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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开印加之门 走进神秘的秘鲁

从海滨，到高原，到湖泊，到雨林

到亚马逊，寻找传说中的食人鱼

到马丘皮丘，寻找迷失的古城

到的的喀喀湖，寻找乌鲁斯人的避难所

穿越雨林，揭开高原迷城的面纱

探访“印加”——不一样的高原文明

(图片由网友 @小虫在路上 提供)

太平洋沿岸的某一段，一个绚烂的印加帝国沿大洋而生。那里，生长过最为复杂的文明，也失落过最迷幻的文

化；那里，有着《印第安纳�琼斯》亦或《古墓丽影》里最为宏大和瑰丽的场景；那里，没有人知道哪儿是事

实的开始，哪儿是神话的结束。如果说，南美大陆是一个用谜铺成的大陆，那里——遥远的秘鲁，一定是当之

无愧的谜中之谜。

和着传统安第斯音乐翩然起舞，再到天堂般的太平洋沙滩逐浪，或者登顶“失落之城”——马丘比丘，乘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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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到鸟岛观赏海狮，亦或驾一叶轻舟沿亚马逊河顺流而下⋯⋯美妙的旅程悄然开始！秘鲁，是消遣之地，亦是

膜拜之地，更是喜好探秘者的首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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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地图

最佳的旅游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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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11月至次年3月为雨季，多阵雨（一般超过1000毫米）。山区的特征之一是昼夜温差大，一般中午温度在24

°C左右，夜间则降至-3°C。4月至10月为旱季，白天天气晴朗、夜间寒冷且雨水稀少，是最佳的旅游季节。

                                                 8 / 85



�������

秘鲁：印加文明
  

二、行前准备

   

1、签证

旅游签证，停留期最多90天，签证签发日起6个月有效。

持旅游护照的个人的签证要求

（1）提供秘鲁外交部给秘鲁驻华使馆的D.G.C.电文号。填写完整的申请签证表格1份。彩色2寸照

片2张（别在表格上）。

（2）旅行社递交签证申请时，要有一份由中国的旅行社提供的旅游行程安排计划。并注明该旅行

社的电话和传真号码以及地址。以便使馆对相关的材料进行核实。以及秘鲁的旅行社的邀请信，

地址，电话，传真。申请人的联系电话。

（3）经济能力证明：至少3个月前存入的至少5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开具的存款证明原件。以及无犯

罪公证。

（4）航空公司打印的秘鲁的往返机票订单。

（5）有效期至少有6个月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护照的影印件（不要将自己的护照随便交

给别人）。

（6）办理签证一般需两周。签证费： 270元。（价格会变，仅供参考）。

（7）照会（包括客人名单：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护照号、工作单位、职位、电话；详细

的英文行程:包括航班,酒店,地址,电话,传真,

景点）。注：回国后需要销签：护照原件及秘鲁的出入境章复印件。

（8）以上所有材料必须用英文或西班牙文填写或出具。

（9）若申请人为未成年人，并由父母以外的人陪同旅行，需要其父母授予的委托书并由中国外交

部和秘鲁使馆认证。

（10）因签证政策灵活性较大，申请签证前，应详细了解有关规定和手续，以节省办理时间。具

体事宜可咨询秘鲁驻华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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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国际旅行社可代办签证。北京联系电话：010- 85227613、85227614、85227601。

（12）秘鲁驻华大使馆办公处地址：北京三里屯外交人员办公楼1-91，电话：（8610）

532-3477，6532-2913， 6532-3719。，传真：6532-2178。

E-mail: lpekin@public.bta.net.cn 。主页: www.embperu.cn.net 

秘鲁驻上海总领馆：电话：（021）5298-5900。传真：（021）5298-5905

E-mail: conperu@conpersh.com

秘鲁驻香港总领馆：电话：（00852）2868-2930

E-mail: peruhkmo@netvigator.com

秘鲁驻台湾商务办事处.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333号24F2411室。

旅人提示：

持旅游签证者不能从事有收入的活动，不能更改身份。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以秘鲁驻华使领馆要求为准。

   

2、货币及兑换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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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的官方货币是新索尔（货币符号为S/.），可被划分为100分。目前流通的新索尔硬币面值为5

分、10分、20分、50分和1索尔、2索尔、5索尔；纸币的面额分别为10新索尔、20新索尔、50新索

尔、100新索尔和200新索尔。

在一些当地的企业、餐馆和加油站根据当日汇率可以使用美元。1人民币 = 0.43

秘鲁新索尔。在酒店、银行和授权的交易所可以兑换外币（美元和欧元）。

旅行支票

在秘鲁，旅行支票使用不普遍。在银行兑换旅行支票有时还会遇到麻烦。兑换的手续费最少在2-5

%。

自动提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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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各大城市都有自动提款机，每次可提取相当于300美元的新索尔，可使用Cirrus、Visa electron

和 plus 信用卡。

旅人提示：

如果去秘鲁旅行，要事先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和欧元，人民币兑在秘鲁不流通。

秘鲁各地都有货币交易所，外汇买卖价一般优于银行公布价。

请不要和街上的个人外币兑换者兑换外汇，以免上当受骗。

外汇兑换信息网址：www.bloomberg.com。

   

3、物品准备

根据您旅游时的季节和目的地，建议您带上暖和的衣服、舒服的裤子、棉衬衣、徒步靴、网球鞋

、防晒霜和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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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用品如牙膏、牙刷、拖鞋等，需个人携带（旅馆不提供）。

随身携带预防接种证明（黄皮本）。如从秘鲁前往巴西，需持有效接种黄热病疫苗证明书。

   

4、电源

220伏特。大多数四星级和五星级酒店有110伏特的电源插座。

   

5、入境须知

旅客入境需要填写入境卡和行李报关单。入境卡分上下两联，主要填写内容，上联: 姓名、出生国

、国籍、居住国、护照类别及号码、出生日期、性别、婚况、职业、乘坐的航空公司和航班号、

旅行目的。下联：姓名、出生日期、国籍、护照类别及号码。入境时，上联交海关，下联由海关

签署盖章后订在旅客的护照页上。该联的背面印有注意事项，外国人在秘停留时间不得超过签证

的规定期限，未经移民局的批准不得在秘鲁从事赢利性的活动。如果旅客需要申办延长逗留期也

凭此联到移民当局办理。旅客离境时将此联交回海关。

行李报关单主要填写内容：a、护照号码、国籍、姓名、职业、住址、在秘的地址、来自国家、乘

坐的航空公司和航班号、抵达日期。b、是否携带农产品如种子、蔬菜、水果以及肉类制品等。临

时携带入境的行李需要详细填写物品名称、品牌、价值。

海关

对农产品、肉类制品、文化艺术品出入境实施管制。需要申报并出示有关部门的检疫证明和许可

证。如有隐瞒不报，视为非法并给予处罚。

旅客可携带的个人免税用品：

1）旅行者自用的适量化妆品。

2）个人用品和装饰品。

3）1个吹风机或便携梳发器。

4）1台电动剃须刀。

5）1台照相机和5卷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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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台非专业性摄影机或录像机，5盒胶片或录像带。

7）录音带、光盘或录像带，总数10盘以内。

8）5盘录像带。

9）1台便携式电子计算器。

10）个人用药品。

11）书籍和杂志。

12）20盒香烟，或50支雪茄和200克烟丝或烟叶。

13）3公升烈性饮料。

14）价值300美元以内的个人用品和礼品，物品不能用于商业用途，每件价值不能超过100美元。

15）1台便携式电子、电动或机械打字机。

16）1件管弦或吹奏乐器。

17）1台收音机、或收录机、录音机，或磁带、光盘播放器，或便携式，直流电源收录组合机。

18）个人行李箱、包。

19）已经申报的，处境时带出的物品。

20）1只宠物类驯养动物，需符合卫生检疫规定，随身携带。

21）1台便携式、直流电源、随身携带的计算机。

旅人提示：

18岁以下游客禁止携带香烟和烈性饮料。

携带超值或非免税类物品入境，价值不超过1000美元，经确认为非商业用途，征收20%的海关税

，超过1000美元，征收全额海关税。未申报或被海关发现的超值或非免税物品将由海关予以行政

没收。

经申报可以临时携带入境的物品包括：

1）与游客活动相符的用具和设备。

2）用于文艺演出、科研、文化、体育和教育活动的物品。

3）探险旅游所用的物资和设备。

携带以上物品入境须缴纳物品价值25%的押金。

离境机场税：国际航班30.25美元/人、国内航班6.05美元/人，必须在机场现金支付。24小时以内过

境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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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游客入境时及时申报、如实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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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秘鲁最棒体验

   

1、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探访天空之城马丘比丘 

(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20世纪初，传说在秘鲁安第斯山脉的崇山峻岭中有座神秘古城。西班牙人在长达300多年的殖民统

