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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信息

国名 黎巴嫩（阿拉伯语 鲁巴南 Lubnãn），意为白雪，因为黎巴嫩的最高山峰黎巴嫩山常年白雪皑皑。
国旗 黎巴嫩国旗由三个横条纹组成：上下两边为红色，中间为白色，白色条纹上是一棵翠绿的雪松。
1943 年最初设计时，作为黎巴嫩的象征，雪松图案在现代化之前，还有木材的颜色和树枝。

边境 作为一个中东国家，黎巴嫩北部和东部与叙利亚交界 375 公里，南部和东南部与以色列（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邻接 79 公里；西部为长达
220 千米的地中海岸。

面积 黎巴嫩共和国面积 10452 平方公里 (4036 平方英里)
人口 据不完全统计黎巴嫩总人口约有 700 万，包括难民，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及外国居民。并且一半的人口都居住在贝鲁特。
世界各地的黎巴嫩裔人口约 1400 万。

首都

贝鲁特

语言 自从 1943 年以来，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黎巴嫩本土讲黎巴嫩方言。通用法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亚美尼亚语等。
时区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GMT） + 2 (GMT + 3 从三月底到十月底实行冬令时).
周末 周六和周日为公休日. 银行部门周六上午营业。个别商业部门每周营业六天，通常都为每周营业七天。
电力与供水 电压为 220V，5۰HZ。目前政府无法提供 24 小时持续供电，但是私营电力部门会保证国家的持续电力供应。
整个国家水源充足, 但是不建议直接饮用自来水，以购买和饮用瓶装水为宜。

电信 国家代码: 961. 座机与移动网络. 黎巴嫩电信系统十分发达，漫游系统可以让你和家人 一直保持联系。
每个地区的座机代码都不相同；贝鲁特以 01 开头（请你在酒店接待处查询其他地区的座机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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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购买当地手机号码，分别以如下数字开头：Touch 03, 70, 71, 76, 78, 81; Alfa: 03, 70, 和 71,76,79,81.
邮寄: 需要一周的时间到欧洲，十天的时间到美国。快递服务比如黎巴嫩邮局（LIBANPOST）,敦豪快递（DHL）和 ARAMEX 都可以使用。

出版物 黎巴嫩的额报纸和杂志以阿拉伯语，法语，英语和亚美尼亚语出版。
货币 黎巴嫩磅=100 皮阿斯特（译者注：piaster 为部分中东国家的货币单位）
美元兑换黎巴嫩磅比例为 1：1500（2000-2018），在黎巴嫩境内可以直接支付美元现金。欧元按即时汇率转换成美元流通。
其他国家的货币都可以在货币兑换点兑换。

信用卡 万事达卡（ MasterCard）, 美国运通卡（American Express ）和 Visa 卡均可以在黎巴嫩境内使用. 请与你所持的信用卡公司核对
您信用卡的使用范围及相关功能。在黎巴嫩，自动取款机只接受四个字符的密码组合，支持美元、欧元提取。

游客的支票 无法使用。
货币限制 无限制：在机场出入境没有任何对当地货币和任何其他外币的携带数额限制。
(游客携带大量金币出入境除外，只能进出口限额价值和数量以内的金币)

银行 所有的银行都有自动取款机服务。你可以在多种货币兑换点兑换货币。
免税 游客允许携带自用物品入境，具体限额为：香烟不超过 200 根，雪茄不超过 200 根，或烟草不超过 200 克；酒精饮料不超过 1000 毫升；
香水不超过 60 克；如所携带物品超过限额则需要付税。在机场入境和离境的免税店，游客也可以买到价格很好的商品。

增值税 : 黎巴嫩税费改革明确规定，在黎巴嫩消费需要付 11٪的增值税。
但是，游客可以在机场退税处办理退税。只需要满足以下退税要求：在同一家做过增值税登记的商店购买了超过 100 美金的商品，
保留购物收据并在商店办理了退税账单。每一个外籍人士或不在黎巴嫩久居的外籍人士在黎巴嫩停留不超过连续三个月均可办理退税。
退税项目不包括以下服务：酒店，电信，租车，导游费，食物与饮品（饭店，咖啡店和超市）。
2018 ©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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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19 个民族宗教中有三个一神论宗教。

据统计 30٪的人口为基督徒，70٪为穆斯林。

社交习俗 男士之间常见的问好方式为握手。赠送小礼物非常流行，尤其是受邀到家拜访
或受邀一同用餐时。
至于着装要求，白天除了有特殊着装要求的的主要城镇外，都可以穿休闲装。
豪华酒店和餐厅在晚餐时通常要求穿着得体。

商务 商人通常穿西装，系领带。很多本地商人都说英语和法语。
商务常见礼节在黎巴嫩也适用。预约和交换名片广泛应用于商人之间。

小费 酒店与饭店的账单里通常包含服务费。小费不是强制的，但是十分受欢迎。
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条件非常差，几乎不存在公共交通。但是出租车十分方便，出租车提供 24 小时服务，在所有地区都可以打到车。
出租车拼车十分常见（当地叫“service”），这种方式经济实用。
团队旅行交通方式: 可以为旅行团提供豪华大客车或中巴车，车辆型号取决于旅行团的人数。对于散客，我们可以提供豪华轿车，
带司机或不带司机的汽车出租，或者出租车服务。

租车 游客可以选择租车出行。可以联系你的旅游公司或者租车公司如 Avis & Europcar, Hertz, Budget, 等帮助你进行租车。
交通状况 主要城市外部很少堵车，市中心和近郊堵车十分严重。

2018 ©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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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anon

护照 护照有效期应在黎巴嫩停留后六个月以上。
禁入 护照上盖有任何以色列的出入境章，签证均禁止入境黎巴嫩。
签证 很多国家居民都可以在机场办理落地签。
如果想了解更多信息，请与你的旅行社联系，或者访问网站 www.general-security.gov.lb （入境签证�以旅行为目的的来访外籍人士）
（信息以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三种语言提供）

如何来黎巴嫩
飞机 中东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意大利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埃及航空，
海湾航空，阿联酋，科威特航空 和其他很多航空公司均有来黎的日常航班。

陆地 在北部和东部穿过叙利亚的边境 即可到达黎巴嫩（有四个边检站）。
航海 从贝鲁特，朱尼耶和的黎波里港口可以到达黎巴嫩。

۲۰۱۸ ©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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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黎巴嫩北部和东部接壤叙利亚，南部邻接以色列（被占领的巴勒斯坦），西濒地中海。黎巴嫩作为一个山区国家，
黎巴嫩山与前黎巴嫩山彼此平行，中间是肥沃的贝卡谷地。大约有一半的国土都在海拔 900 米（3000 英尺）
以上。这样一个小国，却拥有各种各样的景观，无与伦比而又美不胜收。著名的雪松生长在高海拔地区，
地势较低的山坡上到处都是精心修建的梯田，上面栽满了葡萄，杏，李子，桃子，无花果，橄榄和大麦。
沿海平原的小菜园里则生长着橘子，香蕉，蔬菜和豆子。总而言之，黎巴嫩的国土拥有着四种不同的地理类型：
狭长的沿海平原，即腓尼基人海洋文明的摇篮
南北走向的黎巴嫩山，山脊高耸，面积占了国土的三分之一。山脉西侧郁郁葱葱，各种如诗如画的美丽山谷
横亘其中。山脉绵延不绝，阶梯式升高 30 多千米，形成国家最高峰沙宁峰（Jabal Sannîn） (海拔 2628 米) ，
和海拔最高峰绍达峰（Qurnat al-Sawda） (海拔 3083 米)，但是山脉的东侧峭壁陡立，干旱贫瘠。
位于贝卡山谷的大片平整的谷地，8 公里到 15 公里宽，从北到南延伸 120 公里，平均海拔 900 米。
前黎巴嫩山，黑门山和一系列山脉的西侧荒无人烟，山脉从北到南形成了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边境线。
这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黎巴嫩的地域多样性，造就了黎巴嫩不一样的风景。这样一个风景独特的国家，
人工建筑与自然景观的完美结合，诠释着它的与众不同；历史瑰宝和古代遗迹交相辉映，见证了多个文明的兴衰。
这是气候宜人，空气清新，植被繁多，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福祉。

