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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            电压：230V      频率：50Hz

区域·DISTRICT

SOUTH SRI LANKA 斯里兰卡南部

穷游锦囊是由穷游网策划、网友贡献内容的迷你旅行指南，以"最精炼"、"最实用"、"最新鲜"为宗旨，给穷游er们免费使用。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文中的logo版权属于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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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er忠告
★ 在斯里兰卡，点头和摇头的含义与中国相反，点头是表示不是，
摇头则表示是。但是目前斯里兰卡越来越国际化，大多数的人也接受
摇头表示不是，点头表示是的方式。不必太拘泥于以上。不过，他们
摇头的方式与我们有所区别，是头部呈弧形左右晃动。

★ 斯里兰卡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受英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很注
重礼节，无论何时何地，人们见面时总要双手合十，或者在说“再
见”的时候，也习惯地双手合十。

★ 斯里兰卡是佛教国家，当地人不杀生，尊敬一切生灵，并奉乌鸦
为神鸟。游览期间注意不要掠杀动物，更不要打乌鸦。

★ 在斯里兰卡兰卡的习俗中，吃、喝都不能发出声音，甚至把吃东
西时出声列为禁戒之一。

★ 男性应主动给女性让路，避免在公共场合与异性有亲密的身体接
触(拥抱和接吻等)，这在斯里兰卡是不被接受的。

作者：斯里兰卡小妞    最后更新日期：2013年8月27日

电话区号：94   急救电话、医疗急救：108  
匪警：118、119    火警：110   政府信息中心：1919
汇率：1斯里兰卡卢比=0.0465人民币元(2013年8月)

我们还有

★ 在穿着方面，建议女性尽量穿着保守。在很多当地人的意识中，
会认为外国人比较开放。同时，穿长衣长裤除了能免去这些不必要
的骚扰以外，还起到防蚊的效果。

★ 除了科伦坡(Colombo)，西南部沿海城镇几乎都不大，可以在半天
到一天内步行游览观光完。这些海滨城市大多在面海方向有背包客民
宿聚集点。

★ 斯里兰卡公共交通非常便宜，但是路况不好。本锦囊中对自驾游
览方式有描述，但是考虑到安全问题，并不建议选择该方式。如果
希望行程更自由，建议采取包车方式。

★ 一般来说，斯里兰卡治安很好。除了在人流稠密的科伦坡Pettah
市场要注意扒手，最大的问题就是TUTU车宰客了。打TUTU车尽量
选择有计费器的，或者提前谈好价钱。另外也要注意那些故意搭讪
和推销活动门票的人。

★ 高跷渔夫可以在南部Weligama小镇到肯克拉(Koggala)小镇一带
看到。非常幸运的情况下可以看到真实的打渔，不过现在大多渔夫
并不以打渔为生，而是表演性质的打渔收费。拍照的每个渔夫喊价
500卢比，真想看到钓鱼需要1500卢比。实际的价格主要取决于砍
价的水平。

★ 在参加水上活动时，务必事先了解当地水文状况和注意事项，佩戴
好救生器具，尽可能结伴而行，以免发生意外。

★ Tips：电子签证
斯里兰卡已经取消了中国公民落地签免费政策。目前最快捷的签证
方式是在斯里兰卡移民局官网申请电子签证(ETA)，手续费为30美
金,一般24小时内会给到回复。电子签证审批通过后，携带电子签证
批准函打印件及护照，即可赴斯里兰卡旅行，无需到使馆办理签
证。整个过程只需两分钟左右就能完成。
www.eta.gov.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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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速写
斯里兰卡，古称“锡兰”，简称兰卡，是位于印度洋中的一座小
岛。因为其紧邻印度，所以也被称为“印度洋中的一滴泪”。地缘
关系使她深受印度文化影响。

500年前，来自北印度的雅利安人移民至锡兰岛建立了僧伽罗王
朝。此后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派其子来宣扬佛教，最终成为国
教。公元前2世纪前后，南印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也开始来到锡兰
岛屿定居，从此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纷争不断，直至近年内战结
束。此外，由于其“东方十字路口”的特殊地理位置，锡兰也留下
了大量做生意，信奉伊斯兰的阿拉伯商人。因此，如今的斯里兰卡
是一个以佛教为主，多种信仰和谐共处的国家。

斯里兰卡中部山区和西南部海滨集中了斯里兰卡最值得游览的精华
部分，奉有国宝释迦牟尼牙舍利的康堤圣城(Kandy)，高山茶园仙境
努瓦勒埃利耶(Nuwara Eliya)，号称“小非洲”的雅拉国家公园
(Yala National Park)以及椰风摇曳的印度洋海滩，这几个区域又各
有特点。

广袤的中部山区在崇山峻岭间更完整的保存了传统僧伽罗文化。追溯
到10世纪锡兰岛屿被葡萄牙殖民时期，沿海多数地区很快臣服于侵
略者，以康堤王国为代表的中部山地曾抵抗欧洲殖民长达300年，至
今仍是僧伽罗人的心灵首都。中部山地遍布绿色植被，老式小火车轰
隆隆穿过的高海拔茶园仙境，让你有一种穿越时光的错觉。

而西部海滨主要是以科伦坡为中心，北至尼甘布(Neganbo)和班达
拉奈克机场，南至海滨小城马特勒(Matara)的沿海地带。

本锦囊主要是将中部山区和西部海滨串成环线，将斯里兰卡独特的
山地文化、海滨胜迹、历史及风土人情介绍给大家。斯里兰卡整体
来说非常适合度假，没有太多的专业设施和旅行团队，安静、舒适
又友善(同时也是南亚最干净的国家)，一定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身心
感受。

★ 消费指数
黄金椰子35卢比/个
小瓶水35卢比/瓶
中国进口富士苹果40-50卢比/个
牛奶1L165卢比/瓶
街边小摊Rice and curry120-200卢比/份
看电影300卢比/场
本地椰子酒Arrack 400卢比

 ★ 推荐电影
《晚安·科伦坡》是一部庆祝“中斯建交50周年”的贺礼影片。影
片讲述了杂志社记者韩青青远赴斯里兰卡采访拍摄，在一次外出采
风时出现意外，邂逅养象人阿塞拉，并和阿塞拉之前产生的感情故
事。这是一部小温馨的异国风情片，情节较为简单，但是片中体现
的斯里兰卡风情和美景一定会唤醒你了解这个国家的渴望。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当地人的生活
大部分斯里兰卡人从事农业工作，但是旅游业的地位也日渐上升。
这里的生活节奏很慢，在超市买东西可能需要耐心的等一下收银员。
几乎所有的公司每天都有两次喝茶时间。善良、淳朴是斯里兰卡人
民的共性。斯里兰卡绝大多数人是虔诚的佛教徒，几乎所有的节日
都和宗教相关，寺庙随处可见。

虽然紧挨印度，同属于南亚文化圈，斯里兰卡人以他们干净整洁自
豪。这里的人热情好客又具有幽默感，路边小孩子纯真无邪的眼神
会在不经意间感染你，成为旅途中珍贵的记忆。

★ 信仰与禁忌
斯里兰卡是佛教国家，进入寺庙要脱鞋、脱帽，另外不要穿太短或
太暴露的衣服。寺庙内禁止喧哗、照相。参观寺庙时，不要触摸寺
庙内的任何供品和前往神龛的信徒，参观寺庙或朝拜时请按顺时针
方向走。

斯里兰卡人大多信奉佛教。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僧侣格外尊敬，遇
到僧侣要主动让路；乘公共汽车，车前还有僧人专座，他人不得擅
坐。一般人绝不可坐在高过和尚的位置，否则也要设法使自己的头
低过和尚的头。

斯里兰卡和印度一样，忌讳使用左手传递东西或食物，视左手为肮
脏(他们用左手来擦屁股）。因此，以左手递送物品是极不礼貌的。

在斯里兰卡，“头”被认为是非常高贵而神圣的，所以不要去摸小
孩的头，特别注意不要用左手去摸小孩的头。

宗教节日期间，通常严禁饮酒，也买不到酒。赌场会关闭。未经允
许不要在室内吸烟。

语言帮助
斯里兰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街上的很多招
牌、甚至商店里收银机打出的收据都只有英文，所以老百姓都具有
一定的英语水平，年轻人的水平会更高。一般情况下，英语交流即
可解决问题。也可以学习个别单词，增加交流的乐趣。本国大多数
人发音带有独特的口音，清辅音会发成浊辅音(这点和印度比较类
似)。比如，他们会对着火车喊“drein”，说数字1000的时候
会说“dauzend”。大城市的英语普及程度会更好。

★ 日常对话：
!"රා - mitura - 朋友 

ම&' - malli - 弟弟/小店服务员 

ඔ) - owu - 是的 

ඉ+", - istuti - 谢谢 

ඔබ - oya - 你 

ඔබෙ/ - oyage - 你的 

මෙ/ - mage - 我的 

ඔහු - Ohu - 他 

ඔහුෙ/ - Ohuge - 他的 

2ද - honda - 好/很棒/美味 

ආයුෙඛ7ව9 - ayubowan - 你好/晚安/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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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isalat
由于背后强大的阿拉伯财团支持，对于商人利润丰厚，当地卖电话
卡可能会向你推荐Etisalat，但是其有固有的缺陷，例如信号差、覆
盖面窄、充值不方便，以及看似便宜实际算下来并不如此。如果只
上网而不打电话，并且上网频率较高，则可以选择使用Etisalat卡。
有一种套餐是提供3GB流量，价格为700卢比，加上150卢比的卡
费总共是850卢比。
www.etisalat.lk

★ 网络
用手机卡一般就可以上网。Wifi覆盖不算特别广泛，部分民宿和高档
酒店覆盖Wifi(即使高级酒店也可能要收费)，可在入住前询问清楚。
有些民宿和酒店前台有电脑可提供上网服务，价格约60卢比/时。

★ 货币帮助 
兑换
斯里兰卡的货币是卢比。人民币一般不能兑换当地货币。目前美元
和斯里兰卡卢比的比率是1美元兑换100卢比左右。机场有银行设的
兑换的柜台，但是汇率略低。科伦坡的要塞地区有很多换钱的小
店，汇率要高于机场，但不像其他国家，差别不是非常大。

自2012年起，斯里兰卡的全部500多台取款机(ATM)可接受银联卡。至
此，银联卡可在斯里兰卡商业银行(Comercial Bank of Ceylon， 简
称CBC)的取款机(ATM)，以及贴有 “银联”、“Standard 
Chartered”、“HSBC”、“Citibank”等标识的ATM提取现金和查询
余额，并可在部分知名品牌商家刷银联卡消费，用卡更加便利。

境外取款发卡银行将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具体费率、单卡每日取款次
数、每次取款额度、累计取款额度等请咨询发卡银行。

刷卡
国际通用的VISA和Mastercard信用卡，在斯里兰卡大城市和主要
景点的绝大部分商店、超市、高级酒店，皆可通用。其它通用的信
用卡和借记卡，可凭商店门口所贴的标识辨别。餐馆和咖啡馆所接
受的信用卡和借记卡范围可能会小些(与其规模有关)，可从门口标识
辨别。

★ 邮局 见地图标识 
斯里兰卡的主要旅游城市邮局很多，
会有post office的标识，邮寄物品
非常方便。部分邮局设立在古老的建
筑内，本身亦是景点，如努瓦勒埃利耶的粉色邮局。

明信片的价钱一般是20卢比起，在卖纪念品的小店都能买到(部分小
店可以代寄，不过保险起见，可以自己前往邮局办理）。某些景区
可能会卖到50卢比。寄回国内的邮资在20卢比到30卢比之间。所
以说通常情况下50卢比可以搞定一张寄往国内的明信片。

★ 厕所
斯里兰卡免费或收费的厕所并不多。大型百货商场、餐厅和咖啡馆
一般会有厕所。在商场或一些餐厅，有时候会有等待收费的清洁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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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用信息
★ 地图
地图可以在游客中心或者是住宿的前台获取，也可以在书店中购买
到更详细的，或是范围更广的地图。

★ 电话
斯里兰卡的国家区号为0094。斯里兰卡有很多电信公司，常见的有
Dialog、Mobitel、Aritel、Etisalat等，机场出口处就可以办理，每
个城市路边也有各种销售电话卡的店铺，只需提供护照便可办理。

每家电信公司都针对不同国家提供相应的电话套餐，费用都非常低
廉，游客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套餐，工作员会为你设
置好相应的套餐。一般情况下，Dialog覆盖面最大，信号最好，而
Aritel的费用相对较低。

如果遇到旅途中发生欠费情况，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很方便地买到相
应运营商的充值卡，按照卡后的说明操作，便可以充值成功。

Dialog卡 
在机场就有出售Dialog卡，可以买手机卡，一般销售较多的为1000
卢比，其中150卢比是卡的费用，850卢比是通话费用。除此之
外，还有不同的3G套餐提供，其中199卢比套餐包一个月1GB的网
络流量，查询信息完全够用。打中国的固定电话是2卢比/分钟(相当
于0.12元)，打中国的手机是3卢比/分钟(相当于0.18元)，这个资费
完全可以满足在斯里兰卡旅行两周。如果遇到旅途中欠费情况，在
任何地方都可以很方便地买到相应运营商的充值卡，按照卡后说明
操作，便可以充值成功。所以充值在斯里兰卡不会是很大的问题，
很多非常小的摊位都可以买到充值卡，有醒目的“Dialog”标志。

作者推荐

 :;&ලා එ9න? - gihila en-nam - 再见 

 නම - nama - 名字 

2කAද - mokada - 什么 

Bයද - Kiyeda - 多少钱 

වැDBEය - Wasikiliya - 洗手间 

වැDBEය ෙකාෙහද Fෙය9ෙන - wasikiliya koheda tiyene - 洗手间在哪里 

ඔබ ඉං/HD කථා කරනවාද - Oba ingrisi kata karanawada - 你说英语吗 

මම ඔයාට ආදෙරK - mama oyata adarei - 我爱你 

මතඋද)ඕන - Mata udo ona - 救命 

★ Tips：万能的“Ayubowan (ආයුෙඛ7ව9)”

Ayubowan(ආයුෙඛ7ව9)类似于泰语的“Sawadika”，除了“你

好”之外，还表示着宗教意味的祝福。你可以在任意场合对任何人
说这句话，对方一定会报以会心的微笑。

★ 文字标识
受到殖民时期的影响，斯里兰卡大部分公共场所的标识有英文和当
地文字说明，出行比较方便。

关于公厕，大多数酒店和商场有提供，上面都是英文标示，一般不会
认错。

http://www.etisalat.lk
http://www.etisalat.lk


P5  

 工，一般费用在20卢比左右。在康堤等地的大型活动(如佛
 牙节期间)可能会有临时流动厕所，但是一般也要收费。

不去穷游的借口可以找⼀一百个：签证太难、英语不好、水土不服、工作太忙、家人不放、手头紧……穷游的理由只有⼀一个：GO！

区域间交通
以科伦坡为交通枢纽，线路中所述的几个目的地城市由汽车和火车
网络连接起来。除了努瓦勒埃利耶和雅拉，线路中提到的其他城市
都可以火车到达。

★ 机场 
✈ 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 
Bandaranaike International Airport，CMB

 බOඩාරනායකජාRය9තරSව9ෙතාටුපළ 见地图A标识 

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位于科伦坡以南35公里的卡图纳亚克
(Katunayake)，是斯里兰卡唯一的国际机场。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
不是很大，分为上、下两层，有很多小商店卖纪念品，价格比外面
贵很多。这里还陈列一些手工艺展品，可供人拍照留念。值得一提
的是，机场里的免税店大多是电器店，这也算是斯里兰卡一大特色。
地址：Canada Friendship Road，Katunayake 11450，
Negombo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班达拉奈克机场乘坐免费的机场巴士到达机场
总汽车站，约10分钟车程，在这里还有分别前往科伦坡、尼甘布和
康堤的长途客车，其中的187路可到达科伦坡Bastian Mawatha汽
车站(贝塔市场对面的火车站旁)。长途客车滚动发车，基本上坐满即
出发，不用等待太久时间。或者在机场内可直接预订出租车到达科
伦坡市区，路程约35公里，车程约1.5小时，不过价格较贵。
电话：+94 11 225 2861
www.airport.lk

✈ 拉特马拉纳机场 

Ratmalana International Airport，RML  见地图A标识 
拉特马拉纳机场位于蒙特拉维尼亚(Mount Lavinia)以南，主要运营
飞往贾夫纳(Jaffna)、亭可马里(Trincomalee)的国内航班。没有公
共交通前往该机场，只有Aero Lanka航空公司自己的机场巴士穿梭
于市区与机场间。
地址：Ratmalana，Dehiwala-Mount Lavinia
到达方式：乘坐Aero Lanka的机场巴士或者乘坐TUTU车前往。
电话：+94 11 262 3030
www.airport.lk

✈ 汉班托塔国际机场 Ambantota International Airport，HRI 

这个机场位于斯里兰卡南部，2012年跑道竣工。据称将开通中国飞抵
此处的航班。但是由于汉班托塔国际机场目前信息不全，且附近缺乏
基础设施(和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相比)，目前极少有游客飞抵此处。

区域内交通
斯里兰卡火车线路和公路系统都很发达，公共交通或包车是很好的
选择。

★ 火车站 
长期以来，火车在斯里兰卡的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铁路以首
都科伦坡为枢纽，向中部、西南部和北部等区域辐射，全国1944公
里铁路由10条宽轨铁路线组成，如今在斯里兰卡乘火车已经成为观

光游览的必然选择。最有名的两条线路是中部山区的高山火车和西
部海岸线的海上火车。

斯里兰卡火车时刻表时不时会有变动，所以网上查到的时刻表仅供
参考，你至少要提前半小时到达车站购票候车。斯里兰卡火车分为
一等(1st-class)、二等(2nd-class)和三等(3rd-class)车厢，票价
相差很大，但相比国内价格，都非常便宜。

一等座就一个车厢，不能与其他车厢随意走动，是每人一个的软
座，不卖站票，几乎都是外国人。一等车厢在火车尾，车尾安装大
玻璃窗，观光较好。但票不太容易买到。价格根据路程约几十元人
民币。二等座车厢相通，车票上没有座位号，超载严重，经常会遇
到没有座位的情况，票价根据路程大约十几元。三等座是长条座
椅，座位先到先得，坐完就没。票价根据路程几元钱人民币。

★ Tips：火车等级僧伽罗文
一等座：පළමුවැVප9,ය

二等车厢：ෙදවැVප9,ය

三等车厢："9වැVප9,ෙW

斯里兰卡火车进站不报站名，所以以防坐过站，最好提前和同车的
斯里兰卡乘客打好招呼提醒你下车，热情好客的斯里兰卡人会非常
乐意帮助你的。

斯里兰卡火车只要不是始发车，晚点是非常常见的问题。火车时速
都非常慢，火车上除了兜售本地小吃和饮料的小商贩外，没有餐
车，所以乘坐火车最好提前备好食品和水。

部分发车时间：
科伦坡到康堤的早班车：5:55 
科伦坡到亭可马里的早班车：6:15
详细信息请查阅www.railway.gov.lk
或者www.seat61.com查阅Sri Lanka部分

斯里兰卡最美的两段火车路线
第一段是指从霍顿平原(Horton Plains National Park)的哈普塔勒
(Haputale)开往埃勒(Ella)的陆上铁路，是一条途经中部高原茶厂的
火车路线。另一段是从科伦坡出发一直到加勒的沿海铁路，据说是
宫崎骏的《千与千寻》海上火车的原型。实际上，最主要的沿海部
分，你只需要从科伦坡坐到蒙特拉维利亚即可。

★ Tips：早班火车
在科伦坡建议坐早班火车，因为如果是中午或者下午的话人可能会
很多，而且早上坐火车可以欣赏你想象不到的风景。

★ 长途公交车
斯里兰卡公共交通非常发达，城市之间可搭乘长途公交车前往，公
交车几乎是滚动发车，没有固定的时间，坐满乘客即可出发。在斯
里兰卡很多大城市不止有一个长途车站，一些小城市不设车站，乘
车前最好咨询清楚。斯里兰卡大多长途公交车只有僧伽罗文，上车
前一定要确认好目的地。斯里兰卡的公交车票价低廉，基本上都是
上车买票，有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票价很随意，前后不一。不过不
用担心，一般差价也就是几卢比。科伦坡长途车站在火车站的对面，
共有三个车站，详情可参见各城市相关章节。

观景车厢：නැරඹු?මැYHය

卧铺：VදනමැYH

http://www.airport.lk
http://www.airport.lk
http://www.airport.lk
http://www.airport.lk
http://www.railway.gov.lk
http://www.railway.gov.lk
http://www.seat61.com
http://www.seat61.com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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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日历
★ 旅行季节
斯里兰卡地处热带，属热带海洋性气候，但受海风影响，并不酷
热。全年无四季之分，只有雨季和旱季的差别，雨季为每年5月至8
月和11月至次年2月。雨季期间，是斯里兰卡旅游的淡季，虽说雨
季，但是降水量不是很多，只是每天时不时会有阵雨。这时海水涨
潮，风浪很大，因此海水不清透，特别是阴雨天的时候。但是这也
有优势，游客稀少，物价相对低廉。在冬季的12月到次年3月，许
多欧洲人到斯里兰卡过冬，尤其是圣诞节到元旦之间，是旅游旺
季，这时候酒店定房比较紧张。另外7月-8月是当地的佛牙节，也会
相当热闹。

