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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ND OF AFRICA

资深旅行作家 Pippa de Bruyn探讨了
坦桑尼亚何以成为非洲顶级探险旅游目的地的原因，
并介绍了各自然保护区的新兴探险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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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在坦桑尼亚，大约1/3的国土被设立为

自然保护区，留给了野生动物，因此这是个极富自然生机的国家。这里有

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火山口，有世界第一高的孤峰，还有世界上最宏伟

的野生动物奇观：每年有超过两百万只动物进行大迁徙，浩浩荡荡，无穷

无 尽。

观察一下野生狮群的保留地，你就会发现其中三个最大的聚集地

都在坦桑尼亚，分别位于鲁阿哈（Ruaha）、塞卢斯（Selous）和塞伦盖蒂

（Serengeti）自然保护区。“兽中之王”的领地同时也是各种野生动物的

家园，各种各样彼此联系又彼此依赖的动物共同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繁衍生息。起伏的绿色草原上点 着被长颈鹿咬成平顶的刺槐树；被大

象蹭掉树皮的猴面包树有着根状的树冠，从上方看就像月球的表面；在

大草原金黄色的草丛中，猎豹只需三秒就能加速到每小时110公里。

尽管有着风景如画的草原和迷人的野生动物，坦桑尼亚旅游业的发展

却相当缓慢，远远落后于它的东非邻国肯尼亚。不过现在，一切都变了。在过

去的几年中，一些高端旅游项目被启动，一批新建的和翻修的探险酒店相继

开放，既吸引来很多新游客，也对保护当地自然环境起到了促进作用。

这些新开放的探险酒店能容纳6至 20人不等，专门为游客营造独

一无二的探险旅行体验。它们对环境的改变很小，大部分酒店都由帐篷

组成：即便是超级豪华的 Mwiba Lodge酒店和独家专用的 Mkombe's 

House酒店，也在自身的设计中融合了帆布元素。在这些酒店中，你可以

躺在大床上，裹着精致的印度棉被，但耳边传来的声音是非洲独有的：

夜里野兽经过时刺耳的叫声、 Stockhausen汽车排气管和喇叭的噪声，

以及狮子恐怖的高分贝吼声——这一切都能让你体会到非洲大自然的

洪荒之力。对有些人来说，这些声音代表着一种觉醒，是你与未知世界

在精神上的连接，是真实生命的开端。欢迎来到坦桑尼亚的荒野之地，

这里是体验非洲大自然的最佳地点。

前页  Azura Selous 的泳池旁
适合观赏河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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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endary Serengeti Mobile，塞伦盖蒂多地
如果观赏动物大迁徙是你探险旅游中的头等大事，那么这家与

