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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5

去哪儿推荐北领地必玩体验

红土穿越 • 爱丽丝泉沙漠
爱丽丝泉是北领地著名的沙漠小城，从这里出发自驾穿
越红色沙漠，一路可以领略到美轮美奂又瑰丽无比的内
陆风光，各种奇特珍稀的动植物展现出一派大自然的风
貌，帝王谷红色的巨大岩壁盘踞在沙漠之中，成就了红
土中心最为壮观的景色。沿途和山脉谈心，与旷野依偎，
看夜空繁星，在车轮上欣赏沿途风景，自由探访帝王谷，
仿佛通往了世界中心。

1
死亡体验 • 鳄鱼公园逃生
凶猛的咸水鳄是北领地的象征，位于达尔文的鳄鱼湾公
园（Crocosaurus Cove）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展
出地，其中一条还曾在电影《鳄鱼邓迪》中出境。最为
人称道的是“死亡之笼”（Cage of Death），游客被关
进透明笼中进入咸水鳄水池，身长达五米之余的凶神恶
煞的鳄鱼见状立刻兽性大发，不停地扑抓撕咬，游客如
同直面死亡，惊心动魄之余也显得无比刺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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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日落 • 最美艾尔斯岩
作为电影《在世界中心呼唤爱》的取景地，乌鲁鲁艾
尔斯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寻爱之旅。夕阳西下，
晚霞笼罩着红土沙漠，随着太阳角度变化，乌鲁鲁从
赭红到橙红，最后变成暗红直至消失于夜幕。而清晨
时分，天际线处的亮光慢慢掀开乌鲁鲁的面纱，巨石

3

好像披上了华美的外衣。从轰轰烈烈到风姿绰约，巨
石色彩的变幻，就好像灵动的生命，带来前所未有的
震撼。

历史探寻 • 卡卡杜国家公园

卡卡杜公园被土著人称作“神的家园”，以四万多年
来居住于此的卡卡杜族命名，传承着世界上依然活着
的古老文化。公园以丰富独特的生态地理环境孕育了
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同时还保留了大量土著人的
遗址和壁画。诺尔朗吉岩（Nourlangie Rock）和乌
比尔岩（Ubirr Rock）上丰富的古老岩石壁画反映了
原住民的发展历史，观景台上壮阔的视野，江北领地
的独特野性美一览无遗。

4
聆听浪漫 • 寂静之声盛宴

5

“寂静之声”的晚宴像是蒙着面纱的姑娘，美好而令
人神往。在乌鲁鲁艾尔斯岩和卡塔丘塔绚丽的日落中
品尝沙漠特色自助大餐。夜幕降临，所有灯光都被关
闭，天文学家为大家寻找天空中那些遥远的星座并讲
述一段段神秘的传说故事，在南半球的璀璨夜空下，
在一望无际的红土沙漠之上，伴随着鸟鸣虫鸣和传统
乐器迪吉里杜管的浑厚音乐，与爱人朋友酌红酒、品
佳肴，享受梦幻与浪漫。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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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Traveler 聪明旅行家
长腿叔叔：旅游名博、自由撰稿人、旅行摄影师。多年来行走世界，到访过亚欧美澳非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热衷行摄不离的生活，更乐于与人分享旅途中的美景、美食和奇闻趣事。“记录
旅行生活、分享旅行快乐”已成为人生信条。作品发表于《摄影旅游》、《旅游世界》、《中
国国家旅游》等媒体，也担任嘉宾做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种旅游节目。作者多次探访北领
地这片澳大利亚最神秘的土地，探索红土中心独特的风情。
微博：@ 长腿叔叔
博客：blog.sina.com.cn/travellog

版权声明：本攻略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软件、程序、版面设计）的知识产权均属本网站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引用、复制、转载、
摘编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用上述内容或建立镜像。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站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Qunar 温馨提醒：本攻略信息仅供参考，去哪儿网并不对其准确性、适用性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由于季节、天气等自然或人为原因，景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价格、产品行程等）有可能会
不时发生变动，如有变动请以该景点官方最新公告为准，恕不另行通知。并请务必于出行前提前做好准备，以免造成您的出行不便。
责任编辑：翟春波

设计师：邓晓丽

Qunar 骆驼书

|

04

A

bout Northern Territory 关于北领地

北领地是澳大利亚内陆地区唯一由土著人自治的领地，广袤的区域内动植物资源丰
富，可以看到很多独有的珍稀野生动物。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不少独特的自然景观，
乌鲁鲁艾尔斯岩巨石、卡卡杜国家公园举世闻名。神秘的土著人历史和文化也逐渐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探索这片澳大利亚最原真的土地。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长腿叔叔

对于未曾到过此地的旅行者，能否简
要介绍一下这个地区？
北领地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的中央，是古代土
著文化的发源地。1978 年自治之后成为澳
大利亚唯一由土著人自己管理的区域。地广
人稀，首府达尔文是北部良港，二战时遭日
军轰炸，现在成为了著名的海滨休闲城市，
曾被《孤独星球》（Lonely Plant）杂志评
为全球最值得造访的城市之一。附近的卡卡
杜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国家公园，动植物品种
异常丰富，凭借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悠久的文
化历史，成为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中部红
土中心的艾尔斯岩（乌鲁鲁）无疑是澳大利
亚的象征，这块世界最大的单体岩石颜色变
化多端，是土著人心目中的圣地，神圣不可
侵犯。

能否描述一下你对当地人和他们生活

对前来这里驻足的游客，你可否推荐

的观察与感受？

一些值得尝试的体验？

北领地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为土著人和原住

● 欣赏一场乌鲁鲁或卡塔丘塔的日出日落，

岛民，其余为白人。当地人生活简单，崇尚

震撼人心的景观会让你永生难忘。

户外运动。土著人是这片土地上一道独特的

● 南 十 字 星 下 的“ 寂 静 之 声（Sound Of

风景，由于历史原因，澳大利亚政府为土著

Silence）”盛宴，创意概念与自然环境完

请选择合适的季节旅行。

人提供了优厚的福利，大部分土著人不需要

美融合，非常浪漫和梦幻。

尊重当地人特别是土著人的

工作，在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悠闲的身影。

● 体验达尔文鳄鱼公园的“死亡之笼”，与《鳄

部分受过教育的土著人能够用英语沟通，多

鱼邓迪》中的鳄鱼明星面对面，挑战你的心

的方式，但夜间的内陆地区

会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行业。了解土著人的历

高速路旁经常聚集野生动物，

理极限。

史文化，感受土著人的生活现状，大概是每

● 探索卡卡杜国家公园，徒步于山水间和神

个来北领地的游客最感兴趣的事。

秘岩画中，寻找历史的脉络和印记。

作者私房推荐
能否给准备到北领地旅游的读
者一些建议和提醒？
北领地南北气候差异很大，

风俗习惯。
自驾游是探索北领地最简单

尽量避免在天黑后开车，车
辆保险对此类事故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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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rn Territory in Number 从数字看北领地

1,420,968 km²

80%
北 领 地 约 有 80% 的 土
地位于热带范围，普遍
炎热高温

北 领 地 面 积 为 1,420,968
km²， 而 北 京 市 面 积 为
16410.54km²

32

348

蔚为壮观的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岩石艾尔斯岩（乌鲁
鲁）高达 348 米

畜牧业、采矿业和旅游
业是北领地的三大经济
支柱

20，000

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帝王
谷深 270 米，为多种植
物提供天然庇护所

230,000

世界遗产卡卡杜国家公
园因保存有 2 万年前的
山崖洞穴原始壁画而闻
名于世

北京 & 北领地生活水平比一比

270

3

沙漠奇石景观卡塔丘塔由 32 块风化的圆顶巨石组成

北 领 地 人 口 略 多 于 23
万，是地广人稀的代表
地区

（近期汇率：1 元≈ 0.17 澳元，1 澳元≈ 5.82 元）

58.2(10 A$)

58.2(10 A$)
35

11.64(2 A$)

18

18(3 A$)

11.64(2 A$)

3-8

2

1

公交车票价

麦当劳汉堡
（基本套餐）

一斤苹果

一场电影

瓶装矿泉水

北领地

北京 单位（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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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领地幅员辽阔，南北部气候差距很大。以达尔文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属热带气候，全年可分为旱、雨两季。
5 月到 10 月的旱季温暖、干燥，白天阳光明媚，夜晚凉爽宜人，是旅游的旺季。雨季从 11 月延续到翌年 4 月，
湿度逐月增大，并伴有季风性降雨和风暴导致部分地区无法游览，但雨水会形成壮观的瀑布，大地也随之
变得青翠可人。而中部的红土中心地区属于半干旱的沙漠性气候。四季交替明显，夏季高温炎热，冬季温
度较低，4~8 月的秋冬气候温和，最适合旅游。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长腿叔叔

春 9~11 月
北部的旱季
这并不是个四季分明的地区，春天气温回升，大地万物复苏，积累的能量开始爆发，嫩绿的
树叶开始发芽。北部正值旱季，降水不多，相对来说比较舒服。

节庆活动
爱丽丝泉沙漠节 Alice Desert Festival
9 月 10~14 日
澳大利亚中部地区首屈一指的艺术和文化节
庆活动，展现着独特的节日氛围、浓厚的文
化传统和充满活力的精神。节庆期间，当地
的艺术家、音乐家、舞蹈演员会进行各种具
有澳大利亚中部风格的艺术表演，展示沙漠
文化的风采和当地多元的人文环境，还会与
观众一起分享红土中心的故事、歌曲和独特
的生活方式。
爱丽丝泉市区 Snow Kenna Park
alicedesertfestival.com.au

夏 12~2 月
北部的雨季
夏天的乌鲁鲁白天气温高达 40 度以上，阳光灼热，此时是旅游的淡季。北部达尔文地区也开
始了绵绵雨季，山洪在一些地区爆发，淹没公路，一些旅游景点会被封闭。

节庆活动
澳大利亚国庆日 Australia Day
达尔文 1 月 26 日
澳大利亚国庆日，纪念首批欧洲人抵达澳大
利亚的日子。澳大利亚全国放假一天，各地
人们举办各种庆祝活动，传统项目是城市中
心的盛装游行和晚上的焰火表演。
达尔文市中心和码头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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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3~5 月
北部的雨季
南部红土中心的气温开始降低，变得让人可以接受，晚上甚至有些凉意，部分植物的叶子也
开始变黄脱落。北部地区的雨水也逐渐减少，瀑布水量充足，草木繁盛，一些心急的旅游者
已经开始了探索的脚步。

节庆活动
草地低音音乐节
Bass in the Grass Music Festival
达尔文 5 月 24 日
草地低音音乐节是为期一天的青年音乐节。
这项由北领地政府主办并在达尔文环形剧场
（Darwin Amphitheatre）举行的活动，常
常会聚集起一大批澳大利亚倍受青睐的艺术
家来进行表演。校园乐队争霸赛是节日的一
部分，它为当地的在校学生提供了很好的机
会，让他们能在节日的舞台上为荣誉而战。
达尔文环形剧场 Darwin Amphitheatre
www.bassinthegrass.com.au