治期间对它一无所知，秘鲁独立后100年里也无人涉足。在400年的时光中，只有翱翔的山鹰目睹

古城的雄姿。这就是秘鲁人引以为傲的——马丘比丘印加古城遗迹。

这里留给世人太多不解之谜，马丘比丘坐落在崇山峻岭之上，遗址上这些巨石是如何运送上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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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马丘比丘曾经究竟是做什么用途的，是城池还是祭祀场所？遗址中所遗留下来的遗迹又有什

么特殊意义呢？目前都没有确实的学术论证。印记文明习惯于口口相传，由于殖民者的杀戮，随

着人的消亡从而使历史不复记录，就使马丘比丘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

   

2、在鸟岛天堂 看鸟儿们画出最美弧线

(图片由网友 @小虫在路上 提供)

在皮斯科的鸟岛上栖息着成千上万只不同种类的海鸟。它们在岛上和谐相处，世代繁衍。这里是

它们的天堂，无拘无束、自由翱翔，当鸟儿们展翅于天际，总可以留下最美的弧线，就像舞姿优

雅的舞者。据说飞翔的海鸟随时会“扔”下鸟粪，接到鸟粪的人当年就会走桃花运。

   

3、探秘的的喀喀湖 美丽而神奇的秘鲁浮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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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踏上秘鲁的的喀喀湖上的浮岛，你会感觉天是那样近。脚下松软的芦苇蒲，不时发出“吱吱”声

，诉说着在此繁衍生息几百年的乌鲁斯人的故事。湖面波光粼粼，穿着五颜六色民族服装的土著

，是岛上最鲜活的景物。在岛上可以了解乌鲁斯人的生活环境、生活的各种习俗以及他们依赖芦

苇就可以生存的途径。热情好客的乌鲁斯人也会向游客讲述他们祖先的故事和出售一些工艺品。

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你仍会被他们质朴笑容和这里浓浓的原生态氛围所感染。

来浮岛参观，一定不能错过芦苇草船的制作过程。据说草船编织技术世代都通过口耳相传。因为

“的的喀喀”在土著语中是“豹”的意思，所以船头多扎成豹子头模样。

   

4、利马“荟萃”美食节 尽享秘鲁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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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在美食节上，人们能品味到秘鲁北部通贝斯海岸的海鲜与南部塔克纳海岸的海鲜是如何不同，能

从五彩缤纷的水果上嗅到亚马孙热带雨林的气息，能品尝到最地道的利马人才能找到的街头小吃

，还有机会一睹秘鲁名厨亲自烹饪美食⋯⋯

美食节的影响逐年增大，许多欧洲、拉美国家的厨师也特意前来参加，除了秘鲁特色美味外，还

可以品尝到其它国家的特色美食，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饕餮美食之旅。

旅人提示：

时间：每年9月初

地点：利马展览公园

   

5、远离城市喧嚣 住在雨林体会静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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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在雨林里，没有城市的喧嚣与浮华，周围的环境除了大自然了还是大自然，当暮色降临，唯一带

来光亮的是煤油灯那跳动的光影，一切都是平静安详的。没有了各种外界的打扰，整个人都可以

放慢一个节奏，享受一下这久违的静谧时光。

旅人提示：

在巴西也可以看亚马逊河，但是商业化程度比秘鲁要高很多，所以要看原汁原味的亚马逊 雨林还

是要在秘鲁看。在秘鲁领馆给的小册子里，有两处亚马逊雨林的景点：马努国家公园和伊基托斯

。但伊基托斯要比马努国家公园有名的多。

在雨林中还有很多的相关活动，但是这些活动最好都要在向导的陪同之下进行。

亚马逊雨林里的木屋有些有独立卫生间，有些是公用卫生间，要看清楚，但是一概都没有热水，

只能中午趁热洗澡，建议行程不要定得太长。生态亚马逊木屋有独立卫生间，但没有热水。

去亚马逊旅游要买好蚊不叮，尽量穿长衣长裤，不要穿拖鞋出门，而且要带好手电，因为木屋都

是自己发电，所以供电的时间有限，手电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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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6、乘着飞机 俯瞰世界之谜纳斯卡地画

(图片由网友 @叹花凉 提供)

纳斯卡地画(Nazca Lines) 位于秘鲁南部的纳斯卡地区，至今已经存在了2000年。地画构成的画面像

活着的动物、植物，像抽象的图画，还有数公里长的几何图形。没有人可以准确的说出它究竟是

有什么样的意义？究竟是怎么样形成的？甚至有人说这是外星人来过的证据。这些似乎已经不再

那么重要了，当你乘坐飞机，在天空俯瞰它的全貌时，留给你的只有深深的震撼。

旅人提示：

纳斯卡地画要坐小飞机（5-7人）观看，飞行时间35分钟，相当于坐35分钟的过山车，建议晕车的

人或者坐3趟过山车就吃不下饭的人轻易不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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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7、漫步在库斯科 穿梭在两个不同世界

欧洲氛围的广场与古印加墙的街道(图片由网友 @忆落天边 提供)

库斯科是古印加帝国的首都，古老的印加文明深深的烙印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西班牙殖民者所

带来的殖民文化又无可避免的影响着这座城市。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在一起，它们有冲突，也有

融合，经过几百年的不断磨合，逐渐演绎成今天这座城市的独特风景。行于这座古老城镇我们似

乎产生了错觉，好像在不同的世界中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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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趣！秘鲁国宝级特产 色彩缤纷的可爱土豆

(图片由网友 @叹花凉 提供)

土豆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它不就是圆圆的、灰溜溜的吗？而秘鲁的土豆，它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有白色、红色、蓝色、紫色，还有带斑点的粉红色⋯⋯而且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有长条形，

葫芦形、元宝形，还有猴头形、拐棍形等等。秘鲁人称其为“土生九土豆，九土豆各不同”。因

为这些土豆长得太有个性，人们还为它们起了不少昵称，什么“老骨头”、“红脸皮”、“黑猫

子”，“黄鱼儿”，甚至还有“巧媳妇哭”、“傻孩子笑”这种怪名。有趣吧，要是不到秘鲁你

一定不会看到这么惹人爱的土豆们。

   

9、与可爱的羊驼留一张温馨的照片做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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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秘鲁拥有约13万只驼羊（网上多称呼它草泥马），是世界驼羊总数的一半。这种脖子长长、眼睛

大大、绒毛光亮、像羊又像骆驼的动物，被誉为“安第斯山脉上走动的黄金”，更是秘鲁的国宝

。它那可爱的样子会让你有抑制不住要摸摸它的冲动，跟它合张影吧，为自己的旅途又留下有一

份温馨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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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四、秘鲁景点

秘鲁景点

（查看原图：http://1.pic.lvren.cn/p/2011_10_21/2011_10_21_614068_jnfcxd.jpg）

   

1、利马（Lima）——国王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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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利马是秘鲁的首都，同时是最大的港口。位于秘鲁西部的利马濒临太平洋，终年少雨，是世界有

名的“无雨城”。在大部分殖民地时期，利马始终是南美洲最重要的政治和商业权力中心。这辉

煌的过去反映在殖民地时期的建筑上，这些建筑也为利马赢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

文化遗产”的美名。

利马市区范围很大，旧市区在西北边，距离机场最近，古迹建筑均集中在此。新市区在东南边，

新的旅馆、银行、商业中心都集中于此，所以是比较好的住宅区域。

1）武器广场（Plaza de Ar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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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利马市政大厦(图片由网友 @叹花凉 提供)

位于利马的中心，又叫中心广场（Plaza Mayor）。广场中央的铜喷泉建于1650年。广场四周有总

统府、利马市政大厦、大教堂等。利马老城的建筑仍保持西班牙的建筑艺术风格特色。

广场是庆祝重要节日的活动场所。

2）皇家费利佩城堡 (Fortaleza del Real Fel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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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图片由网友 @叹花凉 提供)

以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修筑的最大、最坚固的城堡著称，为典型的16世纪中叶欧洲城堡建筑风格

，是西班牙王室建筑的最完整最有意义的军事防御工程之一，位于卡亚俄海岸，守卫着整个卡亚

俄港，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城堡呈不等边五角形，每边上建有碉堡，分别命名为“国王”、“王后”、“圣费里佩”、“圣

卡洛斯”和“圣何塞”，每个碉堡上有仓库，用于储藏火药。

3）帕恰卡马克遗址 （Pachacamac）

遗址位于利马以南20余公里处的“鲁林谷地”，在秘鲁古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于公元前200

年左右兴起，15世纪达到鼎盛时期，1533年被入侵的西班牙殖民者毁坏。它原为前印加时期土著

人的土地神庙，后被印加王国征服，成为秘鲁中部海岸最著名的神庙，以庄严、肃穆、雄伟而著

称。

4）国家博物馆 (Museo de la Naci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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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国家博物馆位于利马圣博尔哈区。大楼共九层，是一座造型和内结构颇具特色的建筑物。建成于1

