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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曼：神秘国度 乳香之邦

阿曼，对于很多中国游客来说，是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国度，在大量中国游客涌向阿联酋体验

富贵与奢华的时候，作为邻居的阿曼却依旧保持着阿拉伯式的传统和宁静，同样盛产石油的阿曼

，并不缺少金钱和财富，面对来自西方现代化的时尚潮流却选择了拒绝。 

阿曼美景(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时至今日，阿曼人民依旧过着传统富足的生活，在这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度里，波澜壮阔的海

岸、巍峨雄伟的山峦、古代丝绸之路的辉煌足迹、高山峡谷中的避暑胜地、目送海龟投入大海的

怀抱。无论在马斯喀特、萨拉拉还是苏尔，在阿曼旅行总能带给你一个又一个的惊喜，让我们一

起走入阿拉伯半岛绚烂多彩的国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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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的气候终年酷热，即使在阿曼人民看来最为凉爽的季节，白天的气温也会在30度以上，因此

在中国最为寒冷的冬季是去阿曼旅行的最佳季节。

相对于其他国家，阿曼的节日相对较少，全年最重要的节日就是国庆节，也就是国王苏丹的生日

——11月18日。 

阿曼地图

最佳旅行时间：

阿曼属于典型的热带沙漠气候，终年炎热高温干燥，在7、8月份白天的气温更是高达50度之多，

因此最佳旅游时间是每年11月-次年2月，这段时间属于阿曼的凉季，即便是凉季也是相对的，这

段时间白天的气温同样会超过30度，火辣阳光照射下，令人感到酷热难耐，特别注意防暑防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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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办理

阿曼的签证申请流程非常特殊，不同于我们熟知的准备签证材料到目的地国家驻华使馆的申请签

证的程序，阿曼实行的返签签证政策。所谓返签就是目的地国家使领馆没有在驻扎国家签发签证

的权限，该国签证由本国移民局统一签发。

阿曼签证

申请程序一：找到签证申请人或申请机构

首先也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找到一个在阿曼的邀请人或邀请机构，把个人护照首页扫描件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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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人或邀请机构，邀请人可以是自己认识的阿曼普通公民，邀请机构可以是阿曼当地的旅行社

、酒店或者其他机构，总之邀请人或邀请机构肯愿意为你申请签证即可。

申请程序二：正式申请签证

正式申请签证之前需要告知阿曼邀请人或邀请机构大致的行程计划和到达阿曼的航班时间和航班

号，邀请人或邀请机构将正式向阿曼移民局提交签证申请，移民局经过大约两周时间的签证审批

程序，告知邀请人或邀请机构签证审批结果，多数情况下签证申请都能获得批准（由于阿曼是传

统的阿拉伯国家，对于未婚单身女性的签证申请会通常予以拒绝）。

签证程序三：获得签证

阿曼签证是一张打印出来的签证纸，签证的原件不会寄给签证申请人，而是留在阿曼国内，待申

请人到达阿曼之前会被送到指定的移民局入境口岸。签证申请人只能获得签证原件的扫描件，打

印出来的签证扫描件无法与签证原件具有同等效力，无论航空公司还是中国移民局都不予以承认

，因此需要凭个人护照原件和打印的签证扫描件前往阿曼驻华大使馆申请开具《出境证明》，《

出境证明》中明确说明申请人的详细信息并已获得阿曼签证，请中国移民局予以批准出境。

带着个人护照、打印出来的签证扫描件和《出境证明》就可以在航空公司柜台办理登机手续并且

从中国移民局口岸出境，到达阿曼马斯喀特国际机场，在机场指定地点领取签证原件，持有签证

原件就可以顺利完成阿曼入境手续。

旅人提示：

申请阿曼签证的最终发生费用取决于申请人与邀请人或邀请机构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例如申请

人与邀请人或邀请机构之间是特别要好的朋友关系，最终发生费用可能就是申请签证本身费用；

如果申请人与邀请人或邀请机构之间仅仅是买者与卖者的关系，邀请人或邀请机构就会向申请人

提出一些附带消费条件，例如预订三晚高档酒店等，最终发生费用就会增加很多。

阿曼苏丹国大使馆

地址：亮马河南路6号

Chancery：No. 6, Liang Ma He Nan Lu

电话：010-65323692 65323322

传真：010-6532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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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币兑换

阿曼货币

阿曼的货币单位为里亚尔，1里亚尔大约折合人民币30元，货币面值有100、50、20、10、5、2、1

面值的里亚尔纸币，1里亚尔=1000

旅人提示：

在阿曼兑换货币非常便利，各种外资和国有银行均可以受理外币兑换业务，在主要城市的大型商

场、超市、酒店、餐馆可以接受国际信用卡，相对小型的商场、超市、酒店、餐馆通常只接受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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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关信息

阿曼海关规定，除部分免税货物外，一般关税税率为5%，但对于烟草及其制品、猪肉、酒精饮料

等征100%关税；非穆斯林旅客携带的个人用一定数量的酒精饮料（24听啤酒或2瓶其他酒类）、

烟草（200支香烟）可免税；阿海关要求，携带6000里亚尔或等值其他货币（折合10万2千元人民

币）入境者，必须申报。不得携带军火（含仿真武器烟花爆竹）、毒品及色情出版物。有时对携

带的书籍、光盘和磁带等物品检查后交还本人。如携带较多的药品，需出示医生处方，并核实是

否与处方相符，方可放行；对无线电设备、海事卫星等通讯设备管控严格。

阿曼不限制水果、（非猪肉类）食品入境。无预防接种等防疫要求。

   

4、其他

1、电源：标准电压220V，三相英式插头，三个脚均为方形。 

英式插座

2、通信：移动网络为GSM制式，中国国内GSM手机可在此正常使用；阿曼已建成3.5G通讯网络

。主要运营商为阿曼电信（Omantel）、Nawras电信。阿曼公共电话较少，但手机卡价格低廉，机

场、各大超市、商场均有移动运营商柜台。

3、网络：阿曼全国互联网用户达150万，（阿曼电信可提供拨号、ADSL、移动手机上网方式），

各大酒店均有无线、有线网络服务，但网速较一般、费用较高。

4、语言 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广泛使用英语，大多数酒店员工会说德语和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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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地时间：格林尼治标准时间+4 与北京的时差-4：00

