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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墨西哥 玛雅城下的仙人掌国度

墨西哥在你的印象中留下了些什么？仙人掌，玛雅文明的神秘？还是电影《弗里达》中那个以痛

苦作画的墨西哥女画家？不同的旅行者往往会在墨西哥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有人会全副武装雄

心勃勃的向某座高山发起进攻，有人会带上酷酷的墨镜坐在某座金字塔上静静的看夕阳西下，有

人会带上整箱的啤酒和朋友们决战到天亮。你的印象呢？ 

(图片由网友 @寒風啸月 提供)

墨西哥混合了很多国家的元素，越是去过很多的国家的人，就越会觉得“它和什么什么国家相似

”。 从点缀植被的沙漠到风貌独特的热带丛林，从白雪皑皑的火山口到绿松石色的碧海银滩，独

特的地域和气候的多样性，造就了一个神秘而又风情万种的墨西哥。闻名遐迩的“亡灵节”，恋

人云集的接吻小巷，一饮而尽的龙舌兰酒会，还有超好吃的卷卷奶酪！墨西哥人的亲切和幽默会

让每个游客热情高涨。

当然，墨西哥的精彩还不止这些，如果你对墨西哥不了解，没关系，去了就能发现属于自己的墨

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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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地理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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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

所需材料（既是申请人递交了以下材料，领事馆仍然有权利决定是否准予签证，或者要求其补充

材料）

签证有效期：１８０天（或３年）

入境次数：多次

１、 申请表 申请表下载： http://www.sre.gob.mx/china/

２、 有效期至少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原件和复印件，其它国家签证复印件。

３、 提供以下经济证明（递交复印件，验原件）。提供越多能够证明个人经济能力的文件，越

有利于签证申请。

（1） 月收入不低于500美金的稳定工作的工资证明（劳动合同和工资卡及近6个月对账单）

（2） 个人名义下的房产证明

（3） 平均每年银行存款余额不低于2000美金

４、 一寸白底正面彩照一张

５、 相当于36美金的人民币签证费

６、 机票预订信息

７、 行程安排

８、 酒店预订信息（建用提供）

９、 建议申请者于计划出发之日前三个星期内递交材料

旅人提示

1、必须有美国多次往返有效签证；如果没有不在此文讨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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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产证明越强，如房+存款+信用卡账单+车本+其它，越有利于你获得更长的签证；

3、签证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11:30。去墨西哥使馆办理签证人不多，门口签证接待室常

无人，请径直按大院门铃，进院入使馆正门即可；

4、进门会有中国工作人员收验签证材料、照相、按手模、收签证费、开取证单；然后等候领事面

谈。工作人员态度很好，领事也和善，1分钟面试完。问些你家人怎么不和你一起去之类；建议自

己要求5年多次，给否听天由命。

5、当场不告诉你是否给予签证，3天后取证，给则有，不给则无；领证时间：周一至周五下午4:0

0~5:00，节假日及特殊情况除外。

6、签证材料一定真实，一定会打电话到你单位核实的；

墨西哥驻华使馆

墨西哥合众国大使馆

Embassy of the United Mexican Stats

办公处：三里屯东5街5号

Chancery：No.5，Dong Wu Jie，San Li Tun

电话：65322574

Tel：65322574

墨西哥驻上海总领事馆

墨西哥驻上海总领事馆领区覆盖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安徽省，江西省以及湖南省

。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淮海路1375号启华大厦9楼（200031）

电话：86-21-6437 9585 6437 3451

传真：86-21-6437 2397

网址：www.consulmex-shanghai.com

电子邮件：mexico@consulmex-shangh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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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及领事馆信息：

大使馆地址：AV.RIO MAGDALENA 172，COL.TIZAPAN SAN ANGEL,MEXICO,D.F.C.P.01090

电话：0052-55-56160609

传真：0052-55-56160460

值班手机：0052-55-54073017

网址：http://www.embajadachina.org.mx

电子邮箱：chinaemb_mx_admin@mfa.gov.cn

   

2、货币及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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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比索（Peso

标准符号为MXP

目前墨西哥比索流通纸钞面额有500、200、100、50、20

Peso，硬币则有10、20、50分和1、2、5、10、20比索。

汇率：1美元兑11比索左右（仅供参考）

1人民币元=2.0683墨西哥比索（2011年10月汇率）

兑换场所：机场、旅馆、银行、兑换处（Casa de

Cambio）等。通常可兑换美元、欧元、加元。建议在机场换钱，汇率比市区要略高一些。

   

3、通讯及邮政

(图片由网友 @Rainbow雨琴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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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

墨西哥拨打国际长途须付税并额外付费，但拨打对方付费电话无需额外付费。购买墨西哥电话公

司（TELMEX）IC卡，使用公共长途（LADATEL）话机较为省钱，还可在电讯中心（caseta de

tele’fono或caseta telefo’nica）拨打电话，使用旅馆电话最贵。

邮政

邮局（Oficina De Correos）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30和周六早上

旅人提示

1、邮寄包裹需携带旅行证明文件。

2、邮局附近的MexPost可寄快件，MexPost地址可向邮局工作人员询问。

3、尽量直接到邮局邮寄，而非选择邮筒，以挂号或快件方式邮寄重要信件更为稳妥。

   

4、电压与时差

电压

墨西哥使用110V电压的两项或三项扁孔插座，中国电器的两项插座如果带有变压功能，可以在当

地直接使用，否则需要通过变压器。

时差

目前是14个小时。

当墨西哥启用夏令时，时差会达到1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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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墨西哥概况

（瓦哈卡 Guelaguetza庆典民间舞蹈）(图片由网友 @毛毛熊熊 提供)

墨西哥全称墨西哥合众国（英语：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西班牙语： Los Estados Unidos Mexic

anos）以阳光与热情闻名于世，是美洲大陆上的文明古国，世界十大著名的旅游国之一。闻名于

世的玛雅文化、托尔特克文化和阿兹台克文化均为墨西哥古印第安人创造。太阳和月亮金字塔所

在的特奥蒂瓦坎古城，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共同遗产。墨西哥还是个多彩的国度，

各地地形和气候差异较大，因此在墨西哥既能体验陡峭的山脉，也能尽情领略热带海滩的风情，

可以流连于繁华都市，也可到自然保护区享受自然风光。

   