冬 6~8 月
北部的旱季
冬季是乌鲁鲁爱丽丝泉最适合旅游的季节，白天气候温和，入夜凉爽，蚊虫也较少。但温差
较大，夜间温度可能降到零度以下。北部达尔文地区也进入旱季，降雨很少，气候舒适宜人，
游客蜂拥而至。

节庆活动
北领地日 Territory Day
达尔文 7 月 1 日
为庆祝北领地自治而设立，全城欢庆，晚上
明迪海滩附近有焰火表演，夜市上各种美食
和表演也种类繁多，几乎所有游客都会融入
这一欢快的节日。
明迪海滩 Mindil Beach

啤酒罐划船比赛 Beer Can Regatta
达尔文 7 月 6 日
达尔文市明迪海滩一年一度的啤酒罐划船比
赛总是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的眼球。参赛选
手们发挥丰富的想像力，用成千上万个空啤
酒罐做成形态各异的小船，比赛在水面上漂
浮的时间。这种创意既环保又有趣。为了配
合各自的主题，选手们还会精心打扮一番。
Fannie Bay Race Course, Fannie Bay, NT 0820
www.beercanregatta.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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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领地的大城市中有各种档次的酒店可以选择，国家公园内一般都设有露营地和房车营地。达尔文市有不
少著名品牌的连锁酒店，艾尔斯岩度假村提供不同级别的酒店住宿，无论是五星级还是背包客都应有尽有，
而卡卡杜国家公园里普通意义上的“酒店”不多，大部分旅游者都以露营地、帐篷小屋、房车作为解决住
宿的首选。因为气候原因，酒店的价格在不同季节差别很大。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长腿叔叔

达尔文市中心
达尔文是北领地首府，不是很大的市区里面却有很多著名
品牌的连锁酒店。大部分游客来这里都是为去附近的国家
公园做中转，市中心各种商店、超市、饭馆、教堂、邮局
等设施齐全，能满足绝大部分住客的需求。另外，活动和
节庆也很丰富，文化交融，值得花 1~2 天的时间来游玩。
达尔文中心酒店 Darwin Central Hotel
方便快捷型 | 地理位置绝佳
酒店位于达尔文市最中心地带，拥有绝佳的地理位置，
价格却比较适中。出酒店门口就是海滨步行街，距离繁
华的史密斯街商城（Smith Street Mall）仅几步之遥，
市内所有景点和商业区几乎都可步行到达，非常方便快
捷。酒店装饰简洁大方，房间很大，并配有厨房，早餐
相对来说也比较丰富。服务生中有不少华人，沟通起较
为方便。
21 Knuckey Street Darwin
（61）8 89449000
旺季标间 120 澳元起

Darwin Central Hotel

www.darwincentral.com.au

达尔文袋鼠岛滨海酒店 Vibe Hotel Darwin Waterfront
高级现代型 | 创意休闲酒店
酒店坐落在滨海新区，建筑和室内装饰都颇具设计感，
各种设施非常现代化，最具特色的波浪游泳池特别适合
休闲放松。在酒店房间里就可以远眺大海和码头，周末
的草坪上还会举行一些社交活动。通过空中走廊可以很
方便地在短时间内走到市中心，非常适合家庭度假。
7 Kitchener Drive, Darwin City
（61）8 89829998
Vibe Hotel Darwin Waterfront

旺季标间 300 澳元起
www.tfehotels.com/hotels/vibe-hotels?city=darwin#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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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青年旅社 Darwin YHA
经济适用型 | 背包客首选
青年旅社位于市中心娱乐区，靠近北领地最著名的鳄鱼
湾公园（Crocosaurus Cove）。虽然是青年旅社，但是
设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完善，游泳池、空调、冰箱应有
尽有。特别是合住宿舍价格非常便宜，深受各地背包客
的欢迎，在这里还会遇到来自世界的各种类型的朋友，
谈天说地，畅聊人生。
97 Mitchell Street, Darwin
(61)8 89815385
多人宿舍床位 39 澳元
www.yha.com.au/hostels/nt/darwin-surrounds/darwin-YHA-

Darwin YHA

backpackers-hostel/

乌鲁鲁卡塔丘塔国家公园
艾尔斯岩度假村是乌鲁鲁卡塔丘塔地区唯一的酒店提供

沙漠风帆酒店 Sails in the Desert Hotel

商。独家经营却有多种选择：五星级的沙漠风帆酒店、

沙漠奢华型 | 原始与现代结合

四星级的沙漠花园酒店、鸸鹋高级公寓、内陆先驱者酒

沙漠中的五星酒店，以屋顶上高耸的白色风帆为名。酒

店和青年旅馆，以及各种露营场地。无论是经济型的背

店的客房装饰和沐浴用品以乌鲁鲁原住民文化和现代时

包游客，还是奢华型的享乐者；再或者是独自旅行，抑

尚设计相结合，大堂、餐厅的装饰艺术和景观设计灵感，

或与家人朋友一起，在这里总能找到适合的住宿。度假

也同样来自原住民文化。棕榈树环绕的泳池、丰富多彩

村内有连接各区域和往返机场的免费巴士，还有包括邮

的餐饮、舒服惬意的 SPA 等休闲娱乐，会让人完全忘记

局、超市、医院等在内的各种设施，在游客中心还可以

四周红土沙漠的存在，宛如置身天堂。

租车和体验团队游。

Via Yulara Drive Ayers Rock Northern Territory 0872
（61）2 82968010
350 澳元起
www.uluruayersrockresort.com.cn

中央旅馆
Sails in the Desert
Hotel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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鸸鹋高级公寓 EMU Walk Apartments
中等公寓型 | 家庭出游首选
鸸鹋高级公寓坐落在绿荫庇护的花园中，环境优美，别
具一格。宽敞的阳台公寓房排列成行，干净整齐。公寓
设备齐全，每一间都配有独立的厨房、客厅和卧室。每
间公寓最多可以接纳 6 位游客入住，因此成为了很多家
庭亲友出游的理想住处。
Via Yulara Drive Ayers Rock Northern Territory 0872
（61）2 82968010
300 澳元起

EMU Walk Apartments

www.uluruayersrockresort.com.cn

内陆先驱者青年旅社
Outback Pioneer Lodge Backpacker
经济实用型 | 实惠的随遇而安
内陆先驱者青年旅社为旅行者提供了经济又实用的住宿
条件，多人宿舍是前往此地的背包客的首选，此外还有
多种双人间、四人间供情侣、家庭使用。旅社拥有厨房、
BBQ 设备以及自助洗衣房等公用设施，在这里说不定会
遇到来自世界各地却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饭或者烧
烤都是很不错的体验。旺季时最好提前预订。
Via Yulara Drive Ayers Rock Northern Territory 0872
（61）2 82968010
Outback Pioneer Lodge Backpacker

多人宿舍床位 38 澳元起
www.uluruayersrockresort.com.cn

东经 131°沙漠帐篷酒店 Longitude 131°
顶级奢华型 | 独特的帐篷酒店
乌鲁鲁沙漠中最无与伦比的超五星住宿体验，15 顶白色
帐篷与乌鲁鲁巨石为邻，分别以 15 个首先发现这片地区
的先驱和探索者的名字命名。帐篷内配备超级奢华的现
代家居，帐篷墙壁上记载着内陆先驱们的历史故事。打
开窗户就可以欣赏乌鲁鲁和卡塔丘塔的日出日落，让人
忍不住沉浸在红土中心的狂野氛围中。每顶帐篷最多住
2 人，10 岁以下儿童不接待，同艾尔斯岩度假村保持距离，
外人无法入内。入住客人非富即贵，其中不乏英国威廉
王子夫妇等名流，价格自然也令人咋舌。
Via Yulara Drive Ayers Rock Northern Territory 0872
（61）2 9918 4355
每人最低 1100 澳元 / 晚，两晚起订
reserve@baillielodges.com.au
www.longitude131.com.au

Longitude 131°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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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卡杜国家公园

爱丽丝泉和帝王谷

卡卡杜国家公园是澳大利亚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属于

爱丽丝泉市中心很容易找到不同档次的住宿，其中不乏各

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动植物种类繁多，地貌复杂多变。

种国际连锁酒店，沙漠中的高级休闲度假酒店配备游泳池、

与北领地其他国家公园一样，想在荒野中找到通常意义

SPA 等设施和服务，比沿海地区毫不逊色。帝王谷附近也

上的“酒店”相对比较困难，大部分旅游者都以露营地、

配有相应的度假酒店，背包客还是以住宿营地为主。

帐篷小屋、房车作为解决住宿的首选。专业的营地水电
设施齐全，配有卫生间、厨房、甚至酒吧游泳池，还可

爱丽丝泉青年旅社 Alice Springs YHA

租用被单枕套等。晚上伴着星星入眠，清晨被鸟鸣叫醒，

经济方便型 | 背包客首选

完全是一种野外自然的乐趣体验。

位于市中心，地理位置绝佳，从火车站还有班车往返。
住宿条件也不错，每个客房都配有空调 , 旅社提供共用浴

美居卡卡杜鳄鱼酒店 Mercure Kakadu Crocodile Hotel

室、共用卫生间和户外游泳池。值得一提的是旅社拥有

经济方便型 | 鳄鱼外形的建筑

一个户外电影院，在浩瀚星空下看电影绝对是北领地特

美居卡卡杜鳄鱼酒店（原卡卡杜鳄鱼假日酒店）位于卡

色。实惠的价格吸引了大批背包客，是结识朋友的好地方。

卡杜国家公园的中心地带，酒店由达尔文建筑师设计、
当地的土著部落居民修建而成。饭店因形似鳄鱼而得名，
从空中俯瞰尤为壮观。游客从鳄鱼的嘴进入大堂，入住
位于鳄鱼身体部位的客房。酒店庭院中设有游泳池，更
难得的是还有河流蜿蜒穿过。附近商店、超市等设施齐全，

Leichhardt Terrace，Alice Springs，NT 0870
(+61)8 89528855
床位 30 澳元起
www.yha.com.au/hostels/nt/central-australia/alice-springsbackpackers-hostel/?searchterm=Alice Springs

完全能满足游客的住宿需求。
Flinders Street 0886 JABIRU
(+61)8 89799000
250 澳元起
www.accorhotels.com/zh/hotel-9616-mercure-kakaducrocodile-hotel/index.shtml

Alice Springs YHA

Kings Canyon Resort

帝王谷度假村 Kings Canyon Resort
易奢易简型 | 离帝王谷最近的住宿地
距离瓦塔卡国家公园仅 7 公里的帝王谷度假村是很多澳
洲人自驾、露营喜欢选择的度假之地。度假村内从露营
设施、背包客的简单床位，到五星级的高级客房，可以
凭喜好和预算任意选择。在五星级的高级客房里，躺在
浴缸里就能欣赏到红土中心的自然景色。
Luritja Road Watarrka National Park, NT 0872 AU
（61）3 9426 7550

Kings Canyon Resort

100~400 澳元不等
www.kingscanyonresort.com.au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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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en

最佳出游时间

2

Where to stay

最优住宿推荐

3

How to get around

最佳交通工具

地广人稀的北领地公共交通不太发达，自驾是最方便的交通方式，很多人会选择租赁房车穿越这片狂野大地，
降低了旅行成本的同时也增添了独特的情趣。对不愿驾车的游客来说旅行团也是解决交通问题的良药，当地
几大公司的旅行团覆盖了绝大部分景点。如果时间有限，就靠飞机穿越北领地吧，不同航线连接三大机场。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长腿叔叔