Mwiba Lodge（也属于 Legendary旗下）、 Asilia和 Nomad迥然不同的

酒店会是最佳选择。这是最新一家可以跟随动物大迁徙的移动式探险

酒店，每年定期搬迁至三个特定地点。该酒店也是独家专用的，住在这里

可以近距离接触迁徙中的动物大军，堪称家庭及亲友探险度假的最佳选

择。多数时候， Legendary Serengeti 酒店位于塞伦盖蒂平原北部，临近

马拉河，七月至十一月间会向南迁至基马利地区（Kimali）的某个位置，十

二月至翌年三月间将再向西迁至格鲁美地，到五月至七月，又会再回到北

部。Legendary Serengeti酒店可以分为两个同时迁徙的独立部分，各部

分的帐篷数量根据住客人数而定（至少六人）。它可与20世纪的顶级狩

猎营地相媲美，设施都比较复古（水桶淋浴器、灌木小径、篝火），不过家

左 风格质朴舒适的酒店房
间。右 大地色系是营地的
主 色。

3  /  13Where What How
where to stay



具非常豪华。套房浴室配有抽水马桶和水桶淋浴器（桶里的水用篝火加

热，只要你吩咐，随时会送到你的帐篷里）。晚间灯火阑珊，服务人员比住

客还多，让你充分体验旧式的探险乐趣。唯一缺憾是这里美食和向导的

水平目前不如Mwiba酒店，以及Asilia和Nomad的旗下酒店。

legendaryexpeditions.com ；每人每晚¥4,040～¥5,770

Namiri Plains，塞伦盖蒂中部
这是Asilia集团小型酒店系列中最漂亮的探险酒店，出色的经营

者们在舒适与探险、旅游与环保之间掌握着完美的平衡。酒店位于塞

伦盖蒂中东部的草原——周围都是一望无际的黄草地。在这里你可以

很方便地前往姐妹酒店Dunia小住或者午餐，后者位于塞隆奈拉机场

（Seronera）以西，临近美丽的莫鲁考皮地区（Moru Koppies），那里的草

左 动物与Namiri Plains酒
店和平共处。右 象在Namiri 
Plain酒店附近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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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ura Selous 酒店的帐篷拥有专属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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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更绿，人气也更旺。酒店只有八个帐篷，因此气氛非常幽静，不过设施

比 Asilia旗下的 Kwihala Camp酒店要豪华：宽敞的帐篷、室内外强力

淋浴器、高雅的装饰（帆布墙上挂着大尺寸的黑白摄影作品）。餐桌是共

享式的，你可以在用餐时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家常美食非常可口。

塞伦盖蒂原意为“无尽的平原”， Namiri酒店深得此意精髓，坐落于一

望无垠的草原上，所在区域20年来不对外开放，因此这片金黄色的草原

成为了狮子和猎豹们流连忘返之地，猎豹的数量得到很好的恢复，动物

学家们也得以有机会深入研究狮子的行为，这里拥有非洲最适合观察大

型猫科动物的条件。最近的营地离此超过一小时车程，你几乎可以独自

在这里观赏大型猫科动物。在 Namiri Plains酒店，你不会看到留恋树木

的长颈鹿、大象等大型哺乳动物，驾车驰骋一两个小时，你满眼望到的只

是辽阔的草地。要注意的是，尽管这里也很舒适，但基本上就是个帐篷

营地，没有游泳池，也没有 Spa。和 Kwihala酒店一样，这里适合想获得

正宗探险体验的人。

asiliaafrica.com ；房价¥2,260～¥5,660，全年开放

Azura Selous，塞卢斯保护区
Azura Selous探险酒店位于全非洲最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塞

卢斯保护区西部，紧靠河边，视野辽阔。躺在私家瀑布泳池边一边品尝

冰镇饮料，一边观赏河马在鲁阿哈河中休憩，你会与它们一样感受到宁

静怡人的美好时光。酒店的主居住区俯瞰着湍急的河流及河中时常出

现的河马。12间客房非常豪华、私密，全部配有可观赏河景的私家瀑布

泳池。这是一家出色的探险酒店，有美食和优质向导，还能在你居住的

半帐篷式私密别墅中为你提供各种 Spa 理疗。此地景观不如塞伦盖蒂

或鲁阿哈那么丰富多变，大部分游客来此主要为了探索河流和鱼类。这

里还可进行徒步探险。和鲁阿哈及塞伦盖蒂一样，塞卢斯的狮群也很多，

此外这里还有珍稀的豺狗，不过它们可不像河马、鳄鱼那么容易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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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这里能观赏到的动物不像在鲁阿哈的 Kwihala酒店或塞伦盖蒂

的一些酒店那么丰富多彩；住客们来此主要是为了在大自然中享受奢华

和宁静。

azura-retreats.com/azura-selous ；每人每晚约 ¥6,810起（全包）

Mwiba Lodge，塞伦盖蒂南部
Mwiba Lodge酒店位于塞伦盖蒂西南角一个占地 51,000英亩的

私立野生动物保护区中，此地在南塞伦盖蒂的大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这里并非典型的热带草原，常见茂密的耐寒灌木、抗旱乔木（如