1、地理

墨西哥位于北美大陆南部。北邻美国，东南与危地马拉和伯利兹毗邻，南濒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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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濒临太平洋。土地面积的5/6是高原和山地，平均海拔约1800米。沿海有众多的岛屿。其中

太平洋中有雷维利亚希赫多群岛、瓜达卢佩岛、塞德罗斯岛和特雷斯——马里亚斯群岛，在加里

福尼亚湾中有提布龙岛和安赫尔——德瓜达岛，在加勒比海中有穆雷斯岛和科苏梅尔岛等。墨西

哥河流分为三个水系：大西洋水系、太平洋水系和内流水系。主要河流是布拉沃河、乌苏马辛塔

河、格里哈尔瓦河、莱尔马—圣地亚哥河、巴尔萨斯河等。因墨境内多为高原地形，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四季万木常青，自然条件极其优越，有“高原明珠”的美称。

   

2、历史

墨西哥是美洲大陆印第安人古老文明中心之一，闻名于世的玛雅文化、托尔特克文化和阿兹特克

文化均为墨西哥古印第安人创造。1519年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墨西哥，1521年墨沦为西班牙殖民地

。1522年在墨西哥城建立新西班牙总督区。1810年9月16日，米格尔�伊达尔戈－科斯蒂利亚神父

在多洛雷斯城发动起义，开始了独立战争（1811年1月战败，伊达尔戈被害，为纪念这次起义，后

定9月16日为墨西哥独立日）。1821年8月24日宣布独立。翌年5月伊图尔比德建立“墨西哥帝国”

。1823年12月2日宣布成立墨西哥共和国。1824年10月正式成立联邦共和国。1846年美国发动侵墨

战争。1848年2月墨、美签订和约，墨被迫将北部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美国。1858年华雷

斯任总统。1864年5月28日，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在法皇拿破仑三世扶植下，建立墨西哥帝国

。1865年秋，胡亚雷斯（1806～1872，1861年6月被选举为墨西哥总统）政府迁至墨美边境的埃尔

帕索继续领导抗战，广泛展开游击战争，使侵略军陷于广大人民的包围之中。法国在侵墨战争中

，付出了6500人和3亿法郎的代价。1867年初，处于内外交困的拿破仑三世被迫下令撤军。胡亚雷

斯于2月进驻圣路易斯波多西。5月，马克西米利安被俘。经军事法庭审讯，判处死刑，于6月19日

被枪决。1867年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入侵者被赶出墨西哥。1876年迪亚斯攫取政权。1910年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同年11月20日发动武装起义，1911年推翻迪亚斯政权。1914、1916年美国曾

派军入侵墨，两国一度断交。1917年颁布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宣布国名为墨西哥合众国。革命制

度党从1929年起连续执政71年。2000年7月，国家行动党赢得大选，同年12月上台执政。

   

3、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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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全国89%的人口是天主教徒。但也有6%的人信奉各个

派别的基督教新教，其余5%的人口信奉其他宗教，或没有宗教信仰。

   

4、最佳旅游时机

11月到来年5月是到墨西哥沿海游玩的最佳季节，此时天气晴好，蚊虫较少，但降水量较大。与墨

西哥高原相比，墨西哥沿海和东南部平原更为炎热，年平均气温27°C左右，冬夏温差不大，墨

西哥高原全年温差较小，年平均气温在20°C左右，昼夜温差较大，紫外线强烈，外出应注意防

晒，每年5-9月为高原的夏季，降雨较多。

旅人提示：

墨西哥夏季丛林地区天气闷热潮湿，而8-10月间要注意墨西哥南部可能会有飓风。墨西哥高原某

些海拔较高的地方，相比一般地区气温较低，如果到这些地方游玩，应做好保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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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能错过的Ｎ种体验

   

1、在某座玛雅金字塔上静静的看夕阳西下

(图片由网友 @咪咪小K 提供)

        到墨西哥旅游，玛雅遗址是不可不看的。墨西哥有三大玛雅遗址——奇琴伊察、

乌斯马尔和帕伦克。这三大玛雅古城遗址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奇琴伊察在世界上的知名度比中国

长城还要大。在金字塔上坐着静静的看夕阳西下，回想这个城市两千多年前会是什么样子，想着

这里的祭坛是不是真的举行过用活人祭祀的仪式⋯⋯你会感受到，你真的在墨西哥了。

   

2、义无反顾的辣上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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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墨西哥食物的特色，地球人都知道，一个字：辣，两个字，狠辣，三个字：非常辣。墨西哥

是辣椒的发源地，全球约一半的辣椒品种，都能在墨西哥境内找到，红的、黄的、青的、绿的应

有尽有，长的，圆的，扁的，各式形状包罗万象。那是真正的无辣不成欢，这里的人们几乎吃什

么都要放辣的，很夸张，如果你尝试过双面辣的鸡翅，请务必尝一下墨西哥的辣，人家吃水果都

蘸辣椒的。

   

3、在品酒沙龙品尝梅斯卡尔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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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Rainbow雨琴 提供)

墨西哥境内有各种龙舌兰酿造的梅斯卡尔酒，典型的梅斯卡尔酒是配着柑橘片、橘黄色辣椒盐和

龙舌兰虫磨成的粉喝，如同喝纯麦威士忌一样，应该一点点细细品味，而不是一饮而尽。在Teber

na Red Fly这个装点优雅的古老宅院里，每月都有品尝活动，喜欢梅斯卡尔酒的人们可以品尝到各

个等级的精美佳酿。

旅人提示：品酒沙龙时间通常在周一至周六晚上，可拨打电话1054-3616进行咨询。

   

4、去“绿咬鹃的家“体验星期日的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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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风情万种

(图片由网友 @咪咪小K 提供)

