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Things To Do in Mauritius"
A small piece of land surrounded by the Indian Ocean, Mauritius, with its sandy beaches, pristine waters, and clear skies, comes
quite close to the proverbial paradise island. From the holy waters of the Grand Bassin to the magnificence of Le Morne Brabant, it
promises a stirring journey into the depths of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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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奥克斯比基斯海滩
"四周环绕着泻湖"

by Karsten Ratzke

Trou aux Biches位于岛上熙熙攘攘的北部，拥有岛上最美丽的海滩之一。这
个沙滩上铺满了灿烂的木麻黄树，这个沙滩上通常挤满了游客，前来欣赏美
丽的蓝色海水和原始的金色沙滩。在几家酒店的家中，人们可能很难找到一
个宁静而安静的角落，放松身心，享受私人美景。然而，这不是不可能的，
无论如何，景观和风景本身就是如此华丽，以至于游客可以从拥挤的画面中
调出来，调入自然的和谐。海滩湛蓝的海水也使其成为浮潜和潜水的最佳地
点之一。

+230 210 1545 (Tourist
Information)

mtpa@intnet.mu

Route Royale, Trou aux Biches

Pereybere海滩
"热门的海滩"

by Z thomas

毛里求斯隐约可见清澈的海滩和无限的乐趣，同时享受各种活动和水上运动
。 Pereybere海滩是游客和当地人的热门目的地之一。 Pereybere餐厅，夜
总会，商场等等等待着你。选择浮潜，探索海底世界和异国情调的海洋生物;
由于深水，这是一个理想的去潜水点。经过辛苦的海上游览之后，您可以简
单地坐在木麻黄和棕榈树排列的散步长廊，或在附近的餐饮场所漫步，品尝
当地美食。 Pereybere海滩确实是一个很棒的度假胜地！

+230 210 1545 (Tourist
Information)

mtpa@intnet.mu

Off Pont d'Azur Drive, Grand Bay

Chamarel瀑布
"灿烂的瀑布"
以其海滩而闻名的毛里求斯，也有其公平的瀑布份额，Chamarel瀑布是其中
之一。位于七色地球附近，它通过田野，峡谷和绿地，使一个美丽的景色。
游客还可以在这些瀑布享受浅水游泳。
+230 210 1545 (Tourist
by Mauritiustrip
Information)

mauritiusattractions.co
m/chamarel-waterfallsi-105.html

mtpa@intnet.mu

Chamarel Waterfall,
Chamarel

by CEphoto, Uwe Aranas

甘加塔罗（Grand Bassin）
"神圣的印度教湖"
位于毛里求斯的心脏地带，黑河峡谷国家公园附近的Ganga Talao或Grand Ba
ssin是一个在岛上印度教文化和宗教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湖泊。在湖边，
有寺庙和偶像说湖的宗教意义。在1972年，来自印度恒河恒河的水被带到这
里，并与这种水混合，从而与强大的恒河形成了一种联系。还有一个名叫Man
gal Mahadev的湿婆神雕像，高约108英尺。请参观这条河，不仅仅是为了宗
教的价值，也为了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
+230 210 1545 (Tourist Information)

Grand Bassin Road, Grand Bassin

Flic en Flac
"迷人的海滩和更多"
弗利康弗拉克位于岛的西部，是岛上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个岛的
独特名称来自荷兰语“Fried Land Flaak”，意思是“自由平坦的土地”，
从村庄的地形看，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美丽的海滩，白色的沙滩和原始
的蓝色海水，沿着海岸线延伸，是许多国际连锁酒店在这里开业的原因之一
。在这里计划一次访问，发现这个岛屿所拥有的美丽财富。
by Chopsstick