交通
飞机

的选择。达尔文、爱丽丝泉等主要城市都有各大租车公

达尔文、爱丽丝泉和乌鲁鲁均设有机场，其中达尔文机

司的网点，机场提车、异地还车等服务也很便捷。需要

场（Darwin International Airport，DRW）是国际机场。

注意的是澳大利亚行车靠左行驶。由于目的地间距多半

从中国前往达尔文最便捷的航线是先飞到新加坡，再转

很远，需要储备足够的汽油和饮水，长途旅行最好配备

机到达尔文，捷星 Jetstar 和新加坡胜安航空（SilkAir）

卫星电话。北部国家公园有些区域路况较差，荒野之中

均开通了新加坡至达尔文的航线，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

需四驱车 4WD 才能通行 , 出行前请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新加坡转机涉及不同航空公司，出关取行李可能会涉及

选择车辆类型。

新加坡签证问题。从悉尼、墨尔本、阿德莱德等澳洲其
他城市均有飞往北领地机场的航班，航线最全的就是澳

房车租赁

大利亚航空（Quantas），此外捷星 Jetstar 和维珍航

在北领地，澳洲家庭或朋友出游常用的交通是房车，不

空 Virgin 也提供悉尼至乌鲁鲁艾尔斯岩机场（Ayers

但省去昂贵的酒店费用，一日三餐还可以自给自足，因

Rock Airport， AYQ）的航班。

此能节省不少成本。Apollo、Britz 等房车公司在达尔
文和爱丽丝泉都开设门店，价格依型号而不同，相对当

自驾租车

地物价来说不算贵，越早预订价格越低，但如果行程改

北领地面积广阔，各个城市、景点之间距离遥远，加上

变可能会失去押金。另外要注意车辆保险细则，根据出

公交很不发达，所以自驾成为最方便的交通方式，但红

行线路选择合适的保险。旅途沿线都可以找到房车营地，

土中心乌鲁鲁和爱丽丝泉到北部达尔文差不多穿越了半

水、电、厕所、厨房等基础设施齐全，每车收费在 50

Vagabond Inn Executive Pasadena
个澳大利亚，如果不想太辛苦，分区域自驾也是个不错

澳元以内。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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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
达尔文、爱丽丝泉均有灰狗巴士运营，长途大巴连接
主要城镇和景点，区域间公共交通一般都在一百澳元
以上。短期周边旅游建议选择当地出发的各种巴士旅
游团，达尔文出发的 1~4 日周边国家公园团队很受欢
迎。乌鲁鲁甚至还有中文旅游公司。达尔文市中心面
积较小，体力好的话完全可以徒步游遍主要景点，公
交也比较发达，起始票价 2 澳元。爱丽丝泉共有 8 条
公交线路，但发车间隔较长。乌鲁鲁度假村内有免费
巴士连接主要酒店和机场。

通讯

火车

手机和网络

火车在北领地是最奢侈的交通工具，著名的甘（The

澳大利亚主要电信运营商的网络均覆盖北领地，但除了

Ghan）号列车连接阿德莱德与达尔文，沿线可以领略

人口密集的几个城镇，大部分内陆沙漠地区包括国家公

北领地的狂野之美。这条被称作世界最美火车旅行的线

园内没有手机信号，所以长途自驾游建议根据需要配置

路价格不菲，只从爱丽丝泉到达尔文的卧铺价格就在

卫星电话。城镇中各酒店一般都有免费或付费 Wifi，

1000 澳元以上，旺季最好提前预订。

3G 信号也有覆盖。推荐 Optus 公司推出的短期 SIM 卡，
每天花 2 澳元就可以享受澳大利亚境内无限电话和短彩

直升飞机游览

信以及每天 500MB 数据流量。

北领地幅员辽阔，地貌多样，在空中俯瞰大地才更加
壮丽，直升飞机之旅也就应运而生。在乌鲁鲁 / 卡塔

明信片

丘塔和卡卡杜国家公园，都有专业的直升飞机公司提

城镇内一般都设有邮局可购买邮票和明信片，但邮局营

供服务，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可以驾驶小巧的直升飞机

业时间较短。很多纪念品商店、杂货店也有明信片售卖，

带游客去看壮观的日出日落，用独特的角度欣赏大地

但多数没有邮票，建议提前多买几张邮票，也可以委托

之美，这种体验一定会毕生难忘。飞行 15 分钟的价格

酒店代为邮寄。艾尔斯岩度假村内的邮局明信片加邮资

在 100 澳元以上。

寄到国内仅需 2 澳元，越偏远的地方价格可能越高。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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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assic Northern Territory 经典 • 北领地

吃货必看
Top4 狂野沙漠美食
北领地的饮食与澳大利亚其他地区差别不大，牛排
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海鲜、新鲜果蔬和葡萄酒在餐
桌上也必不可少。北部达尔文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
的移民，融合了多种饮食文化的精髓，亚洲美食占
据很大空间，意大利、英国和南美风味的美食也应
有尽有。但来北领地旅行，不尝尝这里独特的野味
怎么行！看着那些平时只有在动物园才能看到的动
物出现在餐桌上，确实很刺激。不过请放心，在这
里经营野生动物食品都是合法的。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长腿叔叔

1

咸水肺鱼

2

袋鼠肉

袋鼠是澳大利亚的象征，然而却泛滥成灾对环境产生
了负面影响，政府允许定期扑杀并在市场上售卖。很
多餐馆都有袋鼠肉菜肴，在北部达尔文的各种旅行团

肺鱼是澳大利亚另一个独特物种，生活于水流平缓、

也会在团餐中加入袋鼠肉澳大利亚的“特色食品”供

草木丛生的河流、池塘中，可以用鳃和鳔（肺）同时

游人品尝。口感颜色都与牛肉有些相似，不过仍有些

进行呼吸，也可以单独使用其中之一进行呼吸。肺鱼

野生动物的异味，品尝前需要做好心理准备。超市、

在北领地餐桌上备受推崇，高档餐馆和夜市中都可以

机场均有小包装袋鼠肉干出售，可以作为手信带回国

见到踪影，以煎烤炸等做法为主，味道鲜美，口感颇佳。

内。

推荐餐厅
爱丽丝泉红赭石烧烤餐厅（Red Ochre Grill Restaurant）
57 Todd Mall, Alice Springs, Northern Territory 0870, Australia
（61）8 8952 9614
人均 20~50 澳元
www.redochrealice.com.au/default.php

推荐餐厅
乌鲁鲁先驱者烧烤和酒吧（Outback Pioneer BBQ）
Via Yulara Drive Ayers Rock Northern Territory 0872
晚上 18:00~21:00
（61）2 82968010
人均 20~50 澳元，食材需预先在烧烤吧预先购买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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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鸸鹋肉

鸸鹋是澳大利亚的国宝，属于澳洲独有的生物物种，
具有神奇的适应能力，与恐龙同一时期出现，却始终
保持着最原始的形态，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
它具有勇往直前、永不退缩的特征，因此其形象被镶
嵌在澳大利亚的国徽上。鸸鹋属于澳大利亚家禽中的
一种，鸸鹋肉、鸸鹋油、鸸鹋蛋都具有商业价值，已
经出口多个国家。北领地餐馆中可以品尝到鸸鹋烤串，
口感类似烤羊肉串，肉质却更嫩一些，脂肪含量低。
煎鸸鹋蛋也是流行的菜式，比普通煎鸡蛋要紧实很多，
一份的量足够一个小伙子吃饱。鸸鹋蛋壳在很多纪念
品商店有售。
推荐餐厅
乌鲁鲁寂静之声晚宴（Sound of Silence）
艾尔斯岩与卡塔丘塔间的红土沙漠中
晚上大约 17:00~21:00 左右，日落前 1 小时出发，季节不同时间
会有所不同
（61）2 82968010
成人每人 169 澳元，小孩（10~12 岁）87 澳元，低于 10 岁不可参加

4

鳄鱼肉

北领地的河流沼泽中广泛生活着不同种类的咸水鳄，
媒体上也不时可以看到鳄鱼袭击人的报道，然而如此
凶猛的鳄鱼在澳大利亚也成了盘中餐，不过这只是养
殖鳄鱼的副产品之一，真正有价值的是鳄鱼皮。鳄鱼
肉中蛋白质含量较高，外观与鸡肉相似，口感更加弹
性紧实，介于牛肉与鸡肉之间，味道可以说鲜美但多
少还是有些野味。据称可以极快地提高人体免疫力和
血液摄氧能力。北领地的一些餐馆、夜市上均有烤鳄
鱼肉串出售。
推荐餐厅
达尔文明迪海滩黄昏市场（Mindil Beach SunsetMarket）
明迪海滩市场
每年五月到十月间，周四和周日晚
5~20 澳元左右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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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必败

Top 5 特色伴手礼
澳大利亚是羊背上的国家，旅游者少不了买点绵羊油、羊皮还有著名
的 UGG。在商业并不发达的北领地，那就选购几样跟土著文化与野
生动物相关的纪念品带回家吧。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长腿叔叔

1

原住民手工艺品

北领地是澳大利亚唯一由土著人管
理的地区，广袤的土地上分布着不
同的土著人部族，他们的风俗习惯
和文化传统也不尽相同，各个部落
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不同的传统手工
艺品。艾尔斯岩度假村中土著人用
食物种子制作的手链很受游客的欢
迎，各种独特的木质狩猎兵器模型
也总是令人眼前一亮。在利奇菲尔
德国家公园中土著人文化游览中还
可以买到手工制作的草编织品。工
艺品价格高低相差很多，可以根据

2

个人喜好和经济能力来适当购买。

土著人点画

所谓点画，是土著人采用五颜六色
的天然氧化物和赭石颜料，在画布
上点击制作，最后由成千上万个彩
色圆点组成的抽象艺术画。土著人
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眼中
的世界，在我们眼中可能只是简单
无序的美丽圆点与色块，在土著人
心目中却包含了丰富的含义。圈，
象征着水源，而圆点组成的线条，
则表示水流的走向，以动植物、自
然现象或日常生活为主题的图画具
有独特的北领地特色，是了解土著
民族的历史形成与文化发展的独特
窗口。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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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鳄鱼制品

咸水鳄是北领地的象征，不少旅游
项目都与鳄鱼有关，吸引了源源不
绝的游客。参观欣赏之余，还可以
购买经过加工的鳄鱼皮、鳄鱼牙齿
等旅游纪念品。在达尔文和附近的
国家公园，有一些售卖鳄鱼皮制品
的店铺，几十澳元就可以买到咸水
鳄的几颗牙齿，不过一张完整的鳄
鱼皮就价格不菲了。鳄鱼皮制成的
手袋、提包、皮鞋、手套和皮带等
特色用品大都用料上乘 , 做工精细 ,
但款式相对比较传统。