Cuetzalan(绿咬鹃的家)，墨西哥最迷人最纯净的城镇之一。这个小镇以它原汁原味的传统墨西哥

市集闻名。每到星期日，来自方圆4 小时车程的人们都从自己的村庄赶过来了，买点儿什么或者

卖点儿什么，有些人也就卖那么两个桔子三个木瓜四颗小花生的，也摆一个小摊，仿佛这些小营

生已经能为生活灌输一点养分。集市上到处是各色鲜花，来赶集的人总少不了带一把鲜花，和他

们的肉、菜，以及生活杂碎放在一起，是生活里的另外一种理所当然。

   

5、前往世界银都塔斯科选购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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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风情万种

(图片由网友 @毛毛熊熊 提供)

如果你在欧美国家的首饰店里选购银饰、银器或银制工艺品，它的产地很可能就是墨西哥的塔斯

科（Taxco）。塔斯科以产银和银品加工而闻名于世，因而被称为“世界银都”。塔斯科原是殖民

银矿镇，后来在20世纪发展起银器手工艺，它因银而建城，因银而扬名，也因银而成为墨西哥的

旅游胜地，每年有30多万国内外游客到此旅游观光。

   

6、乘坐奇瓦瓦太平洋铁路线上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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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风情万种

(图片由网友 @Rainbow雨琴 提供)

奇瓦瓦太平洋铁路是世界上风景最壮丽的铁路线之一。它穿越的地域美景——壮丽的山脉、陡峭

的谷壁、波光鳞鳞的湖泊和遍地的野花，大部分都人迹罕至，更没有被开发，这也使它成为墨西

哥首要的观光游览路线。乘坐奇瓦瓦太平洋铁路上的列车穿过气象万千的铜谷，在车辆间隙猛吸

谷中清新爽快的空气

   

7、到帝王蝶保护区感受蝴蝶迁徙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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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风情万种

(图片由网友 @寒風啸月 提供)

秋分前后，数百万的帝王蝶从美国和加拿大五大湖区起飞，历经4500公里，一直飞到墨西哥遍布

森林的高低来过冬。它们“拉帮结派“飞过高地，爬上陡峭的山崖，一起落到树枝上，等太阳升

起，森林里暖和起来时，他们又出发了，金灿灿的一片特别好看，也非常壮观。

旅人提示： 看蝴蝶最好在一月，选一个天气晴朗又暖和的下午，天凉时它们不怎么爱飞。

   

8、前往下加利福尼亚海域观赏灰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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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风情万种

(图片由网友 @咪咪小K 提供)

在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海域，每年从12月中旬到4月中旬，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自然环境中生活的加利

福尼亚灰鲸，幸运的话可以看到壮观的灰鲸群。GUERRERO NEGRO是不错的观鲸点，即使没赶

上观鲸时节，可以去看鸟、浅沼泽里有丰富的鸟类，旅馆和餐馆都很热情友好，盐场有趣的水晶

般的白色晒盐场也非常美丽。

旅人提示：当地住处在观鲸季节会爆满，１月至３月建议提前预定。

   

9、在墨西哥最大的岛屿科苏梅尔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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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风情万种

(图片由网友 @Rainbow雨琴 提供)

在尤卡坦半岛的加勒比海岸沿线到处都有很棒的潜水地点，但最特别的是科苏梅尔岛，它周周围

环绕着65处暗礁，极为壮观。最令人称道的是在那里全年都能看到各种海洋生物，包括偶尔能看

见鹰鳐和梭鱼以及海龟和脑珊瑚。最早居民称这里为燕子岛，现在，科苏梅尔已经成为世界著名

的潜水和旅游胜地。

   

10、在巴亚尔塔港美丽的滨海大道上散步

                                               23 / 69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545&do=album&picid=42275


�������

墨西哥：风情万种

(图片由网友 @寒風啸月 提供)

巴亚尔塔港是墨西哥最活跃、最具魅力的景点之一。它沿着波光粼粼的蓝色旗湾延伸，后面蜿蜒

着棕榈树密布的群山，是远离都市、休闲度假的最佳去处。沿巴亚尔塔的某个海滩散散步，顺路

参观一下沿街的博物馆，然后加入到滨海大道悠然散步的人群中，欣赏一下各具特色的公共雕塑

。

   

11、在墨西哥寻美女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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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风情万种

(图片由网友 @咪咪小K 提供)

墨西哥的美女在国际上的声誉不亚于玛雅文化和仙人掌，在墨国看少女，差不多看一个惊一回艳

，而且个个热情无比，男士们可有眼福了。当你在墨西哥呆上两周后，会慢慢发现，满大街上墨

西哥拉丁血统的美女如云，长像难看的少。墨西哥人热情大方，尤其是女孩子，笑容几乎永远挂

在她们的脸上，这无疑使她们的美丽更添一番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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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风情万种
  

五、墨西哥城：国际化首都

墨西哥城是西半球最古老的城市，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国际化首都，墨西哥城历史遗迹和人文景

点众多，市内以及城市周围星罗棋布的古印地安人文化遗迹是墨西哥也是全人类文明历史的宝贵

财产。墨西哥城四季如春，当地居民都非常耐心热情。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墨西哥城始终是墨

西哥的中心，要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就从这里开始。

   

1、国家宫

(图片由网友 @毛毛熊熊 提供)

国家宫（PALACIO NACIONAL）最初为16世纪阿兹特克皇帝莫泰佐马二世（Moctezuma II）所建

，西班牙人到来后，将总督府设在了这座曾经的帝国宫殿中，并将其改建为中庭宽大的宫殿。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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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风情万种
西哥独立后，这里成为总统府所在地。这座在不同时期始终作为国家中心的建筑，其居住者的几

经变换，见证了墨西哥统治者的更替。

门票：免费，但需登记护照。

开放时间：9:00~17:00

交通：乘坐地铁等市内交通工具均可以直接到达。

   

2、宪法广场

(图片由网友 @Rainbow雨琴 提供)

