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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堂洒落的珍珠

还记得张小娴在《流浪的面包树》中描述过的那个地方么？“每逢月满的晚上，螃蟹会爬到岸上

，比目鱼也会游到浅水的地方，天与海遥遥呼应⋯⋯”那时的我们还未遭遇爱情，还未牵手他人

，但却为这片月夜下的海而感动，对这个书中描述的地方产生过无数美妙的幻想。这样一个地方

，其实真实存在。将手指放在地球仪上轻轻转动，在浩瀚的南太平洋中央，你会发现有一片“倒

U形”的岛屿，这个令我们未到而先感动的地方就在那里，它就是—斐济。 

美丽的斐济(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传说数千年前，最早迁徙到斐济的是美拉尼西亚人，后来波利尼西亚人也来到斐济定居。1643年

荷兰航海者阿贝尔塔斯曼航行至此，是最先发现斐济的欧洲人。1871年酋长卡考鲍控制了斐济大

部分地区，结束各种各样的部族冲突，并在邻国汤加国王图普一世的帮助下，一度赢得了斐济的

和平。1874年10月10日，斐济沦为英国的领地，此后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直到1970年10月10日成

为英联邦中的一个独立国家。1997年9月30日，恢复英联邦成员资格。1998年7月27日实施新宪法，

改国名为“斐济群岛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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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位置示意图

斐济地处斐济群岛和太平洋的交汇处，本土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南海各岛文化、欧洲殖

民文化等都在这里繁衍，不同的文化酿就了不同的食品、语言、建筑和风情，多元的文化传统和

古老建筑都被近乎完美地保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与此同时，斐济人仍然保留着独特的土著文化，

在很多地方以社区的形式取代传统部落茅屋继续生活着，因此也将斐济土著文化完整而鲜活的保

留了下来。

在斐济，很容易让人发出“天堂不过如此”的感叹。清凉的海风吹拂着高耸入云的椰林，岛上热

带树木浓绿成荫，海滩边洁白的沙滩，海里奇形怪状的珊瑚礁，色彩斑斓的鱼儿将海水搅得五彩

缤纷，到处充满南国海洋的原始美感。近年由于观光业的发展，海岸地区多已开发为现代化的休

闲度假区，饭店、俱乐部与酒吧林立，全年可见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一些岛屿则被开发成了

有五星级酒店和各种现代化休闲设施的度假海岛，甚至还有只接待一个家庭的奢华私人度假海岛

。汤姆�汉克斯的《荒岛余生》撩起了很多人的好奇和向往之心，使得这片位于南太平洋中心的

小小群岛已成为明星、富豪们为躲避追星族和狗仔队骚扰的私密花园海滩。

在斐济，阳光、沙滩、珊瑚礁和亲切的斐济人民，是这里永远的画布；潜水、冲浪、海钓、高尔

夫是这画布上动人的线条与色彩。斐济岛是天然的放松和探险乐园，这里有绵延不断的原始之美

，让喜爱大自然的人们身心愉悦。 你可以享受在斐济探险的乐趣、喷气快艇飞驰的刺激，或者选

择一种恬静的方式，竹筏漂流，热带雨林徒步游，山地自行车游，钓鱼，同魔鬼鱼（manta

ray）一同畅游等等。

在斐济，你能感受到的远不只这些，迈开你的脚步，打开你的心扉，拥抱斐济吧，你会感受更多

，收获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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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斐济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都适合旅游，年平均气温为22-30℃。分干、湿两季，干季每年5至1

0月，湿季每年11月至4月。因有季风，常年有清凉的海风吹拂，所以气候涼爽，夏季不炎热，冬

季也不寒冷，是个四季如春的岛国。每年5至10月是最佳旅游时间。

   

2、签证

从2007年9月10日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以及香港特区公民将无需办理去斐济群岛共和国的入

境签证。落地签需要符合以下手续：

1）6个月的有效护照

2）有效返途机票

3）充足的资金证明 （保证在斐济期间的费用）。

4）在斐济期间的行程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斐济群岛共和国的落地签最长不得超过4个月，并且是免费的。如果超过4

个月，须加收93斐济元的费用。

   

3、货币与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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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

货币：

斐济的官方货币为斐济元（Fiji Dollar），是区域性流通的货币，在澳洲、新西兰和周边的12个岛

国都可以自由兑换。斐济元以F$或FJD表示，币值为2元、5元、10元、20元和50元。硬币有1分、2

分、5分、1角、2角、5角和1元。

兑换

美元与斐济元的兑换汇率为1：1.9左右。斐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汇率在1：3.7左右。但需要注意的

是中国海关规定每人每次最多携带人民币2万元或5000美金等值外币处境。游客可以提前在国内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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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兑换好斐济货币，这样汇率比较好；也可以直接到斐济用美金在机场、酒店、银行兑换斐济币

，或者用美金直接支付也可。

小费：

在西方社会支付小费是对别人服务的一种认可，所以国人在斐济游玩时不要忘记给服务人员小费

，数额视对方付出的劳动而不同。斐济的小费比其他国家还要多些，一般小费都在10元斐济币左

右。有些餐厅和酒吧在结算的时候，已把小费计算在里面，这时就不必额外支付小费了。在支付

小费时，用纸币支付表示礼貌，如果用硬币支付，表示对服务不满意。

信用卡

大部分的酒店、餐馆、商场和旅行社都可以使用国际信用卡和旅行支票，但出租车、集市和付小

费则需要用现金。岛上大多数银行和主要购物中心还设有自动取款机，游人可以在这些地方提取

现金。

银行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四09:30－15:00，周五09:30－16:00，周六指定地区的银行营业时间为上午09:30-12:00。楠

迪国际机场的抵达大厅内设有ANZ银行货币兑换处，24小时营业。为方便游客，全国各地及指定

的度假村和酒店均设有自动柜员机。

   

4、通讯网络

斐济的长途电话区号是00679

斐济拨国内座机：0086+区号（区号前的0省略）+电话号码

斐济拨国内手机：0086+手机号码

国内拨斐济号码：00679+电话号码

拨打电话的几种方式：

1、使用酒店房间进行拨打

游客在斐济酒店可以直接使用酒店里的电话或者公用电话进行岛内通话，市内通话每次按10斐济

分计算，通话时间不受限制。也可以直接使用房间电话跟国内通话，但价格较贵，不建议使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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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法。

2、中国移动、联通用户开通国际漫游业务

中国移动和联通的用户可以在去斐济旅游前开通国际漫游业务，在开通前用户需要保证自己手机

余额在200元以上。移动用户拨打10086，联通用户拨打10010进行业务开通。使用国内手机打电话

回中国，费用为4.5元/分钟，发短信为2.99元/条。这种方法虽然方便，但价格也不便宜，还容易被

国内人骚扰，假期也过不踏实，建议不要经常使用。

3、当地电话卡

游人来到斐济可以购买当地的手机卡，斐济的Vondafone公司提供预付款手机卡业务，游人可以在

飞机场或者超市，路边小店买到手机卡。这种价格为35斐济元的手机卡可以拨打国际或本地35分

钟，还包含35MB的流量。

4、长途电话卡

在岛上可以购买当地的长途电话卡，一般分为5元和10元两种，使用这种电话卡往国内打电话最便

宜。游人可以在街上的小型超市，商店以及加油站买到这种长途电话卡。

上网：

斐济的酒店都有上网服务，街头也有提供上网服务的网吧。

   

5、电压与时差

电压：

斐济的电压中国不同，为240伏，电流为50赫兹。通用的插座为三孔方形插座，与中国和澳洲的相

同，所以不需要准备转换插头。

时差:

斐济比北京时间快四个小时。比如北京时间早上6点，塞班岛已经是早上10点了。

   

6、行李装备

        前往斐济，建议携带快干类服装，方便下水，以短袖衣裤为主，携带凉鞋、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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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帽、太阳镜、游泳衣裤、雨具、遮阳伞等。尤其是、女生用吊带的碎花裙子搭配大帽檐的

帽子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裙子的颜色越鲜艳越好，这样拍出来的照片比较漂亮，也比较符合热

带的岛国风情。但请特别记住，参观部落时仍需尊重当地风俗：女性不得穿着露肩的无袖上衣或

者长度不及膝盖的短裙；在部落中不得戴帽子或者太阳镜。

旅人提示：

斐济白天阳光照射非常强烈，必须准备高倍防晒霜、太阳镜及遮阳帽等。由于当地几乎没有工业

，很多东西全靠进口，这些物品在当地购买价格非常昂贵，所以强烈建议从国携带过去。斐济没

有工业污染，保持了完全的原生态，因此蚊虫也是比较多的，一定要带好防蚊产品。尤其是居住

在木屋，遇见各种昆虫的可能性都有。

   

7、语言帮助

        斐济的总人口仅有124.85万，其中51%为斐济族人，44%为印度族人。官方语言为 

英语、斐济语和印地语，通用英语。53%的人信奉基督教，38%的人信奉印度教，8%的人信奉伊

斯兰教。

   

8、选择航班

去斐济的机票开销，在旅程中算是很大的一块支出。中国大陆没有直航斐济的航班，从北京出发

要经过香港转乘太平洋航空（13年更名为斐济航空）航班前往斐济楠迪，或者乘坐大韩航空班机

经由首尔转机飞往楠迪。或者经由澳大利亚或新西兰转机去往斐济，但是费用大大高于从香港和

汉城转机。需要注意的是，旅游者最好提前3个月以上时间购买机票，往返均价在8000元左右。推

荐国内去斐济游玩的游客选择经香港转机飞斐济的线路，因为这条线路不仅航班较多，而且省去

了办理中转站签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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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航线：

