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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旅行，“多元”与“一致”总是相辅相成，结伴同行。

一致在于，东南亚十国敞开大门，同样热情地迎接宾客；

多元在于，每个国家都自有独到的惊奇之处，总能带游客全

新的旅行体验。无论是海滩、山地、雨林、寺庙，还是在大

都市中休闲购物，只要您开启一次东南亚旅行，一步之遥尽

是惊喜！

在行囊中带上这份地图定能让您饱享东南亚十国的魅力与热

情。东南亚旅游权威网站 www.dongnanya.travel 中

汇总收录了更全面的信息，欢迎您访问参考！

东南亚民众中存在着多元化的文化、宗教和信

仰，因此每年举办的节庆活动也是品目繁多、

数不胜数；如果您根据相应节庆时间规划行程，您

的旅游体验定会增色不少。无论是在菲律宾度过全

世界最长的圣诞节庆祝活动，还是在泰国参加全球

最盛大的泼水节水战，或是选择在东南亚的任何一

个穆斯林国家体验开斋节，您都会领略和发现一个

全新的世界。这些庆典中有的历史悠久，有的则是

当代形成的，但每一个都多姿多彩，祥和欢乐，洋

溢着对生命的礼赞。

东南亚十国的自然环境优越，因此越来越多的

骑行、徒步、攀岩、野营爱好者开始钟情于

这里。不用说，这个地区的海岸线极长，再加上

河流密布，所以也是水上运动的最佳平台。在泰

国冲浪，在马来西亚戴水肺潜水，在越南划独木

舟，在菲律宾玩风筝冲浪，都是水上运动的一时

之选。此外，东南亚每年还举办多次马拉松，游

客在参赛锻炼的同时也能抓住良机，饱览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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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老挝

新加坡

菲律宾

缅甸

泰国

柬埔寨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文莱

  去哪儿？

对于访问越南首都的游客来说，到河内

老城区的狭长街巷探访一番是必不可少

的。  虽然胡志明市以迷人的夜生活出

名，但该地同样有很多肃穆的战争纪念

碑，向我们提示着这个国家以往的峥嵘

岁月。  大叻一年到头气候凉爽，单单

是为了山间的新鲜空气就值得一去。北

部的沙巴有很多山地部族。  在下龙湾

可以去古代洞穴探险，乘独木舟经过嶙

峋岩石。  酷爱阳光的游客不能错过芽

庄、美奈的海滩，日光浴、游泳乃至风

筝冲浪都是绝佳之选。

  交通工具

越南铁路属于国营，乘坐火车可

以在河内与胡志明市之间的

海岸往返，也能由首都抵

达海防市及其他北部

城市。  越南的

长途汽车网很

发达，价格低

廉。不过在

  去哪儿？
如果您在马尼拉盘桓一两天的话，别错过现

代感十足的购物天堂马卡蒂（Makati），此

外这里还有几十家高档餐饮场所。  巴纳

韦的梯田让游人特别震撼，所以当地人称之

为“世界第八奇迹”。  到了科地列拉，

一定要去萨加达感受山间的凉爽气息；当地

还以悬棺（一种传统的丧葬形式，目前还在

使用）闻名，颇可一看。  宿务市南部，

潜水天堂莫阿尔博阿尔与内格罗斯岛隔海相

对。杜马格特的夜生活则特别迷人。  在科

隆岛，水肺潜水者最感兴趣的是沉船探险，

而城区东部5公里的玛葵尼温泉则让徒步爱

好者流连忘返。  巴拉望岛的狭长地带上

不仅有普林塞萨港（Puerto Princesa）

的海滩，也有圣保罗地下河国家公园。  

长滩岛（Boracay）上的派对海滩一直吸

引着游客。  再向南，可前往卡加延德奥

罗河（Cagayan De Oro River）尝试漂

流和洞穴探险。

  交通工具
菲律宾的火车从马尼拉一直通往吕宋岛南端

的比科尔区。水运交通中，既有奢华的双体

船，也有快船（fastcraft）轮渡和便宜的

螃蟹船（bangka）。2Go Travel公司运

营着许多线路。  乘飞机旅行能充分体验这

个国家的辽阔，菲律宾航空

(Philippine Airlines)的服务遍及各主要旅

游目的地。  马尼拉的公共交通包括三条轻

轨线路，但是当地的出租车也以廉价闻名。

 吉普尼（Jeepney）介乎吉普与公共汽

车之间，在很多城镇既用于市内交通，也用

于长途运输。三轮摩托车（Tricycle）是

把客椅与摩托车结合的产物，对于短途交

通很方便。

  气候
菲律宾的气候湿润，以热带为主，有些地

区属于亚热带气候。1月是各地最冷的月

份，4月最热。

9月至5月：旱季（无台风）。

6月至9月：雨季。

  当地美食
阿斗波（Adobo）是菲律宾国菜，将猪

肉或鸡肉加醋、蒜炖熟。  Sinigang na 

Hipon也是全国钟爱的菜肴，将虾放入罗

望子酸汤烹制而成。  Lechon是逢年过节

时的主菜，将乳猪用炭火文烤，并涂上醋、

糖与香草制成的酱料。  邦板牙的名吃

有Tocino(蜜味猪肉)