5

迪吉里杜管

迪吉里杜管（Didgeridoo）是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传统乐器，也是世界上最
古老的乐器之一。实际上就是一根空心的树干，土著人砍下桉树树干，插在
白蚁洞穴上，利用白蚁的唾液腐蚀发酵将中部蛀空，得到这种独特的乐器。
土著人文化中认为这种能发出“嗡嗡”声音的乐器可以让生者与天上的亡灵

4

进行沟通，但是不允许女人吹奏。迪吉里杜管已经成为土著人文化艺术的瑰
宝和代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已然成为澳大利亚的一个象征。

回力标

回力标（Boomerang）是一种土著
人的狩猎工具，一般是 V 形、香蕉
形的坚硬木质条状物，扔出后在空
中呈弧形旋转后返回手中。土著人
用回力标驱赶鸟类或扑捉小型动物。
现在回力标可能是澳洲各地的旅游
纪念品商店中最流行的商品，材质
各异、图案繁多、大小也各不相同，
当然价格也千差万别，好的回力标
一般以传统手工艺雕刻、打磨、上漆、
描画、成型，从表面就可看出其精
致细腻的做工，每一种图案各有千
秋，令人爱不释手！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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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rs

达尔文完美一日游

达尔文是澳大利亚北部一颗耀眼的明珠，虽然是北领地的首府，
距离三个其他国家的首都要比距离首都堪培拉还近。达尔文是澳
大利亚土著居民最集中的城市之一，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一起组
成了绚烂的多元文化。温和的气候，轻松的氛围，使这里成为著
名的休闲之都，2012 年《孤独星球杂志》还将达尔文评为世界
上最值得造访的城市。随意走走，去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吧。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长腿叔叔

09:00
漫步达尔文 CBD——享受美味早餐
清爽的早晨，在 Mitchell 和 Knuckey 街附近的餐厅和咖啡吧享用简单的澳
式早餐，乌诺咖啡吧（Café Uno）提供美味的烤鳄梨、番茄和乳酪牛角面
包。从这里徒步开始达尔文市区休闲之旅。建筑大多小巧玲珑，不会占用
很多时间。从 Smith St 的市政广场（Civil Square）出发，Christ Church
Cathedral 是在曾经被烧毁的遗址上重新建造起来的小教堂，具有热带风
格的独特建筑。对面的英格兰教堂遗址（Anglican Church）历史悠久，
Tips 小贴士
Mitchell 街、Knuckey 街以及步行街附近集中了大

现在经常举行文艺演出。西南方不远处的北领地图书馆、艺术馆都可以免
费参观，高大的议会大厦和精致的 Government House 则只能远观了。

量餐馆、酒吧和商业中心，是休闲购物的好地方。以

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在这里发现一座很传统的中国道观和可能是海外最现

这里为中心很容易抵达城内其他主要景点。

代化的唐人街。

沿 Smith St 向东南走，到 Esplanade
交汇处沿路向西南即可

10:00
享受悠闲时光——海滨步道
与繁华的 Mitchell 街仅隔一个街区的 Esplanade，是一条绿地环绕的海滨
步道。沿路两边绿草如茵，高大的热带树木林立，可以在蓝天白云下吹吹
海风，像当地人一样在草坪上尽情沐浴阳光。这一带有几座战争纪念碑，
记录了历史上达尔文人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做出的牺牲。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草地上有个叫做 Deckchair Cinema 露天电影院，每年 4 月到 11 月
的晚上，都可以躺在老式的沙滩椅上，满天繁星下，数着星星，听着海风，
看一场梦幻般的的户外电影。
Brcentennial Park, Darwin, Northern Territory 0800, Australia
24 小时开放
www.deckchaircinema.com.au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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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Mitchell Street 向 西 北 至 Gilruth
Ave，北行 2 公里至目的地，全程约 3
公里，可以打车

11:00
观赏土著艺术——北领地博物馆与艺术馆
位于城市北部明迪海滩附近的凡尼湾地区，是北领地最大的博物艺术馆
（Museum and Art Gallery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收藏了大量土
著艺术品，集中了北领地精华的雕刻和绘画作品。馆内最吸引人的要算各
种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很多是北领地特有的珍稀爬行动物和鸟类。其中
的明星是一条叫“甜心”的咸水鳄，身长 5 米以上，曾经是北领地著名的“冷
血杀手”，最终在 1979 年被抓获。还有大量藏品介绍了给达尔文带来灾
难的特雷西飓风，并通过一些体验项目来模拟当年的飓风。
Conacher Street | Bullocky Point, Darwin, Northern Territory 0801, Australia
9:00~17:00
（61）8 8999 8201
免费
www.nt.gov.au/nreta/museums/aboutus/index.html

顺 Gilruth Ave 向 西 北 到 与 Mitchell
Street 交界处，沿 Mitchell Street 街道
向东南大约 800 米即到， Double Tree
Hilton 附近，全程约 3 公里

12:00
东南亚风味午餐——哈努曼餐厅
哈努曼餐厅（Hanuman Restaurant）以泰国、印度和马来娘惹料理著名，
深受当地人的喜欢。达尔文地理位置距离印尼和马来更近，来自亚洲和其
他国家的移民众多，所以饮食上也混合了不同国家的特色。泰式酸辣鸡肉
和虾辛辣爽口，红咖喱鸭肉结合了马来和印度风味，以澳洲肺鱼为原料的
煎鱼酸酸甜甜值得一试，还有各种套餐组合可选择。需提前预订。
93 Mitchell Street, Darwin, Northern Territory 0800, Australia
11:00~15:00
(61) 8 8941 3500
20~80 澳元
www.hanuman.com.au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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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Mitchell Street 向东南 400 米

13:30
死亡体验——鳄鱼湾公园
凶猛的咸水鳄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爬行动物，也是北领地的象征。达尔文
的鳄鱼湾公园（Crocosaurus Cove）集中了大量澳大利亚的咸水鳄鱼，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展出地，其中一条还曾经在电影《鳄鱼邓迪》中
出镜。公园坐落在繁华的 Mitchell 街，与其他动物园的鳄鱼展出不同，这
里最吸引人的是一个叫做“死亡之笼”（Cage of Death）的项目，游客
被关在一个透明笼中，随后进入一个生活着身长 5 米之余的咸水鳄的水池
中，穷凶极恶的鳄鱼见到笼中的游客立刻兽性大发，不停地扑抓撕咬，玻
璃在鳄鱼的利齿下伤痕累累，游客在里面如同直面死亡一般，的确是勇敢
者的游戏，当然这惊魂一刻会被摄影师忠实记录下来，成为一次难忘的体验。
58 Mitchell Street, Darwin, Northern Territory 0800, Australia
9:00~18:00
成人每人 32 澳元，小孩 20 澳元，“死亡之笼”单人 160 澳元，双人 240 澳元
www.crocosauruscove.com.au

Tips 小贴士
死亡之笼的体验非常抢手，一次 15 分钟，一天只开
放 10 次左右，想体验的朋友最好提前预订。除了死
亡之笼，还可以用钓鱼杆把鲜牛肉当做诱饵，让这些
贪吃的鳄鱼变身为跳高健将。小朋友们也可以与小鳄
鱼来一次亲密接触，如小猫小狗那样抱在怀里。

向东一个街区至 Smith St，沿 Smith St
向东南方向 500 米，穿过天桥至 Vibe
Hotel 后坐电梯到一楼

15:00
海边冲浪休闲——滨水区
告别刺激的鳄鱼湾，可以来滨水区（Waterfront）放松一下，这里是达尔
文引以为傲的新城区，现代化的达尔文会展中心晶莹剔透，晚上非常漂亮。
附近的酒店、餐馆、酒吧林立，人们尽情享受休闲时光。草坪、游泳池中
到处都是身材火辣的美女帅哥，其中一个模拟海浪的巨型泳池最受俊男靓
女和孩子们欢迎，每隔几分钟就会像真正的大海那样来一次潮起潮落。
Wave Lagoon,Kitchener Drive Darwin NT 0800，Australia
10:00~18:00
波浪池成人半天 5 澳元，全天 8 澳元
www.waterfront.nt.gov.au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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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Stokes Hill Rd 至码头，约 800 米

17:00
欣赏港口落日——巡游晚餐
傍晚，可登上达尔文港停泊的游轮，参加预订的落日巡游。随着汽笛长鸣，
游轮驶离港口，到观景甲板上沐浴温暖的海风，远处波澜不惊的海面偶尔
会飘过几只孤单的帆船，如果运气好还可以碰到威武的军舰。游轮会绕达
尔文城市半圈，在船上随意品尝澳洲生蚝、烤牛肉和各式小菜，举杯轻啜
香槟，放松身体感受大海的律动，等待如血的夕阳将海面染红，从海上欣
赏不同的城市风光。
达尔文码头
18:00~20:00
50~90 澳元
www.darwinharbourcruises.com.au

延展体验——明迪海滩日落市场
每 年 五 月 到 十 月 期 间， 明 迪 海 滩 日 落 市 场（Mindil Beach Sunset
Market）会在每周四和周日晚上如期开放，这个北领地最大的市场吸引着
大量游客前来。达尔文是多种族融合的城市，美食也兼具各个地方的特色。
在市场上可以品尝到世界各地的风味佳肴，印尼、马来、菲律宾的东南亚
特色食品，印度、巴基斯坦的咖喱，中国的春卷，澳大利亚的烧烤，应有尽有，
让人垂涎三尺。其中一些鳄鱼肉、袋鼠肉制成的小吃更是包含浓郁的北领
地特色。集市上还可以买到种类繁多的手工艺品和原住民艺术品，当地的
艺术家们也会在夕阳下为游人进行各种表演。
www.mindil.com.au
Tips 小贴士
价格根据船型、时间、是否含餐而有所差异，未成年
人价格更便宜。可通过网站预订。游轮公司会为客人
提供酒店至码头的免费接送服务。

从码头沿 Stokes Hill Rd 至 Vibe Hotel，
穿过过街天桥进入 Smith St，前行 500
米后左转进入下个街区可达

21:00
感受夜生活——Mitchell 街酒吧文化
白天的达尔文温柔恬静，入夜后却又展现出充满活力的另一面，Mitchell
大街是达尔文的娱乐中心，各种不同风格的餐厅和酒吧遍布，无论是用餐、
喝酒或是跳舞，都可以找到最适合又完美的场所。附近旅馆中的背包客
喜欢聚集在酒吧里聊天喝酒看球，享受快乐的夜生活，当地人在周末也
会加入这场彻夜狂欢，喜欢夜生活的游客不能错过。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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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Don’t ! 必备物品 & 注意事项

Don't 注意事项
携带香烟
澳大利亚入境只允许随身携带 50 支香烟或 50 克雪茄，
另外还需要随时注意海关政策的变化。

公共场所禁烟
大部分的公共场所都不允许抽烟，国家公园内也禁止抽烟。

不收小费
澳大利亚没有收取小费的习惯，酒店、餐厅和旅行团都已
经把服务费计入消费总价中，所以不用支付小费。

不随意对别人拍照
有些土著人的宗教信仰认为被照相后就不能进入天堂，所
以拍照前一定要先征得同意。即使当地白人尤其是未成年
人，也尽量先征得同意再进行拍摄。

Do 必备物品
衣物及雨具
北部地区旱季炎热，雨季多雨，需带好雨具。中部乌鲁鲁
昼夜温差较大，要注意适当增减衣物，注意防寒保暖。北
部国家公园内可在溪流瀑布内戏水，请携带泳装，另外，
还需尽量穿运动鞋、徒步鞋或登山鞋。