宪法广场位于墨西哥城中心，中央竖有巨大的墨西哥国旗，四周则是包括国家宫、最高法院和大

教堂在内的重要建筑。众多身着印第安民族服饰的传统服装摊贩和装扮得绚丽多彩的印第安民俗

艺人，是广场上的独特风景。

门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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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风情万种
交通：乘坐地铁等市内交通工具均可以直接到达。

   

3、瓜达卢佩圣母大教堂

(图片由网友 @咪咪小K 提供)

        瓜达卢佩圣母大教堂（Basilicade Guadalupe）被列为世界天主教奇观，坐落在离市

区不远的特佩亚克圣山下，是个依山而建的建筑群。而且，从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圣坛上的瓜达

卢佩圣母像。瓜达卢佩圣母大教堂山下靠公路的建筑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广场，比墨西哥城中心的

宪法广场略小些，但是，在12月12日瓜达卢佩圣母节那天这里面塞上个三、四万人是不成问题的

。广场的东侧有个很现代的类似凯旋门的建筑，上面有些现代艺术品。广场的西侧就是新大主教

堂，是瓜达卢佩大教堂的特点之一，是一座所谓注重功能性、充满时代美的完全现代化的建筑。

门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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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风情万种
交通：乘坐地铁6号线在La Villa Basillca站下车即可

   

4、弗里达�卡罗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寒風啸月 提供)

Museo Frida Kahlo“蓝房子”是著名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卡罗出生、生活和去世的地方，现在这里

是个博物馆，在伊达尔戈广场以北六个街区。里面到处都是纪念品和私人物品，几乎每位到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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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风情万种
哥城的游客都要满怀仰慕之情到这里参观，以求更深刻的理解这位画家。卡罗的画表现了她生存

的痛苦以及她对社会主义者肖像的浅薄的兴趣。

门票：45美元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10:00~18:00

交通：乘坐地铁到Coyoacan站

   

5、帕里库廷火山

(图片由网友 @毛毛熊熊 提供)

帕里库廷火山（Paricutin volcano）是位于墨西哥米却肯州（state of Michoacán）西部的一座火山

，距离墨西哥城以西约320公里。该火山是北美洲最年轻的火山，也是世界相当年轻的火山，被许

多人称为“世界七大自然奇观”（Seven Natural Wonders of the

World）之一。火山的名字因其附近的帕里库廷村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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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风情万种
6、太阳月亮金字塔

(图片由网友 @咪咪小K 提供)

太阳金字塔(Piramide de Sol)，位于死亡大道的东边，是世界第三大的金字塔，在规模和大小上他

仅次于Cholula金字塔和埃及的Cheops金字塔。在1908年重建了一次，规模为225米×222米，原来

在最上面有一个茅草覆盖的木结构庙宇。整个金字塔由300万吨的石头，砖块和碎石构筑，没有使

用任何的金属，动物和有轮子的工具。

整个结构至少被扩大过2次，爬上总共248级台阶你可以去看看整个古城的全景。

月神金字塔(Pirmide de la Luna)，在死亡大道的北边，虽然规模没有太阳金字塔那么大，但是她更

加优美。最近发现月神金字塔是在以前的几个金字塔的基础上面累加上去的。 月亮金字塔前面的

广场是一个由12个祭祀的平台组成的优美的组合，中央的那个平台据传是宗教舞蹈的场地。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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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风情万种
奥蒂瓦坎的众多建筑中，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以其恢宏的气势，成为始于公元100年的特奥蒂

瓦坎城邦辉煌时期的有力见证。

开放时间：7:00~18:00

交通：可在墨西哥城巴士北站乘坐二等巴士到特奥蒂瓦坎

   

7、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寒風啸月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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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风情万种
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MUSEO NACINAL DE ANTROPOLOGIA）是整个拉美地区最大的博

物馆，是人类学专门性博物馆。馆内收藏和展出的主要是印第安人文明遗存。主要分两层，一楼

集中展出考古出土的27000多件文物，二楼则为基本与一楼对应的人种学展览。博物馆石质外壁上

雕刻的繁复图案来源与印第安文明，而整体设计则是墨西哥现代建筑的点饭之作。位于墨西哥城

查普尔特佩克公园内，前身是1808年的墨西哥大学古物委员会。

门票：2.25美元，周日免费

电话：（+52）55 5536381

开放时间：周二到周六9：00-19：00，周日及假日10：00-18：00

到达方式：在市内乘坐地铁或出租车可较快到达。

旅人提示：

博物馆内允许付费拍照，但不能使用闪光灯。博物馆还对出入人员进行X光和人工检查，以确保

安全。

   

8、墨西哥国家美术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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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风情万种

(图片由网友 @Rainbow雨琴 提供)

墨西哥国家美术宫(PALACIO DE BELLAS ARTES)坐落在首都墨西哥城的旧城和新市区的分界线上

，是一座由洁白的卡拉拉大理石砌成的欧洲式的巨大建筑，12 根大理石圆柱支撑的半圆形门廊巍

峨壮观，气势磅礴。正门中央上端是一组浮雕，代表“和谐”的维纳斯女神正中站立，神态安详

；女神左侧是寓意“仇恨”的男子半卧在地，露出痛苦绝望的神态；女神右侧，一对炽恋的情人

拥抱在一起，象征“爱情”。宽大的弓形窗框上面，有一群天真无邪的小天使，在欢庆维纳斯女

神的诞生。正门顶上，两群象征“音乐”和“灵感”的寓言神像，展翅飞翔，表示文化艺术的不

断发展。

门票：35比索 周日免费

电话：5130 0900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10am~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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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风情万种
  

六、梅里达：白色之城

(图片由网友 @Rainbow雨琴 提供)

梅里达(MERIDA)，寻觅玛雅古文化气息的必到之地。梅里达原为玛雅古城蒂奥，坐落在尤卡坦

半岛西北部，1542年西班牙人到来时，因当地的石灰岩建筑颇近似罗马风格，逐将蒂奥以有“小

罗马”之称的西班牙城市梅里达命名，而城中大量使用石灰岩和白漆的建筑，使梅里达也被称为

“白色城市”。

   

1、奇琴伊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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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风情万种