976年，最初为渔业部办公楼。渔业部迁出后成为国家银行大楼。1988年3月14日，根据秘鲁共和

国关于建国家博物馆的最高法令，将此楼作为国家博物馆馆址。1990年2月19日开馆，同年3月1日

向公众开放，是探索秘鲁无数古代文明的最佳地方，是最重要的文化场所之一。

门票：成人/学生2/1美元；特殊展览3.3美元

开放时间：周二至日9:00-18:00

交通：在米拉弗洛雷斯去的Ovalo沿Arequipa街向北五条街，乘坐沿Angamos

Este街向东开的小公共汽车（30美分）可到达。

5）黄金博物馆(Museo Oro del P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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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中展出的黄金饰品(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秘鲁黄金制品和世界兵器博物馆，简称黄金博物馆，位于利马市蒙特利科区，创建于1966年，是

一家私人收藏博物馆。该馆展品以农艺学家、金融家、外交家米格尔�穆希卡�加略家族收集的

文物为主。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展示的是十六世纪以来的世界各国兵器，其中包括拉美独立战

争英雄使用过的佩刀，拿破仑用过的兵器，中国古代刀剑，以及各国军服、铠甲、马具等，做工

精良，造型优美。第二部分收藏的是从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五世纪期间秘鲁出土的各种金、银制

品、木乃伊、服饰、雕刻、陶制品，对了解秘鲁历史上著名的莫奇卡、奇穆和纳斯卡文化以及秘

鲁古代土著居民的习俗、生活颇有帮助，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门票：30索尔，约合人民币70元

地址：Alonso de Molina 1100, Monterrico,Surco，Lima 33, Peru。

电话：0051-345 1292

开放时间：11:30-19:00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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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馆收藏有毛主席赠送的手杖式佩剑。1995年10月，李鹏总理参观该馆，题词“灿烂的文化遗产

，收藏家的劳动结晶”，并赠送“马踏飞燕”文物复制品一件。2000年5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

参观该馆，题词“秘鲁文化的瑰宝，印加文明的骄傲”，并赠送古钱币一套。

6）利马大教堂 （La Ctedral de Lima） 

(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利马大教堂建于1625年，典型的西班牙巴洛克建筑艺术风格，设计者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建筑

学家弗朗西斯科�贝塞拉。

现存建筑是1904年大地震后的建筑，是巴洛克、哥特、罗马式建筑的混和体，引起颇大争议。

门票：成人/儿童 1.4/1美元

开放时间：周二至日9:00-16:30，周六10:00-16:30

7）圣弗朗西斯科大教堂（San Francisco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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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因其地下墓穴和出色的图书馆而闻名，馆内藏有数以千计的古老经文，有些可以追溯到西班牙统

治时期。教堂本身是利马保存最完好的早期殖民教堂之一，大部分已经恢复成最初受莫尔人影响

的巴洛克式风格。地下墓穴里估计埋葬了7万人，胆小的人可能对这个堆满尸骨的地方心生怯意。

门票：成人/学生 1.4/075美元

开放时间：9:45-18:00

地址：Lampa与Ancash交叉口

   

2、皮斯科（Pisco）——鸟岛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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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皮斯科与本地的一种白兰地酒的名字相同，它位于利马以南235公里，是个重要的港口城市。一般

来说，人们把这里作为去鸟岛（Islas Ballestas）和帕拉卡斯半岛（Peninsula de Paracas）观看野生动

物的大本营。此外，这一地区也是历史学和考古学家感兴趣的地方，最发达的前印加文明——从

公元前900年到公元200年期间的帕拉卡斯文明（Paracas

Culture）就在这里行程。19世纪时，这里一直都是秘鲁的革命大本营。

帕拉卡斯自然保护区 （Reserva Nacional de Paracas）

位于利马南部247公里处，在伊卡省境内，距皮斯科城19公里，总面积33万公顷，是秘鲁太平洋海

岸著名的旅游胜地。保护区内最引人入胜的去处是鸟岛(Islas Ballestas)，鸟岛由南岛、北岛和中岛

及6个礁石岛组成。其中北岛最大，面积为64公顷，距海岸11公里。从帕拉卡斯海湾乘游艇一小时

行程。岛屿高处堪称海鸟的天堂，黑白两色的海鸟不尽其数。岛周围水域栖息着许多濒临灭绝的

海洋动物鸟类，主要有：海豹、企鹅、火烈鸟、海龟、海豚等，其中一种企鹅为当地所特有。为

数众多的海豹在浅滩或水中嬉戏的场景颇为壮观,一些胆大的海豹会在游船四周探头探脑，十分逗

人喜爱。岛上大量鸟粪，为优质肥料，是19世纪秘鲁开发的主要自然资源。

据考古学家考证，帕拉卡斯已有5,000年历史。从帕拉卡斯海湾到鸟岛的途中，人们可以看到，在

一个小岛的坡面上有一幅巨大的图案，其形状像蜡烛台，也有些像仙人掌树。有的考古学家认为

这是过去为船只导航用的，也有的认为是外星人刻画的。这个图案是什么年代刻画的，其作用是

什么，至今仍是个难解的谜。

鸟岛（Islas Balles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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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虫在路上 提供)

这些海岛号称“穷人的加拉帕戈斯”，很适合休闲远足。游船大概需要1个半小时。沿途你将看到

著名的三叉大烛台（Candelabra）——那是刻进沙山中的巨大图案，形状像个蜡烛台。在岛四周的

拱门和洞穴巡航大约需要一个小时，能看到趴在岩石上的吵闹的海狮，还可能会见到洪堡企鹅、

智利火烈鸟和海豚。最常见的制造鸟粪的鸟是鸬鹚（Cormorant）、鲣鸟（Booby）和塘鹅（Pelica

n），有上千个群体。

旅人提示：

去鸟岛的旅游船每天早上7点出发（10美金）。小型公共汽车从皮斯科开到帕拉卡斯港口；船上没

有船舱，所以要穿防风防水的衣服。

鸟岛坐船要坐在左侧中间的位置，好照相。如果是在秘鲁的冬天去鸟岛，又赶上阴天的话，只有

穿羽绒服带毛帽子才不会感觉冷。

从利马到鸟岛，没有飞机可坐，只能开车（单程3个半小时）。背包客和大旅行团去鸟岛，都是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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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汽车去的。利马的长途汽车分给当地人坐的和给游客坐的：当地人坐的那种很便宜，但是小

偷多，一般在车上睡着了相机就没了；专门给游客坐的长途车绝对没小偷，而且也不贵（单程23

美元从利马到纳斯卡地画Nasca，鸟岛是中间一站）。

最豪华的长途车公司叫做南十字星（CRUZ DEL SUR），一般大旅行社都用他家的车。南十字星

都是双层车，据说抢到第二层第一排的位子风景会很好。南十字星的网站有网上支付系统，一样

只接受Verified VISA。

网站上只有来回利马和纳斯卡的价格，没有往返利马到鸟岛的价格，据说这是因为，即使你从鸟

岛上下车，但是座位也是从利马或者纳斯卡就为你空着的，所以你还是得付往返利马和纳斯卡的

价格。也有信息说，如果你到汽车站买票，就能买到只往返利马和鸟岛的价格。

Mystery Peru

经营利马和鸟岛的往返业务，Mystery

Peru的鸟岛一天行是135美元一个人，专车接送，司机全陪，除了不包饭（但包水），其他全包。

除了Email联系外，还可以使用Skype，Skype对Skype打电话是免费的，省国际长途费。老板叫做En

rique Lévano，英文相当地道。

他们家除了亚马逊雨林的项目不做，其他各地的项目都做。如果通过Mystery

Peru订酒店还可以拿到比网上预定的便宜价格。 

网址（英文）：http://www.mysteryperu.com/

   

3、库斯科（Cusco）——印加之都

                                               35 / 85

http://www.mysteryperu.com/


�������

秘鲁：印加文明

俯瞰库斯科(图片由网友 @小虫在路上 提供)

秘鲁南部著名古城，古印加帝国首都，现为库斯科省省会。旅游胜地，以印加古迹闻名。“库斯

科”在克丘亚语中意为“世界的中心”。位于比尔加诺塔河上游，安第斯山高原盆地，海拔3,410

米。居高临下，四周皆崇山峻岭，林木葱郁，气候凉爽，秘鲁人称它为“安第斯山王冠上的明珠

”。库斯科城是灿烂的古印加文化的摇篮。

旅人提示：

参观库斯科周围的很多考古遗址必须购买Boleto

Turistico。一张10天有效的“旅游票”。成人/学生：21/10.5美元。可以在Oficina Ejecutiva del

Comite（简称OFEC；Tel：22-7037；El Sol 103；周一至五8:00-17:30，周六8:00-12:30）、旅行社或

者城外的一些遗址买到票。也可以买一天的boleto，12美元。

1）主教堂（Cathed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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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图片由网友 @小虫在路上 提供)