气候
黎巴嫩是热带地中海气候。 夏季 (五月中旬到十月末) 沿海地带炎热潮湿，山区凉爽 。温度在 25 度到 35 度之间，
海边空气湿度最高可达 80٪ ；春天和秋天温暖而舒适。冬季（十二月到三月中旬）多雨，高地山区积雪。
海边温度在 5℃到 15℃之间，山区温度在-5℃到 5℃之间。
黎巴嫩作为地中海国家，有着温和的气候。从十二月到次年四月是滑雪季，滑雪胜地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舒适的宾馆迎着
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
2018 ©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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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农业是黎巴嫩的主要传统产业， 因为肥沃的土壤和温和的气候，黎巴嫩农业作物种类繁多，从柠檬，橘子，橄榄丛，到葡萄，谷类和烟草，应有尽有。

工业与贸易
与农业相比，黎巴嫩的工业相对薄弱，以加工业为主。过去的一个世纪中，黎巴嫩发展了
一系列工业，涉及范围颇广，有矿石，食品，饮料，木材和家具，纺织品和成衣，装备和
设备，皮革和鞋子，珠宝，纸张和纸板等。由于地处三大洲（亚，欧，非）的中心，
黎巴嫩加强实行开放性经济。出口商品主要有动植物，谷物，化工产品，食品，饮料，
皮革，木制品，纺织品，烟草和手工艺品等。除此之外，黎巴嫩有尚未开发的自然资源，
因此需要进口原材料，如黄金，宝石，机械和机械设备，金属，天然气，
石油，车辆，化学品，药品和食品等。

经济概况
1990 年黎巴嫩战争结束以后，经济迎来复苏，重现 ١٩٧٥ 年以前经济的盛景。自从 1993 年起，公共和私立部门新项目的
外资不断刺激着当地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和自由的制度允许资本流动，黎巴嫩的银行系统是极少受到战争
影响的产业之一。因此，本地和国际的银行都在黎巴嫩独立以后在黎寻求商机。那些在战争中撤走的银行都在战后争先恐后
地回到黎巴嫩市场，并为迎接 21 世纪的市场做好准备。
经济混乱: 每位来到黎巴嫩的游客都能看到：由于黎巴嫩的富人阶级与穷人阶级的不和谐共处，激化了许多社会矛盾，导致国家无法提供基本的
社会保障。因为这个国家经济产业结构单一，财富主要来自权力干预严重的行业，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黎巴嫩政府也没有效仿邻国，通开采
石油和天然气来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好在，一切都将有所改变，因为政府即将开采地中海南部的石油和天然气，同时大力发展国家的第一产业
和第三产业。人们在看广告时，就会看到所有中东的大公司，包括跨国公司在黎巴嫩招募行业顶尖的管理者和工程师。最近超期的美元国债订购，
也充分体现了黎巴嫩的良好信誉。

2018 ©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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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黎巴嫩幽静的街头，满心欢喜，停停走走，
轻品一杯甘露，在暖阳下，招猫逗狗，
倚靠在罗马神庙的遗址上，闲坐在水边咖啡厅的花伞里，细数岁月的繁华与时光的忧愁。

2018 ©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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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很少有人能出生在像黎巴嫩这样复杂而多元化国家。远古的黎巴嫩人就十分多元化（腓尼基人，亚述人，罗马人等），这些人生活在海边和山区，是后来黎巴嫩的雏形。
随着时间的推移， 更多的现代元素加入到这个国家。但是阿拉伯人给予了黎巴嫩人语言，并为黎巴嫩文明深深打下烙印。
黎巴嫩的历史非常丰富，以下我们通过叙事的方式进行描述：
从公元前三千年开始: 腓尼基人和迦南人建立了比布鲁斯（Byblos），贝鲁特 (Beirut)，西顿 （Sidon）和提尔（Tyre ）。

•
•

公元前一千年：腓尼基人掌控地中海上的贸易。

• 从公元前 16 世纪到公元前 1 世纪：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和希腊人分别统治过这个国家。
•
64 公元前 64 年到公元 636 年，黎巴嫩一直是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直到后来被伊斯兰朝代统治。
• 1099-1291: 十字军东征统治着海岸线，直到埃及的马默洛克斯（Mamelouks）将其征服。
• 1250-1515: 马默洛克斯（Mamelouks ）统治黎巴嫩。
• 1516: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开始了。
• 1593-1840: 黎巴嫩山区的酋长国试图独立。
• 1858-1860: 德鲁兹和马龙派教徒剑拔弩张。
• 1861: 法国获得了黎巴嫩山省的相对自治权。
• 1918: 黎巴嫩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放，并与贝卡（Bekaa）组成“大黎巴嫩”。
• 1920-1943: 国际联盟将黎巴嫩置于法国的托管之下。
•
1943: 黎巴嫩宣布独立。
•
1946: 所有的外国军队撤离黎巴嫩。
•
1958: 美国干涉黎巴嫩内政。
• 1975-1990: 黎巴嫩境内爆发内战。
• 1989: 塔伊夫协定(The Tãif Accord)结束了战争。
• 2000: 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
• 2005: 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先生（ Mr.Raﬁc EL HARIRI）遭遇暗杀，叙利亚军队撤离黎巴嫩。
• 2006: 以色列对黎巴嫩展开军事进攻。
• 2007-2008: 已故总理拉菲克·埃尔·哈里里先生（ Mr.Raﬁc EL HARIRI）去世后对国内和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 2009: 政治，经济和旅游业复苏。
• 2018: 梵蒂冈将把黎巴嫩放回 2019 年的旅游地图上.