和Sisig（猪肉杂碎）。  比科尔地区的名

菜称为Laing，是将芋头叶放入辣味椰奶中

制成。  San Miguel是最流行的啤酒牌

子，lambanog（椰子酒）和tuba（棕榈

酒）则是家酿酒中最常见的。

  商铺
手工刺绣正装（barong）在马尼拉的很多

专卖店和商场中有售。  香附子叶制成的

彩色垫子在萨马和莱特两地可以买到，有时

从制作者那里直接购买会便宜一些。  棉兰

老岛上的马诺伯斯人（Manobos）和其他

部族制作一种称为tubao的彩色方巾，可用

作头巾或头罩。

  交通工具
往返雅加达的交通工具很多，飞机、火车、

公共汽车均可。商业航班通常在苏加诺－哈

达国际机场起降。  印度尼西亚与新加

坡、马来西亚的港口之间有轮船通航，该

国的Pelni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各岛之间运营

着客轮航线。  印度尼西亚的地面交通包

括公共汽车、出租车、火车和ojek（摩托

出租车，价格视路程长短和您的议价水平而

定）  在雅加达有称为“Transjakarta”

或“busway”的市内公共汽车，把整个

城市的各部分联系起来。  爪哇岛有一

种六座大型马车，称为“andong”或

者“delman”；而西苏门答腊的bendi则

是一种类似的马车，只能坐两个人。

  气候
印度尼西亚靠近赤道，全年天气炎热。

  去哪儿？
有些人会觉得首都万象太过沉静，但该地

还是有很多景点，包括神奇的户外佛像公

园。  琅勃拉邦古城的部分魅力来自那些

始终保持原貌的法国外省风格房屋。  琅

勃拉邦的坦丁洞（Tham Ting Caves，

也称大佛洞）值得一去，途中有25公里

路程都能看到风景如画的湄公河。  沿南

欣本河（Nam Hin Boun River）前行

7.5公里，穿过空楼洞（Tham Kong Lo 

Cave），就会到达老挝中部的Phou Hin 

Boun国家公园。  万荣的喀斯特地貌

悬崖非常适合攀岩爱好者，该地的南松河

（Nam Xong）则宜于漂流、徒步与山地

自行车。  在Ban Khiet Ngong可以骑

象穿过森林，前往神秘的Phou 

Asa庙。  占巴塞地

区的瓦普庙建筑风格

与吴哥窟相似，但

年代早于吴哥

窟，沿山

坡修

建，现已成为废墟。探访瓦普寺的人往往会

把占巴塞当成大本营。

  交通工具
老挝的铁路网规模较小，它与泰国的廊开府

经老挝-泰国友好大桥相连。  老挝的公共

汽车高效而四通八达，万象有三个汽车总

站，琅勃拉邦则有两个。  湄公河上一度

船艇兴旺，但现在已经稍微萧条；不过仍能

在会晒与琅勃拉邦之间乘慢船游览。  老

挝是东南亚最适合长途骑行的国家，道路通

畅，路面质量很高。  在万象、琅勃拉邦

等大城市，可乘 出租车游览。  

Songthaew 是由卡车加上

座椅改装而成 的客运车，

在农村地区常 见，Lot Doi 

Saan（木制 公共汽车）

则通行于最 艰苦的道

路环境。  三轮摩托

类客运工 具分几

种，Jumbo可供6人舒适地乘坐，Saam-

laaw和嘟嘟车（Tuk-tuk）装载量则要

少一些。

  气候
湄公河沿岸有时最高温度可达40°C，而

在山区高原地区，最低温度可能比5°C

更低。

9月至5月：旱季（5月通常是最热的月

份）。

6月至9月：雨季（也叫“绿季”）。

  当地美食
生肉沙拉（larb或laab）是一种酸辣凉拌

肉菜，可由鸡肉、牛肉、鸭肉、鱼、猪肉

或蘑菇制成，堪称老挝国菜。  Khao Jii

是早餐的法式面包加咖啡，在万象、琅勃拉

邦很常见。  Khai Phean是将藻类腌制

后晒干，为琅勃拉邦特产。  Tam Maak 

Hung是辣味青木瓜沙拉，与腌螃蟹同食。

 酒精饮料中，Lao Hai是米酒，Lao-

Lao是大米威士忌，Beer Lao是全国最有

名的啤酒品牌。

  商铺
万象的Talat Sao早市

中有很多小店销售

高质量的丝绸围

巾和壁挂。  

琅 勃 拉 邦 的

夜市步行街上，来自高山部落的商户贩卖织

物、陶瓷、灯具、毯子、手工艺制品和丝绸

围巾。  波罗芬高原上的Pakxong镇盛产

咖啡，所以老挝咖啡通常也称为Pakxong，

是一种美味的旅行纪念品。

  去哪儿？
游览了吴哥窟，参观了巴戎寺（Bayon）

的巨型石像之后，千万要去古老的巴孔寺

（Bakong Temple）一游，这座寺庙的

建成年代比吴哥窟的主要古迹还要早400

年左右。  到暹粒旅游，可顺道前往亚

洲最大淡水湖——洞里萨湖边的空邦鲁

（Kampong Phluk）浮村。诃里诃罗洛

耶养生中心（The Hariharalaya Healing 

Center）距暹粒20公里，是一家藏身于柬

埔寨乡村深处的瑜伽与冥思休闲会所，其素

食厨艺尤其令人称道。  若到金边王宫游

览，必看之处是17世纪的玉佛以及同样辉

煌华美的银塔（最早是木制建筑）。  声

  去哪儿？
雅加达是首都和政府所在地，也是抵达印度

尼西亚的主要入口城市。  如果您喜爱海滨

和山地风光、艺术和文化，或是对宗教活动

感兴趣，巴厘岛都能成为一站式的旅游目的

地。  苏门答腊的多巴火山湖是世界上最大

的火山湖，但是龙目岛的林贾尼火山也同样

令人震撼。  加里曼丹岛的丹戎普丁国家公

园（Tanjung Puting National Park）

有着最迷人的猩猩保护区。  如果您觉得

巴厘岛库塔海滩（Kuta Beach）太过拥

挤，那么可以选择附近的吉利群岛（Gil i 

Islands），同样是天堂般的海滩景色，但

还有浓郁的田园气氛。  苏拉威西南部塔纳

托拉雅（Tana Toraja）部落的墓园极为

独特，墓穴直接凿在岩壁上；只要不是身穿

黑色或红色服饰，游客也能参加葬礼仪式。

  去哪儿？
双子塔当然是吉隆坡的亮点，但千万别忘

记 还 要 去 一 趟 伊 斯 兰 艺 术 博 物 馆 ， 看 一

看那里优美的建筑结构。  在吉隆坡，

餐 饮 休 闲 的 选 择 非 常 丰 富 ， 既 有 活 力 四

射的唐人街、茨厂街(Jalan Petaling)