6、工作时间政府部门：07:30 - 14:30

私营部门：08:00 - 13:00，16:00-19:00

商店营业时间 09:00 - 13:00，16:30 -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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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阿曼不得不做的N件事

   

1、马斯喀特海边徒步行摄

马斯喀特美景(图片由网友 @给点阳光就灿烂 提供)

充满神秘色彩的阿曼一直以来都远离中国游客的视线，当著名的自助旅行指南《孤独星球》（LO

NELY PLANET）评选的2012年最值得去的十大城市，阿曼的马斯喀特赫然在列，这也是马斯喀特

多年来第一登上这样的光荣榜，不过确实名至实归。处于高山与大海怀抱的马斯喀特的确是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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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阿拉伯风情魅力的城市，来到马斯喀特，最不容错过的事情就是沿着马斯喀特的海边徒步行

摄，一边是无比蔚蓝的阿拉伯海，一边是应接不暇的阿拉伯风情建筑，整个徒步过程除了火辣的

阳光，其余一切都是令人赏心悦目的。

   

2、饱览南部风光旖旎的海岸线

阿曼海岸线(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阿曼乃至整个阿拉伯半岛最美的海滩在哪里？不在马斯喀特，也不在苏尔，而是在南部的萨拉拉

附近，从南部多法尔省首府萨拉拉驱车出发不到一小时就可以领略到令人无比期待的海岸风光，

坐在海边半山腰处的凉亭里，躲开了暴晒的阳光，望着完全没有被人类活动加工过的海水和沙滩

，找到的是一种原始的纯净。

   

3、体验何为“闻香识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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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男人(图片由网友 @me我 提供)

我们常说闻香识女人，可见千万种香味的化妆品很大程度上成为象征女人的标志之一，然而阿曼

却打破了一直以来我们传统认知，在这片土地上，闻香识男人。作为享誉世界的阿曼国粹——乳

香，早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年代，乳香便踏着海上丝绸之路被运送到遥远的东方。如今乳香成为每

一个阿曼男人不可或缺的饰品。在阿曼当你嗅到一缕乳香的清香时，清香不是来自女人，而是来

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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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地图(图片由网友 @给点阳光就灿烂 提供)

   

4、目送海龟投入大海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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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龟产蛋过程(图片由网友 @逃之夭夭 提供)

观赏海龟首先想到的是在热带海岛，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在阿拉伯半岛上也会有幸目睹海龟投入大

海怀抱的动人情景，位于阿拉伯半岛最东端的RAS-ALJINZ海滩生长着众多的野生海龟。崇尚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的阿曼人始终没有将海龟从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赶走，也让很多来到阿曼的游客有

幸欣赏到野生海龟。每天接近午夜和黎明的时候，这里会分别接待最多不超过200名游客去观赏海

龟，夜色下伴随着皎洁的月光和轻柔的海浪声，向导带领着大部队出发了，行进大约20分钟终于

获得了与海龟亲密接触的机会，有的海龟正在沙滩上产卵，有的海龟正在一步一个脚印的投向大

海的怀抱，触景生情令人无比感动。

   

5、阿曼男人的绅士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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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男人(图片由网友 @勇往直前不拐弯 提供)

众多的阿拉伯国家，讲着相同的阿拉伯语，但是衣着服饰的风格却有着很大的差异，有的已经步

入了欧洲时尚潮流的行列，有的依旧保持着阿拉伯传统风格，有的衣冠楚楚，有的不拘小节。阿

曼男人是阿拉伯男人的绅士代表，所有阿曼男人不论老少，都有着全国统一的服饰，整洁的白色

长袍和花色的帽子。在行为礼节方面，阿曼男人同样不缺少阿拉伯男人特有的热情，然而礼节上

的约束令阿曼男人在表达热情上变得谦逊适度，这就是阿曼男人。

   

6、高山峡谷的清凉世界

                                               17 / 69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411&do=album&picid=51583


�������

阿曼：乳香王国

JEBEL SHAMS(图片由网友 @给点阳光就灿烂 提供)

在阿曼旅行最令人感到痛苦的事情就是酷热，但是阿曼也并不缺少避暑的地方，避暑的最佳选择

就是高山和峡谷，高山的杰出代表是阿曼的最高峰—JEBEL SHAMS，海拔3000多米，即使在最热

的季节，这里也会十分的凉爽。峡谷的杰出代表是位于苏尔以北几十公里的峡谷绿洲，峡谷两侧

的高山阻挡了火辣的阳光，峡谷中还有一个个令人无比期待的天然水池，记得一定要带上游泳装

备，再再炎热的天气，只要纵身一跳，一切的痛苦将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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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斯喀特

一切从首都说起，作为阿曼的首都，这是一座大而分散的城市，由三镇组成：马斯喀特、马特拉

、鲁威（RUWI）组成，其中鲁威（RUWI）位于内陆，相对没有什么特色，马斯喀特和马特拉环

抱着蔚蓝的海湾，主要景点大都集中于这一区域。

   

1、阿曼王宫

阿曼王宫(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坐落于马斯喀特老城的王宫，一直给外人以庄严华丽神秘的感觉。庄严，就像世界上很多国家的

王宫一样，令人肃然起敬；华丽，金色与蓝色为主色调的建筑风格，凸显了阿拉伯建筑的精湛的

技艺；神秘，所有游客都没有进入王宫的荣幸，只能在偌大的王宫广场上端详打量她的尊荣。

                                               19 / 69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109&do=album&picid=51491


�������

阿曼：乳香王国
门票：无

开放时间：任何时间都可以在外面参观

交通：马斯喀特徒步游经过的景点。

   

2、马特拉古市场

马特拉古市场(图片由网友 @me我 提供)