2018 ©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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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自从独立以来，就约定黎巴嫩共和国的总统必须来自基督教马龙派，总理来自穆斯林逊尼派，国民议会主席为穆斯林什叶派。
黎巴嫩有八个省级行政规划地区。
长达十五年的内战几乎将黎巴嫩撕成碎片，墙上，建筑上，路上，大厦上留下了密集的弹孔。
但是黎巴嫩正在逐渐恢复，历史黑暗的一页已经在 1990 年翻过。
经过多年的修生养息，现在黎巴嫩已经恢复到正常秩序。
正如黑夜止于黎明，灿烂的阳光已经到来。

黎巴嫩的文化艺术生活

字母表的起源
除口语之外，古代人还使用了次要的交流代码，即表意文字。这种表意文字不仅代表思想，还代表语言的要素
（单词）。它不是简单的标记，而是真正的表意符号。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腓尼基人发明了记数法。记录
字母表诞生的文件首次在乌加里特（Ugarit）（今叙利亚的拉斯沙姆拉（Ras Shamra））被发现。但是极有可能
的是，最早的字母表出现在比布鲁斯（Byblos）。这些单词由简单的读音组成，并以简单的符号表示。三十个
符号无限组合，组合成了所有达需要的词汇。在 1920 年，考古学家发现了第一个用已知的字母符号（腓尼基
起源）组成的铭文。而阿拉伯数字 (1,2,3,4,5,6,7,8,9,0)存在于七世纪时，由叙利亚中部地区塞布特大主教
（Archbishop Severe Sebkot）提及过。这些数字在伊斯兰时期，由波斯数学家阿尔·卡瓦瑞斯米
（Al Khawarizmi）使用,然后流传到中世纪西部，逐渐代替了罗马数字。

艺术与文化
黎巴嫩回来了，并与文化一起迎来日新月异的发展。更多现代化的建筑不断出现在首都贝鲁特（Beirut）市中心。但是老建筑也没有被
大家遗忘，恢复古迹和历史建筑成为整个重建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考古学家已经证实我们的土地有丰富的记忆和文化，这些都让我们
热切地期待着未来，同时又珍视和牢记着我们的过去。黎巴嫩人走出家门，加入诉求和平的进程中。人民对于文化，艺术，生活的热爱回到
心头，他有着无穷无尽的能量， 他迅速采用了完善的计划，合理规划了教育系统。一系列大学陆续建立。
2018 ©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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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UL (黎巴嫩大学), USJ (圣约瑟夫大学), USEK (卡斯里克圣灵大学), ALBA (黎巴嫩美术学院), AUB (贝鲁特美国大学), LAU (黎巴嫩美
Lebanon
国大学) NDU (圣母大学), 巴拉曼德大学（Balamand University）, 贝鲁特阿拉伯大学（Beirut Arab University）
等. 这些大学提供了所有的专业。黎巴嫩中小学教育一直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这样黎巴嫩的年青一代就可以
为祖国建设贡献所学，在黎巴嫩长大的外国青年也可以利用黎巴嫩的教育为自己的未来做最好的规划。
各行各业的黎巴嫩人才不断出现：他们有作家 , 画家 , 雕塑家 , 音乐家，设计家等。他们中的很多人
享誉世界，比如文坛的纪伯伦·可哈里·纪伯伦（ Gebran Khalil Gebran），乔治·谢哈德（ Georges
Shéhadé），娜迪亚·图尼（ Nadia Tuéni） , 阿明·马洛夫（ Amine Maalouf） , 维纳斯·加塔·科里
（ Venus Ghatta Khoury）。美术界的沙菲克·阿布迪（ Chafic Abboud ），阿萨杜尔（ Assadour），
斯丽巴·杜埃希（ Saleeba Doueihy），侯赛因·马迪（Hussein Madi），希尔（ Hrair） , 保罗·吉拉格安
（ Paul Guiragossian）。演唱与东方音乐界的菲鲁兹（Feyrouz）, 罗巴尼兄弟（Rahbani Brothers）
瓦迪·埃尔·莎菲（Wadih el Saﬁ ） 和 哈利姆·埃尔·卢米（Magida El - Roumi 。东方现代舞蹈界的卡拉卡拉
歌舞团（troop dance of Caracalla），高级时装设计师艾丽·萨博（Elie Saab） 和祖海·慕拉（ Zouheir Mrad）
各大剧场也重新开放，种类从轻喜剧到情景剧。从音乐厅和“香颂剧场”路过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演出适合所有
观众欣赏，无论观众说法语， 阿拉伯语还是英语都可以看懂。黎巴嫩人也开始涉足电影业，并导演了很多优秀影片，
涌现出了很多著名导演，比如马鲁·巴格达迪（Maroun Baghdadi），菲利普·阿辛奇（Philippe Aractingi），
萨德·杜埃希（Ziad Doueiri），娜丁·拉巴基（Nadine Labaki） (她的电影“迦百侬”（又译《何以为家》）
（Capharnaüm）”获得了 2018 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奖）等等。黎巴嫩的文化重新繁荣起来。每一天都有音乐会，
演奏会，会议或者展览。贝鲁特之夜"Beirut by Night" 不再仅限于座无虚席的饭店和夜店，也欢迎更多寻求文化和
精致休闲生活的游客前来参加。美术展览与美术馆数不胜数。这里只列出最重要的几个：珍妮·茹蓓兹画廊（Galerie
Janine Rbeiz），阿杰尔艺术馆（Agial），爱达·奢凡艺术馆（ Aida Cherfane） , 爱丽丝·蒙佳贝美术馆
（ Alice Mogabgab） , 阿婉美术馆（ Alwane） ,艺术圈交流平台（Art Circle），画廊工艺美术商店（ Art Lounge），
艺术之家（ Epreuve d'Artiﬆe），贝卡兹美术馆（ Bekhazi Gallery），还有主营修复类的艺术馆， 苏索尔博物馆
（ Sursock Museum）及其每年秋展。除了 阿婉美术馆（ Alwane Gallery）在卡斯里克外，其他美术馆均在贝鲁特
市内。阿奢蒂当代艺术基金会（ Aishti foundation for contemporary art），贝鲁特艺术中心（ Beirut Art center），
千万别忘记那些外国艺术中心也十分值得一看，在那里可以看到该国文化与黎巴嫩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一年里在黎巴嫩举办的重要活动如下：圣约瑟夫教堂（Saint Joseph church）音乐会 – 蒙侬（Monot），贝鲁特。
夏季节日有巴尔贝克国际音乐节（ Baalbeck International Feﬆival ） (www.baalbeck.org.lb)，贝特丁音乐节
（ Beiteddine Feﬆival ）(www.beiteddine.org), 和比布鲁斯国际音乐节（ Byblos International Festival ）
(www.byblosfeﬆival.org)为了展示出多样的元素，节目都经过精心挑选和编排，著名演员和新生代当代艺术家
用心为观众演出从当地和国际剧场推荐而来的舞蹈和音乐。另一个重要的活动是每年二月中旬到三月举行的
阿尔布斯坦音乐节（ Al Bustan Festival ） (www.albustanfestival.com)。音乐节主办方会特别留意呈现出紧扣
每年主题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以庆祝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的文化，或者发掘一个既定的主题。音乐节主办方在
选择艺术家，作品和表演时十分大胆。在音乐节期间，一位杰出艺术家的艺术展会在美术馆举行。另外两个有名的
夏季音乐节为月亮修道院（ Deir Al Qamar ）音乐节和祖可·米咖尔（Zouk Mikhael ）音乐节。
2018 ©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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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修道院音乐节由舒夫山脉（Chouf Mountains）中的一个知名小镇举办。这个小镇子离贝特丁宫
（Beited-dine）只有几分钟远的车程。音乐节主办方最近几年引入了适合儿童观看的家庭友好类元素，
配合适合成年人欣赏的节目，因此音乐节十分吸引大家。祖可·米迦尔（Zouk Mikhael）
，坐落在朱尼湾
（Jounieh Bay）东侧的山上，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朱尼湾。这个小镇子修整了它的“老商业街”（ “Old Souks” ），
重建了黎巴嫩风格石房子和一个圆形剧场，该剧场自 2003 年开始已经成为了音乐节里的一个舞台。祖可·米迦尔
（Zouk Mikhael）音乐节第一年的演出节目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芭蕾舞和音乐剧伊维塔。因为其优美的风景
和浪漫的氛围，祖可·米迦尔（Zouk Mikhael）音乐节可以成功为黎巴嫩音乐节季拉开序幕。世界著名
音乐家帕瓦·罗蒂（Pavarot�）
，卡雷拉斯（Carreras）和艾尔顿·约翰（ Elton John ）等都曾莅临黎巴嫩
音乐节并奉献过精彩的演出。至于宅男宅女们，黎巴嫩有 12 个电视频道，包括纪录片频道和儿童频道。
广播频道内容也十分丰富：政治，社会，艺术和音乐（东方，经典，爵士…）
，应有尽有。
报纸和杂志也是一样的，有各行各业的分类，比如时尚，室内装饰，摄影，经济等，所有出版物都多语
发行。更不说黎巴嫩通过卫星全天候收到的国际电视台了。更有不计其数的电影院放映着世界各地，
尤其是欧洲和美国最新的电影。