(图片由网友 @寒風啸月 提供)

梅里达东北部的奇琴伊察(CHICHEN ITZA)，至今仍有数座保留着昔日辉煌的玛雅古城遗址。闻

名世界的库库尔坎金字塔，库库尔坎在玛雅语中意为“带羽毛的蛇神”，被当地人认为是风调雨

顺的象征。此外，在距坎昆130公里处还有图伦遗址，据说，这是迄今墨西哥保存最好的一座玛雅

和托尔特克人的古城。在奇琴伊察古城中的大量遗迹，无论是库库尔坎金字塔东面的勇士庙以及

勇士庙前曾经的遗迹干柱群，还是其他几百座建筑，都让我们在赞叹奇琴伊察古城发达文明的同

时，不由徒增一份感慨。

门票：80比索，1日内可重复进入，周日免费。

开放时间：8:00~17:30；冬季为8:00~17:00

交通：梅里达有开往奇琴伊察的汽车，车程约3小时左右。

   

2、乌斯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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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毛毛熊熊 提供)

位于梅里达南部的乌斯马尔是顶级的玛雅考古景点，也是最和谐最宁静的景点之一。迷人的保存

良好的建筑由粉色的石灰岩建成，整个区域都布满了这种建筑。具有魔术般的金字塔，高高矗立

于乌斯马尔城最高的建筑物之巅，这使其真正赋予了名副其实的绰姿。据说，这里是由上帝亲自

指派的魔术师伊兹木那，在一夜之间神奇般的建造了这座金字塔。令人意味尤深且兴趣盎然的是

，整座城市与当时所知道的行星位置休戚相关；并且神奇的金字塔具有导向功能，逢值夏至时分

，其西侧的楼梯正对着落日的太阳。

门票：88比索

开放时间：8:00~17:00

交通：可在梅里达乘汽车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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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坎昆：加勒比海上明珠

(图片由网友 @寒風啸月 提供)

在玛雅语中，坎昆意为“挂在彩虹一端的瓦罐”，被认为是欢乐和幸福的象征。坎昆是墨西哥著

名国际旅游城市，位于加勒比海北部。该城三面环海，风光旖旎，海面平静清澈，因其深浅情况

和阳光照射等原因，呈现出白色、天蓝、深蓝、黑色等多种颜色，是世界公认的十大海滩之一，

在洁白的海岸上享受加勒比海的阳光是人们休闲假期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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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阿卡普尔科：太平洋明珠

(图片由网友 @毛毛熊熊 提供)

有“太平洋明珠”之称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deJuarez)，一年四季都是“夏”天，从墨西哥城坐

飞机去只需50分钟。坐直达旅游汽车去也只要4个多小时。知名的三大海滩，“传统海滨”靠近老

城区，比较大众化。长达7公里的“黄金海岸”是典型的度假海滩，面临海滨沙滩的大多数是5星

级酒店。再往西去，则来到了相对独立的“钻石海滩”，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新开发的。这里

被椰林、棕榈、热带乔木环抱着，而高低起伏的高尔夫球场、热带园林式的海滨花园、蓝色透明

的游泳池，如同镶嵌在太平洋边上的颗颗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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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瓦哈卡：时间凝滞之地

(图片由网友 @咪咪小K 提供)

谁也说不清这个距离墨西哥城6小时车程的小镇究竟为什么有如此魅力。是绿石头的教堂、鲜艳的

街道，还是MonteAlban遗址、手工艺品市场，抑或是生机勃勃的夜市和随处可见的音乐与舞蹈？

也许割裂开来，每个都不算什么，但组合起来，就是你在别处无法找到的瓦哈卡（OAXACA）生

活。在墨西哥旅行，错过瓦哈卡，犹如在中国旅行，错过云南加上西安。墨西哥最华美亮丽的教

堂在瓦哈卡，墨西哥最缤纷多彩的土著风情在瓦哈卡，中美洲最古老的文化遗迹在瓦哈卡，瓦哈

卡的乡野则是缤纷飘香的画轴，一铺开就是漫山的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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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瓜纳华托：色彩小城

(图片由网友 @Rainbow雨琴 提供)

色彩鲜艳之城瓜纳华托(GUANAJUATO)，是墨西哥最具殖民文化特点的城市之一。十六世纪初期

，大批西班牙人来此开采银矿，从而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彩色房屋错落有致，仿若一张巨大的调

色板瓜纳华托，童话世界般美丽。1988年瓜纳华1988年瓜纳华托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

界人类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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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墨西哥交通

   

1、航空

(图片由网友 @寒風啸月 提供)

墨西哥Benito Jualez国际机场在墨西哥城东部，据墨西哥城市区约10多公里，可乘坐地铁、公共汽

车和出租车到达市区。

机场交通：

1、机场国内航班到达区（salaA）外设有地铁标牌”M“，地铁票价2比索。

2、在机场D号门可乘坐机场大巴到达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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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场出租车很多，还可以在国内航班到达区（salaA）和国际航班到达区（salaB）搭乘“Transp

ortacion Terrestre"公司得出租车到达市区，每车最多可坐4人，车费为规定票价。

旅人提示：

机场国内到港区A和国际登记办理柜台F没有问询柜台，到港区B设有旅游信息中心。机场的行李

推车不能推出接机口外，虽有免费的搬运工，不过需付小费，按行李数计，一般每件行李1美元左

右。

   

2、公交车

墨西哥的公车系统发展得很不错，价格又便宜。搭乘巴士前要注意该班车是Local还是De

Paso。Local是指该班车从你所在的车站发车；De

Paso则是从其他车站发车的班车，这种班车无法事先购票。

    巴士可简单分为等级：豪华车(Servicio Ejekutivo)、头等车(Primera

Klase)以及二等车(Segunda Klase)，三种等级。豪华巴士提供皇家级的待遇，服务包括：可斜躺式

座椅、饮食、空调和电影。头等公车已经蛮舒适便捷了，可在购票窗口询问该班车是否有盥洗室

和空调。二等车牌较便宜，但比较拥挤。上车后最好保留票根以备查票。

   