马特拉古市场几乎是阿曼标志性的景点之一，坐落在马特拉镇的海边，这里主要售卖各种阿拉伯

传统的服饰、手工艺品、旅游纪念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在阿曼旅游购物，这座市场是非常不错

的选择，可以讨价还价，至于最终能砍下多少成交，就要看游客自己的本事了。

门票：无

开放时间：周六到周四8:00-13:00 & 17:00-21:00，周五17:00-21:00

交通：马斯喀特徒步游经过的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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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乳香王国
   

3、马斯喀特城门博物馆

马斯喀特城门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这里位于马斯喀特和马特拉之间的路上，从马特拉一路走来，穿过这座城门就进入马斯喀特古城

，然而这座博物馆的魅力并不在于博物馆本身，而是博物馆周边的山坡，如果你有较好的体力，

不怕暴晒，可以爬上周边的山上，站在山顶可以看到视角绝佳全景马斯喀特。

门票：无

开放时间：周六到周四9:30-12:30 & 16:30-19:00

交通：马斯喀特徒步游经过的景点。

   

4、军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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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乳香王国

图为军事博物馆(图片由网友 @逃之夭夭 提供)

由阿曼国防部主办，设在首都马斯喀特著名的法拉吉古城堡，自1988年底对外开放。

博物馆内图文并茂，并通过实物、模型等介绍阿曼近代史武装力量各军兵种发展的历史、现状、

所经历的主要战事以及编制、装备等，内容丰富、详尽。

   

5、祖贝尔民俗博物馆

祖贝尔民俗博物馆位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老城区。建于1914年，曾是祖贝尔�本�阿里教长的住

宅。1998年，其子穆罕默德�祖贝尔将该住宅改建成博物馆并对外开放，旨在展示祖贝尔家族收

藏的历史文物，介绍阿曼的民俗民风。

祖贝尔民俗博物馆经过扩建，又从阿曼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展品，包括：阿曼人使用的传统武器

、珠宝饰物、传统服装和生活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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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乳香王国
  

五、萨拉拉

萨拉拉，曾经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这样的角色一直延续到今天，感受阿曼的精彩，一定要

到阿曼的南部，以萨拉拉为中心，向南向北都会有所期待。萨拉拉及其周边的景点大都围绕着海

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1、萨拉拉博物馆

 萨拉拉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给点阳光就灿烂 提供)

这是一座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博物馆，博物馆的展出面积并不大，各种巨大帆船的模型带给

人们视觉上的惊艳，遗憾的是博物馆内严禁拍照，博物馆外除了曾经的断壁颓垣外，如今俨然一

派休闲乐园的景象，曾经的码头港湾被改造成为人工湖，湖边有相应配套的娱乐设施，每天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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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分，可以坐在游船上享受一天中最为美好的时光。

门票：无

开放时间：周六到周四16:00-19:00

交通：位于萨拉拉市内，没有公共交通，只能自驾车或打出租车前往。

   

2、KHOR ROURI

KHOR ROURI(图片由网友 @勇往直前不拐弯 提供)

KHOR ROURI，实在很难找到标准的中文音译名字，位于萨拉拉以东35KM的海边，这里是曾经

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驿站，如今走上海边的一座山坡上，已是一片废墟，谁能想到2000年以前这

里的繁华盛世呢？来自东西方的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阿拉伯乳香也从这里走向了世界。

门票：3里亚尔

开放时间：全天候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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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乳香王国
交通：没有公共交通，只能自驾车前往。

   

3、mughsayl

mughsayl(图片由网友 @给点阳光就灿烂 提供)

mughsayl，同样没有找到标准的中文音译名字，阿曼南部乃至整个阿曼最美的海滩就在这里，萨

拉拉以西48KM，延绵数公里的海滩，米色的沙滩，蓝绿色的清澈海水，坐在观景亭内，放眼望去

，一整天的凝视都不会感觉无聊和乏味。

门票：无

开放时间：全天候开放

交通：没有公共交通，只能自驾车前往。

   

4、米尔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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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乳香王国

米尔巴特(图片由网友 @me我 提供)

阿曼南部的海边，散落着一座座宁静的小渔村，渔村的渔民过着淳朴宁静的生活，虽然没有什么

知名的景点，有的却是一份难得的真实，静静的渔港，目送着一艘艘渔船驶向希望的大海；又静

候着一艘艘渔船的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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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乳香王国
  

六、苏尔

如果说马斯喀特和萨拉拉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苏尔则是辉煌海上丝绸之路的幕后英雄，

多少年来驰骋在汪洋大海中的船只恰恰来自苏尔，苏尔有着几千年来经久不衰的造船业。以苏尔

为中心，感受到千百年来辉煌的造船业、峡谷的清凉世界，以及与海龟亲密接触的那份感动和兴

奋。

   

1、苏尔造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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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乳香王国

苏尔造船厂(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如果想感受苏尔悠久发达的造船工业，一定要来这座造船工厂看看，然而走进这座造船厂，眼前

的一切会令充满美好期待的人大跌眼镜，谁也不会想到，一艘艘价值千万美元的船只居然出自这

座看似杂乱无章的作坊工厂，然而恰恰就是在这看似杂乱无章的工厂里，延续了几千年造船业的

辉煌，缔造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高贵品质。

门票：无

开放时间：造船厂的工作时间内随时可以光顾

交通：位于苏尔市内，徒步即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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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乳香王国
2、WADI TIWI

WADI TIWI (图片由网友 @逃之夭夭 提供)

阿曼的酷热难耐是出了名的，在我们的数九寒冬季节，这里依旧演奏着仲夏进行曲，所以在阿曼

，清凉避暑的地方一定会受到的游客的追捧。苏尔以北的高山中，分布着一条条深邃的大峡谷，

这里不仅有大峡谷成就的阴凉，更重要的是峡谷的一个个蓝绿色的水潭，峡谷不在深，有水则灵

。

门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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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乳香王国
开放时间：全天候开放，晚上可以在峡谷中宿营，享受烧烤晚宴

交通：没有公共交通，只能自驾车或包车前往。

   

