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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沈阳-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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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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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

Indira Gandhi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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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91-124-3376000

地址

Indira Gandhi International Airport，New Delhi, DL 110037 印

度

主页

https://www.newdelhiairport.in/Default.aspx



D2

DAY2 德里-新德里-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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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红堡

Red Fort

[德里红堡]座落于旧德里城东北部，亚穆纳河西岸，2007 年被入选为

世界文化遗产。红堡因其用褐红色砂石建造而得名，17 世纪中叶，莫

卧儿皇帝沙贾汗把都城从阿格拉迁至德里，效仿阿格拉堡的风格建造

了该城堡。

红堡共有 5 个门，游客通常从西边的正门(拉合尔门)进入。红堡外墙呈不

规则八角形，有亭阁、阳台和大理石窗户，所以看起来不是那么单调。内

殿则是用大理石和其他名贵石料砌成，壁上刻有花卉人物的浮雕，缕空窗

板上镶有各色宝石。红堡内，除了可以看到雕工精细的国王大理石宝座，

还可以一睹纯黄金打造并嵌有多种宝石的"孔雀王座"的风采。时过境迁，

那精致的门楣和宝座似乎还在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的盛况。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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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时间充裕，不妨待到傍晚，红堡的日落景致也很不错。

门票价格

外国游客 250 卢比/人；本地人 10 卢比/人。摄影免费，录像则收

取 25 卢比。夜晚红堡有声光幻影秀，用英语和印度语向游客讲述莫

卧儿王朝历史，门票平日为成人 60 卢比，12 岁以下儿童 20 卢

比，周末和节假日成人 80 卢比，儿童 30 卢比。

开放时间

周一不开放，8:30-18:00。

地址

Red Fort,Chandni Chowk,Netaji Subhash Rd,新德里德里 110006 印

度

到达方式

乘坐轨道交通黄线，到 Chandni Chowk 站下，步行 2 公里左右或者

乘坐突突/人力三轮前往。

主页

http://www.delhitourism.gov.in/delhitourism/tourist_place/re

d_fort.jsp

顾特伯高塔

Qutub Minar



D2

塔身上镌刻阿拉伯文的《古兰经》经文和各种花纹图案。塔内有 397

级台阶，可由此直登塔顶悬台。高塔是印度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融合

的建筑物。该塔被称为“印度斯坦七大奇迹”之一，1193 年由奴隶王朝第

一个国王古特伯·乌德·丁开始修建，后由其继承人在 14 世纪中叶最后

完工。塔高 75.56 米,底层高达 29 米。塔呈赭红色，由红砂石建成。

门票价格

250 卢比

开放时间

07:00–17:00

联系方式

(91-98)1896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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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Qutub Minar Mehrauli Seth Sarai, Mehrauli New Delhi, Delhi

110030

到达方式

乘坐地铁黄线，在 Qutub Minar 站下，再搭乘电动三轮车花费约

30-40 卢比到达。

主页

http://www.delhitourism.gov.in/delhitourism/tourist_place/qu

tab_minar.jsp

德里印度门

India 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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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印度门]位于新德里中心地带，当时由英殖民政府为纪念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阵亡中的印度将士而建。外形酷似法国凯旋门，四周绿草如

茵，时常会有各类文化演出，有时甚至可以看到吹着笛子的逗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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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全天

地址

Rajpath 街东端

到达方式

轨道交通黄线或紫线，到 Central Secretariat 站下，步行 2 公里

或乘坐突突/人力三轮前往。

主页

http://www.indiagatedelhi.com

新德里贾玛清真寺

juma masjid, jamia millia

新德里贾玛清真寺是全印度最大的清真寺，也是“世界三大清真寺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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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玛”意为“星期五”，两支尖塔与白色的伊斯兰圆顶在阳光下闪耀