1、国内—香港—斐济

2、国内—首尔—斐济

3、国内—悉尼—斐济

4、国内—奥克兰—斐济

可参考航空公司网站：

港龙航空：http://www.dragonair.com/da/sc_INTL/homepage?CX_FCN=CXHOME0_Home

太平洋航空（斐济航空）：www.airpacific.com/

大韩航空：http://www.koreanair.com/

澳大利亚航空：http://www.qantas.com.au/travel/airlines/home/cn/zh_CN

新西兰航空：http://www.cn.airnewzealand.co.nz/

   

9、地理方位

       斐济,位于西南太平洋中心，是南太平洋地区的交通枢纽。陆地总面积1.8万多平方

公里，位于西南太平洋中心，由332个岛屿组成，多为珊瑚礁环绕的火山岛，其中106个岛有人居

住，主要有维提岛和瓦鲁阿岛等。年平均气温为22℃～30℃。地理位置重要，是南太平洋地区的

交通枢纽。斐济地跨东、西半球，180度经线贯穿其中，因而成为世界上既是最东又是最西的国家

。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常受飓风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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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苏瓦（Suva），

是南太平洋地区有名的天然良港和热带风光绚丽的旅游胜地。拥有第二大机场瑙索里国际机场位

于苏瓦的东北方约23公里。苏瓦的国际航班运行于斐济与周边太平洋岛国。

主要城市：

楠迪（NADI），第三大城市。有斐济最主要的国际机场。

坐落于该国最大岛]维提岛西部。距离斐济主要的国际机场9公里，提供]太平洋航空（斐济的国际

航空公司）， 新西兰航空公司，太平洋蓝航空公司，大韩航空公司等国际航线以及Pacific Sun斐济

航空公司等的国内航线服务。因此，楠迪成为了斐济[/url]最主要的游客入境港口，虽然距离该国

最大城市和首都苏瓦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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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托卡

，第二大城市，比南迪大一些。这个因甘蔗精制业而繁荣的贸易港口是以日本政府开发援助资金

开发的，所以是亲日者很多的国际城市。

   

10、出入境须知

出境须知

1）游客须交纳30斐济元机场费

2）出示过境第三国期间最低400美元的现金担保

3）过境韩国汉城至中国北方城市，因需出境过夜，旅客必须持有韩国过境签证。

根据海关规定每个成人（大于17岁）的免税物品为：酒2.5公升或2瓶，香烟或烟叶250克，其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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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不得超过400斐元的免税物品。

入境须知

       飞机抵达斐济前，空乘人员会发放入境和海关申报表，有问题可以咨询空中乘务人

员。飞机降落在楠迪机场后，在入境大厅可以办理免费落地签。斐济海关的通关效率较低，请您

拿好随身行李耐心排队等候。需要的材料包括：

1）本人有效护照

2）有效入境签证或入境许可

3）有效回程机票

4）己填写完成的海关移民申报表

       斐济禁止一切肉类、动植物、种子及食物入境，且药品只能少量携带，以备自用，

携带药品最好备有英文说明。

   

11、紧急救援

1）中国驻斐济大使馆：

中国在斐济设有大使馆，中国公民在斐济旅游、工作时遇到突发事件或者需要帮助时都可以像大

使馆寻求帮助。

电话：00679-3300215

地址：147 Queen Elizabeth Drive, Nasese, Suva

2）其他紧急求助救援电话：

警察、消防及救护车：911

电话号码查询： 011

斐济旅游局：00679-6722433

斐济旅游局苏瓦分局：00679-6720141

南迪机场：00679-6722191

斐济航班时刻查询：00679-372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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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其它

1)斐济土著文化

土著斐济人是这个南太平洋岛国的开拓者，目前共有36万人，占斐济总人口的一半左右，他们终

年与森林、大海相伴，在与大自然顽强抗争的漫长岁月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并通过各种仪

式、物件表达了他们对大自然的感受，记录了他们的风俗习惯、神话故事及渔猎生活。 

 (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2)热情的民族

斐济人热情好客，并保留古老的传统习俗，斐济人身材高大，体格健美皮肤黑，头发卷曲而厚密

。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作客，他们都要以主人身份为客人举行一种传统

的欢迎仪式，为客人表演热情、欢快的斐济民族歌舞。

3）戴花的民族

斐济的男男女女都戴鲜花，无一例外。戴花的作用便如同佩戴戒指，戴在左边则表示未婚，两边

都戴则表示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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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爱美的民族

斐济人爱美，特别是斐济男人。当你行走在斐济的街道上，看到穿着裙子指挥交通的警察可不必

稀奇，你会发现这里的男人们穿着裙子是件稀松平常的事，这便是斐济岛国的另类风情了。这种

裙子是当地男人的家居服，称为 “solo”,在正式场合，甚至可以看到官员上身着西装，下身穿”s

olo”。土著斐济人则喜欢在脸上抹了一层黑（斐济人以脸上抹黑为美），头颈上挂着彩色斑斓的

珍珠项链，手臂上戴着棕色的手环，上身赤裸，穿着用植物纤维制作的长裙，赤着双脚。

5）热爱运动的民族

斐济人喜欢运动，虽然当地的人们也喜欢其他的体育运动，如篮球，网球，高尔夫球等等，但对

于橄榄球可谓情有独钟。橄榄球场全国各地内都有，但是规模且大小不一，举行比赛时都不会缺

少观众，尽管斐济本身的人口并不多，但许多游客都喜欢参与其中，感受一下橄榄球比赛的气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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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斐济不可不做的N件事

   

1、与相爱之人许下山盟，定下海誓

让斐济扬名天下的，当数斐济的蜜月之旅。作为世界十大蜜月胜地之一，把斐济作为自己蜜月地

的世界名人多不胜数。比尔.盖茨与妻子结婚的时候，就选择了位于斐济的瓦卡亚岛作为自己蜜月

之旅的终点。此外，好莱坞影星米歇尔.菲弗、尼可.基德曼也都曾慕名而来。小甜甜布兰妮也选择

在这里和夫婿颈挂花环度过甜蜜的新婚生活。在斐济，与自己最爱的人牵手漫步在柔软的沙滩上

，一起踏过海的地平线，许下矢志不渝的坚定承诺，当第一道阳光洒在海平面时，依偎在最爱的

人怀里，还有比这更静谧幸福的事吗？ 

在斐济幸福的情侣(图片由网友 @世态烟凉 提供)

当然，斐济也向游客提供婚礼服务。斐济的各大酒店和旅行社有多种配套的婚礼服务提供给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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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基本的法律程序和仪式过程相同：新人连同证婚的神父到移民局辖下的婚姻注册处，经注

册官核实证件和简单问话后，领取“结婚许可证“。在指定的时限内，神父为这对新人举行婚礼

并签发结婚证。一般旅游者在斐济申领结婚许可证的过程很简单，一小时之内就可办妥。但来自

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的新人必须提前一个月申请，有意到那儿结婚的朋友可以通过旅行社代办申

请。

在斐济结婚不需要追求什么黄道吉日，但只能选礼拜天，因为这是上帝上班的日子，在斐济结婚

，上帝会见证你们爱情的美好与神圣，在斐济，你可在沙滩上举办一场唯美的婚礼，坐着斐济独

特的花轿走向你的爱人，新娘雪白的婚纱裙摆在风中摇曳，几个穿草裙的斐济小朋友一路向空中

抛洒着玫瑰花瓣，唱诗班的歌声将上帝对你们爱情的美好祝福传达给你们。几位头戴鸡蛋花、身

穿裙装的男歌手唱起了传统的斐济情歌，耳边纯净的斐济“天籁之音”，眼前蓝天碧海的美景，

牵着爱人的手，凝望着爱人的眼神，你清楚地知道，一辈子会永远美好的爱之记忆，甜蜜和幸福

开始起航。

   

2、体验南太平洋的原始风情

到达斐济一定要去他们的传统村落瞧瞧，在这里更能体会出斐济的风土民情。斐济人完好地保留

着本身的文化，以社区的形式取代了传统部落茅屋继续生活着，每个小区拥有自己的首领，通常

是最德高望重的酋长担任，小区中大小争执都可由公开的聚会来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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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进入部落餐馆，必须先在游客中选出一位领队，接受酋长的招待与举行卡瓦迎宾仪式（Kava Cere

mony），亦即领队需代表饮用卡瓦水。能够参与著名的卡瓦仪式是非常幸运的，卡瓦仪式在斐济

部落中相当重要且深具意义，勇士出征前、部落决定大事、欢迎远来贵宾、甚至族人欢庆节日时

都少不了它，对外来的观光客而言更是融入当地部落的重要方式。饮用卡瓦水后，祭司会传达酋

长的欢迎词与正式介绍游客给村人认识，经此仪式后才表示游客是村人的朋友，方可准许在村落

内自由参观。

在斐济村庄里，有个特殊的规矩，那就是不能戴帽子，也不能摸小孩子的头，只有村长才有戴帽

子的特权；而摸别人的头，是对他人最大的羞辱，若在100多年前，可能引来杀身之祸。请游客特

别注意。

斐济有一项令人啧啧称奇的宗教仪式，那就是勇士过火表演（Fire Walking），要进行这个神圣的

仪式，必须清一色由男士演出，当这些勇士们正式呼暍上阵，赤足从滚烫的火堆中从容走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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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游客们各个替他们捏把冷汗，同时也对他们佩服的五体投地。