库斯科的主教堂（Cathedral）是从公元1539年起花了一百多年建成的。这座教堂融会了文艺复兴

风格和巴洛克风格。教堂是建筑坐落在印加Viracocha的宫殿遗址上，并使用了来自萨克萨瓦曼的

石块，历时近100年才建成。是库斯科的殖民时代艺术作品的最杰出宝库。银圣坛对面是华丽的17

世纪雕刻唱诗班席。

门票：成人/学生 4.75/2.3美元

宗教套票：成人/学生 10/5.35美元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18:00；周日14:00-18:00

2）耶稣会教堂（Church of la Compa�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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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图片由网友 @小虫在路上 提供)

被公认是殖民地巴洛克建筑风格的代表。

这个教堂的建立，还有一段有意思的历史呢。

1560年Cuzco的主教堂建立，1576年，就在主教堂的隔壁，耶稣会还是建立他们的教堂，相比于相

对朴素的文艺复兴风格主教堂，财力雄厚的耶稣会建立了一座精雕细刻的巴洛克教堂。

在施工的时候，就可以看出，这个教堂简直要压倒主教堂了，库斯科的主教非常气愤，发生了很

多争论，但是耶稣会不让步，最后克斯科主教告状到罗马教皇那里，由教皇保罗三世做出裁决，

一个城市里面别的教堂，不能和主教堂争艳。

当教皇的指令转达到南美洲的时候，这个教堂已经几乎竣工了。

3）印加墙（Incaw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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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图片由网友 @小虫在路上 提供)

它曾是国王宫殿的一部分。从武器广场沿着凯旋教堂旁边的街道走到石墙街（Hatunrumiyoc）就

会看到。整座石墙由一块块切割平整的巨石，如同拼图一般堆栈起来。巨大的花岗石及石灰石堆

栈而成的造石墙技术，石块切割各有其不同角度及方式，看似没有规则可循，但却经过缜密的计

算，反到比切割工整之石墙还要来得坚固，历经两次大地震之后依旧屹立不摇。各个巨石以不同

形状紧密镶嵌，其中以12角石最为著名。

4）太阳神殿（Qorikan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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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图片由网友 @叹花凉 提供)

这座印加遗址构成了殖民时代的圣多明戈教堂（lglesia de Sant Domingo）的地基。和那些殖民时代

建筑比起来，印加石墙在库斯科历时上发生的重大地震几乎毫发未损，顶多有条细细的裂纹。遗

址看上去相当怪异，顶部是用玻璃和金属制成的现代化保护屋顶。

在印加时期，太阳神殿（在盖丘亚语中的意思是“黄金庭院”）确实覆盖着黄金。它不仅仅用于

宗教仪式，还是个天文台，牧师可以从神殿观察出大的天文活动。今天，这座印加帝国历史上最

富有的庙宇只剩下了那些结实的石墙——西班牙征服者们将其余的东西全部都掠走了。虽然如此

，这里仍然令人着迷，里面的说明文字做得的非常好，很有帮助。

5）萨克塞华曼（SacayHu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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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图片由网友 @叹花凉 提供)

印加古都库斯科城外两公里的高山上，雄踞着一座印加古堡，就是萨克塞华曼，本地语意思，就

是山鹰，所以这里也叫山鹰城堡。不过大多数旅行者是通过“sexy

woman”（性感的女人）这个类似的发音记住这个名字的。

尽管萨克塞华曼看起来很巨大，但是现在人们看到的样子只是它原来规模的20%，在被西班牙征

服不久，西班牙人就拆掉了围墙，把石头用来建造他们在库斯科的房子。

6）肯科（Q'enqo）

距离萨克塞华曼2公里。这座迷人的小废墟的名字含义是“Z字形”。它是一块天然的大型石灰岩

，上面打了很多壁龛、台阶和特别的象征性的雕刻，还有可能在过去宗教仪式中运献祭用的Chich

a（吉开酒）或者是血使用的通道。爬上大石头的顶部，你会发现一块用于祭祀的平坦区域，还刻

有动物图案。回到下面，接着去探索神秘的地下洞穴，里面还有嵌进岩石的祭坛。

7）圣谷（The Sacred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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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图片由网友 @叹花凉 提供)

乌鲁班巴河的Valle Sagrado峡谷在库斯科以北15公里处。这里最吸引人的通常是高高的印加城堡皮

萨克和Ollantaytambo，但峡谷也有很多更安静的印加遗址，还有热闹的集市和高海拔安第斯村庄

。可以在彼得�弗罗斯特的作品《探索库斯科》的帮助下研究牧歌般的乡村。

8）马丘比丘 （Machu Pic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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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图片由网友 @小虫在路上 提供)

秘鲁南部古印加帝国的古城废墟，是秘鲁最著名的游览胜地，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类

文化遗产。“马丘皮丘”在印加语中意为“古老的山巅”。位于古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城西北112

公里的高原上，四周崇山峻岭环抱。

古城街道狭窄，但排列整齐有序。宫殿、寺院与平台宏伟壮观，还有作坊、堡垒等，它们多用巨

石砌成，大小石块对缝严密，甚至连一片刀片都插不进去。巍峨的金字塔上有由处女管理的太阳

神庙。有些贵族住宅的墙壁上遗留有呈长方形或三角形的窗户；台阶倚山铺砌，高广、整齐；还

有石砌蓄水池，引山泉流入供饮用。这里发掘出的日晷，显示了古印加帝国高度的文化水平。考

古学家还在这里发掘出成千具印加人的残骸和头盖骨，每具男性遗骸周围呈辐射状埋葬着10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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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性遗骸。废墟石壁上刻有许多尚未为人知的符号和标记。 

马丘比丘游览图

（原图请查看：http://1.pic.lvren.cn/p/2011_10_20/2011_10_20_613748_fuq5c1.jpg）

去马丘比丘的道路

一共只有3条。要去马丘比丘（2400米），就一定要先到3416米海拔的山城库斯科（Cusco），因

为这3条去马丘比丘的路都是从库斯科开始的。

第一条，远足加露营，走印加古道，2-4天到；

第二条，坐火车，要么从库斯科直接坐火车4小时到，要么从库斯科先打出租2小时到OLLANTAY

TAMBO，再从OLLANTAYTAMBO坐火车1个半小时到；

第三条，沿着铁轨走，从库斯科先搭公交车2个半小时到OLLANTAYTAMBO，再从OLLANTAYT

AMBO沿铁轨走9小时到。

旅人提示：

从库斯科直接去马丘比丘的火车票一般提前几个月就已经买没有了，所要一定要提前预定，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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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就要选择第三条线路了。

火车票的具体介绍可看这个页面（英文）：

http://www.perutreks.com/machu-picchu-by-train-1-day.html

虽然马丘皮丘山脚也有可以住宿的酒店，但是价格非常贵。

马丘比丘Machu Picchu（Old Mountain）后面有两座山也可以俯瞰马丘比丘，高的叫Wayna

Picchu（Young Mountain），矮的叫Huchi Picchu（Baby Mountain）。每天攀登这两座山的人不能

超过400人（同一入口，矮的20分钟登顶，高的1小时登顶）：早上7-8点放200人进去，10-11点再

放200人进去。抢到前400人名额的方法有两种：一，早上5点之前在铁桥等着，铁桥5点整开门，

赶紧往山上遗址跑（最快也得跑45分钟）；二，早上4点钟在温泉镇汽车站排队，坐首班车上山（

5点半发车，20分钟到遗址）。到了马丘比丘遗址入口，赶紧排队（6点开门），会有人来问你想

几点钟开始爬（你可以选前200人那拨，或者后200人那拨）。如果实在没有抢到票，可以到那两

座山的入口处排队坐等，如果有些人拿了票但是没去你就有机会了。如果不打算爬山，那么可以

在Guard House拍摄马丘比丘的全景。

马丘比丘进门左转的屋子里可以拿地图，还可以给护照和明信片盖纪念章。马丘比丘里面没有厕

所，但是入口外有收费厕所，注意保留好门票方便当天出入。

马丘比丘早上9点之前，下午3点之后，人少好照相。5点关门，6点天黑清场。

   

4、普诺（Puno）——“高原明珠”的的喀喀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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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普诺街头身穿传统服装的妇女(图片由网友 @忆落天边 提供)

普诺是一个袖珍的美丽小城，没有宽大的马路，均是小街巷道。普诺最有特色的是中心广场和步

行街，还有城外山头上的耶稣竖像观景台。中心广场跟其他南美城市近似，显眼的位置是岁月斑

驳的老教堂，空旷的石砌场地，还有花园，但普诺的中心广场就显得小巧精致一些。步行街聚满

了小饭馆，小商店，成了普诺特有的温馨的夜生活中心。在城外高地上的耶稣像观景台，可以居

高远眺的的喀喀湖，而普诺小城的容貌皆在目下。

的的喀喀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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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图片由网友 @忆落天边 提供)