防晒
北领地日照强烈，无论何时出行，防晒工作都必不可少。
当地出售各种品牌防晒霜，墨镜、带大帽檐的帽子都在推
荐之列。

防蚊

不要进入土著人村庄
游客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不能随意进入土著人聚集区，如
果需要进入则可以事先向当地管理部门申请。

不攀爬乌鲁鲁岩石
土著人不喜欢外人攀登他们神圣的“大石头”，虽然相关
管理部门没有完全禁止，但是也不鼓励攀爬。当然，也总
会有游客冒着生命危险爬上去，遇到刮风、下雨等天气道
路会关闭，建议最好不要攀爬。

不要带走乌鲁鲁野外的石块
有些游客喜欢收集乌鲁鲁红土中的石块做纪念，但是相传
土著人对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都施了魔法，随意带走石
块会带来厄运，所以还是小心为上。

野外蚊蝇较多，建议在当地或机场购买防蚊喷雾和修复产
品，红色包装的澳洲“神油”很受欢迎。在乌鲁鲁沙漠苍
蝇有时会铺天盖地，准备一顶带防蝇网的帽子可免受其苦。

注意安全远离危险
北领地地貌复杂且野生动物众多，北部地区常有鳄鱼出
没。旅行时一定要遵照景点的线路安排，注意各种警示
标志，避免与鳄鱼等凶猛动物近距离接触。露营时选择
正规合法的营地，注意饮水安全。雨季的卡卡杜经常会
爆发洪水，淹没道路，自驾游需注意观察水深，避免各
种危险情况的发生。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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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lore Northern Territory 探索 • 北领地

达尔文城市地图、卡卡杜国家公园地图

地图来源：www.australiasoutback.cn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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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泉地图

地图来源：www.australiasoutback.cn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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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红土沙漠

爱丽丝泉 - 帝王谷之旅

从沙漠小城爱丽丝泉出发，沿北领地著名的红土中心自驾穿越红
色沙漠，领略瑰丽的内陆地貌和色彩，了解原住民的历史与生活，
和山脉谈心，与旷野偎依，看夜空繁星，在车轮上欣赏沿途风景，
自由探访帝王谷，穿越西麦克唐耐山脉，最后抵达乌鲁鲁卡塔丘
塔国家公园。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长腿叔叔

04:00
欣赏日出——热气球俯瞰爱丽丝泉
爱丽斯泉最好的游玩方式当属热气球之旅。在沙漠苏醒之前，抵达郊外的
起飞地点，能搭乘 16 人的巨大气球已经原地就位，伴着苍穹中的点点繁
星，热气球带着乘客们抹黑升空，掠过红土中心的半干旱大地，在空中等
待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稍后，太阳缓缓从天际线露出了头，透过北领地
通透的空气，视线豁然开朗，沙漠中的灌木，空中的云朵，远处的气球，
和清晨爱丽丝泉小城的灯火组成了一幅层次丰富的画面。最后，太阳爬上
麦克唐纳山脉，照亮了广阔的红土沙漠，弯弯曲曲的公路穿过荒野，仿佛
通往世界的中心。着陆之后，乘客还可以享用一顿滋味特别的沙漠早餐。
成人 265 澳元，儿童 217 澳元
www.balloonflights.com.au

爱 丽 丝 泉 沿 Larapinta Drive 西 行 5
公里

07:30
动植物王国——爱丽丝沙漠公园
爱丽丝沙漠公园（Alice Springs Desert Park）距离市中心 10 分钟车程。
这个多次获得各项殊荣的公园，收纳了澳大利亚沙漠中的各类奇特动植
物、美妙绝伦的内陆风光以及当地原住民的传统表演。在公园中，完整再
现了动物在大自然中的栖息环境，通过沙漠之河、沙漠之国以及开阔林区，
目睹自在飞翔的珍稀鸟类，观赏濒危的野生动物，领略独特的沙漠文化。
导游会详细介绍沙漠中特有的动物植物，以及它们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传
统意识中的沙漠不再是一片荒芜的土地，这里有着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
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和千万个等待被发现的故事，一定会刷新人们对神
奇澳大利亚中部的认知。
7:30~18:00
成人 25 澳元，儿童 12.5 澳元
www.alicespringsdesertpark.com.au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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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爱丽丝泉以北，从 National Highway
1（ 斯 图 尔 特 高 速 Stuart） 向 北 4 公 里
处，也可乘坐城里的爱丽丝流浪者（Alice
Wanderer）巴士到达

10:00
探索历史——爱丽斯泉电报站历史保护区
爱 丽 斯 泉 电 报 站 历 史 保 护 区（Alice Springs Telegraph Station
Historical Reserve） 位 于 雄 伟 的 麦 克 唐 奈 尔 山 脉（MacDonnell
Ranges）山脚，电报站运营的古老石头建筑建立于 19 世纪 70 年代初，
一直运营到 1932 年，用来传递达尔文（Darwin）到阿得莱德（Adelaide）
之间的信息。保护区标志着爱丽丝泉（Alice Springs）定居点原址，电
报站后面不远处，有一个水潭叫做爱丽丝（Alice），爱丽丝泉小城因此
而得名。可在保护区庭院和建筑内漫步，参观建筑内的古老家具和艺术品，
随着勇敢拓荒者们的脚步了解这座城镇的历史。在邮局还可以邮寄盖有特
殊纪念戳的明信片，将对澳大利亚内陆的记忆永久保留。
Herbert Heritage Drive , off the Stuart Highway , Alice Springs , Northern
Territory , 0870
8:00~21:00，博物馆 9:00~17:00
成人 7.8 澳元、儿童 4.3 澳元、家庭（2 个大人 2 个小孩）21 澳元
www.nretas.nt.gov.au/national-parks-and-reserves/parks/find/astelegraphstation

沿 National Highway 回到市区，经 Stott
Terrace 进入 Barrett Drive 南行约 1 公里

12:00
亚洲风味午餐——哈努曼餐厅
哈努曼餐厅（Hanuman Restaurant）是一家性价比很高、口碑不错的
连锁餐厅，在达尔文也有分店，食物以泰国、印度和马来的等亚洲风味为
主，绝对符合中国人的口味。餐厅的装饰颇具东南亚的优雅和神秘氛围，
菜品以澳洲本地的新鲜原料如生蚝、澳洲牛肉等作为原材料，采用亚洲传
统的烹饪方法，制作出让人惊艳的美食。
82 Darrett Dr，Alice Springs，Northern Territory 0870, Australia
（61）8 8953 7188
人均 20~50 澳元
www.hanuman.com.au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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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体验：澳洲美食——红赭石烧烤餐厅
如果想品尝澳洲本地风味的美食，可以试试托德步行街上的红赭石烧烤餐
厅（Red Ochre Grill Restaurant），不仅有澳洲牛排、汉堡等传统食品，
袋鼠肉三明治、鳄鱼肉蔬菜沙拉等具有北领地特色的美食也赫然列入菜
单，烹饪方法精制而有创意，备受人们的好评。
57 Todd Mall, Alice Springs, Northern Territory 0870, Australia
（61）8 8952 9614
人均 20~50 澳元
www.redochrealice.com.au/default.php

从 Barrett Drive 向 东 北 约 1 公
里， 通 过 South Terrace 右 转， 至
StottTerrace 与 Todd St 交界处，全
程 2 公里左右

15:00
品味原住民艺术——阿尔伯特·纳玛其拉艺术馆
饭 后 稍 作 休 息 可 探 访 爱 丽 丝 泉 阿 拉 伦 文 化 区（Araluen Cultural
Precinct）附近的阿尔伯特·纳玛其拉 （Albert Namatjira）艺术馆，沿
着托德商业步行街（Todd Mall）慢慢品味当代原住民艺术。知名原住民
画家 Albert Namatjira 在澳大利亚享有极高声誉，通过色彩与形状反映
出原住民们对自然和生活的独特认识。原住民画廊里展示了大量艺术作
品，画家们还会当场作画，用彩色的圈圈和点点在画布上变魔术般绘出五
彩斑斓的“点画”，游客也可以在原住民艺术家的指导下自己动手，制作
出独一无二的作品，带走一份属于自己的北领地风情。
70-92 Todd St. Alice Springs NT 0870
免费
www.aboriginalart.com.au

沿 Todd St 向 西 南 进 入 Stott St 左
转，到 Hartlet Street 路口右转，全
程 300 米

19:00
追忆北部探险——欧沃兰德牛排餐馆
欧沃兰德牛排餐馆（The Overlanders Steakhouse）历史悠久，提供独
具特色的北领地美食套餐。这家餐馆的名字其实是对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
的牧牛运动参与者的称呼，是为了纪念当年来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开拓者
而建。一个叫做 “赶牛人爆发”（The Drovers Blowout）的套餐让这
家餐馆闻名遐迩，包括了汤、鸸鹋、鳄鱼、骆驼和袋鼠，几乎囊括了北领
地所有特色野味，此外也有海鲜、意面等供应。游客来这里更多是对当年
澳大利亚人探险北部地区的追忆和体验。
72 Hartley Street , Alice Springs , Northern Territory , 0870
（61）8 8952 2159
人均 30~50 澳元左右
www.overlanders.com.au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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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丽 丝 泉 沿 Larapinta Drive 西 行 130 公
里，车程约 1 小时 30 分

09:00
红土中的美景——西麦克唐纳山脉
清晨从爱丽丝泉出发，就进入了一望无际的红土沙漠，但景色并没有想象
中那么荒凉，路边的杂草、灌木和野花遍布，麦克唐纳山脉一直陪伴在视
线中，东西绵延数百公里，奇迹般崛起于爱丽丝泉两侧。中途可以在格兰
海伦峡谷（Glen Helen Gap）稍作停留，欣赏经过数亿年风吹日晒和冰
川侵蚀后形成的沟壑、峡谷和岩洞，赭红色的砂岩中生存着各种珍稀的动
植物，如果运气好还能看到袋鼠在峡谷陡峭的山谷和高大的桉树间出没。
时间充裕的话可以探访麦克唐纳山脉中古老的芬克河（FinkerRiver），
寻访棕榈谷（Palm Valley）沙漠绿洲。

沿 Larapinta Drive 继续西行约 200 公里，
行程约 3 小时

15:00
探秘最壮观的红土景观——帝王谷
帝 王 谷（Kings Canyon） 位 于 瓦 塔 卡 国 家 公 园（Watarrka National
Park）内，不仅是澳大利亚景色最壮观的峡谷，也是红土中心最壮观的
景色之一。红色的巨大岩壁盘踞在沙漠之中，包围着深入地下 270 米深
的峡谷，在怪石嶙峋的峡谷行走如同到了遥远的天外星球，峡谷深处植物
茂盛，甚至还可以找到清澈的泉水。沿着帝王谷 6 公里徒步路线，大约
3 小时穿梭于谷底和山巅，途中可以看到无与伦比的壮丽景色，包括巨大
圆丘组成的“失落之城”以及伊甸园花园。黄昏十分到达卡米切尔峭壁
（Carmicheael Grag），在峡谷之上欣赏刀劈斧凿悬崖中壮美的日落余辉。
另一条比较短的帝王溪（Kings Creek）徒步路线更适合体力和经验稍差
的游客，仅需 1 小时左右的时间，可以直接通向帝王谷的中心。走这条
路线一样可以领略到帝王谷的丰富色彩和壮观地貌。