游客还可在茅屋内席地享用斐济人的传统盛宴——Lovo大餐，这是用石头烧烤並精心调配的斐济

风味大餐，以芭蕉叶所包裹的新鲜鱼肉蔬菜来烤，保留了食物的原味，非常鲜美可口。而餐后则

通常有精心安排的米克舞（Meke）表演，有手拿长茅短棰的传统战士、随着木鼓起舞的斐济妇女

与天真无邪的小孩，这么和谐自然的画面，实在让人难以忘怀。

   

3、潜水：潜入珊瑚与鱼的彩色海洋里

普通的大海是蓝色的，但是斐济的大海却是彩色的。因为无数奇形怪状、色彩斑斓的海鱼在水里

畅游，将大海搅得五彩缤纷。著名的贝卡环礁位于斐济的领海内，在潜水者之间有接近天堂的美

名，很多欧美观光客前来，为的就是在斐济世界文明的软珊瑚万花筒中潜水。 

五彩缤纷的斐济海底(图片由网友 @世态烟凉 提供)

到过斐济的人都说，他们可以在斐济的海里徒手抓鱼，不要以为那是幻想中的情节，事实正是如

此：在斐济通透的海水里，你会以为是掉进了海洋馆里，用手完全可以触碰到五颜六色的鱼，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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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会以为你是同类而在你身边游弋，那种感觉虚无而梦幻，简直用语言无法表达。在斐济探海，

最大的好处是不需要厚重的潜水装备，由于海床非常浅，珊瑚和鱼儿就在你的脚下游动，游客们

只要带上潜水镜和呼吸管，就可以轻易地在几乎透明的海水中与鱼儿一同畅游。

   

4、在如诗般的美景中挥上一杆

 (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我们可以没有电视，但不能没有高尔夫！”斐济人如是说。斐济的高尔夫被人熟知和一个人有很

大关系，曾经排名世界第一的高尔夫名将辛格就是斐济人。在斐济，即使很小的岛上都设有高尔

夫球练习场。完美的气候，充满异国情调的岛屿，茂密的植被和激动人心的壮丽景色，斐济将南

太平洋天堂的度假与高尔夫球运动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斐济的许多高尔夫球场拥有众多让人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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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止的美景：热带雨林，陡峭的山谷和美丽的泻湖，周围懒洋洋的白色沙滩⋯⋯在斐济打高尔夫

球可是相当享受的一件事呢，小白球爱好者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5、享受当地spa，让每个毛孔都舒展开

 (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在斐济这种美如天堂的地方，享受一次当地的SPA，能够让身体迅速摆脱疲劳进入“度假模式”

。古代的斐济人很迷信，认为疾病和疼痛是由某些超自然能力造成的，自古就流传着独特的按摩

方法。斐济的SPA师们都是懂得化腐朽为神奇的能人，手指能迅速找到按钮，你所要做的，只要

躺在山顶的海景SPA小屋里，看着美美的海，蓝蓝的天天，任热椰子油在肩头静静地流淌，享受

温暖有力的指压按摩，把心彻底放松下来。

   

6、在斐济，“跳岛”才是正经事儿

斐济是全世界有钱人的度假胜地，同样也是各国背包客的天堂，在斐济玩“跳岛”是热爱自由的

背包客热衷的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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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的一个小离岛(图片由网友 @世态烟凉 提供)

斐济的离岛一般面积都很小，徒步环岛一周，悠悠然也不过一小时光景。有的岛上只有一家酒店

，每天送走一批晒出小麦健康色泽的游客，再重新迎来带着好奇和希冀而来的一班船客。如是这

般，周而复始，岛上客人始终不过几十，保证了每个小岛永远是静谧、安详的度假天堂。每个小

岛看似相同，同样的碧海蓝天，同样的白沙绿棕，但每个小岛又独具特色。在不同的小岛上遇见

的、看到的、甚至心情都有所差别，因此那些真正的度假者和纯粹的背包客们，常常选择好心仪

的群岛，花上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在各个小岛间“跳来跳去“。很多大的旅游公司都有游船每

天在各岛之间来回穿梭，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安排和兴趣，自由选择时间，购买月票或者周票，

或者当天往返，或者在相中的岛上住上一两天，这种平价、无华、移动自由的方式深受背包客喜

爱。

   

7、在斐济追寻新年第一缕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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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很容易让人发出“天堂不过如此”的感叹。海风吹拂着高耸入云的椰林，岛上热带树木浓

绿成荫，洁白的沙滩以及海里那奇形怪状的珊瑚礁，色彩斑斓的鱼儿将海水搅得五彩缤纷，到处

充满热带海洋的原始美感。由于180度经线贯串其中，斐济是世界上最东也是最西的国家，是地球

上最早看到日出的国家。 

 (图片由网友 @世态烟凉 提供)

在斐济看日出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每年新年的第一天都会有成千上万来自全世界的游客在这里

等待这新年第一缕阳光，据说被这第一缕阳光照到的人，这一年都会顺顺利利，好运当头。

   

8、品尝斐济的国饮 泥浆“可乐”

“卡瓦酒”是斐济人最重要大饮品之一，走在斐济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这种平民饮料。

敬“卡瓦”是斐济人的最重要的待客礼仪之一。卡瓦是生长在南太平洋岛屿的一种胡椒属植物，

把胡椒根茎捣碎后加水搅拌制成的。它不含有任何酒精，带有薄荷醇味，还有点淡淡的草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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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清热解渴的饮料，它有麻痹神经的作用，据传是毒品的一种。少量饮用，有放松的作用，

喝多了，就会像喝醉了酒一样。有人称为“斐济可乐”，它的拉丁文名字又叫“令人陶醉的胡椒

”。 

斐济土著在酿制卡瓦酒(图片由网友 @世态烟凉 提供)

为迎接远方的来客，斐济人会举行当地的传统仪式，然后就是向客人敬卡瓦酒，那次我和朋友的

经历，现在想想还觉得非常有趣呢。那时我俩看着那泥浆般颜色的“卡瓦酒”，心里直嘀咕，但

是拒绝喝“卡瓦酒”是对主人极大的侮辱，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将盛在椰子壳中的“卡瓦酒”一饮

而尽，于是众人鼓起掌来，而我的嘴唇则是麻了很久才缓过来。据说“卡瓦酒”有清凉去火除风

湿之效。在斐济的政府机关甚至每天早晨都备有一盆“卡瓦酒”以供到访的客人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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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畅游斐济诸岛

斐济可分为主岛和离岛两部分，主岛是指美地来雾岛（Viti Levu），它是斐济的第一大岛，也是

斐济最具代表性的岛屿，通常被称作“大岛”。美地来雾岛的形状像个横摆的柠檬，首都苏瓦（S

uva）和国际门户纳迪（Nadi）分别在岛屿的东、西方。 

斐济重点岛屿的位置

大岛上集中着斐济最好、世界一流的沙滩，特别是南岸的纳塔多纳海滩（Natadola）多次被评选

为世界上最棒的7个海滩之一。这里还有绿松石珊瑚礁点缀的珊瑚海岸，被誉为“斐济探险之都”

的太平洋港，斐济历史的起源地“阳光海岸”等。你可以沙滩漫步，在珊瑚礁中潜水、浮潜，坐

一坐海岸甘蔗园的迷你火车、体验高地竹筏泛舟、瀑布健行、山峦远足、温泉和泥浴、帆船、冲

浪、河流漂流、高空飞索、钓鱼，拜访传统村落、欣赏当地传统舞蹈和过火特技、参观南半球最

大的印度教寺庙、触摸兰花天堂——沉睡巨人花园等，这些都是引人入胜的旅游焦点。

   

1、楠迪 Nadi

楠迪机场是斐济唯一的国际机场，来斐济旅游，楠迪是每个人必然的第一站。从走下飞机踏上斐

济土地的那一刻，就能听到动听的琴声从机场大厅悠悠荡荡地传来，身穿着斐济传统服装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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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大声说着“Bula”，一边弹着吉他纵情歌唱。插在耳畔的兰花，灿烂的笑容，欢快的歌声

，斐济特有的迷人热带风情从楠迪开始，在每个人的心头萦绕。

楠迪虽然是南太平洋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城，所谓的市中心也就是一条皇

后大道，主要的景点包括印度湿婆斯瓦米寺、沉睡巨人的花园 、科罗亚尼图国家公园等。

1）沉睡巨人的花园（Garden of the Sleeping Giant）

沉睡巨人的花园位于瑙苏里高地山脚，是楠迪内有名的植物园，1977年由已故好莱坞明星雷蒙巴

尔�佩里梅森和艾恩赛德捐建，最初设计为雷蒙巴尔的私人兰花收藏园地，如今已成为全斐济兰

花种类最多、产量最大的兰花种植园，并因此成为受欢迎的旅游景地。园内专门种植着斐济本地

出产的热带植物和许多难得一见的兰花品种，其中包括三十到四十种珍贵的亚洲兰花。

2）印度湿婆斯瓦米寺（Sri Siva Subrahmaniya Swami Temple）

这座坐落在楠迪城内主干道南端尽头的庙宇是南半球最大的印度教寺庙，展示了渗透在斐济文化

中印度宗教的一面。寺庙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印度教中的神像，第二部分是装饰复杂却精巧

无比的加尼什寺，第三部分则是湿婆神庙，寺庙内的复杂工艺出自印度8位工匠的精雕细琢，如此

传统的寺庙在印度境外是非常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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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世态烟凉 提供)