着光芒。

由主张建造泰姬陵的沙•贾汗下令修建，每周五和节日，这里会举行仪

式。

也许这里没有印度教寺庙那般色彩纷呈，但静默的祈祷人们会带来肃

穆宗教的氛围。

登上宣礼塔，可以俯瞰到旧德里凌乱的房屋，以及远处的古特伯高塔。

清真寺前是无序的交通和一些乞丐及小商贩，需要特别注意路上安全和

财物的保管。

门票价格

进门免费，女士租长袍 100 卢比（强制），携带照相设备 200 卢

比，存鞋 10 卢比，登宣礼塔 100 卢比

开放时间

07:30-12:00，13:30-18:30；礼拜时间游客不得进入

游玩时长

1-2 小时

联系方式

+91-11-2336535

地址

Chandni Chowk, New Delhi, Delhi, India

到达方式

乘坐地铁黄线，Chawri Bazar 站下车后，由 3 号口出，步行 10-15

分钟或乘坐电动三轮车到达左右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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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教莲花庙

德里著名的地标式建筑，又称德里灵曦堂，至今的游客访问量竟超过了

著名的泰姬陵。外貌像一朵盛开的莲花，象征不同宗教的相互包容与共

存，故称”莲花庙“。因外形酷似”悉尼歌剧院”而被互称为”可以相互对话

的两座建筑”。非常有特点的是，包容性很强的巴哈伊教规定，无论任

何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无差别地崇拜自己的神祗。

莲花庙高 34.27 米，底坐直径 74 米，由三层花瓣组成，全部采用白

色大理石建造。底座边上有 9 个连环的清水池，拱托着这巨大的“莲
花”。惟有光滑的地板上安放着一排排白色大理石长椅。白色是该庙最

主要的色调。 这里非常安静，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宁静的宗教气氛。

进庙的教徒以及参观的人要脱鞋，黄昏时参观可以欣赏喷泉。 这里环

境干净整洁，庙内装饰比较素雅，没有过多的色彩和神像，也不似其它

印度宗教圣地般音乐缭绕，气氛比较肃穆，提供长椅供访客静思、冥

想。黄昏时进入庙中休憩，会得到精神上的放松。莲花庙周围的花园和

水池免费开放，可以在这里休息。夜晚，莲花庙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尤

为漂亮，但游人无法进入。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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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阿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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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姬陵

Taj Mahal

泰戈尔形容泰姬陵是“永恒面颊上的一滴眼泪”，这座被誉为“世界最美

建筑”的陵墓，是所有旅行者来到印度的必游地，每年超过阿格拉市总

人口两倍以上的游人，穿过泰姬陵的伊斯兰风格拱门，到皇后 Mumtaz

Mahal 的陵墓之前朝圣。

泰姬陵是莫卧儿王朝第五代皇帝沙贾汗为纪念他已故的波斯皇后

Mumtaz Mahal 而兴建的陵墓，于 1983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Mumtaz

Mahal 是沙贾汗的第 3 个妻子，是沙贾汗的父皇贾汉吉尔第 20 个妻子的

侄女。1630 年，在分娩第十四个孩子的时候不幸染病去世，享年 38 岁。

她临终前向沙贾汗提出来四个遗愿，其中一个就是为她建造一座世界上最

美丽的陵墓。悲痛欲绝的皇帝亲自监 工，并请来当时最著名的建筑师以胡

马雍陵为摹本，融合了波斯、穆斯林和印度的风格，从 1632 年开始，动

用几万工人，耗费巨资，历时 22 年，终于建成了这座世界独一无二的陵

墓。泰姬陵的主体陵墓主要由纯白色大理石建造而成，还镶嵌着来自世界

各地的宝石，比如有来自中国的绿松石、玉和水晶，阿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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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的青金石，斯里兰卡的蓝宝石和阿拉伯的玛瑙。除了亚穆纳河那一