★ Tips：天气多变！注意防晒和保温！
斯里兰卡是热带国家，平均气温在30℃。海边紫外线尤其强烈，一
定要注意防晒。但是平均海拔在1800米的努瓦勒埃利耶气温会陡然
下降。如果要去此处，建议在行李内加上一件薄毛衣。

★ 节日
佛牙节 Esala Perahera
每年的7月底8月初，康堤都要举行隆重而热闹的佛牙节。佛牙节是
对佛牙的祭祀，有2000年的历史，是佛教徒心目中最神圣的节日。
届时会有数千名鼓手、舞者和杂技演员在大街上巡游，边走边进行
表演。只有在这段时间，平日供奉在佛牙寺内的佛牙金龛才能走出
神圣的佛牙室，供人们瞻仰。佛牙节历时10天，节日期间，游行规
模一天比一天大，月圆节这天，仅参加游行的大象就超过100头。
佛牙节期间，来自斯里兰卡全国各地及南亚一些国家的佛教徒都纷
纷前往，一些非教徒也想一睹节日的盛况。

僧伽罗新年 Sinhalese New Year
斯里兰卡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为每年的公历4月13-14日，类似于中
国的春节。但斯里兰卡新年有一个特别的习俗，就是把新年钟声敲
响的前后半小时称为“凶期”或“行善期”。节日期间大家停止一
切活动待在家里，或出去听诵经。

         部分公交车号码：
         康堤Kandy：1路车
加勒Galle：2路车
亭可马里Trincomalee：49路车
波隆那努沃Polonnaruwa：48路车
努瓦勒埃利耶Nuwara Eliya：79路车
尼甘布Negombo：240路车
班达拉奈克机场：187路车

★ 自驾
出于安全考虑，在斯里兰卡旅行不建议自驾。斯里兰卡路况不好，
而且驾驶规则属于英式，靠左行驶，和国内有差异。在一些大型租
车公司，国内的驾照可以租车，租车公司不会太多考虑翻译公证件
等问题。实际上，国内的驾照在斯里兰卡开车是不合法的，需要转
换为国际驾照。因此，建议最好采取包车的方式。

路线
按照中国假期，来斯里兰卡旅行大概有五日、七日或者更长的两周
左右旅行时间。游客可以根据爱好和季节，将不同的路线相结合。

到斯里兰卡南部旅行一般有两条传统的旅行路线，从首都科伦坡开
始沿海岸线一路向南的海滨之旅以及从科伦坡开始的中部山区之
旅。旅行者可以根据爱好和季节，将不同的路线相结合。

★ 五日游
Day 1  科伦坡机场 -大象孤儿院 - 康堤
Day 2  康堤 - 努瓦勒埃里耶
Day 3  努瓦勒埃里耶 - 美瑞莎
Day 4  美瑞莎 - 加勒 - 乌纳瓦图纳 - 加勒
Day 5  加勒 - 科伦坡 - 尼甘布

★ 七日游
Day 1 科伦坡机场 - 大象孤儿院 - 康堤
Day 2 康堤 - 努瓦勒埃里耶
Day 3 努瓦勒埃里耶 - 霍顿平原 - 哈普塔勒(努瓦勒埃里耶)
Day 4 哈普塔勒 - 埃勒
Day 5 埃勒 - 美瑞莎
Day 6 美瑞莎 - 加勒 - 乌纳瓦图纳 - 加勒
Day 7 加勒 - 科伦坡 - 尼甘布

★ 十四日游
Day 1   科伦坡机场 - 大象孤儿院 - 康堤
Day 2  康堤
Day 3  康堤 - 努瓦勒埃里耶
Day 4  努瓦勒埃里耶 - 哈顿 - 亚当峰 - 努瓦勒埃里耶 
Day 5  努瓦勒埃里耶 - 霍顿平原 - 哈普塔勒(努瓦勒埃里耶)
Day 6  哈普塔勒 - 埃勒
Day 7  埃勒 - 蒂瑟默哈拉默
Day 8  蒂瑟默哈拉默 - 雅拉国家公园 - 蒂瑟默哈拉默
Day 9  蒂瑟默哈拉默 - 美瑞莎
Day 10 美瑞莎
Day 11 美瑞莎 - 加勒
Day 12 加勒 - 黑卡杜瓦
Day 13 黑卡杜瓦 - 科伦坡
Day 14 科伦坡 - 尼甘布

餐饮
斯里兰卡的菜肴以辛辣的咖喱为主，可能并不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但是各个小店都可以吃到类似中国炒饭的Fried Rice，可以混合鸡肉
和蔬菜等一起炒，价格便宜。中餐馆集中在科伦坡。非常推荐斯里兰
卡的青蟹、龙虾和石斑鱼。这里的海鲜都是在印度洋新鲜打捞，价
格便宜。但是斯里兰卡做法许多人吃不惯，建议到斯里兰卡的中餐
馆品尝。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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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
★ 红茶
斯里兰卡最富盛名的两样东西莫过于宝石和红茶，大城市随处可见
珠宝店，而超市都会有茶叶专柜。斯里兰卡是全世界最好的红茶产
地，这主要得益于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较大的日夜温差。和咖啡一
样，红茶的口味也会随海拔不同而改变，所以以1200米以上的山区
所产的红茶为好。红茶可以考虑在茶厂和超市购买，在红茶工厂可
以买到价格便宜，品质上好、包装相对简单的红茶，而超市里的红
茶明码标价，包装精美，价格也不贵。

★ 宝石
斯里兰卡的宝石，主要有红宝石、蓝宝石、紫水晶、紫翡翠等，这
里的宝石与其大量出口的茶叶一样有名。星彩蓝宝石、红宝石和月
亮石等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宝石。关于购物离境斯里兰卡没有
相关特殊规定，除了文物。而在斯里兰卡购买商品携带回国，需要
查看中国海关相关规定，以免入境时国内海关禁止带入或收税。要
买到品质佳的宝石最好去有营业执照的珠宝店购买，在斯里兰卡大
城市有许多经过政府和旅游部门核准的珠宝店，在这些珠宝店可以
讨价还价，并且会为你提供“品质保证书”，如果有所顾虑可以前
往科伦坡的国家珠宝鉴定中心进行免费鉴定。

斯里兰卡国家珠宝鉴定 National Gem & Jewellery Authority
地址：No. 25，Galle Face Terrace，Colombo 03
到达方式：在科伦坡可选择从加勒菲斯绿地出发，步行即可抵达，
或者搭乘公交到Galle Face站下。
电话：＋94 11 239 0645 8/239 0653  
www.srilankagemautho.com

★ 其他
在斯里兰卡，也可以购买手工艺品，如木雕、纺织品、陶瓷、金属制
品和扎染。斯里兰卡旅游纪念品商店不是很多，在尼甘布、黑卡杜瓦
(Hikkaduwa)和乌纳瓦图纳(Unawatuna)有一些纪念品商店。尼甘
布很多店价格较贵，黑卡杜瓦有很多精美且相对便宜的手作木雕。

在科伦坡的购物中心、百货商店也有卖纪念品的专柜，而政府的手
工艺品店和机场免税店价格会贵不少。还有一些城市有自己特色的
手工艺品，譬如大象孤儿院的象粪纸，这个在其他城市不容易买
到，曾经作为送给美国总统的礼物。

除此之外，斯里兰卡最有名的就是香料了。斯里兰卡自古就因香料
著称，盛产丁香、桂皮、豆蔻和辣椒，在康堤、马特勒、
Mawanella有许多香料园，如果有时间可以到这些香料园参观。

斯里兰卡各个城市农贸市场很多，但是成规模的购物中心或者高档
商场不多，主要集中在科伦坡。ODEL是斯里兰卡唯一的百货公司，

有自己出品的服装和纪念品，虽然相对本地物价高点，但是样式新
颖、服务周到。

★ Tips：锡兰茶叶分类与品尝方法
英国殖民在兰卡最早种植咖啡作为经济作物，后来一场病虫害导致
大量的咖啡死亡，于是种植者临时换种茶树作为替代，却由此以外
的发现茶特别适合生长在锡兰之地。

锡兰红茶等级：
OP：Orange Pekoe，通常指的是叶片较长而完整的茶叶。
BOP：Broken Orange Pekoe，顾名思义，较细碎的OP。滋味较
浓重，一般适合用来冲泡奶茶。
FOP：Flowery Orange Pekoe，含有较多芽叶的红茶。
斯里兰卡政府茶叶出口主管机构统一颁发了“锡兰茶质量标志”持
剑狮王标志，该长方形标志上部为一右前爪持刀的雄狮，下部则是
上下两排英文，上排为“Ceylon tea”字样，即“锡兰茶”，下排为
Symbol of quality字样，即 “质量标志”。
拥有此标志的锡兰红茶才是经过斯里兰卡政府认可的纯正锡兰红
茶。最常见的锡兰红茶品牌有Mlesna、Dilmah、Tea Tang等。
 
如何品茶：
Plain Tea：素茶，不加糖也不加奶(但是兰卡有很多人所说的Plain 
tea是指加糖不加奶的)。
 
路边小店(25卢比左右/杯)是加好糖和奶端上来的。斯里兰卡人嗜
糖，很可能会很甜，建议告诉店家“Less / little sugar”。在比较
高级的酒店/餐厅，通常是端上乘着茶的精致茶具、糖和奶罐，自己
随口味添加。

锡兰红茶泡出的茶汤色泽明亮，有时候还能看见汤上有金黄色的光
圈，茶味独特，喝了后感觉有薄荷的味道，回味不涩，略甜。但是
不耐冲泡。另外要注意，兰卡习惯用茶粉(类似国内便宜的碎茶)而非
整片茶叶，如果不能接受可以选择茶包(Tea bag)。

现在超市里都有加入水果调味剂或者姜的盒装红茶, 含姜成分的红茶
对生理痛有缓解作用。

        ★ 小费
 在斯里兰卡服务有偿，享受服务应付小费的观念已成为其文
化的一部分。在斯里兰卡旅行时，请尊重导游、司机、酒店和餐厅
服务人员的服务，支付适量的小费。一般情况下，吃饭或者包车需
要给100-500卢比不等的小费，其它，比如服务员帮你搬行李、打
扫房间等需要给20到50卢比不等的小费。

住宿
在斯里兰卡的城镇里挑选住宿，最方便的方法，还是利用预订网站
来进行筛选。这些网站上涵盖了从连锁酒店，到家庭式酒店，到民
宿等各个档次的住宿选择，可以直观地根据位置、价格、评价等来
进行选择。因为斯里兰卡的这些城镇都不算太大，所以比较方便的
位置还是住在老城内，或者是从火车站到老城的路上，这样能方便
游览和休息。连锁酒店通常质量比较有保证，但家庭式酒店在布置
方面可能更有特色。如果是自驾的游客，也不妨尝试一下在乡村的
民宿，这些民宿通常价格更优惠而环境更好，同时还方便停车。
酒店预订可参考：hotel.qyer.com

http://www.srilankagemautho.com
http://www.srilankagemautho.com
http://hotel.qyer.com
http://hotel.qy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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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伦坡 Colombo 
★ 城市速写
科伦坡是一个虽被称为首都，却自然如乡镇的城市。科伦坡的整体
气质是混合了印度洋鱼腥味儿的巨型城乡结合部，同时这个地方也
具备背包客所需的一切——现代化程度良好的超市、银行、酒店、
学校以及英语良好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旅行者会在聚集在殖民遗迹
的Fort和Cinnamon Garden区以及富有生活气息的Pettah市场
里。另外科伦坡也是这个国家购物最方便、选择最多的城市。

这是一个在市政府门口就可以看到海的奇异城市。虽说印度洋蒸腾
的水汽也绝不能扑灭街道上飞扬的金色尘埃。这里的鸟、狗、猫，
水蛇、蜥蜴及蝙蝠都自由自在地生活，未曾有人打扰他们，他们也
不害怕人。总统府外的池塘边站满了乌鸦和白鹭。如果你站在他们
身旁不动，他们会以为你也是一只鸟，歪着脑袋瞪着小眼睛好奇地
打量你。

科伦坡是一个走在路上会有若干人向你微笑的城市，路人会如同老
友般向你“Say hi”。虽说其中也不乏招呼你去夜店的搭讪者和以
敲诈旅行者为生的TUTU三轮车司机及旅游骗子。

★ 实用信息

游客信息中心 Travel Information Center 见地图B标识 

斯里兰卡旅游发展局(SLTDA)分别在科伦坡、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
和康堤设立旅游信息中心，提供有关斯里兰卡旅游的一切信息，以
方便前往斯里兰卡旅行的游客。

科伦坡旅游服务中心
地址：80，Galle Road, Colombo 03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公交10路、公交11路在S.Thomas ' 
Preparatory School附近下车。
电话：+94 11 243 7059/243 7060/243 7055 

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旅游信息中心
电话：+94 11 225 2411
www.sltda.gov.lk

货币兑换
科伦坡的银行和自动取款机遍布全市。2012年5月，中国银联与斯
里兰卡商业银行(Commercial Bank of Ceylon，简称CBC)共同宣
布，该行在斯里兰卡的全部500多台取款机(ATM)，接受银联卡。
至此，银联卡可在斯里兰卡CBC银行的ATM，以及贴有“银
联”、“Standard Chartered”、“HSBC”、“Citibank”等标
识的ATM提取现金和查询余额，并可在部分知名品牌商家刷银联卡
消费，用卡更加便利。

在科伦坡还有一些私人的兑换店铺(Money Exchange/Cram)店，
这些货币兑换店相比较隐蔽，不是很好找。一部分集中在要塞区
Chatham St.和Mudalige Mawatha街一带，Cargills & Millers 
Building对面，距希尔顿酒店不远，属于科伦坡金融区。另外可以
找到私人货币兑换店的是在一些大型购物广场内，例如Liberty 
Plaza、Majestic City等。私人货币兑换店汇率略高于银行提供的
汇率，可以提供美元、欧元、人民币等货币的兑换业务。

Liberty Plaza身后的菜市场(那里有买中国商品的)二楼有一家可以
讲价的私人换汇点，外表看是一家穆斯林的杂货店，有需要的话可
以在二楼向任何一家店铺打听兑换店铺的具体位置。

另外，在要塞区的金融中心和大型购物商场能找到西联汇款
(Western Union)，不过汇率很一般。

斯里兰卡商业银行 Comercial Bank of Ceylon ෙකාමZෂ&බැං\ව

总部 Head Office
地址：Commercial House，No 21，Sir Razik Fareed 
Mawatha，P.O. Box 856，Colombo 1
电话：+94 11 235 3333/735 3333
Email：info@combank.net

Commercial Bank在科伦坡非常好找，下面提供几处供参考：
Commercial Bank(Main St.)
地址：No. 280，Main Street，Pettah，Jami-Ul-Alfar清真寺附近。
营业时间：10:00-17:00；部分银行有延长至19:30。

Commercial Bank(Pettah Markets)
地址：32 Keyzer Street，Pettah(贝塔市场内)
联系电话：+94 11 233 6770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火车站或者汽车站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

Commercial Bank(Fort)
地址：Second Floor, HemasBuilding，BristolStreet
联系电话：+94 11 248 6000
到达方式：从火车站附近步行10分钟抵达。

Commercial Bank(Liberty Plaza)
地址：R A De Mel Mawatha
联系电话：+94 11 248 6000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公交10路、公交11路或其它长途车至
Liberty Plaza站下。

邮局
在科伦坡寻找邮局也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几乎在城市任何区域
都能找到，寄往中国明信片邮资大约20卢比。

★ 区域间交通 
科伦坡是斯里兰卡公路和铁路网的中心，这里有发往全国的长途客
车、火车，和世界各国的航班。科伦坡的长途汽车站和火车站都位
于要塞区。

机场
科伦坡有两个机场：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和拉特马拉纳机场。班达
拉奈克国际机场主要是国际航班，而拉特马拉纳机场主要飞往国内
城市的航班。具体请参见区域间交通。

火车站 见地图B标识 
科伦坡要塞火车站 Colombo Fort Railway Station
科伦坡要塞火车站是科伦坡市的主要火车站，位于要塞区与贝塔区
交界处。科伦坡火车站是斯里兰卡交通枢纽，铁路线呈放射性延伸
到全国，这里几乎有发往斯里兰卡全国各地的火车。这里有一个信
息办公室，在这里你可以咨询关于科伦坡交通的一些问题。

http://www.sltda.gov.lk
http://www.sltda.gov.lk
mailto:info@combank.net
mailto:info@comba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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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0 放慢脚步，让时间顺其自然。别把旅行变成急匆匆的走马观花。急躁也不能解决问题。耐心、礼貌和微笑是打开很多扇门的钥匙。

          地址：Olcott Mawatha，Colombo 11
          电话：+94 11 244 0048
营业时间(信息办公室)：周一至周五9 : 0 0 - 1 7 : 0 0，周六
9:00-13:00。

蒙特拉维尼亚火车站Mount Lavinia Railway Station
蒙特拉维尼亚火车站位于Mt Lavinia酒店旁，每天有数班科伦坡发
往南方的火车途经此地，如果你选择住在蒙特拉维尼亚地区，可以
搭乘火车前往科伦坡市区和南方海滨。
地址：Station Rd，MtLavinia，Mt Lavinia Hotel旁。

长途汽车站 见地图B标识 
科伦坡有三个主要的汽车站，全都位于火车站以东，贝塔市场附
近，分别是 B a s t i a n M a w a t h a 汽车站、中央车站和
Gunasinghepura汽车站，每天从早到晚时时刻刻都有长途客车发
往斯里兰卡全国各地，客车没有固定时刻表，滚动发车，坐满即
走，上车购票。

Bastian Mawatha汽车站 Bastian Mawatha Bus Station
发往斯里兰卡各地的公交车基本上都是从该汽车站发车。
地址：Olcott Mawatha，Colombo 11，靠近科伦坡Fort火车站。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Fort火车站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

中央车站 Central Bus Stand
发往科伦坡郊区的公交车在这里停靠和出发，还有科伦坡市内公交
也大都从该车站发车。
地址：Olcott Mawatha，Colombo 11(Bastian Mawatha汽车站
对面)。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汽车站出来，步行2-3分钟即可到达。

Gunasinghepura汽车站 Gunasinghepura Bus Stand
这个车站主要是发往科伦坡郊区的公交车，譬如去往尼甘布的车就
从这里出发。
地址：Bodhiraja Rd，Pettah,Colombo 11(中央车站后面)。
到达方式：过了中央车站后继续往贝塔市场里面走，大约5分钟即可
到达。

★ 市内交通
公共汽车
科伦坡公交系统非常发达，乘坐公交车可以到达科伦坡市内及市郊
的各个地方。不过科伦坡公共汽车管理非常混乱，有国营巴士也有
私营巴士，有的会在固定车站停靠，有的招手即停，车站也没有具
体交通路线，所以如果在科伦坡选择乘坐公交车，最好询问本地人
应该在哪里坐车，乘什么车，上车前最好和售票员再确认下，以免
坐错。

比较常坐的是公交10路和公交11路，路线基本相似，会途径贝塔市
场、火车站、加勒菲斯绿地、Liberty Plaza、Majestic City和蒙
特拉维尼亚。

出租车和TUTU车
现在科伦坡市区可以看到少量真正意义的出租车，每公里10卢比，
21:00之后车费加倍，通常还会附加一些小费给司机。当然在斯里
兰卡最常见的依然是TUTU车，科伦坡市区的TUTU基本上都装有计
价器，所以乘坐TUTU省去了谈价环节，不过要注意司机可能会带
你绕路，所以最好在出发前先研究一下线路和地图。

★ 景点
作为斯里兰卡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科伦坡拥有很多重要的旅
游景点。这里既有迷人的滨海风光，又有不同宗教辉煌的教堂庙
宇，还有曾经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上百年的欧式建筑，但是由于科
伦坡市区很大，各个景点相对分散，游客参观游览起来还是比较麻
烦的。要塞区(Fort)和贝塔区(Pettah)是科伦坡两个非常重要的区
域，也是科伦坡最热闹的两个区域。

要塞区就在科伦坡火车站旁边，可以作为科伦坡参观的第一站。在
殖民时期这里确实是一座被海河、护城河保护着的堡垒，靠近海港
的地方，除了高档的现代化建筑，还保留了很多漂亮的欧式建筑。 
而今天，它是科伦坡乃至斯里兰卡重要的金融中心，这里散布着许
多值得看的建筑和遗迹，在城际步行即可到达。这里既有现代化的
地标性新建筑世贸大厦双子塔(World Trade Center)，也有古色古
香的砖红色殖民遗迹(Cargills & Millers Building)，是旅行者在最
短的时间内抓住科伦坡特征的一个窗口，另外还有一座古老的钟
楼，曾经是一座灯塔，爬上钟楼可以俯瞰科伦坡市貌。要塞区要塞
区以南是加勒菲斯绿地，即沿海观光带。加勒菲斯绿地东面集中了
很多斯里兰卡国家重要机关和部门。

贝塔区紧邻要塞区，这里是科伦坡的旧城区，这里店铺林立，熙熙
攘攘，同样遗留着一些老的殖民建筑和教堂庙宇。贝塔区的老集市
是体验斯里兰卡本地人生活的重要场所，值得一逛。

除此之外，要塞区以南5公里处的Cinnamon Gardens是科伦坡最富
裕的地区，曾经的肉桂种植园，现在绿树成荫，汇集了别墅豪宅、博
物馆、画廊、艺术馆、购物中心等，同样值得旅行者游览一番。