大戟）和裸露的岩石，花豹特别喜欢这种地貌。老板丹 · 弗里德金塞特

（Dam Froedlomset）刚刚把酒店转移至另一个峡谷，在这里，他为住客

们提供堪与获奖酒店Singita媲美的时尚设施，酒店现在还新增了一个

酒吧。这里拥有大型探险酒店的一切设施（包括Spa理疗），但最多只容

纳20人。所有客房都很宽敞，让你外出探险归来也不会觉得闷倦。八个

套房全部隐藏在岩石后面，非常私密，彼此间以木制栈道相连。几个公

共空间位于高处，自然分布在巨石周围，空气清新，视野极佳。酒店的泳

池是整个塞伦盖蒂最棒的，躺在这个三角形的泳池里，你可以惬意地俯

瞰下方的野生动物水源地。该酒店的服务、葡萄酒和美食都非常出色。

这里拥有塞伦盖蒂平原上最豪华美丽的探险套房。你将拥有自己的专用

车辆，每天，向导都会根据你的身体和情绪为你制定高效、贴心的服务。

住在该酒店不用天明即起，也不用整天在丛林里徘徊， Mwiba酒店安排

的探险目的非常实际：让你度过一个轻松的假期。酒店周围植被茂盛，

因此能看见野生动物的几率不如北部和南部，不过花豹比别处要多。此

地是禁猎区，因此野生动物很活跃。向导水平出色，他们会着重带你了解

小型动物与大型动物之间的联系和共生关系。在这里，你会拥有自己的

车辆和向导，因此一切将按照你的步调运行。一月至三月间，你能看到动

物大迁徙，此时草原南部恩杜图（Ndugu）的野生动物正在生育幼崽。

legendaryexpeditions.com；每人每晚¥8,080～¥10,670（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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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ihala, 鲁阿哈国家公园
Kwihala是鲁阿哈国家公园（一个占地四百万公顷的自然保护区的

一部分）内仅有的六个探险酒店之一，它位于公园北部，靠近姆瓦谷希沙

河（Mwagusi），环境优美，野生动物密集。公园内景色多变，不同的季节

来这里可以看见完全不同的动物，专为热爱大自然的游客们准备。酒店

最多可容纳12名住客，服务人员热情周到，有如家人一般亲切。这里大型

猛兽很多（鲁阿哈国家公园中栖息着全世界10%的狮群），景色与坦桑尼

亚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既有猴面包树林立的广袤平原，也有棕

榈密集的沙质河岸。雨季过后，这片半干旱地区就会变成绿色的伊甸园。

来鲁阿哈参观的游客比去塞伦盖蒂的少得多，但去而复返的回头客比例

很高。简而言之，鲁阿哈让人过目难忘。Kwihala 酒店有些年头了，但直

到成为 Asilia旗下小型探险酒店的一部分后，才迎来了真正的春天。在

左 Kwihala提供周到的服务。
右 阳光笼罩下的Kwihala有
一种轻松闲适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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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lia旗下， Kwihala酒店保持着一贯出名的向导服务，对回头客们的吸