3）科罗亚尼图国家公园（Koroyanitu National Heritage Park）

科罗亚尼图国家公园位于著名的Batilamu山附近，公园里分散着很多自给自足的小村庄，是体验斐

济部落文化的好去处。在这里游客可以亲身体验到原汁原味的斐济传统文化和生活。公园内原始

的达库阿森林中流淌着清澈的河流、宣泄着美丽的瀑布，与藏匿在森林中的考古遗址一起构成了

一道亮丽的自然风景线。有兴趣的游客还可以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爬上洛克城堡，站在城堡顶端

，远处玛玛奴卡群岛和雅沙娃群岛的全景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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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2、苏瓦 Suva

首都苏瓦市位于大岛的东南部，是斐济全国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素有南太平洋文化十字路

口之称。苏瓦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市中心靠海，气候湿润凉爽，景色宜人，街道两旁高大的椰

子树、面包果树、芒果树迎风摇曳，块块草坪犹如碧毯，住宅四周鲜花盛开，整个城市犹如一座

大花园。众多不同的种族和文化在这里汇集，给这座城市注入了更多的活力。

旅人提醒：

领略苏瓦魅力的最好方法就是徒步旅行，要是怕迷路，最好的方式是记住3条主要的道路，皇后大

道、王子路和国王路。另外可以在机场或旅游咨询中心索要一张免费的地图。

1）斐济博物馆（FIJI museum）

斐济博物馆座落在瑟斯顿花园(Thurston Gardens)的中心，是苏瓦引以为傲的建筑，被誉为南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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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博物馆。斐济博物馆的收藏品除了记载了斐济历史上的一点一滴，还陈列了

大量的关于英国皇家海军的物品，每一样物品都非常珍贵，包括许多英国皇家海军的战利品。 

 (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斐济博物馆的展品从昔日小巧精致的装饰品，到传统独木舟等大型物件一应俱全，包罗万象。博

物馆内收藏有一件满清时代的长袍马褂，马褂上细细密密写满了文字，记载了华人登陆斐济的整

个历史。当然，博物馆中最令人悚然，但也是最吸引人的展品是关于斐济的“食人”历史的。在

荒蛮时代，土著部落相互杀戮，嗜血成性，在那个年代曾发生过传教士贝克牧师被土人吃掉的惨

案，就是百年来流传最广的故事之一。博物馆中展出的硬木凿子和勺子，就是专门食人的用具，

而贝克当年用过的《圣经》、梳子和残存的靴子，至今仍保存在斐济博物馆里，供后人参观。

旅游提醒：博物馆内禁止拍照。想提前了解博物馆展出情况，可以登录博物馆的官方网站

http://www.fijimuseum.org.fj/

2）斐济文化中心（Fiji Culture Center）

斐济文化中心位于距苏瓦市40公里的太平洋港，1979 年建成，着重表现19世纪以前古代斐济人的

建筑和风情，是一处古朴典雅而又新颖别致的游览胜地，也是了解斐济文化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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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中心里，游客们乘坐着由两位身着传统服饰的土著驾驶的平底战船，以游湖的方式一一拜

访依河而建的传统部落，欣赏斐济土著的生活风貌。文化中心每晚都要举行具有土著遗风的舞会

，可以欣赏到传统的米克歌舞表演等。文化中心的街道两旁是古代市场，游人在这里可以买到古

式木器和工艺品。 

 (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3）克西米纳拉扬神庙（Shree Laxmi Narayan Temple）

如果在7、8月期间造访苏瓦，一定要来参观一下克西米纳拉扬神庙。这个交织着蓝色和橙色两种

色彩的庙宇位于苏瓦市的荷兰街，每年7、8月都会举行走火仪式和印度针刺身体的宗教仪式，类

似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大宝森节。

4）苏瓦传统市场

苏瓦传统市场是南太平洋最大的市场，在这个充满活力、多姿多彩的公众市场，你可以找到各种

各样的热带蔬果和手工艺品，当然，这里也是一个买卡瓦酒和地方美味佳肴的好地方。你可以在

繁忙热闹的罗德维街（Rodwell

Road）找到各种水果、蔬菜、香料、印度甜食，特色烟草和卡瓦酒，还会在卡明街（Cumming Str

eet）品尝到纯正的印度咖喱，当然也可以在附近的维多利亚公园与当地人驻足聊天，融入斐济生

活的体验。

   

3、沙丘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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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丘国家公园（Sigatoka Sand Dune National Park）的珊瑚海岸地处楠迪与苏瓦之间，被世界上最广

大的珊瑚礁群包围着，一直是斐济最受欢迎、游客最多的旅游区。珊瑚海岸位于大岛西南部80公

里的海岸线上，从Crusoe’s Retreat开始，一路延伸，到Shangrila’s Fijian Resort为止，由洁白的沙

滩、壮丽的海岸线、苍翠茂盛的植被、丰富的珊瑚礁群构成，周边有不少高级饭店林立，也有各

种平价住宿，选择相当多样化。 

珊瑚海岸线(图片由网友 @世态烟凉 提供)

1）库拉生态公园（Kula Eco Park）

坐落在珊瑚海岸Sigatoka 沙丘地带的库拉生态公园，是斐济唯一的野生动物园，虽然面积不大，但

趣味十足。公园里有斐济独有的热带动物——披着一身深浅相间的绿色条纹装的带纹蜥蜴和大量

羽毛缤纷的热带鸟类，水族馆里还饲养当地特有的海洋生物。公园位于小河岸边的热带森林，在

这里也可以欣赏到斐济原始森林的野性风情，是南太平洋领略纯正自然风光的最佳去处。

旅人提醒：开放时间为每周7天，10:00am-4:30pm；票价为20斐济元/人，儿童半价

2）沙丘国家公园（Sigatoka Sand Dune National Park）

新加东加沙丘国家公园位于大岛新加东加河（Sigatoka River）河口，在新加东加镇西方约三公里

处。沙丘公园占地大约650公顷，是斐济的第一个国家公园，公园内的沙丘大约有20到60公尺之高

。国家公园有许多历史遗迹，其中发现的陶器物品和人类遗骸可以追朔至三千年前；还有一处古

老的墓葬区，是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墓葬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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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旅人提醒：

①前来此处的最佳时间是在上午的十一点之前和下午三点过后，其他时间最好不要来这个地区观

赏，尤其是正午，不然会有一个难忘的“炙热”回忆。

② 国家公园附近的塔姆尼丘陵堡垒（Tavuni Hill Fort）遗迹是东加食人部落后裔的居住地，居住

在此的部落是公认的最后一个放弃食人文化的部落，在遗迹中能看到“击头石”（食人文化的一

种行为，两个人抓起受害者的胳膊和腿，以最快的速度，对准石头，猛击受害者的脑袋）和大型

的酋长草屋，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前去看看呢？（周一到周六开放）。

   

4、那那怒依拉岛 Nananu-I-Ra

这个位于大岛北部的别具特色的岛屿，仅3.5平方公里，遗世独立、远离世俗，岛上没有村庄，没

有社区，只有5个度假村。洁白的沙滩、明镜般的大海，充满了宁静、浪漫、原始的气息。这里也

是潜水、浮潜和帆板运动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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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那怒依拉岛(图片由网友 @丹枫碧云 提供)

   

5、丹纳劳岛 Denarau Island

丹纳劳岛是南太平洋最大的综合度假胜地，斐济最好的渡假胜地之一，岛上有顶级渡假村、世界

级锦标赛的高尔夫球场以及丰富的假日活动。由于知名的饭店度假村的进驻，例如喜来登、希尔

顿、索菲特、威斯汀等等，这里成为渡假最热门的选择。丹纳劳岛西北部还有一个世界级的十八

洞锦标赛高尔夫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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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旅人提醒：

从楠迪前往此处的交通便捷，出租车和公车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游客也可利用停泊在丹纳劳港

的船只来往玛玛努卡与雅沙娃群岛。

在丹纳劳港有两家快速渡轮公司，每天有数班航次，固定开航来往外岛。

1）Musket Cove Resort所经营的“马洛洛只猫号”游轮：00679- 6722444

2）South Sea Cruises所经营的“老虎四号”： 00679-6750500

3）Sea Fiji另有游轮供私人承租：00679-6750611

   

6、贝卡环礁 Beqa Lagoon

著名的贝卡环礁位于斐济的领海内，在潜水者心目中有接近天堂的美名，位于贝卡环礁的西北区

是斐济著名的软珊瑚万花筒，被誉为世界顶级的软珊瑚之都。海底世界中各色珊瑚，橘色、紫色

、白色、红色⋯⋯各种颜色的珊瑚令人眩惑，分外妖娆。这里有终年温暖的海水、随处可见的热

带鱼，五彩缤纷、巨大的珊瑚景观使这里成为了世界闻名的潜水点，来自世界各地的潜水者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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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深潜的方式探索着这些世界大战级的潜水区。不过不会水肺潜水的旅游者也不会失望，在近海

的浮潜活动非常丰富，距海岸不远的浅海处同样能看到绚烂的珊瑚礁。这里还是世界顶级的鲨鱼

观赏地，可跟随潜水向导去喂天然的灰礁鲨、护士鲨以及长达5米的牛鲨甚至虎鲨，场面相当壮观

。 

Beqa Lagoon(图片由网友 @丹枫碧云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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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容错过的其他离岛

   

1、雅沙娃群岛 Yasawa island group

雅沙娃群岛是一个由20岛屿组成的大岛链，距离大岛西海岸40公里，群岛人口稀少，僻静而安宁

，犹如苍穹下的一串珍珠。这些离岛面积都不大，有的徒步一周，悠悠闲闲也不过一个时辰的光

景。这里不仅有湛蓝的海水、白色的沙滩、绵延的珊瑚礁和蔚蓝的泻湖，还有犹如神话般的潜水

胜地，这里是游轮、游艇、潜水等爱好者、背包客及当地居民的天堂，更是想要远离尘嚣、放下

名利所带来的压力，让身心全然放松的天堂。 

 (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雅沙娃群岛中的海龟岛（Turtle island），是波姬小丝主演的经典影片《蓝色泻湖》（The Blue