加勒菲斯绿地广场 Galle Face Green 见地图B标识 
加勒菲斯绿地广场地处于科伦坡要塞区黄金心脏地带，濒临大海、
景色宜人。荷兰人统治时期，这里被当作防波堤和堡垒，后来1859
年，由当时英国驻斯里兰卡总督主持开辟这片绿地，被用于板球
场、赛马场和高尔夫球场。现今，这个绵延半公里的带状广场，已
经成为当地人的休闲娱乐的场所，慢跑、散步、放风筝，年轻情侣
谈情说爱的地方。由于距离总统府很近，因此近年来独立纪念日阅
兵仪式也在这里举行。
地址：Galle Face Center Rd
到达方式：从贝塔市场或者火车站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这是一个露天的广场)。
门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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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i-Ul-Alfar清真寺 

          Jami-Ul-Alfar Mosque 见地图B标识 
这是科伦坡一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位于贝塔集市附近，离火车站不
远。Jami-Ul-Alfar清真寺又被称作红色清真寺(Red Mosque)，它
是一栋红白两色砖造建筑，落成于1908年，是科伦坡的地标建筑之
一。据说20世纪初，很多到斯里兰卡的水手都是通过它来辨认是否
是科伦坡港口的。值得注意的是，清真寺只对男性开放，女性游客只
能从门外欣赏这栋伊斯兰建筑的美。
地址：No.228，2nd Cross Street，Pettah，Colombo 11
到达方式：穿过贝塔市场大概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非穆斯林祈祷时间和周五关闭。
门票：免费。
www.redmasjid.com

荷兰殖民博物馆 Dutch Period Museum 见地图B标识 
这个独特的博物馆原是17世纪荷兰总督的官邸，并一直作为天主教
神学院、军事医院、警察局和邮局使用。修复后的豪宅是一个可爱的
花园庭院，博物馆讲述了很多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斯里兰卡的历
史，展品主要是荷兰殖民时期的家具和其他文物，值得一游。
地址：95 Prince St. Pettah，Colombo 11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汽车站或者火车站出发，步行15分钟即可抵到
(位于贝塔市场中)。
开放时间：周六至周四9:00-17:00。
门票：500卢比，拍照需另付240卢比。
电话：+94 11 244 8466

维哈马哈德维公园 Viharamahadevi Park 见地图B标识 
维哈马哈德维公园是科伦坡最大的公园，曾被称作维多利亚公园，由
英国人建造。斯里兰卡独立后，为纪念光复祖国的英雄
Dutugemunu国王的母亲，改名为维哈马哈德维公园。公园东边是
科伦坡市政厅，南边是艺术馆，北边不远处有著名的冈嘎拉马寺。现
在维哈马哈德维公园是当地居民假日和休闲的好去处。
地址：Cinnamon Gardens，Colombo 07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加勒菲斯绿地打TUTU车15分钟到达(约200
卢比)。
开放时间：从天亮到天黑。
门票：免费。
电话：+94 11 242 6900

独立纪念厅 Independence Hall 见地图B标识 
1948年2月4日为纪念斯里兰卡脱离英国殖民统治，斯里兰卡政府在
Cinnamon Gardens兴建了这座独立纪念厅。独立纪念厅的周围有
象征僧伽罗人的狮子雕像，每一只狮子都代表一位国王。这里还设有
一座小博物馆，馆内接近屋顶的浮雕，叙述着这个斯里兰卡自从公元
前5世纪到1948年独立时的历史。纪念厅的前方矗立着一尊斯里兰
卡国父Don Stephen Senanayake的雕像。
地址：Independence Ave Cinnamon Gardens，Colombo 07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维哈马哈德维公园步行即可到达。

科伦坡市政厅 Colombo Muncipal Council 见地图B标识 
市政厅有科伦坡“白宫”之称，由英国人建造，是一栋新古典主义风
格的建筑。对面的维哈马哈德维公园(Viharamahadevi Park)也是
市政厅的一部分，但是市政厅不对游人开放。

地址：Cinnamon Gardens，Colombo 07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加勒菲斯绿地打TUTU车约20分钟即可到达(约
250卢比)。
电话：+94 11 267 6161

科伦坡国立博物馆 Colombo National Museum 见地图B标识 
科伦坡国立博物馆是一座双层的宏大白色建筑，也是斯里兰卡最古
老的博物馆，1877年建立，1980年建成新馆，馆内收藏着斯里兰
卡各个历史时期的珍贵文物，有各种石雕像、铜雕像、宝石、武器
以及康堤王朝时期的各种编织品、金属制品、手工艺品，壁画、各
地出土的中国瓷器。馆内的“郑和碑”、“狮子王座”和大量
的“贝叶书”是该博物馆的亮点。
地址：854 Sir Marcus Fernando Mawatha，Colombo 07，维
哈马哈德维公园(Viharamahadevi Park)对面。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维哈马哈德维公园步行即可到达。
门票：免费。
电话：+94 11 269 5366

★ Tips：贝叶书
贝叶书即古代用贝多罗树的叶子刻写成的书，上面记录圣人的事迹及
思想、经文等，后来人们将这种刻写在贝多罗叶上的文字装订成册。

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  见地图B标识 
Bandaranaike Memorial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Hall 
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是一座洁白的八角形建筑，是科伦坡标志
性建筑之一，它由中国政府无偿援助建造，被誉为“中斯友谊的象
征”，三十年来在斯里兰卡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多用于召开国
际会议。
地址：Bauddhaloka Mawatha，Colombo 07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维哈马哈德维公园步行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9:00-17:00
门票：免费。

旧市政厅及博物馆 The Old Town Hall Building 见地图B标识 
旧市政厅是一座位于贝塔区中央的英式建筑，座落在Kayman's门附
近，距离狼谷教堂不远，结构优雅，站在楼上可以俯瞰熙熙攘攘的贝
塔市场。这是一个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建筑。一层如今是一个邮局，陈
列了一些旧蒸汽机、拖拉机、道路标识等，相当有趣。二层是一个小
博物馆，展览这第一次市政会议成员的蜡像与生活用品。
地址：Main St.，Colombo 11(Kayman's门附近)
门票：免费。
www.museum.gov.lk

贝拉湖和水中庙 Beira Lake & SimaMalaka Meditation 
Centre 见地图B标识 
位于维哈马哈德维公园西北角的贝拉湖，是科伦坡的城市心脏，湖
上有鸬鹚、白鹭等鸟儿盘旋，湖边的树木洒下浓重的树荫，这是科
伦坡当地人最喜欢的休闲区。贝拉湖被小岛切割成两个部分，这个
小岛上有一个名为“Children's Park”的公园，贝拉湖中有一座漂
亮的木造楼阁被称作“水中庙”，可以通过一条木通道前往，像是
一座漂浮在睡眠的寺庙和冥想中心。水中庙由20世纪知名建筑师
Geoffrey Bawa设计。
地址：Sri James Pieris Mawatha，Colombo 02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维哈马哈德维公园步行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免费。

http://www.redmasjid.com
http://www.redmasjid.com
http://www.museum.gov.lk
http://www.museum.gov.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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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冈嘎拉马寺 Gangaramaya Temple 见地图B标识 
          冈嘎拉马寺是一座融合斯里兰卡、泰国、印度和中国建筑特
点，精雕细琢的建筑，是斯里兰卡最重要的寺庙之一。寺庙拥有图
书馆、博物馆、宿舍和一座三层的佛学院。博物馆馆内收藏有数尊
高大的佛像和数根巨大的象牙，还有罗汉舍利、珠宝、纯金法器、
象牙法器以及一些来自日本、缅甸、泰国、中国等地的佛象。据称
在所有藏品中，最珍贵的是一撮来自佛陀的头发，通常被紧锁于保
险箱中，一般人无缘得见。
地址：Sri Jinaratana Rd Slave Island，Colombo 02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维哈马哈德维公园步行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5:00-23:00。
门票：免费(根据情况适当捐款)。
电话：+94 11 232 3038

狼谷教堂 Wolvendaal Church 见地图B标识 
狼谷教堂创立于1749年，是科伦坡现存最古老的一座荷兰教堂，当
初该区域处于城墙之外，是一片荒野，荷兰人误把一群流浪的豺当
成了狼，因此将此地称为狼谷，教堂因此得名。狼谷教堂在科伦坡
乃至全世界的荷兰遗址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教堂由荷兰东印
度公司出资兴建，是一座拥有希腊十字架形结构，墙壁厚达1.5米的
新古典主义教堂。教堂里有一些老式荷兰家具，是教堂最有价值的
古董。墙壁上有众多的纪念碑，还有五位荷兰总督和他们妻子以及
当时政要的坟墓。每个周日早晨，教堂都会准时举行弥撒。
地址：Wolvendaal Lane Pettah，Colombo 11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贝塔市场步行或者搭乘TUTU车前往。
开放时间：9:00-15:30。
门票：免费(根据个人情况可适当捐献)。

圣安东尼教堂 St. Anthony's Church 见地图B标识 
圣安东尼教堂是一个具有典型的葡萄牙天主教式教堂的外观，内部
风格多样融合的教堂。该教堂人气旺盛，许多信徒带着供品在装饰
华丽的塑像前膜拜，特别是当地的母亲经常带着他们未成年的女儿
前来祈求圣安东尼的保护，使他们的女儿能远离恶魔的引诱。虽然
是一间教堂，但一些具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也会到这里聊表敬意，
据说圣安东尼教堂对于解决家庭问题分外灵验。
地址：St. Anthony's Mawatha Kotahena，Colombo 13
到达方式：从海街步行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5:00-8:30。
门票：免费。

新/旧印度庙 Old & New Kathiresan Kovil 见地图B标识 
新/旧印度庙毗邻而立，位于海街(Sea Street)中段，是献给战神的
寺庙。寺庙入口都装饰着大量的印度教神像，其中位于中央出入口上
方有六条青龙支撑着门楣。在这两个印度庙的旁边还有一间象神庙。
地址：See Street，Colombo 13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海街步行即可到达。
门票：免费。

开拉尼亚寺 Kelaniya Raja Maha Vihara
开拉尼亚寺是斯里兰卡佛教徒心中最神圣的佛教圣地之一，位于科
伦坡东北7公里的开拉尼亚(Kelaniya)。据说这个位于开拉尼亚的特
殊佛塔建于公元前3世纪，正在当年佛陀宣讲教义的地方，后来在其
附近修建的寺院被印度侵略者和葡萄牙殖民者破坏、重建了数次，

而目前的塑像建于20世纪早期。从外观上看，该寺庙与波罗那鲁瓦
(Polonnaruwa)壮丽的宗教建筑一脉相承。此外，寺内还有讲述斯
里兰卡佛教史的壁画。
地址：Biyagama Rd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科伦坡Bastian Mawatha车站搭乘235路至
Kelaniya站下。

德希韦拉动物园 Dehiwala Zoo
德希韦拉动物园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动物园，也是亚洲最完善的动物
园之一，共有世界各地的动物2000多种，以热带动物居多。游客可
以在这里可以观赏到狮子、老虎、孔雀等各种动物，除此之外还有
大象和海豹表演。
地址：Dehiwala，Mt Lavinia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要塞区(Fort)搭乘118路汽车至Dehiwala站
下车。
开放时间：8:30-18:00。
门票：成人/儿童 1000/500卢比。
电话：+94 11 271 2751

蒙特拉维尼亚沙滩 Mt Lavinia Beach
蒙特拉维尼亚位于科伦坡南郊12公里处，这是一片离科伦坡市中心
最近的沙滩度假胜地。蒙特拉维尼亚因那栋前英国总督府改造的海
边酒店而闻名，沙滩也被蒙特拉维尼亚酒店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
由酒店私有，一部分供当地人玩耍。酒店私有的沙滩，游客也可以
进去享用。
地址：Dehiwala，Mt Lavinia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要塞区(Fort)搭乘10路、11路汽车(南下的长途
汽车)或者火车，在Mt Lavinia站下车。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免费。

★ 旅行日历
在斯里兰卡，佛历与公历同时使用，加上斯里兰卡多种宗教并存，
宗教节日特别多。除了国家独立日、劳动节、僧伽罗和泰米尔新年
外，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都有自己的节日。

月圆日 Wesak Full Moon Poya Day
斯里兰卡“月圆日”按照佛历习俗流传，每月月圆之时，就要过一
次佳节，以2月、5月与7、8月最为隆重。

2月是为纪念斯里兰卡第一位佛教僧侣的诞生，这天成千上万的佛教
信徒和普通民众，跟随鼓手和舞者，连同100多头大象从维哈马哈
德维公园出发，举行宗教游行，场面十分壮观。

5月的月圆日是小乘佛教传统纪念释迦摩尼诞生、成道、涅槃的节日
——卫塞节，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在这一年一度的重要节日中举行盛
大的庆典活动。

7、8月间月圆日即佛牙节，这时科伦坡会举行佛牙节宗教游行，民
众载歌载舞，进行各种杂技表演。

独立日
每年2月4日是斯里兰卡的国庆节，在独立日庆典上会表演传统舞蹈
和阅兵仪式，以纪念斯里兰卡摆脱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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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矛节
          长矛节是科伦坡印度教最重要的节庆之一，每年7、8月间纪
念战神的两列游行队伍从海街新旧印度庙出发，将战神的马车和长
矛送往Wellawatta和Bambalapitiya两区，特别要送到Galle Road
上的印度庙内。

★ 活动
户外探险 Adventure Sports
由于斯里兰卡得天独厚的高山和海洋文化，如果来到斯里兰卡千万
不要错过这里的户外运动资源。科伦坡有很多提供专业户外探险运
动的俱乐部和公司，甚至有的公司还有自己的户外探险基地，在这
里你可以参与漂流、皮划艇、登山、山地骑行、热气球等活动。这
些公司和俱乐部提供住宿、餐饮、活动全方位的服务，为游客量身
定做探险活动。
 
酒店之旅 
科伦坡是斯里兰卡的首都，具有独特的殖民文化、港口文化，在这
里有很多有特色的酒店，譬如浓郁殖民风情的Galle Face Hotel，
前英国总督府改造并有传奇爱情故事的Mt Lavinia，极其豪华现代
的Cinnamon Grand Hotel，地处要塞中心且具有浓厚斯里兰卡氛
围的Hilton Hotel，坐拥湖景和海景的阿拉伯风情的Galadari 
Hotel等等，这些酒店设施完善、服务周到，如果你不选择住在这
里，也应该抽出一点时间选择一两家酒店去体验一下，哪怕你不是
住客，你可以花费不多的钱去享用酒店的餐厅、酒吧、咖啡馆、游
泳池、健身房、按摩室等设施。

老建筑之旅
科伦坡历史悠久，早在5世纪，这里就被当做东西方海上贸易的港口
使用。斯里兰卡经过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殖民统治，加上她
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国家，时至今日科伦坡留下很多辉煌
的建筑。这里既有殖民建筑，也有传统的房舍，既有寺庙、佛塔，
也有教堂、清真寺，各种风格交融其中，是一座多元而兼容的
城市。作为游客，不妨花费一天时间，穿梭于科伦坡街道间，体味
城市的变迁。可以由火车站出发，依次到达要塞区、GaLadari 
Hotel，接着沿Galle Road南下，最后到达美国大使馆，总共步行
半天差不多。

★ 餐饮
作为一个国家化城市，科伦坡汇聚了世界各地的美食，既有斯里兰
卡本地特色餐厅、印度餐厅和穆斯林餐厅，因为深受殖民文化影
响，这里又有各种西式餐厅。除此之外，因为大量外国人的涌入，
中餐馆、泰餐馆、日式餐厅也越来越常见。

当地特色

The Lagoon 见地图B标识 
这是科伦坡非常受欢迎的餐厅，以美味的海鲜和优质的服务得到本
国人和游客们的认可。它位于Cinnamon Grand，食材新鲜、料汁
独到，甚至厨师会按照你的口味订制海鲜，虽然价格并不便宜，但
是在The Lagoon享用一顿美味的海鲜大餐会叫你不虚此行。
推荐菜：Sri Lanka Lobster Curry、Spicy Fish Roe、Sri 
Lanka White Curry With Madhu and Shrimps

地址：77 Galle Road, Colombo 03(Cinnamon Grand 
Hotel内)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加勒菲斯绿地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
电话：+94 11 249 7371
人均消费：1500-2500卢比。

Chutneys 见地图B标识 
一家主营南印度风味和斯里兰卡食品的餐厅，以南印度不同邦来划
分，有素食和非素食供客人选择。整个餐厅布置高档典雅、价格合
理、服务周到，是科伦坡最好的印度餐厅之一。男士对着装有要
求，需要穿长裤。
地址：77 Galle Road Kollupitiya, Colombo 03(Cinnamon 
Grand Hotel附近)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加勒菲斯绿地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
营业时间：11:30-15:00，18:00-23:00
电话：+94 11 243 7437
人均消费：500-1200卢比 。

Majestic City 见地图B标识 
Majestic City是科伦坡最著名的购物商场，在商场的地下一层，拥
有众多快餐店，你可以选择来自斯里兰卡、印度、中国、马来西亚和
西式快餐，而且这里还有儿童游乐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美食广场。
地址：Galle Rd Bambalapitiya，Colombo 04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贝塔市场、火车站或者要塞区乘搭乘公交10
路、11路至Majestic City站下车。

Cargills 见地图B标识 
斯里兰卡的一个著名连锁餐饮店，提供斯里兰卡、印度、泰国、马
来西亚和中国的美食。
地址：York St. Fort，Colonbo 01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贝塔市场、火车站步行15分钟，在希尔顿酒店
附近。
人均消费：350卢比。

加勒菲斯餐厅 Galle Face Hotel Restaurant  见地图B标识 
Galle Face Hotel本身就是科伦坡一处著名景点和地标建筑，它有着
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充满殖民时代的风
情，使其成为当地最具特色的落脚点。酒店餐厅面对着加勒菲斯绿
地和印度洋，纯英式服务，在酒店的绿意盎然的平台上，听着大海的
波涛，享受一顿丰盛的自助晚餐再美不过。
地址：A2，Colombo 03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贝塔市场、火车站或者要塞区乘坐公交10路、
11路，或者沿着加勒菲斯绿地广场步行20多分钟即可到达。
人均消费：1200-2000卢比。

中餐
科伦坡中餐馆一览表：www.lankarestaurants.com

88海鲜屋 88 Chinese Seafood House 见地图B标识 
科伦坡经营较早，以闽菜粤菜为主要烹饪方式的海鲜餐厅。位置不
是很好找，外表略显简陋，但是食物绝对惊艳，每天会有大量中国
人惠顾。

http://www.lankarestaurants.com
http://www.lankarestauran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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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No 98/1 Havelock Road，Colombo 03
      到达方式：虽然离Majestic City不是很远，但是位置相对难
找，最好搭乘TUTU车。
电话：+94 11 259 3017
人均消费：600-1000卢比。

酒吧、咖啡馆

艺廊咖啡厅 The Gallery  Cafe 见地图B标识 
Geoffrey Bawa是斯里兰卡最著名的建筑师，艺廊咖啡厅这座历史
悠久的建筑就是他昔日办公室所在地。这个科伦坡最时尚的咖啡厅
和餐馆，几乎可以说是这个城市中最独特的人文景观。在你进入整
座建筑的主体部分之前，会先经过一座优雅的中庭，中庭里面缀着
小小的长方形水池，拱廊的四周是一处开放式艺廊，展出画作、照
片或雕塑等艺术作品，使人仿佛进入一个艺术馆一样，哪怕不去用
餐这里都值得一逛。这里提供的斯里兰卡风味的菜肴以新鲜和大胆
而出名，不过在这个富有艺术感的庭院里喝一杯咖啡，也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
地址：2 Alfred House Rd，Kollupitiya，Colombo 03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公交10路、11路到Ceramic站下，步行500
即可到达。
营业时间：11:00-23:00
电话：+94 11 258 2162
人均消费：500-800卢比。

Cup Cafe 见地图B标识 
位于ODEL百货公司大门对面的一家美丽的小咖啡厅，闹中取静、
设计现代、氛围轻松，还有一个儿童活动区和一个小花园，服务员
都非常友好，是一个非常推荐的咖啡馆。
地址：6 CWW Kannangara Mawatha，Colombo 07(ODEL购
物广场对面)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维哈马哈德维公园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
人均消费：150-400卢比。

Cinnamon Grand Hotel 
Cinnamon Grand Hotel是科伦坡最豪华的酒店之一，装修现代，
深受中东和日本游客的喜爱。饭店介于贝拉湖和加勒菲斯绿地之
间，拥有不错的景观，内部附设酒吧、咖啡厅和8家餐厅。作为一个
便宜的选择，在酒店的大堂咖啡厅价格极其亲民，你可以点一杯红
茶和甜点，伴随着钢琴声，享受午后时光。
地址：77 Galle Road，Colombo 03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加勒菲斯绿地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
人均消费：150-600卢比。

★ 住宿
科伦坡住宿是很多初来斯里兰卡旅行的游客很头疼的事情，分散、
价格高、条件环境参差不齐，所以很多游客都放弃住在科伦坡而住
到尼甘布。

高档酒店
首先，科伦坡有几家非常优秀的高档酒店，装修现代的Cinnamon 
Grand Hotel，充满殖民风情的Galle Face Hotel、前英国总督府
改造的具有传奇爱情故事的海边酒店Mt Lavinia、商务人士最爱的
希尔顿大酒店及很多具有不同风格的精品酒店，价格大约在