3、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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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咪咪小K 提供)

在墨西哥开车非常危险，速限一般是时速100公里，不过通常那些标志都只有参考价值其它地区在

雨季(5-10月)开车尤其要特别小心，那时的路况很不好，道路上坑坑洞洞是很常见的现象。在靠近

墨西哥市的路上要特别留意浓雾，看见减速慢行的号志千万别掉以轻心。经过单线道的桥，第一

个先闪灯的车子能优先通过。而即使在双线道上遇到卡车，要让卡车通过，但是要小心有些路根

本没有路肩，你就要停在满是植物的砂石路面上。晚上最好别开车，因为很容易就撞到人或牲畜

。另外，千万千万要记得准备一个备胎，这是非常容易用到的东西。

旅人提示：

注意路段

Palomales和Tuxtepek及娃哈卡州之间的公路Baja的3号公路(Rte.3；整条都是坑洞)

太平洋岸和Dulango城之间的40号公路(Rte.40)

避免走Sinaloa的1号公路(Rt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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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程车

大城市里计程车很多，价格也很合理，不过既然公车如此便捷，行运路线又广，因此除非在深夜

或是在偏远的地方，最好不要搭乘计程车。若真要搭计程车，上车前最好先讲价，以免被坑，而

且杀价是必需的，千万别答应照表计算(Taximetro)，除了说跳表较贵之外，有些不肖司机会在跳

表器上动手脚，欺负不明究理的旅客。而且，墨西哥市曾经发生一连数起的绿色计程车的强盗事

件，其他地方也有类似事件发生，所以要特别小心。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合法的招呼站或旅馆叫Tax

i de Sitio计程车，而不要随便在路边拦车。

   

5、火车

墨西哥的火车由墨西哥铁路局(Felrokalliles Nacionales De Mexico；FFNN)国营，但是墨西哥除了两

条观光线路之外城市之间并没有通火车，其主要交通工具是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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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墨西哥特色美食

尝一回天下第二辣

 
(图片由网友 @毛毛熊熊 提供)

在自助餐区的墨西哥菜肴不算是最多的，但却十分的精致，看得出来是经过厨师精心挑选，才介

绍给广州顾客的。有许多的菜式是我从未看见过的，但看上去却是色彩丰富，格外诱人的。

据餐厅经理介绍，其实墨西哥菜肴的特色就是口味浓厚、色彩绚丽。拿ceviche来说，它是一种鲜

为人知的墨西哥美味。当地人把刚捕捞的各种海鲜浸泡在胡荽汁和酸橙汁中，用纯天然的方法腌

制而成。还有一种口味独特的pipianes，它的调味汁取自花生、南瓜子和辣椒。也许你想像不到，

一种叫莫力的调味香辣酱，完全继承了十七世纪的一个复杂的异域菜谱，它需要混和100多种原料

才能制成它那特有的口味和诱人的深棕色，因而制作美味的莫力酱成了厨师们一显身手而又颇费

气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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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o和玉米饼 

(图片由网友 @寒風啸月 提供)

数百年来，玉米一直是墨西哥食品中的主角。而以玉米为原料制成的Tortia饼也是墨西哥最基本、

也最有特色的食品。这是一张用玉米煎制的薄饼，吃的时候，顾客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碳烤的

鸡肉条或是牛肉酱，然后再加入蕃茄、生菜丝、玉米饼起司等等配料，看上去颜色格外丰富，就

好似一件艺术品一般。包好以后，放入嘴中一咬，外面脆生生的，而里面却有香、辣、酸、甜各

味俱全，刚柔相济、多味混杂，真叫人“爱不释口”。

此外，还有一种玉米饼，形状要小些，吃的时候，沾着各式各样的墨西哥酱吃。当然，这些酱汁

九成以上是辣椒和番茄调制而成的，有的在里面还加入了芒果，自有一种天然的香味。

香辣牛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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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寒風啸月 提供)

通常在餐馆里吃的牛扒，多数人是不加任何调料的，有时顶多加一点盐。不过墨西哥的牛扒却不

一样，你可以看见它是先用辣椒、盐等调料腌制好的，煎好后，即使不浇汁也非常够味。值得一

提的是，人们通常认为新西兰的牛肉是上品，其实墨西哥的牛肉与新西兰的牛肉也不相上下，滑

嫩清香。

豆类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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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Rainbow雨琴 提供)

和玉米一样，豆类食品也是墨西哥饮食中很重要的原料。墨西哥人很喜欢吃豆子，也发明了许多

豆类食品的做法，比如辣豆烧牛肉、凉拌青豆等等。

 

食虫国

在墨西哥，昆虫成了食物的一部分，因为墨西哥昆虫的数量和种类世界闻名，而且昆虫的营养价

值极高。

墨西哥人食用的昆虫有多少种呢？据可食用昆虫问题专家拉莫斯估计，达到450多种。可食用的虫

类主要有“查普林”蝗虫、蜻蜓、蝴蝶、毛虫、蚊蝇、蚂蚁、蜂等。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种类的

不同，有些昆虫可食用其卵、幼虫和成虫，也就是说，在其整个发育期内都可食用。其中，最有

名和人们食用最多的昆虫包括“查普林”蝗虫、“湖米尔”大水蚊、龙舌兰虫等。

龙舌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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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舌兰对于墨西哥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龙舌兰叶可以造纸，而龙舌兰的花朵十分尖锐，

据说可以当作武器。而如今，龙舌兰最重要的作用是制造龙舌兰酒（Tequila）。用

不同厂牌的龙舌兰酒(13张)龙舌兰叶酿制成的龙舌兰酒是墨西哥一大特产。龙舌兰酒的度数比较

高，喝起来会有一些辣辣的而带香甜的感觉绕于舌尖，缠绵于喉，爱喝酒的朋友不妨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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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墨西哥推荐住宿地