3、RAS-AL JINZ

RAS-AL JINZ (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谁也很难想像，在阿拉伯半岛也会有幸欣赏海龟，苏尔以南几十公里的RAS-AL JINZ海滩，一直

保持着自然原生态，这片海滩是海龟们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如今人类与海龟已经完全实现了和谐

共处，每天都会有若干人远道而来探望海龟。

门票：5里亚尔

开放时间：遵循海龟的生活习性，每天有两场都在夜里，21:00-24:00 & 3:00-6:00

交通：没有公共交通，只能自驾车或包车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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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乳香王国
  

七、阿曼交通

   

1、飞机

马斯喀特国际机场(图片由网友 @me我 提供)

阿曼国内有两座主要机场，马斯喀特国际机场和萨拉拉机场，马斯喀特国际机场是进出阿曼的主

要航空口岸，从中国没有直达阿曼的航班，可以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出发，乘坐阿联

酋航空经迪拜转机、乘坐卡塔尔航空经多哈转机、乘坐阿提哈德航空经阿布扎比转机均可到达马

斯喀特。

阿曼航空公司作为阿曼最大的国际航空公司，主要运营飞完阿拉伯半岛、中东、欧洲、南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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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国家的航线，在国内主要运营马斯喀特与萨拉拉之间的航班，在阿曼国内旅行，如果选择乘

坐飞机，主要为马斯喀特到萨拉拉之间的国内航班。

   

2、公共汽车

车站(图片由网友 @勇往直前不拐弯 提供)

阿曼的国内航空客运并不是十分发达，没有铁路交通，长途公共汽车就是在阿曼国内城市间主要

的交通方式，国有的阿曼国家交通运输公司（简称ONTC）的交通网络遍及阿曼全国的各个主要

城市，以马斯喀特和萨拉拉为中心，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可以到达阿曼几乎所有的城镇，长途公共

汽车的硬件条件相对老旧，但是行车安全基本可以保证。

   

3、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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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乳香王国

租车点(图片由网友 @逃之夭夭 提供)

由于阿曼的很多亮点并不在主要大城市中，长途公共汽车并非为这些主要亮点服务，因此乘坐公

共交通游览很不现实，租车自驾是游览的绝佳方式，阿曼拥有非常好的公路和路标指示，在阿曼

驾车廉价安全便利。

世界著名的租车行AVIS、HERTZ、BUDGET、EUROCAR在阿曼的主要城市都设有服务网点，办

理租车的手续也与国际接轨，简单而高效。同时非常推荐一些私人的租车行，只要出示护照和驾

照，支付租金即可，无需用信用卡支付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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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乳香王国

主要租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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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乳香王国
  

八、餐饮推荐

阿曼人饮食习惯与海湾其他国家相近，以牛羊肉为主。沿海地区居民喜欢吃鱼，山区部落不吃海

味。海湾地区的几种饭食阿曼都有，如：葡萄叶包羊肉、茄子片夹羊肉、红烧羊蹄等。

   

1、风味美食

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曼，餐饮属于典型的穆斯林风味，穆斯林饮食有着品种口味单调乏味的特点，

如果想在阿曼享受美食，那就大错特错了，在为数不多的穆斯林餐饮中，有一种烤牛肉的口味还

算很不错的。牛肉切成块，经过水煮后红烧，加入一些当地特有的香料，再配上当地特有的博饼

，薄饼卷牛肉。不同的餐厅做法略有差异，味道基本相近。 

薄饼卷牛肉(图片由网友 @给点阳光就灿烂 提供)

另外一种相对常见可口的饭菜是薄饼卷鸡肉，做法上完全换汤不换药，只是牛肉变成了鸡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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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乳香王国
阿曼各个城市大街小巷的餐馆，都可以提供这样的饭菜。 

薄饼卷鸡肉(图片由网友 @me我 提供)

阿曼人特别喜欢当地著名食品“烤驼羔”（在掏尽内脏的驼羔肚内塞进一只羔羊，羔羊的净肚内

再塞一只鸡，鸡的净肚内再塞进一只鸽子，然后加上各种香味调料，再经烤制而成）。

   

2、推荐餐厅

AL BOOM

餐厅位于马斯喀特海边酒店的餐厅，餐厅不大，就餐环境绝佳，可以看到整个马斯喀特海港。

地址：Marina Hotel, Mutrah Corniche.

营业时间：7:30-22:30

旅人提示：穆斯林风味餐厅，主餐的价位大约在5里亚尔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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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乳香王国

Arabian Sea Restaurant

餐厅位于苏尔古城内的苏尔酒店附近，供应品味丰富的阿拉伯烤肉和海鲜烧烤

地址：Souq Street, Sur

营业时间：11:30-午夜

旅人提示：主餐的价位在2-3里亚尔，性价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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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乳香王国
  

九、酒店住宿推荐

阿曼的酒店业较为发达，大街小巷遍布各种档次价位的酒店，游客的选择范围很大，通常情况下

，10-15里亚尔就可以拥有一个宽敞明亮的大房间，在马斯喀特、萨拉拉和苏尔都有不错的酒店推

荐。

   

1、马斯喀特

Marina Hotel(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在MUTRAH镇的海边，有几家经济型的酒店，特别推荐Marina

Hotel，酒店的地理位置绝佳，走出酒店交通购物餐饮都非常方便，还可以欣赏不错的海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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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乳香王国
酒店有充足的房间，房间面积宽敞，单人间和双人间均带有独立卫生间、空调、电视、提供24小

时热水服务，单人间的价格为15里亚尔/晚，双人间的价格为25里亚尔/晚。

酒店地址：Mutrah Corniche

酒店电话：24 713 100 

BEACH HOTEL(图片由网友 @给点阳光就灿烂 提供)

马斯喀特滨海大道上，有众多价位不同的酒店供不同消费水平的选择，其中特别值得推荐BEACH 

HOTEL，白色的建筑，宽敞的房间可以观赏海景，工作人员非常的热情友爱。单人间的价格为48

里亚尔/晚；双人间的价格为52里亚尔/晚。

酒店地址：Shatti Al Qurm

酒店电话：24 696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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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乳香王国