综上所述，黎巴嫩正热切地期盼着您的到来。在黎巴嫩苏醒以后，它向您敞开了大门。
黎巴嫩和黎巴嫩人民十分确定，这里的一切都将让您意犹未尽，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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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黎巴嫩
住宿
在 1975 - 1990 年以前，黎巴嫩在贝鲁特和山区都有数量繁多而又舒适的酒店。不幸的是，战争几乎毁掉了所有
基础设施。但是如今黎巴嫩发展迅速，新的酒店已经建成，而且种类更加多样化，现代化。有国际连锁大酒店
四季酒店和洲际酒店（ Four Seasons and the Intercontinental Hotels），有黎巴嫩的连锁私人酒店阿尔布斯坦
（Al Bustan），布里斯托尔酒店（Le Bristol），兰卡斯特酒店（Lancaster ），米尔阿明宫酒店（ Mir Amine
Palace ）。近几年，一种新的住宿方式在黎巴嫩出现，叫“寄宿制”
（ “The Guest Houses” ）游客可以通过
这种方式享受到纯粹的黎巴嫩传统的生活。
从碧波荡漾的海岸线到激情四射的滑雪场，从繁华喧嚣的商业街到清幽宁静的贝卡山谷，游客们都可以见到各
种热情好客的黎巴嫩人，提供着最优质的服务。

美食
地中海饮食被全世界公认为最健康的饮食，而黎巴嫩美食凭借其丰富的种类和食材，以及对菜品的不断创新和改良，
充分将健康与美味相结合，成为了地中海饮食中最具代表的一类。黎巴嫩饮食食材通常是橄榄油，草药，香料，新鲜
果蔬，乳制品，谷类食品，鱼和肉等。其中梅塞（The Mezze），作为精心制作的冷热菜肴，享誉全球。经典梅塞
（The Mezze）包含沙拉，比如塔布勒（Tabboule）和珐荼丝（Fattouch），或者鹰嘴豆泥（Hommos）和烤茄子泥
（Moutabal），槡包肉饼（Sambousseks ），以及葡萄叶棕。黎餐中形似烤囊的面食作为黎巴嫩人每餐必吃的主食，
有时还可以代替刀叉包起食物来吃。当地的糕点有果仁蜜饼（Baklawa），哈尔瓦酥糖（Halawa），和土耳其软糖
（Loukoum）。黎巴嫩有多种国际餐厅，游客们都可以找到自己国家的美食：中餐，墨西哥餐，美餐，法餐和意餐等。
如今，丽莎餐厅（Restaurant Liza）推出的“融合菜”（“Fusion Cuisine” ） 将黎巴嫩餐饮推向一个新的领域。除了品
尝美味佳肴以外，人们还可以在历史悠久的黎巴嫩佛罗伦丁宫（ Lebanese Florentine palace）用餐。这座宫殿曾
经的主人是阿卜杜拉·巴斯特罗斯家族（Abdallah Bustros family），在 1920 年，法国托管黎巴嫩期间，阿卜杜拉·
巴斯特罗斯家族（Abdallah Bustros family）在此宴请了大黎巴嫩（the Great Lebanon）第一位统治者。这座宫殿也是
黎巴嫩著名肚皮舞演员丹妮·巴斯特罗斯（Dany Buﬆros）的故居。每位到黎巴嫩的游客都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物美
价廉的美食。餐厅，酒吧，夜店，所有这些地方都充满乐趣。游客可以尽情黎巴嫩的夜生活。
黎巴嫩还是一个盛产“亚力酒”（“Arak” ）的国家。亚力酒（Arak）是一种跟法国茴香酒（Paﬆis），意大利
珊布卡酒（Sambuca），希腊乌佐酒（Ouzo）相似的茴香味儿的酒。在黎餐里，亚力酒是开胃酒，吃梅塞
和前餐的时候当做佐餐酒。另一种值得品尝的黎巴嫩酒是全球闻名的黎巴嫩红酒。各大酒庄主要位于贝卡
山谷，那里干旱晴朗的白昼和凉爽的夜晚都为葡萄的生长提供了最有利的气候条件。黎巴嫩著名的酒庄有
凯撒酒庄（Châteaux Ksara），凯夫拉酒庄（Kefraya），穆萨酒庄（Château Musar）(位于贝鲁特附近的黎巴嫩山)，
图乐酒庄（Domaine des Tourelles），瓦尔迪酒庄（Wardy），卡拉姆酒庄（Karam），伊克西尔酒庄（Ixir），贝尔
尤维酒庄（Bellevue），马萨亚酒庄（Massaya），阿提白雅酒庄（Atibaia），霍里酒庄（Khoury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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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与休闲
海上运动: 游泳，风帆冲浪，滑水，潜水，摩托艇，脚踏车和帆船都是黎巴嫩非常流行的运动。许多海滩都提供完备
的设施，并配有淋雨和淡水池，多数私人海滩都是会员制。垂钓爱好者可以沿海岸租到船只与本地垂钓爱好者在深水
区钓鱼。
冬季运动: 滑雪，雪上冲浪，滑冰都可以在黎巴嫩体验到。滑雪季通常在十二月末开始，次年四月份结束，结束具体时间
取决于当地天气状况。从姆扎尔滑雪区（Mzaar）到雪松林滑雪场（Cedars），都会有雪地远足或全地形车（ATV）旅行
团队组织本地人或者游客体验。
其他：网球，壁球，高尔夫，骑马，保龄球，舞蹈，有氧运动，排球，篮球，乒乓球，足球和许多其他运动在黎巴嫩很
普遍，每个运动都有专门的俱乐部。所有这些避暑胜地都有保健中心，会员可以轻松享受这些服务，非会员用户可以通过
购买门票的方式进入保健中心。在黎巴嫩海边，也有乘坐游艇和帆船的海上旅行，甚至可以开到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海边。
贝鲁特航空俱乐部已经开始运营，有执照的人可以在黎巴嫩的天空上尽情飞翔。
TREKKING
WINE
HIKING
TREKKING
SUMMITING
。
٤x٤
Tasting