200-300美元之间。如果经济上可以接受，不妨选择一家入住，无
论从服务还是设施上都能叫客人觉得物有所值。

家庭客栈和经济型旅店
科伦坡性价比高的家庭客栈或者经济型旅店比较分散，只有贝塔市
场和蒙特拉维尼亚(Mt. Lavinia)地区相对集中。贝塔市场因为毗邻
火车站、汽车站，所以这里集中了一些廉价旅馆。但这些旅馆房间
简陋、设施陈旧、卫生情况堪忧，不过交通方便、价格便宜。

蒙特拉维尼亚是科伦坡住宿最集中、性价比比较高的地方(相对于科
伦坡市中心的住宿价格)。虽然地处科伦坡郊区，但是相对于尼甘布
来说到市中心仅需20分钟时间，而且交通便利，超市、餐馆、菜市
场一应俱全，守着Mt Lavinia Hotel，推开窗子就可以看到印度
洋，附近有离城市最近的沙滩，如果住在科伦坡不妨选择Mt 
Lavinia。这个区域大概价格在1500卢比到2500卢比之间，提供冷
水淋浴和电扇，带空调的价格在3000卢比左右。

除此之外，科伦坡市中心的家庭旅馆比较分散，价格较高，一般冷
水淋浴和带电扇的房间都在2300卢比以上。如果考虑住在市中心，
最好提前预定，确定好地址再前往入住，否则费时、费钱、费力。

科伦坡YMCA 见地图B标识 
科伦坡的YMCA位于要塞区，希尔顿酒店附近，地理位置非常好，
距离火车站、汽车站步行只需20分钟，是科伦坡市区为数不多的廉
价旅馆。不过酒店管理比较松散，设施相对陈旧，卫生情况略差。
如果为了赶火车、飞机，想住在市中心，预算有限且相对对卫生要
求不高的情况下，YMCA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初次入住需要一
次性付YMCA会费50卢比/人。
地址：39 Bristol Street，Colombo Fort
电话：+94 11 232 5252
价格：带风扇、公共卫生间的单人间价格为1200-2500卢比。
E-mail：ymca@sltnet.lk

★ 购物
作为斯里兰卡经济中心，科伦坡与其他国际大城市没有什么区别，
这里也云集了一些大型购物中心、商场，也有随处可见的超市，更
有具有本地风情的贝塔市场。

贝塔市场 见地图B标识 
科伦坡最主要的购物街，就是正对火车站的贝塔市场(Pettah 
Market)，其实由Front St.、Main St.、5th Cross St.和Olcott 
Mawatha四条街围成的区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巨型的市集，是一个
喧嚣而繁忙的区域。如果你去贝塔的市集上走一趟，更能体会当地
最本真的风情。

贝塔市场由无数条小街道组成，如同一个错综复杂的市集迷宫，很
容易叫人迷失方向。临街商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从衣服、鞋
帽、饰品、化妆品到蔬菜、水果、糖果再到手机、彩票、书本、杂
志一应俱全。不过看上去五花八门，但却有规律可循，即便你不想
在这里买东西，但是逛逛当地的市集，感受一下科伦坡热闹的气
氛，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东西都是日常生活用品，可以购买
一些当地水果和纱丽服饰。

mailto:ymca@sltnet.lk
mailto:ymca@sltnet.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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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街位于贝塔区东北，是科伦坡著名的金饰街，在这条两公 
 里的路两边，挤满了数十家金饰店，门外五花八门的招牌让人
眼花缭乱。这里的商家大都是家族企业，有的老字号具有百年历史。

ODEL百货公司 见地图B标识 
ODEL是斯里兰卡唯一的百货公司，有自己设计并出品的服装和纪
念品，虽然相对本地物价高点，但是样式新颖、设计精致、做工精
良，服务周到。
地址：No. 5，Alexandra Place，Colombo 07(市政厅对面)。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维哈马哈德维公园出发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日10:00-20:00。
电话：+94 11 268 2712
www.odel.lk

House of Fashion 见地图B标识 
House of Fashion也是科伦坡比较有名购物广场，高达4层，以出
售物美价廉的成衣商品为主，因此这里成为当地人最喜爱的购物之
处。除服饰之外，House of Fashion还提供居家杂货，在底层出售
花瓶、相框、茶叶、卫浴织品等。
地址：28 R A De Mel Mawatha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贝塔市场、火车站或要塞区搭乘公交10路和公
交11路至Majestic City附近，穿过一条街即可到达。

Cinnamon Grand Hotel
Cinnamon Grand Hotel是斯里兰卡著名的五星级酒店，在它的购
物长廊里也有很多服装店和纪念品店，销售本地设计师的产品，价
格偏高，但是产品设计独特。
地址：77 Galle Road，Colombo 03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加勒菲斯绿地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

Majestic City
科伦坡一家著名综合性购物广场，里面购物娱乐餐饮一应俱全，电
影院、超市、餐厅、服装店、电子商品店、珠宝店、旅游纪念品商
店应有尽有。这里最著名是一个电影院，有最新的英文电影上映，
价格为500卢比左右。
地址：Galle Rd Bambalapitiya，Colombo 04。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贝塔市场、火车站或要塞区搭乘公交10路和公
交11路即可到达。

Liberty Plaza 见地图B标识 
Liberty Plaza是与Majestic City类似的购物商场，里面有很多不同
品牌的店铺，销售各种日常用品、电子产品、服装、纪念品和珠宝。
地址：RA de Mel Mawatha Kollupitiya，Colombo 03。
到达方式：从贝塔市场、火车站或要塞区乘坐公交10路和公交11路
即可到达。

超市
科伦坡集中了大大小小数十家超市，你在科伦坡任何区域都能非常
轻松找到。比较常见的是Food City、Keells Super、Arpico 
Super Center等，尤其以Food City最多，大型超市、小型便利店
等在斯里兰卡各大中城市都很方便找到。

尼甘布 Negombo
★ 城市速写
尼甘布是一座大多数景点步行即可到达的可爱小城。她是位于科伦
坡西北的一个小镇子，因其绵长的海滩以及紧临机场的便利，使这
里成为许多搭乘早班飞机的游客的首选住处。尼甘布以百年的渔业
生产和肉桂产业闻名于世，也是斯里兰卡国内第二大鱼市。受到葡
萄牙和英国殖民的影响，尼甘布大部分居民是天主教徒。散落在尼
甘布的若干精美教堂，使得尼甘布有斯里兰卡“小罗马”的美名。

★ 实用信息
游客服务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在背包客集中的Lewis Place有游客中心，可以提供地图、食宿信息
和宣传页等。
地址：12/6，Lewis place，Negombo
到达方式：步行即可抵达。
开放时间: 9:00-17:15

地图 Maps
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多数酒店、咖啡馆、旅游代理处，都可以
免费领取不同种类的英文地图。免费的旅游手册包含各个景点的住
宿信息，斯里兰卡全境地图和科伦坡城市地图等。

货币兑换
尼甘布有多家商业银行(CBC)，可以在贴有“银联”标志的ATM取
款机上提取现金和查询余额。尼甘布大多数客栈也可以换汇，汇率
和银行汇率相仿。

Commercial Bank
地址：21 Porutota Rd(在Negombo Beach Park附近)。

Commercial Bank
地址：Koppara Junction(靠近St.Peter's Madya Maha 
Vidyalaya)。

Commercial Bank
地址：Negombo Rd(A3)。

邮局 见地图C标识 
尼甘布的邮局分别在圣玛丽教堂附近的主路上和在Negombo 
Beach Park附近。

Post Office
地址：Main St.，5th Cross St.路口附近。

Topaz Post Office
地址：Porutota Rd，Negombo Beach Park附近。

http://www.odel.lk
http://www.odel.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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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际交通
尼甘布就在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旁边。另外有汽车站和火车站，可
以很方便地通往首都科伦坡和其他旅游城市。

机场
✈ 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 
Bandaranaike International Airport，CMB
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离尼甘布大约9公里，是斯里兰卡国家航空公司
的枢纽机场，也是最主要的国际机场。

机场公共交通
从班达拉奈克机场乘坐免费的巴士到达机场总汽车站(约10分钟)，
有分别前往科伦坡、尼甘布和康堤的长途客车。240路可到达尼甘
布，车程约20-30分钟。

火车站 见地图C标识 
尼甘布火车站 Negombo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位于城市东边，驶往科伦坡的火车，约两个小时有一班，大
部分是慢车，车程近两个小时。价格约21卢比。
尼甘布打车到火车站大约200卢比。
地址：Broadway，Negombo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Negombo Beach Park搭乘905路到汽车站后步
行前往，或者打TUTU车前往。

长途汽车站 见地图C标识 
尼甘布汽车站 Negombo Bus Station
位于城市东部，紧邻火车站。有开往科伦坡、康堤等地的巴士，班
次很多。若是前往机场可乘坐240路巴士，约20-30分钟就可以到
达。去科伦坡的汽车非常多，每隔20分钟一班，1-2小时即可到达
科伦坡。
地址：Nicholas Marcus Mawatha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Beach区搭乘905路公交车，或者TUTU车即
可到达。
票价：空调车约42卢比，非空调车28卢比。

出租车
任何一间酒店都可以预定TUTU或者Tax i到达机场。价格约
700-1500卢比，车程约20分钟。

★ 市内交通
公交
尼甘布城区很小，景点步行大都可以到达。有一些公交巴士线路连
接了尼甘布近郊的一些地方，以及附近的其它城镇，但大都没有标
识，和长途客车无异，所以具体乘坐方式要到汽车站详细询问。

出租车
这里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出租车，只有高级酒店可以代订，路上常见的
出租车基本上都是TUTU车。TUTU车打车方便，价格低廉，可乘坐2
到4人，尼甘布城区内大约花销150-300卢比。但是最好远离Levis 
Place的TUTU车，稍走远一些再打，价格会低许多。

★ 景点

鱼市 Fish Market 见地图C标识 
尼甘布是个著名的鱼村。如果在清晨6:00左右到达Lagoon Bridge
附近的鱼市，就会看到规模浩大的渔民捕捞归来售卖的场景，非常
富有生活气息，也是人文拍摄爱好者的目的地。这里可以买到各种
海鱼、虾、螃蟹，价格非常便宜，花上人民币二、三十块钱就能品
尝到海鲜大餐，然后找客栈老板借用厨房(可能会收取一些费用)，不
过价格比国内便宜很多。也会有渔民邀请你坐渔船绕运河一周，15
分钟大约花费1000卢比。

荷兰运河 Dutch Canal 见地图C标识 
荷兰运河也被当地人称为“Hamilton Canal”。它穿城而过，起点
在Puttlam，蜿蜒流向Colombo Port。这是早期人工修筑以便向科
伦坡运输物资的一条运河，到现在仍然值得一看。人们在小船悠然
划过，有那么点小威尼斯的感觉。
到达方式：步行或骑自行车从尼甘布汽车站到Hamilton Canal，出
汽车站，往北大约步行200米后沿着Custom House Rd一路往
西，步行大约10分钟(400米)便到了Hamilton Canal，或者从尼甘
布火车站到Hamilton Canal，往北大约100米，来到主路(Main 
St.)，沿着它往西大约500米便可到Hamilton Canal。

圣玛丽教堂 St.Mary Church 见地图C标识 
圣玛丽教堂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建筑，位于尼甘布市中心，外表看上
去也许十分普通，但是千万不要因此而错过教堂内美丽的壁画。
地址：Main St.
到达方式：步行或者骑自行车即可抵达。
开放时间：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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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甘布泻湖 Negombo Lagoon 见地图C标识 
 尼 甘 布泻湖是斯里兰卡最著名的泻湖之一。它是
Muthurawajawela Marsh-Negombo泻湖以及海边湿地的一部
分。湖泊内有大片红树林沼泽地，吸引了鸬鹚、苍鹭、白鹭、燕鸥
等岸禽类在此栖息。它们在这里嬉戏玩水，成为湖边一道美丽的风
景线。附近的大多渔家都可以提供时长不等乘船游览项目，安静的
湖面上可以听到各种生物的声音从遥远的沼泽传来，那是一种非常
神奇的感受。当然，动物爱好者也可以在清晨或傍晚看到丰富的鸟
类、蜥蜴和其他生物。
游览方式：泻湖是位于尼甘布城南，是在Negombo Rd以西很大的
一块区域。建议从Hamilton运河(Hamilton Canal)为起点出发。可
以提前和船家沟通，乘坐渔船绕河道一周。价格大约在每小时1000
卢比。
地址：Negombo Lagoon，Negombo，Western Province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TUTU车前往。

★ 旅行日历
圣诞节 Christmas Day
尼甘布是一座天主教小城，所以每年12月24日至次年1月6日为圣
诞节节期，会举行一些纪念基督的活动。

打鱼节 Fishers' Festival
尼甘布是著名的渔业城市，每年7月中下旬会有庆祝捕鱼的节日。

★ 餐饮
尼甘布城区会有各种斯里兰卡美食，咖喱饭、Kottu、Rotti和炒
饭。大多餐馆提供素食或者鸡肉、羊肉和海鲜，很少提供猪肉和牛
肉。在背包客聚集区Lewis Place的海边度假餐厅消费会比较贵，以
西式和海鲜为主。吃腻了西餐，也可以到市区去品尝当地美食。西
餐厅上菜都很慢，需要你有些耐心。

西餐厅
Tusker Restaurant
这是一家环境很好的西餐厅，也经营部分当地食物，在众多同类餐
厅中很受老外欢迎，可以去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
地址：Ethukala Road，Negombo 11540，Sri Lanka
电话：＋94 31 222 6999
营业时间：午餐和晚餐。
人均消费：15美金。

Bijou
相对来说上菜较快，牛排和龙虾等海鲜口碑不错，有时候煎炸食物
会炸得有点过头。
地址：Porutota Rd，Negombo，Sri Lanka
营业时间：午餐和晚餐。
人均消费：10美金。

咖啡馆、小吃店
Ice Bear Century Cafe
在一座古老的殖民建筑里经营的小店铺，主要提供各种饼干西点。
地址：Kotugodella Veediya(YMCA门口)。
营业时间：早餐和午餐。

★ 住宿
尼甘布的客栈、民宿和酒店，大都在Lewis Place这条路上，靠海而
建，酒店的后门直接通向海滩。选择非常丰富。你可以打TUTU车
到Lewis Place，步行找到合适的酒店为止。似乎所有的中国游客首
选Silver Sand，但是实际上这里有更多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Dephani Guesthouse
有海边沙滩，院子里养了很多花。临街的道路走出去有一家杂货
店，买汽水要比里面便宜很多。但是只有二楼的一间家庭房特别值
得推荐。
地址：89/15，Lewis Place，Negombo，Sri Lanka 
电话：＋94 41 225 0380
传真：＋94 41 225 0623 
Email：irissa@sltnet.lk

Angel Inn
优点是房间非常干净而且有热水。缺点是不临海，因为被前面的
Dephani Guest House挡住了，不过走5分钟即可到海边。
地址：189/17 Lewis PL，Negombo，Sri Lanka

Camelot Beach Hotel
如果预算高一些可以来这里。英式服务很棒，临海，有游泳池。酒
店对面有一排买旅游纪念品的小店，沙滩裙很便宜。
地址：345 Lewis PL，Negombo，Sri Lanka
邮箱：camelothotel@slnet.lk

★ 购物
尼甘布当地特色就是当地的木雕、精油和其它手工艺品。实际上这
里的木雕会比黑卡杜瓦等地贵很多。
地址：Lewis Place

康堤 Kandy
★ 城市速写
康堤是斯里兰卡历史上的最后一座都城。虽然在印度洋小岛上深居
内陆，康堤却鬼斧神工地在城中间人工开凿了一个美丽的大湖——
康堤湖。这里的一切重要建筑均是沿湖修建。

当年印度公主把释迦牟尼最重要的牙舍利藏在发髻中，千山万水来
到斯里兰卡。历史上曾有一个说法，就是谁可以掌握这枚舍利，谁
便拥有统治这个国家的权利。因此你可以想象这里经过了多少年的
血雨腥风。这些痛苦也加固了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的仇恨，战争一
直持续着。1998年泰米尔猛虎组织在存有舍利的圣地佛牙寺内放置
了一颗炸弹，造成上百人伤亡。如今参观这重新修葺的圣殿，仍然
让人心有余悸，尤其是在一年一度的佛牙节，全世界的佛教徒都希
望来康堤朝圣，安保甚为严密。康堤距科伦坡约3个半小时车程，距
首都科伦坡机场班达拉奈克机场约2个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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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9 不管是离开旅馆还是饭店，记得养成回头检查⼀一下行李的习惯。在任何公共场所，都不要让自己的物品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

           ★ 实用信息
          游客服务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见地图D标识 

康堤的游客服务中心
康堤的游客服务中心位于佛牙寺边Olde Empire Hotel旁，游客中
心提供一切关于康堤地区的景点、旅游路线以及住宿方面的帮助。
地址：16，Deva Veediya，Kandy
到达方式：从佛牙寺正门出来很容易就可以看到，约需步行10分钟。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3:00，13:30-16:45。
电话： +94 81 222 2661
www.sltda.gov.lk/tourism_information

文化三角旅游服务中心 Cultural Triangle office
文化三角旅游服务中心位于游客服务中心旁一处殖民建筑内，这里
销售一些旅游书籍和有关康堤历史的光碟，还可以在这里购买到斯
里兰卡文化三角旅行套票。
地址：Deva Veediya，Kandy
到达方式：位于游客服务中心旁边，步行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9:00-12:00，13:30-16:00

货币兑换
中国银联卡可以在斯里兰卡商业银行贴有“银联”标志的ATM取款
机上提取现金和查询余额，并可在部分知名品牌商家刷银联卡消费。

康堤专门的私人货币兑换处很少，且不方便寻找，如果需要换汇可
以在一些珠宝店或者客栈换汇，但汇率不一定比银行汇率差很多。

Commercial Bank
地址：SWRD Bandaranaike Mawatha(AB42)，即康堤火车站旁。

Commercial Bank
地址：EL Senanayake Veediya

邮局 见地图D标识 
Kandy Post Office
地址：SWRD Bandaranaike Mawatha，即康堤火车站旁。

Central Market Post Office 
地址：Market St.，康堤钟楼附近，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旁。

Senkadagala Post Office 
地址：Temple St.，佛牙寺附近，游客服务中心对面。
电话：+94 81 222 2450

★ 城际交通
康堤是一个交通比较便利的城市，铁路和公路交通都比较发达。

机场
康堤附近没有机场，但是从科伦坡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有前往康堤
的大巴，车程约为两个半小时。

火车站
康堤火车站 Kandy Railway Station
康堤火车站在康堤市的西面，离康堤湖并不太远，步行或公共交通
都很方便。这里有发往斯里兰卡全国各大城市的火车，可以在售票
处窗口购买十天之后的车票。
地址：William Gopallawa Mawatha
运营时间：5:30-17:30。

长途汽车站
康堤Goods Shed长途汽车站位于火车站旁的拐角处，每天从早到晚
时时刻刻都有长途客车发往斯里兰卡全国各地。斯里兰卡的客车都是
滚动发车，客满即发车，上车买票。空调车可以自备一件薄外套。
地址：SWRD Bandaranaike Mawatha
到达方式：步行或者TUTU车。

★ Tips：小型巴士停靠站
在康堤钟楼旁还有很多小型的巴士停靠站，很多长途客车在这里停
靠。这里离康堤湖也不是很远，沿Sri Dalada Veediya路，步行10
分钟便可到达康堤湖。

★ 市内交通
公交
康堤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内公交”，因为城区很小，步行大都
可以到达。有一些公交巴士线路连接了康堤近郊的一些地方，以及
附近的其他城镇，但大都没有明显标识，和长途客车无异，所以具
体乘坐方式需要到汽车站详细询问。

出租车
康堤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出租车，只有高级酒店可以代订，路上常见
的计程车基本上都是TUTU车。TUTU车打车方便，价格低廉，可乘
坐2-4个人，康堤城区内大约花销150-300卢比之间。

★ 景点
佛牙寺 

Temple of the Sacred Tooth Relic 见地图D标识 
佛牙寺内供奉着斯里兰卡国宝释迦牟尼牙舍利，这也是康堤为何是
世界佛教徒圣地的重要原因。佛牙寺位于康堤湖畔，如一朵漂浮在
湖面的白莲花。进入佛牙寺要经过严格的安检，男女分开安检后，
方可进入。并且要求参观者脱鞋，需穿着覆盖手臂和膝盖的长衣
服。寺院有上下两层，厅堂套厅堂，结构复杂，主要有佛殿、鼓
殿、长厅、诵经厅、大宝库、内殿等，其中最重要的建筑是中心大
殿。大殿天花板上布满了彩绘和黄金的金饰。

佛牙供奉在二层的内殿，也是寺中的核心，但有说法称真正的佛牙
早已被转移。每天早晨、中午、黄昏定时打开三次供人礼拜，即每
日5:30、10:15和19:15，每次约半个小时，信徒可以在这段时间
瞻仰和祈祷膜拜供奉佛牙的佛牙塔。非信徒的游人也可以感受虔诚
肃穆的氛围。门口处一般会有莲花供信徒供奉使用。游客在取莲花
的时候需要留下一些钱，具体多少视个人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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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0 记得品尝当地的美食，这是旅行中绝对不容错过的⼀一部分，也是对当地人的支持。

 地址：Sri Dalada Veediya，Kandy
 到达方式：从汽车站或火车站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佛牙寺
位于康堤城中康堤湖旁，康堤城区不大)。
开放时间：6:00-17:00，礼拜时间5:30、10:15和19:15。
门票：1500卢比。
www.sridaladamaligawa.lk