Muscat intercontinental hotel(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如果你想在马斯喀特享受豪华惬意，全球连锁的洲际酒店无疑是再好不过的选择，酒店位于马斯

喀特的滨海大道上，拥有众多的海景房，来到阿曼的价格也入乡随俗，相对于其他国家便宜一些

，单人间的价格为110里亚尔/晚，双人间的价格为120里亚尔/晚。

酒店地址：Shatti Al Qurm

酒店电话：24 680 000

   

2、萨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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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乳香王国

Salalah Beach Villas(图片由网友 @勇往直前不拐弯 提供)

萨拉拉，南部海滨城市，住宿最好的选择是在近郊的海滩，这里有价格优惠的海景房酒店，不去

选择国际知名品牌的酒店，花更少的钱同样可以享受海景房的高贵待遇，Salalah Beach Villas，酒

店的女主人是德国人，非常友爱，二层的海景房有宽敞明亮的房间，走到阳台上就可以饱览美丽

的阿拉伯海。

每间标准海景房的价格为20里亚尔（独立卫生间、24小时热水、空调、电视），包含早餐，早餐

的内容也是相当的丰富，不是那种简单的面包黄油奶酪主义。

酒店电话：23 235 999

地址：Janub Ad Dahariz, Salalah, 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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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lah Tourist Hotel(图片由网友 @逃之夭夭 提供)

萨拉拉市内的酒店较为经济廉价，重点推荐一家名为Salalah Tourist Hotel，住在这家酒店最大的好

处在于交通便利，距离长途汽车站只有几百米，房间宽敞舒适，单人间的价格为10里亚尔/晚；双

人间的价格为12里亚尔/晚。

酒店地址：23 July Street

酒店电话：+968 23 235999

   

3、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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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 Hotel(图片由网友 @给点阳光就灿烂 提供)

苏尔，同样是一座海滨城市，然而海滨的魅力相对于马斯喀特和萨拉拉逊色不少，虽然也有海滨

酒店，但是住在苏尔古城内无疑是更好的选择。古城中心有一家与这座城市同名的酒店——苏尔

酒店，看看酒店的位置，出门左转就是苏尔长途汽车站，出门右转有众多的餐馆和商店，酒店标

准间的价格只有15里亚尔/晚，大房间，独立卫生间、空调、电视、热水一样都不少，不会有人再

犹豫。

酒店地址：Souq Street, Sur

酒店电话：25 540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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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 BEACH HOTEL(图片由网友 @me我 提供)

苏尔也有海滩酒店，SUR BEACH HOTEL位于苏尔古城外数公里，相对于，马斯喀特和萨拉拉的

，苏尔的海水和沙滩还是逊色不少，不过酒店的价格便宜了很多，单人间的价格为30里亚尔/晚，

双人间的价格为35里亚尔/晚。

酒店电话：25 542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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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阿曼购物特产

在中东地区的众多国家伊斯兰教国家中，购物选择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和相似之处，然而阿曼却

有属于自身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来到阿曼最值得买什么？

   

1、阿曼特产

乳香 

乳香

乳香是阿曼的国粹，在这个闻香识男人的国度，所说的香就是指乳香，乳香是一种阿曼特产的乳

香树产出的果实经过人工的加工提炼，最终成为乳香精。如今乳香精成为每一位阿曼男人的宠儿

，每当嗅到特别的香味时，不用看就知道阿曼男人就在不远处。对于外国游客来说，乳香精的味

道未必适合外国人的品味，可以购买少量作为尝试和体验，在阿曼全国各地的市场通常都会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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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售卖，价格也并非想象的那样离谱，通常情况下，0.5里亚尔/毫升，建议购买少许体验一下即可

。

乳香壶

作为盛放乳香精的器皿，乳香精一直与乳香壶有着形影不离的关系，乳香壶特有的外观造型使其

在外国游客眼中早已超出了器皿的概念，很大程度上乳香壶已经是艺术品，乳香壶的大小通常与

中国的茶壶相当，作为家居艺术成员是不错的选择。多数乳香壶都是金属质地，在阿曼全国各地

的市场通常都会乳香精售卖，价格也不算很贵，通常5里亚尔以内就可以买到一支铝制的乳香壶。

男人的帽子 

阿曼男人的帽子(图片由网友 @me我 提供)

虽然同处于阿拉伯半岛，共同信奉伊斯兰教，阿拉伯国家之间男人的着装却有着鲜明显著的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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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沙特阿拉伯男人头戴红白格图案的头巾，阿联酋男人头戴白色的头巾，阿曼男人也有自己

鲜明的特征，头戴一顶不同颜色花纹图案的帽子，看到身着白色长袍头戴花纹图案帽子的男人，

八九不离十就是阿曼男人了。在阿曼全国各地的市场帽子会随着白袍一同售卖，价格也不算很贵

，通常3里亚尔左右就可以买到一顶普通的帽子。 

戴帽子的阿曼男人(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AI Jarz

这是一把小斧子头安装在一根长棍子（通常是枣木材）。它是一个独特的工具，穆桑达姆省的男

性使用。在过去，各种传统斧子用途多多可用作爬树的工具，手杖，或是作为武器。

匕首和剑 

                                               47 / 69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109&do=album&picid=51495


�������

阿曼：乳香王国

阿曼匕首(图片由网友 @给点阳光就灿烂 提供)

一个正常的或弯曲的匕首是阿曼礼服的最重要组成部分。阿曼国家的庆典和婚礼礼服中都佩戴者

它们。阿曼匕首是一个文化中的遗产，这一社会风俗从一代传承至今。匕首也是阿曼男子之间的

男子气概和骄傲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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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男人腰间的匕首(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旅人提示：匕首的价格是由原料而定，通常是铁，银或金制成，银材质的匕首最为常见。

皮革

自古以来，阿曼制造各种皮革产品，例如水袋手套等，其中Mirbat，Nizwa和AlMudaybi的Wila

yt以生产皮革制品而闻名。

hal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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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wa(图片由网友 @me我 提供)