自然与探险: 生态旅游，户外远足，洞穴探险，和野外宿营活动都在舒夫山脉（ Chouf），凯斯莱旺县（ Kesrouan）
和贝卡山谷（Bekaa ）快速发展。

购物
在黎巴嫩的购物中心，人们可以买到本地和国际大牌商品，
也有手工艺术品店，化妆品和珠宝等其他商品。在提尔（Tyre），
西顿（Sidon），比布鲁斯（Byblos）和的黎波里（Triipoli）可以
找到传统的老商业街。工匠们仍在设计和制造传统的陶罐和玻璃
器皿，回火钢或铜制的餐具。餐具上的手柄通常由公羊或者水牛骨
精心制作而成，常常为精美艳丽的鸟头形状。黄铜和铜制品包括
火盆，碗槽的水罐，烟灰缸，剑和门挡，所有商品都经过精美设计，并
由手工雕刻而成。布，丝绸和羊毛开衫，阿拜耶（Abayas（绣花
睡衣））和桌旗非常受欢迎，因为它们都有金银线的手工装饰。多彩
的店面设计和种类繁多的香水使购物街和老画廊的路人赞不绝口。
当然，不要忘记在贝鲁特机场免税店里，释放你最后的购买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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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黎巴嫩：不可错过之处

Lebanon

黎巴嫩的景点各不相同，可以满足所有人的不同规划。

1- 主要城市
(请在地图上查看具体信息)
想要了解黎巴嫩，游客必须走进它的主要城市和著名地区，近距离
观察和感受街道，广场，沙滩，纪念碑和古迹的特点。
一定不要错过：贝鲁特
（烈士广场（Martyrs’ Square），大塞拉尔（ Grand Serail），
贝鲁特港（ Port），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贝鲁特
美国大学（AUB），市中心（Downtown）， 哈姆拉（Hamra），
鸽子岩（Pigeon Rock），从拉斯贝鲁特（Ras Beirut）到拉姆
雷特·贝达（Ramlet el Baida）的滨海大道。
。
朱尼耶 和朱尼耶的沙滩。黎巴嫩山脉里的村落：比克法雅（Bikfaya），卜鲁马纳（Broumana），
贝特·梅里（Beit Mery）。还有位于乌恩·西曼（Ouyoune el Simane）和凡珂琅（Faqra）。在凡珂琅，
人们可以在海拔 1500 米的山上游览罗马时期的古迹。

2 - 古老遗址
贝鲁特
贝鲁特市中心
自从 1993 年十月开始，考古学家就在贝鲁特市中心挖掘历史建筑。包括 19 世纪小塞拉尔（Small
Serail）的地基，中世纪，罗马和古代腓尼基老城的遗址。众所周知，贝鲁特在历史上遭遇过七次
毁灭和重建，整座城市隐藏着黎巴嫩和全人类的宝藏。贝鲁特的清真寺和教堂数量相当，这也说明了
它多样的宗教组成，就像已故教皇圣约翰·保罗二世（ Pope Saint John Paul II）所说的那样：
“黎巴嫩不仅是国家，还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信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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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山
比布鲁斯 (朱拜勒)
在纳尔·卡尔布（Nahr el Kalb）和杰达溶洞（Grottoes of Jeita）以北，距贝鲁特 35 公里的比布鲁斯
（今称朱拜勒）已经有八千年的文明史了。背倚山崖，前拥大海，比布鲁斯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港口，
也一度是繁荣的经济中心。自方尖碑神庙以来，比布鲁斯也是朝拜圣地。在方尖碑神庙里出土了著名
的比布鲁斯小人雕像和奉献小人雕像。重重叠加的文化层给游人带来巨大惊喜：新石器时代文化，
腓尼基人文化，埃及文化，亚述人文化，希腊文化，还有罗马文化都曾在这座城市生根发芽。罗马人
给比布鲁斯留下了圣所，柱廊，最重要的是一个面朝大海的宏伟剧院。这座城市的中心地标是一座由
古城内的十字军建立的城堡。这座罗马风格的城堡建在十二世纪，距离圣约翰马克教堂只有百米远，
至今仍保存完好。

凡珂琅（FAQRA）
坐落在珂珐碧昂（ Kfardebiane），凡珂琅拥有罗马遗址，塔楼，小庙宇，和巨大的圣所。这些都展示了
在罗马时代，凡珂琅的重要地理位置。该地区是连接贝卡谷地和主要城市巴尔贝克（ Baalbek）的交通要塞。

贝卡谷地
安杰尔（ANJAR）
安杰尔城位于贝鲁特以东 60 公里的贝卡山谷腹地。在过去，此城是连接地中海沿岸城市和大马士革的要塞。在拜占
庭统治叙利亚以后，穆阿维亚（ Mou'awiy）的继任者之一哈里发·瓦利德一世（Caliph Walid I）在七世纪开始建造
这座乡村城堡，但是他的儿子哈里发·易卜拉欣一世（Caliph Ibrahim I）完成了此建筑并居住于此。此后的奥美叶·
哈里发（Omeyyades Caliphes）又扩建了非常豪华的行宫，名叫“卡希尔”（ “Qasr” ），该宫殿拥有所有生活
休闲设施；安杰尔城堡有着 370 米长的城墙。城墙上装饰着马赛克和精美壁画，还有巧夺天工的石刻。城墙的
顶端是罗马人采用的科林斯式建筑风格，还有拜占庭人采用的许多装饰品和建筑元素。多年以来，这座城市变
成了商业中心，旅游胜地和往来叙利亚和黎巴嫩间的商人们的中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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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贝克
腓尼基人在一个非常古老的宗教场所建立了一个宏伟的圣殿，用来祭祀巴尔（腓尼基人的主要神灵）。在亚历山大
大帝的统治之下，这座城市迅速发展。曾经这座城的名字是希力奥普力斯（Heliopolis ，意为太阳之城）。但是巴尔
贝克卫城最重要的建筑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这座伟大的文化融合宫殿主要有三座建筑：
1- 木星神庙（ The temple of Jupiter）有 54 个围列式的圆柱（只有六根圆柱保存下来）。每根圆柱高 20 米，
基座直径达两米。这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的罗马柱，木星神庙的六角前庭保存得相对完好。

2- 巴克斯神庙（The temple of Bacchus）被誉为世界上现存的罗马建筑中最精美，保存最完好的作品之一。
那里是举行所有国际大型戏剧，芭蕾舞，古典和现代音乐会的盛典之地。
3- 金星神庙（The temple of Venus）是具有圆形外观的稀有建筑之一，可以说，它能与希腊德尔斐的索洛斯
（Tholos of Delphes）相媲美。
卡梅德·洛兹（ KAMED EL LOZ）
这是一个位于贝卡东南部的遗迹，在 1963 年至 1981 年间，由德国远征队发掘。该遗址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四千年，
是埃及总督的住所。这位总督在当地以法老的名义维持秩序。这一遗址位于前黎巴嫩山山脚下一个迷人的小村落。

南方
阿诺（ARNOUN）
坐落在纳巴泰省（ Nabatyeh governorate），这座著名的堡垒在 12 世纪被十字军称为：博福特城堡（ Beaufort castle）。
阿诺城堡建在岩石山上，它目睹了从十字军东征到现在的很多历史事件。遗憾的是，在 1975 到 1990 年黎巴嫩内战期间，
城堡被毁，现在这座城堡已经完全翻新，成为了旅游景点。