面，泰姬陵三面都被锯齿状的红砂石围墙环绕。

从泰姬陵正门进入后首先是一个巨大的莫卧儿花园，小径将花园共分成

四大部分十六个小花圃。花园中央有一个大理石水池，叫 Hawd al-

Kawthar，意为“丰盛之池”，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泰姬陵在水中的倒

影，从正门到水池前左右两侧各有一张长凳，是最受欢迎的留影地，右

边的长凳被印度人称为“戴安娜之椅”，1992 年戴安娜王妃访问泰姬陵

时，正是在此孤独留影，宣告了她与查尔斯王子的婚姻出现问题。从正

门到主陵墓的中央是一溜长长的小喷泉，两旁种植着松柏，象征着生

死。

走到水池的尽头，需要套上鞋套拾级而上，就正式和陵墓亲密接触了。

陵墓的四角各有一座高塔，典型的穆斯林风格，供穆斯林教徒登高诵读

古兰经和祈祷跪拜之用，穹顶是波斯风格的，并配有莲花装饰，在主陵

墓的入口，抬起头可以更清楚的欣赏陵墓的细节之美，两边墙上刻着古

兰经并镶嵌着美丽的宝石。进入陵墓可以看到两座一大一小的石棺，大

的是沙贾汗的，小的是皇后的，他们俩实际安葬于石棺的下方，墓室中

央的纪念碑上用波斯文刻着对皇后的封号，主陵墓内不允许拍照。主陵

墓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较大的清真寺，两两对称呼应，西边的供穆斯林

祈祷跪拜而用，东边的主要出于建筑对称美而考虑。这两个清真寺的角

落是拍摄泰姬陵侧面最佳的角度。

小贴士：

泰姬陵共有三个门：西门是最主要的入口，所有的旅行团都从此入内，

周末和节假日常常会排起长龙，但旅行团通常 7-8 点之后进入，提早

到达可以避开人群。东门是清晨自助游旅行者进入泰姬陵的主要入口，

旺季的时候也会排起长队。南门的开放时间是从 8 点开始，如果想看

日出，就不能在南门进入。

注意：西门和南门的售票处和存包处就在入口处，但东门的售票处和存

包处在距离东门入口还有 1 公里 Shilpgram。考虑到安全因素，泰姬

陵安检比较严格，男女分开排队，只有以下五类物品可以带入内：透明

瓶装水、小型摄像机、照相机、手机、小钱包，进入泰姬陵前，一定要

先去存包处，把禁止携带的物品寄存，省得到门口被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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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泰姬陵的好地点：

细细品味泰姬陵的美还在于其不同时间不同光线下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面

貌。清晨是温暖的金橙色，白天阳光下是明晃晃的白色，黄昏时分白色

的泰姬陵从金黄色逐渐变成粉红、暗红，而到月亮初升之际，又成了银

白色。日出时分进入泰姬陵后，先不要忙着惊叹，赶紧抢在人流之前奔

到花园中央水池前的长凳上，这里是拍泰姬陵主体和倒影的最佳地点，

再往前走几步到前面的喷泉池边，也可以拍到很好的泰姬陵倒影图，而

且没有很多人的干扰。在两边清真寺的一角，可以拍出透过穹顶看到的

泰姬陵。

如果计划清晨到阿格拉堡去看泰姬陵的日出，最佳地点则是在进入阿格

拉堡后，穿过右手边的宫殿，找到一个面向东边的窗口，静待太阳从泰

姬陵背后升起，这个景观会让人赞叹不已，看完日出，你会发现清晨的

阿格拉堡，游人稀少，光线也特别美。傍晚在与泰姬陵相对的亚穆纳河

北岸，也是看泰姬陵落日的好地点，可以从月光花园(Mehtab Bagh)旁

的一条小道步行到亚穆纳河畔，但现在沿岸架设了半个人高的铁丝网，

并由军队 24 小时驻守，已经没有小船可以乘坐了。

对于执着地希望坐船到亚穆纳河上拍摄泰姬陵的旅行者，沿着泰姬陵

东门往北的一条小道，走到亚穆纳河边，运气好的话，可以等到在河

上清理垃圾的小船，支付一些酬劳，请船夫把自己带到河上，许多国

家地理摄影师就这样完成他们的泰姬陵大片。

泰姬陵航拍图：www.airpano.ru/files/Taj-Mahal-India

门票价格

外国游客 750 卢比/人，费用包括了一瓶 500 毫升纯净水、鞋套以及实

用的阿格拉旅游折叠小地图，不要忘记领取；本地人 20 卢比/人；15

岁以下儿童免票(当地人和外国人均适用)。租用景点自助英语语音导

游设备费用 118 卢比。

开放时间

西门和东门：日出到日落；南门：8:00-17:00；特别提醒：泰姬陵周

五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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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562) 2330 498