夜 市 ， 也 有 魅 力 无 穷 的 亚 洲 传 统 文 化 街

（Asian Heritage Row）、武吉滨塘路

（Changkat Bukit Bintang）和Jalan 

Telawi街。  金马仑高原（Cameron 

Highlands）是个非常美丽的度假休闲

地，周边的云顶高原（Gent ing）、福

隆港（Fraser’s Hill）都会成为行程中

的亮点。  槟城州的乔治市以及马六甲古

城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遗产

城市，非常值得游览；巴都丁宜（Batu 

Ferringhi）的小海湾和沙滩风景如画，极

为迷人。  柔佛的依斯干达开发区（IDR）

建设了多个主题公园，其中包括乐高乐园

（Legoland）和Hello Kitty主题公园。

 Sabah、Terengganu、Tioman、

和Pulau Payar等岛屿是潜水者的天堂；珍

拉丁湾（Cherating）,迪沙鲁（Desaru）

和波德申（Port Dickson）则有美丽的沙

滩，诱惑着酷爱日光浴的游客。  兰卡威

是一个群岛，由99个岛屿组成，被称为吉

打州的明珠，最受蜜月夫妇欢迎。马来半岛

与婆罗洲之间的最佳交通方式是飞机，不少

低价航空公司有班机在马拉西亚国内城市之

间往返。  吉隆坡周边有多条轨道交通线路

（分别由Komuter、LRT、ERL和ETS运

营），也可以采用租车服务。  长途汽车公

司包括Aeroline和Supernice，吉隆坡的主

要长途汽车枢纽是班达尔南湖镇（Bandar 

Tasik Selatan），LRT、KTM两家公

司的线路可前往此处；出租车、公共汽车、

马车和火车的交通枢纽则是吉隆坡中心站

（KL Sentral）。  长途出租车对旅行团

来说是最佳选择，前往特定景区的车费由政

府确定，在车站公示。  三轮人力车在乔

治市和马六甲城仍然存在，对游客颇有吸引

力。  小城镇或乡村的交通方式是廉价公共

汽车，上车后向售票员买票即可。  在婆罗

洲，大城市既有出租车、公共汽车，也有小

型巴士，但前往雨林就只能乘船或飞机了。 

  气候
马来西亚的气候是典型的热带，全年温暖，

气温在21°C到32°C之间。

9月至2月：在马来半岛东岸是季风季节。

  当地美食
椰香米饭（Nasi Lemak）是将香米与椰

奶和班兰叶一起蒸煮，被称为马来西亚的国

菜。  鱼饼（Otak-otak），将

鱼、椰奶、辣酱、姜、香草裹在

香蕉叶中烤熟；是马来半岛南

部地区的代表菜式。  仁当牛

肉（Beef Rendang），就

是椰浆咖喱牛肉，也是马来

西亚的标志性菜肴。  炒

粿条（Kway Teow），

将宽米粉与虾肉、鸡肉、

贝类、小葱、酱油一起

拌炒（有时会与鸭蛋

同食），是槟城特色

菜。  拉茶（Teh 

Tarik）是一道流

行的印度奶茶，因

为在制作过程中

要将两个杯子拉

来拉去，故而

得名。

  商铺
吉隆坡的Kompleks Budaya Kraf销售蜡

染布（batiks）、编织篮（pandanus）、

瓷器，很多手艺人和工匠在该店为游客现场

制作。  雪兰莪州皇家锡制品厂（Royal 

Selangor Pewter Factory）制造的传

统酒杯独树一帜，其他锡制礼品、物件也颇

有口碑。  砂拉越和霹雳州制作的陶器尺

寸独特，还有部族纹饰，很受消费者认可。

 马来西亚的购物环境为世人称道，特别是

吉隆坡城中城（BB-KLCC）地带的高端品

牌和独家时尚专卖店享有盛名。

  去哪儿？
仰光是个商业化都市，而城中的瑞光大佛塔

（Shwedagon Pagoda）则是整个缅甸

的象征，完全不可忽视。  茵莱湖的水上寺

庙、岸边集市和浮动花园是游客必去的景点。

 要想度过一个文化之夜，可以去曼德勒的闵

塔剧场（Mintha Theater）观看传统民间舞

蹈表演。  蒲甘平原上散落着2000座11世纪

至13世纪建成的寺庙，坐汽车、骑自行车、

甚至乘热气球（只在旅游旺季运营）都可前

往。  吉谛瑜佛塔（Kyaikhtiyo Pagoda）

又称“大金石”，是缅甸最重要的宗教圣地之

一；别怕辛苦，一定要登到最高处，因为那里