★ Tips：着装要求
注意游客需要穿着覆盖住手臂和膝盖的服装，并把鞋子脱下后寄存
于门口存鞋处。参观佛像不可将臀部对着佛像合影。

康堤湖 Kandy Lake 见地图D标识 
康堤湖位于康堤城市中心，1807年由末代国王Sri Vikrama 
Rajasinha主持建造，现今湖面面积逐年减小。湖中央有一个漂亮的小
岛，上面遍布棕榈树和灌木丛，传说这里是国王与皇后沐浴的地方。
深绿色的康堤湖是一个受保护的湖泊，四周种植着各种树木，湖中严
禁垂钓。所以这里鱼多且肥，几乎不怕人。湖面上时常可以看到鸬
鹚、白鹭、鹈鹕等鸟类。如果天气好，傍晚橘黄色的湖面漂浮着佛牙
寺僧人的诵经声，是一种神奇的体验。清晨和傍晚适合摄影。
到达方式：和佛牙寺处于同一位置，从佛牙寺正门出来便是。

佩拉尼亚皇家植物园 
Peradeniya Royal Botanical Garden 见地图A标识 
佩拉尼亚皇家植物园距离康堤约半小时车程，游览时间在1小时左右
比较合适。该园三面环绕马哈维利河，风景绚丽，是亚洲最大的植
物园，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热带植物园之一，曾经是康堤国王的御花
园。如今园内种植收藏了超过4000种斯里兰卡本土，以及海外引进
种植的植物，不乏一些非常稀有珍贵的热带植物。这里四季如春，
植物茂盛，到处鲜花盛开，还有一个专门养殖兰花的漂亮温室。当
地人地票价非常便宜，所以这里经常可以看见谈恋爱的本地情侣。
斯里兰卡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佩拉德尼亚大学位于植物园
旁，建筑富丽堂皇，同样值得游览。
地址：Peradeniya road，Kandy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康堤汽车站搭乘前往佩拉尼亚的公共汽车，在
Botanical Garden站下车。
开放时间：8:00-17:00。
门票：1100卢比。

佩拉尼亚大象孤儿院 

Pinnawela Elephant Orphanage 见地图A标识 
大象孤儿院位于科伦坡与康堤之间的佩拉尼亚，距离康堤45公里。
从康堤出发约40分钟车程即可到达。大象孤儿院由斯里兰卡野生动
物保护部门于1975年建立，专门收养那些无家可归、掉入陷阱、脱
离象群，尤其是因战火受伤或身患疾病的幼象，是世界上第一
所“大象孤儿院”。孤儿院成立30多年来，为了减少政府财政负
担，大象孤儿院定时向游人开放。近百头大象在这里均受到精心照
顾并接受训练，成年大象可以帮助人们工作或表演节目，以吸引游
人募捐。在“孤儿院”，游人可以观察到大象各个方面的生活方式
和生活习惯，观看大象洗澡等。大象洗澡是最值得观看的时刻，持
续两个小时。洗澡分别在每日的10:00和14:00。

该“孤儿院”经营兰卡独特的象粪纸——是一种使用75%的象粪，
经特殊工艺加工处理的纸张。来自斯里兰卡的象粪纸是兰卡赠送世
界知名政要的国礼。因为象粪里含有大量纤维，1公斤象粪可造60
至66张A4大小的纸张。以棕榈枝叶为食的大象粪便可制成深色的
纸，吃椰子的大象粪可制作浅色纸——由于使用特殊工艺，产品不
仅没异味，而且手感细腻，还有粗纤维留下的独特花纹，绝对是特
别的绿色低碳好礼。
地址： Pinnawala，Kegalla，Sri Lanka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康堤乘车到Kegalla，乘坐681公交车可以到达
大象孤儿院；也可以在此处乘坐TUTU车，花费约150卢比，约十
多分钟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8:30-18:00，9:15喂食，10:00和14:00洗澡。
门票：2000卢比。

乌达瓦塔凯勒保护区 Udawatta Kele Sanctuary 见地图D标识 
乌达瓦塔凯勒保护区又称作Udawattakele，僧伽罗语“皇宫上面的
花园”的意思，是康堤北部山上一座历史悠久的森林保护区。传说
历史上曾有一位僧伽罗语皇帝逃难到此地。乌达瓦塔凯勒保护区以
丰富的鸟类(80多种)而闻名，活跃着豪猪、鹿、金喉拟啄木鸟、斯
里兰卡短尾鹦鹉和灰白地鸫等特殊鸟类。该保护区的植被种类繁
多，大量哺乳动物在此繁衍生息，是斯里兰卡儿童的科普教育基
地。同时，乌达瓦塔凯勒保护区还是重要的佛教隐身冥想修行地，
因为这里有一个婆罗门修行的洞穴。到访此处的中国游客非常少，
不过近两年有所上升。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佛牙寺沿着DS Senanayaka Veediya路一直
往北，然后在康堤邮局右拐沿着山路上山，大约步行15-20分钟即
可抵达。
开放时间：7:00-17:00
门票：600卢比。

康堤国家博物馆  Kandy National Museum 见地图D标识 
康堤国家博物馆位于佛牙寺旁，是昔日皇宫的一部分，是斯里兰卡
一座传统建筑。康堤国家博物馆主要展览的是16世纪到19世纪精美
的艺术品，陈列于Palle Vahala的后宫，包括佛像、皇冠、贵族的
形象及木雕等，以及英国殖民时期的各种文物。除了宗教展品，还
有很多文物，共同见证了斯里兰卡16-19世纪的历史，这对了解兰
卡文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地址：Hemamali Mawatha，Kandy
到达方式：从佛牙寺沿着Sri Dalada Veediya路一直往东，后转
Hemamali Mawatha路便可以找到。
开放时间：9:00-17:00。
门票：500卢比，相机或录像机票160卢比。           

★ 旅行日历
佛牙节 Esala Perahera
每年的 7月底8月初，康堤都要举行隆重而热闹的佛牙节。佛牙节绝
对是斯里兰卡最值得看的节日。这个节日是对佛牙的祭祀，当天会
有数千名鼓手、舞者和杂技演员在大街上巡游和表演。只有在这段
时间，平日供奉在佛牙寺内的佛牙金龛才能走出神圣的佛牙室，供
人们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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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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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牙节历时10天，节日期间，游行规模一天比一天大，月
   圆节这天，仅参加游行的大象就会超过100只。佛牙节期
间，来自斯里兰卡全国各地及南亚一些国家的佛教徒都纷纷前往，
一些非教徒也想一睹节日的盛况。

★ 活动
酒店之旅 
作为斯里兰卡曾经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康堤城内和周围有很多出色
的酒店，建筑年代久远，具有殖民风格，其中有不少都开放给游客
参观。康堤有三家酒店，都是历史悠久，久负盛名的，它们分别是
Queens Hotel、Hotel Topaz以及Hotel Suisse。

Queens Hotel 见地图D标识 
Queens Hotel本身就是康堤的一处地标性白色英式殖民建筑。位置
极好，紧邻佛牙寺。在佛牙节期间，临窗的房间可以直接从窗口观
赏佛牙节游行表演。设施稍有些老旧，但这也是它吸引热爱怀旧的
旅行者的原因。
地址：D S Senanayake Veediya
电话：+94 81 223 3026
消费水平：50美元。
www.queenshotel.lk

Hotel Topaz
位于康堤山顶，可以在吧台、餐厅以及游泳池俯瞰康堤景色，视觉
效果非常棒，在酒店餐厅用餐也是一种享受。
地址：Bahirawakanda Patu Mawatha
到达方式：步行即可抵达，位于Goods Shed后面的山上。
电话：+94 81 447 35515
消费水平：约70美金。
www.hotel-topaz-kandy-sri-lanka.lakpura.com/index.html

Hotel Suisse 见地图D标识 
位于康堤湖边，有一个美丽的游泳池。酒店内拥有古典氛围，一切
精致又整洁。
地址：30，Sangaraja Mawatha
电话： +94 81 222 2637
参考价格：70美金。
www.hotelsuisse.lk

Burmese Rest
对于不在意条件简单，看重价格的朋友，非常推荐Burmese 
Rest。这是全Kandy最便宜的地方之一。Burmese Rest并非真正
意义的旅馆，隶属于缅甸寺庙，是一个给僧侣和香客提供居住的住
宿地，现对外开放。这里楼下是多人间，楼上是标间和单人间，无
论多人间还是标间都是按照床位收费，每人350卢比。这里门口很
不起眼，也没有住宿标志，一些TUTU车司机也不是很熟悉。从
Queen's Hotel拐到D S Senanayake Veediya街一直往北走，过
了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很快即可到达。
地址：D S Senanayake Veediya
价格：350卢比。

板球比赛 Asgiriya Stadium
板球是斯里兰卡的国球，在斯里兰卡，了解板球运动对这个国家民
族精神的重要性是很有必要的。斯里兰卡人对板球的热爱到了痴迷
的程度。在斯里兰卡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在打板球，街道旁大幅的广
告画也都是他们的板球明星，哪怕是内战期间，全国所有娱乐活动
都被迫暂停时，板球比赛依然照常举行，似乎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
可以阻止斯里兰卡人民打板球或者观看球赛。如果有时间，运气好
的话可以去康堤的Asgiriya Stadium体验板球比赛的魅力，门票可
以提前一个月通过斯里兰卡板球办公室在线预订。

Asgiriya Stadium球场
球场属于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与佛教研究所(Buddhist 
Research Institute)为邻，是一座非常美丽的球场。2001年发生
在此的一场板球比赛，英格兰队打败斯里兰卡队，整个现场曾几乎
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地址：Asgiri Vihara Mawatha，Asgiriya Stadium N Kandy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TUTU车前往，约需花费150卢比。
电话：+94 81 223 8533

★ Tips：不要表现过分狂热
这里有大型赛事时，会有非常警惕的持枪警卫防止寻隙滋事者。注
意不要表现得过于狂热，避免有不必要的麻烦。

康堤舞蹈表演 Kandy Dance 见地图D标识 
康堤舞蹈是斯里兰卡传统舞蹈，是一种由对自然对宗教的崇拜演变
而来的舞蹈。舞蹈需要配合简单的鼓点，重复着一些动作，虽然看
上去有些乏味，但康堤舞蹈是康堤传统文化的精髓。表演大约每晚
19:00左右开始，但是前排通常预留给了旅行团。建议提前15分钟
入场以便找的更好的观赏位置。
观看地址：Kandy Lake Club，Sanghamitta Mawatha
门票：约500卢比。

★ 餐饮
康堤地处斯里兰卡中部，深受斯里兰卡饮食文化的影响，在这里你
可以找到斯里兰卡本地各种美食，咖喱饭、Kottu、Rott等。大多
餐馆提供素食或者鸡肉、羊肉和海鲜，很少提供猪肉和牛肉。在康
堤不妨去尝试一下斯里兰卡本地美食。

本地特色

White House Restaurant & Lounge 见地图D标识 
White House是一家主要经营斯里兰卡本地食品的特色餐厅，价格
非常便宜。一楼主要经营面包、果汁、冰淇淋、咖啡等，二楼餐厅
主要提供各种炒饭、炒面、Kottu等斯里兰卡本地美食。
地址： 21 Dalada Veediya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六11:00-24:00。
人均消费：150-300卢比。
电话: +94 81 223 8267
www.whitehouse.lk

http://www.queenshotel.lk
http://www.queenshotel.lk
http://www.hotel-topaz-kandy-sri-lanka.lakpura.com/index.html
http://www.hotel-topaz-kandy-sri-lanka.lakpura.com/index.html
http://www.hotelsuisse.lk
http://www.hotelsuisse.lk
http://www.whitehouse.lk
http://www.whitehouse.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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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dy Muslim Hotel 见地图D标识 
 这是一家以经营穆斯林食品的餐厅，工作人员非常友好和热
情，非常乐于与顾客聊天，饭菜看上去不是一般，但是味道很好，
价格便宜，推荐喀布尔烤肉和咖喱鸡。
地址：Dalada Veediya，钟楼附近。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六11:00-24:00。
人均消费：50-200卢比。
www.whitehouse.lk

中餐
竹子花园 Slightly Chilled Lounge Bar and Restaurant(Bamboo 
Garden) 见地图D标识 
如果你无法忍受斯里兰卡相对单一的食物，竹子花园绝对是一个非
常值得去的餐厅，这里提供味道正宗的川菜。它坐落在山坡上，可
以俯瞰康堤湖和康堤城。
地址：No. 29a，Anagarika Dharmapala Mawatha，康堤护理
院(Kandy Nursing Home)旁。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佛牙寺步行20分钟即可到达。
人均消费：500-1200卢比。

咖啡馆、小吃店
Soya Centre
位于YMCA门口，外观看起来非常简陋的小餐厅，提供一些口味辛
辣的斯里兰卡小吃，是素食主义者的选择。除此之外，该店最著名
的是它的冰淇淋，尤其是大豆冰淇淋非常受游客的喜爱。
地址：Kotugodella Veediya(YMCA门口)。
营业时间：只在早餐和午餐时间营业。
电话：+94 81 220 2016

Bake House 见地图D标识 
正如名字的含义，这里主要出售新鲜出炉的蛋糕、甜点、油炸小
吃，而且还有茶、咖啡等饮品，位置优越、价格合理，服务周到，
你可以在这里享受午后的时光。
地址：36 Dalada Vidiya Town Centre(Food City斜对面)。
电话：+94 81 223 4868
人均消费：80-150卢比。

Delight Bakers & Sweet House 见地图D标识 
这是一个非常干净的斯里兰卡甜食店，主要销售面包、蛋糕、糖
果、茶和咖啡，非常受当地人欢迎。
地址：Dalada Vidiya
人均消费：50-200卢比。

★ 住宿
康堤住宿大多集中在康堤湖周围，建在半山腰上或者山顶上，目的
是为了能欣赏康堤城整个城市的风景。虽然住宿相对集中，但是有
时候对于初次到达康堤的旅行者来说，找起来还是比较费事。建议
花费150-200卢比租一辆TUTU车带你找，在上车前与TUTU司机
约定好直到找到住宿为止。

康堤住宿比较热门的是Golden View Rest和Olde Empire Hotel，
一个位于佛牙寺对面的山上，一个就在佛牙寺隔壁，价格实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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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情，位置优良。如果想入住需要提前预定。如果住在康堤湖周围山
上，因为山路较陡，灯光昏暗，晚间外出最好自己准备手电筒。

Olde Empire Hotel 见地图D标识 
位于佛牙寺旁边，环境优雅，餐厅食物比外面的便宜还好吃，部分
阳台可俯瞰康堤湖。
地址：21 Temple St.
消费水平：1800卢比。
联系电话：+94 77 632 1867
www.oldeempirehotel.com

★ 购物
康堤当地特色就是当地的漆器、铜器、蜡染、精油和其它手工艺品。

纪念品商店
康堤艺术协会文化中心 Kandyan Art Association & Cultural Centre
位于佛牙寺后面的康堤艺术协会文化中心，游客可以购买到康堤的
一些工艺品，例如漆器、铜器等，不过价格不便宜，也不能还价。
地址：Sangharaja Mawatha(佛牙寺后，康堤湖边)。

Main Market 见地图D标识 
这是康堤最大的一个市场，也是康堤本地人主要购买日常用品的地
方。位于火车站和钟楼之间，游客可以在这里买到很多很有特色的
商品，还可以买到价格实惠的新鲜水果。
地址：Station Rd SW Kandy(位于火车站和钟楼之间)。

超市
Cargills Food City 见地图D标识 
这个是老城中最方便的大超市，商品也很齐全，距离康堤湖很近，
靠近Queen's Hotel。
地址：Dalada Vidiya

努瓦勒埃利耶 Nuwara Eliya
★ 城市速写
努瓦勒埃利耶位于康堤正南面75公里，从康堤乘车大约2个多小时，
海拔1890米，是斯里兰卡中部核心城市，被称为亚洲的花园城市，
以其小山、峡谷和瀑布闻名。努瓦勒埃利耶意为“旷野之城”或
者“城市之光”，群山环绕间的努瓦勒埃利耶风景秀丽又气候宜人。

英国殖民时期，很多英国人聚居于此，留下大量的英伦文化，有“小
英格兰”之称。现今小镇仍保留了很多殖民时期的的建筑，甚至新的
住宅也与英式风格统一，整个小镇让人恍惚觉得是停留在旧时光里的
英格兰。

努瓦勒埃利耶不仅建筑带着英伦色彩，而人文素质、周围环境都具备
贵族气质，这也是与斯里兰卡其他地方的显著区别。此外，努瓦勒埃
利耶是世界最好的红茶产地之一，城市四周的山坡上，蔓延着成片的
茶园，茶园中点缀着衣着鲜艳的采茶女，非常适合人文摄影爱好者。
很多斯里兰卡富人也喜欢到此处消暑。

★ Tips：衣着建议
努瓦勒埃利耶地处高原，昼夜温差大，有时候夜间温度会达到10℃
以内，建议带一件长袖外套。

http://www.whitehouse.lk
http://www.whitehouse.lk
http://www.oldeempirehotel.com
http://www.oldeempire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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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用信息
游客服务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Office
努瓦勒埃利耶游客服务办公室提供基本的旅游信息服务，例如地图、
旅游路线介绍、酒店推荐及上网服务等。
地址：New Bazaar Rd(近努瓦勒埃里耶汽车总站)。
营业时间：9:00-17:00

货币兑换
斯里兰卡商业银行(CBC)
地址：Park Rd(临近努瓦勒埃利耶长途汽车站)。

邮局
努瓦勒埃利耶的邮局在努瓦勒埃利耶长途汽车站对面。
地址：PBC Highway(A5)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7:00-20:00(节假日不开)。

★ 城际交通
努瓦勒埃利耶是一个交通比较便利的城市，铁路和公路交通都比较
发达。

火车站 见地图E标识 
Nanu Oya火车站 Nanu Oya Railway Station
努瓦勒埃利耶没有自己的火车站，但是火车途径努瓦勒埃利耶西南8
公里的Nanu Oya小镇，每天有来自科伦坡、康堤、巴杜勒的火车在
此停靠。从Nanu Oya有公交车和TUTU车前往努瓦勒埃利耶。
地址：AHN Highway(A7)

长途汽车站 见地图E标识 
努瓦勒埃利耶有两个长途车站，一个是汽车总站，另一个是CTB汽
车站。

努瓦勒埃利耶汽车总站 Nuwara Eliya Main Bus Station
努瓦勒埃利耶汽车总站位于维多利亚公园附近，这里有发往全国多个
大中城市的长途客车或私人面包车。
地址：New Bazaar Rd

CTB车站 CTB Depot
斯里兰卡运输委员会的国有大巴(CTB)车站距努瓦勒埃利耶中心略
远，这里主要是发往哈普塔勒 (H a p u t a l e )、班达拉维拉
(Bandarawela)等地的CTB巴士。
地址：Uda Pussellawa Rd

★ 市内交通
努瓦勒埃利耶城区很小，基本上步行便可以将整个小镇走遍。如果想
到周边的茶山去拜访茶叶工厂包一辆TUTU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视具
体哪一家茶厂，包车价格300-800卢比不等。

★ 景点

维多利亚公园 Victoria Park 见地图E标识 
维多利亚公园是努瓦勒埃利耶中心的一个公园，公园原来是Hakgala
植物园的科研区，后来因德国王子访问而成立公园。1897年后，为
了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钻石禧年而更名为维多利亚公园。
维多利亚公园非常安静，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小动物，尤其是鸟类，
例如印度知更鸟、斑鸠、印巴姬鹟等，因此维多利亚花园是当地非常
著名的一个观鸟地区。观鸟爱好者在早上和傍晚更容易观赏到鸟类。
地址：Badulla Road，Nuwara Eliya
到达方式：维多利亚花园位于努瓦勒埃利耶汽车站旁，步行即可到达。
门票：60卢比。

Hakgala皇家植物园 Hakgala Botanical Garden 见地图E标识 
Hakgala皇家植物园位于努瓦勒埃利耶东南16公里，在努瓦勒埃利
耶到巴杜勒A5公路旁，临近Hakgala自然保护区，海拔1600多米，
是斯里兰卡三大植物园之一。植物园成立于1861年，最初是实验种
植金鸡纳(原产南美的一种乔木)，后来茶叶取代金鸡纳，该植物园成
为种植茶叶的试验田，直到1884年，该植物园成为种植亚热带和一
些温带植物的种植园。今天的Hakgala大约有27公顷的面积，以种
植玫瑰、蕨类植物和药用植物而闻名。根据个人情况参观，不过建议
停留时间1小时足够。
地址： Peradeniya-Badulla-Chenkaladi Highway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从努瓦勒埃利耶汽车站前往Hakgala的公共汽
车，在Hakgala Botanical Garden下车后步行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7:30-17:00。
门票：300卢比。

请不要购买任何野生动物制品，包括鱼翅、珊瑚、海龟制品、蛇皮、象牙、犀牛角、沙图什等等。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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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tha Amman神庙 

 Seetha Amman Temple 见地图E标识 
Seetha Eliya神庙坐落在一个名为Seetha Eliya的村子中，距离
Hakgala皇家植物园西北1公里处，在努瓦勒埃利耶到巴杜勒A5公
路旁。这个神庙就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讲述的是有关
的十首魔王罗波那(Ravana)绑架阿逾陀国王罗摩(Rama)之妻悉多
(Shinta)，结果引来罗摩(Rama)与猴王哈努曼(Hanuman)共同搭救
悉多(Shinta)的故事。寺庙外就可以观赏到色彩鲜艳的印度教众神。
地址：Seetha Eliya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从努瓦勒埃利耶汽车站前往Seetha Eliya的
公共汽车，或从Hakgala步行前往。 
门票：免费。