到达方式

从 Agra Cantt 火车站出发，坐电动三轮车约 80-100 卢比。如果从

泰姬陵附近出发，可以选择步行到入口或乘坐人力三轮车。

主页

http://www.tajmahal.go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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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阿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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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拉堡

Agra Fort

这座城堡历经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沙贾汗、贾汉吉尔、奥朗则布等多

位皇帝使用，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1983 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因

其宫殿和城墙全部用红砂岩筑成，故又称阿格拉红堡，和德里红堡齐

名。穿过 Jahangiri Mahal 经 Shah Jahani Mahal ，会明显看到从红

砂石到白大理石的过度，因为沙贾汗对大理石的喜爱，他在已有的红砂

石外面涂上了白色。而一直到 Khas Mahal，这才是由沙贾汗建造的纯

正的白色大理石宫殿，殿内四周墙壁上有精美的绘画。宫殿旁呈几何对

称的花园是 Anguri Bagh，当年是皇族的葡萄园。花园的一边就是八角

亭 Musamman Burj，据传晚年的沙贾汗被其儿子奥朗则布幽禁在此，每

天遥遥相望着泰姬陵，想念他逝去的爱妻，奥朗则布知道后，残忍地刺

瞎父亲的双眼，让他连这唯一的慰藉也失去，就此度过 8 年的余生，

死后他的遗体经亚穆纳河运往泰姬陵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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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Rakabganj Agra, Uttar Pradesh 282003

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城

Fatehpur Sikri

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古城是 MUGHAL 朝在 1569 年开始兴建的宫城，但由于

水源等原因于 1585 年放弃。城中遗留下来的有宫殿、政府行政机关、清

真寺等宗教设施，以及庭园、图书馆和医院等，是珍贵的建筑历史博物

馆。大体上说，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古城是经过仔细区划的、并且具有相互

垂直轴线的城市，在建筑遗迹中，宫殿建筑内容最为丰富，显示出了设计

者杰出的规划设计能力和工匠高超的建筑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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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清真寺免费，宫殿需要收费，外国游客 260 卢比/人，买票时候出示

泰姬陵的门票，可以优惠 10 卢比

开放时间

全天开发

地址

Fatehpur Sikri Dadupura Fatehpur Sikri, Uttar Pradesh 283110

到达方式

由阿格拉市区内包车（约 1500-2000 卢比，车程约 1 小时）或乘坐

大巴（34 卢比）到达

小泰姬陵

Tomb of I'timād-Ud-Dau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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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泰姬陵位于亚穆纳河畔，这座精致的用纯白大理石和宝石打造的陵墓

是由贾汉吉尔的皇后为了纪念其父亲而建，因此深受波斯建筑风格影

响。规模不大，小而精致。这座陵墓建造的时间要早于泰姬陵，可以很

明显的感受到和泰姬陵的相似之处，因此这里被人昵称为 Baby Taj。不

过跟真正的泰姬陵相比，就显得冷清。

门票价格

外国游客 110 卢比/人，买票时候出示泰姬陵的门票，可以优惠 10

卢比；本地人 10 卢比/人；15 岁以下儿童免费。

开放时间

全天开放。

联系方式

(0562) 2080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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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距离泰姬陵约 6 公里左右，坐电动三轮车约 80 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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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婆罗多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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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奥拉德奥国家公园

Keoladeo National Park

凯奥拉德奥国家公园(Keoladeo Bird Sanctuary，又成为 Ghana)是位

于印度婆罗多布尔的著名鸟类保护区，可以在这里见到许多珍稀鸟类，

包括迁徙的西伯利亚鹤(白鹤)。

到达方式

就在斋普尔到阿格拉的路上，公路南侧，包车的话可以要求在这里停

车参观，停车在 4 小时左右为宜。

主页

http://keoladeonational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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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堡

Amber Fort

18 世纪初，一位杰出的土邦主杰邦•辛格（1699—1744）创建了斋普尔

（Jaipur）这座独特城市。他为了使这座城市与众不同，对全城实行了

“色彩控制”，下令把全城的房屋都涂成粉红色，规定建筑物必须用浅沙

岩建造，为斋普尔赢得了“粉红之城”、“玫瑰城”的美誉。

小贴士：

开放时间:08:00-19:00，最晚下午 5 点进入

门票价格

200 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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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08:00–17:30