Tips 小贴士
从爱丽丝泉过来的大部分游客会选择在帝王谷休息
一晚，住宿可选择距帝王谷 7 公里，宛如沙漠绿洲
的帝王谷度假村（Kings Canyon Resort），或者在
36 公里以外的帝王溪站
（Kings Creek Station）
露营。
如果长途跋涉过于疲劳，也可以在第二天上午迎着第
一缕朝阳徒步帝王谷。

Qunar 骆驼书

|

25

在世界中心呼唤爱
乌鲁鲁 - 卡塔丘塔之旅

乌鲁鲁艾尔斯岩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和自然双遗产，被英国 BBC 评为
人生一定要去的 50 个地方之一，也是电影《在世界中心呼唤爱》的
取景地之一。它就像是澳大利亚红土中心巨大的心脏一样，吸引了
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寻爱之旅。国家公园中另一处景观卡塔丘塔在外
形上更加壮观，有 5 亿年历史的 36 块圆顶岩体从沙漠表面上伸出，
组成壮观的巨石阵，其中最高的一块高度达 546 米，相传曾是土著
人的修炼之地，来这里欣赏一场日出或日落，感受来自大自然的神
奇和壮观。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长腿叔叔
Tips 小贴士
如果没有看过瘾，可以报名参加直升飞机看乌鲁鲁的
行程，艾尔斯岩度假村的游客中心或各个酒店前台都
可以报名。

早上从达尔文乘坐飞机抵达乌鲁鲁，
一般 11 点左右到

11:00
空中俯瞰——乌鲁鲁全景
飞机降落时可以透过左侧窗口很清楚地看到地面上的乌鲁鲁，这是航拍的
最好时机，平坦的红土沙漠上屹立着孤零零的巨石，显得尤其壮观和震撼，
难怪有人说乌鲁鲁是澳大利亚的肚脐。如果没有机会坐在左侧也没关系，
因为右侧可以看到著名的卡塔丘塔巨石阵。只要回程选择坐在同一侧窗
口，就可以两者兼顾。

乘免费机场巴士抵达 6 公里外的艾尔
斯岩度假村

12:00
品尝澳洲传统美食——艾尔斯岩度假村
艾尔斯岩度假村有五种不同类型的酒店，附设购物中心、邮局、超市、
医院、警察局，基本上就是一座微型城镇。几家酒店内的餐厅都可以选
择，不妨试试内陆先驱者酒店（Outback Pioneer Hotel) 的包豪斯自助
餐厅（Bough House Restaurant），提供传统的澳洲美食，包括烤肉，
特制面包和甜点。澳洲牛肉质量上乘，价格相对国内也不高，强烈推荐。
季节不同餐厅内还可能有些袋鼠肉、鸸瞄肉等澳洲特色美食。沙漠地区
气温高日照强烈，中午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饭后可以在树荫下的游泳池

Tips 小贴士

里悠闲地泡泡。

入住酒店安顿好之后，不妨先熟悉一下度假村的各个

内陆先驱酒店内

区域，补充一些出行所需的水和食物，这里超市的货

（61）2 82968010

品丰富程度不亚于大城市的超市。应有尽有。度假村
内提供穿梭各个酒店和购物中心的免费巴士，如果天
气不太热，也可以散步而行，距离都不是很远。

早餐 6:30~10:30，午餐 11:30~15:00，晚餐 17:30~21:30
人均 40~60 澳元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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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度假村进入 Lasseter Hwy，向西
行驶大约 50 公里后右转下高速约 1
公里到达，交通方便简单，路上车辆
也很少

15:00
探索土著神圣之地——卡塔丘塔巨石阵
卡塔丘塔巨石阵 ( Kata Tjuta) 被土著阿南古人称作卡塔丘塔，
意为
“多头”
，
在他们的文化中具有极为神圣的意义。可以先在途中的观景台远眺巨石
阵，遥望荒芜大地上这处神奇的景观。随着车子越开越近，红色的大石
头在蓝天白云下显得格外耀眼，如果时间和体力充裕，游览卡塔丘塔有两
条徒步路线，体力好有经验的可以选择有挑战性的风之谷步行道（Valley
of the Winds），步行 7 公里体验卡塔丘塔的古老和壮美；或者沿着较
为轻松的瓦帕峡谷步行道（Walpa Gorge），3 公里的行程可以穿行至
巨石阵之中，拥抱沙漠绿洲，寻找传说中的神秘小水潭。
门票：国家公园门票 25 澳元，包含乌鲁鲁和卡塔丘塔，3 日内可无限次进入

原路返回，上 Lasseter Hwy 高速向
东前行 50 公里，到转盘第 3 个路口
进入 State Route 4 即可

18:00
壮丽的文化遗迹——艾尔斯岩观日落
回程时正好是日落时分，虽然在空中和远处已经欣赏过乌鲁鲁，但近距离
观看这块高 348 米，周长达 9.4 公里的巨石时，依然会感觉到非常震撼
和敬仰。这块世界上最大的整体岩石，堪称澳大利亚最完美且壮丽的自然
和文化遗迹。在不同的时间和气候条件下，都会呈现不同的变化、不同的
红色以及不同的表情。夕阳西下，晚霞笼罩着红土沙漠，会享受的游客在
躺椅上喝着香槟品着红酒，情侣们在岩石前忘情拥抱亲吻。随着太阳角度
变化，乌鲁鲁从赭红到橙红，最后变成暗红，渐渐变暗，直至消失在夜幕里。
日落过程中，用相机记录下巨石的色彩变幻，感受乌鲁鲁灵动的生命。

Tips 小贴士
可以选择各家旅行社提供的不同项目，最热门的就是
乌鲁鲁艾尔斯岩观日出、日落。比较特别的有骑骆驼
欣赏日落、骑哈雷摩托游览乌鲁鲁。各家的价格和服
务差别不大，其中乌鲁鲁中文旅游提供中文导游服务，
没有语言障碍。服务中心和酒店前台都可以进行预订。

沿 State Route 4 进入 Lasseter Hwy
向北抵达，全程大约 25 公里

19:00
亚洲风味晚餐——尤佳利餐厅
晚餐可以在五星级的沙漠风帆酒店（Sails in the Desert Hotel）尤佳利
餐厅（llkari Restaurant）享用亚洲风味的菜肴，自助餐形式的晚餐品
种丰富，但需提前与客房服务部联系预订。瓦帕大堂吧（Walpa Lobby
Bar）也有非正式的便餐提供。
沙漠风帆酒店内
晚餐 19:00~22:00
（61）2 82968010
人均 30~60 澳元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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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酒店出来上 Lasseter Hwy，前行
16 公里后进入 State Route 4 到达，
全程 25 公里

05:00
沙漠日出——艾尔斯岩
清晨，日出前一小时酒店门口就聚集了大批旅行团和自驾游的客人，摸黑
来到 15 公里外的日出观景台，等待沙漠上的第一缕阳光。趁着太阳还没
露脸，可以享用从酒店打包的早餐，有些导游还会准备暖暖的香茶或咖啡，
用来驱散沙漠清晨的凉气。遥远的天际线逐渐露出亮色，从黑暗中慢慢
掀开乌鲁鲁神奇的面纱，巨石仿佛从睡梦中醒来，换上华美的红色外衣，
如果说日落时的乌鲁鲁轰轰烈烈，那日出时则是风姿绰约。
日出前一小时出发，日出后半小时结束

从日出观景台下来直接按路标顺步道
来到库尼亚健步区，大约 500 米

07:00
探索原住民传说——库尼亚健步区
欣赏完落日，顺着步道来到乌鲁鲁脚下的库尼亚健步区，途中欣赏原住民
岩画，旅行团的导游会介绍最著名的库尼亚（Kuniya）和利鲁（Liru）的故事，
在乌鲁鲁岩石壁上的一道明显“伤痕”，在原住民传说中是库尼亚大战利鲁
留下的。当时库尼亚还是一条蛇，在战胜利鲁之后，他化身水神守护着乌
鲁鲁和当地原住民，从此原住民长期依赖的水源穆迪丘鲁水潭（Mutitjulu
Waterhole）就从来没有干涸过。水潭上方岩石上一颗完美的心形是大自
然留给乌鲁鲁的礼物，惹得无数憧憬完美爱情的游人前来膜拜。

Tips 小贴士
如果有兴趣，可以徒步绕乌鲁鲁一周，全方位欣赏它
的美。攀爬乌鲁鲁虽然没被禁止，却是当地土著人最
不愿看到的行为。

从库尼亚健步区按标识走步道约 500
米可达

10:00
参观土著艺术创作——土著人文化中心
前往土著人文化中心，参观当地土著人的独特创作和艺术作品。文化中心
就位于乌鲁鲁的下面，建筑外观结构很不规则，用当地生产的土坯建成，
造型模仿传说中两条古代的蛇——库尼亚（Kuniya）和利鲁（Liru）。
土著阿南古人的艺术家和手工艺人会不定期聚集在文化中心工作、创作，
向游客展示纯正的原住民传统艺术、丛林美食等。
8:00~17:00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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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度假村，购物中心广场就在度假村
东北，距离每个酒店都不超过 500 米

12:00
地中海风味——蜥蜴餐厅
午餐可以在度假村购物中心的蜥蜴餐厅（Gecko’s Café）享受一顿悠闲
的美味匹萨，意大利面和地中海风味美食，餐厅内部是简单朴实的意大
利乡村风格，凉爽的晚上露天的几张桌子经常一位难求。附近的 Ayers
Wok 也提供亚洲风格的外卖食品，如面条、炒饭等。
购物中心广场入口处
午餐 11:00~14:30，晚餐 17:00~21:30
人均 20~50 澳元

餐厅附近 100 米的地方有一片树林
和红土

14:00
体验土著生活——土著人舞蹈表演
土著人的历史是以讲故事、唱歌、舞蹈和绘画等形式代代相传的。度假村
中心广场每天下午会有免费的土著人舞蹈表演，艺术家们通过传统舞蹈的
形式，展示了他们民族对自然和历史的认知，观众也有机会积极参与互动。
另外不定期的活动还包括讲解和试用土著人的各种狩猎武器如飞镖和回
力器，介绍土著人的丛林食物，学习吹奏迪吉里杜乐管等，大部分都是免
费的，具体时间需向酒店查询。
度假村中心广场附近
下午 2：00 左右，需咨询酒店