提尔
坐落在黎巴嫩南海岸，提尔城距离首都贝鲁特 74 公里。这是腓尼基人建立的世界上第一座贸易都市。就是在提尔城，
腓尼基人的经济帝国繁荣起来，也是在提尔，发现了著名的提尔之王希拉姆（Hiram）的石棺。正是这位王为所罗门
大帝（King Salomon）提供了优质的雪松木来建造他的神庙和宫殿。游客们可以沿着经历了千年历史的石板路，穿过
凯旋门，走过罗马渡槽，踏上古老的竞技场，来到罗马石棺区，欣赏那些精心雕琢的马赛克花坛。所有这些古迹都在
经历了亚述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统治以后，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2018 ©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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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顿
坐落于贝鲁特以南 45 公里，西顿是一个沿海城市，它也叫赛达（Saida）（Sa'id 在阿拉伯语里
是垂钓的意思）。西顿在历史上是主要的港口之一，腓尼基人从西顿出发，在文化和商业方面
征服了地中海世界。但是历史上这座城市不断被侵略者骚扰：非利士人，波斯人，希腊人
和阿拉伯人来来往往，还有被萨拉丁（Saladin）于 1187 年推翻的十字军。但是他们又给西顿
带来了大量的宝藏，比如现在已经成为城市标志的海军要塞。
正是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和西顿），宙斯绑架了年轻的欧洲，这个传说可以在（2002 年希腊）
2 欧元硬币上看到。

北方
拜特龙
它是拜特龙省的省会城市。这座沿海城市由腓尼基国王伊索瓦尔（Ithobal）于公元前 9 世纪建造，
用于隐藏宝藏。拜特龙的老街，教堂，港口和长达 225 米的腓尼基墙都是游人一定要去的打卡之地，
美味的柠檬汽水（lemonade）是游人一定要尝的当地饮品。
斯玛尔·朱拜勒（ SMAR JBEIL）
位于拜特龙省，斯玛尔·朱拜勒依山而建, 名字的意思是朱拜勒（比布鲁斯）的守护者。它以在腓尼基时期建造的
堡垒而闻名，罗马人和十字军也曾经重新使用过该堡垒。在堡垒脚下，游人可以看到水井和教堂，这座教堂为
圣马诺拉（Saint Mar Nohra）而建，圣马诺拉是一位慈善家，以治疗眼科疾病而闻名。这个村庄被认为是黎巴嫩
最古老的村庄之一。
的黎波里（ TRIPOLI ）：圣吉尔城堡（St-Gilles Castle）
的黎波里是黎巴嫩的第二大都市，位于贝鲁特以北 ۷٥ 公里。的黎
波里是沿海城市，以如画的风景和悠久的历史而闻名于世。圣吉尔
城堡俯瞰着整座城市与大海，为所有法兰克风格建筑增添了别样的
基调。曾经的圣玛丽教堂（Church of St. Mary）现在已经成为了
大清真寺。成功将西方建筑风格引入了东方建筑。 的黎波里拥有
数不清的马木留克式建筑（译者注：马木留克（Mameluk）是 1250 年到
1517 年间统治埃及的军事集团），比如帝纳尔清真寺（Mosque of Teynal），
阿卜杜勒·瓦希德（Abdel Wahed）清真寺，还有阿尔阿克拉夫（Al'Achraf）
大清真寺。除此之外，阿米娜港口（Al'Mina port）区域游览，可汗（商队）
和土耳其风格圆顶浴室，都是放松和娱乐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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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自然景观：
雪松
著名的黎巴嫩雪松历经种种动荡仍雄伟壮观，茁壮生长在海拔 2 千米的高山之上。雪松被誉为上帝之树，
是大自然的奇迹。黎巴嫩人视雪松为国宝，定期为它们提供检查和保护，有些雪松已经超过一千岁了。
圣经和古书上都引用过雪松，视雪松为永恒和智慧的象征。总而言之，雪松是黎巴嫩共和国的象征，黎
巴嫩的国旗和货币上都有雪松的图案。
最著名的雪松林在黎巴嫩北部的卜舍里（ Becharré ）地区和舒夫山脉的巴鲁克（ Barouk ）地区。
凯撒（ KSARA）天然洞穴
位于贝卡山谷的扎赫勒（Zahleh），凯撒天然洞穴长达三公里，深受游客喜爱。

卡蒂莎溶洞
这个溶洞位于贝鲁特以北，在雪松林和卜舍里（Becharré）之间，比杰达溶洞（Jeita Grottoes）小，但是精致美观，
值得一看。在卡蒂莎山谷（也叫圣谷）里，沿着一条小路（可以俯瞰整个山谷）走 15 分钟，就可以到达溶洞。站在
溶洞入口前的平台上可以欣赏山谷的美丽全景。

杰达溶洞（ JEITA GROTTO）
杰达溶洞位于贝鲁特以北 20 公里，一直以来都深受游客喜爱。两个重叠
的溶洞深入山中地下千米处，游客通过缆车出行。游客可以乘坐小船游览
低处的溶洞，小船在地下穿过一条窄窄的水路到达一个晶莹清澈的湖泊。
这个湖泊是卡尔布（Nahr el Kalb）河的源头。高处的溶洞可以在向导的
带领下步行参观。对于杰达溶洞的探索一直使游客们心驰神往，他们在形
状各异的钟乳石和石笋中间穿行，沉浸在超现实主义中，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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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龙湖（QUARAOUN LAKE）
加龙湖位于贝卡山谷以南，这个地区地形结构多元，风景优美。游客可以选择乘坐车沿湖观光，也可以选择
坐摩托艇在湖里（大约 25 分钟）近距离欣赏那如诗如画的湖光山色。
凡珂琅（ FAQRA） - 珂珐碧昂（ Kfardebiane）天然大桥
世界上的天然大桥屈指可数，黎巴嫩就有一座。这座桥坐落在黎巴嫩山海拔 1500 米处，横跨拉班河（ Nahr
El-Laban），站在桥上，可以看到凡珂琅村落的景色。游客可以选择在此处徒步旅行，边走边呼吸山里新鲜的
空气，欣赏山里迷人的景色。

4 – 宗教景点
教堂和礼拜堂
黎巴嫩有很多教堂。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徒，亚美尼亚教堂和礼拜堂都值得一看。教堂大小不一，新旧各异，但是
人们可以通过参观教堂清楚地看到基督教在黎巴嫩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修道院
黎巴嫩也有很多修道院，最著名的是卜鲁马纳修道院（Mar Chaaya Broummana），（安东尼最古老的
修道院基金会在 1700 年修建）。位于昆查兰（ Khounchara）的圣约翰
希腊天主教堂（ Greek- Catholic of St. John）也十分有名，而绸艾尔
（Choueir）地区则在 1733 年建立了第一家阿拉伯文字印刷厂。还有位于
安弥耶（Annaya ）的玛尔马木恩-圣查贝尔修道院（Convent of Mar Maroun
- St. Charbel ）和贝尔蒙特修道院（Abbaye of Belmont ）。著名的迪尔·
巴拉曼修道院（Deir Balamand）由熙笃会（Cistercians）在 1157 年建立，
1169 年完工，并在 1289 年拉丁王国覆灭后传给了东正教，该修道院里有丰
富的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拜占庭图案装饰。除此之外，在吉冉塔（Jrabta）
有圣约瑟夫修道院（Saint Joseph monastery ），卡凡（ Kfifane）的圣徒
塞浦路斯人和贾斯汀（Saints Cyprian and Justina ）为圣纳塔拉·哈迪尼
（Saint Nhamtallah el Hardini）和他的弟弟埃斯蒂芬·内赫（Estephan
Nehmeh）修建的修道院。在拉斯巴尔贝克（Ras Baalbeck ）的圣母玛
利亚修道院（Miraculous
Virgin Mary ）在公元 ٤ 世纪时属于阿勒颇大教堂，
但是后来很多建筑元素加入了进来，建筑风格也有很大的改变。现在它是贝卡
地甚至整个黎巴嫩地区居民朝圣的重要场所。每年的八月十五日， 很多黎巴