联系方式

+91 141 253 029

地址

Amber Palace Amer Jaipur, Rajasthan 302001

主页

http://www.rajasthantourism.gov.in/Destinations/Jaipur/Amber

.aspx

风之宫殿

Hawa Mahal

风之宫殿是斋普尔的地标性建筑，建于 1799 年，位于城市宫殿旁，形

状如一面巨大的粉红色“墙”，上面密密麻麻布满 953 扇蜂窝状的窗，用

红砂石镂空制成，呈半个八角形，这样的结构使宫殿内任何地方有风



D6

吹入，遇到狂风天气，只要把窗户打开，大风就会吹过前后窗，不会

把建筑吹倒，宫殿因此得名为“风之宫殿”。

风之宫殿一面可以看到街景，一面可以俯瞰[城市宫殿]和$简塔•曼塔天

文台$。最初修建的目的，是为了让深闺制度下的后宫妇女，无聊时可

以隔窗观看外面的世界。

小贴士：

开放时间:9:00-16:30

价格:外国人 50 卢比，印度人 10 卢比

门票价格

外国人 50 卢比，印度人 10 卢比。

开放时间

9:00-16:30

地址

SH 140, Badi Choupad, Badi Chaupar, Jaipur，位于城市宫殿附近。

主页

http://www.hawa-mahal.com

简塔·曼塔天文台

Jantar Man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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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王公杰伊•辛格二世的得意之作，这位狂热的天文爱好者在把城邦

都城由安梅尔迁至斋普尔时，在城市宫殿旁修建了巨大的简塔•曼塔天

文台，观察行星移动与探测宇宙秩序，天文台内每一个仪器都是一座独

特的大理石建筑，有日规、经纬仪、子午线仪，预测月蚀等等，利用日

照和投影，推算时间和宇宙星体的位置。以前每年雨季前的月圆之日，

当地人会汇集于此，通过这些仪器推测当年的雨量和庄稼收成。

杰伊•辛格二世在[斋普尔]、[德里]、[瓦拉纳西]等地修建了 5 座简

塔•曼塔天文台，其中以斋普尔的规模最大，2010 年，简塔•曼塔天文

台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门票价格

外国人 200 卢比，学生 40 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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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9:00-16:00

地址

Jaipur,Rajasthan

到达方式

与城市宫殿相临，天文台入口在城市宫殿入口对面。

主页

http://www.jantarmanta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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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之宫殿

Jal Mahal

18 世纪末由安梅尔王公在湖中心修建的宫殿，用于夏天避暑，位于从

斋普尔前往琥珀堡的半路上，宫殿本身不对外开放，但在湖边远望，

宫殿如同漂浮在水面上。

小贴士：

如果包三轮车去，可以中途让司机在湖边停一下。

地址

斋普尔北郊



D7

到达方式

三轮车：从斋普尔老城包三轮车到琥珀堡，往返约 150-200 卢比，

可以中途让司机在湖边停一下。

公交车：从风之宫殿前面的路口，可以搭乘 29 路公交车前往，车

程 20 分钟，车费 10 卢比。

城市宫殿

City Palace

在杰伊•辛格二世规划这座城市时，把王公的宫殿放置于整个斋普尔老城

的中心，城市宫殿修建于 1729 年，经过后来几个世纪历代王公的扩

建，宫殿的建筑融合了拉贾斯坦的印度风格和莫卧儿王朝的伊斯兰风

格。

从城市宫殿入口进入，先是王公用以接待权贵访客的迎宾宫殿(Mubarak

Mahal)，穿过迎宾宫殿北侧由两头大象镇守的 Rajendra Pol 门，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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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和大臣们议事的私人大厅(Diwan-i-Kh)，这里放着两个银质大罐，每个