美景无限。  曼德勒附近的蛇塔（Yadana 

Labamuni Hsutaungpye Paya）是三条

巨蟒的家，定期会给它们洗澡、喂食。  日光

浴、潜泳和游泳爱好者如果只想放松一下，卡

帕里海滩（Ngapali Beach）是理想场所。

  交通工具
缅甸的火车网服务于全国广大地区，曼德勒、

蒲甘和仰光之间由特别快车连接。  缅甸的长

途运输由私营运输公司运营，从豪华马车到

32座客车应有尽有。  缅甸有近5000公里

水上航线，内河船和政府提供的轮渡是主要的

水上交通方式。  在仰光、曼德勒、勃生等大

城市，主干道通行公共汽车。  小城镇的交通

工具较为多样，有些是人力三轮车、老式出租

车，也有三轮摩托（Thoun Bein，类似于泰

国的嘟嘟车）。  热门旅游景点常有自行车可

供租借。  小村镇的交通严重依赖于马车、牛

车和人力三轮车。

  气候
缅甸气候多样，最高气温超过35°C，高原

地区的低温则可能达到15°C以下。每年季

风带来大雨时，一些道路就无法通行（特别

  去哪儿？
新加坡万里湖路附近有河川动物园、新加坡

动物园和夜间动物园三个迷人的去处，对于

爱好野生动物和自然世界的游客是地道的一

站式选择。  主题式旅游景点包括新加坡

环球影城、新加坡海洋馆、新加坡摩天轮和

圣淘沙岛能满足全家每个人的需求。两个世

界级的度假区滨海湾金沙酒店和圣淘沙名胜

世界容纳了购物、餐饮、养生、主题公园和

剧院等一系列场所。  自然爱好者可以去市

中心的新加坡植物园散步。另外，占地101

公顷的滨海湾花园拥有250000种珍稀植物

和树木，其园艺展示曾荣获大奖。  乌敏

岛（Pulau Ubin）在新加坡主岛的东北方

向，那里静谧宜人，时间仿佛已经凝固。  

如果您对历史和文化遗产感兴趣，请一定要

去小印度、唐人街、甘榜格南（Kampong 

Glam）、如切（Joo Chiat）和加东

（Katong）等地。  乌节路（Orchard 

Road）是当地最主要的购物、餐饮和休闲

地段，无论日夜都热闹非凡，充满乐趣。

  交通工具
新加坡的交通工具洁净、高效、可靠、四通

八达，环游全境轻而易举。公共汽车、出租

车和大众快速交通系统（MRT）让游客能

够便利地到达每个角落。  如果您有怀旧

情结，可以搭乘人力三轮车，虽然近年来略

微少见，不过在城中还是能找到。  新加

坡是国际游轮航线的枢纽，与邻国马来西

亚、泰国、柬埔寨、越南和缅甸之间都有

游轮通行。

  气候
新加坡是热带雨林气候，没有明显的季节差

异。气温在22°C至35°C。4、5月间最

热，11月到1月季风来临时多雨。

  当地美食
海南鸡饭 (slow poached chicken ）是

将鸡肉用文火煮熟与香米饭同食，被当成新

加坡国菜。  辣椒螃蟹（在味道浓郁的番

茄辣酱汁中烹制螃蟹与鸡蛋）也是新加坡的

一道必点菜，最好与炸馒头一起吃。  飞

饼（Roti Prata）是印度菜，类似于大

饼，可以配咖喱或糖。  沙爹烤肉是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菜式，用花生酱汁配

烤肉，深受新加坡民众喜爱。  新加坡司

令（Singapore Sling）原本是莱佛士酒

店酒吧首创，现在是新加坡具有代表性的饮

品。  除了品尝各民族风味之外，新加坡还

有很多家米其林星级餐馆，可供爱好高端餐

饮的美食家一试。

  商铺
在新加坡很难不染上购物病，为了“治病”，

滨 海 湾 金 沙 酒 店 以 及 乌 节 路 的 多 个 商 场

（ION、Paragon、Ngee Ann City）是

最佳去处。  新加坡有多种旅游纪念品可供

选择，比如带鱼尾狮标志的物件、印有“新

加坡式搞笑英语（Singlish）”的T恤或者

当地博物馆的精致礼品等。  如果是送给美

食家或者厨师朋友，那么可以选择当地的各

种酱料，比如百胜厨牌（Prima Taste）

的调味套装。

  去哪儿？
曼谷和清迈的旧城区是两处体验传统泰国生

活方式的场所。  普吉岛、芭堤雅、甲米

府、沙美岛和象岛的海滩是大多数游客的必

去之处，不过拉廊、攀牙湾和董里府的海滨

环境更静谧、放松。  苏梅岛、龟岛和帕安

岛（以“月圆派对”闻名）的海滩派对是最