的的喀喀湖位于玻利维亚和秘鲁两国交界的科亚奥高原上，被称为“高原明珠”。 海拔高而不冻

，处于内陆而不咸。的的喀喀湖海拔3812米，面积有8330平方公里，水深平均100米，最深处可达

256米。湖水呈淡绿色，清澈见底。湖泊的3/5在玻利维亚境内，2/5在秘鲁境内。湖岸蜿蜒曲折，

形成许多半岛和港湾，湖畔水草丰美，湖中鱼虾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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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的的喀喀湖地图

的的喀喀湖是南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印第安人称之为“圣湖”。关于的的喀喀湖名

字来源，传说中水神之女伊喀喀与贫民青年渔民迪托相恋，结局是这段美丽的爱情被水神阻挠并

溺毙迪托，伊喀喀伤心而亡。伊喀喀和迪托的故事感动了上天，将迪托的身体化为山，伊喀喀化

成湖泊，从而山水永远相依。后来印第安人为纪念这对年轻恋人，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了湖泊。湖

中有41个岛屿，其中，位于玻利维亚境内的太阳岛、月亮岛点缀湖中，两岛的岩石呈棕、紫二色

，湖光岛色，交相辉映，格外美丽。

的的喀喀湖平均水深100米，最深处达到250米以上。深邃的湖泊水深使湖水绽放出迷幻的幽蓝色

，加之浩瀚的湖面变化非常，时而风平浪静，镜子般的湖面倒映着蓝天白云，时而风起云涌，雪

白的浪花连绵到天际，加之湖泊有众多风光美丽的岛屿，使的的喀喀湖成为一处风光特别诱惑人

的湖泊。

湖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漂浮着的浮动小岛，这些小岛是用当地的香蒲草和芦苇捆扎而成的。香蒲草

堆铺在一起，浮力很大，上面盖起简陋小屋，可以住上几户人家。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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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的的喀喀湖属于高原地带，要充分考虑高原反应的适应，跟前往西藏一样，要有抗高原反应的准

备，包括时间和药物。

1）浮岛 

(图片由网友 @忆落天边 提供)

的的喀喀湖有很多居住着三、五户人家的“浮动小岛”。这些漂来漂去的“小岛”并非陆地，而

是用当地出产的芦苇捆扎而成的。

浮岛上生活的乌鲁斯人（Uros）为了躲避为逃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迁移至此，在日常生

活中发现了芦苇生长的特点和具有很强的漂浮性能，他们就用芦苇编织出大块的栖息地，并在此

生活，一代一代的繁衍。现在，湖上的浮岛有60多个，小的有篮球场那么大，大的竟设有邮局、

小学等公共设施。

2）塔丘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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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塔丘勒岛上的街景(图片由网友 @忆落天边 提供)

塔丘勒是接近湖心的一个著名小岛，约一平方公里面积，却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项目

——盖丘亚族人的生活习俗和传统编织和刺绣。到的的喀喀湖的游客一定不会错过这个世外桃源

，除了盖丘亚人，这里的环境与世隔绝，风光迤逦，土地肥沃，居民自给自足，与世无争，令人

流连。

门票：1.5美元

交通：开往塔丘勒岛的船每天早上7点30分从普诺的码头启航（6美元，3小时）。

旅人提示：

前往时记得带防晒霜和驱蚊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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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印加文明
在普诺的市场买些新鲜的水果带给岛上的居民作为礼物，岛上居民会十分感激。

   

5、伊基托斯（Iquitos）——雨林探险

伊基托斯是座时髦而有些狂躁的雨林城市，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陆路无法到达的城市。亚马逊地

区的商业中心，建城已有120多年的历史。早在本世纪初橡胶热年代，它就是种植园主和世商大贾

挥霍的娱乐之地，一些雕刻壁画的欧式建筑，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风姿。 

雨林旅游(图片由网友 @叹花凉 提供)

这里是我们开始亚马逊雨林探险最合适的出发地，树藤荡秋千、雨林泛舟、漫步百草园、垂钓食

人鱼、观赏奇异动植物、参观亚马逊原住民部落⋯⋯每一项活动都给你带来无比新奇的感受。还

有特色菜式——鳄鱼肉，种类丰富的让你叫不出名字的热带水果。雨林中未知世界的精彩绝对是

你不能错过的体验。

旅人提示：

亚马逊雨林里的木屋有些有独立卫生间，有些是公用卫生间，要看清楚，但是一概都没有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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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中午趁热洗澡，建议行程不要定得太长。生态亚马逊木屋有独立卫生间，但没有热水。

去亚马逊旅游要买好蚊不叮，尽量穿长衣长裤，不要穿拖鞋出门，而且要带好手电，因为木屋都

是自己发电，所以供电的时间有限，手电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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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秘鲁拥有的世界遗产

1、库斯科城（The city of Cuzco） 

(图片由网友 @忆落天边 提供)

198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库斯科在古老的克丘亚语中的意思是“世界之脐”。在印加时期，它连接着所有南美国家，是从

哥伦比亚到阿根廷北部的重要枢纽。数百年后的今天，对于各邻国，甚至整个世界来说，库斯科

依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在其街道、历史中心、教堂、酒吧和咖啡馆里，你不仅可以听到克丘亚

语和西班牙语，还可听到英语、法语、日语和希伯来语等多种语言。他们所有人皆为了体验相同

经历而聚集到一起，去发现了迷人、神奇的“世界之脐”。

2、马丘比丘（Machu Pic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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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忆落天边 提供)

1983年亦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

有关于这个考古遗址的事，我能说出很多；它被隐藏了几个世纪，直到20世纪初期才被发现。一

座大城堡的突然出现对你的想象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种感觉你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其位于安

第斯山脉（Andes）和亚马逊盆地（Amazon Basin）搭界的山脉之间。

3、查文�德�万塔尔神庙（The temple or fortress of Chavin de Huantar）

1985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我可以告诉你，当你穿过那错综复杂的地下画廊时，空气中的风拂过脸颊的时候就像在叹息。查

文及其交错的通道被认为是在美洲最古老的建筑之一。

4、瓦斯卡兰国家公园（Huascaran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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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1985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这里有蓝绿色的湖泊和积雪盖顶的山峰，其属于世界上最高的热带山脉。瓦斯卡兰国家公园是一

个自然的天堂，这里对于探险爱好者来说也是个挑战。其有600多座冰川，近300个湖泊，还有27

座积雪盖顶的山峰（高度皆超过6000多米），比如海拔6768米高的瓦斯卡兰山。

5、昌昌古迹（Ch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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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10大文化遗址之一，1986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昌昌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世上最大的土砖城，其将沙漠中沙子制作成艺术。当一阵强风吹

过古老的奇穆王国时，在昌昌古城墙上的装饰性鸟灵动得就像要飞起来了一般。

6、马努国家公园（Manu National Park）

1987年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马努可谓是生命的盛地，其物种繁多。有超过1000种鸟类，1200多种蝴蝶，20000多种植物和无数

爬行动物、昆虫和两栖动物。

旅人提示：

马努国家公园是世界上物种最丰富的保护区，分3个区：Intangible

Zone除了零星的科研人员，其他人是不能进入的；Reserved

Zone是可以旅游的，但是限制人数，如果想去这里，可以联系马努木屋（Manu

Lodge）http://www.manuperu.com/；Cultural

Zone可以旅游而且不限人数，这里比较有名的木屋是马努野生动物中心（Manu Wildlife Center） 

http://www.manuexpeditions.com/。

7、利马历史中心（Lima's Historical Centre）

1991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利马集色彩、纹理和音效于一身。它是最卓越的国际都市。在殖民时期的露台、老房子和带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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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堂可以闻到街边飘来的阵阵油炸anticuchos和picarones果汁软糖的香味。

8、里奥阿比塞奥国家公园（Rio Abiseo National Park）

1990年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因里奥阿比塞奥国家公园的地理位置且其内考古遗址相对比较脆弱，自1996年开始就停止对游客

开放。现今秘鲁和国外的科学家继续研究园内的动植物群以及前印加文化的遗留物。

9、纳斯卡巨画（Nazca Lines）和南美洲大草原（Pampas de Juma） 

(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1994年列成为世界遗产。

纳斯卡巨画位于另一个天然宝石——帕拉卡斯自然保护区附近，只能从空中看到这些画在秘鲁沙

漠上的各种动物的线条和图案；因人们不知其是个日历还是一种与外太空的交流方式，所以数十

年来它们一直是个谜。

10、阿雷基帕历史中心（Arequipa's Historical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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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叹花凉 提供)