嫩和叙利亚的信徒都会前往圣母玛利亚修道院朝圣并庆祝圣母升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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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
黎巴嫩的清真寺数量很多，其中的黎波里大清真寺（Great Mosque of Tripoli）是一个纪念性建筑，它建于
十三世纪，拥有很多法式建筑元素；赛达大清真寺（Great Mosque of Saida）（第一眼看上去很像一座城堡）
由一座古老的教堂（由圣约翰的医院骑士在 13 世纪建造）改造而成。贝鲁特大清真寺（Great Mosque of Beirut ）
也叫奥马尔清真寺（Mosque of Omar）（最初，它是一座罗马教堂，在 1113 年至 1150 年间由圣约翰的医院骑士
在拜占庭建筑遗址上修建，在拜占庭遗址前，这个地点上伫立着一座罗马神庙。在 1291 年穆斯林将其改为清真寺，
并加了一个宣礼塔。）穆罕默德·阿明清真寺（Mohammad
el Amine Mosque ）在贝鲁特于 2008 年投入使用。黎巴
嫩的德鲁兹教徒也（Druze community）非常重要，有许多木卡姆，其中之一是先知约伯的木卡姆（ Maqam
of the prophet Job）（先知圣殿（Maqam Al Nabi Ayoub）），位于舒夫山里的尼哈（Niha）小镇。这个木卡姆
自 1947 年以来一直在翻修，包括先知约伯墓和德鲁兹星徽。
马格杜什(MAGHDOUCHE)
这座圣所是官方朝圣的地方。马格杜什是为了埃尔马达拉圣母（圣母玛利亚）修建的，由希腊天主教教会管理。
这座新教堂俯瞰整个西顿城，教堂内部陈列着意大利画家创作的精美壁画，一幅幅壁画讲述着圣母玛利亚的生平
故事。据说圣母玛利亚曾在此处等待到城里传教的儿子回家。曾经在同一位置，君士坦丁皇帝（emperor Constantine）
的母亲圣赫勒娜（Saint Helena）在 324 年也建了一座同样的圣母玛利亚教堂。曾经用来欢迎圣母的石窟门在
8 世纪时因为迫害而遭到关闭，直到 18 世纪才重新开放。

卡蒂莎山谷（ THE QADICHA VALLEY）
卡蒂莎山谷位于贝鲁特以北，
离卜舍里（Becharreh）很近。
卡蒂莎圣谷拥有建在石头里
的修道院和堡垒，这些修道院
与山体完全结合。
圣安东尼丘查亚修道院
（convent of St. Antony of
Qozhaya）修建于 16 世纪，
2018 © all rights reserved

25

Lebanon

最初是第一所叙利亚语的印刷厂。在卡蒂莎山谷还有玛尔丽莎修道院（Mar Licha convent），马龙派圣所千侬宾修道院
（Deir Qannoubine），以及其他隐士曾经居住过的石窟和住所。
黎巴嫩女神 - 哈莉莎（ HARISSA）
这座雕像完美无瑕，伫立在海拔 500 米的山上，俯瞰整个朱尼湾（bay of Jounieh）。哈莉莎像是一座圣母玛利亚像，
建于 19 世纪，在其小教堂（位于雕像底座）中占主导位置。爬到雕像顶部，可以看到壮观的山海相伴全景。
不想爬山的游客可以选择在海边乘坐缆车到达圣像处。
黎巴嫩，朝圣之地
黎巴嫩是基督徒和穆斯林朝圣的国家，信徒纷纷前来此圣地坚守自己的信仰。联系我们咨询更多的信息和路线吧。