Lagoon）的拍摄地，在塔威瓦岛（Tavewa）和小南努亚岛（Nanuya Lailai）之间的这片美丽的蓝色

泻湖，即蓝色珊瑚礁，可以说是全斐济最梦幻、最不可思议的珊瑚礁群。比尔.盖茨每次来斐济度

假，这里都是他最主要的选择。这里也是著名的婚礼胜地，与心爱的人在斐济举行一场热带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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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着花船由身着斐济传统服饰的士兵和手捧小花篮的花童带领着，在唱诗班的祝福中走向心爱

的人，在牧师与上帝的见证下，结下白头偕老的誓约，实在浪漫。 

时间表

旅人提醒：

在雅沙娃群岛各离岛间旅行，交通非常方便。可以选择搭乘直升飞机、小飞机，有些度假村提供

相邻岛屿间的接送服务，或者搭乘Yasawa Flyer公司提供的双体船轮渡服务，具体见

http://www.awesomefiji.com/documents/AAF2071YasawaSchedule-LR.pdf

   

2、玛玛努卡群岛 Mamanuca island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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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玛努卡群岛位置

玛玛努卡群岛是距离美地来雾岛最近、珊瑚礁发达的小岛群。玛玛努卡岛群约有20个火山岛，涨

潮时，这些小岛减少到大约13座。玛玛努卡群岛中的海滩卷浪岛 （Beachcomber

Island）、苗圃岛（Plantaion Island）及珍宝岛（Treasure

Island）等，是斐济最具代表性的珊瑚礁岛，而国人较常去的是玛纳岛（Mana Island）。白沙、碧

海、蓝天与纯朴的斐济人是每座岛的共通点，这里的岛随便选一个就能待上十天半个月，可以天

天潜水、晒太阳，也可坐在长廊下迎风喝茶、赏夕阳，真正享受度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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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玛玛奴卡群岛里的马鲁瑞奇岛（Modriki Island）是2000年影片《荒岛余生》的拍摄现场。汤姆�

汉克斯饰演的角色查克�诺兰德流落在一个有着碧海蓝天细白沙滩的荒岛上，像鲁滨逊那样在岛

上过了几年原始生活。那部戏尽管不太卖座，但却让全世界看到了斐济胜似天堂的一面。岛上树

影婆娑，洁白的小岛被纯蓝的海水包围着，时而会有水上飞机掠过，击破那蓝色的宁静，海的蔚

蓝、天的透彻、沙的洁白、椰子树的碧绿，难怪西方人说斐济是彩虹的国度。

   

3、卡达雾群岛 Kadavu islands

卡达雾群岛位于大岛以南80公里处，由Dravuni、Buliya、One、Galao等岛屿组成，其中主岛卡达

雾是斐济的第四大岛。卡达雾是高耸宏伟的火山岛，覆盖着茂密的热带雨林，环绕着大片的白沙

滩。沿海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红树林沼泽，是鸟类的栖息处以及海洋生物的繁殖所。这里是崇尚

大自然者的梦想天堂，或攸游于山林间，让壮丽的景色，融入心胸眼目，让身心舒畅放松；或者

钓鱼自娱，与大鱼搏斗；或在大星盘珊瑚礁(The Great Astrolable Reef)潜水；或精力充沛地，在海

上用力的划独木舟、登山健行；或赏鸟，都可以让你沉进在大自然怀抱里。

卡达雾是岛恰好位在大星盘珊瑚礁的中心。大星盘珊瑚礁长约100公里，是世界第四大的堡礁以及

斐济最大的珊瑚礁，海洋生物丰富，是绝无仅有的潜水天堂，因此卡达雾附近有很多世界顶级的

潜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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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Spot X：位于Naiqoro Passage，有着丰富的深海鱼、鲨鱼群、梭鱼和曲纹唇鱼，这珊瑚礁群充满着

生气，缤纷的色彩如同万花筒如此绚丽。

Manta

Reef：

正如其名所示，这里是世界上少有的可以和巨型魟鱼一起共游的潜水电，在水里你甚至能感觉到

它们从身边游过带来的水波震动。

Soso Passage：此潜水点的绝妙处是金烟囱（Golden Chimney）和珊瑚仙境（Coral Wonderland）。

金烟囱是一个大型的珊瑚峰覆盖在软珊瑚上，开花时，美艳得可以照亮整个区域。珊瑚仙境则是

一个高低起伏的海底火山地形，五彩斑斓，宛如仙境。

旅人提醒：斐济太阳航空（Pacific Sun）每日皆有从楠迪、苏瓦到卡达雾的班机。

电话: 672 0888 （预约专线）

Email: reservations@airpacific.com.fj

网站: www.pacificsun.com.fj

                                               42 / 69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961&do=album&picid=35425
mailto:reservations@airpacific.com.fj
http://www.pacificsun.com.fj


�������

斐济：曙光之岛
   

4、洛玛伊米提群岛 Lomaiviti

洛玛伊米提群岛（Lomaiviti）包括7个主要岛屿，Ovalau、Namenalala、Makogai、Koro、Wakaya、

Batiki、Nairai、Gau、Ovalau 和Moturiki，以及一些更小的岛屿，每个岛屿都有值得一游的美景。

1、列雾卡（Levuka）

列雾卡是斐济的第一个首都，也是欧洲人首次登陆之地，位于斐济东部的欧瓦罗岛（Ovalau）上

。这里拥有无数个斐济第一，比如南太平洋第一个旅馆，斐济的第一份报纸，斐济第一条热闹的

大街等。漫步在列雾卡，随处可见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置身在此，仿佛时间倒退到了过去。参

观每一座历史房屋、博物馆、英国王子查尔斯曾来过的沙滩，听着当地人讲述古老的故事，才显

现出列雾卡历史的光辉。皇家旅馆（The Royal Hotel）是南太平洋历史最悠久的旅馆，目前仍在营

业中。旅馆创始人戴维.罗比船长在屋顶上建了个小小的瞭望台，使得这个小旅馆就像船只一样，

让旅客享受看海的乐趣。

在列雾卡的行程除了市区漫步，到戴雾库拉（Devukula）参观也是一项难得的体验，戴雾库拉是

一个传统的部落，不仅完整地保存了历史文化，而且还让全村的青年人都继续学习历史和传统手

工艺。精采的米克表演让人大呼过瘾，还能接受丰盛的洛佛大餐招待。村落中更提供旅客住宿的

小屋，让游客充分享受完整的斐济生活。

2、瓦卡亚岛（Wak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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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一岛一饭店的瓦卡亚岛是斐济奢侈度假的代表作，具有气候温和，纯净的水源，多样的地形，峭

壁，森林，海滩和泻湖。这个席琳�迪翁与金�凯瑞都钟情的小岛，是世界最顶级最私密之一的

岛屿，时常被好莱坞电影明星或社会名流选做包场宴会、欢度蜜月之所。吸引这些名流前往渡假

的原因乃在于岛上与世隔绝的安宁，不但以专用直升机当成对外唯一的交通工具，小岛更限制入

住人数，每天只允许20人入住，入住的宾客至少要在此居住5天，价格最低的园林景观草屋需1900.

00美元/晚（不含税），而最贵的别墅则高达7600.00美元/晚，不准小孩及摄影机进入，无怪乎饱

受狗仔队骚扰的名人把这里当成梦中仙境。

   

5、北部群岛 The Northern Isles

北部群岛包括万努来雾岛（Vanua Levu）、塔韦乌尼岛（Taveuni）和一众小岛组成。万努来雾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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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斐济的第2大岛，面积约为大岛的一半，位于大东岛东北方海面上。与大岛相比，这里显得更加

淳朴原始，到处景色如画，满眼都是繁茂的热带雨林及绵延的椰子林。黑色火山岩、白色沙滩、

高山雨林与丰富的海底景观，万努来雾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构成了最佳旅游条件。

1）萨武萨武（Savusavu）

萨武萨武个可爱小镇，隔着萨武萨武湾与纳威岛（Nawi island）相望。从小镇向着平静无染的海

湾望去，景观可说是一流的，是个游艇的天堂，因此经常有游艇到此停泊，逗留几天，甚至几年

。 

 (图片由网友 @世态烟凉 提供)

萨武萨武是斐济最佳潜水场地之一，萨武湾附近有许多令人神往的潜水地点，如拥有大量梭鱼的

Barracuda Point，水下有大量软珊瑚和石珊瑚的Dreadlocks，以及举世闻名的Namena岛等，吸引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潜水爱好者。此外赏岛、登山健行、泛独木舟、风帆船等等，都是深受观光

客喜爱的活动。萨武萨武西北方40公里有一处瓦沙力自然保护区（Waisali Nature Reserve），于199

1年由斐济国家信托组织所创，保护区内有116公顷的未开发热带雨林，这里的一切完全原生态，

登上山顶可以一览壮丽的景色。萨武萨武盛产稀有的斐济珍珠，有兴趣的旅游者可以参加萨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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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镇J Hunter珍珠农场日间游，亲自体验色彩斑斓、光彩夺目且尺寸世界公认的珍珠养殖过程。