高 1.6 米，重 345 公斤，是世界上最大的纯银制品，20 世纪处王公前往英

国参加英皇加冕仪式时，银罐用来装足够沿途洗澡用的恒河圣水。

私人大厅东边为公众大厅，西边为 Pitam Niwas Chowk，这个庭院有代表

春夏秋冬的 4 个大门，分别用不同的雕刻描绘，非常精美。庭院北边是

Chandra Mahal，不对公众开放，目前王公的后裔们依然居住在这里。

门票价格

外国人 300 卢比；5-12 岁儿童与学生 200 卢比。摄像 200 卢比。

开放时间

9:30-17:00

地址

City Palace,Kanwar Nagar,Pink City,Jaipur

到达方式

在老城内可以直接走路去，老城附近乘坐三轮车去大约 30 卢比。

斋普尔国际机场

Jaipur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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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市区东南部，离斋普尔老城约 15 公里，有发往国内各大城市的航班，

也有发往中东的少数几个航班，包括：迪拜（Dubaii）、沙迦（Sharjah）、

马斯喀特（Muscat）。通常到斋普尔旅行的游客会连着德里、阿格拉等地一

起玩，使用新德里国际机场进出，极少使用斋普尔机场。

开放时间

全年

地址

Airport Road, Sanganer, Jagatpura, Jaipur, Rajasthan 302011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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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际机场

Chhatrapati Shivaji International Airport

孟买唯一的机场，位于孟买市中心以北约 35 公里处的 Sahar。国际

和国内航班的出发抵达都在这一个机场。机场共有两个航站楼，1 号

航站为 Santa Cruz 营运国内线，2 号航站楼为 Sahar 营运国际线。

在印度，旅客必须在飞机起飞前 3 小时到达国际机场，2 小时到达国

内机场。机场有预付计程车（Prepadi Taxi），费用约 500 卢比。

航站楼 1A：国内到达和出发。

航站楼 1B：国内到达和出发，主要航空公司为其他国内航线。

航站楼 1C：连接航站楼 1A 和 1B，主要是乘客的等待区，并有美食广

场。航站楼 2B 和 2C：国际到达和出发。（2A 航站楼正在建造中。）

考虑到安全问题，机场不再提供行李寄存服务。国内和国际航站楼均提

供免费 WiFi。航站楼内有换汇柜台和 ATM 机。

主页

http://mumbaiair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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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买印度门

Gateway of India

孟买印度门位于城市南端印度洋海岸边的阿波罗码头，为纪念英王乔治

五世和玛丽皇后的到访而兴建。这是一座由玄武岩制成的拱门，建筑风

格融合了印度和波斯文化特色，上有四座塔楼，高 26 米。如今这里已

成为孟买的象征，也是接待贵宾的欢迎场所。早晚的光线适合拍照，附

近的广场可以喂鸽子，也可以在码头边远眺一下印度洋。

小贴士：

开放时间:全天

价格:免费

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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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阿波罗码头，泰姬陵酒店旁。

到达方式

乘坐火车到教堂门或者维多利亚总站下，再步行 2-3 公里即到，这

段路程也可打车或乘坐突突车，虽然有公交车但不建议乘坐，因为路

面交通太混乱。

孟买象岛

Elephanta Caves

象岛石窟，位于印度孟买以东 6 公里的阿拉伯海上，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象岛石窟宽宏雄伟，大多由岩石外部向内开凿，形成了一座

座巧夺天工的地下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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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91 22 2204 404

地址

Elephanta Caves Gharapuri, Maharashtra 400094

到达方式

坐船

主页

http://www.maharashtratourism.gov.in/mtdc/HTML/MaharashtraTo

urism/TouristDelight/Caves/Caves.aspx?strpage=ElephantaCaves

威尔士王子博物馆

Wale's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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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王子博物馆是印度最大的博物馆，坐落在在威灵登环区北面，建于