2000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阿雷基帕城的确是证明秘鲁文化如何不断发展的最佳典型。整个城市的房屋及教堂都是用白色的

未固结的火山凝灰岩建造而成的，因此被称为白色城市。阿雷基帕城是一个洋溢着热情和充满了

矛盾的城市，在这里有热罗科托辣椒和华丽的秃鹫，只有在它飞过世界上最深的大峡谷之一——

科尔卡峡谷的时候才可以看到这种秃鹫。

11、卡拉尔（Caral）

卡拉尔是山谷中已确定的18个殖民地之一，其占地约65公顷。这个城市的亮点是其建筑群，比如

大金字塔（Great Pyramid）、圆形露天剧场（Amphitheater Pyramid）和精英住宅小区（Residential

Quarters of the Elite）。强而有力的风从这座最古老的美洲城市——卡拉尔的沙滩上刮过。据说古

代居民试图在重制他们的长笛，这是一种生命的力量。最初的32只笛子是在卡拉尔出土的，由秃

鹫和鹈鹕的骨头制成；这是在卡拉尔考古遗址最令人惊喜的发现之一。2001年，为了再现笛子的

每一个音符，使其听起来和公元前3000年时古代居民所听到声音一样，研究人员为卡拉尔长笛举

                                               58 / 8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637&do=album&picid=24393


�������

秘鲁：印加文明
行了太古音乐学研究交流会（Archaeo-Musicological Research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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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秘鲁交通

   

1、如何到达秘鲁

飞机

从世界各大城市可直飞或转机前往利马的豪尔赫查韦斯国际机场（Jorge Chavez  International

Airport）。

秘鲁与中国没有直达航线，到秘鲁旅游航线须经西班牙马德里、荷兰阿姆斯特丹或纽约、洛杉矶

、迈阿米、多伦多等地中转。通往国际机场的主要交通方式是搭乘出租车或旅游包车。

秘鲁LAN PERU 和 TACA 公司飞国内航线声誉较好。

旅人提示：

到秘鲁的航空交通属于世界上最漫长的航程之一，需要经其他国家中转，较便利的是经欧洲巴黎

或阿姆斯特丹转机，也可以经由南非、东南亚的国家中转。到南美洲的往返航行等于环绕地球飞

行一周的距离，记得办个航空积分卡，一趟旅行下来可以积分2万公里以上。

秘鲁的国内航班经常误点，所以行程请不要安排的太紧，留出2-3小时的富裕。飞机如果误点，可

跟地勤人员索要免费电话卡联系旅行社。另外，可以带水上飞机，但是不能带刀或者尖锐的金属

。

陆路

从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都有公路抵达秘鲁。

河流

可以在亚马逊河上驾船从哥伦比亚和巴西前往秘鲁的伊基托斯市（Iquitos）。

湖泊

可从玻利维亚的瓜基市（Guaqui）经过的的喀喀湖（Lake

Titicaca）前往秘鲁的普诺（Puno）。从瓜基经公路进入秘鲁的Desaguadero。

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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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亚俄港口（Callao，距离利马30分钟）有中途停留的船。其他港口：北部：Salaverry（特鲁希

略）和Chimbote（安卡什）；南部：San

Martin（伊卡）、Matarani（阿雷基帕）和Ilo（莫克瓜）。

   

2、利马

飞机

利马的豪尔赫�查韦斯国际机场（Tel：517-3100；www.lap.com.pe

）位于Callao。很多航空公司都在机场设有办事处。

旅人提示：

航班时刻和票价经常发生变化。最好在航空公司办事处（或有信誉的旅行社）获取飞行信息、购

买机票和确认航班，而不是在机场柜台办理。

长途汽车

利马没有中央长途汽车站。每家汽车公司都有自己的办事处和车站，很多都集中在La

Victoria区的Javier Prado Este街周围。另外一些位于利马中心区，即Av Grau街以北、Plaza

Grau广场以东几条街；以及28 de Julio街以南，Paseo de la Republca公路的同一侧。

Cruz del Sur

是家可靠的公司，但是加其他公司，提供的服务及线路较少。

Ormeno

覆盖广泛，服务质量也不错，拥有很多的国际航线。

公共汽车

利马本地的公共汽车（也叫combis或micro）异常便宜（30美分）。从挡风玻璃上的卡片可以辨认

出目的地，可以在路边拦车，也可以在任何地方下车。沿Arequipa街行驶，连接中心区和米拉弗

洛雷斯区的路线是最常用的：开往米拉弗洛雷斯区时车上标着“Todo

Arequipa”和“Larco/Schell/Miraflores”，而从米拉弗洛雷斯区开往中心区的车上则标着“Todo Ar

equipa”和“Wilson/Tacna”。标有73A的绿色公共汽车从市中心经由米拉弗洛雷斯区开往巴兰库

区（50美分），在市区沿Tacna街和卡尔乔法�德�拉�维加街（Garcilaso de la

Vega）、在米拉弗洛雷斯区沿Arequipa街和Jose Larco街行驶，车速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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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

出租车没有计价器，所以要在上车之前谈好价钱。短距离1.50美元起，天黑后要贵一些。利马的

大多数出租车都是正规的。官方注册的出租车通常更安全，但是收费要高出50%。你可以打电话

叫车，另外在出租车站，比如在米拉弗洛雷斯区的LarcoMar购物中心，可以乘坐等候在那里的出

租车。Molo Taxi（tel：479-0030）。Taxi Miraflores（tel：446-3953）和Taxi

Movil（tel：422-6890）都市24小时服务，而且接受预约。

   

3、库斯科

飞机

库斯科机场距离市中心东南2公里（Tel：22-2611）。航班可能超出预定量，所以机票一定要多次

确认。淡季很多航班被取消或者合并在一块儿，早的航班取消的可能性小一些。

频繁的colectivo车沿El

sol街一直开往到机场外（30美分）。乘坐出租车到底/离开市中心需要2.7-3.6美元。

长途汽车

长途汽车站位于市中心东南2公里处（乘出租车1美元），所有大型汽车公司都在这里。

火车

火车票在万查科火车站（Estacion

Huanchac）购买。登录www.perurail.com查看最新的火车时刻表、票价和预定信息。

万查科火车站

地址：El Sol街的东南端

电话：23-8722

工作时间：周一至五8：00-16：30；周六、日8：00-12：00

去马丘比丘而乘坐开往Ollantaytambo和阿瓜斯卡连特斯（Aguas

Calientes）的火车从圣佩德罗火车站（Tel：22-1992）出发，车站位于中央市场附近。

参考价格：一等观景列车（Vistadome）的往返/单程票价为113/66美元，背包客列车的价格为73/46

美元。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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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赶上火车，可以赶到Poroy的火车站（坐出租车去5美元），可以追上火车。

公共汽车和Colectivo

白天有小公共开往皮萨克和乌鲁班巴，从Garcilaso街以南的Tllumayo街处发。Micro和快速的Coleci

tivo经由开往乌鲁班巴，白天从Grau街的第300街区（靠近Puente

Grau）发车。如果要去Ollantaytambo，可以在乌鲁班巴换车。

出租车

城镇周围乘坐出租车基本上是1美元。（出租车叫车电话：22-2222）

   

4、皮斯科

皮斯科位于泛美公路以西6公里处。白天每小时从市场粗放的colectivo出租车和小客车可前往San

Clemente岔路处（30美分，10分钟），在那里就可以拦到海岸长途公共汽车。

Ormen（San Francisco 259，Tel：53-2764）在武器广场附近有个到处拉生意的汽车站。每天有车前

往利马（5-10美元，4小时）和其他很多海岸目的地，包括伊卡、纳斯卡和塔克纳。有些车可以直

达，而有些需要在公路上换车。

前往帕拉卡斯得combis（小公共汽车）从市场附近离开，白天大概每半小时一班（60美分，30分

钟）。乘出租车去帕拉卡斯需要3美元左右。

   

5、普诺

飞机

最近的飞机场位于胡利亚卡，航空公司Lan（Tel：36-7227；Tacna 299）在普诺设有办事处。

公共汽车

Terminal Terrestre车站（Tel:36-4733 ；Primero de Mayo 703），这里有前往利马（11-45美元，19小

时）、阿雷基帕河经胡利亚卡到库斯科的长途直达车。

Inka Express（Tel：36-5654；Tacna

314-B）经营前往库斯科的豪华全景车窗汽车游，每天早上出发，25美元，包括饮料喝英语向导。

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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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短途乘坐出租车需要1美元。Mototaxi（摩托出租车）要便宜一些，要谈好价格，不是每次

乘坐，而是每人乘坐的。

火车

每天早上8点，火车从普诺火车站（Tel：36-9179；La Torre 224）出发，不过经常晚点或者干脆取

消。参考价格到库斯科的一等车厢/背包客票价是119/17美元。

   