德文瀑布 Devon Falls 见地图A标识 
德文瀑布位于努瓦勒埃利耶以西17公里，努瓦勒埃利耶到哈顿A7公
路旁，因英国的咖啡种植者德文而得名。瀑布高97米，是斯里兰卡
第十九高的瀑布。相比国内很多气势磅礴的瀑布，有人也许会觉得它
很普通，但是身处异国，德文瀑布也多了一些锡兰韵味。
地址：Avissawella-Hatton-Nuwara Eliya Highway，Talawakele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努瓦勒埃利耶汽车站搭乘前往塔勒沃凯莱
(Talawakele)或哈顿(Hatton)的公共汽车。
门票：免费。

亚当峰 Adam's Peak 见地图A标识 
亚当峰位于哈顿镇西南，距努瓦勒埃利耶70多公里，海拔2243米，
是斯里兰卡南部最高的山峰。亚当峰的峰顶有一个类似人类足迹的凹
坑，约1.8米长。对于这个足印的来历，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说法：
佛教徒认为这是释迦牟尼讲法所留；印度教认为这是大神湿婆的足
印；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徒则认为这是亚当被逐出伊甸园后在
此峰单足站立千年的遗迹；而天主教徒认为这是圣托马斯在公元前
50年将耶稣带到南印度时在山顶留下的足迹。因此亚当峰又被称为
圣足山(Sri Pada)，是不同宗教信徒心目中的圣地。几个世纪来，几
乎所有教派的朝圣者都要来攀登亚当峰。朝圣季节一般是在四月，朝
圣者要连夜攀登，以便在日出之前到达山顶。

亚当峰既是朝觐圣地，也是著名的风景区。亚当峰呈圆锥形，高大挺
拔、山势险峻、景色秀丽，每年12月中旬至次年4月，是攀登亚当峰
的最佳季节。每当晴空万里，你站在山顶，墨蓝浩瀚的远山近壑尽收
眼底，而逢阴雨霏霏、云涛滚滚、山风阵阵，一种与世隔绝的神秘感
觉便油然而生。攀登亚当峰一般都在凌晨2点左右从山下小镇
Dalhousie出发，路程约为7公里，需要攀爬3-4个小时。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火车或者汽车到达哈顿，哈顿有公共汽车前往
亚当峰脚下的Dalhous ie小镇，或者经Maske l i ya转车前往
Dalhousie。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免费。

霍顿平原国家公园和世界尽头 

Horton Plains National Park  & World's End 见地图A标识 
霍顿平原原来的名字为Maha Eliya Thenna，意思是“大平原”。
在英国殖民期间，以英国驻锡兰总督威尔默特·霍顿的名字命名该地
区，直到1969年霍顿平原才被指定为野生动物保护区。因为霍顿平
原生物多样性，1988年政府把其规划为国家公园，可供游人参观。
霍顿平原覆盖面积达3160公顷，大片面积被云雾林所覆盖。2010
年7月，斯里兰卡中部高原，其中包括霍顿平原国家公园、亚当峰所
在的山顶荒野保护区和Knuckles山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霍顿平原国家公园是斯里兰卡的重要生态旅游区，海拔在2100到
2300米之间，由山地草原和云雾林覆盖，是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
地区。霍尔顿平原是斯里兰卡三大河流的源头，平原上是草原与山地
森林相间的植被，包括许多特有木本植物。斯里兰卡水鹿是这里最有
代表性的大型哺乳动物，此外还包括长爪鼩、紫脸叶猴、斯里兰卡豹
等，而且这里也是重要的鸟类栖息区，一些鸟类不但是斯里兰卡的特
有物种仅在霍尔顿平原生存。

霍顿平原是斯里兰卡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也是斯里兰卡唯一一个
允许游客徒步的国家公园(仅能按照指定路线行走)，往返徒步距离大
概9.5公里，需3个小时左右时间。“世界尽头”悬崖和贝克瀑布
(Baker's Falls)是其最有名的景点。买票之后，顺着园内栈道到达。

世界尽头是一个落差87米的悬崖峭壁，位于国家公园的南部边缘，
在这里，天气晴好的清晨可以眺望到南部的海滨。贝克瀑布坐落在霍
顿平原Belihul Oya支流之上，高20米，是斯里兰卡著名的瀑布，瀑
布周围布满了杜鹃花和蕨类灌木丛。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坐火车或者汽车到达Ambewela、Pattipola
或Ohiya，在这些地方转乘TUTU车前往。
开放时间：6:30-18:30。
门票：15美元，服务费8美元，汽车费125-250卢比不等。
     
★ Tips：注意防晒和防蚊
晴好的清晨看见各种动物的几率会大很多，但要注意涂抹防晒霜以及
携带防蚊药品。

★ 旅行日历
僧伽罗和泰米尔新年 Sinhalese and Tamil New Year
每年4月僧伽罗和泰米尔新年期间，努瓦勒埃利耶也是最热闹的时
候，这期间想到努瓦勒埃利耶度假可能连酒店都很难订到。每年4月
1日起，努瓦勒埃利耶就开始各种隆重的庆祝仪式，例如当地所有学
校乐队表演、赛车、赛马、登山、四驱越野比赛、花卉展及总督杯加
勒夫球赛等，活动一直会持续到4月底。

★ 活动

茶叶工厂参观及品茶之旅  见地图E标识 
Mackwoods Labookellie Estate & Pedro Tea Estate 
作为锡兰红茶重要产区之一，努瓦勒埃利耶城内和周围有很多优秀的
茶园，其中有不少都开放给游客参观和品尝。Mackwoods 
Labookellie Estate和Pedro Tea Estate是努瓦勒埃利耶较大的两
家茶园，它们历史悠久且声名远播，160年来一直种植、采摘、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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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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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优质的红茶。这些茶园的参观几乎每天都对外开放，参
 观和品茶过程在1小时以上，几乎完全免费，可以租TUTU车
往返，费用大约在600到1000卢比之间。
地址：PBC Highway(A5)，努瓦勒埃利耶城西北9公里处。
www.mackwoodstea.com

★ Tips：在茶厂摄影需要给小费
许多茶厂品茶和试吃茶点均免费。不过，在茶园拍摄采茶女或者和采
茶女合影需适当给予小费，一般给50卢比(约2元人民币) 即可。

Pedro Tea Estate
地址：Uda Pussellawa Rd(努瓦勒埃利耶城东3.5公里处)。
开放时间：8:30-12:30，14:00-17:00。
门票：75卢比。

★ Tips：锡兰红茶与努瓦勒埃利耶红茶
锡兰红茶是对出产于斯里兰卡的红茶的统称，其品质卓越、口感纯
正，香气和嫩度好，行销世界，与安徽祁门红茶、阿萨姆红茶，大吉
岭红茶并称世界的四大红茶，深受各国消费者推崇，被称为“献给世
界的礼物”。其主要品种有乌沃茶或乌巴茶、汀布拉茶和努瓦勒埃利
耶茶几种。

努瓦勒埃利耶茶则属高山茶，因为受到夏季(5-8月)西南季风送雨的
影响，以1-3月收获的为最佳。努瓦勒埃利耶红茶茶色清淡，茶味清
香，以纯茶饮用最佳。

户外探险 Outdoor Adventurers
地处斯里兰卡中部山区的努瓦勒埃里耶拥有丰富的户外资源，在该地
区你可以参加专业的徒步、登山、露营、漂流、骑行等户外活动。海
拔2100米的Single Tree Hill是一个徒步、骑行的好地方，强度不
大，如果你是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一定会对这里着迷。在努瓦勒埃
里耶一些酒店组织相应的户外活动或者提供地图，也提供户外装备租
赁服务，各大酒店均可预订。

★ 餐饮
努瓦勒埃里耶地区深受英国影响，从餐厅的布置到服务人员的举止动
作，都颇有古典的英式感觉。这里既有会员式高档餐厅，也有深受当
地人喜爱的小吃店，在努瓦勒埃利耶你能体验到世界各地美食。

当地特色餐厅
Grand Indian
Grand Indian是Grand酒店旗下的印度餐厅，地理位置优越、服务一
流、物有所值。这里提供口味正宗的印度食物，例如Thal is、
Biryani、Dosa、Kadhai Chicken、Lassi等。如果想在斯里兰卡品
尝到地道的印度大餐，Grand Indian绝对不会让你后悔。
地址：Grand Hotel Rd
到达方式：从中心地带步行即可。
营业时间：11:00-23:00。
人均消费：350-500卢比。

Old Course Restaurant 见地图E标识 
隶属于St. Andrews酒店，装饰成老英式风格的餐厅，氛围良好、服
务人员亲切热情，会给你一个新鲜的就餐体验。提供自助晚餐，食材
新鲜、种类丰富。
地址： No.10，St. Andrew's Drive
到达方式：中心地带步行即可。
营业时间：11:30-14:30，18:00-22:00。
人均消费：600-1000卢比。
电话：+94 52 222 3031
www.jetwinghotels.com

Milano Restaurant
看名字会误以为是一家意大利餐厅，其实不然，这里主要提供斯里兰
卡本地食物，以咖喱和油炸小吃为主。Milano餐厅外表非常简单，
但是客人络绎不绝，主要是斯里兰卡本地人。餐厅里环境干净，饭菜
价格便宜。
地址：24 new Bazaar Street
电话：+94 52 222 2763

小吃店
Adma Agro Fresh Strawberry Foods 见地图E标识 
这家小店位于格雷戈里湖(Gregory Lake)湖边，可以俯瞰格雷戈里
湖，地理位置优越。提供大量与草莓相关的食物，例如草莓冰淇淋、
草莓汁、草莓煎饼、草莓披萨等，价格虽然不那么便宜，但是食物很
新鲜，如果到格雷戈里湖，不妨到这里一坐。
地址：90 New Bazaar St.
人均消费：200-300卢比。

De Silva Food Centre
一家便宜的快餐店，主要提供斯里兰卡本地食物，看上去干净卫生，
最主要是价格便宜。
地址：Lakeside Nuwara Eliya
人均消费：200-300卢比。

★ 购物
在努瓦勒埃利耶，首先要选择购买的就是茶叶，作为斯里兰卡红茶的
主产区之一，这里有大量的优质红茶供游客们选择，你可以在古老的
茶叶工厂中购买，也可以在镇上的纪念品商店购买，当然还可以在超
市中购买。除此之外，在努瓦勒埃利耶的市场上可以购买到价格便宜
的名牌户外装备，这些都是来自各品牌商在斯里兰卡的服装工厂，不
过购买时一定要仔细挑选，以免上当。

购物街
努瓦勒埃利耶最主要的购物街，就在汽车站附近的New Bazaar 
Rd，路两侧分别有Nuwara Eliya Market、Central Market、
Bale Bazzar，还有超市，能够满足基本的需要。

超市
Keell's Supermarket
努瓦勒埃利耶小镇唯一的超市，商品相对齐全，离汽车站很近。
地址：New Bazaar Road，紧邻汽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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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ackwoodstea.com
http://www.mackwoodstea.com
http://www.jetwinghotels.com
http://www.jetwinghot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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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勒 Ella
★ 城市速写 
埃勒是斯里兰卡中部众多小山村中的一个，但是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
交通便捷，使其成为外国游客(以欧美游客居多)在斯里兰卡的旅行热
点之一，有人甚至说她是斯里兰卡风景最美的地方。埃勒很小，从村
头到村尾步行不超过20分钟，一切靠步行即可。她群山环抱、树木
郁葱、静谧安逸。这里最著名的景点是埃勒大峡谷(Ella Gap)，在不
到20公里范围内上下落差达1000多米，直至南部广阔的平原。从埃
勒登高远望，波涛一样起伏的山峦和广大的平畴尽收眼底。在晴朗的
夜晚，甚至可以看到数十公里外南部海边的灯塔。

从哈顿到埃勒这一段可以说是斯里兰卡中部山区旅行的精华，坐火车
在一千八百米左右的高度，穿过广袤、碧绿的茶园，在原始森林地带
的云雨中行驶，动人心魄。 

★ 实用信息
对于埃勒这样的小镇，没有邮局、警察局、游客服务中心，只能保证
游客的吃住等基本需求。如果要找邮局，需要到附近的班德勒韦勒。
埃勒有一家锡兰银行，可以进行货币兑换，或者可以在小镇上的旅馆
或者旅行社兑换。

★ 区域间交通
埃勒虽然只是一个小村庄，但她在科伦坡至巴杜勒铁路沿线上，交通
便利，铁路和公路交通相对发达。

火车站
埃勒火车站 Ella Railway Station
埃勒火车站很小，位于村子北部，从主路沿一条岔路上山便可以找
到。埃勒火车站每天有发往科伦坡、康堤、努瓦勒埃利耶、巴杜勒等
各大城市火车。
地址：Ella Station Rd

长途汽车站
埃勒没有正式的长途车站，只有汽车停靠处，位于Wellawaya-Ella-
Kumbalwela Highway与Ella Passara Rd丁字路口处。这里的公交
车大多是途径埃勒的过路车，具体时刻表可以咨询当地人。

每天这里有频繁往返于班达拉瓦拉(Bandarawela)和Wellawaya的公
交车，从班达拉瓦拉和Wellawaya可以换乘前往巴杜勒和南部海边的
长途客车，每天埃勒也有固定的一、两班长途车从努瓦勒埃里耶前往
马特勒。
地址：Wellawaya-Ella-Kumbalwela

 ★ 住宿
 努瓦勒埃利耶的住宿多，高、中、低档应有尽有，小镇也不
大，沿着主路往山上走，很容易就找到住的地方。努瓦勒埃利耶的住
宿价格相对于斯里兰卡其它地区价格偏高一些，但是绝对是物有所
值。这里的住宿大都是由英式老建筑改造，室内装潢也有浓浓的欧洲
风格，有的旅馆还会有壁炉，干净而有格调。因为努瓦勒埃利耶海拔
高，天气冷，一定要找有热水淋浴的客栈。一般情况下，努瓦勒埃利
耶的Guest House带热水、有Wifi的住宿价格在2500卢比以上。

★ 市内交通
埃勒是一个袖珍小镇，从村头走到村尾不过20分钟的时间，所以在
埃勒步行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

★ 景点
拉瓦纳埃勒瀑布 Ravana Ella Falls
拉瓦纳埃勒瀑布是埃勒非常有名的一个小景点。瀑布从山顶一个椭圆
型凹岩中流出，高25米，是斯里兰卡全国最宽的瀑布之一。埃勒瀑
布是埃勒野生动物保护区的一部分，距离埃勒6公里。
地址：Wellawaya-Ella-Kumbalwela Highway
到达方式：埃勒有公交车到达或乘坐TUTU车前往；包TUTU往返大
约700卢比，公交车约需花费15卢比。
门票：免费。

拉瓦纳埃勒洞窟 Ravana Ella Cave
拉瓦纳埃勒洞窟也是斯里兰卡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距离埃勒11公
里，位于班达拉瓦拉附近，是一个海拔1370米的洞窟。洞口几乎被
茂密的植被遮掩，因此最好能穿保护皮肤的长衣服游览。洞内快到顶
处有一座小型寺庙，有睡佛和精美的壁画可供摄影。
到达方式：埃勒有公交车到达或乘坐TUTU车前往。
门票：免费。

小亚当峰 Little Adam's Park
小亚当峰位于埃勒以东3公里的地方，是埃勒附近非常适合徒步的地
方，传说这是人类之父亚当被驱逐出伊甸园后涉足人间的第一个地
方。从Ella-Passara Rd开始徒步，大约40分钟可以抵达小亚当峰脚
下，沿途都是壮丽的茶园，空清新的好像天然SPA。在薄雾中登上
山顶，埃勒大峡谷景色一览无余。
地址：Ella Passara Road
到达方式：从埃勒步行即可到达，往返大概需要2小时。
开放时间：天亮到天黑。
门票：免费。

★ 活动
高山火车之旅
从哈普塔勒(Haputale)站到埃勒站这一段，有人说是斯里兰卡风景
最美的地方，火车在一千八百米左右的高度，穿过广袤、碧绿的茶
园，在原始森林地带的云雨中行驶，体验斯里兰卡岛上旖旎的山区风
光，动人心魄。二等车厢价格约50卢比，车程约2个小时。还可以选
择观景车厢(Observation Deck)，票价在300－500卢比/人。

茶叶工厂参观及品茶之旅
作为锡兰红茶另一重要产区，地处乌沃省的埃勒周围有一些优秀的茶
园，Uva Halpewaththa Tea Factory是埃勒附近最负盛名的茶叶工
厂，游客可以进入工厂参观红茶的制作过程，并且工厂有红茶出售。

★ Tips：乌沃红茶
乌沃茶Uva是锡兰红茶六大产区中知名度最高的一种红茶，它与中国
的祁门红茶、印度的阿萨姆红茶及大吉岭红茶并称四大名茶。它汤色
橙红明亮、风味强劲、口感浑重，透出如薄荷、铃兰的芳香，虽较苦
涩，但回味甘甜，适合泡煮香浓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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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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步
 埃勒这座高山上的小城，气候宜人，空气清新，漫山遍野的茶
树，拥有多条强度不大的徒步路线(小亚当峰徒步路线)，令游客着迷。

★ 餐饮
相信我，在埃勒你能吃到最正宗、最美味、最传统的斯里兰卡菜——
Curry Rice。这是一种类似于印度Thali、尼泊尔Dal Bhat的食物，
用米饭、馕、脆饼配以蔬菜、沙拉和咖喱，盛放在大的不锈钢盘中的
套餐。斯里兰卡的Curry Rice配菜和咖喱种类更多，更丰富。埃勒
几乎每家旅馆都可以预订Curry Rice。

当地特色
Rawana Holiday Resort
Rawana Holiday Resort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地处埃勒最高处。门
前有一片很大花园，站在餐厅观景平台上，整个埃勒山谷一览无余。
Rawana最出名的便是Curry Rice，价格并不便宜，还需要提前预
定，但是十余种美味咖喱配以不同种类米饭，绝对叫食客们感到物有
所值，很多到埃勒的旅行者都趋之若鹜。现在拉瓦纳(Rawana)开设
了烹饪班，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在这里学习如何制作Curry Rice。
地址：Main St.，从主路右手一条上山的小路上去，住路边有指示牌。
营业时间：11:00-20:00。
人均消费：600卢比。
电话：+94 57 222 8794

Jade Green Tea Centre & Restaurant
埃勒另一家被旅行者推荐的本地餐厅，同样特色菜也是Curry 
Rice。餐厅很小，在餐厅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埃勒的街道。这里的食
物非常美味，老板与老板娘热情周到，物超所值。如果要去吃Curry 
Rice，最好提前预订，否则要等待非常长的时间。同样，每天
16:00-18:00，老板娘会亲自下厨教授游客烹饪咖喱饭。
地址：Main St.，位于锡兰银行(Bank of Ceylon)二楼。
营业时间：11:30-22:00。
人均消费：200-400卢比。

咖啡馆、小吃店
Nescoffee(Cafe Chill)
Nescoffee是埃勒最好的消磨时光的地方。这也是一家氛围轻松的
咖啡厅，位于小镇中心主要街道上，色彩艳丽的装修能叫你一眼就发
现它。这里供应咖啡、果汁、甜品、酒类及各种西式简餐，而且可以
使用免费的Wifi。
地址：Wellawaya Road
人均消费：200-400卢比。

Dream Cafe
这是一家隐藏在路边巨大灌木丛中的咖啡厅，安静、舒适，提供斯里
兰卡和西式菜肴。推荐披萨和奶酪，非常受顾客欢迎。这里没有
Wifi，但是有电脑可以免费使用。
地址：Main St.
人均消费：300-400卢比。
电话：+94 57 222 8950
www.dreamcafeandguesthouseella.com

放慢脚步，让时间顺其自然。别把旅行变成急匆匆的走马观花。急躁也不能解决问题。耐心、礼貌和微笑是打开很多扇门的钥匙。

★ 住宿
埃勒小镇很小，主路两旁可以看到很多旅馆的广告，沿着主路两侧山
路上山便可以找到大大小小数十家客栈。整体来说，埃勒的住宿条件
非常好，而且每家客栈装修、布置各有各的特点，设施相对完善，游
客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挑选。一般情况下，埃勒住宿价格在
1500-2500卢比之间。

★ 购物
埃勒小镇和中国的小山村没有什么两样，这里也没有纪念品店或者商
店可以购物。不过如果前往埃勒周边的茶叶工厂，可以选择购买埃勒
附近茶园生产的Uva红茶。

雅拉国家公园 Yala National Park
★ 城市速写 
雅拉国家公园位于斯里兰卡东南部，距科伦坡300公里，是斯里兰卡
第二大国家公园，也是斯里兰卡游客到访最多的国家公园。雅拉国家
公园始建于1938年，横跨南方省和乌沃省，占地1250平方公里，占
斯里兰卡全国面积的2%。雅拉国家公园素以丰富的野生动物多样性闻
名于世，它是鳄鱼、大象、鹿、熊、野生水牛、孔雀、野猪、各种鸟
类(包括候鸟)的天堂，还被公认是世界金钱豹密度最高的森林公园。

雅拉的另一可贵之处还在于其多样性的生态环境，这里有潮湿季风
林、干燥季风林、半落叶林和热带旱生林，除了森林外，还有草原、
海滩、河流、湖泊、珊瑚、沼泽和荒地。通常，不进入园区，在外面
的公路上就能令人惊喜的看到孔雀、大象和猴子。最佳观赏时间在清
晨或者傍晚。

★ 实用信息
货币兑换
商业银行(CBC)
地址：Tissa-Kirinde Rd(Main St.)，Tissa长途汽车站路口处。

邮局
Agency Post Office Dhammika
蒂瑟默哈拉默的邮局在蒂瑟默哈拉默长途汽车站与蒂瑟默哈拉默寺庙
间，Main St.与Rubberwatte Rd交口处。
地址：Tissa-Kirinde Rd(Main St.)