在墨西哥，各种档次的住宿选择十分丰富，分为1~5星级，另外还有无星旅馆、客栈等。

旅馆租金可分为特贵、贵、中等、便宜、特便宜五等。最贵的是相当豪华的五星级宾馆，每日标

准房间租金为100美元以上。贵的旅馆日租金为75~100美元，一般为五星级。中等旅馆（四星级）

日租金约为50~75美元。便宜旅馆（三星级）日租金约为30~35美元。特便宜的旅馆（二星级二星

级以下）日租金在30美元以下。除星级旅馆外，还有些低收费的客栈和家庭旅馆，日租金约10~15

美元。

   

1、住在墨西哥城

(图片由网友 @寒風啸月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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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型：

HOSTAL MONEDA

地点好，而且价格里包括自助式早餐晚餐，还有厨房可自己做饭。

电话：0052 5522 5803

价位：120比索起

邮箱：

info@hostelmoneda.com.mx

经理DANIEL、小伙子ACTOR英语很棒，热心助人。并且可直接在此参加旅行社的各种TOURS旅

游活动。

MEXICO CITY HOSTEL

殖民地建筑，地理位置好，房间宽敞干净，价格含早餐。

电话：0052 5512 3666

价位：100比索起

网址

www.mexicocityhostel.com

2．享受型：

HOTEL SHERATON CENTRO HISTORICO

位于中心步行区上方，是市区复兴的主要建筑之一，可以领略到舒适的住宿环境和美丽的都市风

景。

电话：0052 5130 5300

价位：220美元起

网址

www.sheraton.com.mx

HOTEL CATEDRAL

四星级，是个有三家连锁店、每家都有150张床位的大酒店，环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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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52 5521 6183 或者0052 5512 8581

邮箱：

reservaciones@hotelcatedrel.com

www.hotelcatedral.com.mx

   

2、住在坎昆

(图片由网友 @Rainbow雨琴 提供)

1、经济型

Haina Ho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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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52 998 8982081

邮箱： info@hainahostal.com

海娜旅社Haina Hostal

性价比高，地处两个秀美的小花园旁边，离超市、餐馆、医院、公交车站、换币处都很近。有自

助早餐及厨房。

2、享受型

THE ROYAL( Cancun & Playa del Carmen)

地址: Blvd. kukulkán Km. 11.5 Zona Hotelera. Cancún, Q. Roo. C.P.77500, México

电话: 52(998)-881-56-00

网址：www.realresorts.com.mx

 介绍：在碧波荡漾的加勒比海边，超五星酒店的条件和服务，绝对的享受，不论是室内的舒适

度还是室外的海滨美景都毋庸置疑，当然价格不菲，不过确实物有所值。

MERIDIEN (Cancún Resort & Spa)

地址: Av. Colón 500 (entre 60 y 62) Col. Centro 97000 Mérida, Yucatán

电话: 01 (999)-942-90-00

网址：www.intercontinental.com/merida

介绍：五星级酒店，不过与THE ROYAL相比惟一不足之处就是并非所有的房间窗口都正对大海，

不过其他的条件也都是相当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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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墨西哥购物淘宝

在墨西哥市购物，要买艺术作品、古董等要到Zona Rosa；若是生活所需用品如衣服鞋子、吃的如

蛋糕等，可以到Zocalo区的街道逛逛，这里还有三家著名的大型百货公司如El Nuevo Mundo，El

Palacio de Hierro ，和Liverpool。不怕胖的人，这儿的甜点也很有名，Dulceria de Celay是必经之处

。另外，这儿的手工艺术品如银器、陶器、手编羊毛毯(sarapes)、羊毛或丝绸的围巾(rebozos)、玻

璃艺术品、皮雕、宝石、珠宝、棉质t-shirt(guayaberas)、花洋装(huipiles)等，到市集都可以看到，

最著名的就是Bazar Sabado 的假日市集，在San Angel's Plaza San Jacinto。

大型购物场所

(图片由网友 @咪咪小K 提供)

Bazar del Centro

交通

Isabel la Catolica, 30

营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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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到周五10:00-19:00

点评

馆内的店家主要是珠宝和精品店，就算不买东西，也要去看看它华丽的庭院

Centro Comercial Plaza Satelite

交通

Circuito Cirujanos, 16 - A Ciudad Satelite

营业时间

11am-8pm

点评

属于当地的大型购物中心，内有许多大型百货公司，如Liverpool、Palacio de

Hierro休闲服、鞋店、皮件和模型等

Perisur

电话

525 606 8349/606 6983

交通

Periferico Sur, 4690

营业时间

星期一到星期五10am-7pm 星期三和星期六到8pm

点评

大型的购物商场，里面有Sears, Liverpool, Suburbia 和El Palacio del Hierro

Plaza La Rosa

交通

Amberes y GenovaZona Rosa

营业时间

星期一到星期五10am-7pm，星期三和星期六开到8pm

点评

媲美巴黎的Champs Elysees 购物中心，里面有超过70家的百货部门

纪念品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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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Rainbow雨琴 提供)

珠宝、木雕、陶器、织品等

交通

San Angel 区的Bazar Sabado市集

营业时间

每个星期六的10:00-19:00

手工银器、织品、皮雕、木雕等

交通

从Londres到Liverpool 的Mercado Insurgentes市集

营业时间

星期一到星期六的9:00-19:30

墨西哥当地的手工艺品

电话

525 529 1254

交通

Centro Artesanal Buenavista

杀价无，皆有定价

营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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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到星期六9am-6pm; 星期日9am-2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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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墨西哥节日庆典

墨西哥是一个节日和庆典颇多的国家，几乎每个月都会有节庆活动，宗教性的节日最为重要，如

“圣周”宗教节、受难节、瓜达卢佩圣母节、圣诞节、亡灵节等。此外，众多的纪念日都是法定

节假日，包括2月5日的行宪纪念日、2月24日的国旗纪念日、3月21日的华雷斯（Benito Jurez）诞辰

纪念日、5月5日的墨西哥战胜法国纪念日、9月16日的国庆日、10月12日的种族日、11月1日的总

统宣言纪念日和11月20日的革命纪念日。 

圣船节

(图片由网友 @Rainbow雨琴 提供)