佳选择。  若是对国家公园和丛林徒步感

兴趣，可以前往清迈、清莱、北碧府和大山

市。  北部山区的拜县有一个高山艺术村。

 素可泰和大城府还保留着古代泰王国的

遗迹。  北部省份被称为Isaan，这里有着

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沿途的辛辣食品肯定

能让您过瘾。

  交通工具
泰国的铁路系统（SRT）四通八达，将曼

谷与大多数旅游目的地联系起来。曼谷的主

要火车站是华南蓬（Hua Lamphong）

 曼谷的轨道交通包括BTS Skytrain和

MRT，对于市中心、商业区和周边的住宅

区实现了完全覆盖。  无论是热门景点，还

是较偏远的旅行目的地，乘长途汽车均可到

达。曼谷的三个主要汽车站是：汽车北站（

靠近BTS的Mochit站）、汽车东站（BTS

的Ekkamai站）以及汽车南站（乘出租车

或公共汽车可达）。  曼谷也有不少长途汽

车从考山路（Khao San Rd）一带出发，

背包客们由此可前往全国各处主要景点。  

在曼谷和泰国其他主要城市，按里程计价的

出租车、摩的、三轮的嘟嘟车、小型巴士以

及公共汽车是市内交通的便利工具。  如果

要跨省旅行，或者去农村地区，可以乘坐双

排卡车（songthaeo），这是一种大卡车，

配有篷顶和长凳式座位。

  气候
泰国属于较温和的热带气候。在中部和南

部，最高温度可超过35°C，而北部山区通

常会凉爽一些。

11月至2月：较为凉爽（最适宜旅游）。

3月至4月：最热的月份。

5月至10月：降雨最多的月份。

  当地美食
泰国美食种类繁多。泰国人实行共餐制（按

照家庭风格分享食物），大米是主食，通

常与汤、咖喱、炒菜搭配。  泰式炒河粉

（Phat Thai）无疑是全国民众的最爱，做

法是将米粉与鸡蛋、花生、豆芽同炒，再搭

配虾、鸡肉或豆腐同食。  冬阴功是一种酸

辣虾汤（其中也有鸡肉）是曼谷的标志菜。

 2011年CNNGo网站评选全球50种美

食，马沙文咖喱（Massaman Curry）

荣获榜首，用料包括牛肉或鸡肉（而非

猪肉）、椰奶、肉桂和罗望子酸汤。  

Khao Soi是北部地区（尤其是清迈）

的特色菜，将鸡蛋宽面与咖喱汤汁和肉（

鸡肉、牛肉或猪肉）一起烹制，上面再撒些

炸过的脆炒面。  泰国有三种全国性的啤

酒品牌——Singha、Leo和Chang，

另外各地还有手工酿制的啤酒，比如

普吉啤酒（Phuket Beer）。土产

的威士忌（味道很像黑糖甘蔗兰姆

酒）也很受欢迎，Sangsom和

Mekong是两大品牌。

  商铺
曼谷素有购物天堂的美

称，几大购物中心（包

括Siam 

Paragon、CentralWorld、Terminal 21

和Emporium）都离BTS和MRT车站很

近，销售各种国际、国内名牌产品。  如

果想体验讨价还价的乐趣，曼谷的乍都节

（Chatuchak）周末市场是首选，那里商

品独特、种类繁多，消费者不仅是游客，也

有大量本地人。  Asiatique是一处时髦的

餐饮购物综合中心，临水而建，具有绝佳的

怀旧情调。  清迈的博桑镇（Bo Sang）

盛产手工纸伞，手工艺品和纪念品则可以

在夜市和步行街买到。  清迈的宁曼路

（Nimmanhaemin Road）是个时尚购

物场所，潮人一定不能错过。

www.aseantourism.travel
www.asean-china-centre.org

越南国土广阔，各地的地理条件差异很大。去越南的游客一定要牢记：

除了河内和胡志明市之外，这里还有许多其他可看之处！

越南

泰国能给游客带来很多独特体验，热门景点会吸引主流游客，而这个

迷人的国家中总有更多新鲜之处有待发掘。

泰国

虽然是东南亚十国中面积最小的国家，新加坡还是充满了值得探索和体

验的去处。www.yoursingapore.com网站能够帮你规划行程。

新加坡
航班一般是在马尼拉、宿务等热门城市起降，但是菲律宾许许多多的其他

岛屿、海湾和小城也同样吸引着游人的目光。

菲律宾
大作家吉卜林曾说过：“缅甸与你知道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一样。”

