饮酒的念想。超市都可以见到一种包装和啤酒很相
似的无酒精啤酒，非常难喝，不要去浪费钱。在沿海旅游城市例如
亚历山大、霍尔格达以及沙姆沙伊赫等，可以很容易的在大街上买
到酒，坐路边喝也没有问题，埃及的本地啤酒主要有Stella、Luxor
几大品牌，一支价格10埃镑左右，口味都不错，尤其是Luxor有一
款看上去像橙汁一样不透明的麦芽啤酒，口味独特、鲜香无比，一
喝难忘。但是在开罗等内陆城市，最好不要在公共场合喝酒，以免
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 Kebabgy كبابجى 见地图标识 

Kebabgy是主打烤肉的餐厅，位于尼罗河边上的Sofitel大酒店，价
格对于当地一般餐馆稍贵，但是完全在可接受的范围。距解放广场
咫尺之遥，交通方便，再加上用餐环境一流，无疑是开罗餐馆综合
评定NO.1！参观完埃博来此用餐，再进行尼罗河夜游，半天时间就
能将古埃及文化、阿拉伯美食、阿拉伯歌舞一网打尽，岂不美哉！

主打美食：各种烤肉、烤鸡。(此餐厅有酒供应)
地址：Sofitel El Gezirah Cairo Hotel，3 Magles Qiadet El 
Thawra St.(即尼罗河对岸，和看表演的大型游艇处于同一侧)
营业时间：下午至凌晨
电话：0972316000
到达方式：埃及博物馆打车5埃镑即到

★  Koshari al-Tahrir كوشاري التحرير

吃苦沙丽的著名餐厅，在开罗是一个食品地标式的存在，门面不算
大，却内有乾坤。本餐厅多为素食，消费不贵，是体验最正宗埃及风
味的理想去处，是实惠的上佳之选。提供外卖服务，堂食不过瘾的话
打包回旅馆吃吧！

主打美食：苦莎丽
地    址：Sharia Abd el-Khalik Sarwat, Cairo, Egypt

交通方式：解放广场打车10埃镑以下即达。

营业时间：7:00-23:00

★ 中餐
埃及有很多中资机构和商务人士，中餐馆有很多，都是中国人开
的，各大菜系都有，既有饭店也有小饭馆。主要集中在买阿迪区
(Maadi  ا_عادي)，此处亦是开罗的中国人最大的聚居地之一。

成吉思汗饭店  
主打鸳鸯火锅 
地址：223 ا_عادى, شارع

电话：01069266502/01227368498

金库湘菜馆
附设卡拉OK包房
地址：263 ا_عادى, شارع

电话：01095756222/01095853777

蜀香阁
主营川菜
地址：275 ا_عادى, شارع 

电话：01282699555/01068944808

龙鑫庄  
北京风味菜肴
地址：9 ا_عادى, شارع 

电话：01223782928

交通方式：搭乘地铁到达Maadi站，出站后拨通要去的相应老板的
电话，让老板和的士司机说明地址即可，这是最稳妥的方式。老板
都是中国人，可以直接说普通话。

住宿 
开罗酒店(الـفندق)和旅馆很多，从小旅馆到五星级大酒店都有。解放广

场(مـــيدان التحـــريـــر)旁集中有大量的酒店和旅馆，尼罗河沿岸有很多高级

酒店，例如埃及最早的五星级酒店Hilton也坐落于此。交通便利之余
还可以观赏尼罗河夜景，只是价格大多非常昂贵，普遍都在几百美
元左右，一般人难以承受。

解放广场附近肯德基后面亦有很多旅馆，价格平均下来一个床位都在
50埃镑左右，除了不靠河边外交通便利程度和五星级酒店没有区别，
而且次日可以就近游览埃博以及观看尼罗河表演，是背包客的首选。

购物 
★ 高级购物场所
受限于收入水平，开罗高档的购物点不多，仅有一家北非最大的购
物商场城市之星(City Star、Stars Centre ســــــــتارز ســــــــنتر )尚算有点档

次，里面所售牌子都是于Levi's、CK、Esprit之类的档次，和国内
一、二线城市的大购物场所差不多，而且价钱一点都不便宜，款
式、码数也都是欧码，恐怕无法激起国内游客的购买欲。实在没有
地方去，可以去这里吹吹空调，顺便找回点国内的感觉。在开罗任
何一个角落，你只要和司机说citystar，每个司机都会知道

地址：2 Aly Rashad St. Star Capital 2 P. O. Box 5112， 
Heliopolis West Heliopolis，Cairo，Egypt 11771 
营业时间：9:0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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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超市
        买阿迪(Maadi)有一家很大的家乐福，搭乘地铁到Maadi站下
车，出站打的过去即可。埃及日用品尤其是头发洗护质量好而且非
常便宜，不怕重的话可以买些回去，特别推荐Sunsilk这个牌子，各
大超市都有，便宜而且非常好用。