班车会负责客人免费往返于酒店和晚
宴所在地

17:00
梦幻浪漫的夜晚——寂静之声晚宴
在乌鲁鲁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叫做“寂静之声”的晚宴。日落之前，酒店
的班车会将游客送到晚宴所在地附近的一个观景台，大家手持香槟美酒，
悠然欣赏乌鲁鲁艾尔斯岩和卡塔丘塔绚丽的日落景观。晚宴开始，大家纷
纷前往沙漠中独特的宴会区域，享用北领地特色自助大餐。澳洲独有的袋
鼠肉、鸸鹋肉、鳄鱼肉可以在这里一网打尽，十几种上等澳洲红酒也供人
品尝。夜幕降临，所有灯光都被关闭，天文学家手持电筒为大家寻找天空
中那些遥远的星座并讲述一段段神秘的传说故事，在南半球繁星漫天的璀
璨夜空下，在一望无际的红土沙漠之上，在气势磅礴的乌鲁鲁前，伴随着
鸟鸣虫鸣和原住民传统乐器迪吉里杜管的浑厚音乐，与爱人朋友酌红酒、
品佳肴，享受梦幻与浪漫。

Tips 小贴士

乌鲁鲁与卡塔丘塔间的红土沙漠中

寂静之声星空晚宴需要提前向酒店预订，另外还有个

17:00 ～ 21:00，日落前 1 小时出发，时间会随季节稍有变化

升级版叫 Tali Wiru，是只有不到 20 人受邀参加的高

成人每人 169 澳元，小孩（10~12 岁）87 澳元，低于 10 岁不可参加

级私宴，更加私密，价格也随之更高。

www.uluruayersrockresort.com.cn/restaurant/soun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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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自然之路
国家公园狂野 4 日游

达尔文周边的国家公园是放松身心、拥抱自然的绝佳之地，来一次
自然之路的自驾之旅，花四天时间穿越无边旷野，在阿德莱德河与
野生鳄鱼亲密接触，在卡卡杜探索远古神秘岩画，漂流在壮观的凯
瑟琳峡谷，沐浴在加仑瀑布的天空水潭。远离城市的喧嚣与浮华，
亲眼见证北领地的和谐之美、生态之美，让我们一起重新认识自然，
重新认识旅行。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长腿叔叔

从达尔文市出发开始汽车之旅

06:00
野外早餐——开启探索之旅
清晨离开达尔文市，无论是自驾还是跟随当地旅游团，都是北领地探索之
旅的起点。途中可以在高速路边的营地稍作休息，营地一般都配备简单
的小酒吧或小卖部，一个三明治搭配一杯热咖啡，这就是北领地野外旅
行最经典的早餐。饭后还可以参观营地的基本设施，了解其运作的方式。
在今后几天的旅行中，住宿以及三餐大部分都会在选择在营地或者快餐
厅里解决。听上去比较艰苦的旅行，其实也正是野性之旅的乐趣所在。
延伸阅读——自驾还是跟团
在北领地各个国家公园旅行，驾车是当然是唯一的选择，但自驾还是跟团

Tips 小贴士
巴挈勒小镇（Batchelor）是李治菲特国家公园的

却是个两难的选择。从经济角度，朋友或家庭多人出行当然是自驾最合算，
如果是房车旅行连旅馆费用都省了；自驾也更具灵活性，自由选择时间

门户，可以在这里给车子加满油，采购食品和水等

和喜欢的景点；跟团的好处是省心，吃住行都不用自己操心，免去长途

补给品。

驾驶的烦恼。北领地的旅行公司都很专业，服务周到。

从达尔文出发，沿 National Highway 1
（Stuart Highway）南下，约 120 公里
到 达， 进 入 Litchfield Park Road 后 按
标识向东南约 18 公里，车程约 2 小时

08:00
李治菲特国家公园景观——白蚁堡
李治菲特国家公园（Litchfield National Park）是离达尔文最近的国家
公园，深受当地人喜爱，被称作达尔文的后花园。白蚁堡（Magnetic
Termite Mounds）在李治菲特国家公园随处可见，构成了公园的一大天
然景观，其中离公园入口十几公里的官方观景平台附近最为集中。白蚁堡
一个个形态怪异，如同墓碑散落在荒野中，大多高 2 米左右，最高的能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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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6 米。每个白蚁堡都是白蚁的家园，数百万白蚁大军数十年如一日用红
【全部文件 > 亚洲 & 大洋洲 > 澳
大利亚北领地 > 达尔文周边国家公
园狂野 4 日游 > 李治菲特白蚁堡 1、
2、雨季防洪标记】

土、分泌物甚至粪便，沿南北方向建造了这些庞大的王国，最大限度减少
被阳光照射。堡垒内部结构复杂如教堂，甚至还在里面修建了通风口。离
开公路几十米就可以近距离接触白蚁堡，沿着步道可到达观景台一睹全景。
全天，雨季时道路有可能被关闭
整个国家公园免费
www.litchfieldnationalpark.com

从公园入口沿 Litchfield Park Road 向
东南约 30 公里，距白蚁堡观景台约 10
公里，车程约 10 分钟

09:00
深度探索公园——佛罗伦萨瀑布和布里岩石水潭
茂盛的树林、壮观的瀑布、清澈见底的水潭是李治菲特国家公园最吸引
人的亮点，离开公路顺着步道进入茂密的林中，两条玉带般的佛罗伦萨
瀑布（Florence Falls）从山顶流入清澈见底的水潭。沿着 1.5 公里长的
佛罗伦萨步行道（Florence Creek Walk）攀登到山崖上的观景台远眺
飞流直下的瀑布，场面非常壮观秀丽，不远处的布里岩石水潭（Buley
Rockhole）层层叠叠，犹如大山中环绕的天然 SPA 水疗池，不少游客都
会在这里纵身一跃，享受游泳与跳水的乐趣，甚至还可以在瀑布下面洗个
澡。铁锈红色的砂岩与绿色的树木相得益彰，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和雨季的
降水让这一地区形成了壮观的瀑布群，登高远望还可以看到远方的托尔默
瀑布（Tolmer Falls）和旺吉瀑布（Wangi Falls）。

Tips 小贴士
如果时间足够，公园内有几条长距离徒步路线可以包
含大部分景点，还可以驾驶 4 驱车游览公园深处一
些隐秘的景点如失落城市（Lost City）等。佛罗伦
萨瀑布附近有合法营地可供住宿。

顺 Litchfield Park Rd 约 30 公 里 至 公
园门口，上 National Highway 1 北上
50 公 里， 右 转 进 Arnhem Hwy 前 行
30 公里，全程约 130 公里，约 2 小时
15 分钟

13:00
观赏鳄鱼跳——阿德莱德河
简 单 的 午 餐 后 驱 车 向 卡 卡 杜 国 家 公 园 方 向 前 进， 途 经 阿 德 莱 德 河
（Adelaide River） 的 时 候 可 以 登 船 体 验 著 名 的 鳄 鱼 跳（Jumping
Crocodile Cruise），看体型庞大的咸水鳄全身跃出水面的雄姿。游船行
驶在平静的水面上，工作人员将大块牛肉挂在吊钩上做诱饵，阿德莱德河
里的咸水鳄鱼会悄悄尾随游船，突然从水中一跃而出，轻盈的将诱饵咬住
后，庞大的身躯立刻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过程几乎在瞬间完成，想抓
拍到这一画面一定要全神贯注。大约一个小时的行程中，工作人员会介绍
阿德莱德河的环境并讲解很多关于咸水鳄的知识，一定会让参与者对澳大
利亚咸水鳄鱼有非常直观的深刻印象。
AdelaideRiver, Arnhem Highway, Darwin, Northern Terr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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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89789077
每天 4 次分别在 9:00、11:00、13:00、15:00
成人 35 澳元，儿童 20 澳元，家庭（含 2 名成人 2 名儿童）80 澳元含 2 成人 2 儿童
www.jumpingcrocodile.com.au

从 Arnhem Hwy 向东南方行驶约 50 公
里，车程 30 分钟

16:00
体验最美湿地——玛丽河黄昏巡游
玛丽河（Mary River）湿地是欣赏野生动物的最佳选择之一，这里生活
着大量的鸟类、鱼类和凶猛的咸水鳄鱼，体验最美湿地的方式莫过于玛
丽河巡游（Mary River Cruise），一般在日落黄昏时出发，沿途水面荷
花盛开，奇形怪状的树木环绕四周，大片芦苇丛还常常会遮挡视线，在
一块块浮于水中的小岛间穿梭，如同探索迷宫。导游却熟知这里的每一
个角落，他们能够驾驶小船轻松找到藏匿于林中的珍惜鸟类，发现水中
隐藏的鳄鱼。除此之外，还会详细介绍各种动物的生活习性，还不时提
醒游客不要把身体任何部位放到船舷之外，否则很容易成为鳄鱼的晚餐。
夕阳下的玛丽河艳光四射，巡游中不期而遇的动植物总会带来惊喜，当
然最刺激的依然是突然发现一只鳄鱼近在咫尺。建议提前准备好长焦相
机，记录下这惊心动魄的一刻。

延伸体验一：玛丽河营地 Mary River Permanent Safari Camp
在北领地的国家公园内旅行，大部分自驾游和旅行团都不可避免要在野
外营地中住宿。营地中有完备的基础设施，电源、水源、厕所、厨房、
小卖部，甚至游泳池，可以自带帐篷，也可以租用营地中固定的帐篷，
营地也提供换洗的床单枕套。
延伸体验二：拍摄璀璨的星空
北领地地域广阔，空气纯净，天空透明，没有光污染，是欣赏和拍摄星
空的好地方。露营地的夜生活往往不够丰富，望着缀满天际，如钻石一
般闪亮的繁星，用相机把这灿烂星空永久记录下来吧。准备一款具有一
定高感（ISO）水平、具备长时间曝光功能的相机，镜头是广角越广越好
光圈越大越好，当然稳定的三角架、快门线也是必备的。拍摄天空点点
繁星时，手动将镜头对焦于无限远，ISO 一般设为 1600 以上，光圈调到
最大的可用值，尝试快门时间从 5~30 秒寻找最佳效果，注意如果曝光
时间太长就会有星星的轨迹产生。当拍摄星轨旋转的效果时，则一般使
用低 ISO，大光圈，快门时间可以是几十分钟甚至几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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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Arnhem Hwy 向东北约 140 公里，
约 2 小时车程

09:00
初识卡卡杜——贾比卢
早晨开车到达贾比卢（Jabiru），这是离卡卡杜国家公园最近的城镇。游
客大多会选择这里落脚，镇上人口不多，大部分是公园的管理人员，但是
旅馆、餐馆、超市、邮局、银行等设施却非常齐全，著名的鳄鱼酒店也
在坐落在小镇。到波瓦里（Bowali）游客中心购买卡卡杜国家公园门票，
领取各种免费资料，熟悉公园各种景点和线路的情况。可以参观土著文
化中心，了解传统原住民的文化、信仰及生活方式。
成人 25 澳元，14 天有效期，16 岁以下的小孩一律免费

Tips 小贴士
卡卡杜国家公园没有围墙，也几乎极少见到查票的工
作人员，但逃票可能会被重罚。游客可以在以下地点

www.parksaustralia.gov.au/kakadu/index.html

延展阅读——神的家园

购买：达尔文旅游信息中心（Tourism Top End ）、

卡卡杜公园被土著人称作“神的家园”
，以四万多年来居住于此的卡卡杜

欧若拉卡卡杜酒店（Aurora Kakadu）、波瓦里游

族命名，传承着世界上依然活着的古老文化。公园拥有丰富独特的生态

客中心（Bowali Visitor Center）、凯瑟琳游客信息
中心（Katherine Visitor Information Center） 和

地理环境，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同时还保留了大量土著人的遗

哥尼达加古迪尤旅舍（Gagudju Lodge Cooinda）

址和壁画，生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公园，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国家