阿曼halwa是一种浸过糖水的果子，在国内和国外享有广泛的声誉。halwa可以说是伴随着阿曼人的

欢乐和悲伤。在庆典，节日和宗教节日期间都少不了它。halwa在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下可以

保存4个月。

银器

在阿曼历史中银器行业占有关键的地方，阿曼金银珠宝的特点有丰富创意在其中，反映了国家独

特的的艺术文化在其中。

   

2、购物地推荐

1、Mutrah So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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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rah Souq (图片由网友 @给点阳光就灿烂 提供)

阿曼全国规模最大的市场，也是售卖商品种类最全的市场，位于Mutrah镇的滨海公路上，交通十

分便利，在这里一个游客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特色纪念品，本地人可以买到自己日常生活的必需

品，当你需要什么的时候，那就去Mutrah Souq吧，保证可以买到你想要的。

2、Nizwa So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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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zwa Souq (图片由网友 @勇往直前不拐弯 提供)

Nizwa位于阿曼内陆的崇山峻岭中，古代的重要战略要塞，Nizwa城堡就是历史的见证，如今城堡

变成了市场，里面售卖各种本地特色工艺品，诸如土陶、乳香壶等等，在阿曼淘宝一定不要错过

Nizwa So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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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阿曼户外体验

   

1、潜水 

潜水(图片由网友 @逃之夭夭 提供)

有着3165公里的海岸线和未受污染的清澈海水，阿曼是世界上最好的浅水地点之一。在阿曼潜水

是探险与乐趣相结合的体验，有壮观的陡峭大海墙和漂亮的由珊瑚形成的海底峡湾，深度6-40米

不等。阿曼拥有良好的海况，其平均可见度为20米至30米。几处华丽的潜水点环绕着首都地区，

包括费赫勒岛（Fahal Island）、Dimaniyyat群岛和公墓海湾（Cemetery Bay）。

夜间潜水很受欢迎，潜水者经常被阿曼夜间海水大量的磷光震惊。在冬季，海水的温度降到20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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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摄氏度，潜水者可要求5毫米厚的潜水衣。在夏季，因为海水温度上升，3毫米厚的潜水衣就足够

了。

不管是选择哪里的潜水点，海洋生物都非常丰富，有各种各样的硬珊瑚和软珊瑚，而且到处都是

鱼群。游客在前往潜水点的路上还有机会观赏到海豚。

很多潜水代理商都操作阿曼的潜水活动，在条件便利时还能安排前往安曼周围众多潜水点的旅行

。

   

2、冲浪

Masirah Island冲浪(图片由网友 @给点阳光就灿烂 提供)

阿曼最好的冲浪地点之一就是玛斯拉岛（Masirah

Island）。海浪的大小则根据每年的时间，但基本上浪高会有4至6英尺。

玛斯拉岛也是帆板运动的理想场所，尤其是在季风时节（6月至9月）。游客能在干净且未受污染

的沙滩上露营，在当地商店购买基本的必需品。

游客只能从大陆的莎娜（Shanna）村庄经由渡船到达海岛，大约需要一小时。摆渡时间视潮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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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是每天通常会有四趟渡船。一旦停靠码头，游客则需向东驱车15分钟才能到达冲浪地点。

   

3、划皮艇 

海上皮划艇 (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划皮艇是最近才传入阿曼的，并且当前只限于在首都地区。

在阿曼温暖的水中划皮艇是真正超酷的体验。皮艇之旅可在喀斯喀特的Bander

Al-Kheran海湾进行。这里也有带玻璃底部的单人皮艇或双人皮艇出租。

   

4、徒步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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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m Walk(图片由网友 @me我 提供)

徒步旅行的季节一般是从9月到次年5月，但是最好的时间是10月到次年4月。游客可全年在海拔19

00米以上的地方进行徒步。这里的乡村大多数都崎岖不平，杂乱的小径，但徒步旅行是迄今为止

欣赏阿曼壮丽景致的最佳途径。

不同种类的行程有着不用难度，从首都地区出发到加巴山（Jabal

Shams）大峡谷令人愉快的瑞穆山道（Rim Walk）攀登，游客都能享受到其中的乐趣。

如果您没有徒步旅行的经历，请在出发之前联系有此经验的人。在马斯喀特和内陆，有少数几家

旅游运营商能提供完全组织好的徒步旅行，有搬运行李的驴、导游、必要的装备和从起点到终点

的交通服务。他们还为参与者提供线路选择。

如今对于第一次在阿曼徒步旅行的游客，徒步旅行路线已被作了记号和有路标，棕色布告牌指向

有标记的徒步旅行的起点，这很容易被认出来，

您能在《在阿曼徒步探险》一书中找到更详细的信息，或者联系在马斯喀特或内陆的一些旅游运

营商。徒步地图不久将发行，并将在旅游部的网站上发出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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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洞穴探险 

Majlis Al-Jinn(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阿曼苏丹提供世界上一些最大胆和令人愉快的洞穴探险，大多数洞穴只对经验丰富和合格的洞穴

探险者开放，而且还得由曾观察过该洞穴的人陪伴。

东部地区是Majlis Al-Jinn的发源地。Majlis Al-Jinn是世界上最大的洞穴和阿曼最惊险的洞穴，迄今

为止还未完全被探测过。这是个非常难通过的洞穴，我们建议您在没有熟练的专业导游陪同下不

要轻易尝试。

Al-Hotah洞是有着较少险峻和受欢迎的一个洞穴，以地下巨洞和独特的地下湖泊系统为特征。佐

法尔的Teiq洞，阿曼最近增列入的洞穴，是另一个激动人心的洞穴探险之地。阿曼的许多洞穴基

本上是地下河道。因此，在有可能下雨或该区近期下过雨的情况下，探险者应该非常小心并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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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探索洞穴。

   

6、沙漠探险

Eastern Hajar(图片由网友 @勇往直前不拐弯 提供)