★ 免税店
开罗免税店很少，一共两处，一处在机场里，过了海关就是免税
店；一处就在上面提及的城市之星商场3楼，不过需要凭护照，而且
到达埃及不超过15天才能进入。建议有购物需求的游客在机场购买
免税商品。

★ 常见纪念品的合理价格
莎草纸画 فافير

很多游客都会选择草纸画作为纪念品，哈利利市场有一家草纸画专
卖店非常有名，画工精美，款式规格繁多，当然其商品也非常昂
贵，店面很大，可以刷银联卡，装潢算是比较豪华的，但是一样可
以还价，一般来说标价的5 0 % - 6 0 %就可以成交，一张
150cmX60cm的草纸画标价260埃镑，150埃镑左右就可以成
交。对品质要求高而且不差钱的游客可以去那里购买。另外一种选
择是其他纪念品商店里的草纸画，虽然没有专卖店那么漂亮，款式
也没有那么多，但是胜在便宜，价格间的差距远远大于品质间的差
距。这些店家会号称自己是手绘，不要相信他，直接按照图案选购
就好。A4纸大小的2埃镑，6 0 cmX 4 0 cm的1 0埃镑，
150cmX60cm的50埃镑。有时候一样大小的，店家会按品质来分
类，品质更好的价格会稍微高一些。

香精 عطر

香精是埃及特产，气味浓烈，只需一点点就可以起到香水的效果，
也可以用来浸浴和给衣物加香。哈利利市场的香精店很多，沿着哈
利利市场门口的大马路，往火车站方向走两分钟快上高架桥的地方
（固力宫的马路对面）集中有几家香精店，那里的价格要比哈利利
市场里面实惠很多。价格大概1埃镑/ml，会配给带滚珠的玻璃瓶，
店里有几百种味道，可以坐店里慢慢让店家拿给你闻，店家很有耐
心，不会厌烦。要是喜欢更漂亮的香精瓶子，可以自行在市场内购
买，一套5件装的，15-20埃镑。

水烟 الشيشة

水烟是阿拉伯特色，成为阿拉伯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件器物，抽
水烟亦成为阿拉伯人主要的休闲方式。哈利利市场里水烟种类繁
多，有便宜有贵的，一样大小的水烟因为质量不一样价格会有很大
的差别，建议买好一点的，一来漂亮二来不容易破，较好40cm高的
价格30-40埃镑，1m以上的120埃镑左右，如果你喜欢抽的话，建
议买大的，小的不实用。每家的水烟款式大同小异，建议多比比
价。水烟的烟叶需要单独购买，香皂大小的一盒6埃镑，每天抽半小
时的话，可以抽10天左右。烟叶味道很多，多数都是水果味，喜欢
浓一些的可以选择桃子和橙子味，喜欢淡一些的可以选择薄荷味。

安全
报警电话：122
急救电话：123 

★ 治安
开罗安全尚可，随处都可以看到警察，在游客集中地区域更是遍布
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警察，给游客安全感之余也侧面反映出还是
存在一定的治安隐患。日间开罗各地都摩肩接踵、游人如织，安全
方面一般都没有问题，但是夜间十点过后尤其是女孩子最好不要单
独行动，也不要行经人少的偏僻地方。

偷窃行为是伊斯兰教法严厉禁止的，因此小偷较少，但是少不代表
没有，出门在外仍需小心财物，不要掉以轻心。

解放广场是开罗游行和示威的集中地带，经常可以看到游行和集
会，埃及博物馆旁边至今仍保留着去年被烧毁的穆巴拉克的总部大
楼。游行集会不针对外国人，游客看到不要长时间观望，快步走过
游行区域，一般都不会有问题，但是还需小心人身和财务的安全。

★ 中国使领馆 China Embassy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 
سفارة جمهورية الصn الشعبية لدى جمهورية مصر العربية

地址：14 Bahgat Aly Street, Zarmalek, Cairo
14 شارع بهجت علي، الزمالك، القاهرة

电话：(00202)7361219
办公时间：9:00-17:00
eg.china-embassy.org/chn

★ 医疗应急 
埃及医疗水平并不是很高，医院以本地医院为主，收费便宜，但是
医务人员英语水平普遍堪忧；涉外医院较少，收费贵些，英语良
好。埃及卫生状况不是很好，但是得益于气候干燥的原因，流行病
不多，即便东西不干净也不容易得肠胃炎之类的疾病。埃及药房满
大街都是，不但卖药还买洗发水一类的生活用品。值得一提的是埃
及的猫非常之多，丝毫不怕人，游客尽量不要去逗猫以免被咬。如
果被猫咬了，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埃及打狂犬疫苗是免费
的，一共五针就当是埃及人民送你的礼物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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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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