2）蓝巴沙（Labasa）

蓝巴沙距萨武萨武仅140公里，但却是个完全不同于萨武萨武的世外桃源。前来此处度假的旅游者

通常是更纯粹的背包客、潜水者、冒险者或是向往着可以远离忙碌、吵闹生活的旅人。在蓝巴沙

有一颗貌似眼镜蛇的大石头，传说中它会不断的成长。如此的神奇迹象，在当地居们的眼里看里

简直就是奇迹，也因此建造了神蛇庙（The Snake

Temple）。此外，还有另一个奇特现像：漂浮岛（Floating

Island），一个貌似无根基的小岛，漂在环状湖泊当中，也是不容错过的奇景。

3）塔韦乌尼岛（Taveuni Island） 

塔韦乌尼岛在斐济语中意为花园之岛、富庶之岛，有人这么说“塔韦乌尼岛是斐济无价的瑰宝，

拜造化之恩赐，及其鬼斧神工，孕育出了此一如此独特、完美的岛屿”，踏上这座小岛，你会觉

得这样的形容一点也不夸张，整座岛屿就像一个精心耕耘的花园，看起来好像是出自于一个园林

设计的大师之手，倍受上苍宠爱。180度国际换日线（子午线）穿过塔韦乌尼岛的西北部，因此在

塔韦乌尼岛上，这条线的左边比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早12小时，右边却是晚12小时，游客到子午线

纪念碑时，等于是站在昨天与今天的交界点上。

塔韦乌尼岛是斐济的第四大岛，长42公里，宽15公里，这里被闷热的热带雨林所披覆，外围被美

丽及丰富的热带珊瑚礁环绕，是世界上最佳的潜水胜地。塔妙妮岛拥有绝妙的潜水地点，如大白

墙（Great White Wall）、蓝带鳗鲡礁（Blue Ribbon Eel Reef）、安妮珊瑚礁岩（An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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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mmie）、蓝带（Blue Ribbon）、杰克的地方（Jack’s Place）等等，没有大批观光团喧扰，不需

要与一大堆潜水客挤在一起，能够完全地享受私人水下时光。 

 (图片由网友 @世态烟凉 提供)

在岛东部的拉维纳海岸徒步（Lavena Coastal

Walk）也是上岛绝对要做的事儿。这里是波玛国家遗产公园（Bouma National Heritage Park）的一

部分。在海岸边徒步能够欣赏到隐秘而宁静小海湾、岩层上巨大的火山石、壮丽的瀑布群遗迹、

开阔视野中远处小岛的动人景致。实际上，整个塔韦乌尼到处都是徒步者的天堂。

旅人提醒：

从大岛前往万努来雾岛，可以从楠迪或苏瓦乘坐国内航班，大约1小时45分钟就能达到该地，航班

的单程价格为192斐济元，也可以选择从苏瓦乘坐渡轮（Ferry）到萨武萨武，用时大约14个小时，

价格为48斐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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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品尝美味的太平洋美食

斐济人在饮食嗜好注重讲究吃海产品，注重菜肴的丰盛。口味一般口味较重、喜油大，爱甜味。

主食以米为主，也乐于品尝面类食品。斐济拥有多国风味的美食，4大菜系为欧洲菜系、中国菜系

、印度菜系和斐济当地菜系。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斐济饮食以新鲜的海鲜食物、肉类和热

带水果为特色。斐济的鱼虾蟹贝新鲜无比，物美价廉。

(图片由网友 @丹枫碧云 提供)

   

1、特色美食

岩石烧烤：

事先将干净的岩石烧烫，然后把准备好的食物用蕉叶包好，这种做法保持了食物的原汁原味和全

面的营养，烤熟的食物浸透了蕉叶的清香，味美口香，非常好吃。

 L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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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o是斐济人最爱吃的传统食品，是将由木薯、芋头、山药、整条鱼、整只鸡、大块猪肉和龟肉

混合而成的原材料用土填实盖压，烘烤数小时做成的。

斐济杂果沙律：

杂果沙律是斐济特色菜肴，用搅碎的新鲜上好杏仁拌上切好的各种热带水果，口味独特。

斐济海鲜大餐：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赋予了斐济各式各样的生猛海鲜，斐济的海鲜没有固定的做法，可以根据自

己选定的海鲜原料，按照自己喜欢的口味让厨师加工。椰子蟹可谓是斐济一绝，这种专门吃叶子

的螃蟹是斐济最早的原住民，是斐济之行不得不尝的美食之一。

卡瓦( Kava )：

卡瓦是一种没有含酒精类的饮料，在出征、村落聚会、表演米克时饮用，成为一种聚会仪式，象

征与祖先神明沟通或赐予神力。卡瓦制作过程是取胡椒树根先晒干后磨成粉末，然后放在纱布里

，在制作卡瓦的专门容器中加水用力搓揉，搓出树根汁液。卡瓦容器有一根一端系着海螺的绳子

，指向谁，谁喝第一杯。卡瓦以半个椰子壳为一杯，喝的人先击掌一次说一声“Bula”后接过碗

，一饮而尽后把碗交回制作人手上，再击掌三下，代表饮用完毕。Kava像是中药的味道，微微有

些辛辣。当地人用它来治病，帮助入眠，也做日常的饮料。拜访斐济人时，对方必定先奉上一杯

卡瓦，这除了代表主的好客外也代表客人的被接受，所以到斐济人家里作客，带上一包卡瓦粉，

是最基本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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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的特色美食(图片由网友 @丹枫碧云 提供)

   

2、餐厅推荐

Tatas

楠迪最有名望的餐厅，任何饭点这里总是长龙一条。这里的环境与服务虽然略显随意，但提供的

独具斐济特色的印度食物绝对值得一试，尤其是南瓜咖喱。

地址：Nadi Back Rd, Nadi, Viti Levu, Fiji

Curry Haven

楠迪城中另一个品尝斐济风味印度菜的好地方，店内提供的咖喱口味纯正。位于Ed’s海湾，坐在

店中可以边享受美食边欣赏美妙的海景。

JJ’s on the Park

位于海边的JJ是苏瓦最有名的餐厅之一，以店内的甜点最为有名，曾获得2003年斐济最佳餐厅的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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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在JJ用餐，不论是坐在餐厅里还是店外，都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港口和周围绿绿葱葱的公园。

地址：Ratu Sukuna Park, Suva

Maya Dhaba

位于苏瓦热闹的市中心，仍然是一家印度菜馆。新鲜的食物、地道的口味，Maya的咖喱总让人垂

涎，在苏瓦品尝印度菜是最好的地方。

地址：Victoria Parade, Suva, Viti Levu, Fiji 

(图片由网友 @丹枫碧云 提供)

Restaurant Café Bula Re

以印度及中国菜而闻名，此外还经营斐济当地菜，海鲜及欧洲美食。

地址：Main Street Savusavu

电话：00679-885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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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斐济的特产与购物

斐济是自由港，故免税店特别多，钻石、珠宝、香水、银器、水晶制品等世界一流商品皆可以免

税的价格购得。在有斐济政府观光局标记的免税商店，旅客可安心的购买。但是与免税商品相比

，具有浓厚斐济文化气息的各种特产更值得一购而拥有。

斐济水（FIJI Water）

       这是一个源自斐济群岛的瓶装水品牌，其来源地是Viti Lenu岛上的Nakauvadra山谷

，受到当地火山岩覆盖，是经火山岩过滤的天然雨水。由于斐济远离工业污染，因此斐济水没有

受到任何污染，也不含任何人造成分。正是因为这份纯净，斐济水在世界各地受到了欢迎。它是

美国总统的最爱，奥巴马出访各国必备物品，白宫随处可见。总统喜欢，明星和潮人也当它是心

头好。各大娱乐杂志和热播美剧中经常能看到明星撅起性感的嘴唇伸向一瓶斐济水。R&B歌手JZ

不喝斐济水就不唱歌，邦女郎丹妮丝�理查兹出门带孩子也揣着斐济水。 

斐济水 (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特色手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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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斐济有三种独特的手工艺：木雕、马西布（Masi）、潘达努斯编织。斐济拥有南

太平洋上最好的木雕师，木雕工艺精美细致；马西布（在其他太平洋地区被称作树皮布）是斐济

的传统服装，由汤加侵略者引入，它是由桑树丛树皮制成的一种十分细腻的布。桑树丛树皮经一

年成熟后被打成浆，由手卷起来制成纸制材料，材料被黑红两种天然色素印上图案；潘达努斯是

一种松软的尖叶植物，能在石质土中生长。它的叶子被采集起来，晒干后剥去其尖棘，然后浸泡

在海水中（或用水煮）使其变柔软便于加工。一旦被太阳彻底晒干， 潘达努斯的叶子就可以被用

来编织篮子，扇子和其他有用的物品。斐济人民勤劳而且有智慧，在斐济的每个村落，您都可以

买到当地具有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在机械化大生产的年代，一件像样的纯手工制作的手工艺品

尤为珍贵。

纯净斐济（Pure FiJi） 

(图片由网友 @丹枫碧云 提供)

Pure FIJI以其“自然、天然、纯净”的理念在世界化妆品界上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在欧美市场比较