1904 至 1914 年间，因当时的威尔士王子于 1905 年来印度为其奠基而得

名，1921 年正式开馆。该馆为英国建筑师乔治·维泰特设计，主体结构用

玄武石建成三层穹顶，巨大的大理石圆顶格外宏伟壮观。该馆馆藏丰富，

于 1923 年对外开放，主要藏有印度不同地区和历史时期的珍贵文物，馆

内分为美术、考古学及自然史三部分，其中以莫卧儿帝国的绘画最为精

致。馆内也有不少外国文物及艺术品，其中中国和日本文物单独陈列在一

个展厅内。博物馆附近有一座高 78 米的 Rajahai 塔，可眺望市街景观。

该博物馆后更名为“Chhatrapati Shivaji Maharaj

Vastu Sangrahalaya”。

小贴士：

馆内拍照要另收费。开放时间:周二-周日 10:15-18:00，周一不开

放，1月 26 日、5 月 1 日、8 月 15 日和 10 月 2 日全天闭馆价

格:12 岁以上的外国游客 300 卢比，含音频导游讲解服务

外国学生票 20 卢比。5-12 岁外国儿童游客 5 卢比

团体优惠票每人 30 卢比

拍照摄影需另外收取费用，手机照相每人 20 卢比，相机每人 200 卢

比，非专业摄像机每人 1000 卢比

馆内拍照要另收费。

门票价格

外国游客 300 卢比(含音频导游讲解服务)；外国学生票 25 卢比；

5-12 岁外国儿童 10 卢比。

开放时间

周一 10:15-17:30 ；周二至周日 10:15-18:00；法定节假日闭馆。

地址

North of Wellingdon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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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步行：位于印度门北边 1 公里左右，从印度门可直接步行到达。

火车：乘坐火车中部线到维多利亚总站或者西部线到教堂门站下，然

后打车或坐巴士前往，约 2 公里的路程

大巴：从维多利亚总站可乘坐大巴 14、69、101、130 路

大巴：从教堂门站可乘坐大巴 70、106、122、123、132、137 路。

主页

http://csmvs.in/

孟买海滨大道

Marine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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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买海滨大道是孟买南区一条 3 公里长的林荫大道。在夜间灯火辉煌

的时候，从高处观看大道沿线的路灯如同一串珍珠，所以又被称为女王

的项链。沿着海滨大道散步，是感受南孟买现代化建筑风格的最佳地

段，同时也是观看日出日落的好地方。

到达方式

坐火车到教堂门站下车，步行即达；或者从印度门和泰姬玛哈酒店附

近步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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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莱坞

Bollywood Tourism

宝莱坞是位于孟买的，印度最大的电影产出中心。宝莱坞主要产出的

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歌舞片。虽然电影里的人总是说不上几句话就开始

唱歌跳舞，并且电影冗长而节奏缓慢，但是这些电影受到广大南亚人

民的喜爱，拥有十亿粉丝。近几年宝莱坞也产出不少颇受好评的佳

片，如《平民窟的百万富翁》、《地球上的星星》等。

联系方式

+91 22 6622 811

地址

Bollywood Tourism Film City Rd Film City Complex, Aarey

Colony, Goregaon East Mumbai, Maharashtra 40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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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bollywoodartistbank.com/

圣雄甘地纪念馆

Mani Bhavan Museum

圣雄甘地纪念馆是甘地在 1917-1934 年间访问孟买时的住处。馆内展

示了当年甘地思索出非暴力反抗哲学的房间。其他展品包括关于甘地

的各类书籍和传记、生活照片、影像记录，原始文件和用过的实物

等，还有当年他写给罗斯福和希特勒的信。2010 年 11 月，美国总统

奥巴马携第一夫人米歇尔曾造访此地。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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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纪念馆 9:30-18:00。图书馆 9:30-18:00，公共假日及每月

的第二和第四个周六不开放

开放时间

纪念馆 9:30-18:00。图书馆 9:30-18:00，公共假日及每月的第二和

第四个周六不开放。

地址

Mani Bhavan Gandhi Sangrahalaya 19，Laburnum Road，Gamdevi

主页

http://www.gandhi-manibhavan.org

千人洗衣场

Dhobi G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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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的露天洗衣场，号称世界最大的室外洗衣场，有 800 多个水池，