6、伊基托斯

伊基托斯机场位于城镇以南7公里处。包机几乎可以前往亚马逊地区的任何地方（每小时300美元

）。

乘出去车去机场需要3美元，乘motocarro需要2美元。前往包括机场在内的附近目的地的公共汽车

和卡车从Plaza 28 de Julio广场出发。在城镇附近乘坐motocarro需70美分。

JB Moto Rental（每小时2.5美元）出租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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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秘鲁美食

秘鲁美食

秘鲁菜肴大体可分为两大系：以利马为代表的沿海区以辣味为主，主料是鱼、海味、鸡和马铃薯

，做法多为凉拌、清蒸和烧烤；以库斯科为代表的山区菜以甜味为主，主料是牛、羊肉和马铃薯

，以炖、烩、煎为主。许多秘鲁人还喜欢吃法国菜和西班牙菜。总的来说，秘鲁人特别喜欢辣椒

和香料。

秘鲁人讲究菜肴香脆，注重菜肴量小、质精，一般不喜太咸，爱甜味。主食爱吃米饭，对面食品

种也喜欢品尝；副食爱吃鱼、虾等海鲜品，喜食牛肉、猪肉、鸡、鸭及蛋类，蔬菜爱吃洋葱、西

红柿、卷心菜、黄瓜、柿子椒等；调料爱用花椒粉、胡椒、鱼粉、味精、柠檬汁等。

因为靠近海边，秘鲁的主要美食都是海鲜，最有名的有辣子鱼片、卤汁海鲜、巴马扇贝和鲜虾拼

盘。当地特色甜食有紫玉米糊、利马鸡蛋点心、牛奶粥和佩帕夫人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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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饮料

饮料方面当地人会向你推荐深色奇恰酒，还有世界著名的皮斯科酸酒，这是一种用皮斯科酒、秘

鲁柠檬和糖制成的鸡尾酒。Inca Cola秘鲁人的国饮，一种黄颜色的汽水，有点菠萝香，味道甜甜

的，没有任何一种饮料能超越它在秘鲁人心目中的地位。

旅人提示：

中餐馆遍布秘鲁大中城市，仅利马就有4000多家，广东菜系为主，较适合中国人口味。对乘车的

司机说“吃饭”，他就会自然把你送到中餐馆的。

一般情况下，当地旅馆会免费向游客提供古柯茶，这是一种用古柯叶泡制的茶水，能有效减轻初

上高原所产生的不适反应，没有副作用，可放心饮用。

   

1、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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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出一些最典型的秘鲁小吃和菜肴

Ceviche erotico 

在柠檬、辣椒和洋葱汁里浸泡各种海鲜、冷食，配以甜玉米和煮熟的山药，据说能壮阳。

Chirimoya

看起来像爬虫的南美番荔枝，里面是甜的，吃起来比它的样子感觉要好多了。

Cuy chactado

烤豚鼠。

Lomo de alpaca

羊驼肉，味道像牛肉，但只含有牛肉的一半脂肪。

Lomo Saltado

剁碎的肉排，和洋葱、西红柿和马铃薯一起炒，配上米饭食用。

Palta a la jardinera

在鳄梨中塞入冷蔬菜和蛋黄酱。

Rocoto rell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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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辣的铃状椒，塞满了肉馅，非常辣！

Sopa a la criolla

稍微有些辣的奶油面条汤，内有牛肉和蔬菜。

   

2、就餐场所推荐

(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1）利马

很多好的餐馆都位于米拉弗洛雷斯区。当然，海鲜是本地特色。

便宜的午餐套餐menus在本地餐馆中都有供应。位于武器广场东南的唐人街（Barrio

Chino）是亚洲餐馆的聚集地。

Queirolo

这是一家气氛不错的老餐馆，晚餐套餐很受欢迎，也是利马人畅饮的地方。

参考价格：主菜3-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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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vicheria La Choza Nautica

这家广受欢迎的cevicheria（酸橘汁腌鱼餐馆）有高质量的海鲜食品。

参考价格：主菜6-10美元

Bircher Benner

这家前卫的餐馆供应美味的素食盛宴，比如蘑菇腌生海鲜（mushroom ceviche）。

参考价格：主菜3-7美元

La Canta Rana

店名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唱歌的青蛙”，这个低调的地方时家非常棒的cevicheria，供应各种海鲜

。分量虽小，但环境宜人。

参考价格：主菜7-10美元

2）皮斯科

很少有餐馆早早开门提供早餐的。大多说餐馆和酒吧都聚集在武器广场周围，还有步行街El

bulevar两旁。

Restaurant La Catedral

室内明亮，就好像学校食堂一样，这个受欢迎的地方供应成堆的秘鲁海鲜、炸香蕉等等

参考价格：主菜4.5-6美元

3）库斯科

Muse

这是一个富有艺术气息的咖啡厅，可以在Plaza San Blas广场上享用这里的英式早餐和健康

的沙拉及三明治。

参考价格：主菜0.75-4.2美元

Blueberry Lounge

从东南亚的咖喱到红烧羊驼肉，在这里可以找到世界各地的菜肴。

参考价格：主菜5-8美元

Victor Victoria

简朴的秘鲁餐馆，还有法国菜、以色列菜和素菜。

参考价格：主菜2.5-6美元

4）普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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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常去的餐馆排列在Calle Lima街的步行街上。

El Sol Interior

这是一家全素食的餐馆，用当地的食材可以做出令人惊叹的秘鲁“肉菜”，还有亚马逊的特色雨

林饮料。

参考价格：主菜1.8-5美元

Restaurant Don Piero

虽然不如其他餐馆那么的光鲜亮丽，但是这里有非常美味的当地美食，晚上这里还有现场音乐。

参考价格：主菜3-5美元

5）伊基托斯

Yellow Rose of Texas

特色是德克萨斯烤肉，也可以品尝到雨林和国际食品。

参考价格：主菜5-7.5美元

Parrillada Al Carbon

可以品尝到当地特色的美食店，如熏肉香肠泥、巴西辣肠和炸香蕉片等。

参考价格：主菜2-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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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秘鲁特产及购物推荐

   

1、特产

土豆 

(图片由网友 @默默 提供)

秘鲁土豆最早是由居住在喀喀湖地区的印第安人，在前印加帝国时期用野生土豆改良而来的，迄

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这种改良的土豆颜色、形状都各不相同，每个都有趣之极。

羊驼毛

羊驼毛比马海毛更细，更柔软，其色泽为白色、棕色、淡黄褐色或黑色，起强力和保暖性均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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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羊毛，可以织成毛衣和披风等。目前中国已成为秘鲁羊驼毛最大进口国。

海鲜

秘鲁海岸线绵长，秘鲁海岸线2254公里，来自南极的秘鲁寒流流过的海域，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

，各种鱼类737种，是世界四大渔场之一。所以这里有非常丰富的海鲜可供选择。

鲍鱼：纯天然野生的肉食性鲍鱼，全世界仅秘鲁与智利的海岸线才能捕获，且价格便宜，石烤鲍

鱼决不能错过。

皮克斯

它被称为秘鲁的“国酒”。皮斯科是受秘鲁荒原上的奇迹和印第安和西班牙结合的影响而产生的

一种葡萄酒。这种酒被储藏在一种不深的个体较大的圆椎形泥制容器中。皮斯科专门用于这些容

器的生产。皮斯科采用蒸馏方法制造，这种传统的技法始自16世纪中叶引进葡萄种植不久。

遮耳帽

“秋摇”遮耳帽是安第斯山区居民常用的御寒物品，已经成为秘鲁富于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

辣椒 

在秘鲁，辣椒有多种形状，大小，颜色和味道，有红的，紫的黄的和绿的有的象胡萝卜一样长长

尖尖的，有的像樱桃一样又小又圆。不知道的人第一次尝到“AJI”常常把它比喻成在嘴里的一把

灼热的火。干的“AJI”要留在壳里等它长成熟。“ROCOTO”也许更芬芳美味，但往往也更辣

些。碾磨过的“AJI”也可以作为拌菜的辣椒粉。

   

2、购物场所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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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半岛晴空 提供)

利马

购物中心包括建在地下的LarcoMar，建于海边悬崖当中，景色壮观，出售高级艺术品、电子产品

、摄影器材、户外用品、书籍和音乐等。

Mercado del Indios

在这个大市场里讨价还价吧，你能找到来自秘鲁各地的手工艺品。

Agua y Tierra

主要经营亚马逊陶器、纺织品和艺术品。

梅尔卡多果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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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卡多果品市场是利马最大的水果交易市场。 