畅销，是不少好莱坞明星的最爱。Pure Fiji系列产品混合了纯净椰子油、椰乳及澳洲干果精华油。

几个世纪以来，南太平洋岛民用天然椰子油混合干果萃取物来保湿、滋养、保护皮肤和头发。科

学证明这种独特的植物油混合，非常贴近人类皮肤自身的油性，是人类皮肤组织的最佳搭配。容

易吸收，平衡水份，滋润肌肤，能够让肌肤重现美丽。

UGG Factory

       为了降低产品成本，UGG在斐济设有UGG Factory,工厂店就在楠迪机场附近，款式

众多，颜色多样，不管挑选什么颜色什么样子什么种类的羊毛，都可以在一小时内加工完成。如

果有兴趣去购买UGG，可以在楠迪机场拿到免费的优惠券。

加瓦

       加瓦是斐济的特产，由一种胡椒类植物的根研磨成粉末制成。斐济当地的传说中提

到这种植物是从一位伤心而亡的公主墓中长出的。一代代的斐济人都喝这种药水，都说它有神奇

的药力。这种药水看起来黑乎乎的，里面含有壮阳药大米阿纳和人参。可以提高男性的性功能，

增强精子的生活力。 

 椰子制品

        千万不要小看在斐济到处都可以见到的椰子，椰子可是斐济人民的宝物，连斐济

的国旗国徽上都有。椰子是斐济人民的粮食，同时也是他们外贸出口的主要货品。椰子全身是宝

，聪明的斐济人把他的全部都制成了对人类有用的东西，你当然可以以购买当地具有特色的椰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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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用品。

诺丽果（Noni）

诺丽果主要生长在南太平洋太平洋群岛，其果实具有很好的强身效果，被誉为植物之后、上帝的

恩赐，太平洋群岛上的人民用诺丽果强身健体的历史已有二千多年。诺丽果富含227种营养成分，

包括13种维生素(A、B、C、E等)，16种矿物质(钾、钠、锌、钙、铁、镁、 磷、铜、硒等)，8种稀

有元素，包括9种必需氨基酸在内的20多种氨基酸（是植物中含氨基酸种类最多的超强组合），10

多种具抗氧化作用的物质。还含有多种生物碱、多醣体、多种酵素等极具医学价值的成分。

黑珍珠 

(图片由网友 @丹枫碧云 提供)

黑珍珠珍贵而稀有，斐济则是世界上主要的黑珍珠产地，，主要集中在萨武萨武湾，价格从400美

元到4000美元不等。前往斐济，一定不要忘记挑选些质量上乘又珍贵的黑珍珠。

旅人提醒：

1）在大型购物中心或大型商场，可以广泛使用信用卡。但是在一些精品礼品店不接受信用卡或外

币，因此，您需要兑换一些斐济元随身携带。

2）斐济人做生意不喜欢讨价还价，而可以与斐济的印度族人讨价还价。斐济的印度商人们认为失

去今天上门的第一个客人是不吉利的，所以清早顾客们尽可以买个痛快。

3）由于斐济是海岛国家，所以海鲜非常便宜，可以多买多尝，不一定要选大型商场进行购物，有

时候在较小型的商店反而会有更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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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斐济住宿推荐

斐济的住宿条件非常的好，只要您肯花世界级的价钱就一定可以享受到世界级的服务。这里有度

假形式和商务形式的大型酒店，您可以根据您的需要去选择。酒店内部都有豪华且便利的设施，

如泳池，洗衣店，特产出售点等等。酒店还会不定期的举行一些大型联欢活动，如舞会，狂欢会

，酒会等，运气好些的话还会遇上选美活动。

斐济很受富贾贵族们的垂青，除了绝佳的景色之外，这里的一岛一住式服务很好的保护了他们的

私隐，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比尔盖茨等人就有他们固定的住所，想享受这样的服务并不是一般人

可以负担得起的，每晚2000多美金的价钱让可多渴望的人都望而却步。

 (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除了豪华酒店之外，斐济也有许多价格适宜、环境优美的酒店和度假村，布置优雅、设施齐全，

不仅有室外游泳池、SPA、健身房、烧烤营地，还有花园、温泉等等，酒店内每天提供免费的自

助餐服务，还有多项室外游览和活动项目可供旅游者选择，价格一般在100~500斐济元。

斐济也是世界各地背包客的心中的圣地，背包客旅馆在斐济的数量多、分布广。背包客旅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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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宜，又能在旅馆里结识到许多志同道合的驴友。青年旅馆的房间一般是多人间，各类设施都是

公用，旅客要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Smugglers Cove Beach Resort Hotel

该酒店距楠迪国际机场仅十分钟车程，且位于著名的Wailoaloa海滩边，在房间里就能享受到令人

赞叹的无敌海景，俯瞰整个楠迪湾，遥对玛玛努卡群岛。酒店有多人间、单人间、双人间、套房

等多种房型。

地址：Wailoaloa Beach, Nadi Bay

电话：00679-6726578

房价：28-245斐济元

网址：http://www.smugglersbeachfiji.com

Email：reservations@smugglerscove.com.fj

Horizon Backpackers

Horizon Backpackers是斐济最友好最物超所值的门户背包旅馆，设施完备，环境优美，可以说是世

界各地前来斐济旅游的背包客心中的麦加。这里距楠迪国际机场仅十分钟的车程，步行5分钟即可

到达海滩，每天晚上，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旅人相距在海边尽情的享受party time.

地址：Wailoaloa Beach, Nadi Bay

电话：00679-6722832

房价：15斐济元（14人房）、22斐济元（8人房）、50斐济元（标准房）、115斐济元（家庭房）

网址: www.horizonbeachfiji.com

Email: horizon@connect.com.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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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丹枫碧云 提供)

Raintree Lodge Eco-Tourist Resort

该酒店是斐济第一个完全依据生态旅游标准建设的度假区，1999年9月开业，2001年获最佳经济酒

店大奖，2005年获最佳生态旅游大奖。该酒店距机场和苏瓦市区均只有不足15分钟的车程，在酒

店门口就有前往机场和市区的公车站点。

地址：Princes Rd Colo-i-Suva

电话：00679-332 0562

房价：25斐济元（多人房）、65斐济元（标准间）、165斐济元（Bure，最多4人），220斐济元（

家庭房，最多7人）

网址：www.raintreelodge.com

Email：raintreelodge@connect.com.fj

Jean-Michel Cousteau Fiji Islands Resort

这是南太平洋地区闻名遐迩的度假村之一，俯瞰宁静的沙雾湾（Savusavu Bay），是水肺潜水的胜

地之一。同时，度假村也以和谐的生态环境而闻名，荣获2007年世界环境友好酒店大奖第一名，

在这里可以全心融入自然，享受一个轻松愉悦的假期，度假村最短的居住时间为3天。

客房类型：

Gardenview bures：可将充满热带风情的植物一览无余，适合带小孩的夫妻居住。

Oceanfront bures：房间拥有一个带吊床的宽敞露台。

Oceanfront Suite Bures：环境优美，有露台及铺有石子的院落，适合新婚夫妇或家庭居住。

Oceanfront 2-bedroom bures：房间私密且宽敞，拥有两个卧室，适合家庭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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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Reef Bures：房间不在度假村内，完全隐秘的环境，适合蜜月情侣或想避世的人居住。

Honeymoon Point Reef Bure with Spa Tub：和上面房间相似，但露台多了一个Spa池。

Villa：度假村内最为奢侈豪华的房间。

地址：Jean-Michel Cousteau Fiji Islands Resort，Savusavu Bay，Vanua Levu Island

电话：00679-8850188

网址：http://www.fijiresort.com/

(图片由网友 @丹枫碧云 提供)

Lomalagi Resort

“Lomalagi“在斐济语中是天堂的意思，可想而知度假村的环境。它坐落于占地25英亩的椰子种植

园中，辽阔的Natewa海湾近在咫尺。此外，度假村为客人提供了完全私密的环境，在这里可以享

受不受外界影响的隐居生活。度假村共有6座豪华且隐秘的别墅，且每座别墅都拥有私人露台。同

时度假村为客人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供客人选择，如潜水，与海豚嬉戏，骑山地车，打羽毛球

等等。

地址：PO Box 200, Savusavu, Fiji Islands.

电话：00679-8510585

价格：蜜月别墅499美元/晚，山间别墅468美元/晚

网址：http://www.lomalag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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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斐济的交通

斐济共和国位于南太平洋，它由322个岛屿组成，面积1.83万平方公里。斐济是南太平洋的枢纽，

也是最受欢迎的度假胜地。在斐济旅游最方便的交通方式是做飞机，斐济全国一共有16大小不一

的飞机场；最受欢迎的交通方式则是租车自驾旅行，在这里不必再忍受堵车带来的困扰。

   

1、飞机

国际航空：

一直以来大陆都无直航斐济的航班，09年10月，斐济的太平洋航空宣布在当年12月开通从香港到

斐济重要航空机场楠迪的直飞航班，随后又开通了从香港岛斐济首都苏瓦的航班，并不定期推出

了特价机票。

目前太平洋航空往返香港每周周一、四、六三次航班，香港起飞的时间是下午15：45分，飞行时

间约10个小时，加上时差5个小时，抵达楠迪的时间当地时间第二天的6：45分左右。返回时间是

斐济时间早晨8：30，到达香港时间是当天下午北京时间13：45分。提前预定机票，常能享受到air 

pacific大力度的折扣，也可以直接从想香港太平洋航空办事处预定，能够订到价格实惠的往返机

票。如果是内地飞香港转机斐济航空的，可以在抵达香港后不出境，在香港机场转机大厅Ｅ１的

斐济航空柜台直接办理登机手续。另外，凭斐济航空的电子机票，可在内地机场办理大件行李直

接托运到斐济楠迪的手续，这样在香港转机时，就无需拿大行李，可以轻松逛机场免税店。

太平洋航空：http://www.airportsfiji.com/index.php

国内航空：

斐济共有16个大小不等的机场，其中最大的楠迪国际机场，可起降波音747大型飞机，是南太地区

的航空枢纽，各国的国际航班均在此停靠、起飞。除楠迪国际机场外，东北部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是瑙索里（NAUSORI）机场，位于首都苏瓦附近，规模要小得多，最多只能起降737-800机型。