蔚为壮观。这里绝对是孟买市区颇为震撼的景象，整个孟买城内的酒店

和医院的脏衣都涌往此地，然后由成千上百的洗衣工(当地人称作

Dhobis) 辛勤地手洗着看似无穷无尽的衣服。但他们的生活日复一日，

每天都必须站在充斥着化学成分且漫至膝盖的水中。

小贴士：

最佳观赏地点：在 Mahalaxmi 火车站外面的天桥上最佳观赏地点：在

Mahalaxmi 火车站外面的天桥上

到达方式

乘坐西部线从教堂门出发到 Mahalaxmi 站(共 6 站)。从 Mahalaxmi 车

站出来的天桥上就可以看到。

维多利亚火车站

Chhatrapati Shivaji Terminus



D9

维多利亚火车站于 1887 年建成，为纪念维多利亚女皇即位 50 周年而命

名，由英国建筑师威廉姆·史蒂芬设计，是一座宏伟的哥特式建筑，并且融

合了印度的传统风格。整个建筑布满了精美的石雕，从建成至今一直是印

度最繁忙的火车站，2004 年 7 月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小贴士：

如想参观车站内部需要向车站办公室申请。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上午

11 时至下午 6 时价格:本地人 10 卢比；海外游客 150 卢比

如想参观车站内部需要向车站办公室申请。

联系方式

2288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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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际机场

Chhatrapati Shivaji International Airport

孟买唯一的机场，位于孟买市中心以北约 35 公里处的 Sahar。国际

和国内航班的出发抵达都在这一个机场。机场共有两个航站楼，1 号

航站为 Santa Cruz 营运国内线，2 号航站楼为 Sahar 营运国际线。

在印度，旅客必须在飞机起飞前 3 小时到达国际机场，2 小时到达国

内机场。机场有预付计程车（Prepadi Taxi），费用约 500 卢比。

航站楼 1A：国内到达和出发。

航站楼 1B：国内到达和出发，主要航空公司为其他国内航线。

航站楼 1C：连接航站楼 1A 和 1B，主要是乘客的等待区，并有美食广

场。航站楼 2B 和 2C：国际到达和出发。（2A 航站楼正在建造中。）

考虑到安全问题，机场不再提供行李寄存服务。国内和国际航站楼均

提供免费 WiFi。航站楼内有换汇柜台和 ATM 机。

主页

http://mumbaiair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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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际机场

Chhatrapati Shivaji International Airport

孟买唯一的机场，位于孟买市中心以北约 35 公里处的 Sahar。国际

和国内航班的出发抵达都在这一个机场。机场共有两个航站楼，1 号

航站为 Santa Cruz 营运国内线，2 号航站楼为 Sahar 营运国际线。

在印度，旅客必须在飞机起飞前 3 小时到达国际机场，2 小时到达国

内机场。机场有预付计程车（Prepadi Taxi），费用约 500 卢比。

航站楼 1A：国内到达和出发。

航站楼 1B：国内到达和出发，主要航空公司为其他国内航线。

航站楼 1C：连接航站楼 1A 和 1B，主要是乘客的等待区，并有美食广

场。航站楼 2B 和 2C：国际到达和出发。（2A 航站楼正在建造中。）

考虑到安全问题，机场不再提供行李寄存服务。国内和国际航站楼均

提供免费 WiFi。航站楼内有换汇柜台和 ATM 机。

主页

http://mumbaiairport.com/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

北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

中城市的共用机场。

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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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出国行李准备表

行前事项 皮夹 
购买旅游保险  贴身腰包 

换钱、准备双币银行卡  拉杆箱 

确认护照尾页的签名  洗护用品

拔掉家用电器插头  洗发水 

锁好贵重物品  梳子 

倒掉垃圾  沐浴露 

把行程表给家人  牙膏牙刷 

妥善安置号宠物和植物  剃须刀/女性去毛刀 

结算必要的账单  脏衣服袋 

关好门窗  密封袋 

设置电子邮件自动回复  雨伞/雨衣 

文件资料 墨镜/备用眼镜 
护照及其首页复印件或电子档  充气枕/耳塞眼镜 

驾照公证及翻译件（国际驾照）  干/湿纸巾 

2 寸护照照片两张  指甲刀 

身份证  水壶 

现金/银联卡  医疗健康

信用卡  感冒药 

紧急联系信息  止泻药 

衣物箱包 维生素 
裤子  消炎药 

上衣  创可贴 

长袖衬衫  棉签 

T 恤衫  防晒霜/晒后修复 

外套  润唇膏 

休闲鞋  避孕套 

拖鞋  眼药水 



遮阳帽  其他个人特殊药品 

袜子  电子设备

内衣裤  手机 

泳装  电源转接器 

双肩背包  各类充电器 

小配包  手提电脑/平板电脑/软件 APP 



扫描查看电子

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