这句话哪怕是放到当今也同样真实。

缅甸
马来西亚入选Lonely Planet评选的2014年全球十大旅游目的

地。2015年，马来西亚将要举办200多次节庆和活动，更增添了很多

新的旅游项目，这是一个精明的旅游者绝不会错过的地方。

马来西亚
老挝虽然是一个内陆国，但境内旅游资源丰富，非常值得前往游览。

乡间美景无限，山中村镇风情旖旎，河网纵横交错——而这些只是老

挝魅力的一点缩影。

老挝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群岛国家，哪怕是只体验了其中的一小

部分，您的阅历就超过很多游客了。

柬埔寨
近年来柬埔寨当然是旅游热点，但请牢记，除了到吴哥窟朝圣之外，这里

还有太多精彩的旅游项目等你体验。

文莱达鲁萨兰国
文莱是东南亚第二小的国家，很多人会忽视它的旅游特色。虽然文莱因为

石油而极其富庶，但它不是像迪拜那样的超现代酋长国，也不是像巴林那

样有着严厉的宗教堡垒。相反，文莱的魅力在于它秀丽的自然环境和悠闲

的村庄生活。

  去哪儿？
在斯里巴加湾市，一定要看看文莱最有代表

意义的地标建筑——奥玛阿里赛义夫汀苏

丹清真寺。1958年，文莱国的第28位苏丹

建起了这座辉煌的金顶清真寺。   苏丹纪

念馆（The Royal Regalia）建于1992

年，是为了纪念苏丹陛下登基25周年，展出

了两辆装饰华美的御用马车，分别是苏丹陛

下加冕时和登基25周年时所乘坐的。  在

BSB可以搭乘水上出租车（water taxi）前

往艾尔水村（Kampong Ayer）。这是

世界上最大的浮城之一，房屋都是木制的高

脚屋；在此还可以参观艾尔水村文化与旅

游画廊。   BSB帝国饭店与乡村俱乐部是

一座修建在海滨碧水边的绿洲式豪华建筑。

这里 的下午茶无疑是BSB的最佳之

选。  乘划艇悠闲地驶入

热带雨林深处，您就能抵

达乌鲁淡布隆国家公园

（Ulu Temburong 

National Park），

并可

在丛林中的度假村度过夜晚，聆听雨林之

声。然后还可以继续前往邦阿，参观当地

的传统民族村落。  文莱共分为4个区，都

东（Tutong）是其中之一，它以热带水

果、沙滩和6种不同的捕蝇草闻名。当地人

会用捕蝇草制作多种菜肴，还能够将其制成

天然草药和美容制品。  斯里克纳干海滩

（Pantai Seri Kenangan Tutong）

距都东的城镇中心不过几公里远，是文莱最

美的海滩之一。

  交通工具
文莱没有火车，所以国内交通方式限于公共

汽车、租车、出租车和水上出租车。  在文

莱租车很廉价（汽油便宜），主要道路的路

况都很好。  斯里巴加湾市与其他城镇往返

的船只都要经过城北25公里的穆阿拉轮渡码

头（Muara Ferry Terminal）。  文莱与

穆阿拉之间的公交线路基本涵盖了斯里巴加

湾市的重要景点，包括穆阿拉的国际港口。

  气候
文莱全境的年均湿度较高，气

温保持在24°C 到 31°C

之间。

9月至1月：最潮湿的月份

2月至4月：最干燥的月份

5月至8月：最热的月份

  当地美食
无论是高档餐馆还是街边小摊，文莱的美食都不

会让人失望；这里的菜肴有些源于欧洲，有些源

于东亚，有些则是印度菜，当然还有国际式的

混搭烹饪。  斯里巴加湾市的标志食品是鸡肉

烩米饭（Nasi Katok），其中加入了特制辣

酱（sambal）。大米制作的特色食品还包括椰

香米饭（Nasi Lemak）、鸡肉米饭（Nasi 

Ayam）等。另外，沙爹烤肉、汤面（soto）都

是全国风行的快餐，随时可以从小贩手中买到带

走。  甜煎饼（Kueh Melayu）是一道甜点，

馅料是花生、葡萄干和糖。  传统点心品种丰

富，值得一试，其中著名的是Kueh Sapit、Kek 

Batek、Penyaram、Cendol、Ardam、Kue

h Jala、Kueh Lenggang、 Madu Kesirat和

Pulut Panggang。  Ambuyat是用西米淀粉

做成的面糊，看样子有点像木薯粉，它本身没有

味道，吃的时候可以蘸多种调料。  文莱版本的

奶昔冰激凌称为smooters。

  商铺