引力一如既往，舒适性也获得了提高。酒店以此地标志性的猴面包树做

装饰，配有简洁实用的家具，堪称坦桑尼亚最出色的探险酒店之一。盥洗

区很有野营的感觉（配有水桶淋浴，像普通淋浴一样操作，但水量是配

给的），客房非常舒适，有超级大床。用餐有如赴宴，所有住客共用一张

大桌，酒店团队总是热情洋溢，像对待家人一样招待住客。向导和氛围也

同样出色。这里适合那些喜欢整天出去追踪动物的人，那些想待在豪华

探险酒店中无所事事的游客会感到无聊：这里没有泳池，没有漂亮的景

观，也没有电吹风和空调。

asiliaafrica.com ；每人每晚¥3, 560～¥4,500（含膳食、大部分酒水

和户外活动），每年6月1日至翌年3月25日开放

Mkombe' s House，塞伦盖蒂北部拉麦地区
    Mkombe是 Nomad小型探险酒店旗下的最新力作（Nomad

与Asilia集团的探险酒店是坦桑尼亚最好的），也是塞伦盖蒂仅有的

两个独家专用探险酒店中的一个（另一个是 Singita旗下的 Serengeti 

House，更具城市风情，也更豪华）。酒店位于塞伦盖蒂平原最北部的

拉麦地区（Lamai），临近的马拉河流经塞伦盖蒂和肯尼亚的马塞马拉

（Masai Mara），每年七月至十月，这里是观赏迁徙动物过河的最佳地点，

那时，成百上千头野生动物会从岸上跳进又急又深的河流，有的还会丧

命于鳄鱼之口。不过由于马拉河是一个永久性的水源，这里整年都能看

见很多动物。很多人喜欢在十一月至翌年六月间来此，那时野生动物正

陆续踏上迁徙之路，游客们可以尾随观赏。酒店位于上方的岩石上，可以

眺望大片平原，整年都适合观赏动物。酒店富有田园风情，配有精致的木

地板、厚厚的乳白色毛毯，床上用品为棉制和山羊毛制，房间采用帆布墙

和砖墙搭配。酒店巧妙地隐藏在风景之中，空气清新，非常舒适，更像是

个海滩度假别墅。酒店专为有一两个小孩的家庭准备的设施：浴缸前专

门配有台阶，还有儿童椅、四周用栅栏围起的戏水池。工作人员擅长为孩

强势酒店

对于那些从阿鲁沙 
（Arusha）来塞伦盖蒂平

原的游客来说，他们通

常认为恩戈罗恩戈罗自

然保护区 （Ngorongoro 
Conservation）也是坦桑

尼亚北方环线 （Northern 
Circuit）的一部分。现在，

这片地区虽然新开了

一些探险酒店，但没有

一个能撼动Ngorongoro 
Crater Lodge （位于死火

山口）的地位。该酒店位

置绝佳，可以俯瞰世界

最大的死火山口——一

片占地260平方公里的

峡谷，俯视谷底，即便大

象也像蚂蚁一般渺小。

酒店于2015年进行了翻

修，在原本已极尽奢华

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可

以为住客提供更多特别

的享受，如玫瑰花瓣晚

餐、崭新的葡萄酒窖，以

及在火山口品尝马塞黄

昏鸡尾酒。提示：并不

一定非得下到火山口谷

底——这里有很多车辆

带你去周围观赏野生动

物，相比塞伦盖蒂，在这

里驱车就如同在动物园

中一般轻松惬意。火山

口的美景足以吸引游客

来此小住一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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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们提供周到体贴的服务。酒店一共能容纳四名成人和六个小孩。这是

该品牌最新独家专用酒店，在整个塞伦盖蒂是带小孩的家庭探险旅游

的顶级之选，举家前来的游客可以在此一边探险一边共度美好时光。需

要更多社交活动的游客不建议选择这里，没有陌生人可以聊天，也不能

与其他游客一起活动。

nomad-tanzania.com ；价格详询 info@nomad-tanzania.com

Little Chem Chem Tented Camp，塔兰吉雷国家公园
对于大部分坦桑尼亚北部的游客来说，塞伦盖蒂平原上的塔兰吉

雷国家公园（Tarangire）是一个风景极其优美的地方，既有猴面包树遍

布的广袤草原，也有植被茂盛的湿地，是个理想的停留之处。公园中的

野生动物非常密集，因此在这里你能看到的动物种类比塞伦盖蒂保护

左 尽得自然野趣的泳池。
右 从营地附近经过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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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更多，尤其是象群数量庞大、生机勃勃。Chem Chem是毗邻塔兰吉雷