+230 210 1545 (Tourist
Information)

mtpa@intnet.mu

Flic en Flac, Flic en Flac

沙马雷勒七彩土
"多彩色的地球"

by Martin Falbisoner

Chamarel的七色地球是一种超现实的地质构造，七种颜色的波纹沙。由熔岩
的不均匀冷却和多色岩石的侵蚀造成的这种奇怪的异常已经成为毛里求斯最
受欢迎的景点之一。红色，棕色，紫色，绿色，蓝色，紫色和黄色的沙子形
成起伏的层次，在浅的沙丘周围漩涡旋转;郁郁葱葱的热带森林环绕的蛇纹石
带沙池。即使在有意混合的情况下，不同颜色的沙子也会再次自发沉降成不
同的层次。有趣的是，尽管暴雨，七彩地球似乎并没有受到侵蚀，反而依然
没有受到干扰。在雨后或日出时，金色的阳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230 203 1900 (Tourist
Information)

mauritiusattractions.com/chamare
l-colored-earth-i-104.html

Seven Coloured Earth of Chamarel,
Chamarel

Notre Dame Auxiliatrice
"Red Roof Church"

by Martin Falbisoner

Backdropped by the infinite waters of the Indian Ocean, the Notre
Dame Auxillatrice is one of the most charming sites of Mauritius.
Located in the village of Cap Malheureux, the whitewashed Roman
Catholic church, topped with a striking red roof, is an embodiment
of the tranquility that Mauritius offers. Intricate stone-carved
altar housed in the interiors is a sight to cherish for many
tourists. The church, built as a tribute to victims of an
unfortunate shipwreck, is a popular photo-op destination for
couples.

+230 208 3068 (Tourist Information)

B.13 Coastal Road, Rivière du Rempart District, Cap
Malheureux

Le Morne Brabant
"为奴隶避难"

by travelmemo.com

以大约556米高的玄武岩巨岩为特征，从自然，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更多
布拉班特半岛是一个杰出的地标。这个半岛位于岛的西南侧，被泻湖包围着
，是Mandrinette和Trochetia Boutoniana两个非常珍稀的植物。在历史上和
文化上，乐莫恩拥有重要的地位。这个半岛充当了来自非洲，马达加斯加，
印度和东南亚的奴隶的避难所，这些奴隶逃离了生活在众多的洞穴之中。一
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1835年2月，是莫勒人与之相关的。奴隶制已被
废除，并通知在半岛上的奴隶，派出警察。然而，不幸的是，奴隶们误以为

是警察的意图，而选择了潜逃。在这里计划访问，并发现一个真正的宝藏。

+230 210 1545 (Tourist Information)

Le Morne, Le Morne

黑河峡谷国家公园
"珍稀植物和动物"

by Adamina

黑河三峡国家公园占地约6,754公顷（16,690英亩），是一个绿色天堂，也是
该岛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证明，占毛里求斯扩张的近2％。国家公园是一片翠绿
的树叶，像一片壮观的绿色海洋，巨大的海浪冻结在一个地方，被岩石露出
的少量刺穿。这个公园有几种植物和动物，包括像Trochetia
Buotiniana，Cassine Orientalis和Diospyros Tessellaria等树木，以及诸
如粉红鸽子，毛里求斯杜鹃鸟和Mascarene天堂捕蝇鸟等鸟类。古老的乌木森
林是巨型果蝠，猕猴和野猪的栖息地，还有九种特有的鸟类和数百种开花植
物。由于它包含如此丰富的野生动物，它受到毛里求斯政府的保护，并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暂定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游客可以在不同的地点
进入这个公园，其中一个位于Grand Riviere Noire附近。

+230 258 0057

npcs.govmu.org/English/
Pages/NPCS%20Updated/Bla
ck-River-Gorges-NationalParks.aspx

npcs@mail.gov.mu

B103 - Plaine Champagne
Road, Grande Rivière Noire

卡塞拉自然休闲公园
"狮子，老虎和更多！"

by Kurt+Avish

毛里求斯自然拥有华丽而独特的动植物，拥有如此多珍贵的自然生命，就有
保护和保存的责任。卡斯拉自然休闲公园（Casela Nature＆Leisure Park）
占地10公顷，是一个以自己的方式保存这种生物多样性的实体。这个公园拥
有大约1500种鸟类，老虎，狮子，猴子等等。作为一个休闲景点而不是自然
保护区，这个公园对于孩子们和成年人来说都是一次重要的旅行，所以他们
可以更多地了解我们在地球上共同居住的自然和风土人情。请参阅网站了解
更多信息。

+230 452 2828
(Reservations)

www.caselapark.com/

casela@intnet.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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