斯里巴加湾市的Dina Arif Gallery展销本地艺术

家的画作。  全国都有银质和铜质纪念品售卖，

包括各种尺寸的锣。  Jong Sarat是一种金线

与银线编织而成的手工布料（kain tenunan），

可以在科塔巴图艺术与手工艺中心买到。另外，

各地的传统手工艺商店比如Sumbangsih Mulia

以及机场也都有销售。  S. Aisya Brunei是

一个手袋品牌，由手工布料制成，设计复古高

档，适合晚礼服和正装，可以在斯里巴加湾市的

Yayasan Sultan Haji Hassanal Bolkiah 

Mall找到。

名昭著的万人冢坐落于距金边15公里的琼邑

克（Choeung Ek），现为纪念馆，玻璃立

面之后陈列着8000具遇难者头骨。  西北

地区的马德望市重现法国殖民时期的建筑风

格，仪态万方，值得前往。  到了贡布可

去周边乡村饱览美景，领略当地少数民族占

族（Cham）村落的迷人风俗。  西哈努

克市的奥翠斯海滩（Otres Beach）和索

卡海滩（Sokha Beach，私有产业，销售

全日票）水质清澈，沙粒洁白，美不胜收。 

 南部瓜隆岛上的西南海滩、长滩和懒人海

滩（Southwestern Beach, Long Set 

Beach, and Lazy Beach）以天蓝色的

清澈海水而闻名。

  交通工具
柬埔寨有两条铁路线，金边的王家火车站

是主要铁路枢纽。  各主要旅行目的地之

间大多有公共汽车通行，其服务质量不断

在完善，省际旅游则多采用小型公共汽车

（minibuses）。  在湄公河及其支流上，

有长尾船等交通工具供游客与本地人来往之

用。  汽车、摩托车均可租借，为游客提供

廉价、便捷的服务；柬埔寨的汽车租赁基本

上都会配有专门司机。

10月至4月：雨季（往往会突降瓢泼大雨，

也会多日连绵阴雨）。

5月至9月：旱季（一些地区会出现旱灾）。

  当地美食
杂拌什锦菜（Gado Gado Jakarta）是一

种雅加达本地土菜，将煮熟的蔬菜淋上花生

酱调料制作而成。  黄姜饭（Nasi Kuning 

Yogyakarta）是黄姜与椰奶煮成的香米饭。

 仁当牛肉(Rendang Padang)被CNNGo

网站誉为“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原产于

西苏门答腊，是一种咖喱牛肉。  Serabi 

Bandung是一种米饼，蘸椰奶和红糖浆食

用。  Lumpia Semarang是爪哇春卷，馅

料是虾仁和竹笋。  Bir Pletok Jakarta是

一种独特的雅加达饮料，用香草经传统工艺制

成，不含酒精。  Bintang是印度尼西亚最畅

销的啤酒品牌。

  商铺
印 度 尼 西 亚 各 地 都 可 以 买 到 木 刻 面 具

（topeng），爪哇和巴厘的最有代表性。

 手工织布（ikat）图案精美，纺织、印

染极其耗时，在多地都有出产，其中最著

名的是努沙登加拉的产品。  南苏门答腊

的Tanjung Tunpung地区以金锦缎织成

的纱笼而闻名，制作一件都要消耗一个月

的时间。  Wayang是传统的印度尼西亚

木偶戏，表演者称为“dalang”。皮影制

品（Wayang Kulit，牛皮制作）和木偶

（Wayang Golek，起源于西爪哇）是很

好的旅游纪念品。

ASEAN

  气候
柬 埔 寨 气 候 受 季 风 影 响 ， 气 温 在 2 1 至

35°C。

5至10月为雨季（其中9、10月雨水最

多）。

11至3月为旱季（1、2月最旱）。

  当地美食
阿莫克鱼（Amok）是将鱼用椰子、香

茅、辣椒调味，然后裹在香蕉叶中烤制而

成，有柬埔寨国菜的美名。  咸鱼杂烩

（Prahok Jien）是将滋味辛辣的发酵

鱼糕油煎后，再与肉（牛肉或猪肉）、辣

椒、酱料、蔬菜和米饭一起烩成。  米粉汤

（Nom Ban Chok）通常简称为“高棉面

条（Khmer noodles）”，原本是贡布省的

特产。  暹粒酸汤（Samlor Machu）是一

种传统酸汤（Samlor），其中往往加入竹笋