阿曼的沙漠是一个巨大的山丘区域，从朝着阿拉伯海的东哈加尔（Eastern Hajar）山脉延伸200公

里。其中最著名的要属东部地区沙漠（曾是瓦稀柏（Wahiba）沙漠），其山丘高达200米，令人敬

畏。

阿曼的沙漠探险不仅仅是一种形式：骑骆驼，乘四驱车，或依照传统的贝多因人风格进行探险，

寻求刺激的探险者选择应有尽有。在世界最完美的地方之一欣赏日落本身是一种令人惊叹的活动

，但是一旦太阳降落在山丘之下，沙漠的天空就变得黑暗，一席星辰逐渐显露，这是大多数城市

居民以前都不曾见过的，着实壮观！

沙漠之旅都会随车携带沙板，游客可进行滑沙活动。如同单板滑雪一样，滑沙正成为一项广受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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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的运动，也成为极限运动爱好者的最爱！

   

7、赛马 

Oman Equestrian Federation比赛(图片由网友 @me我 提供)

在9月与6月之间，赛马会在阿曼的不同地区举行，由阿曼马术联盟（Oman Equestrian

Federation）组织。

赛马，通常与赛骆驼同时举行，展示雄姿英发的骑手和马匹。这一活动体现了人们的勇气和骑士

精神，也反映了对马的尊崇。这一行为象征着勇气和骑士精神，也赞美马儿的优点。

   

8、观赏海豚和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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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观鲸(图片由网友 @给点阳光就灿烂 提供)

海豚经常有秩序地出没在阿曼的海洋。在靠近北部的穆桑达姆省一直到南部的佐法尔的海岸线，

游客能看到这些海豚。

虽然不常见，游客还是能看到鲸鱼在阿曼的海里游泳，尤其是驼背鲸和虎鲸。费赫勒岛（Fahal Isl

and）是观察海豚的好地点。在这里，数百只海豚四处漫游或跟在金枪鱼之后游来游去。这里主要

有飞旋海豚、真海豚和一些宽吻海豚。而且，据报道虎鲸曾在岛屿的周围出现。

游客与当地居民都能体验由许多潜水代理商组织的迷人旅行，观看在大自然栖息地的海豚和鲸鱼

。

   

9、观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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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种类丰富的鸟类资源 (图片由网友 @逃之夭夭 提供)

阿曼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观鸟目的地，吸引了全世界渴望观察鸟儿的游客和鸟类学者。根据阿曼鸟

类记录委员会（Oman Bird Records Committee）的记录，阿曼有460多种鸟类已被记录在案，其中8

0种鸟儿被认为是常驻鸟儿，其余的是候鸟和季节性鸟类。

阿曼使游客有机会在一个地方就能观察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鸟儿。在春季和秋季，即鸟儿每

年一次的迁徙时节，数百万的鸟儿穿越阿曼，游客能在马斯喀特首都地区观赏到这一令人难忘的

现象。迁移周期与10月和4月的冷空气同时到来，这是在阿曼观赏鸟儿的最佳时间。

一些普通的常驻鸟儿可在首都地区内外观赏到，包括：苍鹭（条纹鹭和黄喉岩鹭）、鱼鹰、雨燕

、笑鸽、埃及秃鹰和棕腹佛法僧。

普通的候鸟和季节性鸟儿包括：牛背鹭、小滨鹬、大红鹤、红嘴鸥、斑鹟、灰苍鹭、滨鹬、白燕

鸥、红青脚鹬、毛领鸽和白鹡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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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行程推荐

   

1、阿曼精华8日游

第一天 马斯喀特

到达马斯喀特后，沿着马斯喀特海边从马斯喀特走到马特拉，一路上始终蓝天、白云、大海、要

塞的陪伴，晚上住在马特拉海边的酒店。

第二天 马斯喀特-萨拉拉

上午乘飞机从马斯喀特到萨拉拉，入住在近郊海滩的酒店，在酒店内租车行租一辆车自驾一路向

东，前往MIRBAT见证阿拉伯渔民传统的生活，前往KHOR

ROURI，追溯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时代，下午返回酒店。

第三天 萨拉拉周边

自驾车一路向西，在MUGHSAIL停留下来，站在半山腰欣赏阿曼南部最美的海岸线，黄昏时分，

走上海滩跟海滩上的各种鸟类主人共度一天中最为美好的时光，晚上返回萨拉拉。

第四天 萨拉拉

这一天主要在萨拉拉市内游览，游览乳香文化博物馆，感受历史悠久的乳香文化的同时，同时在

博物馆所在遗址公园内与当地人共度闲暇时光，晚上返回酒店。

第五天 萨拉拉-马斯喀特-苏尔

上午乘飞机返回马斯喀特，乘坐长途汽车前往苏尔，晚上到达苏尔入住古城内的酒店。

第五天 苏尔周边

租车自驾，游览苏尔市内的古造船厂，感受杂乱中缔造的辉煌，一路向北深入到高山峡谷的绿洲

中，躲避酷热难耐的天气，陶醉在清凉世界中。晚上自驾车前往阿拉伯半岛最东端的RAS-AL-JIN

Z，亲眼目睹海龟产卵、海龟投向大海怀抱的情景。午夜间返回苏尔。

第六天 苏尔-马斯喀特

简单休整后乘坐长途汽车返回马斯喀特，住在马特拉海边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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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马斯喀特周边城堡要塞

租车自驾前往阿曼内陆，参观几座著名的古要塞，包括NAKHAL要塞、NIZWA要塞、BAHLA要

塞，由于泥土夯实的建筑特点，一座座要塞面临生存的危机，现代化的修缮方式保住了要塞，却

让要塞失去了本应有的沧桑感。游览完城堡要塞之后，返回马斯喀特。

第八天 返程

乘坐凌晨的航班，经迪拜或阿布扎比、多哈转机回国。

   