节庆时间：每年6月29日

        地区性的民间宗教节日，主要流行于纳亚里特州的斯卡尔蒂坦岛。每年6月29日

这一天，当地渔民举行象征性的“圣徒”划船比赛。晚上人们纷纷游行集会，庆祝载有圣彼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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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像的“圣船”比赛的胜利。

仙人掌节

(图片由网友 @咪咪小K 提供)

节庆时间：每年8月中旬

墨西哥素有“仙人掌之国”的名称。仙人掌是墨西哥的国花。相传仙人掌是神赐予墨西哥人的。

为了展示仙人掌的风采，弘扬仙人掌精神，每年8月中句都要在墨西哥首都附近的米尔帕阿尔塔地

区举办仙人掌节。节日期间，政府所在地张灯结彩，四周搭起餐馆，展售各种仙人掌食品。

亡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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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寒風啸月 提供)

英文名：The Day of the Dead

节庆时间：公历11月2日

        亡灵节与“万圣节”略有相似，又带有印第安民族的文化色彩。这一天人们用花

环、祭品和食物到墓地祭奠亡灵，并在家中摆放祭坛，等待已故亲人的归来。节日气氛并不凄凉

，反而非常欢乐。

瓜达卢佩圣母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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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毛毛熊熊 提供)

英文名：Day of Our Lady of Guadalupe

节庆时间：公历12月12日

        瓜达卢佩圣母是墨西哥的守护神，这也是墨西哥最为重要的宗教节日。在这一天

，特佩亚克山下的瓜达卢佩圣母大教堂都会举行宗教仪式，众多天主教信徒会来参拜瓜达卢佩圣

母原像，教堂大广场上会有歌舞表演。各地教堂也都会举行仪式，庆典大约持续1个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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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行程推荐

   

1、经典七日游

第一天：墨西哥城

首先参观融合了三个不同文化宪法广场，然后在国家宫殿欣赏迭戈�里维拉气势恢弘的壁画。然

后可以到南边市区参观弗里达�卡罗博物馆，去分担这位传奇墨画家弗里达�卡罗的痛苦。

第二天：墨西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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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墨西哥城老城区，1968年奧林匹克场。然后可前往知名的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透过馆

内介绍认识墨西哥土著文化及欣赏出土文物。晚上可在Roma和Condesa的品酒沙龙品尝细润甘醇

的梅斯卡尔酒。

第三天：塔斯科

乘车前往有“白银之都”之称的塔斯科，小巷内穿梭寻找喜欢的银饰，事实上很多的饰品我很喜

欢，而且这些店内前来购买饰品的人是络绎不绝。爬上山顶端，俯瞰这个小城，美得让人窒息。

第四天：坎昆

上午从墨城飞往坎昆，该城市三面环海，风光旖旎。被誉为世界第7大海滩度假胜地。这里有平静

的大海，明媚的阳光，细软雪白的沙滩，周边还有大量古玛雅人的文化遣存。

第五天：科苏梅尔岛

前往据坎昆不远的科苏梅尔岛，悠闲地享受一天，并可以尝试一下世界级的跳水和浮潜活动，保

证你会觉得不虚此行。

第六天： 奇琴伊察

前往公园六世纪玛雅文化之城——奇琴伊察。奇琴伊察是已经发掘出的最著名的玛雅文化遗址玛

雅人在这里用石头建造了数百座建筑物，已经发掘出的重要建筑有库库尔坎金字塔、勇士庙、千

柱群、球戏场、天象台等。

第七天： 墨西哥

从奇琴伊察返回墨西哥城，然后出城前往特奥蒂瓦坎看巨大的太阳金字塔和月之金字塔，在金字

塔中心行走死亡之路，去感受雨蛇神化身的神殿。

   

2、两周深度游

这条经典路线将带领旅行者从南方的殖民地中心地区到繁荣的加勒比海岸。

首先探索迷人的墨西哥城，游览国家宫、人类学博物馆等知名景点，然后参观特奥蒂瓦坎，去看

那令人敬畏的太阳月亮金字塔。在银城塔斯科，闲逛小巷寻找喜欢的银饰。接着可选择前往美丽

崎岖的峡谷铜谷，乘坐奇瓦瓦太平洋铁路列车游览。再向南到达可爱的殖民城市瓦哈卡，在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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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住区中心地带有墨西哥最好的手工艺品。

不可错过的还有尤卡坦半岛的文化之都、曾经的殖民地梅里达，感受一下这座白色小城。接着下

一站是奇琴伊察，尤卡坦最伟大的古玛雅遗址。从这里到达墨西哥最新引人的旅游胜地坎昆，然

后顺便再去一趟科苏梅尔岛尝试世界级的跳水和浮潜活动，结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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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旅人提示

（墨西哥 古印第安人传统服饰）(图片由网友 @Rainbow雨琴 提供)

1、在墨西哥需要多注意，随身不要带过多的现金和贵重物品，尽量不要在天黑后单独行动。

2、墨西哥城海拔较高，请小心高原反应。心脏病和高血压患者及老年人不宜剧烈活动。

3、墨西哥紫外线强烈，出行要注意防晒。  

4、墨西哥很多地方都需打理小费。一般行李服务生、行李搬运工、房间清洁人员等需付10比索左

右小费，在餐厅等地消费，需付服务生消费金额1/10左右的小费，乘坐出租车不需付司机小费，

但加油员需付小费。

5、墨西哥的西班牙文加入了一些印第安语，且发音有所不同。与当地人交流时，可用随身携带的

纸笔写下目的地西文名称询问。

6、墨西哥各州和重要旅游地设有旅游服务、使馆和领事代表服务台。

7、墨西哥的吃饭时间与国内不同，他们的中午饭一般在下午两点左右开始，而晚饭则在晚上八点

甚至更晚。

8、紧急电话

公路救援电话：078

报警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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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警及匪警电话：080

无线电警车电话：060

墨西哥地方电话服务：(+52) 55 56581111

旅人提示：本攻略中提到景点门票及其它费用价格仅为参考价，请以当地的实际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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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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