★ 城际交通
蒂瑟默哈拉默小镇是前往雅拉国家公园的集散地，这里有频繁往返马
特勒的长途客车，除此之外，每天还有班车经埃勒、努瓦勒埃利耶前
往康堤的班车。这里没有公交车前往雅拉国家公园，只能租用吉普车
前往，价格在4000-6000卢比。这里没有火车站。

长途汽车站
蒂瑟默哈拉默长途汽车站 Tissamaharama Bus Station
Tissa汽车站不大，主要是发往马特勒的班车。
地址：Tissa-Kirinde Rd（Main St.）

http://www.dreamcafeandguesthouseella.com
http://www.dreamcafeandguesthouseell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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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瑟默哈拉默汽车停靠站 Tissa Bus Stop
  位于钟楼附近，是一些长途客车的停靠点。
地址：Tissa-Kirinde Rd(Main St.)与Tissa Rd交口，钟楼附近。

包车
独立吉普协会 Independant Jeep Association
位于蒂瑟默哈拉默湖边的吉普协会是去往雅拉国家公园旅行吉普车集
散地。
地址：Weerawila-Tissa-Kataragama Rd，蒂瑟默哈拉默湖边。

★ 市内交通
蒂瑟默哈拉默也是一个不大的小镇，通过步行就可以走便小镇的每个
角落。

★ 景点
雅拉国家公园 Yala National Park
雅拉国家公园由五片区域组成，现在只有以下提到的这东、西两片区
域对公众开放。

鲁胡纳国家公园 Ruhuna National Park 见地图A标识 
鲁胡纳国家公园位于雅拉国家公园西部，马尼克河(Manik Ganga)
从公园穿过，以野生动物多而闻名，它是世界上能观察和拍摄金钱豹
的极少数国家公园之一。这里还有大量哺乳动物，如大象、长毛熊、
梅花鹿、猫鼬、猴子、野猪、野牛、狐狸、狼、豪猪等，除此之外还
有许多的爬行动物和水生动物，如沼泽鳄、河口鳄、蜥蜴、龟、眼镜
蛇、青蛇、石蟒等。现在供人们参观的是鲁胡纳公园的一区和二区。 

库马纳国家公园 Kumana National Park 见地图A标识 
库马纳国家公园位于雅拉国家公园东部，与雅拉国家公园相连，故又
称东雅拉国家公园。库马纳以鸟多闻名，这里拥有鸟类达4000多
种，建有库马纳鸟类保护区，是斯里兰卡最重要的鸟类繁衍地，珍稀
物种有黑颈鹤、小秃鹳、白琵鹭、大石鸻等。
到达方式：只能乘坐吉普车进入国家公园，包车价格大约 
4000~6000卢比(视人数和季节价格上下浮动，甚至价格高低也影
响到所乘坐吉普车的位置)。每天清晨5点左右出发，中午返回蒂瑟
默哈拉默(Tissamaharama，简称Tissa)。
门票：成人15美元/儿童8美元，吉普车和跟踪器250卢比，服务费
每个团队8美元，税10%，门票约为3500卢比/人。
开放时间：6:00-18:30

★ Tips：当心骗子
蒂瑟默哈拉默相对旅游开发比较早，这里骗子和奸商比较多，经常以低
价或者虚假信息来欺骗游客，所以到雅拉国家公园旅行，需要时刻保持
警惕。

蒂瑟默哈拉默湖 Tissa Wewa
蒂瑟默哈拉默镇外有一个巨大的人造湖，距镇中心1.5公里(步行15
分钟左右)。傍晚在湖周边树木上会有大量的白鹭栖息。在远处看和
拍照的话，很容易会误以为是开满白色大花朵的树。
地址：Weerawila-Tissa-Kataragama Rd(Tissa Rd)。 
门票：免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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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瑟默哈拉默大佛塔 Tissa Dagaba
蒂瑟默哈拉默大佛塔位于蒂瑟默哈拉默镇中心与蒂瑟默哈拉默湖之
间，高55.8米，周长165米，是由Ruhunu国王Kavantissa修建，
被认为佛牙舍利和额头骨舍利，每到夜间白塔会被点亮。
地址：Tissa-Akurugoda Rd 
门票：免票。

Kataragama 见地图A标识 
Kataragama位于Tissa东北15公里，与亚当峰一样是一个佛教、印
度教和斯里兰卡的维达土著人的宗教朝圣圣地。每年7月到8月间，
印度教Kataragama节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信徒到这里朝圣。除了节假
日，小镇周末和佛牙节也非常热闹，其他时间则如同空城一般。从蒂
瑟默哈拉默镇出发访问Kataragama需要一天时间。

Kataragama主要的景点有Maha Devale——当地最重要的神社，
Archaeological Museum——葬有印度教和佛教用品的考古博物馆  
及UI-Khizr Mosque——美丽的清真寺。参观时注意尊重不同的宗
教习惯。
到达方式：可选择从科伦坡、康堤、马特勒、努瓦勒埃里耶、埃勒等
注明旅游城市都有长途汽车前往，蒂瑟默哈拉默每天也有数班班车往
返于Kataragama。
门票：免费(考古博物馆希望参观者适当捐赠)。

★ 活动
雅拉国家公园露营 Yala National Park Safari
除了之前提到的乘坐吉普车前往雅拉国家公园观赏野生动物，在蒂瑟
默哈拉默你还可以参加酒店组织的露营活动。一般下午进入雅拉国家
公园，晚上在相对安全的露营区露营，与野生动物可以近距离接触。
一般情况下，傲剑组织方会配备司机、厨师和助手，并供餐饮和保护
服务。
预订方式：大多数酒店都可以安排预订。
费用：10000卢比一个人(包括包车费、露营装备、早晚餐和半日的
Safari)。

★ 餐饮
蒂瑟默哈拉默地区地处相对偏远，该地区美食和正宗的斯里兰卡美食
相比，略微收敛了一些，但蒂瑟默哈拉默地处东南沿海，各式新鲜的
海鲜在菜单上随处可见。对于经历辛苦野外探险的旅行者来说，这些
足以满足他们的胃口。

当地特色
New Cabana Restaurant
这是一家以斯里兰卡菜和海鲜为主的餐厅，乡村风格装饰的餐馆略显
破旧，但是其所提供的食物尤其是海鲜，不但新鲜美味，而且价格合
理，餐厅从老板到服务人员非常友好，让你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地址：Katharagama Road，Refresh Seafood餐厅对面。
营业时间：7:00-23:00。
人均消费：400-800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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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吃店
 路边卖酸奶和蜂蜜的摊位
这是一类非常神奇的“餐厅”，位于主要公路边，是一个破旧的茅草
屋，围墙可能完全是用酸奶罐围成，就是在这么一个简陋的连名字都
没有的摊位却出售斯里兰卡一种传统的小吃——酸奶和蜂蜜(curd 
and honey)。在斯里兰卡南部，那种装在比人脸还要大的瓦罐里的
酸奶，配以蜂蜜，可以说是斯里兰卡全岛最好吃的。
人均消费：100-200卢比。

★ Tips：购买酸奶需要注意
购买酸奶需要注意卫生状况和酸奶的新鲜度，太酸或者偏黄都是不新鲜
的，新鲜的酸奶应该是微酸、乳白色，清晨购买到的一般都比较新鲜。

★ 住宿
蒂瑟默哈拉默住宿非常多，主要集中在镇中心和蒂瑟默哈拉默湖周
围，高中低档都有，比较方便寻找。不要被汽车站附近的TUTU司机
所欺骗。一般情况下，蒂瑟默哈拉默的旅馆含热水的房间约2000卢
比，无热水约1000卢比。

★ 购物
蒂瑟默哈拉默小镇没有什么大的商场或者购物中心，有些市场主要销
售本地人日常所需的物品。

超市
Cargills Food City
地址：Main St.，离公共汽车站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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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蕊莎 Mirissa
★ 城市速写
美蕊莎这里是一片平易近人，用脚就可以丈量的金色沙滩。如果你是
一个追求内心宁静的人，你会很喜欢这里。如果你更喜欢热闹的人
群，那么它就有可能不那么适合你了。

这里椰风阵阵，海浪碧蓝。她的美不像马尔代夫那样很突然，需要你
沉浸和融入其中，方能越品越醇。漫步在细腻的沙滩上，就能体验她
带来的愉悦和宁静。

美蕊莎是斯里兰卡南部海岸线上目前还较为原生态的海滩，但是周围
的星级酒店正在一栋接一栋地崛起。相对来说这里的设施也不那么完
善，只有主干道上的一排店铺。大型公共设施都在附近的
Weligama(坐车需大约半小时)。主干道上的店铺混合着当地人和游
客，商品价格较低。靠海餐厅主要经营海鲜和西餐，价格较贵。

★ 实用信息
美蕊莎是一座较为原生态的海边小城，只有一条主路，一般不会迷
路。旅游设施目前也不健全。只有主干道上一些小店出售日用百货。
邮局、警察局、游客服务中心等都在乘车半小时的Weligama。

★ 城际交通
大部分人会选择从科伦坡坐火车游览加勒之后，在加勒汽车站搭乘汽
车南下到达美蕊莎。只要是加勒出发开往马特勒(Matara)的车次，
都能到达美蕊沙。班次选择非常多。南部几个著名的海滩和景点，一
路南下顺序依次是：加勒 - Weligama - 美蕊莎 - 马特勒。

火车站
美蕊沙火车站 Mirissa Railway Station
美蕊莎有个很小的火车站，到海边约3公里。可以乘坐TUTU车往
返，约400卢比。从科伦坡出发到美蕊莎的车次较少，晚点频率较
高，一等座票价990卢比。
地址：Sumanasaara Mawatha
到达方式：步行可到。
火车订票网址：www.rajadhani.lk/schedules_rates.html
火车时刻表查询(请做好晚点准备)www.gic.gov.lk/gic/index

http://www.rajadhani.lk/schedules_rates.html
http://www.rajadhani.lk/schedules_rates.html
http://www.gic.gov.lk/gic/index.php?option=com_findnearest&task=train
http://www.gic.gov.lk/gic/index.php?option=com_findnearest&task=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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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途汽车站 见地图F标识 
 美蕊沙汽车站 Mirrisa Bus Station
美蕊沙没有汽车站，只有一个小小的站牌。加勒车站开往美蕊莎的汽
车大都是比较破旧的大巴，没有空调。车次很多，价格是几十卢比。
记得请司机和售票员提醒你下车。从加勒到美蕊沙约1小时。到达美
蕊沙车站后，往海的方向步行几分钟即可到达海边沙滩。

★ 市内交通
美蕊沙非常小，从村头走到村尾不过15分钟的时间，步行即可到达
要去的地方。

★ Tips：小心野狗！
沙滩上有很多野狗，注意不要过分接触，以防万一被抓咬伤。

★ 景点
美蕊莎就是一片未开发的、较为原生态的沙滩，这里有不需要收费的
景点。

Kandavahari寺庙 Kandavahari Temple 
美蕊莎往西步行可到达的一座佛教寺庙，无门票。参观时请注意穿盖
住膝盖的裤或裙，上衣最好覆盖手臂。进入寺庙前务必脱鞋。
地址：Harbour Road

观景台Parrot Rock 见地图F标识 
美蕊莎海湾东部的观景台Parrot Rock是海滩的最佳日落观测处，也
是一处极好的海钓点。退潮的时候可以上去，涨潮的时候路面会被海
水覆盖。
地址：面向大海，左手边在海里有一座大岩石就是Parrot Rock。

浅海湾 见地图F标识 
Paradise Beach Club往西边走有一片浅浅的海湾, 被礁石包裹起
来，挡住了印度洋的海浪。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儿童游泳池，很多欧美
家长把孩子放在里面。
地址：面向大海，右侧往海里暗礁区域。

★ 餐饮
美蕊沙是吃海鲜的好地方。价廉物美，做法也更容易被接受。人均
100多人民币就可以吃到龙虾。晚上海鲜会被堆放在沙滩边，供顾客
自己选择。

海边度假餐厅消费会比较贵，以西式和海鲜为主。淡季会只有几家摆
出来，旺季会摆出好多。晚上海滩边的饭店会把活的海鲜放在外面任
大家挑选。可选择一些然后打包砍价。

主干道上面有一两个卖本地炒面炒饭、鲜榨果汁和Roti的餐馆，除了
游客之外，也有一部分本地人消费，生意很火爆。

海鲜餐馆

Ocean Moon Restaurant 见地图F标识 
主营海鲜和西式晚餐。
电话：＋94 41 225 2328 / 777 190 152
地址：Mirissa，Sri Lanka
人均消费：1200卢比。

Mirissa Eye 见地图F标识 
位置很好，主营海鲜和西式晚餐。
地址：Mirissa beach，Mirissa，Sri Lanka。
人均消费：1200卢比。

★ 住宿
美蕊沙的民宿分为海边一排和稍微靠里一排，价格可能差到一倍。海
边躺椅，不需要垫子和饮料的话，一般免费。另外每年11月下旬至
次年3月为旺季，旺季住宿上涨30%-50%，旅行者可以一家一家地
比较。

Paradise Beach Club 见地图F标识 
海边比较高档的度假酒店，有自己的海滩，费用包早餐和晚餐。小木
屋无空调有热水标房58美金，单人房44美金(说是单人房，其实也有
两个床和标房没差别)。双层木屋上下两层，每层有两个床，上层有
空调，无厕所，下层有厕所无空调，一共116美金。
地址：140，Ven Gunasiri Mahimi Mawatha，Mirissa，Sri Lanka
电话：+94 41 225 0380
传真：+94 41 225 0623 
Email：mirissa@sltnet.lk

Dinus Resort 见地图F标识   
家庭式旅馆，房间干净，卫生间没有热水。离冲浪点很近。房间可包
含早餐，根据情况1500卢比-4000卢比不等。
电话：＋94 41 225 3616
Email: dinumirissa@yahoo.com
www.srilankaholidays.blogspot.com

Ocean Moon 见地图F标识 
位于美蕊沙汽车站旁边，房间干净，环境清幽，从酒店后院可直达海
滩，约1500卢比/晚。

★ 购物
美蕊沙没有纪念品店或者商店可以购物。偶尔会有村民售卖纱丽或者
贝壳。

★ 体验 见地图F标识 
观鲸 Whale Watching
斯里兰卡是世界上最好的观鲸地之一。除了蓝鲸之外，还有抹香鲸、
鲸鲨等等。斯里兰卡南端大陆架延伸到非常深的海域，可以看到大群
密集而优雅的蓝鲸接近海岸。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长度达可达
30多米。每年抹香鲸会从非洲之角长距游到孟加拉湾的温暖觅食地。
观鲸服务推荐：
地址：Geeth Sanjeewa，Sooriya Villa，Harbour Road，Mirissa
电话：+94 77 637 6714
Email: info@whale-watching-mirissa.com
www.whale-watching-mirissa.com

冲浪 Surfing
美蕊莎是欧美人非常追捧的冲浪圣地，尤其是每年12月至次年3月。
沙滩上的民宿和酒店都能租到冲浪板。

穷游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种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穷游是⼀一种聪明的旅行。

mailto:mirissa@sltnet.lk
mailto:mirissa@sltnet.lk
mailto:dinumirissa@yahoo.com
mailto:dinumirissa@yahoo.com
http://www.srilankaholidays.blogspot.com
http://www.srilankaholidays.blogspot.com
mailto:info@whale-watching-mirissa.com
mailto:info@whale-watching-mirissa.com
http://www.whale-watching-mirissa.com
http://www.whale-watching-miris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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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勒 Galle
★ 城市速写 
加勒老城位于斯里兰卡西南，距离科伦坡大约100公里，约3小时车
程，正好处于印度洋腹地。加勒老城及其城堡建筑在岩石半岛上，
这个半岛是个天然的港口，三面环海，地理优势不言而喻，使加勒
成为大航海时代从欧洲前往远东的重要枢纽之一。

加勒主要是荷兰人在原葡萄牙人所建城防基地上加以改建和扩建而
成。在荷兰殖民时期，荷兰人为了显示在斯里兰卡统治坚不可摧，
在加勒建立了一座占地36万平方米的城堡，除了北面的两层城墙之
外，围绕整个半岛还建有防御墙，以防备来自海上的袭击。荷兰人
的城墙不尽挡住了他国的炮弹，甚至还在400年之后挡住了2005年
的巨大海啸，保住了城内的风貌。以荷兰式城堡为中心的12个棱堡
及防御设施建筑也充满了异国情调，标准的欧洲风格。

除了城堡，加勒的小路、小洋房，甚至可能只是一道门或一面墙，
都能看到欧洲遗留风格。带有巴洛克风格的荷兰大教堂位于城堡中
心，这是斯里兰卡建造的第一座新教礼拜堂。城门上由两头狮子组
成的城徽清晰可见，上面标有修建年份“1873年”。主城门的西面
是钟楼，钟楼至今仍在使用，历经400余年，还走得相当精准。当
你漫步到这里时，会感觉突然来到另一个国家。

加勒古城是至今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城堡，它是
欧洲人在南亚及东南地区建筑防卫要塞的典型代表，成功地融合了
欧洲的建筑艺术和南亚的文化传统，198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世界遗产目录》。 

这里是一个活着的古城，城里面学校、教堂、民居、警察局、法
院、军队等一系列生活设施应有尽有，人们在几百年前的建筑里生
活得有声有色。古城墙把旧城和新城恰如其分的分隔开，使古城恬
静祥和而又有世俗的活力。

★ 实用信息

游客服务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见地图G标识 

加勒游客服务中心位于加勒火车站对面，这里提供基本的旅游信息
服务，例如地图、旅游路线介绍、酒店推荐、租车服务等。
地址：Colombo Rd和Custom Rd交口(加勒火车站对面)。
营业时间：9:00~17:00

货币兑换 见地图G标识 
加勒的的大多数客栈和珠宝店都可以兑换货币，在加勒老城很新城
都很方便找到斯里兰卡商业银行。

Commercial Bank(要塞区)
地址：Church St.，All Saints Church旁

Commercial Bank(新城)
地址：130 Main Street
联系电话：+94 91 222 5786

请不要直接施舍金钱、文具或糖果给不发达地区的孩子，如果想帮助当地人，可以做志愿者，或者向当地学校或扶贫机构捐赠。

邮局 见地图G标识 
在加勒的新城和老城都有邮局。

Galle Main Post Office
地址：Main St.，佛像(Buddha Statue)旁
联系电话：+94 91 222 3250

Fort Sub-Post Office
地址：Church St.，All Saints Church旁。

★ 城际交通
加勒作为斯里兰卡重要的港口和旅游城市，南北要道，交通非常便利，
海滨公路和沿海铁路有大量往返科伦坡与马特勒的公交车和火车。

火车站 见地图G标识 
加勒火车站 Galle Railway Station
加勒火车站其实并不大，位于加勒老城外，新城的东南部，汽车站
旁。加勒火车站每天有发往科伦坡、康堤、黑卡杜瓦、马特勒等各
大城市火车。
地址：Colombo Rd(A2)
到达方式：出老城的城门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

长途汽车站 见地图G标识 
加勒中心车站Galle Central
加勒中心车站Galle Central汽车站位于火车站旁，板球体育场对
面，每天从早到晚时时刻刻都有长途客车发往斯里兰卡全国各地。
在加勒国际板球运动场四周也是巴士停靠站，很多短途客车在这里
停靠。
地址：Colombo Rd(A2)
到达方式：出老城门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

★ 市内交通
加勒城堡区不大，步行1个半小时便可以走遍城堡区的各个角落。新
城区较大，但是市场、银行、车站、餐馆也都在步行能及的范围，
如果要去更远的地方可以考虑坐TUTU车或者到加勒汽车总站询问是
否有公交车前往。

★ 景点
加勒城堡 Galle Fort
加勒城堡又被称作加勒要塞，是一个至今还有人生活着的古城，始
建于16世纪葡萄牙人统治时期，后荷兰殖民者在原来所建城防基础
上加以改建和扩建。18世纪开始，加勒就已经初现其作为壁垒的雏
形。加勒以古老的旧城墙作为当地景观的标志性象征，见证着殖民
地时期的变迁。不仅在16世纪对军事防护和提供船只讯号起到了重
要作用，在历经几个世纪的风雨，以及2004年那次严重的南亚海
啸，依然以其牢固和坚硬，完好地保存下来。同时它也是古城的守
护者，在海啸中保护了整个古城，使得古城的所有建筑没有在海啸
中受损，也让今天的我们还能继续参观这个完好的世界文化遗产。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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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城门 Fort New Entrance 见地图G标识 
 新城门又称主城门(Main Gate)位于加勒老城北部，十分宏
伟，把新城和老城分隔开来。1873年，英国人在这里开通了城门，
用来控制进出旧城的交通，因此主城门是城墙中最新的一部分。加
勒其他地方都是面向大海，只有主城门对着陆地，因此这部分碉堡
明显更关注阵地的安全。最初由葡萄牙人在主城门四周建了壕沟，
后来1667年荷兰人进一步加长了壕沟的长度，并把城墙分成星星碉
堡(Star Bastion)、月亮碉堡(Moon Bastion)和太阳碉堡(Sun 
Bastion)三部分。在月亮碉堡附近是加勒另一处标志性的建筑——
钟楼(Galle Fort Clock Tower)，钟楼屹立在城墙之上，目前仍在
使用且非常精准。每天早晨在钟楼附近有升旗仪式，简洁又庄严，
可以作为不错的拍摄主体。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免费。