2、阿曼精华5日游

第一天 马斯喀特

到达马斯喀特后，沿着马斯喀特海边从马斯喀特走到马特拉，一路上始终蓝天、白云、大海、要

塞的陪伴，晚上住在马特拉海边的酒店。

第二天 马斯喀特-萨拉拉

上午乘飞机从马斯喀特到萨拉拉，入住在近郊海滩的酒店，在酒店内租车行租一辆车自驾一路向

东，前往MIRBAT见证阿拉伯渔民传统的生活，前往KHOR

ROURI，追溯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时代，下午返回酒店。

第三天 萨拉拉周边

自驾车一路向西，在MUGHSAIL停留下来，站在半山腰欣赏阿曼南部最美的海岸线，黄昏时分，

走上海滩跟海滩上的各种鸟类主人共度一天中最为美好的时光，晚上返回萨拉拉。

第四天 马斯喀特周边城堡要塞

租车自驾前往阿曼内陆，参观几座著名的古要塞，包括NAKHAL要塞、NIZWA要塞、BAHLA要

塞，由于泥土夯实的建筑特点，一座座要塞面临生存的危机，现代化的修缮方式保住了要塞，却

让要塞失去了本应有的沧桑感。游览完城堡要塞之后，返回马斯喀特。

第五天 返程

乘坐凌晨的航班，经迪拜或阿布扎比、多哈转机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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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旅人提示

   

1、注意事项

1、阿曼实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教规，严禁对当地女人拍照；

2、进入清真寺需注意穿着，不能穿短袖、短裤或紧身衣服；

3、在任何公共场合避免坐在当地妇女身边；

4、禁忌：依照伊斯兰风俗，阿曼人不食猪肉，不饮酒。但允许驻阿使团免税进口酒品，高级饭店

内允许饮酒；

5、当地人喝咖啡时常多人共用一杯，请注意尽量不要在小咖啡馆饮用咖啡；

6、阿曼当地自来水为淡化海水，水质较差，应饮用桶装纯净水；

7、阿周末为周四、周五；

8、斋月期间，白天不能在公共场合吃东西、喝水、抽烟等；

9、阿曼人视左手不洁，忌讳用左手接触食物、他人，待人接物均须用右手；

10、阿曼有以咖啡招待客人的习惯，一般在落座后，侍者手执精致铜壶为客人斟一小杯咖啡，其

中含有豆蔻等香料，味酸苦且香料味浓郁；客人喝完后，将杯子在空中左右晃动，表示不再喝，

若不晃，则侍者将继续为客人斟咖啡；

11、常用电话：

报警、急救电话：9999

皇家医院：23211151

急救中心：2456362

市话查号：1318

国际查号：1327

航班信息查询：www.omanairports.com

在线签证申请（阿曼皇家警察网站）：www.rop.gov.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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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皇家警察公共关系部：24569392

阿曼皇家警察签证咨询：24512961

阿曼皇家警察刑事案件咨询：24569501

阿曼皇家警察交通案件咨询：24510227/228

   

2、驻阿曼苏丹国大使馆

驻阿曼苏丹国大使馆

地址： HOUSE NO.1368, WAY NO.3017, SHATI AL-QURUM, MUSCAT, SULTANATE OF OMAN

信箱： P.O. BOX 315, RUWI

邮编： POST CODE 112

电话： 00968-24696698\24686782

传真： 00968-24699208

商务处地址：No.216，Hatat Houscat，Sultanate Of Oman

电话：00968－24697804

传真：00968－24697482

网址：http://om.chineseembass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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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阿曼关键词

见面礼节

殷勤待客、彬彬有礼是阿曼人特有的美德，直爽、开朗、剽悍是阿曼人的性格特点。

根据关系亲疏，阿曼人见面时行握手礼或亲吻礼。但亲吻一般仅限于同性。普通人亲吻一般为三

下，先左后右再左。长辈对未成年的男女儿童都行吻礼，一般只吻孩子的额头，有时为表示热情

，也吻孩子的双颊，并要发出响亮的吻声。异性之间可行握手礼。 

到阿曼人家里作客，主人必迎至门外，有时客人一进门，主人先捧出一盏香炉，为客人熏香。有

时还要往客人手上喷洒名贵香水，使客人一进门便有香气扑鼻的感觉。

宾主落座后，侍者将盛上阿曼特有的甜食和椰枣请客人品尝，之后再用精致铜壶为客人斟一小杯

阿拉伯咖啡，咖啡中含有豆蔻等香料，稍带苦味。客人喝完后，将杯子在空中左右晃几下，还给

待者，表示不再喝，若不晃则侍者将继续为客人斟咖啡。需要注意的是，客人品尝甜食、椰枣或

接还杯子时均须用右手，因为阿曼人与其他阿拉伯人一样，认为用左手是不礼貌的。客人离开前

，主人一般要再次为客人熏香、洒香水，预示客人可以告辞了。

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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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装的长袍和精美帽子(图片由网友 @火眼老牛 提供)

阿曼人的服饰与其他海湾国家略有不同，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男人身着无领长袍，领口左边有一

个小穗，用来蘸香水。男人头上戴的头巾以条纹图案居多，紧紧地盘绕在头上，留一个巾角垂在

脑后。这种缠头方式受巴基斯坦、印度和波斯人影响。现在，有些头巾已改成了帽子，从外观看

仍然是头巾缠绕的样子，实际上是一个缝制完整的帽子。在非正式场合，阿曼人喜欢戴一种线织

的圆帽，上有金丝线编织的漂亮图案，具有伊斯兰和非洲服饰的特色。在正式场合，阿曼男子要

在长袍外面佩戴“汗吉尔”，即阿曼腰刀。腰刀在古时是防身的武器，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装饰，

象征阿曼人勇敢强悍的民族气概。腰刀质地不同，显示主人的不同身份和富有程度，普通腰刀价

格从几十美元到几百美元不等，高级腰刀价格昂贵，其柄用犀牛角或象牙制成，其鞘包银。有的

在腰刀柄底镶有名贵的宝石、钻石，算是腰刀中的极品了。

阿曼妇女中既有穿黑袍的传统女性，也有打扮时髦的现代青年。在着装方面阿曼对外国妇女无特

殊要求。

姓名

阿曼人的名字都是按阿拉伯民族的习惯继承祖辈的名字，因此，在他们的名字全名中记载着他们

的父名和族名。少数信德人和俾路支人的名字受印度佛教的影响，他们的名字用印地语，如丹吉

、辛格、孟德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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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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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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