库斯科

库斯科拥有丰富的手工艺品作坊和商店，出售编织的毛织品、机织的纺织品、多彩的陶

器、银首饰等等。

Agua y tierra

这座美丽的画廊专卖真正的手工制作的亚马逊地区土著艺术品。

Centro Artesenal Cuzco

El Sol于Tullumayo交叉路口，营业时间9:00-22:00。这里出售大量的纪念品。

Werner & Ana

这里有创新的现代羊驼毛衣服，男女装都有，包括围巾、帽子和毛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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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秘鲁住宿

秘鲁酒店若包早饭，一般都特别丰盛：面包，麦片，鸡蛋，火腿，奶酪，水果，牛奶，咖啡，酸

奶，鲜榨果汁和热水，一定要留至少半小时的时间享用早餐，否则会很亏。

   

1、利马

Hostal Espana

这个专门针对外国人的旅馆提供简单的住宿条件，热水淋浴有限。屋顶被蔓生植物包围着，宛如

真正的丛林，咖啡屋就在其中。

电话：428-5546

地址：Azangaro 105

参考价格：宿3.5美元，双不带卫生间10美元

Casa del Mochilero

这个朴素的地方非常受欢迎，有厨房和热水淋浴。

电话：444-9089

地址：Chacaltana 130A

参考价格：带公共卫生间每人4美元

Flying Dog Backpackers

这个拥挤的青年旅舍内有休闲的、能讲英语的年轻职员。提供厨房、有线电视和一个带台球桌的

休闲室。

电话：445-6745

地址：Diez Canseco 117

参考价格：宿/双 包早餐10/25美元

Backpackers Inn

这是一家冲浪风格的青年旅舍，有空气流通的房间，室内带有简单的木制家具，楼上还有一些海

景房，提供厨房和电视休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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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247-1326

地址：Mariscal Castilla 260

参考价格：宿/双 12/28美元

蜻蜓青年宾馆 Dragonfly Hostels  

地段绝佳，价格实惠，去海边只要步行几分钟，楼下有餐厅和洗衣房，对面是兰生大酒店。

地址：AV.28 DE JULIO 190 MIRAFLORES,LIMA, PERU

E-MAIL：gragonfly.hostels@gmail.com

   

2、皮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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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al Los Inkas Inn

这家小旅馆提供有基本设施的房间，有一个小游泳池和屋顶露台，可以免费上网。

电话：53-6634/54-5149

地址：Barrio Nuevo 14

参考价格：单/双/三 9/13.5/18美元

Hostal Villa Manuelita

在广场附近一座古老的殖民时代建筑内，旅馆房间宽敞，内设有线电视。后面有间意大利咖啡馆

及观赏花园。特别欢迎女性客人。

电话：53-5218

地址：llave 228

参考价格：单/双 18/28美元

   

3、库斯科

Loki backpackers Hos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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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背包客的天堂，这里提供热水、免费上网和厨房设施。

电话：24-3705

地址：Santa Ana 601

参考价格：单/双 10.5/21美元

Hostal Mira Sol

这个青年旅舍提供干净的房间，一间带立体声、电视的休闲室，有公共厨房。

电话：23-5824

地址：Suecia 504

参考价格：单/双 7.5/15美元

   

4、普诺

Hospedaje Virgen de Copacabana

这家是YHA（青年旅舍协会）成员青年旅舍位于一条狭窄的过道上，有很棒的带公共卫生间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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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

电话：36-3766

地址：Barrio Nuevo 14

参考价格：宿4.5美元

Hostal Q’oni Wasi

经营了很久的背包客青年旅舍，有些拥挤，又暖和的老房间和淋浴。

电话：36-5784

地址：La Torre 119

参考价格：单/双/三7.5/12/18美元

   

5、伊基托斯

Hospedaje La Pascana

这里有一个小花园，很受旅游者喜爱，经常客满，提供图书交换服务。

电话：065-23-1418

地址：Pevas 133

参考价格：单/双/三11/12.5/15.5美元

Hotel Sandalo

现代化德汽车旅馆式的房间，铺有地毯，有迷你冰箱，有线电视和电话。

电话：23-4761

地址：Prospero 616

参考价格：单/双 12.5/18.7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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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秘鲁行程推荐

漫游秘鲁之旅

D1：利马（Lima）

在游览利马武器广场以四周的总统府、利马市政大厦、大教堂等。游览帕恰卡马克遗址。

D2：皮斯科（Pisco）

乘船参观鸟岛，看看岛上快乐生活的鸟儿，还有其它的岛上动物。

D3：库斯科 （Cusco）

游览主教堂和耶稣会教堂，参观古老的印加墙，寻找著名的12角石，去萨克塞华曼，探寻遗址风

光。

D4：圣谷（The Sacred Valley）

游览圣谷，这里有很多更安静的印加遗址，还有热闹的集市和高海拔安第斯村庄。

D5：马丘比丘（Machu Picchu）

“迷失之城”——马丘比丘，揭开谜一样的面纱，探其真实面貌。

D6：谱诺（Puno）

乘船游览的的喀喀湖，感受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浮岛生活。

D7：伊基托斯（Iquitos）

从伊基托斯前往亚马逊雨林，雨林泛舟、钓凶猛的食人鱼，住住原生态的雨林酒店。（雨林停留

的具体时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时间安排）

                                               80 / 85



�������

秘鲁：印加文明
  

十一、旅人提示

   

1、使馆联系方式及当地政府或有关机构电话

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地址：

JOSE GRANDA # 150, SAN ISIDRO，LIMA 27, PERU

电话： 511-4429458 511-4228251

值班手机：99274089

传真：511-4429467

领事部：511-4429466

使馆网址： www.embajadachina.org.pe

秘鲁当地有关部门的联系电话：

查号台：103

机场：517-3100 （总机）

问讯处： 5950666

医疗急救：117

急救中心：225-4040/446-4620/372-6025

匪警：105 433-4461

火警：116 222-0222

海关：00-511-3153300

网址：www.sunat.gob.pe

   

2、游客信息中心（Iperú）

秘鲁旅游局为游客们提供秘鲁国内的各种旅游信息和帮助，此服务机构称作游客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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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为游客们提供以下服务：

于旅游景点、线路、目的地和旅游运营商的官方信息

如果旅行社未能提供与游客所签协议上列出的服务，游客信息中心将通过调解的方式为游客提供

帮助。

24小时热线：（511）574-8000

Email：iperu@promperu.gob.ge

网址：www.peru.org.pe

   

3、其他

出游方式

自助游玩，最好在国内自行组团，聘用当地导游做向导。秘鲁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为了方便

出行，最好在出游前简单的学习一些西班牙日常用语。

如厕所（ba�o），你好（Hola），谢谢（gracias），和矿泉水（sin gas）

参考网址

天气查询：http://www.senamhi.gob.pe/

航空查询：http://www.lap.com.pe/

小费

小费的金额不定，取决于所需服务的质量。一般适当的小费应该为总费用的百分之十。

安全状况

建议出门不要携带贵重物品，现金尽量少带，不带引人注目的高档手提包。以集体行动为好，避

免单独外出。个人的护照身份证件不要放在一起，分别保管为好，还要备有复印件。如遭不测，

请勿作抵抗，以免危及生命安全。应及时到附近警察局报警，并做报案笔录。如需中国大使馆帮

助，请尽快和使馆领事部联系。

饮用水

利马水质不好，勿直接饮用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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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间

秘鲁的卫生间比较干净，但是可能没有塑料坐板或者手纸，请注意随身携带手纸。

当地风俗

秘鲁居民中绝大多数人信奉天主教。秘鲁基巴罗族人视巫师如神明，并对其异常崇敬。秘鲁人特

别忌讳“死亡”这个字眼，若以“死亡”来诅咒他人，必定会引起一场大殴斗。 秘鲁人忌讳“13

”和“星期五”。认为这都是不吉利的数字和日期，遇其必将会大难临头。他们忌讳乌鸦。认为

乌鸦是一种不祥之鸟，给人以厄运和灾难的印象。他们忌讳以刀剑为礼品。认为送这些东西意味

着割断友谊。他们在饮食上忌食海参一类的奇形怪状的食品。在秘鲁，紫色平时禁用，只有在10

月份举行宗教仪式时用。

秘鲁人参加各类活动时间观念较差，迟到5-10分钟是正常的，特别是晚间的活动时常会迟到半个

小时或更长时间。

酒店的叫早服务也有可能迟叫，不妨自己上好闹钟以防万一。

出境

携带动植物样品出境需出示秘鲁国家自然资源研究所开具的特别许可。

秘鲁国家自然资源研究所电话：00-51-1-2243298  网址： www.inrena.gov.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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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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vren.cn/feedback/
http://d.lvren.cn/gonglue/lijiang
http://d.lvren.cn/gonglue/emeishan
http://d.lvren.cn/gonglue/hangzhou
http://d.lvren.cn/gonglue/beijing
http://d.lvren.cn/gonglue/xiangganggouwu
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http://d.lvren.cn/gonglue/niboer
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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