5 - 宫殿和博物馆
西里西亚博物馆 (CILICIA MUSEUM) - 安特丽思（ ANTELIAS）
西里西亚博物馆的官方记载开馆时间是 1998 年 3 月 30 日。博物馆的最后一处大型建筑里设有天主教图书馆。
大多数珍贵的文物和宗教艺术品都是天主教所营救的宝藏。在 1915 年夏天，这些宝藏从锡斯（Sis）到阿勒颇
（Aleppo）进行了一次奥德赛之旅（Odyssean journey）（译者注：奥德赛是希腊神话里的神，奥德赛之旅指无论
经历多少艰难险阻都要回家），1930 年，这些宝藏被带到了安特丽思（Antelias），安置在了西里西亚博物馆这个
新家。除了这些宝藏，博物馆里还有很多其他经过募捐和购买来的珍品。
圣乔治希腊东正教博物馆 - 贝鲁特
圣乔治希腊东正教教堂是贝鲁特东正教徒的母亲教堂。这座教堂是贝鲁最老的教堂，也是阿拉伯地区最
老的教堂之一。在黎巴嫩内战期间，这所教堂遭到了很多袭击和偷盗，尤其因为它地处交火地带，总是
莫名地遭受炮火袭击。在 1998 年，重建该教堂的计划开始实施。2003 年 12 月 15 日，教堂向众人重开
大门。在重建教堂时，教堂内部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遗址被世人发现，现在这个教堂已经成为一个博物馆，在那里，
大家可以感受到历史和现代的碰撞与融合。
西里西亚亚美尼亚天主教修道院博物馆 - 博马（ BZOMMAR）
这座修道院博物馆内藏有大量东方宗教类和非宗教类艺术品，尤其是亚美尼亚人的艺术品。还有很多来自埃米尔·
巴希尔（Emir Bashir）的纪念品，他每次旅行的时候都把所有的财富交给修道院。在修道院里的小院子里，有精心
栽培的葡萄藤，并以此葡萄酿造了著名的优质葡萄酒。游客们可以前来品尝和购买。整年时间里，修道院都热情地
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学生，研究人员前来参观考察，还有忠诚的信徒前来朝圣。博物馆内还有一座专门为
圣母玛利亚荣耀升天所修建的教堂，教堂的屋顶是带有精美装饰的拱形建筑，极具特色。
۲۰۱۸ ©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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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丁宫
贝鲁特东南 45 公里即是灿烂辉煌的贝特丁宫（信仰之家），它是十九世纪初黎巴嫩建筑的经典之作。宫殿由曾经大
黎巴嫩的统治者贝希尔·谢哈布二世（Emir Bechir Chehab）用了 30 年修建而成。这座宫殿是王子的奢华住所，既体
现了伊斯兰的建筑元素，又带有威尼斯哥特式的建筑风格。雅致的拱廊和精心雕琢的墙面处处体现了这两种风格。当看
到各种木制品，天花板和马赛克花坛时，游客就会对这种奢华的装饰摆设和独特的设计而感到震惊。
贝鲁特国家博物馆
贝鲁特国家博物馆建筑为新埃及风格，建于 1930 年，竣工于 1939 年并于同年对公众开放。战争期间，博物馆里
的藏品散落在世界各地，如今这些藏品重新回归贝鲁特，并陈列在博物馆里等待世人观赏。
贝鲁特美国大学考古博物馆
这家私人博物馆陈列着史前中东文化到近代的多种珍品（大概有 10000 件展品和大量古币）。
比布鲁斯蜡像馆
在这个小博物馆里，游客可以看到历史中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蜡像。
代尔·卡马蜡像馆
这是一个很小的博物馆，游客在这里可以看到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蜡像。
纪伯伦博物馆
坐落于北部的卜舍里（Becharreh），纪伯伦博物馆里陈列着文学作品和著名黎巴嫩哲学家，画家，诗人，《先知》
的作者纪伯伦·可哈里·纪伯伦的画作。
丝绸博物馆（博丝（ BSOUS），采兹垒（ CAZA ALEY））
生丝过程: 从蚕到丝制品的全部过程.
- 蚕, 茧, 家蚕 – 桑树“金树”- 老机器，丝绸制品
- 丝 - 手织机织造 - 老照片 - 参观内容： 永久珍藏: 本地和东方丝绸、马达加斯加的原始丝绸 – 全景天台，
博物馆商店，咖啡厅 - 在香气弥漫的花园中散步 – 博物馆夏季对公众开放。
罗伯特·莫瓦瓦德私人博物馆（ Robert Mouawad Private Museum）
“那些经过多年精心设计的物品如今早已转变，就像市中心一样，成为了显著的范例… 斗转星移，这座建筑已经风雨
飘摇，它见过征服者，见过英雄也经历过战争。如今从其褪去华丽的外表上，意大利哥特式风格仍不失风采。
目前其内外部都有虚拟重建，罗伯特·莫瓦瓦德私人博物馆的多媒体展示文稿很好地总结了莫瓦瓦德的生平与成就，
下面这段话引自该文稿：“选择修复一个 110 年的宫殿，并将其改变为艺术品和个人珠宝收藏的私人博物馆，罗伯特
·莫瓦瓦德在尊重传统的同时，又充满勇气和远见。” 这座博物馆位于贝鲁特市中心，曾经是亨利法老宫（Henri
Pharaon Palace）。莫瓦瓦德把这座法老宫殿改建成国家艺术博物馆，无论是宫殿本身还是艺术藏品都具有双重的
历史价值。因为这座宫殿建筑自身就是最大的藏品。 莫瓦瓦德博物馆因装修于 2017 年闭馆至今。
2018 ©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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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姆博物馆（ THE MIM MUSEUM）
馆藏有珍贵的金属如金银等，还有名贵的宝石（红宝石，黄玉，翡翠等）。有的展区还设计了特殊的照明系统
以凸显藏品的丰富颜色和透明度，如坦桑石，橄榄石和电气石展区。金银展区则着重突出壮观的丝状碎片细节。
姆莱塔博物馆（ MLEETA MUSEUM）
姆莱塔抵抗运动是一个可歌可泣的伟大爱国故事，博物馆所在地也是纪念抗战胜利的重要地点。
姆莱塔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博物馆，依靠山脉形成的天然屏障，隐藏在深山之中。以色列于 1982 年占领姆莱塔
以南的黎巴嫩国土，那里曾经是黎巴嫩人浴血奋战保卫家园，抵抗及击退以色列入侵的地方。
圣约瑟夫大学史前博物馆（ USJ Prehiﬆoric Museum）
自 19 世纪来，耶稣会学者精心挑选的 500 多件史前文物在圣约瑟夫大学历史博物馆展出。窗口显示，展板展示
和模拟重建的场景准确复制了史前人类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博物馆出口还循环播放着纪录片。
对外开放时间：周一，周三，周五，周六： 上午九点 – 下午三点
法定假日及学校假期，博物馆闭馆。
纳布博物馆（NABU MUSEUM）
纳布博物馆位于黎巴嫩哈里里海岸线（Hirri coaﬆline），毗邻黎巴嫩北部的茶卡（Chekka）。博物馆于 2018 年九月
22 日对外开放。它收藏了来自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希腊，罗马，拜占庭和伊斯兰时期的稀有出土文物。除此
之外，博物馆里还收藏了很多名家的现代和当代画作，比如阿明·埃尔·巴查（Amin el Bacha），穆斯塔法·法鲁赫
（Moustafa Farroukh），可哈里·纪伯伦（Khalil Gibran），保罗·吉拉哥萨因（Paul Guiragossian）。
这是文艺青年必去之地，一定不要错过！

2018 ©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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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在露天老市场里逛街更有烟火气的事儿了，而且游客能够在这些老街感受到浓郁的复古气氛。
贝鲁特，赛达，比布鲁斯，祖可（Zouk），的黎波里和拉恰亚（Rachaya）都有购物老街。在拉恰亚（Rachaya）
游客们可以游览独立城堡，这座城堡建于 18 世纪，位于前黎巴嫩山脉黑门山脚下，为附近的村庄增添了无法
抗拒的魅力和浪漫。正是在这座城堡里，新政府成员在宣布黎巴嫩脱离法国托管并独立后，于 1943 年 11 月 11
日遭到监禁。同年 11 月 22 日，法国当局承认黎巴嫩独立并释放了贝沙拉·埃尔·库利（Bechara el Khoury）
（译者注：黎巴嫩独立后第一位总统），瑞阿德·埃尔·颂利（Riad el Solh）（译者注：黎巴嫩独立后第一位
总理），卡密拉·夏蒙（Camille Chamoun），萨利姆·塔卡拉（Salim Takla），奥戴尔·奥斯然（Adel Asayran）
和阿卜杜勒·哈米德·卡拉米（ Abel Hamid Karame）。

在黎巴嫩，游客们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旅游活动：夏季和冬季运动，文化，宗教，冒险和山区旅游。
各种类型，一应俱全。

黎巴嫩拥有无数名胜古迹，可以满足所有时间段，所有的要求和预算。
黎巴嫩也提供前往叙利亚的定制旅游。
赶快联系我们来探索精彩黎巴嫩吧！你一定可以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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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传统游览路线
经典黎巴嫩旅游路线如下：

❺
D.1
D.2
D.3
D.4
D.5

4
D.1
D.2
D.3
D.4

3
D.1
D.2
D.3

2
D.1
D.2

Days Visit

Tour 001/LB

月亮修道院 - 贝特丁 - 国家博物馆 - 参观贝鲁特
比布鲁斯 - 哈莉莎 - 杰达溶洞
西顿 - 提尔 - 爱什暮神庙（Echmoun）
巴尔贝克 - 凯撒酒庄 - 安杰尔
卜舍里：纪伯伦·可哈里·纪伯伦博物馆 - 雪松林 - 圣安东尼丘查亚修道院
Days Visit

Tour 002/LB

月亮修道院 - 贝特丁 - 国家博物馆 - 参观贝鲁特
比布鲁斯 - 哈莉莎 - 杰达溶洞
西顿 - 提尔 - 爱什暮神庙（Echmoun）
巴尔贝克 - 凯撒酒庄 - 安杰尔
Days Visit

Tour 003/LB

比布鲁斯 - 哈莉莎 - 杰达溶洞
西顿 - 提尔 - 爱什暮神庙（Echmoun）
巴尔贝克 - 凯撒酒庄 - 安杰尔
Days Visit

Tour 004A/LB

比布鲁斯 - 哈莉莎 - 杰达溶洞
巴尔贝克 - 凯撒酒庄 - 安杰尔
Joseph@ventnouveau.com I +961 4 712 037 I Beirut I Lebanon I www.ventnouvea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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