瑙索里机场至苏瓦市中心车程30分钟，上午9点到下午4点有机场公共汽车对开，票价1斐济元，如

果乘出租车到市中心为11斐济元。

联络各岛的航空路线很发达，太平洋航空和国内航空的斐济航空（Air Fiji）每天有多次航班飞至

                                               59 / 69

http://www.airportsfiji.com/index.php


�������

斐济：曙光之岛
各岛屿，其中以楠迪至苏瓦现最为繁忙，两个城市搭乘飞机需时间约30-40分钟。此外，Turtle

Airways、See Bee Air、Sunflower Airlines等航空公司也提供小飞机出租，可以乘坐赴前往各离岛。

其中楠迪至Mana的航班基本2小时一班，机票价格大概79斐济币，飞行时间15分钟。飞机非常小

，登机手续也非常简单，唯一特殊的是，每个乘客都被称了体重，根据体重，排到不同的位置，

以平衡飞机的重量。飞机上的座椅有如公共汽车，没有空姐，帅气的飞行员会简单用英文介绍注

意事项，之后，小飞机就摇摇晃晃地起飞了，倒像是游乐园中的某些惊险游戏。

   

2、轮渡

搭乘轮渡也可往返于各个离岛之间。比较大型的船务公司有The Petterson Brothes、 Beachcomber

Cruises、Concort Shipping，这三家公司都有大型轮渡可以运送旅客、货物及轿车。轮渡经常误点

，旅客经常要等上好久，时刻表形同虚设。如果要到较远的岛上，对于轮渡上的厕所要有心理准

备。

   

3、铁路

斐济的铁路交通非常不发达，唯一的一条铁路路线在美地莱雾岛上，也就是沿着珊瑚海岸所筑的

铁路路线。沿途可以看到斐济的乡间风光、甘蔗田。这条铁路并不是为了方便斐济当地居民所筑

，而是专为游客所辟的路线。

   

4、公路

在斐济旅行，租车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尤其是一部性能优良的四轮传动吉普车，可以带着你上天

下海、没有阻碍。承租人必需准备好国际驾照，年龄必须大于21岁，有些公司甚至规定必须高于2

5岁。大部分的租车公司在楠迪国际机场都设有办事处，或是在饭店，旅馆大部分也都有租车的信

息。租车需要信用卡或者现金担保。租车价格较高，一般为80-120美元/天。租车费用一般包括日

租车费、信用卡授权押金和额外保险费（可选）。在斐济没法开太快，不仅因为市区限速50、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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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限速80公里/小时的规定。在斐济，最合适自驾的地方莫过于珊瑚海岸。

斐济的公车系统不发达，通常当地居民都是搭一种私人营运的小型巴士，主要往来于各个重要城

市之间，通常小巴坐满了就会开动，没有固定的站牌，可以随招随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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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推荐行程

在斐济，再准确、详细的线路安排都会显得无趣，因为当你身处斐济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一处都

是世间难得的美景仙境，每一处都让人难以割舍，无法离开，行程安排将会成为一种束缚。您可

以从楠迪开车或乘坐旅游专列一路沿珊瑚海岸前往苏瓦，沿途的海滩、国家公园、度假区和无数

顶级的潜水点定会让您神往；也可以从楠迪直接前往玛玛努卡和雅沙娃群岛，找一两个人间仙境

好好的放松一下；如果您是潜水爱好者，可以在珊瑚海岸的半路搭船前往卡达雾群岛，那里绚烂

的软珊瑚和丰富的海底生物定让您流连忘返；如果您是深度背包客，向往世外桃源，从楠迪或苏

瓦直飞北部群岛吧，那里定能寻到您想要的静谧与幽深；如果您时间充足，强烈建议玩一玩“跳

岛”，亲自去体验下各个小岛的不同。

在斐济，选择太多了，对于这个慵懒的国家，平日的生活都充满了随意，更何况是一次难得的度

假，COME ON~ It’s Fiji Time！抛开所谓的安排、线路和赶时间赶路程吧，在斐济，放松神经，

跟随自己的心，走到哪儿就是哪儿吧。

如果说一定要对于您的行程提点什么建议的话，那就是斐济是个度假旅游目的地，既然千里迢迢

来到这里，那么请为块神奇而美丽的土地多些时间吧。我们也学习一下某些小岛的规定，在斐济

，您的行程必须以7天起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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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特别提示

1）请勿饮用生水。即使是酒店里的生水是海水淡化而来，不能直接饮用，而且烧开也有沉淀或咸

味，建议饮用矿泉水。

2）行走要注意交通安全，要等绿灯亮时再过斑马线。斐济行人和车辆均为左侧行驶，在走路或过

十字路口时，要倍加注意。

3）斐济当地医疗条件一般，且药品规格与国内差距较大。建议您提前准备一些常用药，如感冒药

、消炎药、止痛药、创可贴、晕车药、肠胃药等；年长者也请针对自己身体情况的需要，带好备

用药品。

4）到斐济旅行特别要注意安全，不要将相机等贵重物品露在外面，也不要夜间独行。首都苏瓦的

情况比较复杂，但酒店里和小岛上相对安全。

5）斐济的酒店里一般只有西餐厅，且西餐价格偏贵。其实许多酒店提供免费的早餐和中午的海边

烧烤，在订酒店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

6）必需品：太阳眼镜、伞、防晒护肤品、泳衣、胃肠药、防蚊虫叮咬药等。

7）禁忌：斐济人很和善，但游客参观部落时仍需尊重当地风俗。

① 女性不得穿着露肩的无袖上衣或者长度不及膝盖的短裙。

② 在部落中不得戴帽子或者太阳镜。

③ 不要摸任何斐济人的头，包括小孩子，斐济人认为头部是人最神圣的部位。

④ 在斐济，无论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都会用“BULA”一词来打招呼，回应打招呼的人时面带微

笑地说声“BULA”即可，千万不要在部落参观时大声喧哗。

⑤ 可以送一些小礼品作为拜访礼物给作客的部落人家，有利于顺利地参观。

⑥ 进入当地人家中一定要脱鞋，否则就是一种很冒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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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斐济旅行关键词

《荒岛余生》

《荒岛余生》（Cast Away，又译为劫后重生）是一部由二十世纪福克斯影业与梦工厂发行的电影

，2000年时首度上映。查克（汤姆�汉克斯 Tom Hanks饰）是一名系统工程师，职业决定了他的

生活忙碌、自律、充满时间紧迫感，无暇顾及女朋友凯莉（海伦�亨特 Helen Hunt 饰）。一场飞

机失事改变了这一切。所有人都以为查克丧生于这场灾难中，然而事实上他活了下来，被困在一

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荒岛上的生活就连吃喝都成问题，查克成为了现代鲁滨逊。但另一方面，

他在这里却因为与大自然依存，与险境搏斗，与孤独作伴，与饥饿抗争，得到了以前从来没有领

悟到的感受。当他回到现代社会时，人生有了新的开始。

该电影的拍摄地就在斐济的玛玛奴卡群岛中的一座微型小岛上——马鲁瑞奇岛，这部影片虽然没

有获得火爆的票房，但却人们记住了这个美丽的无人小岛，以至于到了今日，人们逐渐遗忘了小

岛的本命，都以“castaway”称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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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珊瑚岛》

1980年由兰德尔�克莱泽（Randal Kleiser）指导、波姬小丝主演的爱情冒险片。讲述了在一次海难

中，一艘邮轮沉没之后，一男一女两名孩子流落在荒岛上，二人学会野外求生的能力，长大之后

又逐渐了解性与爱，而且还生了一个婴儿，他们一家三口在海岛生活非常幸福，甚至拒绝了一艘

大船的救助。意外发生了，一天，女孩和他们的小孩乘坐小船游玩时不小心把船浆碰到海里，男

孩在游泳过来救她们的时候碰到鲨鱼，女孩把另外一个船浆掷向鲨鱼，使男孩顺利的爬上小船，

失去两只船浆的小船被海风刮离海岸，一家三口也只有蜷缩在船舱里，随着小船漂流在漫无边际

的大海里。

雅沙娃群岛中的蓝色泻湖正是该影片的拍摄地，蓝天碧海、椰林树影似的世外桃源，在同期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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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黑暗恐怖片潮流中独树一帜，也正是这部影片使得年仅15岁的波姬小丝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国

际明星，美人配美景，果然是电影界制胜的法宝。

《流浪的面包树》

张小娴，香港女作家。1995年推出第一部长篇小说《面包树上的女人》而走红文坛，继亦舒之后

，成为香港最受欢迎的言情小说家。她的作品善于描写都市的男欢女爱，深受年轻读者的欢迎，

往往新作一出版就会登上畅销榜。张小娴笔下的女主人公在《面包树上的女人》那个阶段，以为

爱情是人生的全部，并在《面包树出走了》的时候更加深了这一点，但到了《流浪的面包树》，

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和人生。成长，才是女人最后的归宿。成长之后的爱情，才是更圆熟的爱。

其他旅行关键词：

日出：

由于180度经线贯穿其中，斐济是世界上最东也是最西的国家，是地球上最早看到日出的国家。

蜜月：

斐济是世界名人钟爱的蜜月度假胜地，包括大名鼎鼎的比尔�盖茨、小甜甜布兰妮和妮可�基德

曼。除了西式教堂婚礼外，也向游客提供传统的斐济婚礼服务。

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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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u是斐济的国民服装，男女老少都爱穿，到处可以看到身穿大花衬衣和齐膝裙子的男人，大街

上高大威猛的男警察也是穿着Sulu指挥交通，反而女警察们却着裤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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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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