和淡水小虾。  甜棕榈酒（Sugar-palm）

散装销售，小贩把它装在自行车后的竹制容

器中，是本地人（和一些勇敢的外国游客）

的最爱；吴哥牌（Angkor）是柬埔寨最流

行的啤酒品牌。

  商铺
金边的178街（St 178）上画廊鳞次栉比，当

地艺术家的作品琳琅满目。  磅湛省和茶胶省

出产的丝绸最佳，暹粒省的丝绸厂也提供上好

的制品。  木刻是柬埔寨特产，槟榔木制成的

箱盒多有成品销售，手工雕制的珠宝盒镶嵌珍

珠母、漆饰或金属，精美异常。

是在三角洲地区）。

5月至9月：雨季

12月至2月：旱季

3月、4月、10月、11月：平季

  当地美食
鱼肉米粉（Mohinga）是缅甸的非正式国

菜，在鱼汤中煮细米粉，加上煮蛋、炸鱼糕

（nga hpe）和油炸脆片（akyaw）。  

缅甸泡鲁达（Shwe Yin Aye），该国代

表甜品，将琼脂、木薯粉、西米放入椰奶

中制成。  Meeshay是曼德勒特产，将

米粉、猪肉和/或鸡肉、豆芽等一起烹制，

配菜是葱、蒜、香菜、腌萝卜/芥菜。  

Kew Soi Dok，将米粉在酸豆酱中与黄

瓜、土豆、炸虾一起烹制，配菜是白菜和

蒜片。  Htamin Jin是掸族代表菜，用

新鲜或发酵的大米与煮熟的鱼肉一起烹

制，配有番茄酱、土豆泥和大蒜。  甜

汁（用发酵过的棕榈糖制作）在缅甸

中部非常流行；Shwe Lain Maw

则是掸邦的橙味酒精饮料。全国

驰名的啤酒牌子是Myanmar 

Beer。

  商铺
缅甸以宝石闻名，红宝石、钻石、猫眼、祖

母绿、黄玉和珍珠都有大量商铺在售（仰光

不少商铺具有正规认证）。  缅甸木偶身

着戏服，镶嵌宝石，作为旅游纪念品越来

越受欢迎。  曼德勒的阿马拉布

拉（Amarapura）有一流的高

档缅甸丝绸。  钦邦的针织品

（尤其是挂毯）让人称奇，在

茵莱湖还有以荷叶纤维为原

料的针织品。

河内与胡志明之间最好还是不选用这

种方式，因为距离实在太远，还是乘火

车或者国内飞机航线为宜。  在河内和

胡志明市内，交通工具包括出租车、摩

的、公共汽车或者慢悠悠的人力三轮车

（Cyclo）。

  气候

越南全国气候条件多变，中部、南部

地区全年高温，北部地区凉爽舒适。

4月至6月：除了山区之外，全国天气

都较为湿热，不过还算平静。

7月至10月：中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区

受猛烈而难测的台风影响。

10月至3月：旱季，气温会凉爽一些。

  当地美食

Pho Bo是牛肉汤粉，通常盛在碗里，

以葱调味，被称作越南国菜。  Banh 

Mi Kep Thit是越式法棍夹肉三明

治，其中要有肉馅、蛋黄酱、熟肉、

辣椒、腌萝卜、胡萝卜、黄瓜等。  

Bun Thit Nuong，将烤猪排配细米

粉同食，也是极为受欢迎的菜品，每个

地区、每家餐馆都有自己的独特做法。

 Ca Phe Da是一种越式黑咖啡（用

滴滤壶制成），饮用时配炼乳，既可

以搅拌后热饮，也可以加冰冷饮。  

Bia Hoi是生啤酒，每天新鲜酿制，在

越南大街小巷有售。  越南的啤酒品牌

不少，Saigon Do在南部畅销，Bia 

Hanoi是北部的首选，Bia 333则是中

部的热门产品。  越南蛇酒极富于异国

情调，基酒是由大米或其他谷物制成，

泡进了整条毒蛇（有时还有蝎子）。

  商铺

传统木雕制品（通常是樟木）、漆器（

镶嵌着贝壳装饰）是上佳的礼品。  在

胡志明市，Lotus和Dogma商店销售

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海报。  在河内

的杭北大街（Hang Bac Street）老

街区，工匠们仍然采用一代代秘传的

传统方法制作银器。  河内的杭盖大

街（Hang Gai Street）是丝绸商店

的天堂，围巾、披肩、男女衣装、刺

绣并带有亮片的晚礼服以及高档手袋

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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