购买门票。

公园。广阔无边的卡卡杜国家公园面积巨大，通常被分成以下几个区域，
每个区域都有各自的景点、住宿和活动。可能在一次旅行走遍所有区域比
较困难，不过可以依据个人的喜好和时间来安排行程，选择不同区域游览，
花 2~4 天时间，享受卡卡杜的色彩、季节和精神。
南鳄鱼区域（South Alligator Region）
主要景点： Mamukala Wetlands & Gu-ngarre Walk
贾比卢区域（Jabiru region）
主要景点：Bowali Visitor Center & The Marrawuddi Gallery
东鳄鱼区域（East Alligator Region）
主要景点： Ubirr East Alligator River & East Alligator River
诺尔朗吉区域（Nourlangie region）
主要景点：Nourlangie, Kakadu Culture Camp, Anbangbang Billabong,
Nawurlandja Lookout Walk , Nanguluwur Art Site Walk & Gubara
Pools Walk
黄水河区域（Yellow Water region）
主要景点： Yellow Water Wetlands & Warradjan Aboriginal Cultural
吉米吉米和双子瀑布区域（Jim Jim Falls and Twin Falls Gorge Region）
主要景点：Jim jim Falls Plunge Pool & Twin Falls Gorge
玛丽河区域（Mary River region）
主要景点：Gunlom & Yurmikmik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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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Kakadu Hwy 向南约 30 公里，转
入专用道到达，30 分钟车程

10:00
视觉冲击——诺尔朗吉岩和展望台
诺尔朗吉岩（Nourlangie Rock）以土著人所绘制的古老岩石壁画而举
世闻名。四五万年前原住民没有文字和数字的概念，便通过在岩石上作
画的方式来记录当时的狩猎场景、生活用具、神话传说等。巨大的岩石
Anbangbang 下曾经是土著人在每年的 Gudjewg 季节躲避风雨的地方，
石头上保留了大量不同凡响的壁画，从栩栩如生的袋鼠到抽象的图案，
反映出当地土著祖先的生活和宗教崇拜。顺着 1.5 公里的步道可以绕诺尔
朗吉岩一周，感受那些让人惊叹的古代土著人生活的岩洞和岩石壁画。
登上展望台（Gun-warddehwardde Lookout），丹霞地貌的诺尔朗吉
岩和卡卡杜悬崖绝壁一览无余，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延展阅读——土著人的季节
北领地的土著人自古就根据气候变化和太阳活动等情况，将一年分为六季
（Six Season），精确反映了在 1 年 12 个月内的降水、日照等各种自然
状况，至今仍然被当地土著人广泛使用。这六季分别为 Banggerreng、
Yegge、Wurrgeng 、Gurrung、Gunumeleng 和 Gudjewg。分别对应
公历的四月雨云消散重现蓝天、五月至六月中相对凉爽低湿、六月中至
八月中的“凉季”、八月中至十月中的干燥炎热季、十月中至十二月底
的季风暴雨前季节、十二月底至三月底的真正的“雨季”季风季。

从 Kakadu Hwy 北上至 Jabiru 后继
续沿专用道向北，全程 50 公里，1
小时车程

15:00
土著岩画——乌比尔岩和观景台
乌比尔岩（Ubirr Rock）是卡卡杜土著岩画最集中的地方，古代土著人
在狭窄的峭壁上，用黑色、黄色、白色等矿物颜料以及猎物的鲜血勾勒
出各种不同风格的岩画。大概是所在地区动物种类繁多，岩画的内容包
含了大量乌龟、鱼、袋鼠甚至虎的形象，此外还有许多反映土著人狩猎
生活、宗教传说方面的作品。从服务中心经过步道到达天然岩石构成的
画廊，站在巨石脚下，很多人都会惊叹土著人是如何在如此高度和角度
的岩石上进行创作的，各种传说也让乌比尔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继
续沿着一段陡峭的山路前行，就到了乌比尔观景台，建议先参观岩画，
然后在黄昏日落前登高远眺，360 度的非凡视野，可将壮阔的水涝平原
和雄壮的悬崖峭壁尽收眼底。雨季时无尽的平原可能是一片泽国，旱季
时绿色的草原、蓝色的水潭和黑色的灰烬交相辉映。夕阳西下月亮东升，
在如此浩瀚天地中，北领地独特的野性之美一览无遗。
旱季 8:30~日落，雨季 14:00~日落

延展阅读——旱季焚烧
旱季的北领地到处可以见到大片草地树林燃烧着熊熊大火，高速路边也
经常会浓烟滚滚。这并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土著人千百年来保留的传统
习惯，在旱季植物凋零之际，焚烧掉枯草、落叶和朽木，象征清除掉大
地上一切残存的污垢，为下一个生机勃勃的雨季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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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沿 Kakadu Hwy 南行约 100 公里

09:00
天然游泳池——加仑瀑布
位于卡卡杜公园南端的加仑瀑布（Gunlom Falls）从几百米高的悬崖上
飞流直下，雨季雨水充沛的时候尤其壮观。从山崖底部沿着崎岖的小路
可以爬上陡峭的崖壁，远眺卡卡杜令人震撼的美景——大片的荒原被绿
色植物覆盖，红褐色裸露的岩石点缀其中，一直延伸到天的尽头。加仑
瀑布的顶部有个水平如镜的水潭，由于在电影《鳄鱼邓迪》 中作为回音
池（Echo Pool）而一举成名。换上泳装，感受岩石包围的清澈泉水的清
凛舒爽，在山巅的天然游泳池享受梦幻的天际之旅。

沿 Kakadu Hwy 向西南行约 100 公
里至 National Highway 1 交界，约
1 小时 15 分

12:00
昔日淘金之地——松木溪小镇
前往凯瑟琳会路过松木溪小镇（Pine Creek）短暂休息并午餐。这座小
镇曾经历 1871 年的淘金热潮，如今镇上依然屹立着的古老建筑就是这段
传奇历史的见证。1888 年的古老火车站已经被改造为博物馆，附近的矿
工公园里可以看到从前的采矿机械，废弃的铁轨也依然保留至今，置身
其中仿佛会有时光倒流的感觉。想了解该地区华人历史就去小镇上的国
家信托博物馆（National Trust Museum）看看，或者从复古简约的邮
局寄一封明信片。小镇上不少土著人在树荫下悠闲乘凉，构成了一道独
特的风景。虽然是人类活动频繁的小镇，树枝上草坪里依然可以看到种
类繁多的鸟类，不愧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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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National Highway 1 向 东 南 约
50 公里，左转前行 19 公里，车程约
1 小时

15:00
放松身心——凯瑟琳伊迪丝瀑布
长途跋涉进入凯瑟琳区域后，不妨在伊迪丝瀑布（Edith Falls）放松身心。
从游客中心穿过草坪，印入眼帘的是一个平静的山间水潭，或者更确切
的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水库，对面褐红色的岩石上一条瀑布从山间汹涌
而下，水性好的可以游几百米到对岸在瀑布下来个清凉的淋浴，或者顺着
徒步线路绕过水潭到山的另一边。大部分澳洲游客会换上泳装下水畅游，
然后草坪上悠闲的享受日光浴，让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
免费

、

左 转 西 行 19 公 里， 上 National
Highway 1 左转朝东南约 40 公里 ,
车程约 1 小时

18:00
探索内陆风景的大本营——凯瑟琳镇
凯瑟琳（Katherine）是维多利亚河流域探索澳洲内陆风景的大本营。从
凯瑟琳出发可前往 6 座国家公园、逾 10 座自然公园和保护区，包括著名
的凯瑟琳峡谷。虽然是北领地的第四大城镇，但其实凯瑟琳小镇并不大，
开着车子随意在镇上逛逛用不了多少时间，在原住民艺廊里可以淘到当地
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超市、快餐店让在野外跑了几天的游客有一种回归
现代城市生活的感觉。
National Highway 1 与 Victoria Hwy 交汇处
www.visitkatherin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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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凯瑟琳上 Gorge Rd 向东北方向约
30 公里，车程 30 分钟

09:00
内陆河巡游——凯瑟琳峡谷
凯瑟琳峡谷（Katherine Gorge）位于凯瑟琳镇 30 公里以外，是尼米洛
国家公园（Nitmiluk National Park）中最著名的景点。作为宏伟的阿
纳姆地悬崖地带的一部分，尼米洛国家公园以其 13 座峡谷而闻名于世。
1861 年英国探险家约翰·麦克道尔首先横跨澳洲大陆发现了这条方圆几百
公里内唯一的内陆河流，于是他以自己女儿的名字“凯瑟琳”命名了这
条河。在凯瑟琳河水亿万年的冲刷之下，形成了如今的地形地貌。建议
参加当地的游轮巡游，从水上慢慢地欣赏陡峭的崖壁、细腻的沙滩和古
老的土著岩画。导游会讲述每一个峡谷的独特之处、地理人文，以及尼

Tips 小贴士
游客中心还有三个峡谷 4 小时的巡游、黎明巡游和
土著文化巡游等其他游船项目可选择。

米洛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如果体力和技术足够好，还可以从游客中心
租借独木舟或皮划艇，在河面上体验妙不可言的独特感受。
出发时间 9:00、11:00、13:00、15:00
两个峡谷的巡游大约 2 小时，成人 79 澳元，儿童 44 澳元
www.nitmiluktours.com.au

从游船渡口下船后步行 50 米至山脚下
步道入口。游客中心出发，右转按路
标顺路走 500 米，也可到达步道入口

11:00
徒步登山——俯瞰凯瑟琳峡谷
更加贴近自然的方式，莫过于徒步上山欣赏幽深的峡谷。经过短暂的攀登，
就可以登上陡峭的山崖，在观景台上俯瞰凯瑟琳大峡谷的雄姿，景色独

Tips 小贴士
不妨试试直升飞机之旅，透过无障碍的玻璃窗，360

特美丽，河面宽广的凯瑟琳河蜿蜒流淌，两岸高耸的断崖峭壁雄伟壮观。
不到一个小时就能轻松登上砂岩高地，这里热带植物丰富多彩，栖息着

度从空中俯瞰脚下变化多端的壮观景色，全方位欣赏

种类繁多的动物。在步道入口靠近河道的地方，经常有野生小袋鼠出没，

尼米洛国家公园里 13 座形态迥异的峡谷。在公园入

树上栖息着密密麻麻的黑色蝙蝠，让人毛骨悚然。此外，一些较长的步

口的游客中心就可以参加飞行行程。

道可穿越尼米洛的季风雨林、石头之乡、高地沼泽、林地与河流景观。

14:00
结束行程——返回达尔文
沿 National Highway 1 向北 350 公里到达达尔文，约 4.5 小时车程。
也有部分游客会继续向爱丽丝泉出发，开始红土中心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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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加入 去哪儿骆驼书全球签约作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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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儿骆驼书下载／ guide.qunar.com 官方微博／ weibo.com/lvyougong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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