老城门 Old Gate 见地图G标识
加勒的旧城门位于加勒老城的东北部，外观比较破旧，城门两侧是
要塞的库房，明黄色地中海式建筑。城门不大，上部刻着荷兰语
VOC(Verenigde Osstindische Compagnie)，英文意思是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即荷兰东印度公司。后来英国殖民者占领加
勒后，为了方便汽车进出，1873年修建了现在的新城门。
地址：Queens St.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免费。

乌德勒支碉堡与灯塔 

Point Utrecht Bastion & Light House 见地图G标识
乌德勒支碉堡位于加勒老城的东南角，面向大海，它的上方便是加
勒的标志性建筑之一的灯塔。灯塔建于1938年，高18米，关于加
勒的各种纪念品上都会有出现这个灯塔。
地址：Rampart St.和Hospital St.交口(城墙上)。
开放时间：灯塔不对外开放，只能在外围参观。

荷兰教堂 Dutch Church 见地图G标识 
荷兰教堂，又称为荷兰归正会教堂(Dutch Reformed Church)，
初建于1640年，由荷兰指挥官Casparus de Jong和他的妻子捐
赠，用来表达他们对第一个孩子诞生的感谢。教堂建于一座17世纪
中叶葡萄牙女修道院的遗址之上，外部以白色为底，轮廓线条优
美，内部没有太多华丽的装饰，只有一些图案简单的彩色玻璃拼花
窗，以及一个突出于教堂前方左部的讲道坛上方的巨大天蓬。教堂
最为特别的地面及外墙铺满墓碑，他们是昔日荷兰籍驻加勒居民的
墓碑，由旧荷兰时期的荷兰墓园被搬迁至此。最古老的源于1662
年，而另一块最为吸引人的则是加勒指挥官E.A.H.Abraham的墓
碑，该墓碑位于教堂入口处不远，墓碑上方装饰着沙漏和头颅。
地址：Church St.与Middle St.交口处
开放时间：9:00-17:00。
门票：免费。

All Saints教堂 All Saints Church 见地图G标识
All Saints教堂始建于1871年，是一座哥特风格的教堂。教堂内部
比较吸引人是彩色玻璃拼花窗，描绘了许多圣经里的故事，画面都
非常静谧动人。教堂外是一个小花园，开满各色鲜花。
地址：Church St.与Church Cross St.交口。
门票：免费。

请不要购买任何野生动物制品，包括鱼翅、珊瑚、海龟制品、蛇皮、象牙、犀牛角、沙图什等等。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国家海事博物馆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见地图G标识 
加勒的国家海事博物馆由要塞仓库改建，陈列着大量海下发掘的文
物，如地图、船只、绳索、陶器、酒杯、烟袋、火炮等等，这些文
物大都来自南部海岸外海沉船，有的文物有近800年的历史。海事
博物馆除了陈列这些文物外，还有一些有关加勒历史、海底生物介
绍等。
地址：Queens St.
到达方式：步行，就在老城门附近。
开放时间：周六至周三9:00-17:00。
门票：300卢比。

加勒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见地图G标识 
加勒国家博物馆位于要塞正门附近，陈列了斯里兰卡各个时期(包括
史前)的各种文物，还有一些其它博物馆文物的复制品。
地址：Church St.
开放时间：周三至周日9:00-17:00。
门票：500卢比，摄影器材票250卢比。

历史博物馆 Historical Mansion Museum 见地图G标识
加勒的历时博物馆博物馆可以说不是一个真正的博物馆，更像一个
文物商店。它是由一个荷兰老建筑改建，里面陈列着各种殖民时期
文物，如古董打字机、中国收藏品、瓷器、珠宝、首饰等，这些文
物都有价格标签，可以出售。这座博物馆可以免费参观，并且有时
候会有专人给你介绍每一件重要的文物，很值得参观。该博物馆还
有一家珠宝店，销售各种宝石和首饰。
地址：31-39 Layn Baan St.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四，周六至周日每天9:00-17:30，周五
10:00-12:00，14:00-17:30。
门票：免费。

乌纳瓦图纳 Unawatuna
乌纳瓦图纳是加勒地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区，以美丽的海滩和珊瑚
闻名，还是斯里兰卡著名的海龟养殖基地。乌纳瓦图纳位于加勒郊
区东南5公里，海湾呈月牙状，沙滩细长洁白，风平浪静，非常适合
游泳和潜水，海边矗立着一栋栋建筑物，各种客栈、酒吧、度假村  
沿着海岸线一字排开，各种提供海上娱乐项目的旅行社、贩卖斯里
兰卡纪念品的小商店比比皆是，这里不愧是受西方人欢迎的休闲度
假圣地。乌纳瓦图纳有专业潜水教练协会(PADI)潜水培训学校，很
多游客来到乌纳瓦图纳学习潜水。在这里你可以潜水观赏珊瑚，还
可以到卢马莎拉(Rumassala)俯瞰加勒、欣赏海鸟。
地址：Galle-Matara Rd，沙滩距离海岸公里1公里远。
到达方式：从加勒乘坐马特勒方向的汽车，在乌纳瓦图纳站下车，
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车程大概需要30分钟。
开放时间：天亮到天黑。
门票：免费。

★ Tips：保护海洋环境
在潜水过程中，请不要去碰触海洋生物，不要改变它们的生活状
态，不去购买商店出售的珊瑚类、鲨鱼类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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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马萨拉 Rumassala
 卢马萨拉是乌纳瓦图纳西部，是一座不高的小山峰。卢马萨
拉是Rama和Shita传说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曾经Rama的兄弟
Luxhmana在Rama Rawana斗争中受伤，Hanuman被派到喜马拉
雅山取草药，但是Hanuman却忘记了药名，最后他带回来一块含草
药的山峰，因此该做小山又被称作卢马萨拉神田(Rumassala 
Kanda)。在卢马萨拉上有一座寺庙，一座白塔和一座日本人修建的
和平塔。除此之外，卢马萨拉有很多珍贵鸟类，包括白鹭、苍鹭、
翠鸟以及其它罕见品种，因此很多游客前往丛林和沼泽地区观鸟，
站在卢马萨拉山顶可以俯瞰到加勒港口及周边的全景，甚至在晴朗
的日子，可以远眺到亚当峰。
地址：Galle-Matara Rd(乌纳瓦图纳沙滩西部)。
到达方式：沿乌纳瓦图纳沙滩步行上山即可。
门票：免费。

黑卡杜瓦 Hikkaduwa
加勒附近有两块著名的沙滩，一个是加勒以南的乌纳瓦图纳，另一
块则是离加勒城北10公里的黑卡杜瓦。黑卡杜瓦小镇是斯里兰卡旅
游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最受欢迎的一处海滩度假圣地，被列
为全球十佳观赏水下珊瑚的沙滩之一，全球众所周知的冲浪和潜水
区。黑卡杜瓦凭借其独特的海滩文化，壮丽的海洋景色，以及科伦
坡到黑卡杜瓦的一段沿海火车，吸引了无数游客。

黑卡杜瓦旅游业相对发达，酒店、商店、餐馆林立，潜水学校、冲
浪器材店比比皆是，旅游设施完备，公路两侧有很多经营水上活动
的小店，路边也经常会有人向游客兜售水上活动，如冲浪、潜水、
海边垂钓、出海观鲸、观赏珊瑚和海龟等等。
地址：CGHW Highway(A2)，沙滩距沿海公里只有一排建筑之隔。
到达方式：黑卡杜瓦位于科伦坡与加勒之间，每日有繁忙的公交车
途经此地，不过黑卡杜瓦公交站距离滨海区需要步行15分钟，乘坐
公交车时可以要求在滨海区下车。除此之外，每天还有数趟火车经
过黑卡杜瓦，黑卡杜瓦火车站位于长途车站以北，任意一辆驶往该
方向的车，花费20卢比便可乘坐公交车到达滨海区。
门票：免费。

★ 摄影

旗岩 Flag Rock 见地图G标识
沿海城墙上最突出的部分被称作旗岩，与灯塔遥相呼应，这是海面
上一块巨大的岩石，荷兰人统治时期所有靠近船只都会在这里获得
附近有危险岩石的讯号。现今这里已经成为欣赏加勒古城日出日
落、当地孩子玩高崖跳水的地方。每天清晨，站在旗岩上，往灯塔
方向望去，太阳从卢马萨拉方向缓缓升起，整个印度洋被照射成金
色，而傍晚背向灯塔方向可以看到壮丽的印度洋日落。
摄影地点：古城内沿海城墙处。

★ 活动
潜水及其它海上活动
无论是在乌纳瓦图纳还是黑卡杜瓦，可以参加多种海上活动，例如
潜水、冲浪、海边垂钓、乘船看鲸鱼、海龟和珊瑚等。每年11月至
次年4月的潜水季，PADI会开办开放水域潜水课程，你可以跟随专
业的潜水教练学习潜水、选择不同的潜水项目，如沉船潜水、夜间
潜水等。

不管是离开旅馆还是饭店，记得养成回头检查⼀一下行李的习惯。在任何公共场所，都不要让自己的物品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

价格：潜水165欧元-300欧元不等，租赁浮潜装备、潜水装备价格
大约600-800卢比一天，出海观鲸鱼、海龟大约每人3000卢比。

斯里兰卡传统按摩阿育吠陀 Ayurveda
加勒附近的海滨度假村和豪华酒店都设有阿育吠陀理疗中心，城市
里还有专门的阿育吠陀医院和门诊，它们拥有专职的医师，在这里
人们可以进行药浴、花浴、按摩等，游客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单
独安排。如果你想解除疲劳或预防疾病，不妨找一家理疗会所，去
体验古老的东方传统按摩。
价格：1500-3000卢比。

★ Tips：阿育吠陀 Ayurveda
阿育吠陀(Ayurveda)是源于古印度的一种草药理疗方法，糅合了药
疗，按摩，瑜伽等多种手段，在西方世界也被认为是一种补充或者
取代传统药物治疗的途径(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CAM)。

“阿育(Ayur)”代表着生命，“吠陀(Veda)”代表了科学，所以阿
育吠陀是一门揭示生命的科学。阿育吠陀的治疗原则是寻求体内的平
衡和身心的内在协调。这种综合的医疗体系包括：药物治疗、食物治
疗、冥想和按摩，有时辅之以瑜伽和音乐。正宗阿育吠陀的应该是需
要花上一整段时间严格按照理疗的规矩，包括菜谱，作息时间，每天
定时的按摩，药浴等等，一个或多个疗程后能达到排毒医病的目的。
斯里兰卡的阿育吠陀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有着自己不同的风格。

★ 餐饮
加勒随着旅游设施的不断完善，老城出现了很多漂亮的餐厅，它们
装饰温馨典雅、服务周到，主要以经营本地食品和西餐为主，在这
里不难找到可口的食物。新城区主要以本地餐厅为主，主要提供各
式炒饭、Kottu、Roti、咖喱等，以汽车站附近最为集中，价格实
惠，味道正宗。当然也可以到当地超市和菜市场买菜回来，自己在
客栈生火做饭。

乌纳瓦图纳沙滩上开满了酒吧、西餐馆，提供各式海鲜和西餐，在
这里可以享受到沙滩烛光晚餐。村子里也有一些本地餐馆，提供
Rotti和各式炒饭，价格适中。

黑卡杜瓦的餐厅主要集中在沿海一线和Galle Rd路两侧，有很多海
鲜店和西餐厅，每家客栈也都有自己的餐厅。这里海鲜价格大体相
当，海鱼价格800-1200卢比/公斤，根据不同种类虾的价格在
1500-2500卢比之间，在这里可以吃到龙虾，不过有的饭店需要提
前预定。

当地特色

Crepe-ology Restaurant & Flavors Cafe 见地图G标识
由殖民建筑改建的餐厅，布置典雅温馨、环境舒适，屋顶上还有一
个很大的露台，可以俯瞰加勒老城。这里有多种美味的食物可供选
择，价格合理、服务周到，推荐蒜香薄饼(Pesto Chichken 
Crepe)、鱼薄饼(Fish Crepe)和薄荷青柠生姜汁(Mint-Lime-
Ginger Cooler)。
地址：53 Leyn Baan Street，Galle Fort(Historical Mansion 
Museum附近)。
电话：+94 91 223 4777
人均消费：800-1200卢比。
www.crepe-ology.lk

http://www.crepe-ology.lk
http://www.crepe-ology.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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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fe Punto 见地图G标识 
 加勒老城一家出色的斯里兰卡餐厅，餐厅不大，由夫妇两人
打理，环境简单干净、价格便宜。提供各种咖喱，尤其推荐虾咖喱
和鱼咖喱，混合面条、米饭或者馕等主食，美味可口，这里每天早
晨提供斯里兰卡式的早餐。
地址：42 Pedler Street，Galle Fort(离灯塔不远)。
电话：+94 77 759 9994
人均消费：600卢比。

Kingfiser's Restaurant
如果你想坐在沙滩上吃一顿丰盛的海边烛光晚餐，那Kingfisher是
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这里提供意式、泰式烹饪的美味食品，西式
简餐和一些斯里兰卡食物。除了餐厅，Kingfisher还有一家酒吧，
晚间通过大屏幕会播放电影或者体育比赛。
地址：Welle Dewala Road，Unawatuna
电话：+94 09 122 5031
人均消费：800-1000卢比。

Asian Jewel Boutique Hotel
坐落在黑卡杜瓦一个漂亮安静的区域，虽然不是很好找，但是因为
其可口的食物、一流的服务吸引着大量游客。Asian Jewel是一家家
庭旅馆的餐厅，由一对外籍夫妇经营，提供地道的斯里兰卡咖喱套
餐和一些欧式简餐，如果要咖喱套餐则需要提前预订。 
地址：Baddegama road Nalagasdeniya，Hikkaduwa
人均消费：1200-1500卢比。
电话：＋94 91 493 1388
www.asian-jewel.com

Rotty Restaurant
这是位于住路边的一家以经营Rotti为主的餐厅，外表看上去简陋，
但是销售超过60种Rotti，还有新鲜的奶昔和Lassis。每天早晨开始
营业，Rotti限时限量销售，经常中午过后老板就关门休息了。
地址：373，Galle Road，Hikkaduwa
营业时间：8:00-13:00
人均消费：100卢比。

Sea View Pizza House
黑卡杜瓦一家远离沙滩和大海的餐厅，以经营意式披萨为主，也销
售各式意式做法的海鲜。老板在意大利生活多年，做披萨的师傅也
来自意大利，饭菜味道非常正宗，价格合理。
地址：297 Galle Road，Hikkaduwa
电话：+94 22 75312
人均消费：200-500卢比。

酒吧、咖啡馆
Pilgrims Lounge 见地图G标识
一家出色餐厅和酒吧，位于老城东南端，餐厅有一个屋顶露台，正
好可以眺望大海和加勒老城美景。因此，你也可以选择在下午前
来，在露台上喝一杯饮料，点一份甜品，看这风光无限。
地址：Rampart steet 31b，Galle Fort
人均消费：300-600卢比。

记得品尝当地的美食，这是旅行中绝对不容错过的⼀一部分，也是对当地人的支持。

Koko's
一家海边餐厅，这里拥有一个很大的屏幕和投影机，每天都会播放
最新电影、现场演唱会或者直播体育赛事，是乌纳瓦图纳一家非常
有特点的餐厅。
地址：Yaddehimulla road，Unawatuna
人均消费：400-600卢比。

Moka
黑卡杜瓦一家以甜品为特色的咖啡店，由来自意大利的女孩经营，
装饰着各式各样的艺术品，是当地一家最具有艺术气氛和复古气质
的小店。
地址：325，Galle Road，Hikkaduwa
电话：+94 77 153 7920
人均消费：150-1000卢比。

★ 购物
以乌纳瓦图纳和黑卡杜瓦为度假热门的加勒地区是斯里兰卡为数不
多旅游开发相对完善的地区，在加勒老城里有很多珠宝商店、艺术
品商店，乌纳瓦图纳和黑卡杜瓦有大量旅游纪念品商店，销售手工
艺品、斯里兰卡特色服饰、木雕、茶叶等。

在加勒的新城区还有Arpico Super Center和Food City超市，在
这里可以买到日常所需各种物品及兰卡本地特产。

超市
Cargills Food City
加勒新城有几家Food City，大小不一，汽车站后面一家较小，而菜
市场附近较大，商品比较齐全，甚至可以买到中国食品。

★ 住宿
加勒的住宿算是整个斯里兰卡性价比最高的，住宿选择很多，无论
是高档的酒店，还是中低档的家庭客栈，从布置到设施都非常完
备。热水、Wifi、电视、电扇、空调大多数酒店都有提供。加勒一
般住宿价格在1500-2000卢比之间，空调房间大概2000-3000卢
比之间。

作为度假胜地的乌纳瓦图纳和黑卡杜瓦住宿非常多，从度假村或者
星级酒店、到各种家庭旅馆应有尽有，可供不同游客随意选择。一
般酒店集中在沿海一线，可以躺在屋子里就可以看到大海。这两地
一般Guest House价格不会太低，旺季价格在2500卢比以上，提
供热水、Wifi、电扇等设施，部分房间提供空调。

安全
斯里兰卡报警电话：119
科伦坡火警：110
急救中心/中毒信息中心：＋94 11 269 1111
使馆中国公民24小时紧急求助电话：+94 77 928 8949(手机)、
+94 11 268 8610(座机)。

http://www.asian-jewel.com
http://www.asian-jew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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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治安
    总体来说，斯里兰卡人大都很淳朴、友善、热情，社会治安良
好。不过随着旅游开发，游客日益增多，逐渐出现了一些交通意
外、财物被盗、溺水身亡、揽客宰客的情况，所以外出旅行一定要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规避安全风险。

在路上行走时要注意交通安全，女性要注意躲避迎面而来的异性。
在一些商业闹市区和公共汽车上注意防范小偷，保管好财物。

如果有人很热情地跟你说某处公园有一个只有他才知道的节日、活
动，可以免费带你去看，不过需要一起搭乘TUTU车前往，请提高警
惕，有可能他会把你带到高价酒店，或者之后向你索要高额的TUTU
车费。

不要轻易相信某些人很热情地跟你说“这处景点关闭了”，或
者“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请一定要多方打听，或者提前核实官
方信息，因为这些往往是要带你去假景点或是假珠宝店的骗子。也
不要轻易相信酒店附近偶遇的人跟你说“我是这家酒店的厨师、工
作人员”，他们大多是要骗你去假景点或假珠宝店。

晚上睡觉时不要开着窗户，尤其是住一楼，小偷可能利用钓鱼杆等
工具从窗户外伸进房间偷窃你的贵重物品。有时侯还会有猴子偷吃
食物。

斯里兰卡的旅游业中介绍收取佣金非常普遍。在机场和车站，经常
有一些兜揽游客的导游或者TUTU司机，他们会介绍给你当地的酒店
等等，一般会从酒店拿介绍费，这个钱当然是从你付的房价出。最
好的回绝办法是告诉他们你已经预订好了酒店。其他的餐厅、购物
等也有类似的佣金。

斯里兰卡交通状态比较差，当地的司机经常超载，而且不遵守交通
规则，在过马路或者行走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如遇紧急情况，请及
时报警，并向使馆寻求帮助。

★ 中国使领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
地址：381 / A. BauddhalokaMawatha，Colombo 7
对外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9 : 3 0 - 1 2 : 0 0，
15:00-17:00。
电子邮箱：chinaemb_lk@mfa.gov.cn
lk.china-embassy.org/chn

★ 医疗应急
虽然斯里兰卡经济相对落后，但卫生事业比较发达施。在斯里兰卡
有较为完善的卫生保健网，全国所有地区和城市都设有政府医院或
者门诊室，在每个城市还有众多私人诊所和医院。全国共有医院
500多所，看病非常方便。斯里兰卡政府长期以来实行全民免费医
疗福利，外籍人士同样享受免费医疗。免费限于在政府医院就医，
免费范围包括病人的门诊、住院、医药、膳食、手术、输血等，因
此政府医院的条件一般且人满为患。有钱的病人多去私人医院就
诊，斯里兰卡私营医院和诊所很多，但费用相对昂贵。

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er，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

斯里兰卡的医院大多数没有药房，医生只管开处方，病人可以到任
何药房买药。全国每个城市都有药房，在很多大超市也设有售药的
柜台。

斯里兰卡主要医院
斯里兰卡国家医院急救中心The National Hospital of Sri Lanka
地址：E W Perera Mawatha，Colombo10
到达方式：在维哈马哈德维公园附近，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
电话：+94 11 269 3510
www.nationalhospital.lk

杜丹斯医院 Durdans Hospital
地址：Alfred Place，Colombo03
到达方式：乘坐公交10路、公交11路，Durdans Hospital站下。

阿西里医院 Asiri Hospital
地址：Kirula Road，Colombo 05
电话：+94 11 250 0608

兰卡医院Lanka Hospitals
地址：578，Elvitigala Mawatha，Narahenpita，Colombo 05
电话：+94 11 543 0000
www.lankahospitals.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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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网友提供，如果发现文中的信息有错误，请发送
邮件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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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穷游锦囊app，阅读锦囊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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