公园的一片16,000公顷的私人园区，Little Chem Chem酒店就位于此

处，这里处于国家公园和马尼亚拉湖（Lake Manyara）——格列高里裂

谷（Gregory Rift边缘的一片浅滩）——之间，堪称动物大迁徙的“生

命走廊”。Little Chem Chem是真正的野营帐篷酒店，同时不失奢华舒

适。酒店非常安全，哪怕有狮子穿过营地，你只需拉上帐篷拉链即可。你

甚至不需要离开酒店营地就能参加很多活动。你还可以一边品尝黄昏鸡

尾酒，一边欣赏巴巴蒂山（Babati）和清澈的布伦基湖（Lake Burunge），

或者眺望远处的马尼亚拉湖，那里的火烈鸟像一片红云，笼罩在白色、

灰色和蓝色的浅滩上。酒店的经营者们非常热情，食物美味可口，在这

里探险旅游，你会非常开心。Little Chem Chem是慢节奏探险（Slow 

Safari）的倡导者，酒店老板法比亚 · 鲍施（Fabia Bausch）和尼科拉 · 内

左 入住Ngorongoro Crater 
Lodge的客人有机会在荒野
中享受这样美丽的晚餐。
右 Little Chem Chem供应的
美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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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Nicolas Negre）鼓励住客们融入环境，放慢节奏去欣赏和理解大

自然的瑰丽多姿。此外，他们在酒店中供应的膳食堪比米其林星级餐厅

的水平！生活在 Chem Chem园区，徒步和瑜伽是必不可少的体验，你还

可以在马塞族保镖的陪同下进行慢跑。在私密性极佳的帐篷客房里营造

出质朴与奢华之间完美的平衡：帐篷扎在地面，但铺上了地毯，淋浴和抽

水马桶一应俱全，还有电风扇为帐篷送来清新的空气。如果你只想要奢

华，可以去附近的 Chem Chem Lodge酒店，那里有 Spa和游泳池。

chemchemsafari.com/ little-chem-chem ；每人每晚 ¥ 5,400起

（全 包）

规划你的旅行

到达
如果你要去南部的自然

保护区 （塞卢斯和鲁阿

哈），需先飞至坦桑尼亚

首都达累斯萨拉姆 （Dar 
Es Salaam）。但是，如果

你要走北部环线 （包括

塔兰吉雷、马尼亚拉湖、

恩戈罗恩戈罗和塞伦盖

蒂），更合理的选择是飞

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然后转机去乞力马扎罗

国际机场 （Kilimanjaro 
International Airport），之
后可以乘飞机，也可以

开车去北部环线。我们

建议乘飞机，因为只有

飞行才能看到此地辽阔

的风景 （此外，这里的

道路非常糟糕）。

何时去&去哪里
大部分人都会避开四五

月的雨季，那时很多探

险酒店会关闭。塞伦盖

蒂被认为是非洲最棒的

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

大迁徙主要在该地区进

行。不过你也可以乘坐

Cessna飞机把坦桑尼亚

的自然保护区游个遍。

塞伦盖蒂最大的魅力

就来自于大迁徙：这是

一百三十多万头野生动

物年复一年的运动会，

共有200,000头斑马、

300,000头瞪羚，以及成

千上万的大羚羊、狷羚

和牛羚顺应古老的本

能，去寻找新的草场。有

一种误解认为大迁徙是

在某个时间段进行的，

实际上动物大迁徙是一

个缓慢的、持续的、顺时

针进行的绕圈活动，因

此你在任何时间都能看

到动物迁徙，不过人们

最常去观看的时间是在

八月至十一月，那时有

大批动物渡过马拉河。

如果你想跟随迁徙中的

动物，则需要 A2Asafaris.
com （a2asafaris.com，在
亚洲和非洲都设有机

构，是一家优秀的定制

探险旅游供应商，对坦

桑尼亚乃至整个非洲

的自然环境非常了解）

这样的定制旅行专家

协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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